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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
本刊编辑部

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

国工程机械学会、亚太总裁协

会、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湖

南省商务厅、湖南省贸促会、长

沙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19长

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以下简

称长沙工程机械展），2019年5

月15～18日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举办，本届展会吸引了1150家工

程机械及配套企业参展，展出面

积21.3万平方米，参观观众超过

18万人次。展会主题：智能化新

一代工程机械。该展会得到国家

工信部和湖南省各级政府的高度

重视。展会开幕式上，湖南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豪

宣布展览会开幕，湖南省委副书

记、省长许达哲，工业和信息化

部副部长辛国斌分别致辞。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和行业媒体《液压气动与密封》

杂志社积极融入主机展会，服务

行业、服务企业，将行业创新产

品推介给主机用户，为主机与配

套同步发展搭建合作桥梁。《液

压气动与密封》杂志作为长沙工

程机械展的合作媒体，应展会主

办方邀请前往展会，了解工程机

械对液压、密封配套产品的需

求，主机和配套企业展出的新产

品、新技术及应用情况。

展会期间，中国液压气动密封

件工业协会副理事长、《液压气动

与密封》杂志社社长程晓霞，《液

压气动与密封》杂志社主编宋京其

携协会、杂志社一行分别走访了主

机和配套企业展商，并与他们进行

深入交流。

主要走访的主机企业有：三一

重工、中联重科、徐工、柳工、山

河智能、卡特彼勒、凯斯纽荷兰、

约翰迪尔、久保田、山推、恒天

九五重工等；配套企业有：林德液

压（中国）有限公司、柳州柳工液

压件有限公司、山东泰丰智能控

制股份有限公司、太重榆液长治液

压有限公司、合肥长源液压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国瑞液压科技有限公

司、烟台未来自动装备有限责任公

司、江阴市洪腾机械有限公司、邵

阳维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力

克川液压机械有限公司、湖南鸿辉

科技有限公司、广东东晟密封科技

有限公司、湖南海格力士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等。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

进，工程机械行业成为其沿线国家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最先受益者，

长沙工程机械展紧抓机遇，为全球

工程机械及配套行业搭建了良好的

上下产业链交流展示平台，有效地

推动了工程机械与配套行业的交流

与合作。

长沙工程机械展后，《液压气

动与密封》杂志社秉承“面向企

业、面向生产、面向应用、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办刊方针，继续深

入行业企业和高校，为产学研合作

搭建技术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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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之一）

2019年5月18～19日，中国液

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副理事长程

晓霞、《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

社主编宋京其，三位特邀液压行

业专家：同济大学訚耀保教授、上

海交通大学施光林副教授、太原科

技大学安高成副教授，一行赴邵阳

维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邵阳液压）进行实地考察调研，面

对面的座谈交流，围绕高端液压元

件及系统举办技术交流会，专家们

的调研分析，宝贵建议，精彩报

告，让邵阳液压人受益匪浅。贴近

企业、贴近生产、贴近应用，专家

们与企业分享了他们多年来潜心研

究的科研成果，在生产中解决的工

艺难点，系统应用成功案例。大量

的珍贵信息，现场的互动，让产学

研用合作更加紧密，让邵阳液压人

对液压新技术更加渴望、更加珍

惜……。

据介绍，邵阳液压1968年建

厂，是原机械部直属液压骨干企业

之一，2004年改制为民营企业。公

司具有较深厚的工艺和技术积累，

承接过多项大型国家项目的设计、

制造，如武钢建设、首钢搬迁、三

峡工程、南水北调、卫星发射、

红旗战车改造等等。但由于地理位

置所限，信息、人才流入较难。

近年来公司无论在研发、新技术

应用，还是跨领域融合方面，一

直找不到合适的方向，难以做长

远定位。企业已实现年销售额3亿

深入企业  调研建言

介绍了邵阳液压发展历程、企

业现状、产品结构和按照邵阳市工

业发展整体布局，企业将搬迁入园

的发展规划和目标，提出亟待协会

和专家解疑答惑的难题。

协会和专家一行得到了邵

阳液压董事长粟武洪、总经理

岳海、董秘姚洪春、总工程师

赵铁军等公司领导的热情接

待。座谈交流中，邵阳液压全

面介绍了企业情况、技术成果

和发展诉求，协会领导、专家

们听取企业介绍后，深入剖析

企业现状，分别提出诚恳建

议。粟武洪董事长主持了座谈

交流会。

粟武洪董事长：

元，但一直难以突破，这是企业在

新时期发展中遇到的瓶颈，亟待与

协会和专家交流，帮助我们把握发

展方向，包括搬迁入园区后的整体

规划、市场定位、产品定位和技术

发展路线，通过搬迁和新的改造，

让企业旧貌换新颜。我们非常感谢

和珍惜协会带领三位专家来邵阳液

压问诊把脉，指明方向，希望借此

宝贵时机，在协会和专家的帮助

下，挖掘潜力，精准定位，重振雄

威，为中国液压工业高质量发展

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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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邵阳液压研制的柱塞泵

