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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只是一个起点

——访宁波索诺工业自控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毛信强

                                                   本刊记者 万  磊（90）

PTC ASIA 2017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之十六～之十七）

                                                   本刊编辑  张婷婷（95）

◆汉臣液压新品介绍

——据汉臣（上海）液压设备有限公司专家习青锋报告整理

                                                   

◆精妙方案高端支持 - 布赫液压产品应用

——据布赫液压苏州有限公司专家崔哲报告整理

2018 年，恰好是宁波索诺工

业自控设备有限公司创建三十周

年。回顾索诺公司的发展历程，

可以总结为三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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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高频试验机里，还是在冶金行

业那种工况比较糟糕的地方，我们跟踪下

来，现在基本上汉臣的高动态缸也好、普

通的加密封件的缸也好，寿命基本上能达

到 10 年以上，这就是使用汉臣油缸的一个

高性价比所在。

最常用的是移动公路起重机，它的举

升、卷扬、还有变幅，这些动作都需要在

负载下有一个连贯的、平稳的动作，谁也

不希望看到这个动作突然变化或者说有卡

顿，而加入负载保持阀，其优点就是保证

每一个动作平稳地停在它预计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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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恰好是宁波索诺工

业自控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

诺公司）创建三十周年。回顾索诺

公司的发展历程，可以总结为三个

十年：1988 年租借工厂，创立小作

坊，加工生产气动零配件；1998 年

在奉化溪口征地十多亩，兴建规模

化生产工厂，注册成立宁波索诺工

业自控设备有限公司，转型生产气

动电磁阀等气动元件；2008 年在浙

江嘉兴征地 80 亩投建一期工厂，

成立子公司嘉兴纽立得气动工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纽立得公司），

进一步扩大产品规模和产能。目前

索诺公司的年总产值位居奉化气动

产业集群前列。

每十年迈上一个台阶，走过

三十年后，在 2018 年这个节点，

纽立得公司即将投建二期工厂，向

电缸、坐标机器人等高端产品迈进，

开启第四个充满期待的十年，为更

多的十年、更长远的目标做储备。

索诺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毛

信强，是真正的农民的孩子，谦逊、

朴实、勤奋、好学，还有难得的天赋，

19 岁开始学徒做模具，成为当地少

有的模具师傅，从小作坊加工制造

模具开始，一步步将索诺公司打造

为奉化气动产业集群领先企业和中

国气动行业重要企业。他一直心无

旁骛，坚守本业，誓将一生都奉献

给气动事业，为实现中国气动品牌

进入国际主流品牌这个终极梦想而

不懈奋斗。他说：索诺公司走过的

这三十年只是一个起点，这个终极

梦想如果我们这一代实现不了，还

有下一代和下下代，只要有愚公移

山的精神，再远大的梦想都能实现。

颇具天赋的模具师傅

1983 年，出身农村的毛信强，

19 岁高中毕业后，去奉化溪口镇一

家五金塑料厂当学徒，学习制作五

金塑料模具。模具制造在当时是高

难度工种，每一副模具都不一样，

需要根据不同要求独立设计，而且

当时机械加工设备比较落后，既没

有线切割，也没有电火花，只有普

通的钻床、铣床和皮带车床，制作

过程非常艰苦。所以要成为模具师

傅一般都需要好几年的学徒时间。

毛信强白天学徒，晚上自学模

具设计及制造工艺，通过天生的悟

性和后天的勤奋，只用了几个月就

能自己独立完成模具制造。因为当

时溪口地区的模具师傅稀缺，毛信

强的任务量非常重，每个月都要工

作 45 班（每个班 8 小时），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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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的，这也意味着，也就是在这个

时期毛信强的工厂开始进入气动

产业链。当时溪口镇已有一部分小

工厂生产气动元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形成了一定气候，毛信强的

工厂就是这些气动企业的配套商

之一。

开启第二个十年

毛信强创业第一个十年后，

1998 年，宁波索诺工业自控设备

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在具备了

良好的制造基础和市场基础后，开

始转型生产气动元件，主要产品就

是 4V210 气动电磁阀。“溪口生产

的第一批 4V210 气动电磁阀的阀座

是我开的模具，我们还有坚实的气

动电磁阀线圈、接线盒等配件的制

造基础，而且我们从 1996 年就开

始研发 TG2521-08（天工二位五通

二分单电控电磁阀）气动电磁阀，

1998 年开始批量生产，是溪口首批

生产该阀的企业。”毛信强的这一

步产品转型定位对企业未来发展意

义重大。

因为市场需求量大，索诺公司

制造的 TG2521-08 气动电磁阀产品

供不应求，每年春节后，都有大批

客户来订货，企业的资本积累日渐

丰厚。直至现在，索诺公司每年都

有大量的电磁阀订单。

气动电磁阀产量形成规模后，

索诺公司开始研发制造气源处理

器。那时溪口地区气动元件产业链

已具雏形，采购零配件后即可生产

气源处理器，索诺公司的旺盛需求

也带动了配件企业的发展。

随后，索诺公司又开始生产

气缸、气动接头和管件。这样，索

诺公司的产品就覆盖了气动主要产

品：三大元件和接头、管件。

2001 年，积累足够的资金后，

索诺公司在溪口征得十多亩土地，

兴建溪口工业区气动工厂。

开启第三个十年

2008 年，索诺公司为北京奥

运会、残奥会开幕式表演节目中的

“给未来的信”、“草坪红地毯”、

“草坪开花”的“智能草坪工程”，

提供了气动系统的设计制造和现场

服务，充分印证了索诺品牌的产品

品质、服务能力和品牌竞争力。“能

配套服务于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

式，是索诺人的欣慰和自豪！”毛

信强至今不忘十年前的骄傲业绩。

同样在这个十年的起始年，索

诺公司又启动了新的规划，在浙江

嘉兴征地 80 亩，兴建新工厂，寻

求更大的产量突破，同时成立索诺

样白天工作、晚上学习，他坚持了

两年。

两年后，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

实践经验，毛信强都打下了扎实的

基础。1985 年，他去了溪口镇最大

的乡镇企业担任模具加工师傅，收

入达普通工人的两倍。

开启第一个十年

1988 年是毛信强人生中最有

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他先是成了家，

其后立了业。“决定自己干的勇气，

一是有着一身过硬技术，二是不需

要创业本金，当时开模具都有 50%

的预付款，我就是用第一副模具的

3000 元预付款起家的，借用亲戚的

工厂开设了一个小作坊。”

