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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万磊

PTC ASIA  引领行业迈向“智”造新时代

——记第二十四届亚洲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

2019年10月23～26日，由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和汉诺威米兰展览（中

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第二十四届亚洲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PTC ASIA 2019）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心成功举办。展会同期还举办了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览会、上海国际压缩机及设备展览会、上海国际工

业零部件及分承包展、亚洲国际冷链设备及技术展览会、中国（上海）国际重型机械装备展览会、亚洲国际高空作

业机械展览会、亚洲国际电子商务包装技术展览会。“八展联动”，为展商、观众、媒体及所有与会者打造横跨各

领域的大工业平台，引领行业迈向“智”造新时代。

PTC ASIA展会伴随中国动力传动行业成长20多年，已成为全球动力传动行业盛会，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动力传动

行业高质量发展。每年，展会都会关注产业实时热点，展示前沿产品与技术及创新解决方案，汇聚业内权威人士与

专家，把脉未来发展趋势，引领行业不断向智能制造突破升级。

作为动力传动行业标杆性的国际专业盛会，本届PTC ASIA展会吸引近1700家企业参展，展出规模近10万平方

米，累计吸引专业观众14万多人，较去年增长达42.1%，进一步彰显PTC ASIA展会行业“风向标”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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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C ASIA 2019展会于10月

23日上午隆重举行开幕仪式，应

邀出席开幕式的贵宾有：德国汉

诺威展览公司董事局主席Jochen 

Koechler博士，汉诺威米兰展览会

（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国

良，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专家委员

会名誉主任、工信部智能制造专家

咨询委员会主任朱森，中国工程

院院士曾广商、王玉明，德国机

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流体动力分

会主席Christian Kienzle，意大

利机电一体化技术与流体动力元

件、动力传动、智能自动化及工业

产品和过程控制协会秘书长Marco 

Ferrara，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

业协会理事长李利，中国物流与采

购联合会会长何黎明，中国机械工

程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陆大明，

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常务

副理事长姚海光等。来自国内外的

嘉宾、媒体记者莅临展会开幕式。

Jochen Koechler主席、李利理事

长等为开幕式致词。

Jochen Koechler主席在致辞

中表示：“制造业在世界各国发展

战略中居重要位置，而且在高端制

造业竞争中，智能制造业已被视为

主战场。为此，今年的PTC ASIA聚

焦‘智能驱动’和‘智慧物流’主

题，将集中展示液压、轴承、压

缩机、物流等行业的各项前沿创

新技术，助推行业发展，为全球展

商和买家搭建‘智’造升级的对接

平台。展期我们规划了近40场高峰

论坛和专业活动。祝愿所有展商和

观众都能在本次展会上收获切实成

果，开启新篇章。”

李利理事长在致辞中表示：

“PTC ASIA自1991年创建以来，遵

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五大发展理念，走过了20多年

成长里程，在世界同仁的支持和厚

爱下，展会影响力日益增强，内涵

持续提升，向世界不断传递着‘中

国好声音’，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流

体动力领域的亚洲第一、世界第

二大品牌展。回首以往，PTC ASIA

助力了中国流体动力产业的健康发

展。展望未来，我们站在了新时代

的起点上，愿为‘合作与共赢’谱

写展会新篇章，实现共同进步、共

同繁荣的美好梦想！”

刘国良总经理主持开幕式。主

席台贵宾们共同为展会启动台浇注

金沙，拉开展会帷幕。

开幕仪式

 李利理事长致词

 Jochen Koechler主席致词

▲

▲

本届展会涵盖液压、气动、密

封、齿轮、电机、传动联结件、链传

动、带传动、弹簧和轴承等十大主题

展区，国内外知名品牌悉数到场：贺

德克、哈威、阿托斯、川崎、布赫、

驱动的力量

西德福、施拉姆、雅歌辉托斯、汉

臣、圣克赛斯、阿托斯、恒立、圣

邦、海特克、艾迪、泰丰、黎明、油

威力、华东油压、华德、力源、太重

榆液、上海电气、南京伺服、爱力、

科达、国瑞、远景、恒工、佳尔灵、

索诺、星宇、亿太诺、科优、特瑞

堡、斯凯孚、鼎基、司达行、优泰

科、金泰、明宇、西普力、德氏封

等，共同展示“驱动的力量”。

 刘国良总经理主持开幕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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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最大热点是由中国液压气