产品的发展和现状。

邵阳液压致力于液压柱塞泵的

研发与生产已50余年，是我国高压

液压柱塞泵的生产基地，几十年

来，通过引进开发、消化吸收和自

主研发、校企合作等，已拥有品

种、规格齐全的8大系列的高压液

压柱塞泵/马达。

回顾发展历史，邵阳液压曾于

20世纪70年代，开始与济南铸锻

所合作，开发我国第1台CY系列柱

塞泵；20世纪80年代，引进美国

VICKERS公司B系列中高压柱塞泵；

2004年企业改制后，加快了自主

创新和产品研发步伐，相继开发了

SYA4VSO系列、SY7V系列、SYPV系

列等高压液压柱塞泵，自主研发了

SYCY系列、XPI系列高压液压柱塞

泵以及ZB系列专用液压柱塞泵，为

主机提供了可靠的产品和优质的服

务，公司曾荣获湖南省科学技术进

步奖等。

邵阳液压目前主要生产的高

压液压柱塞泵和相关产品有：SY-

A4VSO斜盘结构轴向柱塞变量泵，

SY-A7V系列柱塞泵，SY-PV系列低

噪声柱塞泵，ZB1.35柱塞泵，XPI

系列车辆专用泵，CY系列柱塞泵，

SY-CY14-1E系列高压轴向柱塞泵，

B系列柱塞泵与马达，SYJ液压绞

车，SYH4T2液压回转装置。

邵阳液压自主研发的“ZB1.35”

液压柱塞泵是一款小型柱塞泵，

介绍了邵阳液压设计生产的成

套液压设备。据介绍，邵阳液压是

中国最早制造成套液压系统的生产

厂家之一。1980年与武钢院第一次

联合设计钢铁行业液压系统，至今

已设计制造各类液压系统累计8万

多台套，广泛应用于冶金、水电、

新能源、超高压深海设备，军工、

石油等行业。集多年成套液压系

统的设计制造经验，企业在稳健发

展中，液压系统的设计制造水平、

质量和服务等，均有了高质量的提

升，企业品牌和市场份额也在不断

提升，在重点应用领域应用中，已

得到主机用户的高度认可与合作。

例如：  

◆冶金：设计制造了当时亚洲

最大的首钢5500立方米高炉液压

赵铁军总工程师：

李哲首席设计师（液压系统）：

罗武首席设计师（液压缸）：

具有排量小，容积效率高；总效

率高；双向运转，性能一致；可

靠性高、寿命长等特点，已广泛

应用在铁路交通、城市轨道交通

的轨道道岔转辙机液压控制系

统，这种电液控制转辙机实现了

道岔转辙远程智能化控制，实现

了机电液一体化。随着我国铁路交

通、城市轨道交通的高速发展，原

有铁路的电气化改造工程的需要，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深入进

程，“ZB1.35”液压柱塞泵的市场

应用前景将更加广阔，技术将不断

提升。

邵阳液压未来产品发展方向：

高压闭式回路用变量柱塞泵；数字

式控制高压变量柱塞泵。 

系统；

◆水利：为国家重点水利工程

南水北调工程提供大部分的液压启

闭机；

◆新能源：为宁德时代和比亚

迪提供锂电池材料轧辊切割一体机

液压系统；

◆海洋：深海机器人液压控制

系统（SCM测试及水下安装系统）。

介绍了邵阳液压为服务于不同

主机用户的需要，提供个性化设计

制造、生产的非标液压缸，例如火

箭发射起竖装置液压缸、核电快

切装置快速液压缸、AGC伺服液压

缸、南水北调液压启闭机液压缸。

近年来通过自主创新，提升研发水

平与管理，成为国内可胜任AWC、

HGC、AGC等伺服液压缸的设计制造

的厂家之一，取得了为军工配套服

务的多项资质，多次与军工单位合

作生产前沿液压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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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晓霞副理事长：