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

十年，工业、经济快速发展，奉化

溪口地区也引入了一些较高水平的

加工设备，毛信强凭借技术能力和

行业知名度，小作坊的业务越来越

红火。1990 年，随着客户对产品多

样化的需求，小作坊的条件已经无

法满足生产，毛信强就在当地的校

办厂租用了两间厂房，设厂名为奉

化市天工气动成套厂，购置加工设

备，开始专业生产塑料零配件、电

磁线圈、压铸件等。其中塑料接线

盒和电磁线圈是专为气动电磁阀配

索诺公司气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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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子公司——嘉兴纽立得

气动工程有限公司，向高端气动

产品迈进。“为何不在本地征地

扩建，主要是因为奉化地区工业

用地紧张，申请到 80 亩工业用地

的可能性很小。可能大部分企业

此时会选择去土地便宜、人工成

本较低的地区建新工厂，而我比

较喜欢逆向思维，决定贴近一线

城市。嘉兴是长三角的中心地带，

周边可以辐射到上海、杭州、宁波、

无锡等一二线城市，有利于集聚

人才，向高端产品转型。”毛信

强有自己独到的观点。

事实上，在吸引高端人才、招

收一线工人方面，纽立得公司起到

了重要作用，有效地缓解了溪口工

厂招工难的问题。

虽然纽立得公司的投资非常

大，但毛信强一直秉承一步一个脚

印的原则推进，在充足的资本积累

的基础上，没有投资任何其他产业，

将所有的资金都投入到本业中。

索诺公司气动产品的高性价比

获得了越来越多用户的青睐，品牌

地位也逐步得到认可和提高。2014

年和 2016 年，先后获得喜开理（中

国）有限公司颁发的“CKD 开发贡

献奖”；2014 年，获得全国液压

气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颁发的国家

（行业）标准制定突出贡献单位；

2015 年，索诺天工 STNC 品牌荣获

中国气动行业首枚“中国驰名商

标”；2017 年，被宁波市科学技术

局授予高新技术企业。 

2017 年纽立得公司添置了大

量先进设备，产能提升 30% 以上。

至此，索诺公司走过第三个十年，

已具备七个系列气动产品的研发制

造能力：气源处理元件、气动控制

元件、气动执行元件、气动真空元

件、管接头和气管、气动智控设备，

无论是产品规模还是年度总产值都

在中国气动行业名列前茅。

开启第四个十年

2018 年，索诺公司迈入第四

个十年，纽立得公司二期工程将动

工，规划建设电缸、坐标机器人生

产基地。

纽立得公司走过的十年，一

直都有大量资金投入，加上中间出

现过方向定位失误，直到 2017 年

纽立得公司才真正实现盈利。得益

于国内经济总体转好，市场开始发

力，外加公司在技术、生产、市场、

人才等各个方面经过十年磨砺和沉

淀，已经有了扎实的功底，纽立得

公司二期投产后，相信将迎来更大

的增长。

气动元件主要为工业自动化产

业配套，电缸、坐标机器人的市场

需求量将越来越大。纽立得公司未

来的产品规划是由气动元件向高精

度、高性能的电动元件、系统转型。

在上海 PTC ASIA 展会上，纽立得

公司已经展出过电缸产品，引起不

小的关注。十年前，纽立得公司与

上海交通大学施光林博士合作研发

阀岛产品，已经试验多年，也即将

推向市场。

多面能手型的企业家

毛信强除了是一位模具开发能

手，还是一位气动技术能手（已获

高级工程师职称）和销售能力兼备

的多面能手。

索诺公司起步阶段，就是毛信

强自己带领技术团队，从事技术和

工艺研发，逐步形成自己的技术研

发力量，公司现任技术部长就是他

带出来的徒弟。到目前为止，气动

元件的研发设计都由毛信强提出规

划和实施方案，并在他的指导下开

展工作。公司采购设备、配件，也

都是在毛信强的主导下进行。所以，

他是一位技术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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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信强非常重视提升技术研发