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与汉诺威米兰展

览（上海）有限公司主办、《液压

气动与密封》杂志社承办的“高新

技术展区”，展区由“高校成果展

示区”、“国际技术交流报告区”

和“读书学习区”三个功能区组

成。展会同期还举办了多场高峰论

坛、技术研讨会和创新创意大赛，

涵盖工业机器人与动力传动、流体

动力传动元件创新技术、工业互联

网与智能控制应用解决方案、汽车

行业买家采配会、农业机械机电液

一体化、液压管路系统与辅件、汽

车变速器及高效传动等热门主题。

其中，PTC ASIA智能驱动论坛举行

了“2019工业机器人与动力传动发

展论坛”、“2019VDMA智能制造论

坛”和“2019中国国际汽车变速器

及高效传动技术研讨会”。

此外，亚洲智能加工与工业零

部件展览会首次与PTC ASIA同期召

开。该展汇集约400家日本精益制造

企业，包括机械加工零部件、自动

化机械设备、机器人、节能环保设

备、电子电气智能家电、新能源新

材料等行业，还组织了工厂参观、

主题论坛、商贸对接等活动，为中

日制造业企业的产品、技术、人才

交流提供更为丰富专业的平台。

“高新技术展区”自2009年首次

举办以来，一直是展会最大热点，

影响力日益扩大，参与者屡创新

高，尤其是产学研成果展示与技术

报告会的有效结合，呈现出技术进

步引领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该展

区备受国内外展商、观众和社会各

界的关注和好评，得到国际流体动

力同业组织、企业、高校、专家的

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

高校成果展示区：该展区得到

浙江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

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

中科技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太原

科技大学、燕山大学、浙江工业大

学11所流体动力领域知名院校的大

力支持，他们踊跃参加并做了精心

准备，展示了高空作业车载六自由

度仿人液压机械手、蛇形拉索式柔

高新展区再掀高潮

性机械臂、基于伺服电机变转速泵

与电液伺服阀复合控制的高性能粉

末成型压机、智能主动负载敏感

EHA、飞机自馈能刹车系统、电动

六自由度运动平台、液压有源测试

设备等20余项最新科研成果，吸引

了国内外专业工程师和企业技术人

员前来学习、观摩，有效地推动了

产学研用结合。

读书学习区：收集了流体传动

与控制专业技术书籍，包括早期日

本专家撰写的密封技术、油缸气缸

故障分析书籍；围绕测试、故障诊

断技术的专业书籍；汽车、载重车

等行走机械相关的液压技术书籍；

液压基础知识类书籍等，供大家学

习与分享。现场吸引了众多从事技

术工作的专业人员驻足阅读学习。

主要展出的专业书籍有：《中

国气动工业发展史》、《液压系统

故障诊断与健康管理技术》、《液

压与气压传动（第2版）》、《水

液压传动技术基础及工程应用》、

《行走机械液压技术》、《液压螺

纹插装阀技术与应用》、《液压冲

击机构研究·设计》、《液压变

量泵（马达）变量调节原理与应

用（第2版）》、《白话液压》、

《汽车电液技术》、《液压系统设

计禁忌》、《液压气动系统疑难故

障分析与处理》、《液压故障的智

能信息诊断与监测》、《液压与气

压传动》、《大型自行式液压载重

车》、《液力元件三维流动设计优

化》、《新型径向柱塞泵》、《高

速气动控制理论和应用技术》、

《液力元件设计》。

在此，我们向编纂专业书籍的

作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

高的敬意！

▲

人潮涌动的高新技术展区

▲

读书学习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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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技术交流报告区：备受期

