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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走势 Market Trend

2016 液压气动密封行业发展与改革报告

2016 年，是中国液压气动密封行业贯

彻落实《中国制造2025》宏伟战略，实施《液

压气动密封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开

局之年。一年来，全行业面对困难和挑战，

坚决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在去产能、

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

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方面取得积极进展；行业

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产品结构得到改善，一

批高端液压液力气动密封产品研发取得突破

性进展，部分产品实现产业化。全年行业经

济运行稳中向好，主要经济指标呈现一季度

降幅逐月收窄，二、三季度温和上涨，四季

度不断创新高的趋势。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 CHPSA

“Made in China 2025”strategy has been implement in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in 2016, which was also the first year of 

“13th Five-Year Plan”. A year ago, the whole industry has been facing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resolutely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central 

economic work conference to reduce capacity, inventory, leverage, cost, 

and has made positive progress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supply system; accelerated the pace of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product structure has been improved, a number of high-end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products progressed, some have achieved 

industrialization. The industry economy was stable and doing well in the 

whole year, although the 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showed a decline in the 

first quarter, but followed by a moderate rise in the two and three quarter, 

and showed a trend of high innovation in the fourth quarter.

China Market Development Report in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2016)

一、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行业规模以上企业 2016年工业总产值完

成情况及 2017年预计。

1. 2016 年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

值完成情况

Industry Economic Situation
Total industry output value in 2016 and 2017(Estimated).

1. Total industry output value in 2016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achieved gross output value of 

2016

液 压 ( 含液力 )

气
动

密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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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 2017 年液压气动密封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

总产值完成情况及预计

Total output value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from 2012 to 2017

2012 ～ 2017 年液压（含液力）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

业总产值完成情况及预计

Total output value of hydraulics (including hydro-

dynamics) from 2012 to 2017

2012 ～ 2017 年气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完

成情况及预计

Total output value of pneumatics from 2012 to 2017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液压、气动、密封行业实

现工业总产值 1067亿元，同比增长 4.6％。其中：

液压（含液力）行业：工业总产值 535亿元，同

比增长 2.6％；

气动行业：工业总产值210亿元，同比增长5.0％；

密封行业：工业总产值322亿元，同比增长7.9％。

2. 2017 年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预计

液压、气动、密封行业工业总产值预计1117亿元，

同比增长约 4.7%左右。其中：

液压（含液力）行业：工业总产值 550亿元，同

比增长约 2.8%；

气动行业：工业总产值 223 亿元，同比增长约

6.0%；

密封行业：工业总产值 345 亿元，同比增长约

7.1%。

106.7 billion Yuan in 2016, with a 4.6% increase year-on-year. 

Among them:

Hydraulics (including hydro-dynamics): 53.5 billion Yuan, 

increased 2.6% year-on-year;

Pneumatics: 21 billion Yuan, increased 5.0% year-on-year;

Seals: 32.2 billion Yuan, increased 7.9% year-on-year;

2. Prediction of total industry output value in 2017

Total output value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is 

expected to reach 111.7 billion Yuan, increase about 4.7% year-on-

year. Among them:

Hydraulics (including hydro-dynamics): 55 billion Yuan, increase 

2.8% year- on-year;

Pneumatics: 22.3 billion Yuan, increase 6.0% year-on-year;

Seals: 34.5 billion Yuan, increase 7.1% year-on-year.

2012 ～ 2017 年密封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完

成情况及预计

Total output value of seals from 2012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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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产品进出口情况

2016 年行业产品进出口额延续 2015 年

负增长态势，全年下降幅度逐月收窄，趋势

总体向好。

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液压、气

动、密封产品进出口额 39.92 亿美元，同比

下降4.5%，贸易逆差为 12.03亿美元。其中：

液压、气动、密封行业产品累计进出口额分

别为 24.32、6.40、9.20 亿美元，贸易逆差

分别为 8.89、2.44、0.70 亿美元。

1. 产品进口情况

据统计资料显示：2016 年液压、气动、

密封行业产品进口额为 25.98 亿美元，同比

下降 3.5％。其中：

液压行业产品进口额为 16.60 亿美元，

同比下降 4.1％；

气动行业产品进口额为 4.42 亿美元，同

比下降 1.8％；

密封行业产品进口额为 4.95 亿美元，同

比下降 2.9％。

2. 产品出口情况

据统计资料显示：2016 年液压、气动、

密封行业各类产品出口额为 13.94 亿美元，

同比下降 6.2％。其中：

液压行业产品出口额为 7.71 亿美元，同

比下降 2.0％；

气动行业产品出口额为 1.98 亿美元，同

比下降 24.2％；

密封行业产品出口额为 4.25 亿美元，同

比下降 3.2％。

Industry Imports and Exports
Compare to 2015, the import and export volume of industry products in 

2016 continued to grow negatively, but the annual decline was narrowed 

month by month, so the trend was generally good. 

According to China Customs statistics data, total fluid power industry 

imports and exports was US$3.992 billion in 2016, decreased 4.5% year-

on-year, trade deficits was up to US$1.203 billion. Among them: import 

value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were US$2.432 billion, 

US$640 million and US$920 million respectively, trade deficits were 

US$889 million, US$244 million and US$70 million respectively.

1. Industry Imports 

Statistics data shows: total import value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 2016 was US$2.598 billion, decreased 3.5% year-on-year.

Among them: 

Hydraulics import value was US$1.660 billion, decreased 4.1% year-on- 

year;

Pneumatics import value was US$442 million, decreased 1.8% year-on-

year;

Seals import value was US$495 million, decreased 2.9% year-on-year.

2. Industry Exports 

Statistics data shows: total export value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 2016 was US$1.394 billion, decreased 6.2% year-on-year.

Among them: 

Hydraulics export value was US$771million, decreased 2.0% year-on-year;

Pneumatics export value was US$198 million, decreased 24.2% year-on-

year;

Seals export value was US$425 million, decreased 3.2% year-on-year.

2012 ～ 2017 年液压气动密封行业各类产品进出口趋势

Import and export trend of fluid power industry from 2012 

to 2017

2012 ～ 2017 年液压行业产品进出口趋势

Import and export trend of hydraulics from 2012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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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 2017 年气动行业产品进出口趋势

Import and export trend of pneumatics from 2012 to 2017

2012 ～ 2017 年密封行业产品进出口趋势

Import and export trend of seals from 2012 to 2017

三、液压气动密封行业产品国内市场容量

据不完全统计，2016 年液压、气动、密封行业产

品国内市场容量为 1151 亿元，同比增长 4.8%，分行业

如下：

液压（含液力）行业：2016 年国内市场容量为

597 亿元，同比增长 2.4%；

气动行业：2016 年国内市场容量为 227 亿元，同

比增长 6.9％；

密封行业：2016 年国内市场容量为 327 亿元，同

比增长 7.9％。

Domestic Market Volume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ial Products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domestic market volume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products was 115.1 billion Yuan in 2016, 

increased 4.8% year-on -year. 

Among them:

Hydraulics (including hydro-dynamics): 59.7 billion Yuan, 

increased 2.4% year-on-year;

Pneumatics: 22.7 billion Yuan, increased 6.9 % year-on-year;

Seals: 32.7 billion Yuan, increased 7.9% year-on-year.

2012～ 2017年液压气动密封产品国内市场容量

Domestic market volume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products from 2012 to 2017

2012～ 2017年液压（含液力）产品国内市场容量

Domestic market volume of hydraulics (including hydro-

dynamics ) products from 2012 to 2017

2012 ～ 2017 年气动产品国内市场容量

Domestic market volume of Pneumatics products 

from 2012 to 2017

2012 ～ 2017 年密封产品国内市场容量

Domestic market volume of seals products from 2012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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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业发展特点

2016 年，液压、液力、气动、密封行

业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认真贯彻《中国制造 2025》战略行动纲领，

按照《液压液力气动密封行业“十三五”

发展规划》确定的发展思路和重点任务，

坚决落实国务院“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指

导意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

位置。行业转型升级加快，产业结构得到

改善，一批高端液压液力气动密封产品研

发取得突破性进展，实现产业化，进一步

夯实了行业发展基础。

一是行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进一步

加速。中航力源等 6家单位共同承担的国

家科技支撑计划“挖掘机关键液压基础件

及成套系统”课题以及由中国机械工业联

合会组织实施的“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面向工程机械行业的关键技术研发

及示范应用”项目顺利通过验收；四川日

机研制的“核电站主泵油机械密封”、“乙

烯三机干气密封”两项重点产品通过国家

能源局组织的鉴定；国泰密封承担的“高

导热柔性石墨膜的研究开发”顺利通过验

收；通过自主创新与产学研相结合，太重

榆液在高端柱塞泵研发的关键技术上实现

了重大突破；山河智能“工程机械多路阀

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取得重大突破。

行业 5家企业列入第一批制造业单项冠军

示范、培育企业名单，其中：安徽中鼎密封

件股份有限公司、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泰丰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列入单项冠军

示范企业名单；合肥长源液压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列入单项冠军培育企业名单；塞克思液压、

安徽博一被列为国家机电产品再制造第二

批试点单位；通用机械研究院入选科技部

第二批科技服务业行业试点单位名单；安

徽中鼎获得2016年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项目的顺利验收、关键技术与应用的突破、

企业入围国家示范、试点项目名单等将进

一步促进行业低碳环保、绿色制造、智能

制造的发展，加快行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

整步伐，培育行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ustry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de in China 2025" and "13th Five-Year Plan" strategy, 

China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adjust the structure to a more 

important position.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ccelerated, structure 

has been improved, and a number of high-end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products R&D made a breakthrough progress, and furthermore,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1.Industry transformation upgrading and structure adjustment 

acceleration supported by following projects of research:
①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ed program “Hydraulic 

excavator key components and power units” beard by AVIC Liyuan Hydraulic 

Company and other 6 units, and "12th Five-Year Plan" supported program “Key 

technology in research and demonstration application of construction machinery 

industry” organized by China Machinery Industry Federation(CMIF) have 

being successfully passed the acceptance. ② "Main oil pump mechanical seal 

of nuclear power plant” and “Ethylene three machine dry gas seal”, these two 

key products of Sichuan Sunny Seal Co., Ltd passed the acceptance of National 

Energy Bureau. ③ Zhejiang CPS Cathay Packing & Sealing Co., Ltd. project of 

“High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flexible graphite film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uccessfully passed the acceptance.

④ Taiyuan Heavy Machinery Group Yuci Hydraulic Industry Co., Ltd 

achieved a major breakthrough in the key technology of plunger pump through 

combination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⑤ SUNWARD “Key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engineering mechanical valve” project 

achieved a major breakthrough. ⑥ Five industry companies included in the 

first batch manufacturing demonstration, cultivate individual champion list 

of enterprises, which including: Anhui Zhongding Holding(Group)Co., Ltd., 

Zhenjiang Hydraulics Co., Ltd., Shandong Taifeng Hydraulic Co., Ltd, Hefei 

Changyuan Hydraulic Co., Ltd., Beijing Huade Hydraulic Industrial Group Co., 

Ltd. ⑦ Three industry companies included in the second batch of national pilot 

list, which including: SKS Hydraulic Technology Co., Ltd., Anhui Boyi Fluid 

Power Transmission Joint Stock Co., Ltd, Hefei General Machinery Research 

Institute. ⑧ Anhui Zhongding won the 2016 nation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enterprise.

The key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successful acceptance, the project 

breakthrough, and enterprises included in the national list or national 

demonstration pilot project will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low 

carb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reen manufacturing, smart manufacturing, 

accelerate the pace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y structure 

adjustment, foster new economic growth point of industry.

2. Industry science &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echnical 

progress speed up. 
① In 2016, China machinery industry won 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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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行业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加快。2016

年行业荣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多个奖项，

以核电站反应堆压力容器主密封件成套技术自

主开发及应用、气动元件关键共性技术检测、

综采智能高效大流量集成系统等项目为代表的

7项科技成果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进步奖，

其中：一等奖 3项，二等奖 1项，三等奖 4项。

30项科技成果获液气密行业技术进步奖，其中：

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2 项，三等

奖 15 项，2016 年行业进步奖的突出特点是，

申报项目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创新点更加突

出；产学研用、主配合作大幅度增加；行业企

业注重自主创新，申报项目所拥有的专利总数

达到 285 项，拥有专利的项目占申报项目总数

的比例达到 100%；产品升级换代、替代进口、

产业化效果日益显著，应用前景十分广泛。

三是行业的标准制修定进度加快。2016 年

协会与液压气动标准化委员会将液压气动元件

的可靠性、水基液压元件、新材料新工艺密封

元件、先进污染检测方法和检测程序标准制定

列入重点工作内容，通过加强相关基础技术和

工艺的研究，促进基础标准和测试方法标准的

制定，以期逐步引导产品向新工艺、新材料、

绿色节能、高性能方向发展，提升科技创新和

产业升级水平，充分发挥标准对行业发展的支

撑作用。2016 年新发布标准 5 项，其中：国家

标准 1 项，机械行业标准 4 项；完成报批国家

标准 14 项（发布 0 项），目前处于起草阶段的

国家标准计划 8 项，审查阶段 1 项；完成机械

行业标准 3 项（发布 2 项），目前处于起草阶

段的机械行业标准计划 2 项，审查阶段 2 项；

完成报批国家标准 14 项（发布 0 项），目前处

于起草阶段的国家标准计划8项，审查阶段1项。

展望 2018 年，国家宏观政策将继续有利于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国家重点项目投资以及供给

侧改革等产业政策环境有利于行业推进结构调

整。特别是《中国制造 2025》相关配套“强基

工程”“智能制造”等专项工程、国家“一带一

路”战略以及国务院“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指导

意见” 的实施，将为液压气动密封行业调结构、

促转型、增效益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和市场环境。

预计 2018 年行业产销及出口将呈现中低速增长

态势，行业经济运行质量将进一步改善。

leading by nuclear reactor pressure vessel main seal of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technology, detection of pneumatic generic technology, 

intelligent efficient flow of integrated system project, and including 3 first- 

prize , 1 second-prize , 4 third-prize. ② 30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b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wards, including: 1 special award, 

2 first-prize, 12 second-prize, 15 third-prize. 

The features of 2016 industry progress award was the level of technology 

more improved, innovation more prominent; the main work with 

research greatly increased; enterprises focus o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the total number of patents declared projects reached 285, patented 

projects accounted for the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number of reporting 

projects reached 100%; the upgrading of products, 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the effect was significant, very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3.  Industry standards making and revision progress speed up 
In 2016, CHPSA and the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of hydraulics and 

pneumatics have been listed the following as the key point of the work: the 

reliability of hydraulics & pneumatics, new material and new technology, 

advanced sealing element pollution detection method and making procedure 

standards. Through strengthening the basic research & technolog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standards and testing methods, so that guide 

the product to new technology, new materials, energy saving,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level,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supporting ro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standard.

Five standards were newly released in 2016, including 1 national standard, 

4 industry standards; 14 national standards waiting for approval (released 0), 

8 draft national standards, 1 in review stage; 3 machinery industry standards 

(2 released),2 draft machinery industry standards, 2 in review stage; 14 

national standards waiting for approval (released 0), 8 draft national 

standards, 1 in review stage.

Looking forward to 2018, the national macro policy will continue to be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the state 

key project investment and supply side reform, and other industrial policy 

environment, which will help the industry to promote structural adjustment. 

Especially the "Made in China 2025" related "Strong Foundation" and 

"Smart Manufacturing" and other projects. "The Belt and Road" national 

strategy and 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to promote transformation efficiency 

guidance” of State Council, which will provide a good policy and market 

environ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hydraulic pneumatic & seals 

industry structural adjustment. It will expected, that the production and 

export of the industry will show a moderate and low growth trend in 

2018, and the quality of the industry's economic operation will be further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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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国际流体动力市场概况

2016 年世界经济运行呈现温和复苏态

势、制造业继续保持低速增长，国际贸易依

然低迷，通缩压力缓解，大宗商品价格低位

反弹，国际金融市场时有震荡，发达国家经

济缓慢复苏，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有升有

降，主要经济体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球信

心增强，国际流体动力传动市场产销增幅低

位增长。

现将国际流体动力统计委员会（ISC）提

供的相关国家 2016 年的流体动力统计数据摘

抄如下，仅供参考。其中液压产品市场销售

额见表 1，气动产品市场销售额见表 2。 

表 1   2016 年各国液压产品国内市场销售额

单位：千欧元

Table 1  Different Countries Domestic Market Sales 

Volume  of hydraulics in 2016  €1000

9,482,286

7,823,509

1,811,889

2,905,000

987,500

550,539

334,854

388,837

207,748

170,639

126,054

24,908

390,000

724,801

1,478,000

97,729

161,454

27,665,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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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n International Fluid Power Market in 2016

The world economy showed a moderate recovery trend in 2016,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continued to maintain a low growth, international trade 

was still in the doldrums, but deflationary pressures eased, low commodity 

prices rebou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 turbulence, slow economic 

recovery in developed countries, economic growth in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with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ajor economies, employment situation 

was generally stable, global confidence enhanced international fluid power 

transmission market sales a low growth.

The following statistic data of relevant countries in fluid power market are 

provided by International Statistics Committee (ISC), which only for reference. 

Hydraulics national home sales see Chart 1. Pneumatics national home sales see 

Chart 2.