和工艺水平，曾先后聘请了行业资

深专家陈启复和吴登奎来公司担任

技术顾问，高薪聘请在意大利康茂

胜公司、德国费斯托公司工作几十

年，有着丰富设计经验的技术、管

理专家主导产品研发和技术管理。

索诺公司的销售网络，就是

最初毛信强在又做技术、又做管

理、又做销售的情况下逐步打下的

基础。毛信强至今都有自信，凭借

销售网络和自己积累下来的客户人

脉，个人就能拿下公司一半以上的

订单。所以，他也是一位销售能手。

索诺公司的销售模式是代理商

制和终端用户直销制并行，随着企

业不断发展，未来直销用户的比重

将越来越大。有很多直销用户已经

和索诺公司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

系，尤其是代理商通过代销索诺公

司高性价比的产品，每年都获得很

大的收益。

通过多年努力，索诺公司的国

际市场开拓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随着公司销售策略和品牌提升，未

来国际市场销售额将超过国内。毛

信强的儿子几年前从美国留学回来，

与国际贸易团队一起主抓国际市场

开拓，海外销售业务得以快速发展。

上市计划

“现在，索诺公司两个生产基

地共有近千名员工，想到这近千名

员工的幸福生活，这份社会责任不

容推卸。两个生产基地的销售额加

起来，已具备上市基础，目前企业

计划股份制改革并上市。但仅凭目

前的产品还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

需要不断吸引、培养高素质、高凝

聚力的年轻团队，扩大产品规模，

积累更多资本，引入更先进的管理

和营销模式，开发具备自主知识产

权、能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气动、自

动化元件，才有可能在国际上具备

竞争力，取得更长远的发展。”毛

信强清醒地认识到，实现最终目标

的路还很长。

近期索诺公司将启动股权改

革，已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给企业制

定各项规范，目前公司股权清晰，

财税、员工社保等制度都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的规范执行，等到股权改

造时，股份配置会有改变，企业管

理也将社会化。毛信强退出总经理

岗位后，将由董事会聘请优秀人才

担任总经理。

推动集群健康发展

2013 年，毛信强任奉化气动

工业协会会长期间，奉化气动产业

集群被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

会正式授牌为“国家气动产业集群

示范基地”，是国内唯一气动产业

集群示范基地，已有气动元件生产

企业 300 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近百家，从业人员 2 万余名，集群

总销售额 60 多亿元。同时，协助

奉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建立了首家

国家气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独木不成林，如果奉化只有

几家气动企业，没有形成产业链和

集群效应，奉化气动企业不可能发

展到现在的规模。”同时他也坦言，

按照正常的市场竞争规律，集群企

业不可能每家都能发展壮大，经过

若干年淘汰整合后，品牌集中度会

越来越高，必然会形成几家龙头企

业引领，若干“专”“精”“特”

企业为之配套的有序格局。

毛信强为推动集群整体发展付

出过很多努力，任奉化气动工业协

会会长时，曾积极组织集群企业协

定产品价格，扭转同质化低价竞争

的状况，但最终成效并不显著，现

在只能通过市场竞争顺其自然来规

范产品价格。“产业健康发展，需

要政府和国家行业协会不断引导和

推动，这个非常关键。让更多的企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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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具有品质提升意识、市场把握能力

和市场洞察能力，让企业家有更大的

胸怀和格局，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

打造优秀诚信企业，带动集群的整体

发展。”毛信强希望政府和国家行业

协会给予集群发展更多关注。

积极投入行业工作

毛信强曾担任两届奉化气动工

业协会的会长，现任宁波液压气动

密封行业协会的会长。虽然现在身

兼两个生产基地的负责人，毛信强

仍然在百忙中兼顾好会长工作，为

行业筹划考察学习，技术研讨会，

政商座谈会等活动，帮助会员企业

申报政策补助、荣誉奖励等，切实

为会员做好服务，提升行业凝聚力

和产业水平。

宁波液压气动密封行业协会

创立只有 5 年时间，毛信强是主要

筹建者之一，也是首任会长，为了

这个年轻的地方协会组织能够获得

更多会员的加入和信赖，他为协会

工作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我

一直相信一个朴实的道理：好人有

好报。为行业做更多的事情，帮助

更多行业企业和同仁，能获得内心

的愉悦，再辛苦也是值得的。而且

也有很多收获，作为会长单位，让

我更加重视企业的诚信，激发我更

加用心经营好企业，因此也吸引更

多的企业与我们合作。目前索诺公

司与一些同行企业已经有初步的产

品、市场合作，兼并重组也将在下

一步推进。”毛信强的付出也得到

了相应的回报。

最终梦想

目前已有多家国际气动龙头企

业纷纷在国内大力度扩产，将对国

内气动中小企业带来更大的竞争压

力，很多气动行业人士发问：中国

气动应该如何发展？毛信强在巨大

的压力中不断思考，也确定了问题

的答案，更加坚定了他打造更高端

气动品牌的决心。“说实话，中国

气动企业目前还停留在仿制阶段，

产品品质能接近国际一流品牌同类

产品就很不错了。但是从长远看，

这个理念一定要改变，跳出仿制模

式，推出自有品牌的产品系列和型

号，并且能够进入国际知名品牌行

列。这就是索诺公司的最终梦想，

尽管这个梦想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

力才能实现。”毛信强身怀远大梦想。

如何实现这个最终梦想，毛信

强有长远规划。首先要有更多原始

积累，扩大生产规模就是为这一步

做准备。技术水平必须提升，现在

正在通过给大品牌代工逐步掌握各

大品牌的技术特长，同时引入有技

术专长的设计研发人员，在仿制的

同时，研制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为了加快发展速度，快速进入智能

控制领域，会寻找一些发展良好的

控制企业合作，合力研发坐标机器

人、电缸、控制器等电控类产品。

通过不断的研发和创新，最终形成

自己的气动产品系列和规格型号，

进入国际市场。

毛信强没有否认，索诺公司在

前进道路上，虽然没有方向上的判

断失误，但也遇到了很多坎坷，尤

其在聘任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方面，

而且也影响到了企业的发展速度。

但他始终未曾放弃梦想，这些挫折

让他更加坚定企业要脚踏实地、一

步一个脚印地向目标迈进。

“日本 SMC 公司的创始人高田

芳雄社长，现已九十多岁仍然工作

在一线，他就是我的偶像和榜样。

在我的同学和同行里面，我的能力

只在及格线上，但是我相信执着和

坚持就是最大的力量，我将一辈子

坚守气动事业，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情，我不会被其他任何产业诱惑，

也不会投资任何其他产业。我要为

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奋斗不止，并

且寄期一代又一代索诺人为了我们

的最终梦想，顽强拼搏！”毛信强

的这段表白，代表着这一代气动企

业家的理想和信念，也是中国气动

产业发展的力量源泉。

索诺公司生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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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臣 