待和关注的“国际技术交流报告

会”于展会同期拉开序幕，3天时

间内，国内外知名企业和行业专家

带来24场现场技术报告，和东盟国

家市场分享会，报告会现场高潮迭

起，场场爆满。德国VDMA流体动力

分会主席金斯利先生，中国工程院

院士曾广商、王玉明，协会理事长

李利参加了首场报告会，程晓霞副

理事长主持首场报告会。

程晓霞副理事长在主持中表

示：今天，PTC国际技术报告会在

世界同仁的关注和支持下拉开序

幕。感谢曾广商、王玉明二位院士

百忙中亲临报告会指导并致辞！感

谢金斯利主席多年来给予PTC展会

的鼎力支持，给国际技术报告会带

来的精彩报告！感谢国内外专家为

推动世界流体动力产业进步做出的

不懈努力！感谢世界同仁亲赴报告

会学习聆听！让我们共同为世界流

体动力产业发展贡献力量！共同学

习、共同进步！

曾广商院士在致词中表示：工

业基础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制造业的

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是制造强国

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支撑条件，没有

坚实的工业基础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国

家工业。工业强基工程是支撑制造强

国建设的五大工程之一，液压液力气

动密封作为强基工程中的重要部分，

肩负着国家制造强国战略的重任和使

命。在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关键

时期，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引领行业技术创

新，坚持推进产学研合作，以“共

创、共建、共享、共赢”为目标，搭

建技术交流、国际合作、产业对接

服务平台。国际技术交流报告会就是

协会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具体行动，

旨在展现流体动力行业新技术、新产

品、新工艺、新材料的研发和应用，

分享国内外流体动力最新发展趋势和

技术进步成果。PTC国际技术报告会

在探索和创新中不断进步，成为国际

同仁高度重视和好评的学习交流平

台、科研成果产业化推进平台。

王玉明院士在致词中表示：PTC 

ASIA作为动力传动行业国际标杆展

会，本届展会涵盖十大主题展区，

国内外知名品牌悉数到场，是当之

无愧的世界流体动力领域的亚洲第

一、世界第二的品牌展。展会同期

举办的“国际技术交流报告会”在

业内备受关注和好评，每一届报告

会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都

倾尽全力组织，邀请国内外专家，

分享国内外流体动力最新发展趋势

和技术进步成果，为推动世界流体

动力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发挥了积

极作用。

金斯利主席在致辞中表示：中

国与德国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已历

经数十年的发展。2018年，中国成

为德国机械工程行业最重要的出口

市场之一。德国动力传动工程和流

体动力行业的出口额达到30亿欧

元。VDMA一直将PTC ASIA展会视为

德国在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展示

其动力传动工程和流体动力行业的

绝佳平台。

王玉明院士致词

◆浙江大学：在高新技术展

区，许多国内顶尖高校展出了非常

优秀的展品，都以解决实际问题出

发进行创新，展现出国内液压气动

密封行业蓬勃的生机。借助这个平

台与各高校研究者们交流，可以对

其他方面的研究热点有更深入的了

解，不仅拓展知识面，也能对多学

科交叉的创新有更深层的思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多家展

商推出了数字化与智能化世代的新

产品，显示出液压传动领域向数字

化与智能化发展的趋势，相信高等

院校的数字化与智能化液压元件与

系统的研究会得到更多的关注与支

持。在高新技术展区举办的报告

会，对企业的产品定位和高校的学

术研究起到了极大的启发作用。

来自高校的声音

▲ ▲

曾广商院士致词

▲

程晓霞副理事长主持首场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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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C ASIA是动力传动与控制技