表 2   2016 年各国气动产品国内市场销售额    

单位：千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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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聚焦 Viewpoint  Focused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实施走出去的重要方向，也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契机。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

带一路”战略，成果丰硕，实现了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形成“一带一路”区域合作。

2014 ～ 2016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 500 亿美元，而未来 5 年，预计中国对该地区投资将达

到 1500 亿美元。2016 年 6 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1881 列，其中回程 502 列，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 170 亿美元。

当前，“一带一路”战略作为开放发展战略，其根植于国内产业再上新台阶，因此要将制造业融入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

为中国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发展机遇。

中国制造业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第一个工作方向，是转移过剩产能，将境内的重化工业的产业负担变成海外优质资本。

从行业看，中国在工业原料、机械、建筑工程等多领域已经取得了世界级的发展成就，而这些领域在国内处于高度饱和竞

争状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已成为我国产业走出去的重要输出地。

   The Belt  and  Road                    Innovat i on  & Deve l 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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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泰国国际机械展览会观感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程晓霞、祁金一、王征

其次，要将“中国制造 2025”与“一带一路”战略相互对接，推动高端装备走出去。当前，我国装备企业要加快寻找

“一带一路”的合作机会，为正在成长中的中国高端装备提供了发展空间，从而加快提高中国高端装备在国际市场的适应

能力和形象，推动中国制造从产品输出转向为技术输出，再迈上一个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的新台阶。

再次，要将中国成熟经验嫁接到“一带一路”地区，以园区经济催动产业合作。截至 2017 年 3 月，我国企业已在“一

带一路”沿线20个国建 56个经贸合作产业园区，累计投资超过180亿美元。当前，要加快“一带一路”地区的自贸区建设，

建立境外经济合作园区。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 PTC ASIA 2017 增刊特策划“一带一路 创新发展”专题，征集行业专家、企业关于行业企

业如何借力、助力“一带一路”战略的思考和建议，同时展示中国流体动力产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取得的各项成果等。

   The Belt  and  Road                    Innovat i on  & Deve l 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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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聚焦 Viewpoint  Focused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任

务的进展，在国内外大型工程建设项

目越来越多，各类重型装备及大型构

件的运输及施工任务急剧增加，在国

际开放竞争环境下，中国急需通过创

新设计，打破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制造高端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安全

可靠的大型特种工程运输车辆及相关

配套大型施工装备。

2002 年中国高铁初建，燕山大

学赵静一教授科研团队和秦皇岛天业

通联重工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民营企

业结成密切合作的产学研伙伴，参与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2003 年科技研

究开发计划，成为国内最早进入大

型工程运输车辆和配套装备研究领域

的团队。面向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特

殊要求，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

型工程运输车辆及其配套装备关键技

术，形成了自主设计制造能力并实现

产业化。

主要科技内容：①建立大型工

程运输车辆数字化网络化的可靠性设

计平台，完善了新产品研发的加工、

制造、安装和调试阶段的工艺规范和

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针对各类产品

形成了一系列企业标准，为行业标准

的拟定奠定基础，本项目大型工程

运输车辆全部满足标准《GJB 7688-

2012》中技术成熟度等级 9 级条件，

开辟国内外市场，保持较高占有率；

②研发了多车联合作业的液压系统群

协调控制技术，完成北京昌平西关环

岛桥梁改造、北京三元桥整体换梁工

程和科威特多哈海湾大桥；③发明了

分体式遥控操作超低巷道运输平台，

首创运输车动车组概念。解决井下采

煤设备、液压支架等大型装备的安全

快速运输问题；④研发多类大型精密

特种装备快速运输车，研制 C919 中

机身快速运输车、长征火箭箭筒运输

车及 Y-20 与 Y-8 飞机部件、核电站

模块、地铁车厢等精密装备快速运输

车；⑤发明液压有源测试仪，提供大

型工程运输车辆故障诊断新方法，为

国家天文台 FAST 工程液压促动器可

靠性研究提供现场监测实验。

团队或授权发明专利 105 项、实

用新型专利 386 项，出版著作 12部，

相关论文 300 余篇。相关技术及设备

已在高铁施工建设、造船、冶金、采矿、

军事、机场、石油化工等领域成功推

广应用，秦皇岛天业通联 2010 年成

功上市，已为中国高速铁路提供近 80

套桥梁运架提成套装备，架梁 20000

多片。研发满足路桥快速架设施工要

求的大型工程运输车辆及配套装备。

实现公路、铁路桥梁施工过程中预制

梁的运输、架设、吊装一体化的快速

施工，适应国内外桥梁施工安全、快

速性要求。近几年，除了在国内各大

重点建设工程苏通跨海大桥、上海磁

悬浮、京沪高铁、武广专线等 50 余

项工程中发挥作用，各类装备已经成

功应用在沙特、科威特、印尼、泰国、

韩国、越南、俄罗斯、埃塞俄比亚、

新加坡、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

等 30 个国家和地区。

建立产学研合作基地，提升了企

业新产品研发能力，使产品更具国际

竞争力，实现我国大型工程运输车辆

及配套产品“从配角到主流，从低端

到高端，从跟随到领先”的历史性突

破。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和市场垄断，

各类引领行业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

随着大型液压工程运载和施工装

备的海外施工工程越来越多，周期越

来越长，保障要求越来越高，液压基

础件和系统的维护维修需求也越来越

急。国内液压工业如何应对，是将“中

国制造 2025”与“一带一路”战略相

互对接，推动高端装备走出去，加快

提高中国高端装备在国际市场的适应

能力和形象，推动中国制造从产品输

出转向为技术输出的重要课题。同时，

也是大型工程运输装备创新性发展方

向。因此，下面几方面的工作，对国

内主机厂和液压企业在“一带一路”

中利用机遇，促进自身发展，会有一

定参考价值。

◆研究大型工程运输车辆随车、

远程故障诊断的新方法。随着大型液

压工程施工装备在国外使用数量的增

多，其在使用过程中的故障诊断成为

影响工作效率及安全性重要问题，提

供工程车辆的随车或远程故障诊断技

术，实现现场或远程诊断、恢复。

◆相关企业应该建立海外液压装

备维修中心，对于常用液压元件要优

化备品数量，统筹国内驻外施工单位

的液压设备的维修事宜。中国人同下

一盘棋。进行基础元件、系统及整机

可靠性能检测、提高与寿命影响机理

方向的研究。大型工程车辆的寿命及

可靠性作为设计方、使用方共同关注

大型工程运载及施工装备走出国门

液压工业如何应对

燕山大学  赵静一



105液压气动与密封 /2017 年 PTC 增刊

的重要指标，对基础元件、系统及整

机开展可靠性能检测方式、方法及工

具的研究，对可靠性提高方法的研究，

对影响工程车辆寿命的因素作用机理

研究，都是重要的研究方向。

◆开展大型工程运输施工车辆

标准化、模块化的设计、制造、使用

的研究。当前大型工程运输、施工

车辆普遍采用非标设计、整车设计，

标准化程度低、功能单一、适应性

能差，严重限制了大型工程车辆的

使用范围，通过对工程车辆标准化、

模块化的设计、制造、使用过程的

研究，可以提高标准化程度，实现

功能模块化、组合化，大大提高车

辆的适应性。

◆开展特种车辆驾驶模拟训练系

统的研究。特种车辆的造价高、工作

环境复杂、操作技能要求高的工作特

点决定了对于特种车辆的驾驶员应进

行长期的操作训练、适应性训练，才

能使驾驶员适应操作环境、满足驾驶

要求。

◆开展再制造工程，实现大型工

程运输车辆运行、维修及产品再循环

等技术的集成。目前大型工程车辆多

采用面向工程的重新设计制造，这对

于资源的利用以及工作效率的提高造

成了极大的影响，研究再制造工程技

术将大大提高大型工程运输车辆使用

寿命和利用率。

在走出国门后，液压企业更需要

提升自己，抓住机遇，创新发展，依

托大型装备把市场做大、做强、做精，

中国的液压才能具有国际竞争力。

两台 850 吨提梁机与四台 425 吨运梁车联合作业（曾出口多国）

出口印尼雅加达的 600t 节段拼装架桥机

天业通联出口泰国 700t 架桥机 、出口

韩国东海南部线铁路的 TLJ660 架桥机

泰国客户来天业通联现场验收

LG550t 全桁架式架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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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聚焦 Viewpoint  Focused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业通联）始创于 2004

年，是集研发设计、制造安装、销售

服务为一体的重大装备制造骨干企

业。天业通联在国家基础建设的浪潮

中应运而生，产品覆盖交通工程、能

源工程、采矿工程、物流工程等国家

重点工程领域。天业通联高铁桥梁施

工装备掌握着核心技术并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创造多项亚洲记录，市场占

有率高达 40% 以上，居于国内行业领

军地位。

天业通联的成绩获得了国家有关

部委和各级政府的广泛认可：取得《中

华人民共和国（超大型、A 级、B-C

级）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特种

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中华

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资格证书》；通过

了 ISO9001：2008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ISO14001：2004 国际环境管理

体系认证、OHS18001：2007 职业健康

安全体系认证和 GBT29490-2013 企业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多次获得国

家、省市各级政府科技进步奖；被评

为高新技术企业、河北省科技型中小

企业；河北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

家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天业通联始终怀着感恩的心，发

扬产业报国精神，积极响应“中国制

造 2025”发展战略，深度融合“一带

一路”战略部署，以创新促发展，推

广引领行业发展的通联梦，以最专业

的技术、最优的产品和最完善的服务，

实现了有速度、有效益、有质量的良

性循环，打造成“行业一流、产品一流、

服务一流”的一等创新型企业。

中国高速铁路建设突飞猛进，建

设速度和质量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天

业通联瞄准国家战略，紧抓市场机遇，

搭建技术创新平台，与国内外高端科

研机构合作，吸取国内外先进控制技

术及设计理念，先后分别与中船九院、

同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石家庄铁

道大学、燕山大学、交通部水运科学

研究所、北京起重运输机械研究所、

中铁第五勘查设计院、英国多门廊、

意大利 Eden 和意大利 ATC 等国内外技

术最前沿的科技研发资源就桥梁装备、

特种运输机械等领域进行联合研发，

引进并融合了世界多项领先技术，不

断地壮大公司研发实力，打破了国外

技术封锁和市场垄断，解决了多车联

合作业的难题，天业通联采用电液比

例协调控制方法和多车协同控制技术，

研发一种实现多车组协调作业的高效

节能控制方法，实现多车联合作业的

液压系统群协调控制，此技术引领了

行业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培育了产

学研深度合作创新团队，提高了企业

国际竞争力及国际市场主导地位，实

现了“从配角到主流，从低端到高端，

从跟随到领先”的历史性突破。

在发展过程中公司始终依靠科技

创新发展，秉承“感动顾客，一等通

联”的企业宗旨，坚持以“强企业塑

造强人才，强人才创造强企业”的用

人理念。天业通联员工来自世界各地，

与来自全球重大装备重点工程行业领

域的客户一起合作，设计和制造各种

复杂的、具有挑战性的、革命性的重

点工程领域重大装备制造。

天业通联在国际市场桥梁装备制

造领域具备了核心竞争力，公司依托

“一带一路”沿线政策，积极实施高

铁桥梁施工装备“走出去”的战略构

想，建立和完善全球化经营网络，逐

步实现从“本土化”向“国际化”的

华丽转身；“走出去”的过程并不平坦，

有情怀、敢担当的通联人从不曾畏惧。

随着海外市场扩大积累和“走出去”

战略加快推进，近几年天业通联对外

合作取得了飞越式发展。目前国际业

务已成为天业通联未来升级发展的重

要战略支撑点，天业通联瞄准世界尖

端技术，开启“装备制造转型升级”、

“加快业务国际化”双引擎的战略部署，

为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图强、谋远！

天业通联肩负着时代赋予的光荣

使命，始终坚持产品一流、行业一流，

世界一流的发展目标；天业通联仅用

十多年的时间就创造了民营企业成长

与锐变的奇迹，实现了快速、健康、

可持续发展。天业通联的发展跨越可

以归纳为“大国重器 民族脊梁”8个

字。可以说，天业通联发展史不仅是

我国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里程碑，更

是中国制造腾飞、工匠精神升华的生

动写照。

对接国际战略   拓展合作双赢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自主研制的 SPC100t 抱罐车成功应用于韩国东邦制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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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深

入实施，基础建设相关行业在海外市

场拓展迎来了快速发展，江苏恒立液

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立液压）

凭借着这股强劲的“东风”，深化海

外市场布局，在“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市场做出更多成绩。

一路向西

大贝鲁特饮水工程项目是黎巴嫩

目前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之一，以解决大贝鲁特地区持

续 40多年的饮用水严重短缺问题。当

地时间 2017 年 5 月 5 日中午 12 时，

伴随着阵阵欢呼，两台直径 3.6m 的世

界最小硬岩掘进机成功完成了隧道洞

穿的阶段性任务。因黎巴嫩地区地质

岩层的特殊性，恒立液压为了该项目

成立设计团队小组，针对性的设计生

产这两台 TBM 硬岩掘进机的全套液压

油缸，并对油缸的密封结构和抗侧向

力做了一些特殊设计。在 22km 的掘进

使用过程中，一直保持高效的工作状

态，为项目的顺利完工立下汗马功劳。

 

马不停蹄

2017 年年初，在恒立液压的特种

油缸生产车间，车间的工程师们正在

为9.5m复合式土压平衡盾构机配套的

液压油缸做最后的测试。这批液压油缸

将发往伊朗，用于配套大不里士引水隧

道工程二号线所用的土压平衡盾构机。

大不里士引水隧道全长 12km，要求一

次掘进贯通，对盾构机液压元件及系

统长距离掘进的可靠性是巨大的挑战。

因此，恒立液压多次与客户进行技术

交流，并通过计算机不断模拟分析，

优化油缸结构，严格把关生产过程质

量。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展示中

国强大的液压核心零部件制造能力。

攻坚克难

土耳其横跨欧亚两洲，是欧洲的

桥头堡，也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

要节点。2017 年 5 月，土耳其最大的

建筑承包商订购了 4 台 6.5m 复合式

土压平衡盾构机，用于伊斯坦布尔地

铁工程，而恒立液压将为这些盾构机

提供全套的液压油缸。因工期时间限

制，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地方政府提出

“快速抵达、快速安装、快速掘进”

的要求。这就对盾构机液压油缸生产

统筹提出了更高要求。恒立液压将利

用此前盾构机液压油缸设计生产的经

验，统筹安排，合理调度，确保该项

目油缸顺利发货。

实力担当

孟加拉吉大港卡纳普里河底隧

道项目是中孟印缅经济走廊的重要

一环，也是恒立液压积极响应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为项目承建方盾

构机械配套全套国产品牌液压缸，助

力完成海外隧道开挖。项目隧道全长

3460m，施工方订购了刀盘直径达到

了 12.12m 的超大直径泥水盾构。直

径如此大的盾构，对液压油缸的性能

要求极高。盾构机生产厂家毫不犹豫

的选择了该领域经验丰富的恒立，为

这台“巨无霸”盾构定制全套油缸。

再接再厉

位 于 泰 国 清 迈 MaeNgat-

MaeKuang“南水北调”引水工程，开

挖的隧道长 10.5km。隧道地质主要是

页岩和厚层砂岩，其中石英含量最高

的地层达到了 87%。同时，隧道施工

还穿越多个“风化，破碎和断裂”的

岩带，施工环境复杂，难度大。为保

证工程顺利施工，施工方及盾构主机

厂采用双护盾盾体结构的 TBM 方案，

并选用配套恒立液压研制的盾构油

缸，以适应恶劣的地质条件，确保无

故障掘进。

未来，恒立液压将继续依靠自主

创新，基于之前已有的成绩，借鉴成

功经验，扩大“丝绸之路”和“海上

丝绸之路”沿线市场覆盖范围，践行

“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

为实现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借“一带一路”东风   恒立远征亚欧非大陆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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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 月 7日，习近平在出访

中亚国家期间，首次提出共建“丝绸

之路经济带”。同年 10 月，他又提

出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二者共同构成了“一带一路”重大倡

议。短短几年，“一带一路”战略已

经取得了累累硕果，它也将中国梦播

撒四方。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艾迪精密）作为国内领先

的工程机械专用液压破拆属具、液压

泵阀、马达生产商，自 2003 年成立以

来，在立足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推

行国际化战略。在国家的“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后，公司逐步调整国际化战

略，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市场。

一方面，艾迪精密努力开拓“一

带一路”国际市场，利用自身产品和

技术优势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装备制造业改造升级。

2016 年，公司国际市场 50% 以上

的销售业绩来自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及地区。另外，艾迪精密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出口的产品

种类较为齐全，涵盖三角形破碎锤、

直型破碎锤、静音型破碎锤产品以及

高端液压泵、行走马达、回转马达等

高端液压产品。这些高技术产品的输

送，有力地提升了“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装备制造业水平，树立了中国

品牌的良好信誉。

以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中的大国 - 印度为例。印度国土面积

298 万平方千米，总人口 13 亿，经济

增长潜力巨大。与此同时，印度工程

机械市场发展良好，破碎锤作为重要

的工程机械属具，在印度市场普及率

较高，并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尽管

如此，印度本土破碎锤制造商发展却

相对滞后，且无独有技术。

纵观现在的印度，急需提升本国

装备制造业来拉动经济、稳定增长。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艾迪

精密加快布局印度市场，已经在印度

本土开发了十几个客户，产品市场扩

大到新德里、班加罗尔、孟买等印度

各大城市。进入 2017 年以后，公司更

是加大力度开发新客户，力图将 EDT

品牌建成印度知名品牌，改造升级印

度本土破碎锤生产企业，实现共赢。

在印度市场，艾迪精密展现了非

常优秀的业绩，预计 2017 年仍会有

较大幅度的增长。在印度市场持续向

好的背景下，公司新成立了印度联络

处，将印度业务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台

阶。现在，艾迪精密已将印度划分为

东、西、南、北四大市场区域，以加

快布局公司全系列产品。

在某种程度上，艾迪精密高端液

压产品的进入，无疑也在解决着印度

破碎锤领域的痛点，助力着印度经济

的腾飞。

除印度市场以外，艾迪精密还较

早地布局了“一带一路”沿线的东盟

市场，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在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越南等东盟国家受到