汉臣公司成立于 1925 年，是

一家中等规模的家族企业，专注于

做油缸，已经做了 92 年了。现在

年营业额是 2500 万欧元左右，每

年约 2%的增长，员工人数 212人。

座落在奔驰的故乡斯图加特。目前

全球有 3 个子公司，瑞士、法国各

有一个，另外一个就在我们中国。

在德国汉臣公司分 7 个区，有 7 个

销售专员，另外在 23 个国家和地

区有区域总代理。

◆主要应用

汉臣的油缸主要是用在以下几

个领域：

PTC ASIA 2017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 之十六

汉臣液压新品介绍

10:00 ～ 10:30  汉臣新品介绍   

习青锋 /专家（汉臣（上海）液压设备有限公司）

10:30 ～ 11:00  精妙方案高端支持 -布赫液压产品

应用   

崔哲 /专家（布赫液压苏州有限公司）

（1）航空航天军工的一些测

试领域。

（2）汽车及其零部件。

（3）多自由度摇摆台及震动

台 ，包括地震台、三轴、动态模

拟的一些台子。

（4）试验机（动态），尤其

是拉压力、扭转的疲劳试验机。

（5）注塑及吹瓶机，因为汉

臣的油缸主要定位在测试领域，所

以用于工业领域的并不多，但是注

塑、吹瓶机比较特别，其特点是速

度快，一般达到平均 2m/s，一般的

油缸寿命很难达到要求，所以在这

个领域，汉臣有着优异表现。举一

个典型例子：加拿大的赫斯基，该

公司作为注塑行业老大，它的速度、

效率是其他行业、其他竞争对手所

难以企及的。

（6）冶金设备，就是我们的

震动油缸。这个缸应该是在全球各

国油缸厂、连铸设备里面都在应用，

尤其是在西马克的设备，还有我们

中国的中冶京诚、达涅利、中冶连

铸，现在都在使用我们的油缸，这

——据汉臣（上海）液压设备有限公司专家习青锋报告整理

个油缸的工作频率并不高，每秒钟

大概 3 次，就是 3Hz，但是要求 24

小时工作，所以它对这个缸的寿命

要求非常高，所以汉臣的这款缸在

全国甚至全球的冶金、尤其是连铸

设备里，有很大的应用。

◆产品特点

总的来说，汉臣的油缸有 4 个

特点：

（1）高速度，我记得 30 多年

前汉臣就做出了一条油缸，其最大

速度达到 50m/s。

（2）高频率，现在所有的测

试领域随着性能的要求越来越高，

频率要求也越来越高。目前在国内，

从客户使用来看，最大频率达到了

400Hz，他使用的是穆格的D76阀。

这个阀在小开口的情况下，能达到

500 ～ 600 Hz。但频率不光跟阀有

关、还跟缸、控制器都有关系，所

以我们的客户，他现在使用汉臣的

缸达到了 400Hz。但在国外，已经

有达到 1000Hz 的使用了，这个原

因就是伺服阀的类型不同。

（3）高寿命。无论是高频试

11 月 2 日

主持人：熊伟

大连海事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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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机里，还是在冶金行业那种工况