术重要的展示窗口，汇聚了全球展

商带来前沿产品、技术及创新解决

方案。通过本次展会，可以深切感

受到流体传动行业在智能、集成、

绿色的道路上不断开拓、不断进

步，体会到我国流体动力技术发展

前景广阔，行业企业加快向高质量

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液压产品

◆日本川崎公司展示了一款

轻型电液执行器HSM，长度280mm

左右，重量3.8kg，最大速度可达

200mm/s，最大推力3000N。该产品

将液压泵、阀门、油箱、油缸、电

机等集成在一起，只需要外接电源

即可使用，可满足各行业、各种工

况环境下使用，操作简单。此外，

还展出了一款液压外骨骼机械腿，

具有运动灵活，控制柔顺的特点。

还展出了K7V系列变量泵，具有排

量大、寿命长、噪声低等优点。

◆意大利阿托斯公司展出了带

控制器轴卡的伺服系统，可对任何

电液轴实现位置、速度和力的精密

控制。具有报警历史存储功能、内

部示波功能、自动化结构简化，控

制精度高等优点。此伺服系统具有

较高的技术水平，可用在对于控制

精度要求较高的精密行业。

◆贺德克液压技术（上海）有

限公司展示了紧凑动力单元，特

点：节能设计带更小的马达，集成

蓄能器和充液控制以及合适的油箱

容量；遵守 PED（压力设备指示）

而无需添加其他组件；以需求为基

础的能源供应；由于蓄能器的储能

功能中集成了安全阀和压力释放

功能，提高了操作安全性；由于集

成低Δp值的压力过滤器，所以油

液清洁；以电机、泵和油箱为标准

的综合模块化系统；集成法兰小，

节省空间；通过直接在法兰上安装 

ML功能模块，可以个性定制控制功

能；可进行水平和垂直安装。优

势：节能高效；灵活可变；紧凑。

◆美国DELTA公司展示了一款

液压六自由度平台，采用STAR伺服

阀进行控制，体积紧凑，精度高，

可达1μm，响应快，运动控制流

畅，控制器内部含有正解反解算

法，每次正解算法运行时长不超过

2ms。展示的液压伺服专用控制测

试箱，采用1-32轴液压伺服运动控

制器，内置示波器功能，具有PID

自学习功能，可满足位置-压力-力

控制系统需要及性能测试，可用于

液压、气动和伺服电机控制。

◆德国西德福公司展出了OLS/

BPS离线、旁路过滤器，能滤除液

压和润滑系统中的颗粒和水分，滤

芯属于深层次径向过滤方式，具有

高纳污容量和高水分吸收能力，从

而延长液压油使用寿命，减少油液

更换成本。还展示了带激光颗粒油

污染检测器的智能型离线过滤器

OLSS，能实现在线监控油液清洁度

等级。

◆德国雅歌辉托斯公司展出

了几款用于油液测量的便携式颗

粒计数器，包括OPCom便携式油液

实验室、OPCount颗粒计数器以

及OPComⅡ固定式颗粒计数器，

OPCom方便测量液压系统和润滑系

统中油液的清洁度和油液的状态；

OPCount设计用于固定或者移动

工作场合，通过触摸屏以及键盘

可以很容易地在任何地方操作，

OPComⅡ可满足-10℃～80℃连续液

压流体和润滑剂中的污染物检测。

还展出了用于实时检测液压和润滑

系统中的铁磁磨损的OPCom Ferros

磨损度检测仪，该检测仪具有抗干

扰能力强的特点。

◆施拉姆电磁传感技术（扬

州）有限公司展出的行走机器人极

具震撼力，主要驱动部件由气动缸

及液压缸组成，能够实现自主规划

路径，自动识别障碍物等功能。还

展出了德国施拉姆自主研发的螺纹

插装型比例电磁铁，结构紧凑，应

用广泛。整个比例电磁铁可360°

技术进步产品展示

◆北京理工大学：展会让大家

不出国门就能了解到全球流体传动

行业的发展情况。特别是高新技术

展区，11家知名高校展示了最新研

究成果，借助展会提供的机会和兄

弟院校进行深入交流，了解更多最

新的技术与研究方向，共同探讨解

决研究中遇到的一些技术问题，收

获很大。

◆燕山大学：在高新技术展

区，浙江大学的软体机器人和柔性

关节驱动的人体位移机械臂，华中

科技大学的微型液压球泵等，都带

来了新的技术体验，现在能够现场

观看其操作并由专业的参展商进行

讲解其原理，真的是受益无穷。

◆浙江工业大学：在高新技术

展区，许多国内顶尖高校展出了优

秀展品，展现了国内液压气动密封

行业蓬勃发展的生机，大家都以解

决实际问题出发进行创新。与各高

校研究者们的交流可以更深入地了

解其他方面研究热点，不仅拓展了

知识面，也对多学科交叉的创新有

更深层的思考。行业内专家的讲座

也给了与会者更深入的启示，对自

己研究的方向有了更前沿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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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旋转，适合不同角度的安装。