施光林副教授：

非常高兴应粟武洪董事长邀

请，多年后再次来到邵阳液压，进

行调研考察。听了企业的介绍发

言，让我们看到有着50多年发展历

史的一家液压骨干企业，在持续发

展中，在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市场

服务上都有着深厚的底蕴，不断提

升市场应变能力、紧跟主机发挥自

身配套优势，精诚服务、精耕细

作，用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换来用

户的信任和选用。我们在看到邵阳

液压不断进步的同时，更希望你们

借搬迁入园，新建家园的最佳契

机，制定好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抓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实现新

目标。

邵阳液压服务领域较宽。我们

都知道，工程机械是液压产品的

较大用户，约占53%。长沙聚集了

中国工程机械几大知名企业，对

配套产业形成了巨大的带动。在

刚刚闭幕的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

械展览会上，我们看到本届展会，

不仅得到工程机械行业企业的重

视与参与，也得到了来自配套行业

企业的重视和响应，产业链贯通为

主辅协同发展与合作，提供了最佳

的平台。

邵阳液压作为具有深厚液压技

术基础和较高知名度的液压骨干企

业，可以借助紧邻长沙的地理优

势，同时借助这个工程机械产业

集聚的影响力和发展潜力，以及

市场的需求能力，开拓思路，寻

找商机，希望在服务工程机械领域

中定好位，找好商机，继续发挥我

们的产品和技术优势，配套和服务

优势。

在邵阳液压迁建新厂的关键时

刻，协会与行业专家来到企业，

并联手举办“流体传动与控制技

术交流会”，是非常及时且很有

必要的。同时也是协会创新服务，

深入基层企业开展调研，进行专题

性技术培训、技术交流的实践。协

会成立近30年来，坚持服务行业，

搭建了一系列技术交流平台，包括

国内外技术交流、产业对接、技术

培训等，得到行业的高度关注和肯

定。协会还走进主机，聚焦液压试

验技术，与山河智能集团合作成功

组织“行走机械液压试验技术交流

会”，取得很好的反响。协会将继

续在PTC ASIA展会期间，举办“国

际技术交流报告会”，与行业同仁

学习分享当今流体动力产业发展的

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

和应用案例。

希望本次技术交流圆满成功，

也期待邵阳液压消化吸收其交流

成果，并建议邵阳液压主动走出

去，把主机企业和专家请进来，进

行针对性的技术交流，推进务实有

效合作。

我35年前，曾带着对液压技术

的热爱和初步了解，来到邵阳液压

实习，在短短的三周实习时间里，

每天看液压泵的设计图纸、生产工

艺，让我对液压泵有了具体而深刻

的了解，对我此后的专业成长起到

了关键作用，一生受益，终生难

忘。

参观交流让我对邵阳液压的现

状和产品有了更深的了解，如今你

们已经有较齐全的产品类型，也有

了一定的行业地位，值得肯定。邵

阳液压是以液压元件起家的制造公

司，有着50多年的液压技术基础，

这是新成立企业无法媲美的优势，

但公司地处湖南邵阳，属偏远地

区，在吸引人才方面相对弱势。 

邵阳液压即将搬迁新区建新

厂，正面临产品定位、企业发展等

系列问题。首先建议公司通过柱塞

泵这个优势产品作为抓手，把产品

做得更精更细，进一步提升产品

性能。目前公司的液压柱塞泵种类

比较齐全，技术水平和产品品质已

经达到了一定高度，要向高压力、

大排量、高强度发展。现在主机的

装机容量越来越大，比如液压打桩

锤，随着海工装备的不断延伸，打

桩锤的能量要求越来越高，最高达

到2000千焦。所以主机对液压泵的

产品性能要求越来越高。同时要注

重前期的研究，通过敏锐的市场观

察，密切关注主机需求，设计开发

性能超前的新产品，引导主机应

用，新工厂落成后，建议与高校、

研究院所进行横向合作，组建团队

专门做前期研究。

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柱塞泵的基

础理论，比如高转速、低转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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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副的研究。还可以给液压元