比较糟糕的地方，我们跟踪下来，

现在基本上汉臣的高动态缸也好、

普通的加密封件的缸也好，寿命基

本上能达到 10 年以上，这就是使

用汉臣油缸的一个高性价比所在。

（4）摩擦力。我们有两种油

缸，一种是带密封件的、也就是普

通的密封，它的摩擦力现在也可以

达到 0.1MPa；另外一种缸是没有密

封件，它的摩擦力非常非常低，能

达到0.01MPa，我们下面可以看一下。

◆工作原理 

图 1 这 款 油 缸 采 用 的 是 汉

臣的专利密封，叫间隙密封，

Servofloat 的液压缸几乎没有摩

擦。在特别慢的和很快的运动时，

它们可以产生向外的无接触的逐级

压力降低，并且泄漏小、定位精度

和重复精度高，没有粘滑现象。在

这种密封组合装置中，在环状间隙

密封中形成一股流体动力的油流，

致使密封无金属接触地围绕着活

塞杆径向浮动。由于所存在的压

力，缸的密封套通过一个节流间隙

产生变形，并产生一个只有百分之

几毫米的无接触的密封间隙。但是

这种方法只有通过几微米的生产

精度才能发挥作用。否则会因为泄

漏而导致很大的液压损失。漏出的

油无压力地通过一个集油接头回

流到系统中去。取消接触的加压密

封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小液压缸中

的粘滑摩擦。

有一些领域，尤其是振动台，

会有侧向力。间隙密封有一个缺点，

就是承受侧向力比较差。所以在这

种领域，我们有一款叫静压轴承的，

在 Servobear 密封组合装置中，活

塞杆通过四个通道中的压力作用而

被液压浮动。此时活塞杆导向装置

和密封是唯一的结构件。只有防尘

圈可能引起可以忽略不计的极小量

的摩擦。在此种密封组合装置中的

流体静力作用可以使活塞杆顶住可

能出现的横向剪力而对准中心。流

体静力支撑的压力是由内部的系统

压力提供的。接触的防漏油密封和

防尘圈不承受压力。因此只产生很

小的在整个压力范围内恒定的残余

摩擦。泄露的油通过接管无压力的

引入储罐，不需要吸出。这种技术

在汽车和飞机试验中以及高机械负

荷的工业部门中得到广泛应用。

◆选型规格

常用的油缸因为受密封件的

限制，缸径杆径都有一个固定的规

格。比如说活塞杆是 40mm 的话，

缸径基本上是 60mm 或者 63mm，都

是这么一个标准规格。但是我们

这款缸打破了这个局限，因为它没

有密封件，这样就不受限制了。比

如说 40mm 的活塞杆，缸径可以做

45mm ～ 70mm 这样一个范围（见图

2）。那这样的话，增加杆径时可

以不增加流量。尤其在高频高速行

业、在一些侧向力较大、需要更大

杆径的地方就很喜欢用这款缸。在

增加侧向力的同时，不需要增加流

量，也不需要增加阀的通径，这算

是一个创新点，这个系列是在 2014

年刚刚推出来的。

◆结晶器振动缸

前面提到的都是高频缸，但

有一个行业并不需要用高频缸。比

如西马克一个比较大的连铸设备的

结晶器振动缸，它的频率一般只有

3Hz，但是要求每天 24 小时工作，

并且钢铁连铸下面温度非常高、粉

尘也非常多，在这种工况下，我们

的缸可以使用到 7 年、甚至 8 年。

再比如克虏伯德国公司，它的钢厂

关掉了，但是我们的油缸还在，

外表因为有腐蚀，已经非常脏、非

常糟糕了，但是拉回我们厂里拆开

检测，发现里面完好无损。另外我

们还跟踪了中冶京诚，发现大多数

用到 5 ～ 7 年都没有问题，这个就

跟安装使用以及工作时的工况有关

了，同样这款缸，我们在汽车测试

的实验室里面用 10 年，甚至 20 年

都没有问题。

◆高速液压缸 

图 3 是高速液压缸以及赫斯基

的吹瓶设备，它是用来锁模的，速

度是 0.1s 推出 200 毫米。这种设

图 1 间隙密封、静压轴承

的工作原理 图 2 选型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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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中油缸指定就是使用我们的缸。

从外观上看，其实跟冶金缸没有什

么区别，也不带位传感器，它没有

什么精度要求，但是要求速度很

快。这个缸最大的特点还涉及到

汉臣另外一个比较有特点的技术，

就是缓冲。刚才说到汉臣的缸速度

可以达到每秒几十米，这么快的速

度，要求最高的其实就是缓冲，而

不是密封。

◆锁紧装置 

汉臣除了做油缸，还做锁紧装

置（见图4），基本是跟油缸配套的。

如果您对油缸保压要求很高、或者

是对精度要求很高的时候，是不能

用液压锁的，因为液压锁可能在半

天或者一天时就无法继续锁住，而

且遇到突然断电等紧急情况时，也

不能及时保证安全，所以这个时候

了，我们有个更好的办法，那就是

采用机械锁。我们的锁紧器是和油

缸连在一起进行工作的，根据具体

的锁紧力我们选出合适的锁紧器，

然后将油缸的活塞杆加长，将我们

的锁紧器套到活塞杆上。然后用法

兰将它们固定，这样就连为一体了。

如果现在要工作的话，我们先将锁

紧器解锁，通过进油口打油，油会

通过内部一个楔形块，楔形快推动

叠簧，叠簧就绷紧了，这时油缸或

者物件可以正常移动，当断油时，

叠簧立即复位，这时锁紧器锁住油

缸或者物件，我们这个也叫抱闸，

让油缸一动不动。反应时间也非常

快，只要 10ms，所以是瞬间锁住，

这样的话，在我们工作过程中，如

果担心断油断电，有安全隐患的话

也没有关系，因为一但断油，我们

的锁紧器立刻起作用，保证整个系

统的安全。

锁紧装置可以精确定位、10ms

锁住，可以用于应急保护，它的寿

命取决于叠簧，叠簧的寿命可以达

到上百万次，所以锁紧器寿命很长。

新品介绍

◆碳纤维液压缸

德国工业 4.0 这个概念提出之

后，德国汉臣开发了一款全新技术

的碳纤维液压缸，是采用碳纤维的

一种缠绕技术。现在可以将液压缸

的活塞杆以及活塞，作为一体，作

成整体的碳纤维液压缸。

但是连接件不能做，因为碳纤

维里面是不能打孔的，缠绕之后，

要是打孔的话，它就断裂，硬度

就不够了。只要是桶状的东西都

可以做，但是所有的端盖不能做

碳纤维，因为端盖需要打孔，所

以端盖有时会用铝合金，如果强

度要求高，还是用不锈钢或者钢

铁。这样整个下来液压缸可以降低

25% ～ 30% 的重量。

◆产品性能 

图 3 高速液压缸

图 4 锁紧装置 

图 5 碳纤维液压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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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液压缸的产品性能有以