了广泛欢迎，在西亚市场得到了当地

客户的高度认可。

另一方面，艾迪精密除自身积极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外，还借力主

机企业，努力搭上了主机厂“一带一

路”的顺风车。

公司目前已经和三一重工、徐

工等知名工程机械主机厂展开深度合

作，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积极配合

主机厂参与到“一带一路”大战略的

构建中来。

三一重工、徐工作为国内知名的

工程机械主机厂，在扎根国内的同时，

都在大幅开拓国际市场，尤其侧重于

“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

在中国知名主机厂大举提升“一

带一路”战略的同时，艾迪精密也在

努力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机

厂提供更好的产品、技术、售后服务，

为主机厂供应符合“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标准的破拆属具、液压泵

阀及马达等产品。艾迪精密也将和主

机厂一起，共建美好的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既是中国企业做大、

做强国际市场的契机，也是丝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不断发展进步的福音。大

势所趋下，顺应机遇，把握机遇才能

脱颖而出、超越发展。

我们相信，在“一带一路”战略

引导下，艾迪精密将顺应机遇，把握

机遇，通过自身努力和厂商协作，持

续提升国际竞争实力，做大、做强中

国高端液压产品品牌。

把握机遇   加速布局“一带一路”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艾迪精密高端液压产品助力印度破碎锤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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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鼎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鼎集团）创建于

1980 年，总部位于山清水秀的皖东

南生态之城宁国市。经过 37 年的不

懈奋斗和滚动发展，中鼎集团现已成

为拥有员工 1.9 万人，以机械基础件

和汽车零部件为主导的大型现代化企

业。近几年来，中鼎集团通过“走出去”

（海外并购国外优秀的企业）和“引

进来”（海外并购企业在中国投资设

立公司），布局“一带一路”战略产

业，开辟了一条由“中国制造”向“中

国智造”转变的发展之路。

海外并购，提升能力，占领

市场

2016 年，中鼎集团全球销售 135

亿元，各项主要经济指标雄踞国内同

行业首位，名列“全球非轮胎橡胶制

品 50 强排行榜”第 18 位，“中国汽

车工业 30 强”第 24 位。在这些成绩

背后，离不开公司近几年来在海外市

场的耕耘。其中，海外并购和设立研

发中心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自 2003 年起，中鼎集团就开始

大力实施海外并购，2003 年在美国全

资设立“中鼎美国公司”；2004 年

收购韩国 HST 和 KA 公司；2007 年收

购德国 Schmitter（施密特）公司；

2008 年收购美国 AB 公司，并在德国

投资设立“中鼎欧洲公司”；2009

年收购美国迈尔斯工业股份公司旗

下两家橡胶制品工厂；2011 年收购

美国 COOPER 公司，2012 年收购美国

ACUSHNET 公司及 Precix 公司。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

出与实施，中鼎集团收购步伐加快，

2014 年收购德国 KACO 公司，2015 年

收购德国 WEGU 公司及法国 FM 公司，

2016 年收购德国 AMK 公司，2017 年

收购 TFH 公司。截止至 2017 年，中

鼎集团累计投资约 6.9 亿美元，通过

并购海外优质企业和设立研发中心的

方式，不仅完善了公司产品范围，直

接扩展了中鼎在海外的市场，同时也

快速获取国际先进技术，先后引入了

183 项国际发明专利、500 余项关键

材料配方及航空航天、石油、天燃气、

工程机械等高端密封件先进技术。同

时，顺利得到了航空、军工、石油天

然气、智能制造、新能源等行业采购

认可，并已成功融入宝马、奔驰、大众、

通用等国际汽车巨头的全球供应链体

系，与国际主机厂开展同步研发工作。

反向投资，整合产能，全球

布局

中鼎集团在境外企业收购完成

后，对被收购企业积极进行资源整合，

由境外企业在国内投资设立全资或参

股企业，积极引进先进的研发技术、

生产工艺、专业人才等，并依托境外

企业原有供应商配套资格的优势和国

内较低的成本优势，迅速打入国际主

机厂配套体系，替代进口，扩大出口，

形成专业化、模块化的全球同步研发、

生产和销售体系。

此外，通过整合产能，优化整个

公司的资源配置，使得此前的剩余产能

得到更多的利用，降低了生产成本。例

如，目前中鼎集团在中国和欧洲均有模

具设计与生产能力，通过资源整合，下

属公司可以综合考虑时间和成本选择合

适的内部供应商。此举大大增加了设备

利用率，消除很大一部分剩余产能。

目前，中鼎集团在安徽省内已

先后设立中鼎金亚、中鼎精工、施密

特管件、嘉科公司（KACO）、威固公

司（WEGU）等外资企业，现年产值超

过数十亿元。由于生产工艺先进，自

动化程度高，相关公司的设立，大大

提高了中鼎集团的生产效率，直接推

动了中鼎集团公司生产自动化、智能

化进程。近期，中鼎集团计划由德国

AMK 公司及德国 TFH 公司在中国境内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建立伺服电机

及新能源汽车冷却系统研发及生产基

地，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新

能源汽车零部件的需求。

抓住机遇，顺势而为，走出

国门

随着国家大力推行“一带一路”

战略，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与 “一

带一路”战略相互对接，推动高端装

备走出去，作为关系到机械性能优劣

的密封行业，不仅可以直接在“一带

一路”建设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而且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

的发展和我国过剩产能的输出，制造

业的密封需求将大大增加。因此，无

论短期还是长期，密封行业将跟随经

济发展迎来新的机遇。面对新机遇，

密封行业企业应当顺势而为，布局新

的战略方向。

目前，中鼎集团在扩展国内和欧

洲布局的同时，正在积极寻找“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潜在增长市场，

跟随汽车、家电及装备制造业一起“走

出去”，搭上“一带一路”的顺风车。

相信随着“一带一路”战略产业布局

进一步清晰，包括中鼎集团在内的国

内密封行业企业，如果提早做出正确

的规划，都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

 布局“一带一路”  推进“中国智造”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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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中

国改革开放的大门率先在广东开启，

逐步推广。

在我们熟悉和刚起步的建筑陶瓷

行业，来自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全

自动整线生产设备让广东的陶瓷企业

老板们大开眼界，进口设备犹如印钞

机一般日夜不停的高效生产，仍然满

足不了国内外巨大的市场需求，却早

早奠定了佛山陶瓷生产、工艺人才和

装备制造等方面有成为世界第一的坚

实基础。

一大批创新务实、大胆肯干的广

东民企仅仅用了不到 15 年的时间，

从铺天盖地的进口设备为主到如今国

内外陶瓷整线装备中国产自主装备

超过 85%，成就佛山装备制造业“从

仿制到超越，从装备制造中国第一到

2012 年至今保持世界第一”的巨大成

就。这与国企为主的中国汽车、机床

等行业只顾引进合资、国家资金大笔

投入国产化创新不足现象截然不同。

广东陶瓷装备制造企业的杰出代表就

是以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原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为首的富于创新

精神的个体私营企业。伴随着科达全

自动液压压机从 600 到 100800 吨产

销占据全球 90% 市场份额，与液压机

配套的高压柱塞泵、比例伺服阀、过

滤器、密封件等国产化率已占主机配

套的 90% 以上。科达液压高端柱塞泵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从大批量维修到

自主设计制造并全面配套主机的道路

上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十几年来，为了打破国外企业

高压柱塞泵的垄断，科达液压人经过

不断努力，秉承“科达泵 • 中国心”

的发展理念，坚持做好一款高端泵，

带动行业淘汰落后，转型升级。2005

年至今，成功研制出 KD-A4VSO、KD-

A4FO、KD-A4VSG、KD-A10VSO、KD-PV

等系列液压柱塞泵。从被称为“疲劳

试验机的陶瓷液压机”世界三大陶瓷

压机主机配套走出去，逐步为钢铁、

锻压、煤机、打桩机、盾构、机床、

海工、舰船等行业龙头企业配套，推

动行业高端泵与世界同步。

为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中

国制造 2025》全面开启了中国制造由

大变强之路。伴随着“一带一路”走

出去开拓国外市场大形式，我国的液

压行业在迎来了快速发展的良机。

科达液压得益于配套中国陶瓷

装备、锻压机床、液压打桩机和水电

水利成套大型装备的对外输出，产品

销往东西欧、东南亚、非洲、印度、

南美等地区，特别是借助广东科达洁

能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合资办

厂这一平台，为世界各地不同工况

的用户提供中英文双语版的说明书、

正确的维护和使用示意图说明。针对

不同地区用电标准、频率和转速要求

调整液压泵的功率等说明。在印度主

要陶瓷产区进行产品应用宣传培训

和节能改造推广会，取得良好效果，

科达泵品牌和在当地价格与德国泵

基本一致。

借助“一带一路”，主机对配

套件质量和可靠性及服务要求进一步

提高，国内高端液压泵配套企业中，

科达液压一直表现优异，得益于我们

一直以来对产品内外在品质的苛刻要

求，没有在“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大

好形势下被主机撇下，配套订单供不

应求（非二级市场）。

 “一带一路”让科达液压

唱响中国  走向世界

佛山市科达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科达洁能在非洲肯尼亚投建的东非第一大陶瓷厂——特福陶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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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科达液压重新定位自己，

将本年度定义为“基础年”，2016 年

定义为“质量年”，2017 年称为“发

展起航年”，步入加大量产、降低成

本的快车道。如今，几乎所有钢铁、

锻压、机床、矿山、桩机和水利水电、

舰船海工等龙头企业都有科达液压泵

批量配套，科达液压已成为中国主机

装备高端泵配套的首选国产品牌，在

替代欧美高端进口液压泵的业绩上，

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

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化推进，

制造企业“走出去”开启新机遇。据

统计，2016 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

总额约为 9535.9 亿美元，占中国贸

易总额比例超过四分之一。2017 年

一季度，贸易总额超越 1.6 万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 26.2%。其中，中

国对沿线国家出口同比增长 15.8%，

占同期中国出口总额的近 30%。全球

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加之发展中国家

正在全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这为中国装备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

遇。受益“一带一路”政策，科达

洁能作为建材装备行业的龙头企业，

更是优先分享“一带一路”红利，成

为受益者。科达洁能包括子公司佛山

恒力泰的陶瓷压机在国内市场占有

率超过 90%，在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

三分之二，科达洁能蓄力海外拓展，

在过去的一年里收获累累硕果：在印

度、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孟加拉、

伊朗、埃及等深耕多年，稳扎稳打，

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在延续欧洲生产

制式的土耳其市场，科达陶瓷整线

工程取得突破，树立标杆示范效应；

在遥远的非洲阿尔及利亚、肯尼亚、

埃塞俄比亚等地，科达窑炉的火焰熊

熊燃烧，并呈现出燎原之势……在全

球视野的战略布局下，科达海外业务

精耕细作，快速发展。由科达洁能

及广州森大合资在非洲肯尼亚投建

的东非第一大陶瓷厂——特福陶瓷

（Twyford）正是在“一带一路”框

架下中非产能合作的一个示范性项

目。科达液压泵伴随着科达洁能在海

外市场的快速扩张，为“一带一路”

当地用户提供产品和技术支持，获得

广泛认同。

如今，在国家倡导国产化的大背

景下，科达液压一直在努力前行，借

助大项目大平台，加大研发、攻克难

点，建设品牌、强化服务。科达液压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创新为发展出

发点，结合中国主机装备的市场竞争

环境及行业发展方向，科达液压不断

将触角从简单的液压泵配套向技术优

化、远程服务方面延伸。通过创新技

术路线，在动力总成、节能环保、系

统集成控制上，为主机企业提供创新

设计，寻求新的突破并取得显著成效。

科达液压的产品竞争力和技术前瞻性

优势，让只做液压元件买卖的竞争对

手望其项背。

抓住“一带一路”开发建设的机

遇，科达液压正在成为“中国制造

2025”的积极践行者，在为中国主

机装备配套自主一流液压泵的路上，

除了自豪，更多的是责任与担当。科

达液压人十多年匠心做好液压泵的责

任心，不仅助力中国主机装备走出国

门，为中国液压泵制造企业转型升级

注入信心。我们身处中国改造开放的

前沿广东顺德，脚踏实地的抓住“一

带一路”走出去的发展契机，让“科

达泵 • 中国心”与世界同步，立志为

中国液压机械装上全球更棒心脏而努

力奋斗。

科达洁能肯尼亚项目

印度客户到访科达液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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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的一天，上海国瑞液压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瑞液压）

董事长阮瑞勇先生在土耳其伊斯坦布

尔拜访客户，客户驱车沿着博斯普鲁

斯海岸行驶，那时正好夕阳西下，晚

霞将前方的道路映照得金碧辉煌，客

户告诉阮瑞勇先生，这条路就是以前

的丝绸之路。

那天晚上阮瑞勇董事长和客户谈

了很久。客户告诉他，贸易在这里，

沿着你们祖先的道路，向西而行……

那一次出访，阮瑞勇董事长拜访

了伊朗、保加利亚、土耳其等丝绸之

路上的重要国家。此时恰逢国际国外

经济低迷，许多企业发展迷茫，不知

道出路何在，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的

战略，许多人还以为这个计划远水解

不了近渴，但国瑞液压阮瑞勇董事长

却已通过与客户的交流，有了一个清

晰的计划和想法。一带一路上的这些

国家对建筑机械、农业机械、港口机

械有着巨大的需求，阮瑞勇董事长回

国后做出了三个决策。

加强与工程机械主机厂的合

作，研发高端比例阀，进军中亚

中东市场

国瑞液压在前期投入的基础上

又投入了 2000 多万元研发经费，用

于购置设计软件、试验设备、引进人

才，加大对电液比例阀项目的投入。

在国际著名液压专家指导下，国瑞液

压团队进行了一系列研发和制造工艺

等方面的提升，包括从二维设计到三

维设计，提高了产品合格率；阀芯与

阀孔从选配到互换，提升了装配规范

化程度；采用模块设计，制造返工现

象基本绝迹，生产成本大大降低，等

等。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两款比例阀：

GBV200、GBV1OO 两个系列的比例阀相

继投入市场，这两款液压比例阀产品

具有体积小、寿命长、噪声低、节能

降耗和应用领域广等特点，代表了世

界的最高水平，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特别是在工程机械领域应用十分广

泛，而且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已经

获得了 8 项国家专利。再此基础上，

国瑞液压建成了“江苏省电液比例多

路控制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被

选为“国家工程机械高压液压元件与

系统产业化及应用协同工作平台”攻

关成员单位。其“负载感应万用比例

阀的技术研发及其产业化”项目被列

入国家工信部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改

造项目库，产品填补了世界空白，拥

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

这些电液比例阀的成功研制，引

来了众多工程机械、农机领军企业的

关注，包括卡特彼勒、斗山、徐工、

一拖、洛拖、盐拖等，都陆续来到国

瑞考察，洽谈合作。目前这些比例阀

下正随各种挖掘机、装载机、叉车、

工作在“一带一路”上，客户反映良

好，也给国瑞液压带来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

联手中国一拖，研制高压齿

轮泵

近年来，国瑞液压合作最紧密的

就是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2012

年，国瑞液压凭借严谨的态度和过硬

的产品品质，正式成为一拖的供应

商，与一拖展开了多项新产品研发和

产品改进项目，致力于打造从元件到

系统的解决方案；2013 年就被一拖

评选为液压总成件物资类别的重点合

作供应商。

2014 年，从土耳其回国后的阮

瑞勇董事长，知道一带一路农机市场

的巨大潜力，力排众议，决定克服困

难，和一拖共同研制高压力的齿轮泵

和高端液压比例阀。2015 年国瑞液

压为一拖开发的“2YB 定间隙特级齿

轮泵”获得“中国农业机械零部件产

品评奖活动”产品创新奖；同年，与

一拖第三装配厂合作研发的“GKV80

系列负载传感与压力补偿电液比例多

路阀”荣获“中国农机零部件产品”

金奖。

实现电控和液控的方式是目前

农业机械多路阀发展的趋势，国瑞液

压会不断更新发展这方面的技术。这

样未来配套在一拖拖拉机上的多路阀

如果需要该功能，只需要在现有的阀

上更换部分零部件就可以实现。

用“一带一路”战略思维，

改造企业

2014 年 10 月，投资额一个多亿

的国瑞液压新工厂顺利落成并投入生

产，可以说新的厂房也是国瑞液压“一

带一路”战略的一部分，因为阮瑞勇

董事长明白，从旧厂区向新厂区搬迁，

不是简单地生产现场的移动，主要目

的是管理的提升。

如果去国瑞液压 2014 年刚落成

的新工厂参观，很多人会以为走进的

是一家欧洲企业。工厂环境保持干净

整洁，是每天的常态；每个工作日都

设定 15 分钟的茶歇时间，这个 15 分

钟会播放轻音乐，配备糕点和饮品，

也可以做健身运动；卫生间所有的器

具都是国际一流品牌，厕纸和手纸一

应俱全，跟德国工厂标准一样，而且

 国瑞紧随“一带一路”   做液压技术开拓者

上海国瑞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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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的卫生间的配置跟办公楼的完全