该产品易于集成，如需替换，操作

简单，不必开启整个液压系统。此

外还具有响应迅速高、操作安全可

靠、线性度高、滞环小等优点。多

种压力等级可选。

◆艾通电磁技术（昆山）有

限公司展出了磁性形状记忆材料

（MSM），MSM材料在外磁场作用下

会发生形变，在小于1T的中等磁场

的驱动下，会导致材料形变约6%，

并产生高达3MPa的磁感应应力。该

型材料最大位移可达到0.5mm，输

出力可达10N，频响高，响应速度

可达3ms。该智能材料受外磁场作

用后发生形变，磁场撤去后，变形

不能自行恢复，需施加外力，但该

力远小于磁性材料变形所输出的

力。磁性形状记忆材料在流体和自

动化技术中的应用具有广大前景。

◆汉臣（上海）液压设备有限

公司展出了326系列高频伺服液压

缸，具有高寿命、高频率、低摩

擦、高速度、响应快、结构紧凑和

坚固耐用等特点。最大工作压力可

达32MPa，最高频率可达400hz以

上，采用专利的静压支撑和间隙密

封两种形式，通过内部设计油膜密

封代替普通密封圈达到极低摩擦力

效果，而且静压支撑缸还可以承受

较强侧向力，液压缸活塞杆可以内

置位移传感器来满足精准定位的需

求同时使整体结构更加紧凑。

◆上海弗杰过滤器材有限公司

展出了AKO自动过滤器，该产品除

了具有相应的过滤功能外，还具有

自清洁功能，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

人工干预。用于水及乳化液等的过

滤，在冶金、化工、电厂、造纸、

机床等各个行业有广泛的应用。最

大流量可以达到20 000L/min，最

高精度可以达到10μm。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展出了4WRLE系列先导式伺服比例