下几个特点：

（1） 重 量 轻， 降 低 了

60% ～ 70%。

（2）没有磁性，在有些领域，

你不需要担心静电。

（3）不需要担心腐蚀。原来

在海水里面工作的话，只能采用不

锈钢、或者镀陶瓷，其实镀陶瓷成

本也很高，而且用一段时间陶瓷会

脱落。而如果采用碳纤维的话，腐

蚀问题也可以解决。

（4）高低温稳定性 。研发

这个产品的时候，做了很多测试，

尤其是高低温的稳定性测试，现在

碳纤维油缸可以做到 -40 ～ 80℃

的范围。

（5）抗弯矩强度。对比不锈

钢及碳钢，碳纤维油缸的抗弯强度

以及高温抗弯度都更好。

（6）更节能。因为重量减轻

这么多，这样在高频的时候，就可

以节省很多动载，整个油源的整个

能耗就小很多了。

目前这个碳纤维液压缸只能做

到缸径 200mm，行程 1500mm，力 40

吨，温度范围 -40 ～ 80℃。

表面精度方面，碳纤维材料的

表面是不能打磨的，如果打磨断裂

的话，强度不好保证，所以我们用

了一种特殊的树脂，附在表面，然

后再打磨。因为油缸密封件对杆子

的表面、活塞的表面、缸筒的内表

面，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也要研

磨，目前碳纤维可以解决表面精度

问题。

安装方面，所有的缸筒用碳纤

维，端盖与连接部件全是普通的钢。

◆应用领域 

（1）航空航天军工，只要是

高空操作的，对重量有要求的，是

一个很好的应用；

（2）风电及高空设备；

（3）海洋船舶设备，既可以

减轻重量，还可以耐腐蚀；

（4）医疗及工业机器人，包

括机械手臂；

（5）高频试验机，因为频率

较高，需要降低质量、减少动载的

话，那用碳纤维活塞缸就是最好的

一个方案了。

客户应用 

◆航天应用 

图 6 是在航天项目上 应用，

这个台子共有 6 条油缸，这个缸很

有特点，行程大概 2m，载荷不大，

只有200mm的缸径，速度要求很高，

整个精度要求非常高，控制有难度。

要求这么高精度，如果用单出杆油

缸的话，控制起来很困难，但是如

果用双出杆的话，这个油缸要达到

5m 的长度。然后就采用了这款“单

出杆对称缸”，长度是单出杆的长

度，但是里面又是双出杆的结构，

里面面积是一样的。

◆飞机测试 

图 7 是在空客的 A380 上面做

过的应用。那么高的飞机，如果把

它顶起来，行程是 4m，厂房根本不

够高，所以采用的也是这款缸：单

出杆的结构，双出杆的性能。这个

缸到现在也用了十年了。整个测试

设备大概是300条左右我们的油缸，

然后做模拟飞行，它是做动态飞行。

在飞机的测试方面，全球目前就是

德国汉臣、IABG 做的空客，MTS 做

的波音。

◆地震台 

图 8 是在地震模拟上的应用，

下面四条缸是做垂直方向，频率大

概是 100Hz 左右。然后侧面两条的

工作频率低一点，另外一个方向也

两条， 8 条缸同时工作，所以它的

侧向力是很大的，尤其是当侧面动

的时候，侧向力的方向达到了90度。

◆摇摆台 

摇摆台也是一个很大的应用领

域，6 自由度摇摆台在全球应用很

多，尤其近几年。以万达城为例子，

中国要建 30 个左右的万达城，所

图 6 航天应用

图 7 飞机测试 图 8 地震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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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9 无渣铁轨专用博格板，高铁专用

有的万达 mall 里面有一种体验式

的项目，叫 7D 电影。观众坐在台

子上面，就跟电影里面的实景是一

模一样，用六条这样的液压缸控制

这个台子。每条缸的载荷大概是 50

吨，台子也非常大。目前南昌、合

肥、哈尔滨已经开始运营了。这个

台子改进之后，在每条缸上又加上

了一个机械锁（锁紧器），以保证

它的安全性能。这个锁也是我们第

一次应用在这种高速度高频率的应

用领域，一般的锁会把摩擦力增大，

会给油缸带来不必要的影响，但我

们公司根据这种项目开发了一款没

有密封件接触活塞杆的机械锁，这

样就不会给液压缸带来任何影响。

◆高铁博格板磨床 

图 9 的锁紧器除了能起到应

急保护的作用，还可以精确定位。

现在高铁采用的技术叫无砟铁轨技

术，图 9 中的水泥块就叫博格板。

磨这个博格板用的是博格的磨床。

普通的磨床是用油缸夹住它，上下

都夹住，然后再打磨，但是这样整

个油路会有波动，精度误差会影响

这个水泥块。后来博格公司找到汉

臣，专门研发了一款夹具。图中可

以看出来，油缸顶住之后，再给它

夹住，然后再打磨，这样打磨不会

有任何的偏差。

◆轴承测试 

图 10 的试验台是前年刚刚是

完成的。这是全球最大的一个轴承

测试台，是给 IABG 做的，它用在

风力发电机上面，整个大叶片旋转

最大的一个轴承。  

◆汉臣国外主要客户 

（1）测试领域，像空客、

IABG、SIMTEC、SINCOTEC，他们都

是飞机、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的一

些测试。这些公司其实在中国已经

做了很多年了，汉臣的油缸也是首

先是通过他们带到中国。

（2）工业领域，像 Husky、

KraussMaffei，是做吹瓶注塑的。

（3）冶金行业，西马克、达

涅利等，以及众多的冶金设备商，

（4）铸造设备，Gima Cast、

Boegl，Borbet,Ronal,Reiss,Fill, 

LPM Spa,Kurtz,KS Kolbenschmidt 

等。

◆汉臣国内主要客户 

汉臣进入中国的大概十多年

了，在中国也积累了一些客户。

（1）航空航天军工行业，应

该说各大航空航天院所，基本上

都在采用汉臣的缸做摇摆台、做

地震台。

（2）汽车行业，可以说中国

大多数的汽车厂，其检测设备里面

该都有汉臣的油缸。另外给汽车厂

配套的一些轴承、变速箱、减速器、

离合器的生产厂家，其试验设备很

图 10 世界上最大的轴承测试系统

多也是汉臣的客户。

（3）重工及冶金行业，包括

中国一重，中国二重等，很多大钢

厂包括设计院都在使用汉臣的油

缸。

（4）高等院校，高校的应用

就比较多了，清华大学，上海交大，

浙江大学，同济大学，哈工大，北

理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燕山大

学等。

（5）试验机行业。因为随着

对材料性能的要求越来越高，实验

条件也越来越苛刻，我记得以前他

们基本上做静态就能够满足要求，

但现在他们的频率越来越高，前段

时间还有客户说我要做 1000Hz，我

说 1000Hz 很难，最大的难题是伺

服阀。所以现在基本上各个领域都

在使用 100Hz、200Hz 的频率。

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一些东

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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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布赫