一样；在夏天，所有空调的温度都调

到足够低，让员工有更清醒的状态投

入工作；不管是高管还是普通员工，

都在一起用餐，不存在专用餐；高管

没有固定车位，最先到的人要将车停

在最远处，将距离较近的车位留给晚

到的人，以免他们太过匆忙；并不是

所有一线工人都是拿计件工资，有部

分员工享有固定工资……。

“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的

国瑞液压产品 丝绸之路的客人到访国瑞液压

“一带一路”   新机遇  新挑战  新发展

宁波佳尔灵气动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 30 年的改革开放，通过三

步走战略实施、加入 WTO，已深度融

入世界经济体系，拓展了外向型经济

的发展空间，促使国内工业化、城镇

化快速发展，内需外需一起拉动，形

成了我国经济 30多年的高增长局面。

进入 21世纪，在改革开放逐渐深入的

同时，国际国内形势却已发生了深刻

变化，中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都面

临着新的挑战。可持续健康有效的经

济发展只有在吸收过去有效的改革开

放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调整发展思路，

以全新的理念推动新一轮的对外开放。

2013 年 9 月 7 日和 10 月 3 日，

习近平主席分别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

潜移默化地让员工陶冶情操，疏解工

作疲劳，提高工作效率。当员工从环

境低劣的厕所出来，在不太优雅的工

作环境中，他们还有好的心情去高效

工作吗？还有灵感去创造吗？还能去

追求精益求精吗？所以，完美的工作

环境也会激发他们以追求完美的心态

去工作。另外，不给高管搞特权，是

为了体现公平和尊重，让每一个人更

有自信地去工作、去生活，让员工更

有归属感。很多企业老板总是一味地

强调要把产品做好，其实我想说的是，

老板自己一定先要把人做好，而且自

己也一定要有精益求精的精神。”

目前国瑞液压生产的高端电液比

例阀、动力单元、集成阀块以及齿轮

泵、齿轮式分流器、齿轮马达、摆线

马达等产品，正在一带一路在大显身

手，现在国瑞液压正在筹划组建液压

系统事业部，力争跟随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在工业 4.0 时代做液压技术领

域的技术领航者。

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首次提出建设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强调相关

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

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

这不仅明确了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同

时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明确

了新的发展目标，又该如何推动目标

的实现呢？伴随着德国 2013 年提出

的工业 4.0 高科技战略计划，裹挟着

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一些列新鲜概念扑面而来。作为传统

的制造业大国，中国随后提出“中国

制造 2025”行动纲领，向制造业强国

转变。中国的传统制造型企业将如何

利用这次技术革命实现转型 ? 就成为

各企业家迫在眉睫的关键。

宁波佳尔灵气动机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佳尔灵公司）就是一家紧

跟时代脉搏，敢于大胆尝试，始终保

持走在行业前列的民族气动企业。

佳尔灵公司创建于 1999 年，是

集设计、开发、生产、销售气动控制

元件、执行元件、气源处理件及其辅

件的国内知名气动元器件厂家。2008

年即被认定为“浙江省名牌产品”、

“浙江省著名商标”、“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并先后成立了“浙江省级

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奉化市

教授工作室”、“浙江省级博士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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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站”，每年研发经费投入占公司

总营业额 4.5% 以上。2015 年，公司

50000 平米新厂房建成投产，为公司

后续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近年来，

公司围绕佳尔灵的“精、气、神”——

“工匠精神”、“内圣外王”及“佳

尔灵—中国好气动”核心企业文化，

努力实现产品提升、客户提升、效益

提升三大转型升级，不仅在先进轨道

交通、新能源汽车、海工装备等高端

气动产品应用领域替代了进口产品，

也初步实现了与一些世界 500 强和国

内大型上市企业的配套合作，使之跻

身于中国气动产业的第一方队，成为

中国民族气动一张响亮的名片。

为紧紧抓住国家“一带一路”

发展契机，有效对接国家“中国制造

2025”发展思路，公司总经理单谟君

先生清楚地认识到，只有踏实时代脉

博，大胆变革，自我提升，走差异化

道路才是企业发展的唯一出路。

气动元件作为机械设备基础配

件，如果能突破常规产品技术壁垒，

借力高端整机设备配套出口是扩大外

销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因此，佳

尔灵公司首先是开始营销模式的转

变，2014 年起，公司逐步打破过去

十多年一贯的标准化常规产品生产模

式，鼓励业务人员把目标瞄准高端气

动产品应用领域，面向终端客户，从

单纯的产品推销向给客户提供整套解

决方案转变。其次是科技创新，一边

不断引进技术人才，一边自我加压，

短短一年时间里，公司就完成所有老

款系列产品的改型升级任务，2015 年

上海 PTC 展推出的一系列转型升级样

品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和好评。与此同

时，技术研发团队更是努力突破高端

气动技术难点，形成以项目为中心，

把客户需求放在首位，为客户量身设

计、定制所需特殊产品。经过近两年

的探索与尝试，实现了过去以经销商

为主要销售渠道向目前直接与世界

500 强等知名企业、上市企业等终端

客户进行配套的转变。其中，自行研

发的适用于先进轨道交通高铁领域的

制动系统阀组、雨刷器气动阀、门控

制系统等新产品，打破长期由国外垄

断的格局，填补了国内空白，现已成

功实现国内整车配套试验，它们将随

着我国高铁技术迅速走进“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另外，公司正在积极研发

的适用于国内纺织机械行业的微型阀

缸组合元件；广泛用于机械自动化领

域的夹具气缸以及海洋工程项目的智

能溢油回收系统、新能源汽车制造行

业的气动元件等产品，也必将随着国

内机械智能化水平的提升而迅速走出

国门。

除企业内部提升变革外，公司还

积极寻求与国外先进同行业企业开展

战略合作，不断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

和管理理念。2014 年，成功与世界知

名行业企业——德国 AIRTEC 公司达

成全面战略合作，彼此在技术和市场

等各领域展开交流合作和资源共享。

公司目前正在合作研发的“总线控制

电磁阀岛”技术代表了气动产业以后

发展的主流方向。并先后聘请新加坡

籍经营管理专家、日本技术专家、台

湾气动专家等陆续加盟，努力推动企

业向国际化方向发展。

近两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逐渐被沿线国家认可，更多的“中

国制造”走出国门。佳尔灵公司凭

借自身敏锐的市场洞察能力和果敢

的改革尝试，以过硬的产品质量和

良好的市场信誉，被更多的国外客

户所认可。目前，公司产品已占土

耳其进口中国气动产品市场份额第

一位，JELPC 气动产品更在越南、泰

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俄罗斯、

波兰、菲律宾、印度等“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及世界 54 个国家和地区扬

名。而这只是“佳尔灵——中国好

气动”登上世界舞台的开始。佳尔

灵，坚持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秉承“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核心理念，

正努力为跻身于世界气动产业第一

梯队而砥砺奋进。

               与 AIRTEC 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单谟君总经理走访美国迪斯泰克公司



115液压气动与密封 /2017 年 PTC 增刊



116

新产品·新技术 New Product & New Technology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建设科技强国已成为行业共识。中国液压

液力气动密封行业企业积极顺应国家的发展大势，全面落实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加快提质增效的步伐，科技

实力和创新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 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了多项重大突破 , 科技创新成果亮点纷呈，充分发挥了

科技创新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本年度行业技术进步奖申报评审工作自 1 月启动至 7 月获奖项目揭晓，共收到行业企业、科研院所、高等

院校申报的项目 44 项，其中液压 30 项，液力 5 项，气动 2 项，密封 7 项。经过项目预审、专业评审组初评、

评审委员会综评、网上公示、管理委员会审批、终审发布等阶段，共评选出优秀获奖项目 28 项。其中：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0 项，三等奖 17 项；获奖比例为 63.6%，获奖科技工作者 200 人次，另有 5 项申报项目因资料有

待补充而列为缓评。

按行业统计，液压行业获奖18项，液力行业获奖3项，气动行业获奖2项，密封行业获奖5项。按奖励类别统计，

技术发明成果获奖项目7项，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3项；技术进步成果获奖项目21项，其中：

二等奖 7项，三等奖 14 项。

2017 年行业进步奖的突出特点是：申报项目技术水平稳步提高、创新点突出；产学研用、主配合作项目明

显增加；行业企业更加重视自主创新，申报项目所拥有的专利总数达到 188 项，拥有专利的项目占申报项目总

数的比例达到 100%；产品升级换代、替代进口、产业化效果显著，应用前景广泛。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

二等奖

10项

三等奖

17项

一等奖

1项

2017 年度中国液压液力气动密封行业

技术进步奖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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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l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historical period. Implementing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a technology powerful nation, 

has become an industrial consensus. 

China hydraulics hydro-dynamics 

pneumat i c s  and  sea l s  i ndus t r i a l 

enterpr ises  act ively comply with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fully practice the innovation-driven 

strategy, rais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technological strength and innovation 

capacity hav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Lots of major breakthroughs have been 

made in key core technological field. 

Innovative products have rapidly sprung 

up with sparkling highlights,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From Starting in January to announcing 

in July, we have total received 44 

declarations this year, which come 

from enterprises,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 i tut ions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mong them, there are 30 

declarations related to hydraulics, 5 

declarations related to hydro-dynamics, 

2 declarations related to pneumatics 

and 7 declarations related to seals. 

All declarations have passed through 

six stages,  which are pre-review, 

init ial  evaluation by professional 

team,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by 

review committee, publicity on the 

internet,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by 

management committee, final review 

and public announcement. With great 

honor we have announced that there are 

28 declarations to win the technology 

progress awards. Among them, there 

is one declaration to win the first-

class award, 10 declarations to win the 

second-class awards and 17 declarations 

to win the third-class awards; awarded 

declarations have occupied 63.6% of 

all, there are 200 person-times S&T 

participants to win the honor. Besides, 

there are 5 declarations to be suspended 

for the lack of information.

 

Accord ing  to  the  s t a t i s t i c s  da t a 

by industry, among all awards, 18 

declarations belong to hydraulics, 

3declarations belong to hydro-dynamics, 

2 declarations belong to pneumatics and 

5 declarations belong to seal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data by category, 7 

declarations belong to technological 

invention achievements, among them, 1 

declaration wins the first-class award, 3 

declarations win the second-class award, 

3 declarations win the third-class award; 

21 declarations belong to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chievements, among them, 

7declarations win the second-class 

award, 14 declarations win the third-

class award. 

 

China Hydraulics Hydro-dynamics 

Pneumat ics  and  Sea l s  Indus t r ia l 

Technology Progress Award in 2017 

has the following outstanding features: 

declarations have reached a steadily 

high level with notable innovative 

points; further cooperation has been 

deepened not only among enterprise, 

universi ty,  research inst i tute  and 

application, but also between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and parts 

s u p p l i e r s ;  a s  w e l l  a s  i n d u s t r i a l 

enterprises hav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self-dependent innovation. The 

patent amount of all declarations is 

up to 188 items. Declarations with 

patents have occupied 100% of all. 

Industr ia l  enterpr ises  have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various 

aspects of products upgrading, imports 

replace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Many 

declarations also have an extensive 

application prospect.

Summary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Hydraulics, Hydrodynamic, Pneumatics & Seals Industry 2017

Expert Committees of CHP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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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新技术 New Product & New Technology

本年度，申报液压行业技术进步

奖的总体质量同比有了质的提高，共

评选出优秀获奖项目 18 项，其中：

一等奖1项，二等奖7个，三等奖10项。

“液压多路换向阀关键技术及应

用”项目荣获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

业协会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由江苏恒

立液压科技有限公司完成。

该项目的成功实施实现了工程

机械核心液压件的关键技术突破，打

破了国外品牌的技术垄断，解决了行

业发展的瓶颈，实现了产品的进口替

代。项目产品在挖掘机等高端工程机

械领域成功配套，进入龙头主机企业

的 OEM 体系，在同一平台上直接与国

外著名液压元件制造商展开竞争。项

目符合“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规划及《中国制造2025》的要求。

项目在高精密阀体铸造技术的研

究上实现了重大突破，掌握了多执行

机构符合操作流量分配技术、基于虚

拟仿真技术的液压元件开发技术、溢

流阀的噪声与振动控制技术、片式多

路阀阀孔珩磨技术、挖掘机整机系统

匹配技术等核心技术。其主要创新成

果、关键技术指标如下：

◆主要创新成果

（1）发明了实现动臂优先回转

功能、防止活塞失速的新型液压分配

装置，实现势能的再生利用，提高了

工作效率，降低了能耗。

（2）发明了一种负载敏感回路

零背压的技术，提高了溢流阀的控制

精度和安全压力稳定性。

（3）发明了一种变面积比结构

的压力补偿阀，兼备止回阀及改变补

偿特性功能，结构简单，体积小，降

低了制造成本。

项目累计申请国内外专利共 54

项，其中 24 项发明专利，3 项 PCT专

利，27项实用新型专利；已获得授权

发明专利10项，实用新型专利12 项。

◆关键技术指标

（1）额定压力≥ 32Mpa；

（2）控制方式：开闭回路混合

控制；

（3）平均无故障间隔时间≥

5000h。

项目市场前景广阔，整体技术处

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三峡升船机液压控制系统” 

项目荣获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

会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由太重集团榆

次液压工业有限公司完成。

三峡升船机是为客轮和特种船舶

设计的快速过坝通道，相当于船舶“乘

电梯”一次过坝，全程只需约 40 ～

60min。他的通航将进一步提高三峡

水利枢纽的航运能力，对促进长江黄

金水道通航效益及社会经济效益发挥

巨大作用。

三峡升船机由上游引航道、上闸

首、承船厢、下闸首、下游引航道组成，

具有提升高度大、提升重量大、上游

通航水位变幅大和下游水位变率快等

特点，是世界上技术最复杂、规模最

大的升船机。他的特点决定了其建设

的技术难度前所未有，在设计、制造、

安装、运行等建设全过程充满了探索

性和挑战性。

该项目产品是三峡升船机关键核

心部件，全部由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

业有限公司设计制造，包括主体设备

船厢、上下闸首卧倒门、活动桥以及

下闸首工作大门液压启闭机等液压系

统及设备。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有

限公司先后完成了三峡升船机主体设

备船厢液压系统、长江三峡水利枢纽

升船机上下闸首液压系统、向家坝升

船机船厢及闸首液压系统、嘉陵江亭

子口水利枢纽升船机船厢及上下闸首

卧倒门液压系统等项目。

项目获授权专利一项。

项目的实施实现了三峡枢纽工程

该项设计的功能及效益。

“高频加载伺服振动液压缸” 

项目荣获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

高端核心液压元件

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恒立获奖产品：液压多路换向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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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由天津优瑞纳

斯液压机械有限公司完成。

该项目产品是一种受伺服阀操作

控制，能够推动负载作高频往复运动

的液压缸，是土工离心机振动台上产

生高频振动的最核心设备和最核心技

术之一。由于工况需要，其启动和运

动速度快，工作频率高，因而产品技

术难度大，零部件精度要求极高，加

工工艺复杂，该产品的设计制造一直

是液压传动领域的工程难题，此前国

内一直未有成功案例。

项目产品一直受国外技术封锁，

优瑞纳斯受相关科研单位委托，自主

开发研制土工离心机水平电液伺服振

动系统用 350Hz 高频振动加载伺服液

压缸。产品研发成功后应用在成都理

工大学 TLJ-500 型土工离心机上，填

补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

先水平。该产品具有摩擦阻力小、启

动压力低等特点，可降低系统能耗并

大幅提高产品使用寿命，具有明显的

高效、节能和降噪特点，符合高端装

备制造业的发展需求。

在项目研制过程中优瑞纳斯创造

性的开发出分割式液体静压轴承技术

和抵抗偏心均压槽结构等独创技术，

解决了加工锥度与偏心导致的侧向偏

磨和活塞杆偏载问题，实现了高频加

载伺服振动液压缸的规模化产业应

用。该产品具备以下创新点：

（1）提出了一种四腔压力自动

补偿和零位压力可调的静压支撑机

构，解决了支撑大侧向力的静压支撑

难题；

（2）提出了一种旁路泄漏可调

的节流孔结构，可以根据需要调整阻

尼比，进而确保伺服系统的稳定性；

（3）提出了带有缓冲槽结构的

活塞间隙密封结构，提高了抗振性能。

该项目应用范围涵盖科研、冶金、

航空航天、测量仪器和重型机械等各

个领域。项目产品可广泛应用于：振

动台、冲击台、碰撞台、跌落台、综

合环境试验系统、高频振动试验机、

高频液压振动锤、冲击波模拟试验等

设备。随着产品的不断升级和市场开

发，目前已在宝钢连铸系统等相关技

术领域均取得示范性应用，结束了我

国高频加载伺服振动液压缸长期依赖

进口的问题，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

“具有海况自适应变阻尼特性的

漂浮式高效稳定波浪发电装置及示范

应用”项目荣获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

工业协会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由山东

大学完成。

项目交叉融合了多学科技术，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

(1) 解决了：漂浮式海浪发电系

统的关键技术难点—基于波浪预测的

液压变阻尼预测控制、基于变量马达

的自适应蓄能器压力 - 流量耦合特性

研究、波浪能发电装置的稳压并网电

能管理系统研究、漂浮式波浪能液压

发电站的环境适应性设计、海浪发电

站易受潮差影响等问题。

(2) 开发出：适用于海浪发电的

双定子、双电压结构的液压海浪发电

系统，该系统具有能量储存功能，能

使发电系统保持稳定的发电状态，减

轻海浪随机性对发电稳定性的影响。

(3) 构建了：液压海浪发电模拟

实验系统并开展了模拟实验研究，设

计并制造了一套缩小比例的海浪发电

模型。

(4) 开发了：海浪发电无线测控

系统。

(5) 完成了：海浪发电相关设备

的加工与装配任务、海浪发电设备的

海上投放。

(6) 开展了：陆地模拟实验；相

关的海上试验，经过了九至十级大风、

三至四米狂浪的考验。

(7) 制定了：漂浮式液压海浪发

电站的海上投放与回收规范。

(8) 研制出：适合海洋环境的海

浪发电机及 120kW、330kW 等装机容

量的具有海况自适应变阻尼特性的漂

浮式高效稳定波浪发电装置、在实海

况条件下的系统能量转换效率不低于

15%（正常值为 30%）。

项目核心技术如下：

(1) 基于海况特性的漂浮式液压

海浪发电装置机构设计及动力学模型

参数优化；

(2) 漂浮式海浪发电系统的海况

自适应液压驱动技术研究；

(3) 漂浮式海浪发电系统基于海

浪预测的液压变阻尼预测控制；

(4) 基于变量马达的自适应蓄能

器压力 -流量耦合特性研究；

(5) 海浪能发电装置的稳压并网

电能管理系统研究；

(6) 漂浮式海浪能液压发电站的

环境适应性设计；

(7) 长期高效稳定样机的推广示

范应用及改进。

项目申报国家专利 19 项，其中：

授权发明专利 3 项，实用新型专利 9

项，软件著作权 1 项；发表相关学术

论文 22 篇，博士 / 硕士研究生学位

论文 8篇；制定相关海试规程 1项。

研发的发电装置应用于青岛中乌

特种船舶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研发的

深海网箱养殖平台中，性能安全可靠。

本年度，密封行业技术进步奖项

目呈现平稳发展态势，共评选出优秀

依靠科技创新国产密封

产品填补国内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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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项目 5 项，其中：二等奖 2 个，