换向阀，该阀作为先导阀驱动主

阀芯动作；具备阀芯阀套结构，

由高性能电磁铁驱动，控制精度

高，动态响应快；导阀芯和主阀

芯均包含位移电反馈，组成双级

反馈闭环，整阀滞环小于0.1%，

16通径阀0～100%阶跃时间小于

32ms，静动态性能优于对应的单

级反馈阀。

◆海特克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展出了HG系列内啮合齿轮泵，最

高压力可达35MPa，最高转速可达

3500rpm，噪声更低且压力脉动更

小，容积效率25MPa时可达95%，

同时耐污能力强且高寿命；在伺

服驱动系统中，可根据各执行机

构的速度在驱动器的控制下输出

等量所需流量，同时根据压力传

感器的反馈可通过伺服电机转速

满足工作系统的压力需求，比传

统系统节能高达70%，从而在注塑

机、剪版折弯、鞋机等工业应用

行业大量使用。

◆烟台艾迪液压科技有限

公司展出了FMP160APDTH-9T16-

T17CN15D01V斜盘式轴向柱塞泵，

采用球面缸体部件、通轴驱动、

低噪声、高效率、高可靠性、易

于拆卸维修，产品集成了电液转

换控制模块，可实现电气系统出

现故障时切换至液控模式，产品

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达95%以上，

广泛应用于高压大负载、排量可

变的工程机械、矿山机械等领域

中。主泵排量：160×2cc/rev，

先导泵排量：15cc/rev；主泵额

定压力：34.3MPa，主泵最大压

力：39.2MPa，先导泵额定压力：

3.9MPa；最大转数：2150rpm；控

制特性：电比例正流量。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展出了高频数字液压缸，

采用数字控制，有效避免了伺服液

压系统的温飘、零位漂移、系统易

振荡等不稳定因素。无需精密的控

制阀，没有易受损的射流孔，因

此使用寿命大大延长。系统环境

适应能力加强，可以耐受90℃以上

的高温环境，为保障系统可靠、长

期运行提供有效保障。额定压力：

25MPa；振动频率：0～400C/min；

振动幅度：0～±8mm，在线可调

节；偏斜率：0～45%，在线可调

节；振动波形：正弦波、三角波、

梯形波等在线可以选择。

◆上海电气液压气动有限公司

展出了A6VE（63）系列内藏式变

量马达，主要应用于路面机械及

大型平板车的行走驱动。主要特

点：马达结构紧凑，单位驱动扭矩

大，适应高压力、高转速的工况；

最大压力：40MPa；最高转速：

6000rpm（最小排量），4000rpm

（最大排量）；最大排量：28mL/

r；最小设定排量：0mL/r；最大流

量：112L/min；最大输出扭矩：

178N·m。

◆赛克思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展出了SA1V 系列中压斜盘式柱

塞泵，该泵具有恒压控制、恒流量

控制、恒功率控制、远程调压控制

等方式，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

轻、噪声低、使用寿命长等优点，

可组合成串联泵驱动。广泛应用于

冶金机械、矿山机械、工业机械、

工程机械等领域。

◆上海国瑞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展示了GBV100系列比例多路阀，该

系列阀是一种带负载感应和后置式

压力补偿的比例多路阀，后置式

压力补偿的多路阀可实现比例分

流，主阀芯复位均采用弹簧复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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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由于采用了压力补偿，工作流