布赫液压是一家瑞士的上市公

司，如果您是在工程机械或者一些

工业领域工作的话，可能对布赫这

个品牌会有所了解。相较于力士乐、

派克这种大的整体液压解决方案的

提供商来说，布赫的产品比较有特

色，布赫液压的精力主要是集中在

控制领域，像最为大家所熟知的：

负载保持 CINDY 阀，然后还有一些

主阀，像多路换向阀，当然主阀不

是今天的一个重点，今天主要是跟

大家对负载保持阀作一个交流。

负载保持阀的应用场景

最常用的是移动公路起重机，

它的举升、卷扬、还有变幅，这些

动作都需要在负载下有一个连贯

的、平稳的动作，谁也不希望看到

这个动作突然变化或者说有卡顿，

而加入负载保持阀，其优点就是保

证每一个动作平稳地停在它预计的

位置上。

同时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

精妙方案高端支持 -布赫液压产品应用
——据布赫液压苏州有限公司专家崔哲报告整理

像起重机这类的作业设备，

通常吊装的货值都是比较大

的，安全性永远是放在第一

位考虑的。为了保持汽车整

体平稳、维持它的稳定性，

我们通常在下车支腿也需要

安装负载保持阀，当然这里

不是 CINDY 系列的，而是单

向阀，就是俗称的双控双向

液压锁。它不同于以前我们

看到的、可能用插装阀做阀

块的那种单向阀，而是引进

了 CINDY 系列先导阀的设计

理念设计的。

比较著名的起重机厂

家，比如国外的利勃海尔、

特雷克斯、马尼托瓦克，国

内的徐工、中联、三一，这

些都是我们的客户。

除了刚提到的起重机领

域，还有矿山设备。图 2 是

一个掘进机，在前头的这个

摆动控制和旋挖的提升和下

降控制，都有负载保持阀的

应用。 山特维克是比较著

名的矿山设备，也是我们非

常重要的一个客户。

随着国家基础建设投资

的增大，旋挖钻设备市场增

量非常大，图 3是我们在这

个机型上提供的解决方案，

像徐工、利勃海尔、中联都

有我们的产品在应用。当然

除了 CINDY 系列的负载保持

阀之外，还搭配了一些主阀，今天主阀就不

在这里多介绍了，主要介绍负载保持阀。

工业领域也有一些应用，像压机、注

塑机、卷板、折弯这种工业机械上，也都

有 CINDY 系列的平衡阀，可谓用途广泛。

图 2 平衡阀在掘进机中的应用

图 1 负载保持阀在移动公路

起重机中的应用

图 3 CINDY 负载保持阀用在

旋挖钻设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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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国家城市建设、地铁建设

用的盾构设备比较多，近两三年来

盾构行业发展迅猛，市场增量比较

多，现在中铁、中铁建、中交天河、

中船，还有辽宁 33 这些现在都用

了我们的平衡阀，主要用在管片拼

装功能上，这个领域现在在国内已

经广泛铺展开来。

但是我们的平衡阀后续会见

到一个特殊功能，我们叫做能量再

生，其实是油缸的差动功能，我们

把阀的差动功能直接做在负载保持

阀上，在国外用的比较多，比如废

料钢爪 ( 见图 4)。现在江苏省有企

业做这个。你也看到，如果这个管

路太长，我们在阀上做差动的话，

沿程损失会很大，但如果我们在执

行件油缸的平衡阀上做差动的话，

非常贴近执行件，可以显著地节省

能量。

 

Cindy 系列

◆ CINDY 系列的谱型

CINDY系列是布赫的标准产品，

是在布赫的前身布林格期间就已经

存在的一个产品，其通径从 12、

16、20、25 都有，标准保持压力是

在420bar左右（这是正常工作压力，

不是峰值），流量最大已经达到了

600L，现在又开发了 32 通径。

除了主流中间产品之外，我

们还向下向上都进行了开发，见图

5。为了满足不同的市场客户，我

们开发了 CINDY-MP 系列（middle 

pressure），就是中压系列，因为

有一些工况可能需要非常好的流量

特性和非常可靠的安全措施，但工

作压力并不需要 420bar。如果购

买 420 bar 的话，成本确实要高一

些。那么此时就可以选择 CINDY 的

中压系列：320bar，250L、350L 左

右，功能上大部分跟 CINDY 标准产

品是一样的，只是在通径上可能没

有 CINDY 系列那么全，压力稍微低

一些。

刚才我提到，为一些客户定制、

需要有特殊要求的阀，比如有流量

再生功能的阀，就是把差动功能做

在平衡阀里，所以开发了一个更高

端的、CINDY 的 REG 版本，暂时只

有 20 通径的，420bar。

◆ CINDY 阀的液压原理图

图6是CINDY阀的液压原理图，

我们通常称布赫 CINDY 系列平衡阀

为流量式平衡阀、称插装阀形式为

压力式平衡阀，二者有着本质差别，

这差别是由内部结构造成的。X 口

是先导油源的信号口，先导油源信

号作用在先导阀芯上，然后控制主

阀芯的移动，最后来实现控制在负

载状态下，A口和 B口的通断。

图 6 中，1 是先导阀芯。2 是

端盖，端盖是最简单的 G 端盖，在

端盖上可以做很多种功能，把信号

来源做一个平稳性的过滤。3 是热

涨阀，或者是安全阀，不同的阀对

应不同的结构，比如从安全角度考

虑时，这个阀在极特殊的情况下，

B 口压力非常高，需要有一个安全

阀，这个 3 就当安全阀来用，是一

个流量可以非常大的直动式溢流

阀；但这个 3 如果单纯想作为热涨

阀来使用的话，可以是一个非常小

的溢流阀。

图 7 就是热涨阀，通常在昼夜

温差比较大、油缸容量比较大或者

管路比较长时，温度对油液热胀冷

缩的影响就不得不考虑进去了。尤

其如果油缸非常粗的话，早晨油缸

伸出就位，油缸的无杆腔里充满了

油液，但到中午温度上来了，虽然

体积只膨胀一点，但对整个油路来

说，产生的压力会非常大，CINDY

系列平衡阀有一个特点，它是负载

压力越大，闭锁性能越好，越膨胀，

闭锁的越死，这样就会比较危险，

为了解决热涨产生的危险因素，就

有了热涨阀，其实它就是一个小的

溢流阀，可以通过这个小的溢流阀

把热胀冷缩引起的模量膨胀、介质

的体积膨胀泄掉，这样就可以维持

安全的系统压力。泄掉这个压力只

需要非常小的流量，所以只是这样

一个阀。

刚才我提到了，如果是作为安

全溢流阀来使用的话，这个热涨阀

图 5 CINDY 系列的谱型 图 6 CINDY 阀的液压原理图 图 4 废料钢爪中用到能量再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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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量就完全不够了，这就需要我