件加入智能控制技术，这样液压

泵就不仅仅是动力元件，还可以

是控制元件。结合新的理念和新

的控制手段后，液压元件的功能

就大大提升了。

在提升液压泵性能的同时，还

要关注主机的特殊需求，包括水

液压泵、多介质泵。在公司深厚

的液压泵技术基础上，在传动介

质方面进行转换，形成多介质泵

的独特优势。

特种油缸、伺服缸将是发展方

向，有很多工程项目需要高精度的

伺服液压缸。油缸性能涉及设计、

加工、材料、热处理等多方面的问

题，希望企业多方位思考和研究。

要积极与主机企业交流，可以

是走出去，也可以是请进来，把主

机需求信息引入后，进行产品升级

和开发新品。

訚耀保教授：

安高成副教授：

谈几点感想。首先邵阳液压已

经具备了很多生产资质，但是还缺

一个国家或省级试验中心、科研中

心，设立这样的机构对于企业长远

发展来说很有必要，可以通过这个

平台引进国内外液压专家，进行各

种技术交流。

其次，通过介绍能看到，邵阳

液压的液压柱塞泵在多年前已获得

过很多技术奖项，但新近的研发成

果却没有申报奖项，建议可以通过

行业协会、地方政府申报有一定水

平的技术奖。

邵阳液压产品最有特色的产

品：1.35毫升的小型ZB泵，是具有

较高技术水平的液压泵。而且邵阳

液压已经批量生产和应用，申请了

不少专利，还有可靠性检测报告，

这些都证明这款产品具备申报各级

奖项的实力。此外还可以组织一个

产品鉴定，通过产学研合作，进一

步将自主研发产品实现新的应用领

域。在不公开核心技术机密的情况

下，把该产品的原理、独创性等写

成实质性的学术论文，进一步确定

这款自主研发的产品是邵阳液压的

原创。

邵阳液压的产品定位，建议贴

近工程机械，将有技术积累的产品

继续往高端发展，陆续介入一些新

的软件和新的设计方法。投资方向

要紧随产品质量，只有品质提升

了，才能得到用户认可，才有产品

定价权。

现在国家正在倡导军民融合，

邵阳液压有国企根底，要积极参与

到军民融合项目中。所开发的小型

ZB泵，可以应用到高端领域，是很

好的产品。其他高端领域也有类似

产品，与这款ZB泵的结构类似，但

是外形更小。其中，就有很多关键

核心技术。还有，为高端领域配套

对可靠性要求特别高，所以配套企

业的技术积累非常重要。邵阳液压

有这款小型ZB泵的开发和应用经

验，具有参与到军民融合项目的优

势，通过项目，可借鉴研发的设计

思路，对企业的发展很有益处。

企业定位非常重要，是定位高

精尖产品，还是抢占市场份额的大

众化产品？企业定位还要与地理位

置相结合，地处邵阳的优势在哪，

短板在哪？这些因素都明确了，才

能明确企业产品应该定位在哪个层

次，客户应该定位在哪些范围，产

品要达到什么高度，要采取哪些手

段和措施去实现定位。建议也可以

从主机厂聘请几位专家做企业技术

顾问。

要注重知识产权保护，用技术

引导市场。技术需求和发展方向要

接轨，接轨后开发技术，再用技术

去引导市场。

我想强调的是，一定要把液压

产品做精，近几年已经有一些液压

企业通过深耕某一两项产品，在专

精特方面取得很好的成绩，把产品

做好就能得到客户的认可，通过客

户传播产品品牌，从而提高产品定

价。邵阳液压开发的小型ZB柱塞泵

对原有结构改进，这种成功案例在

国内很少，这就是一款很好的专精

特产品。

将来企业建立研究中心后，建

议研究中心的技术人员专注于某项

产品，集中攻克其中的关键点，为

将来的市场需要做储备。

一定要重视液压泵的测试，尤

其是应用在工程机械上的产品。持

久性、疲劳性试验一定要有，还要

了解实际工况应用中的可靠性，掌

握试验数据。所以新建工厂时，要

提前规划好全套的液压泵研发试验

台，不仅是性能试验，还包括静态

试验和动态试验，工况模拟试验和

系统匹配试验，要在产品配套主机

前先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确保

实际使用的成功。这是企业能有较强

发展后劲的重要支撑。实验室的建

设投资，比买高端机床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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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现场  调研交流

在邵阳液压董事长粟武洪等公司领导的亲自陪同下，协会和专家一行相继参观了公司的液压泵、液压缸、液压

系统、液压铸造、热处理等生产加工车间，重点对公司开发的新产品进行现场调研。

三位液压专家做技术交流报告：（以报告先后为序）

◆ 訚耀保教授                 同济大学               《极端环境下的高端液压元件》

◆ 安高成副教授              太原科技大学           《对柱塞泵的认识和实践》

◆ 施光林副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数字液压泵技术研究与应用现状》

（技术交流会专家报告将刊登在本刊第9期，敬请关注！）

务实交流  更加有效

一个企业的长远发展，最根本

的因素是人。除了领头人的高度、

决心和魄力，更重要的是，领头人

能够把大家凝聚起来，激发大家的内

在动力，全员上下一条心，这样员工

能有收益，企业整体也能有收益。

建议邵阳液压能参与液压柱塞

泵行业标准的制定，为提高中国液压

柱塞泵的整体水平奉献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