三等奖 3项。

“天然气长输管线工程 - 管线压

缩机用干气密封及控制系统研制”项

目荣获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由四川日机密封

件股份有限公司完成。

天然气作为一种优质、高效的

清洁能源，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通

过长距离的管道将天然气从采集地输

送到目的地是成本最低和最方便的方

法。作为提升天然气压力并驱使其流

动的管线压缩机一般都安装于野外，

自然环境恶劣，运行工况苛刻。因此，

管线压缩机关键部件干气密封及其控

制系统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故障率较

高。而干气密封运行的安全性、可

靠性直接关系到管线压缩机能否可靠

和稳定的运行，一旦管线压缩机因密

封故障停机，将直接影响到下游大中

城市的生活用气及工业用气。预计到

2018 年，我国天然气管道总里程将超

过 13 万千米，对干气密封的生产需

求将会大幅增加，而目前干气密封及

其控制系统主要依赖进口。

该项目研制依托于“天然气管

线压缩机 15MPa 国产干气密封研制应

用”项目，针对 GE 公司的 PCL800 系

列压缩机的框架尺寸对干气密封进行

国产化研制，研制的产品既要满足压

缩机组 15MPa 的设计等级要求，又要

能够替代在役的压力等级较低的进口

产品。

该项目有以下创新点：

（1）高压密封端面流场分析中

增加了流体静压分析，采用专用的干

气密封端面膜压计算软件优化槽形参

数，提高了气膜刚度和稳定性，满足

了频繁高压启停要求。

（2）建立了密封端面气膜厚度

与转速、压力等参数的数学模型，并

通过微观状态监测试验验证，使密封

具有较低的脱开转速和开启压力。

（3）采用“硬对硬”磨擦副结构，

静环表面喷涂类金刚石（DLC）薄膜，

并对动静环端面进行了微观改形，避

免了高压下的变形和异常磨损。

该项目的成功研制，填补了国内

空白，其主要技术指标达到了国外同

类产品先进水平，是我国动密封技术

的一个重大突破。为我国大轴径、高

压并存的干气密封的设计积累了宝贵

的经验，有利于展开更高参数密封的

研发，推动高端干气密封技术的快速

发展。

“轿车变速箱油底壳密封垫” 

项目荣获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

会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由安徽中鼎密

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完成。

变速箱是汽车传动系统重要组成

之一，其产品质量直接关系到汽车的

操纵稳定性和行车安全。变速箱内部

机构复杂，各零部件之间配合间隙及

精度极高，相互之间的润滑、变矩器

及换挡装置的机构运动需要专用的变

速箱润滑来实现，因此变速箱润滑油

密封极其关键，一旦润滑油泄漏和损

失，将会直接影响到系统油压和动力

传递。油底壳密封垫安装于变速箱与

油底壳之间，主要功能是密封作用，

防止变速箱内部润滑油的泄漏。

变速箱工作时工作压力、工作

温度波动大，又是在运动及振动状态

下，对密封垫的结构和材料综合密封

性能要求很高。目前自动变速箱先进

技术主要由外资企业垄断，国内汽车

企业自动变速箱或关键部件主要依靠

进口。

项目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1）设计环形凹槽的产品结构，

便于密封件定位和装配。密封面设

计了 3 道向内凹陷的密封槽和 2 条

向外凸起的密封筋，并在 2 条密封

筋之间设计了 28 条垂直于凹槽轴向

的加强筋。

（2）材料选用耐高温活性氯型

丙烯酸酯弹性体，采用快压出炭黑补

强，添加耐高温抽出醚 - 酯混合型增

塑剂改性，配以皂 - 硫硫化体系，并

采用 175℃·8h 二段硫化，产品具有

低压缩永久变形、高拉伸强度、优异

的耐变速箱润滑油性能，符合环保的

要求。

项目产品具有低压缩永久变形、

耐高温、耐油、密封性能好等特点。

在配方和结构设计、硫化工艺等方面

具有创新性。

项目已申请发明专利 1项。

项目达到国内领先水平，项目产

品的开发成功，提升了国内产品技术

水平，为汽车自动变速器关键零部件

的国产化做出了积极贡献。随着国内

汽车自动变速器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本项目产品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该项目的开发成功，为国内同类

零部件的开发及为未来开拓出口市场

提供了基础。在开发该产品的过程中，

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人员，积累了丰

富经验，提升了企业同步研发能力。

随着本项目技术的推广应用，必将产

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低扭矩低逸散阀用填料”荣获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技术进

步奖三等奖，由浙江国泰密封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完成。

该项目通过对材料和密封原理的

研究，设计采用高纯柔性石墨剖带外

编耐高温合金丝的端环为刮垢环，用

带有一定仰角仿碟簧形状设计的若干

高纯柔性石墨中间环配两个刮垢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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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而成，在温度及压力交变的工况

下实现填料的自锁密封功能。该填料

从石墨基材料的生产、填料的结构和

工艺参数制定均为自主创新设计，通

过了 Ta-Loft VDI2440 和 API622 标

准认证，完全能够满足阀门的低扭矩

低逸散的排放要求，打破了国外公司

对该行业填料密封技术的垄断。

项目主要创新点如下：

（1）项目采用在石墨基材料中

间加适量抗氧化剂（磷）的方法，通

过抗氧化剂（磷）的作用来减小石墨

在高温下氧化速率，确保产品耐温性，

保证石墨类密封制品在高温下使用的

可靠性。设计了一套气、料分离装置，

通过对排气量控制，使有害气体与原

料进行分离，确保产品中的有害元素

符合规定要求。

（2）产品的结构设计方面采用

仿弹性蝶簧形式。当对填料组施加预

紧力时，填料的外径与内径所受力的

方向相反，填料环的型变区在预紧力

作用下形成 S 形拧变，受压时积聚了

一部分曲服势量，当阀杆运动时产生

的磨耗或压盖预紧力不足时，先前压

服时的储能在此时得已释放，起到对

填料预紧力不足时或交接面密封损耗

时的补偿作用。

（3）采用低螺栓扭矩预紧技术

（LS），通过中间若干纯柔性石墨环

的上下端内外表面设有的锥面和相邻

中间环的上下端面之间设有的空腔，

在低螺栓扭矩预紧下有选择性地压缩

和控制填料的径向流动，使填料组间

的压力传递效力成倍增大，阀杆往复

阻力大幅下降，达到阀杆同密封填料

交接面的充分嵌合。

该项目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 项、

实用新型专利 6项。

项目产品各项技术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船舶、

冶金、电力等行业各种高温高压阀门

的阀杆密封，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新功

能材料，市场前景广阔。

本年度，气动行业产品评选出优

秀获奖项目 2项，均荣获三等奖。

“PM 微型变压吸附制氧机电磁

阀”荣获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

会技术进步奖三等奖，由宁波佳尔灵

气动机械有限公司完成。

微型变压吸附制氧机电磁阀是家

用制氧机中的核心部件，在制氧机控

制系统的控制下，周期性地控制分子

筛的充排气，实现制氧过程。制氧机

电磁阀的关键性能要求是功率低、重

量轻、响应时间快、启动压力低、功

能全、可靠性高及使用寿命长等。此

前，我国的制氧机电磁阀具有很多局

限性：直动式电磁阀结构功耗大；先

导式膜片阀的流量较大，阀芯切换噪

声大，对工作气压有最低要求；旋转

阀的电机扭矩较小，无法适合较大气

压力的制氧机，且电机寿命较低。同

时，国际制氧机行业正在往小型化、

低噪声化、轻量化方向发展，将一种

变压吸附的制氧技术运用到实际产品

中，即 VPSA 技术。VPSA 技术是在原

PSA 的基础上，在解吸过程中增加真

空抽吸过程，加快分子筛的解吸，以

便使分子筛的利用率得到提升，这一

技术可使用小容量的分子筛取得大流

量的出氧量。传统的制氧机电磁阀无

法满足这样的工作要求。

该项目研制出专用于微型制氧

机的电磁阀，该电磁阀线圈功率小

于 5W，零压情况下可正常工作，适合

VPSA 制氧技术。

该产品获得实用新型专利一项。

“DW系列调节阀用气动执行器” 

荣获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技

术进步奖三等奖，由烟台未来自动装

备有限责任公司完成。

该公司研发的调节阀用气动执

行器的零部件通用性强，常开式和常

闭式气动执行器拥有相同的零部件组

合，通过对活塞和弹簧位置的改变可

进行功能互换，降低了零部件加工种

类，提高了生产效率，减少了客户采

购、库存种类，降低了采购成本。该

项目创新性连接结构提高了装配和维

修的效率，通过结合智能控制元件实

现了活塞的无极定位和远距离自动化

精准控制，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

人力成本，大幅降低了压缩空气的使

用量，达到了节能减排的效果，其多

项技术经济指标有了很大提高。

该项目申请专利 2 项，解决了操

作人员在应用现场没法完成对气动执

行器拆卸维修的问题并使气动执行器

可以适应不同开启压力的阀门，减少

了气动执行器的采购种类，降低了企

业的采购成本。

该项目研发成功后先后提供给多

家公司使用，完全可以替代进口产品，

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本年度，申报液力行业评选出优

秀获奖项目 3项，其中：二等奖 1项，

三等奖 2项。

“大型液粘调速离合器高效节能

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荣获中国液压

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技术进步奖二等

气动产品自主创新

不断涌现新成果

液力产品突破向大型化

发展的结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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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由江苏大学完成。

该项目从整体结构设计、冷却技

术、液压系统、控制策略和检测手段

五个方面进行研究和技术创新，实现

了大型机械 - 流体复合传动系统的高

效节能，并取得了如下成果：

（1）独创的双侧活塞控制结构，

减少了磨擦副热变形和偏磨问题，提

高了设备的使用寿命和传动效率，突

破了限制我国液粘调速离合器向大型

化发展的结构壁垒。

（2）采用多场耦合技术和有限

元方法，提示了多组磨擦副温度分布

状态，创新设计了结构合理、高效的

冷却油路，解决了大功率液粘调速离

合器冷却难的问题。

（3）基于独立控制的思想，设

计了节能型液压系统，实现了大型液

粘调速离合器液压系统的高效节能。

（4）借鉴生物免疫反馈过程的

调节作用和模糊逻辑推理的自适应

性，创新设计了一种模糊免疫 PID 控

制系统，提高了液粘调速离合器运行

的控制精度和鲁棒性。

（5）自主创新设计了系统检测

装装置，开发了在线检测系统，采用

微型传感和无线技术，对温度、压力、

流量、转速、扭矩等进行精准测量，

该技术有利于液粘调速离合器的标

定、检修、维护，以及辅助用户正确

选型。

该项目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6

项、授权实用新型 1 项，制空权软件

著作权 1 项；发表学术论文 15 篇，

其中 SCI 论文 9篇，EI 论文 6篇；培

养博士、硕士研究生 6名。

该项目成果已广泛应用于中大型

机械装备的调速和软启动领域，主要

技术和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项目的实施突破了限制我国液粘调速

离合器向大型化发展的结构壁垒和国

外技术的封锁，提高了系统的传动效

率、冷却效果、控制精度和使用寿命，

实现了大型液粘调速离合器系统的国

产化，不仅能够替代进口，而且能够

出口国外，推动了我国大型装备柔性

启动和调速技术的发展，大大增加了

该项目产品国内外市场的占有份额，

同时提高了该项目产品的国际竞争

力，实现了我国大型高端装备的技术

跨越和进步，具有巨大的市场竞争力

和推广应用价格。

“工程机械用闭锁式钣金冲焊

型液力变矩器”荣获中国液压气动

密封件工业协会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由陕西航天动力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完成。

该项目采用独有的钣金冲焊型液

力变矩器计算机设计技术设计循环圆、

基于流场仿真设计叶栅，采用先进的

航天工艺技术，研制成功的具有闭锁

减振功能的新产品；创新性采用一体

式结构离合器设计，集扭转减振与闭

锁功能于一体。活塞密封突破传统，

设计为新的组合密封结构，可有效降

低高温介质带来的影响，使密封件拥

有更佳的润滑效果，避免摩擦带来的

损伤，提高可靠性及闭锁响应能力。

项目产品为单极双相三元件

闭锁式综合液力变矩器，在输入转

速 1500rpm 下， 零 速 工 况 变 矩 比

k0=2.75×(1±5%)、零速泵轮千转公

称力矩 Mbg0=150×(1±5%)N•m、液

力工况最高效率η max ≥ 80%、闭锁扭

矩容量 1000N·m、减振器极限转角

7±0.5°。

该产品通过工程测试和装车对比

试验，装配该产品的平地机在相同工

况可用高一级速度档位来完成，使整

体作业能力和效率提高了 30%，综合

作业油耗降低 22%，作业快捷、节能

降耗。

项目研制的产品为国内第一款

具有扭转减振功能的闭锁式钣金冲焊

型液力变矩器，可广泛适用于平地

机、装载机、叉车、压路机、无轨胶

轮车等工程机械车辆以及公交车等商

用车辆。拥有优异的叶栅、一体式离

合器、特殊的活塞组合密封和进油结

构等诸多创新性设计，累计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授权 2 项、实用新型专利授

权 3 项，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1 篇，制

定企业标准 1 项，总体技术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

该项目产品节能降耗效果显著，

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极

具推广价值。

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时代主旋律，

伴随着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蓬勃

兴起，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与制

造业加快融合，新的产业格局正在重

塑。

2017 年是国家实施“十三五”

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中央确定的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年。

随着《中国制造 2025》各项工作的

深入推进，“强基工程”“智能制造”

等专项以及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

的实施等产业政策将对制造业的发

展和经济运行的推动作用得到了空

前的释放。

向世界科技强国进军的号角已经

吹响，中国液压液力气动密封行业企

业将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

改革创新，团结奋斗，为建设世界科

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做出新的历史性贡献！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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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液压液力气动密封行业
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主要完成人                 项目完成单位

二等奖 10 项

1

2

3

4

5

6

7

8

9

10

M17004

M17010

YL17005

Y17001

Y17003

Y17014

Y17016

Y17027

Y17028

Y17031

王泽平 刘小明 柳建容  易　亮  吴　昊  邓　杰

易贞建

王征军 方炳虎 汪佑宏 许耀东 何广德

谢方伟 王　匀 王存堂 钱鹏飞 张新星 张立强 

张　兵

朱小明 隆跃进 许仰曾

段惠玲 崔永红 柳　杨 宋素琴 王志峰 李　荣

余彦冬 奚金法 殷志平 朱成玖 顾丽莉 刘红雷 

周宗豪

郇庆祥 李合永 袁青照 巩秀江 张海洋 杜　艳

武　超 吴绍泽 汤　伟 高希祥 孙艳林

王超光 刘　兵 徐海洋

刘延俊 李世振 张　伟 薛　钢 刘婧文 颜　飞 

薛海峰

江浩斌 耿国庆 唐　斌 宋海兵 谢　军 王春宏 

陈　龙 马世典 夏　磊 龚晓庆

四川日机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上海豪高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有限

公司

江阴市洪腾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中川液压有限公司

山东常林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优瑞纳斯液压机械有限

公司

山东大学

江苏大学

江苏罡阳转向系统有限公司

天然气长输管线工程 -管线压

缩机用干气密封及控制系统研

制

轿车变速箱油底壳密封垫

大型液粘调速离合器高效节能

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数字阀试验系统

三峡升船机液压控制系统

剪切装置液压系统

VM40 多路阀

高频加载伺服振动液压缸

具有海况自适应变阻尼特性的

漂浮式高效稳定波浪发电装置

及示范应用

车辆液压转向器及其电控系统

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1 Y17026 汪立平 刘红光 邱永宁 王  斌 庄  晔 顾　洋 

周启迪 潘红波 聂　庆 张国良 李冬明 李培容

江苏恒立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一等奖 1项

液压多路换向阀关键技术及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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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新技术 New Product & New Technology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M17001