加一个直动式溢流阀，虽然符号还

是溢流阀的符号，但通径、结构、

体积就完全不一样了。

◆ CINDY 阀的安装形式和内部

结构

图 8 是 CINDY 阀的三种安装形

式，插装形式的已经可以提供 32

通径，最大流量 1000L，现在尤其

在海工领域，他们甚至可能会用到

1500、1600L、2000L，这时可以双

阀并联来满足应用。

图 9 是内部构件的分解图，

它的阀芯是一个莲花座形式。大家

先记住 B 口是负载保持端，也就是

高压端，A 口是下降端，是连接主

阀回油的。但如果 A 口进油，到 B

口是自由流通的，因为这根弹簧很

软，原理图上就是一个单向阀。如

果 B 口是高压，先导阀上的凹槽跟

端面是闭锁的，完全闭合的，整个

高压腔顶着先导阀以及主阀芯牢

牢地坐在阀体上，越顶越死，压力

越大，密封越好，完全可以实现零

泄漏。

   当需要 B 口的油流到 A 口时，

怎么办？主阀芯的开启只取决于信

号油路的压力。信号油路推动先导

阀，先导阀上有凹槽，此时凹槽和

端面就不是完全贴合的，相当于形

成一个节流孔，压力油作用在环形

面积上，很容易克服弹簧力，将主

阀芯往后推，推到再次主阀芯和先

导级完全闭死，这样信号油路只需

要一个非常小的力克服先导级。而

如果直接作用在整个主阀芯的话，

可能需要非常大的力。就像继电器

弱电控制强电，非常小的压力控制

先导阀芯，就可以控制非常大的压

力，把整个阀芯推开，这样先导阀

芯停在哪，主阀芯就停在哪，这是

一个非常好的流量特性，非常忠实

地执行信号油路传递过来的信息，

而不会出现卡滞或者喘。而如果是

插装阀结构形式，阀芯位置就取决

于先导压力、弹簧力的平衡，有时

会微微动一下、喘一下，这样对于

平衡阀来说，看到的现象就是你控

制的元件可能会抖动，配合得不好。

但布赫的阀不会，流量特性非常好，

说让主阀芯停在哪，就停在哪。

◆端盖的种类

刚才介绍了主阀芯的工作原

图 7 热涨阀 图 8 CINDY 阀有三种不同的安装形式

图 9 内部构件的分解图

图 10 G 端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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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那么在相同的主阀芯下，不同

的先导、不同的端盖就会使阀有不

同的功能。一共有这么几种端盖，

这个端盖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信号

油路。

G 端 盖 是 最 普 通 的 ( 见 图

10)，就是两个液压半桥，一个信

号油路过来，经过一个过滤网，一

个直接作用在先导级活塞的一端，

另一端通过一个节流口流回油箱，

基本可以说是直动的，随着先导压

力的上升，是一条线性的曲线，就

是 B 口到 A 口的流量，但其实真正

具体应用的时候大多数用的还是 D

端盖和 K端盖。

现在主推的是 K 端盖 ( 见图

11)，因为 K 端盖更优化，D 端盖基

本已经被淘汰了。K 端盖有什么好

处呢？在端盖上加了一根弹簧，这

个弹簧的作用，一有预开启的作用，

二是有缓冲峰值的作用，因为有时

先导阀不是通过操控阀直接控制，

有时可能是连着工作油路，但工作

油路背压不稳的话，可能会有峰值，

这样可以把峰值去掉，来控制工作

油路非常稳。

H 端盖是带行程限位的 ( 见图

12)，有时 B 口到 A 口不需要那么

大的流量，OK，提供一个选项，可

以在端盖上实现行程限位。

I 端盖集成了一个减压阀功能

( 见图 13)，因为有时工作油路引

来的压力不那么完全符合操控阀的

要求，提供一个选项，可以减压。

E 端盖其实就在液压减压上再

进一步，做到了电比例减压 ( 见图

14)。

 

总结一下

1、负载压力越大，越能帮助

关闭整个阀门，好处就是在关闭阀

门的时候，负载是无泄漏的，对客

户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制动

装置，能够安全制动。刚才大家看

到都是金属密封的，非常好的加工

工艺，靠莲花座形，彼此吻合，完

全没有橡胶密封、没有动密封。这

样的好处是什么？大家对插装阀的

动密封会有一个体会，橡胶和金属

虽然有油膜，但有时还是会有细微

的不平稳，而这里没有橡胶密封，

完全是金属密封，这个移动过程更

平稳，阀门移动非常好，迟滞很小，

对于客户来讲就是一个非常精确的

操作。

2、先导比可以做的非常高，

先导端盖在前端的面积可以非常

大，但最后推动的小针柱非常小，

这样可以有一个非常大的先导比。

先导比大了有什么好处？可以有

一个较小的先导压力。如果是插装

阀的先导比，20：1 最大了吧，当

负载是 400bar、200bar 时，开启

压力还是蛮大的，但布赫的先导比

113:1，开启压力可以非常小，可

以跨越非常大的负载开启压力。

3、CINDY 系列可以有很多选

项，可以再加旁通、溢流阀、加直

动式的，加热涨的。在端盖上可以

加电比例减压阀，加各种不同的端

盖，加行程控制器，也可以加补偿

阀。

图 11 K 端盖 图 12 H 端盖

图 13 I 端盖 图 14 E 端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