量与负载无关。额定流量：100L/

min；流量范围：20～100L/min；P

口最大压力：310bar；A/B口最大

压力：310bar；目前可以提供：

手动控制/电液控制/电液+手动控

制；电液比例控制可用两种直流电

压：12V和24V，相应电流0～1.5A

和0～0.75A；驱动头加位移传感器

实行闭环控制。

◆中航工业南京伺服控制系

统有限公司展示了各种结构的伺

服阀，FF-131G喷嘴挡板阀最高幅

频宽可达100Hz，使用环境温度

范围广-55℃～150℃，额定流量

6.5～100L/min，工作压力范围

1.4～28MPa，其FF-131G超高压两

级喷嘴挡板式伺服阀最高工作压力

可达55MPa。还展出了适用于深海

环境的喷嘴挡板式两级电液伺服阀

YF-42A，该阀前置级采用湿式力矩

马达，且整阀密封性良好，耐高压

能力强，可用于超过万米的深海环

境，目前已经投入使用。

◆中航力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展出了L6VE斜轴式变量柱塞马达，

采用先进锥柱塞结构，可显著提高

工作压力及可靠性，排量有107、

115、160、200共4种规格，变量控

制方式有液控、电控、扭矩控制、

手动控制等。额定压力35MPa，最高

压力可达40MPa，广泛用于起重机、

挖掘机、旋挖钻机等工程机械。

◆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有限

公司展出的多路阀带有LUDV负载独

立的流量分配系统，可在系统内流

量不足的情况下，按比例减少各执

行器工作速度，各执行器不会因为

供油不足而停止工作。具有负载压

力补偿的功能，重复精度较高，滞

环低等优点，此技术为未来工程机

械的智能化打下基础。

◆航天一院第十八研究所展示

了SFL317电反馈三级伺服阀，先

导级为二级喷嘴挡板伺服阀，通

过差动式线性位移传感器进行阀

芯位置闭环控制，无损耗，具有高

分辨率，低滞环的特点，工作压

力范围为2～31.5MPa，额定流量从

400～1000L/min，具有高达100Hz

的幅频宽（额定流量为400L/min

的产品）。此外，还展出了SFD射

流管伺服阀，工作压力最高可达

35MPa，额定流量从40～200L/min

不等，分辨率低至0.1%，幅频宽最

高可达95Hz，可应用于压铸机、注

塑机以及其他重工业。

◆上海衡拓液压控制技术有限

公司展出了CSDY系列射流管式电液

伺服阀，可用作三通或四通流量控

制阀。阀的力矩马达采用整体焊接

工艺，结构牢固，零位漂移小，能

承受强冲击及振动，能在恶劣工况

环境下正常工作。同时该阀结构紧

凑、寿命长、抗污染能力强、动态

响应快、分辨率优，适用工作压力

范围广。

◆北京机床所精密机电有限公

司展出了QDY全系列电液伺服阀产

品，流量范围涵盖4～1000L/min，

产品包括一级阀、二级阀、三级

阀、直接驱动阀、伺服比例阀等各

种类型。其中所展出的QDY-3系列

电液伺服阀采用三级反馈，额定压

力范围为21～31.5MPa，额定流量

从300～1000L/min，并带有主阀芯

位置电反馈，具有动态特性好（不

低于30Hz）、能耗低的优点，可满

足工业领域对高频响和大流量阀的

需求。

◆山东泰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

公司展出了高性能比例换向阀TF-

4WREE**-1X系列，应用于各种中小

型液压系统，集成放大器带阀芯反

馈及监控功能，可实现电比例稳

定控制、速度闭环，具有方向、

流量等功能。比例放大器采用集成

式数字放大器，控制方式为开环或

闭环控制，指令信号可选择±10V

或4～20mA。广泛应用于锻压、注

塑、冶金、水利、工程机械等领

域。规格：DN6～DG10；pmax：

31.5MPa；Qmax：75L/min。

◆上海诺玛液压系统有限公

司展出了CAN总线多路阀，主要

技术参数：最高压力：420bar；

位移滞环：≤2%；额定流量：

3～ 2 0 0 l p m；通讯协议：C A N 

open；波特率：250Kbps；电源电

压：12V/24V；插头标准：DT14-

6P；防护等级： IP6K6/IPX9K；油

液温度：-40℃～+80℃；主要功

能：负载敏感、CAN总线控制、阀

芯位置监测、故障诊断等。还展示

了多种类的伺服阀产品，最高工作

压力可达35MPa。

◆意宁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展出

了工程机械用载人绞车和海工用载

人绞车。绞车带有两个制动器——

高速端制动和低速端制动，低速端

制动直接与绞车卷筒连在一起，不

管绞车哪部分出现异常，都能将卷

筒制动住，是一种安全型绞车。

◆北京凯德福液压技术有限公

司展出的一款新型数字液压伺服执

行机构，该机构包括高频响数字

阀、数字位移传感器、电液轴运动

数字控制器、伺服油缸等部件。

其中电液轴运动数字控制器既可以

外置，也可以集成在高频响数字阀

上，给用户提供了多种选择。吸取

了当今电动伺服机构和模拟量控制

的液压伺服机构的优点，采用了全

新高频响数字伺服阀、数字位移传

感器、电液轴运动数字控制器，信

号传输采用高速总线完成，数字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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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阀采用PWM驱动，实现控制全数