M17002

M17007

Q17001

Q17002

YL17001

YL17002

Y17007

Y17011

Y17012

Y17013

Y17017

Y17018

Y17019

Y17020

Y17023

Y17024

盖延峰 邵明秋 张来宾

陈惠玲 郑华婷 朱　斌 陈杰峰 林晓平 林建华

孙锦龙 耿艳春 章佳红 孙李超 王仕江 沈铁伟 

曹岳强

严瑞康 单谟君 单军波 竺必峰

林茂森 马龙鹏 刘永洁 曹常贞 赵允宽 林志海 

王闰香 宋贵彬 王　磊

陈　振 李国强 赵如愿 雷福斗 孔令龙 黄文生

卜正锋 张　溥 李　渊 张　磊 王　涛 冯　涛 

杨金松

倪富伟 陆跃德 苏欢欢 宣锋杰 杨文波 姜旭东

刘秀梅 李贝贝 贺　杰 李怀义 王冰洋 焦明礼 

王海冰 王晶晶 栗瑞瑞 岳耀达

贺石中 林洪山 陈闽杰 陶　辉 周晓莹 张　雷 

冯　伟 李秋秋 张洁华 黄清城 冼建波 何佳乐 

濮亚男 冯青聪 陈斯豪

陈文胜 李　杰 冉益民 曾桂花 马军国

丁　洋 曹建军 范小亮 朱　亮

蒋　拓 吴　军 柯爱国 初长祥 高名乾 王宜前 

肖小磊 胡燕华 尤　嘉 张科委 王云平 李　凯

徐其俊 陈文辉 郑金朝 季　芸 孙小平 邓　玉 

刘　伟

贾世潮 管燕梅 陶新高 刘根瑞 刘　勇 徐远凡

焦文瑞 潘　骏 秦志文 张晓玲 沈启志 夏云峰 

谷礼华 王　恺 肖　伟 曹　迅

李泰林 李艳锋 孟凡鹏 贾爱华 郝艳军

滕州市天旋旋转接头制造有

限公司

福建省闽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国泰密封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宁波佳尔灵气动机械有限

公司

烟台未来自动装备有限责任

公司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传动分公司

陕西航天动力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湖州生力液压有限公司

中国矿业大学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

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

中船重工重庆液压机电有限

公司

南通华东油压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长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长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安阳凯地电磁技术有限公司

三等奖 17 项

一种直角双向旋转接头

橡塑机械冷热交替密封装置及

其检测设备

低扭矩低逸散阀用填料

PM 微型变压吸附制氧机电磁阀

DW 系列调节阀用气动执行器

YJSW315-7 液力变矩器

工程机械用闭锁式钣金冲焊型

液力变矩器

内置式压力反馈控制集成阀

液压锥阀内介质流动状态的在

线监测技术及应用

工程船舶齿轮传动智能监测系

统的研究

深水定位系泊系统关键设备研

制

DB10-30 系列溢流阀铸件（消

失模技术量产的铸造方法）

装载机转向高压负荷敏感流量

放大阀关键技术与应用

CBWGY-G***-**** 系列齿轮油

泵

ZYCDB-F15L-T/AZ 多路换向阀

BNF1、BNF2、BNF3 摆线转阀

式扭矩放大器

MFZ12-37YC  DT 工程机械用防

水电磁铁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主要完成人                  项目完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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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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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骄傲 Pride

P 08  大连液力机械有限公司

       

       名牌产品：液力偶合器

P 10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名牌产品：高压油缸

      

P 12  四川日机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名牌产品：干气密封及其控制系统

P 02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冠军产品 :橡胶密封件 

       

      

P 04  山东泰丰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冠军产品 :二通插装阀件

P 06  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冠军产品 :全液压转向器 

（按拼音顺序）

制造业单项冠军

P 01  前言

       品牌建设  我们一直在行动

目    录

（按拼音顺序）

中国机械工业名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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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
业
的
骄
傲

液
压
气
动
与
密
封

为引导制造企业专注创新和产品质量提升，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带动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工

业和信息化部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印发了《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文中指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指长期专注于制造业某些特定细分产品市场，

生产技术或工艺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列的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制造

业创新发展的基石，实施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专项行动，有利于引导企业树立“十年磨一

剑”的精神，长期专注于企业擅长的领域，走“专特优精”发展道路；有利于贯彻落实《中国制造

2025》，突破制造业关键重点领域，促进制造业迈向中高端，为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占据全球产业链主导地位，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根据《方案》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了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培育）企业推荐工作，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印发了《关于组织推荐 2016 年度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培育）企业的通知》。经

过层层遴选，我行业有 3 家企业顺利入选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

公司（橡胶密封件）、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全液压转向器）、山东泰丰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二

通插装阀）。

2017 年，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和中国机械工业品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在全行业开展质量品牌提升

行动年活动，力争通过该活动使企业质量品牌责任意识显著增强，产品供给和质量水平明显提高，

行业质量诚信和良好的市场秩序基本成型，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品牌，形成全行业重

质量创品牌的良好氛围。通过此次活动，我行业3家企业的3类产品荣获中国机械工业名牌产品称号，

分别是：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高压油缸）、大连液力机械有限公司（液力偶合器）、四川

日机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干气密封及其控制系统）。

“品牌建设，我们一直在行动”，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为制造业单项冠军和中国机械

工业名牌产品的推选，做了大量而深入的指导和举荐工作，成效显著。我刊作为协会媒体，已在

PTC ASIA增刊（2012、2013、2015）刊登了3次“行业的骄傲”栏目，为行业积极搭建品牌推广平台。

此次“行业的骄傲”栏目将全面展示 3家单项冠军企业和 3家名牌产品企业在主营产品市场占有率、

创新能力、经营业绩、重点业务领域、品牌培育、环保能耗、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实力和经验。希望，

有更多的行业企业注重细分产品市场的创新、产品质量提升和品牌培育，成长为有国际影响力的品

牌企业，提升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促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升级。

品牌建设  

        我们一直在行动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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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骄傲 Pride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经营管理概况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鼎密封）

位于安徽省宁国市，是深交所上市企业。公司前身是成立

于 1980 年的宁国密封件厂，经过 30 多年的滚动发展，目

前已经成为专业从事橡胶密封件产品的研发与制造的国际

化大型企业，企业专注于特定细分产品市场“橡胶密封件”

领域已经超过 37 年了。公司主导产橡胶密封件广泛配套应

用于汽车、家用电器、工程机械、农业机械、冶金矿山机

械等领域。

公司的生产规模、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占有率长期以

来一直位居国内同行业首位。凭借良好的经营业绩和持续

创新能力，公司近年来先后被评为国家创新型企业、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全国首

批汽车零部件出口基地企业、中国大企业集团竞争力 500

强、中国汽车工业 30 强企业。

公司专注于橡胶密封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坚持“全

球经营的国际化发展战略、行业领先的专业化发展战略”，

在做大做强主业的基础上，持续稳健发展，充分发挥公司

技术、人才和管理优势等特点，推动企业创新机制，运用

先进的管理理念，不断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和自主创新

能力，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创新型企业，满足日益增长的汽车、电器、工程机械，矿山、

铁道、石化、航空航天等行业对密封件的需求。

2009 年以来，中鼎密封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先后在

国际密封件行业开展了一系列并购合作，设立海外研发中

心，引进领军人才，重点发展工程机械等行业高端装备用

密封产品，并通过实施本土化管理、强化资本纽带联系和

财务管理监控等方式加强对外投资管理。中鼎密封件（美国）

公司通过整体收购了美国密歇根橡胶（MRP）、鹿角橡胶（BRP）

两家公司，实现了北美市场高端密封产品本土化的成功转

型。2011 年全资收购美国库柏（COOPER）公司，成功引入

高端轴承密封、高压油封先进技术并实现系统化、模块化

供货能力，实现了公司向高性能橡胶密封件（高端油封）

等领域的重大突破；2012年全资收购美国高仕利（ACUSHNET）

公司，成功引入航空航天、石油、天燃气、工程机械等高

端密封件先进技术及 300 余项关键材料配方，顺利得到了

美国航空、军工、石油天然气等行业采购认可，极大提升

了技术能力和市场地位。2014年全资收购了德国KACO公司，

成功引入全球顶级汽车用高端密封件先进技术及 38 项国际

发明专利，2015 年全资收购德国 WEGU 公司和法国 FM公司。

由此公司成功占据全球橡胶密封件技术制高点，企业进入

到橡胶密封技术国际先进行列。

企业主营产品情况

公司主营产品橡胶密封件属于机械基础件。橡胶密封

件产品主要是运动件、受力件、易损件和功能零件，用于

装备制造业的主机产品，如：发动机、油泵、气泵、液压

缸、气缸、发电机等关键系统。2015 年公司橡胶密封件的

市场占有率达到 12.3%，位居全球前 3 位，仅次于德国弗

罗伊登贝克公司和日本 NOK 公司。公司 2015 年实现利润率

13.9%，高于全球橡胶密封件行业平均约 7% 利润率水平。

随着公司国际化品牌战略的实施，公司海外销售业务增长

明显，目前国外销售额占总销售的比例已经超过 55%。

公司先后多次承担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国家火炬计划、安徽省科技攻关计划，其中，2005

年，公司参与承担了国家科技攻关计划“橡胶纳米复合材

料及汽车橡胶配件产品研发”；2006 年，参与承担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煤矿液压支架高性能密封件关键技术研究”；

2007 年，参与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陶瓷纳米粉体材

料研制及在塑料、橡胶和润滑油产品中的应用”。这些项

目的攻关完成，大幅提升了公司产品的技术水平和质量稳

定性。公司生产的橡胶密封件的关键指标已经达到甚至超

过了国外同行业水平，如汽车动力总成系统旋转密封件，

冠军产品 : 橡胶密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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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鼎产品在同等试验条件下已经超过了 22 万公里无泄漏，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生产工艺方面，公司采用注射硫化设备、多腔模、高

温短时间硫化，加上产品自动脱模、低温冷冻去边、产品

尺寸自动筛查等技术的应用，大幅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和

质量稳定性，同时降低了能源消耗，在国内外同行业中处

于领先水平。

公司拥有有效专利 399 项，其中发明专利 76 项（含

38 项国外专利），使用新型专利 323 项。

公司已经建立由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构成

企业标准化体系，完成各类标准化文件 94 项，其中技术标

准 45 项，管理标准 9项和 40 个通用性岗位的工作标准。

近年来，中鼎密封积极参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制

定。早在 1997 年，公司研制的“汽车制动橡胶皮碗”被认

定为国家实物标准。2007 年以来，中鼎密封先后主持或参

与制定国家标准 15 项，行业标准 7 项。公司是现任全国橡

标委密封制品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全国液压气动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单位。

企业研发创新基本情况

公司围绕全球化发展战略，坚持以市场需求和技术发

展为导向，不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建立了由创新动力机

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支撑机制和运行机制等有机构

成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认可检测试验中心”等研发、

检测机构。同时，公司全方位整合国际资源，在美国、德

国建立了海外研发中心，聘请曾在国际著名橡胶密封件企

业工作的专家组建了研发团队，开展国际市场的开发与服

务，为国内技术部门提供技术支持，服务于中鼎股份的技

术开发战略。公司积极加强与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交流

与合作，以“特种橡胶材料及制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安徽高性能橡胶材料及制品省级重点实验室”等为平台，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由此，形成了研发本部、海外研发中

心和产学研合作的三层研发体系，并加快了对市场的反应

速度，提高了市场需求的把握准度，具备了橡胶密封件自

主设计、材料研发、模具制造、试制和试验的能力，形成

了行业领先的技术水平。

公司始终坚持“科技兴企”的理念，注重科技人员和

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吸引和使用，坚持以“自主创新为主导，

产学研紧密结合，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开发路线，

在企业现有的技术、人才、体制及创新文化等基础上进一

步完善各项建设，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成立产学研战

略联盟，进一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创新型企业。

◆产学研合作开发机制

为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公司注重突出在技术创新

中的主体地位，加强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前瞻性研

究与开发。依托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借助美国、德国研发中心的强力支持，并以“特种橡胶材

料及制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为平台，不断加强与国

内著名科研院所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与清华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安徽大学、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

西北橡胶塑料研究设计院等高等学府、科研院所开展长期、

卓有成效的合作，走“产、学、研”合作开发路线。

◆优秀的创新文化和人才激励机制

公司不断完善与健全人才激励机制，鼓励企业技术中

心人才的合理流动，增强活力；将技术骨干人员的选拔和

培养常态化、制度化，强化创新意识，为创新型人才提供

良好的创新环境和制度。

◆完善的创新政策

建立和完善激励创新的机制，推动技术要素参与分配。

公司建立了内部科技人员激励机制，从薪酬、住房、职称、

职位、出国深造等方面进行激励，鼓励员工开展技术革新、

技术攻关、技术发明等创新活动。同时，公司积极发挥工

会等组织的宣传、引导作用，通过组建职工技术协会、开

展职工技术竞赛，营造创新氛围，以“经费不限额，失败

不指责，成功给奖励”科技创新政策为指导，建立独具特

色的企业创新文化。

企业制度建设基本情况

公 司 严 格 按 照 ISO/TS16949：2009 技 术 规 范 和

ISO14001:2004 环境体系要求建立健全公司管理体系，对

产品制造的各个主要环节，建立了进货检验、入库检验、

工序检验、出库检验等多环节检测制度，以保证产品质量，

形成了以品质为中心，以“持续改进，不断满足和超越顾

客需求”为宗旨，促使顾客满意和社会受益，来达到公司

长期持续、稳健经营的目标。

制定了《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从制度上为企业开展

知识产权活动提供了保障。制定《生产管理制度》，对企

业的生产安全相关方面做了严格的规范。制定《内部控制

管理手册》，建立完善内控管理体系，应对各类风险。

公司始终坚持推行品牌管理战略，并积极打造品牌影

响力。2009年“鼎湖”橡胶密封件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目前，“鼎湖”橡胶密封件已经在美国、德国、法国、英国、

捷克、丹麦、瑞典、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 18 个国家

或地区成功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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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骄傲 Pride

山东泰丰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泰丰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丰液压）作

为中国液压气动密封行业专业重点从事液压二通插装阀研

发和生产的企业，作为中国 2015 年工业转型升级强基工程

“超高压大流量电液比例伺服二通装插阀的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承担企业，中国机械工业“品牌建设培育试点企业”，

中国“TAIFENG 牌 液压阀 2014 年度中国机械工业优质品

牌”企业，其二通插装阀产量规模及产量，以及市场占有

率居全球首位，产品被广泛应用于机床、工程机械、船舶

工业、农业机械等国防关键重大装备和工农业机械领域。

已成为中国装备制造液压气动密封行业液压二通插装阀研

发和生产的单项冠军企业。

企业发展情况

◆企业拥有了不可替代的市场地位

1. 产品应用领域广阔，国内外客户众多

泰丰液压的二通插装阀产品应用行业众多，涵盖了机

床、工程机械、船舶工业、农业机械、板材成型行业、冶

金机械、市政机械等众多装备制造业领域。年产插装阀集

成块 5000t，控制元件 65 万件，可加工制造重达 25t 的集

成阀块，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了 70%，在锻压行业更是达

到了 95%，并拥有了国内外固定客户近 500 家。

2. 产品确保了国防及产业的安全

泰丰液压的二通插装阀产品在航空航天、核电、船舶、

钢铁冶金等国家重大关键装备中得到了替代进口元件的应

用。这一方面为我国由装备制造业大国向强国迈进起到了

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更为关键的是确保了国家的国防和

产业安全。

◆企业拥有了较强大的科技创新实力

公司建立了山东泰丰液压院士工作站，浙江大学国家

电液控制工程研究中心济宁分中心，山东省液压控制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山东泰丰液压工程技术研究院及山东省企

业技术中心五个科技创新平台。科技创新平台建有面积为

8000m2、各类高精尖机加和理化计量及试验检测设备和仪

器 50 余台的试制及实验车间。形成了以中国工程院院士、

德国博士、日本资深专家和国内知名专家为学科带头人的

研发团队。从而使泰丰液压的这个科技创新平台成为了公

司新技术新产品的储备基地，量产检测基地，及引进国外

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基地；以及立足省内面向全国

的高端液压件公共服务平台。

◆基础硬件实力在国内同行业中的优势明显

近年来，泰丰液压紧紧围绕《中国制造 2025》、《关

键基础件和通用零部件》等的规划要求，先后实施了 7 项

技术改造项目，其中国家项目 3 项，即《中国 2015 年工业

转型升级强基工程“超高压大流量电液比例伺服二通装插

阀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国家重点产业振兴和技术

改造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及《高压大流量电液比例阀生

产技术产业化项目》等，总投资达 6 亿元之多。正是这些

技术改造使得泰丰液压的基础硬件实力在国内同行业中首

屈一指。

1. 促进了企业整体水平的提升

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使技术装备达到

了国内先进水平，产品结构得到了优化，产品档次得到了

提升，企业市场竞争的能力得到了明显的增强，促进了企

业的进步与发展。

在机械加工方面：阀体加工由原来的独立单台卧式加

工中心加工，升级到 FMS 柔性生产线上加工；关键二通插

件液压部件阀芯阀套由外协采购升级到企业自主用进口瑞

士磨床和美国哈挺车削中心硬车加工。

在特种处理方面：关键液压零部件的热处理由过去的

外协协作，到引进波兰西科沃克真空热处理设备进行自行

热处理，通过全面细致的自我把关，严格地控制了质量。

在计量检测方面：企业陆续采购了英国泰勒的圆度

冠军产品 : 二通插装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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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德国蔡司三坐标测量仪及英科诺曼油液污染度颗粒度

检测仪等。在液压产品试验方面，企业拥有了 4000L/min

流量的智能化试验设备。

同时，为了实现产品的智能和洁净装配，引入了智能

物流系统和添置了 2700m2 的 10 万级洁净厂房。

2. 使企业具有了智能制造的特征

在产品的设计与开发方面，引入了多套高速处理计算

机及 Solidworks 应用软件，全面实现了计算机辅助设计；

在产品零件加工制造、物流、装配、仓储管理方面，先后

引进日本大隈 FMS 柔性化生产线、马扎克 FMS 柔性生产线

等高端加工设备，引进全自动的智能装配和仓储管理线，

建设十万级净化标准装配恒温车间和智能成品库，从而形

成了从毛坯投入到加工制造、检查、试验及质量控制、成

品入库等较为完善的加工制造自动化管理体系；在经营管

理方面，引入先进的 ERP（企业管理计划）管理理念，实

现了物资资源管理（物流）、人力资源管理（人流）、财

务资源管理（财流）、信息资源管理（信息流）“四流合一”

的集成应用。为泰丰液压下一步建设智能制造业企业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3. 规模能力大幅提升

泰丰液压目前已具有年产液压二通插装阀系统 60000

套、集成块 6000t，各种规格工业设备用油缸 10000 套、

液压控制阀类元件 50 万件的生产能力。

◆企业的品牌影响力较高

多年来，泰丰液压视品牌为企业命脉，在创建品牌的

过程中，深知产品质量是创建名牌的基础，严格推行精细

化生产，加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按照 ISO9001《质

量管理体系要求》标准的要求进行质量管理和控制。公司

为了提升企业的品牌价值，绝不在质量和服务上妥协、放

松；另外，公司对品牌的定位进行了清晰精准的分析，突

出了品牌产品的鲜明个性，从而保证了品牌自身的优势特

征与目标消费者的心理需求相统一，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

的需求。公司还通过品牌建设，进一步带动了企业发展，

以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大研发和技术装备的投入，建立

了“研发产品、拓展市场、打造品牌、成就产业”的创新

格局。

◆企业的经济效益稳步增长

近几年来企业一直保持着较好的经济效益。特别是这

两年在市场需求普遍萧条的形势下，实现了销售收入的逆

势增长，2013 ～ 2015 年二通插装阀三年销售收入分别为

13741.29万元，占全年收入的77.85%；15569.94万元，占全

年收入的76.56%；17175.33万元，占全年收入的82.74%。

与国际领先水平对比情况

目前在国际上，研发生产液压二通插装阀的知名企

业有德国 Bosch Rexroth、美国 Eaton、Moog 及意大利

Atos。这些企业在世界上的品牌，及与泰丰液压在液压二

通插装阀研发生产的规模、规格、售价、应用及技术水平

对比可知，泰丰液压的液压二通插装阀产品占有世界重要

地位。泰丰液压在液压二通插装阀研发生产的规模、规格

及应用方面世界排名第一；在研发生产的液压二通插装阀

的技术性能方面世界排名第三；在企业的创新能力、经营

绩效及品牌影响力等方面也位列了世界前茅。

巩固提升发展的做法和经验

◆切实做好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实现产业化

技术创新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均在于科技成果转化和实

现产业化，因此，公司在狠抓产品研发的同时还注重扎扎

实实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使其形成竞争优势。

◆持续加大创新及技术改造投入，打造核心竞争力

公司能够被列入液压二通插装阀世界级水平之列，

得益于近年来较大的研发及技术改造投入。近年来，公

司的研发投入一直保持在 4% 以上的高位，技术改造费用

合计也有近 3 亿元。正是这些投入使得液压二通插装阀

的技术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同时也具备了

中国智能制造的雏形，提升了企业的形象，赢得了客户

的青睐。

◆大力抓好人才工程

为适应快速发展需要，近年来，公司通过内部发掘、

外部引进等方式，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聘请了德籍液压

博士、引进了国内外多名液压专家来厂工作。公司还通过

企业技术顾问对技术人员定期授课、举办内部技术交流研

讨会，以及将优秀工程师定期输出培训等方式，提升研发

人员的自主创新意识与研发能力，进一步提高了公司的核

心竞争力。

◆大力度实行产品研发奖励政策，充分调动产品研发

人员的积极性

公司坚持实行产品研发奖励政策，产品研发投产后

三年之内给予研发项目组按该产品销售额提成奖励，极大

地调动了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同时，公司每年年底还将

对在产品开发上做出重大贡献和具有团队精神、奉献精

神，并在研发人才培养上有重大贡献者，另行发放研发

创新优秀人才奖励。公司大力度实行产品研发奖励政策，

不仅提升研发能力，更在于研发成果的转化，形成新的

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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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骄傲 Pride

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经营管理概况

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江液压）成立于

1979 年，专业化生产摆线全液压转向器及相关的配套阀类

产品。产品广泛为工程机械、农业机械、工业车辆配套，

是整机技术中的关键配套件。公司通过多年不断技术改造，

已形成年产 108 万台摆线全液压转向器的产能。

公司围绕“把镇江液压打造成中国有地位、世界有名

气的优秀企业”的目标，在专业化、规模化生产基础上，

近年来，全面实施“高端化、国际化、品牌化”的经营发

展战略。加快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促进产品

升级换代。公司研发的集成式转向器、超低输入扭矩转向

器、四五齿微型转向器等高端产品，已成功进入国内外市场。

配合今后农业机械无人化、智能化的趋势，与江苏大学合

作开发新型电控转向器。加快高端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建

立了以博士为首的覆盖液压、机械等领域的技术研发团队，

培养了一支高素质的管理、营销员工队伍。加快技术改造，

引进国际先进技术装备和检测设备，近 5 年设备投入资金

累计约 1.5 亿元，关键设备均由德国、日本、美国进口，

全面提升了产品的品种档次，产品的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公司综合竞争实力进入世界同行业的前列。在国

际化方面，全力扩大转向器产品的出口，主动开发印度、

巴西和俄罗斯市场，成功开发了一批国外知名的 OEM 主机

客户，产品出口量逐年增加。公司是工信部确定的 2013 年

工业品牌培育试点单位，以此为契机，逐步建立起品牌培

育管理体系，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品牌。

公司 1998 年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具有完善的

质量保证体系及售后服务体系，近年又渗入 TS16949 质量

体系部分细节实现过程管控的强化、6σ统计实现“零缺陷”

管理。同时应用 PLM 实现研发管理体系管理，采用 ERP 作

为生产管理抓手，运用 8D 方法实现持续改进。

企业主营产品情况

公司的主导产品摆线全液压转向器属于液压基础件，

是多种自行走式主机的转向控制核心元件。

公司产品主要服务于三大行业：

◆工程机械主机行业（以装载机为代表）：广西柳工、

厦门工程、上海龙工、山东临沂工程、江苏徐工等。

◆农业机械主机行业（以拖拉机为代表）：中国一拖、

福田雷沃、常州东风农机、山东时风、中联重机（开封）、

山东常林、山东五征等国内主机单位；迪尔（天津、宁波、

佳木斯）、爱科（常州、兖州）、纽荷兰（上海、哈尔滨）

等跨国公司，印度、巴西、北美、韩国的多家拖拉机制造单位。

◆工业车辆主机（以叉车为代表）：浙江杭州叉车、

安徽合力股份、上海龙工叉车、靖江宝骊叉车、青岛台励

福叉车、浙江诺力叉车、浙江吉鑫祥叉车等。

公司主导产品的主要竞争对手均为国际跨国集团，即：

EATON 公司、DANFOSS 公司。

镇江液压的竞争优势在于：

◆国内品牌优势：公司主导产品是江苏省名牌产品，

公司商标是江苏省著名商标；本公司连续多年产销摆线全

液压转向器位居全国同行业第一，产品国内市场的保有量

大于 60%，在传统的国内市场客户中，品牌优势明显。

◆生产设备优势：核心零件的摆线啮合副实现了轨迹

磨削、热处理工艺实现了无氧化并超低温冷冻、平面零件

实现了高精度双端面磨削、内孔珩磨、加工中心、成型磨

削等在同行业摆线液压产品中处于领先地位。

◆国际竞争性价比优势：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年代，各

国主机单位更加青睐性能相当、高性价比高产品，在国际

同行中优势明显。

企业研发创新基本情况

公司坚持自主研发核心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

冠军产品：全液压转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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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以博士为首的覆盖液压、机械等领域的研发团队，加大

研发资金的投入力度。目前公司是国家工程机械高端液压

件及液压系统产业化协同工作平台成员单位，江苏省企业

技术中心，江苏省摆线液压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拥有在站博士后 2名 。

研发人员中，江苏省机械专家库专家 1 名，入选江

苏省双创计划和 333 人才工程 1 名、镇江市 169 工程学

术带头人 1 名和科技骨干 2 名。研发人员主要毕业于上海

同济大学、合肥工大、江苏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兰州理

工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的相关专业。公司长期稳定与中

国农机院、同济大学、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学、江苏省

机械设计研究院等产学研合作。研发成果的转化过程，通

过配有先进加工设备和检测设备的新品车间完成。研发活

动始终坚持专利先行和标准引领技术创新的理念，不断提

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注重完善各项激励措施，建立

了系统、完整的评价激励体系，充分体现了尊重劳动、尊

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新。企业的创新奖励从合理化

建议提出奖到技术创新重大成果奖，形成了由低到高的激

励系列。

企业制度建设基本情况

品牌培育相关制度：公司 37 年来专注于全液压转向器

产品的制造与销售。1981 年注册“行星”牌商标，通过 30

多年的建设与培育，在国内外市场已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产销量长期居国内第一，世界第三位。全液压转

向器产品已成为江苏省名牌产品，“行星”牌商标已成为

江苏省著名商标。

近年来，面对全球化的竞争形势，公司决策层意识到，

品牌竞争力是企业的持久核心竞争力。公司在坚持专业化

生产的基础上，提出“高端化、国际化，品牌化”的发展

方向，大力实施品牌培育工程，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

主品牌。2013 年公司被工信部评为品牌培育试点企业。以

此为契机，成立了以总经理为组长的品牌培育试点领导小

组，同时还成立了工作办公室（挂靠质管部），全面负责

品牌培育管理体系文件的编制、培训和组织实施，逐步制

定品牌培育相关制度，使品牌培育工作能够制度化，常态化。

在品牌培育工作中公司采取了如下措施：

1. 加快科技创新，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

占领市场创品牌。集成式转向器、超低输入扭矩转向器、

四五齿微型转向器、电液主动比例智能控制转向器等高端

产品，作为公司新的名牌产品培育目标，目前在国内外市

场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2. 引进国际先进技术装备和检测设备，把技术改造、

技术引进、技术开发和采用新设计、新工艺、新材料紧密

地结合起来，提高产品的技术起点和实物质量。

3.强化质量管理，树立“以质量促品牌，以品牌促发展”

的经营理念，提高名牌意识和精品意识，不断完善公司质

量管理体系和质量保证体系，提高质量管理水平，促进产

品质量上台阶。

4.大力开拓国际市场，通过参加国际大型专业展览会，

召开产品推介会，近三年，产品出口量逐年加大，在出口

模式上，我们打破只跟代理商、贸易商合作的状态，成功

开发了一批国外知名的 OEM 主机客户。行星牌全液压转向

器在国际市场特别是印度、巴西和俄罗斯新兴市场国家具

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很强的竞争力。

5. 坚持引进和培育高素质人才，为创品牌提供智力支

撑。高度重视人才资源开发，大力引进技术、营销、管理

等企业急需的人才，培养一批素质良好的员工队伍。同时

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建立质量奖惩制度，对创名牌产品和

产品质量提高工作有贡献的人员，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

奖励。

6. 加强品牌宣传力度。编制公司形象和系列产品宣传

手册，积极参加国内外大型产品博览会和展览会，宣传企

业品牌，公司在品牌的宣传投入基本达到营业额收入的 1%

～ 3%。

7. 加强品牌商标的管理与保护。行星商标通过 30 多

年的培育，2005 年被评为江苏省著名商标。2007 年公司申

请了行星商标的马德里国际注册和加拿大单一国家注册。 

公司还多次配合工商行政执法部门对假冒商标侵权行为进

行查处，以保护行星牌商标良好的市场形象。

◆产品质量保障相关制度

公司视质量为企业生命。质量管理领导小组由总经理

亲自挂帅，负责规划和决策工作。质量管理部负责对各部

门的专业质量管理职能活动进行组织、计划、协调、监督

和考核。各车间设专职或兼职质管员，班组设工艺质量员。

公司 1998 年通过 ISO9002 质量体系认证，2004 年通

过 ISO9001-2000 版验收，并保持管理体系的持续改进。在

质量管理过程中，注重过程控制细节管理。对产品质量的

全过程实施标准控制和文件化管理。

◆知识产权保障制度

在步入经济知识时代的背景下，面对市场经济的迅速

发展，建立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制度，将成为企业创造竞

争优势，占领国内外市场的最有力手段，公司已经通过知

识产权国标中规（北京）认证，现有知识产权管理人员2名，

知识产权工程师 6 名，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内审员 3 名，其

中专利代理人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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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骄傲 Pride

大连液力机械有限公司

企业品牌竞争力

大连液力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液力）是全国

液力行业排头兵，是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副理事

长单位、液力专业分会会长单位，国家生产液力机械产品

的知名骨干企业。

大连液力位于大连市营城子工业园区内，占地面积为 7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28万平方米。现有在岗职工273人，

大专以上144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35人，销售人员30人。

工商注册资本3920万元，总资产3.1亿多元的股份制企业。

经营范围为：液力机械及液力产品装置成套制造；液力、磁力、

核电远传机构等产品技术开发。具有商品进出口权。液力产

品年生产能力3.2亿元，综合效益指数居国内同行业之首。

2013 ～ 2015 年液力偶合器产品近 3 年在全国各区域

销售总额分别为：10901 万元；11798 万元；9195 万元。

2013 ～ 2015 年液力偶合器产品销售出口到越南、印度、

韩国、巴西等国出口总额分别为：1622 万元；1638 万元；

1096 万元，平均每年出口量为：160 多台左。从用户使用

反馈信息评价来看，用户使用公司产品至今未发生因公司

产品质量问题给用户造成经济损失，提出索赔要求的情况，

应该说产品质量满足客户的使用期望。公司根据业务量的

扩大，分别建立了各销售网点，具体分布在郑州、济南、

成都、西安、长沙、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满足了公司

产品的畅销渠道。

公司市场营销部设有客服中心，主要负责对产品的售

后服务工作，了解客户市场需求及对公司产品质量信息的

监督等，并且每年都要对市场进行新老用户满意度抽查，

主要对交货服务、产品质量服务、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

售后服务及时性等让顾客进行评判，提出建议，以便于产

品水平的提高。今年服务部已提供的满意调查表项目结果

来看已经达到 96%，符合公司 95% 质量目标要求。

公司是省、市级先进企业、文明单位，曾获“辽宁省

五一奖状”。企业信誉良好，产品品牌广为认可，“辽液”

牌产品商标，曾被推荐为“辽宁省十大驰名商标”， 公司

主导产品连续多年获辽宁省名牌和大连市名牌，为了进一

步开拓国际市场，2015 年公司决定重新申请与国际接轨的

产品注册商标。

企业内部管理能力

公司创建了完整内部管理制度，并建立了完善的研

制开发和质量保证体系，并成为国内液力行业第一家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的企业。同时也是同行业首家通过

了职业健康安全体系、环境体系认证的企业，公司根据开

拓新市场，新项目的需要，2015 年 1 月又通过国军标质量

体系认证，进一步完善企业内部的质量管理。

公司在管理经营方面以技术发展是经营绩效的理念，

为技术研发提供资金和技术人员配备，并在 2012 年公司成

立技术研发中心在新技术方面下功夫，增加公司经济增长

的活力 ，扩展了市场销售渠道，提高了公司的经济效益，

也为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企业创新能力

1978 年公司从英国 FUIDRIVE 公司引进调速型液力偶

合器专有技术，1979 年从原西德 VOITH 公司引进限矩型液

力偶合器专有技术。在引进当时的6个规格产品的基础上，

发展到目前已生产出 2 大类、25 个系列、40 个品种、418

个规格的液力偶合器产品，平均每年还有 10 多种新产品投

入市场，现已成为全国液力行业中规模最大、产品品种规

格最齐全、生产能力最强、检测手段最完善的液力机械产

品生产厂家。产品主要应用于冶金、矿山、化工、石油、

煤炭、电力、建材等行业的机械设备上，由于节能效果显著，

被国家列为第 3 批、第 12 批、第 15 批、第 17 批、第 18

名牌产品：液力偶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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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节能产品，是国家计委向全国重点推广的 28 项节能新技

术产品之一，社会效益显著。公司主导产品——调速型液

力偶合器主要应用于各种大型风机、各种大型工业泵上。

限矩型液力偶合器，主要用于带式输送机、挖掘机、卷扬

机上。液力变矩器，主要为叉车、装载机、推土机等起重

运输工程机械配套。

近几年，为打破西方国家对高端液力产品市场的垄断，

公司加大了对大功率高转速液力偶合器传动装置、磁力偶

合器等新产品的研发力度，对上述两种产品投入大量资金

进行调研、设计、生产和试验等工作。

高转速大功率液力偶合器的技术含量比较高，主要应

用在 200MW、300MW、600MW 电厂锅炉给水泵、钢厂大功率

除尘风机等系统上，具有良好的调速节能效果，由于使用

可靠、维修简单、造价低，使其展现出了交流电机变频、

变压、变极、串极，直流电机可控硅等调速方式无法替代

的巨大优势。

高转速大功率调速型偶合器传动装置，属于高科技

产品（已被国家列入“十二五”规划），需要有较高的理

论水平与实际制造及运行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现代的设

计手段、高精尖端的加工设备和训练有素的产业技术工人

队伍。公司为了生产出高品质的高转速大功率调速型液力

偶合器产品，对设备和试验台进行技术改造和增加关键设

备，通过技术开发和创新，已研制出的高转速大功率液力

偶合器传动装置，重点放在转速 5000 ～ 12000r/min，功

率 4000 ～ 12000kW 的产品上，主要给 30 万 kW 以上发电机

组锅炉给水泵配套及大功率、高转速高炉鼓风机配套以及

石化行业压缩机上。打破了由西方国家对市场的垄断，争

取用 2～ 5年时间市场占有率达到 50%。

磁力偶合器是近几年出现的一种新型的偶合器，其工

作原理是通过调整导磁体和永磁体之间的气隙来实现电动

机到负载的功率传递，该技术实现了电动机和负载之间没

有任何机械连接，主要是通过磁力来传递扭矩，磁力偶合

器可解决旋转负载系统的轴对中、软启动、减振、调速及

过载保护等问题，效率可达 98.5%。磁力偶合器不仅具有

液力偶合器的全部功能而且更加环保。公司研制出的第一

代产品，已经应用到油田采油机、注水泵上。作为液力偶

合器的第二代产品，适应市场不断增长的换代需求。行业

企业正在加大自主创新的力度，自行研制、正在开发具有

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功率、高转速磁力偶合器。

公司在质量管理方面建立了完善的研制开发和质量保

证体系，是液力行业第一家通过 ISO9001:2008 体系认证企

业。同时也是同行业首家通过了 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

体系认证；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公司根据开拓新市场、新项目的需要，2015

年 1 月又通过 GJB9001B-2008 国军标体系认证，进一步完

善企业内部的质量管理，从而达到国际质量管理要求。

近几年来公司获得多项实用新型专利项目，保证了产

品的创新发展。液力偶合器产品获得多项中国液压液力气

动密封行业技术进步奖：YCT 型调速型永磁涡流传动装置三

等奖；YOTFC800 调速型液力偶合器三等奖；YOTFC 调速型

偶合器二等奖；YOTFZ650 调速型液力偶合器二等奖，获得

2010 ～ 2013 液压液力气动密封行业年技术创新先进单位。

企业诚信体系

企业连续 28 年被评为“重合同、守信用”单位，连续

10 余年被评为“ＡＡＡ”级信用企业，2002 年还获国家统

计局颁发的“辽宁省信誉优秀企业”，公司主导产品连续

多年获辽宁省名牌和大连市名牌，2010 年通过大连市高新

技术企业认证，并被评为“辽宁省用户满意企业”。

企业社会责任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承“奉献社会，实现共赢”

的企业价值观，肩负着为液力行业排头兵的使命，提高产

品质量，始终坚定不移的履行好企业社会责任。坚持“为

客户创造优质产品，提供优质服务；为员工打造发展平台，

创造幸福生活”的宗旨，全力打造现有的液力专业品牌，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公司近 3 年平均每年实现销售收入

10600 万元，总资产达 35493 万元，诚信纳税 11286 万元，

努力为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

公司将环境保护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切

实履行环境保护的职责。一是对投资项目严格审批，所有

投资项目须符合环保要求，并于 2011 年通过 ISO14001：

2004《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公司将始终坚持促进社会进

步为己任，自觉把社会责任融入到企业的战略，充分考虑

企业发展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统筹兼顾社会可接受性和

可持续发展要求，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的平衡与可

持续发展。　

企业文化

公司建立了自己的文化理念，包括：技术创新理念，

经营理念，管理理念，人才理念，安全生产理念等充分体

现公司结构性文化理念融入到企业员工日常工作和管理中。

公司把社会责任融入到管理战略和生产经营活动全过

程，充分考虑企业文化发展对社会、对企业、对员工的影

响，统筹兼顾社会可接受性和可持续发展要求，实现经济、

社会和企业价值的平衡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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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骄傲 Pride

企业品牌竞争力

品牌价值是品牌竞争力的直观表现，根据中国品牌建

设促进会、中央电视台等单位发布的“2015 年中国品牌价

值评价结果”显示：机械制造组中有潍柴动力、恒立油缸

等 25 家入围，其中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立液压）的品牌强度为 852.0，品牌价值为 7.29 亿元，

位居第 13 位。

目前，“恒立液压”品牌是国内四大高压油缸制造企

业中唯一的自主品牌，其中挖掘机用高压油缸的国内市场

占有率达 50% 以上，盾构机油缸市场占有率达到 80%，具

有年产 45 万只挖掘机用高压油缸和 15 万只非标高压油缸

的能力，是全球最大的高压油缸制造基地。2011 年 10 月，

恒立液压（60110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以来，积

极实施全球化业务战略，成功并购了“LIXIN”、“WACO”、

“INLINE”等液压件品牌，恒立液压已经成为国内高端液

压件及系统控制生产商的领军型企业。恒立液压的品牌竞

争力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品牌的财务表现力

2013 ～ 2015 年，3年以来受到工程机械行业的整体需

求下滑的外在因素的影响，恒立液压通过调整产品下游应

用领域结构，加快新产品开发，加开海外市场的开发力度

等经营措施，公司整体销售保持小幅波动，整体利润能力

仍远高于国内液压行业的平均水平，3 年间母公司的总资

产增加了 4.62 亿元。在经济下行期，公司保持充沛的现金

流、较低的资产负债率和较好的流动性，2015 年公司的资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名牌产品：高压油缸 产负债率 25.4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连续 3 年大幅

度高于净利润水平。

◆市场竞争表现力

市场占有率是品牌的市场竞争表现力的直接体现，在

市场占有能力方面，公司的挖掘机油缸市场占有率处于行

业第一，位居全球前三名。公司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海

外办事处并派驻技术服务人员和营销人员，在欧洲、北美、

日本等建立了广泛的营销网络，为客户提供本土化的高效

服务。公司的品牌已得到国家市场的广泛认可。

在国际市场影响力方面，恒立的产品海外销售比重连

续三年保持 25% 以上的速度增长，2015 年公司实现海外销

售 3.02 亿元，同比增长 26.84 亿元。

2015 年，恒立液压与德国哈威控股有限公司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在研发、采购、销售、品牌、股权等方面

全方位进行战略合作。

自 2011 年上市以来，恒立液压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

利用中国资本对接国际液压行业细分市场的优势品牌，通

过并购等方式实施产业链的拓展，通过与德国液压优秀品

牌 HAWE 的合作，进一步提升了恒立品牌在全球液压市场上

的影响力。2015 年，恒立液压获得“中国工程机械产业最

具影响力液压系统品牌”。

◆消费者支持力

恒立液压作为国内高压油缸领域的龙头企业，凭借过

硬的产品质量和良好的售后服务，与美国卡特彼勒、神钢

建机、广西柳工、三一重工、日立建机、徐工集团等知名

整机企业的形成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赢了了广大客户

的长期支持，连续多年被客户评价“优秀供应商”称号。

目前，恒立产品已销往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于全球

1200 多家客户，遍及工程车辆、港口船舶、能源开采、隧

道机械、工业制造等诸多行业。

企业内部管理能力

按照《公司法》的要求，恒立液压已形成由股东代表

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组成的相互依赖又

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并有效运转。股东大会主要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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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专区、上交所 E 互动平台等方式积极听取投资者的

建议与意见，鼓励股东们参加股东大会，加强了与股东的

沟通交流。保证了股东的知情权。

同时，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以及《股东三年回

报规划》关于现金分红政策的规定，保证了最近 3 年以现

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 3 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

润的30%。公司连续3年，派息率均达到净利润的30%以上，

保证了广大股东的收益权。

◆社会公益活动方面

经过26年的发展，恒立品牌的价值得到了快速的提升，

公司不仅做到了用产品赢得市场，还应以财富回报社会。

多年来，恒立公司在事业发展的同时，坚持企业的社会责任，

参加公益事业、新农村建设捐款捐物，累计捐款上千万元。

企业的发展也大量吸纳当地农民进入恒立工作，安排农村

富余劳动力上千人。通过对教育、文化、社会等公益事业

的支持与帮助，将企业的社会责任融入企业发展之中。公

司致力于成为有责任的企业公民。

◆利益相关方

对于供应链相关方，公司始终坚持价值链共赢。从企

业的长期发展考虑，建立供应链体系，实现双方的共同发展。

公司始终尊重员工权益，连续多年被常州市武进区

人社局评为“武进区关爱农民工示范企业”。不断引导员

工制定明确的职业发展规划，坚持“全员、全方位、多渠道”

的培训理念展开员工的多元化培训工作，实现员企共同

成长。

◆政府、科研机构等公共关系方面

公司在保持生产经营平稳发展的同时，依法纳税，

被武进高新区评为纳税大户。公司注重加强与政府、科研

院所的联系。江苏省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同志、中国

工程院、中国科学院、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中国制造

2025 专家委员会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实地考察企业，给予企

业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和建议。

企业文化

恒立液压作为一家民营企业，企业文化渗透着董事长

的创业理念和价值观。对于企业的未来发展，恒立以“走

向世界，引领行业，成为全球领先的液压系统集成服务商

第一品牌”为战略目标，以关“注客户需求，在液压行业

为顾客、股东、员工、社会创造价值”为使命，以“技术

领导行业，品质铸造未来，品牌带动发展，管理成就员工，

实现百年企业”为企业愿景。在企业内部，恒立文化基因

中的“艰苦创业、超越自我、敢于突破”等精神内涵，时

刻激励着广大恒立员工不断前行。

责公司投资经营的战略决策、管理机构的选举和任免等，

董事会负责股东会召集、执行和实施股东会议决议方案的

具体方案的制定权等，总经理负责公司日常运营的管理等。

企业创新能力

恒立液压通过加大技术研发和装备升级的持续投入，

深入开展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提升产品的设计和制造

加工能力，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或产品，

保证年年有新品，成功一款、量产一款，从而实现研发和

市场的良性循环。2013 ～ 2015 年，母公司累计投入研发

资金达 1.68 亿元，3 年营业收入 31 亿元，研发投入占销

售收入的 5.44%。2013 年以来，公司先后承担了江苏省科

技成果转化项目 1 项，江苏省科技厅国际合作项目 2 项，

国家技术改造项目 1 项，34 项产品被认定为“江苏省高新

技术产品”。截止目前，累计获得授权专利 102 项，其中

发明专利授权 10 项，公司自主研发的紧凑型缸体进油多

级浮动高压缓冲油缸被认定为“国家重点新产品”。2013

装备中国创新先锋榜 - 技术创新奖、2013 年度江苏机械工

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2014 年度十大创新企业奖、

2017 年度液压液力气动密封件行业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014 年公司被全国液压气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评为

“国家（行业）标准制定单位”。公司参与行业标准制定

1项目，JB/T12232《液压传动铸铁件技术条件》。

公司先后投入近亿元资金建立了“三中心一基地”，

即江苏省超高压油缸小型化轻量化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江苏省工程研究中心以及江苏省博

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其中江苏省工程技术中心是江苏省重

点研发机构。先后聘请了德国、日本、美国等数十位液压

领域专家，与国内液压行业的专家共同组成国际化的液压

研发团队。依托以上的平台，恒立构建了一个针对液压行

业瓶颈技术开发和行业未来发展，具有较高研发水平和重

大科研成果转化能力的多维度创新平台，为公司的研发创

新工作提供了行业内一流的软硬件条件。

企业诚信体系

公司秉承以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使公司股东受益、

员工成长、客户满意、政府放心，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

谐的社会责任观，诚信经营、依法纳税，与客户和行业竞

争者实现共赢发展，同时积极履行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

◆股东回报方面

公司通过投资者热线、现场接待、电话会、业绩说明会、

设立集中接待日等方式，年内公司接待各类投资者达 40 余

次，共计 200 多人次。同时，通过邮件、电话、公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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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机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品牌竞争力

四川日机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机密封）

前身是创建于 1978 年的四川省机械研究设计院密封技术研

究所。经过近 40 年的发展，从一家密封技术开发及产品研

发的研究所发展到成为国内唯一一家机械密封行业的上市

企业。2015 年 6 月，“日机密封”（300470）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日机密封”的高参数机械密封市场占有率领先，已

经成为国内高端机械密封及控制系统、旋喷泵技术研究、

产品开发的领航型企业。对照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的“中

国企业品牌竞争力指数”的评价指标内容，“日机密封”

的品牌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品牌的财务表现力

2013 ～ 2015 年，机械密封行业受到石油化工等用户

行业整体需求下滑的影响，公司主动应对新常态下的各种

机遇与挑战，坚持“深化改革夯基础、转型升级促发展的

战略”。通过向市场提供可靠、稳定的产品，通过解决客

户技术难题，以及及时、优质的服务，保持了企业竞争优势。

与同行相比，各项经济指标仅有较小变化，公司盈利能力

高于国内机械密封行业的平均水平，目前，公司保持充沛

的现金流、较低的资产负债率和较好的流动性。

◆市场竞争表现力

市场占有率是品牌的市场竞争表现力的最终体现。公

司的干气密封及其控制系统以及高参数机械密封国内市场

占有率处于行业领先。公司在多个地区设立办事处并派驻

技术服务人员和销售人员，及时为客户提供高效服务。目前，

公司品牌已得到国内用户的认可。

◆消费者支持力

作为国内机械密封领域的龙头企业，凭借日机密封优

质的产品质量和良好的售后服务，赢得了广大客户的长期

支持，日机密封连续多年被中石化、中石油等用户评价为“优

秀供应商”。目前，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煤化工、

天然气化工、油气输送、电力、核电、军工、冶金等领域，

产品远销欧美、中亚、东南亚等区域内的国家。

企业管理能力

◆组织机构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要求，

建立并健全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对外担

保管理制度》、《关联交易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

等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制度。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以及经营管理层均按照各自的议事规则和工作细则规范有

效地运作，为公司规范运行并切实保障所有股东的利益提

供了制度保障。

◆质量管理

1999 年取得挪威船级社（DNV）颁发的 ISO9001 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是国内首批取得机械密封生产许可证

的企业。公司具备 D1、D2 类压力容器设计和制造资质，拥

有RT、PT探伤设备与资质。2013年取得美国石油学会（API）

颁发的 API Spec Q1、ISO 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2013 年，取得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证书。2015

年取得 ISO14001 & OHSAS18001 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证书。

◆企业战略

通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一步巩固公司在石

油化工、煤化工等行业的优势地位，并在核电行业建立领

先优势；通过实施积极的市场开发策略，不断提高公司产

品在国内中高端市场上的占有率；同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名牌产品：
干气密封及其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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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出口力度，提高公司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和占

有率，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争取收购国内外一些

有独特技术或具有战略意义的上下游企业或技术，以提高

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和丰富公司的产品链。

◆营销战略

进一步巩固公司在石油化工、煤化工、电力等行业的

优势地位，并在核电、管道输送等新行业建立领先优势；

通过实施积极的市场开发和进一步做好服务的策略，不断

提高公司产品在国内中高端市场上的占有率；同时积极开

拓国际市场，加大出口力度，提高公司产品在国际市场上

的知名度和占有率。

企业创新能力

以拥有的四川省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公司先后与清华大学、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华大

学等院校，与东方电机有限公司、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等公司联合，解决基础技术和密封产品共有技术的问题。

与多家压缩机厂、泵厂一起解决配套核电密封、干气密封、

高参数机械密封的工程化问题。

在国家资金的支持下，公司建立、完善了核电站泵用

密封试验台、干气密封试验台等试验装置，完成了大批的基

础性试验、新产品的研发以及出厂产品的验证试验。大量的

国家、省以及自立的科研项目，培养了技术团队的研发能力，

同时公司拥有机械密封行业一流的软硬件研发条件。公司具

有行业内较高研发水平和重大科研成果转化能力。

通过较大强度和持续的技术研发和装备升级的投入，

提升公司的设计、试验和制造能力。公司跟踪国际先进的

机械密封技术，同时紧贴国内外机械密封市场需要，开发

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通过强有力的市场

推广和良好的售后服务，从而实现研发和市场的良性循环。

2013 ～ 2015 年，公司每年以销售额的 5% ～ 6%，投入研发

的资金达到 0.557 亿元，三年销售总收入 9.98 亿元。

公司立项并完成的科研项目 30 多项，其中，2013、

2014 年，《获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行业技术进

步奖三等奖。2014 年，获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行业技术进步奖二等奖。2014 年，获四川省人民政府科

技进步二等奖。2014年，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2015 年，获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行业技术进步

二等奖。

目前，公司承担并完成省、部级机械密封、干气密封

的科研课题 30 项，获部、省级科技进步奖共计 28 项，其

他科技进步奖 70 余项。起草、审查和审阅国家标准及行业

标准 37 项。拥有与机械密封相关的多项自主知识产权和核

心技术，已获得国家专利授权 44 项，其中发明专利 9 项，

实用新型 35 项。

企业诚信体系

日机密封的诚信体系建设贯穿在企业运行的方方面面。

在营销环节，深入沟通，全面了解用户需求，为客户提供

准确的服务，希望赢得客户的长期信赖。在生产环节，坚

持按照国内、国际先进标准组织生产，确保机械密封产品

质量。在财务方面，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处理各种账

务往来。在采购方面，通过考核，与供应商单位形成战略

联盟合作关系，实现产业链的共赢。在劳动关系方面，坚

持以人为本，尊重员工，建立薪酬激励以及晋升通道，让

员工明确自身发展能够与公司发展结合。

目前，《企业诚信管理体系》GB/T 31950-2015 已正

式发布，该标准是企业诚信理念集中而概括的表达 , 也是

对企业诚信理念的培育方式。

企业社会责任

公司秉承以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使公司股东受益、

员工成长、客户满意、政府放心，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

谐的社会责任观，诚信经营、依法纳税，与客户和行业竞

争者实现共赢发展，同时积极履行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

◆股东回报方面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以及《股东三年回报规划》

关于现金分红政策的规定，保证了最近 3 年以现金方式累

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 3 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10%

同时，公司董事会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保证股东

的合法、合理的权益。

◆利益相关方

对于供应链上的企业，公司始终坚持“合作双赢”的

原则，通过产品质量要求、工艺方法等交流，质量管理体

系延伸等方法，提携供应企业的产品质量。从企业的长期

发展考虑，建立稳定的供应链体系及质量管理体系，实现

双方的共同发展。

企业始终尊重员工权益，不断引导员工制定明确的职

业发展规划，坚持“全员、全方位、多渠道”的培训理念

展开员工的多元化培训工作，实现员企共同成长。

企业文化

公司的战略目标是：成为国际知名的流体密封供应商。

经营理念是：以顾客需要为己任。将“以为客户提供更可

靠的密封系统为己任，以保障安全、保护环境为使命，愿

作技术创新的先行者，成为我国最受尊重的密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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