字化，采用创新闭环控制算法，实

现液压领域较难实现的运动过程高

精度位置、速度、压力/力控制及

多轴协调控制。

◆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展出了SY-A7V系列柱塞泵，排量规格

20～250mL/rev，额定压力35MPa；

斜轴式柱塞泵适应于开式静液压驱

动；输出流量与驱动转速和排量成

正比，恒转速下可实现无级变量；

大功率/重量比，结构紧凑；球面配

流，自动对中，容积效率高，驱动

轴能承受径向负荷；典型应用：压

力机械、工程桩工机械等。

◆宁波中意液压马达有限公司

展出了BM系列带测速摆线马达，在

原BM系列摆线马达基础上增加耐高

压磁性速度传感器，该传感器采用

非接触式检测方式，安全可靠、无

磨损，可以实时有效精确地检测马

达转速。

◆江苏恒源液压有限公司展出

了A10V、A7V、A4V系列产品，并全

面展出了率先成功研发的CY泵替代

产品HY系列柱塞泵，该产品拥有多

项国家专利，排量从5～320mL/r各

种规格、外观新颖，并有多种节能

控制方式，已广泛应用于金属回

收、环保机械等行业。

◆江苏科迈液压控制系统有限

公司展出了一种可实现电控和液控

复合控制的先导控制模块，采用片

式结构先导控制模块，结构小巧紧

凑，可根据多路阀联数变化灵活匹

配。适用于液控型主机的电气化技

术升级，解决了主机远程控制的电

气化升级需求，同时保留了用户现

地操纵时的液控操控功能。

◆杭州励贝电液科技有限公司

展出了运动控制器，是一种通过控

制比例/伺服阀来控制各种专用机

床的工艺过程的闭环控制器，可用

于精确控制执行机构的位置、速度

和压力。已研发出单轴、双轴控制

器，可控制比例换向阀、比例伺服

阀、比例流量阀和比例压力阀，对

执行机构的控制精度达到了1‰以

上，工艺控制参数达到11段控制，

可根据具体设备工艺要求研制各种

设备专用运动控制器，其性能达到

国外主流同类产品。

◆上海科先企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展出了施耐德伺服

阀系统，包括单级、双级和三级

伺服阀，流量范围为流量范围：

0.4～1000L/min；频响最高可达

250Hz；抗油污能力更强，可达

10μm。广泛应用于各种模拟试验

机台、汽车试验机台、轧钢生产

线、汽轮机、木工机械、矿山机

械、链条焊接机、吹塑机、纺织、

试验机等。

◆江苏嘉亦特液压件有限公司

展出了DBEM(E)10/20/30-7X系列比

例阀，是板式连接的先导式比例溢

流阀，在阀的调节范围之内可以通

过控制信号实现无级调压。该阀具

有结构简单，安装调试重复精度和

线性度好，通流能力强等优点。产

品在原有性能基础上对控制器部分

进行了改良，将参数改为开放式，

参数调整简单快捷，可以依据客户

的使用需求来进行切换，且降低了

成本。

◆湖北晟龙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展出了开环比例控制、一级闭环控

制、二级伺服闭环控制等系列比例

阀。其中比例伺服阀控制油缸定位

精度达3μm以内，动态频率在-3dB

时幅值±5%达到102Hz，已应用在

许多高精度的行业中。放大器性能

稳定，具有通讯功能，可实现智能

化、数字化的集中控制。

◆青州博信华盛液压科技有限

公司展出了DCV多路换向阀，有手

动、气动-手动复合控制和电液-手

动复合控制可选；并联油路，设计

有压力输出口，可为其他液压元件

提供动力源；各项性能指标达国际

同类产品水平。额定流量：40L/

min；最大压力：31.5MPa；控制方

式：手控、气控、液控、电液控、

复合控制。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展出了高强高耐磨合金材料，

可以有效解决零部件在高载荷、高

转速、循环受力的情况下，产生的

塑性变形、疲劳断裂、局部磨损

等。全方面提升零部件的稳定性，

能够让产品在复杂的工况条件下，

节省加工成本，提高加工效率。

◆安阳凯地电磁技术有限公司

展出了GP37-S-A系列比例电磁铁，是

一种机电转换装置，在额定行程及

额定电流范围内，其输出力与输入

信号成比例。与比例控制放大器配

套使用，可对电液比例阀的阀芯位

置进行精确控制。具有体积小、线

性工作平衡，重复精度高等优点。

常作为控式比例流量阀、比例方向

阀的动力元件，应用于工程机械。

◆大连远景铸造有限公司展出

了电液换向阀铸件，应用于工程机

械和通用机械的电液换向阀阀体铸

件，具有高致密度、耐高压、耐磨

损的使用性能，内腔尺寸精度高、

加工余量小、内腔表面质量稳定。

可以替代同类型进口产品。材质：

QT500-7。主要技术指标：尺寸精

度：外形达到CT7、内腔达到CT6、

阀孔节距加工量≤1.5mm。

◆河北恒工机械装备科技有限

公司展出了阀板、缸盖、导向套、

活塞、柱塞泵缸体等液压行业核心

零部件相关产品，主要采用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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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球墨铸铁，添加相关合金材

料连铸型材加工制作。和同类其他

材料相比，具有组织细密、耐压气

密性好、加工性能优良、无内部缺

陷的特点。

◆新乡市平菲液压有限公司展

出了PLND系列低压双筒过滤器，

该过滤器安装于液压系统的低压

管路或回油管路中，上下壳体均

采用铝合金压铸而成；其结构采用

双切换模式，同时带有自封止回

阀，能实现系统不停机状态下更换

滤芯，便于进行维护；产品可根据

需要选装旁通阀、压差发讯器，更

好的保护系统。主要参数：公称流

量：160～400L/min；公称压力：

2.5MPa；过滤精度：1～20μm。

◆浙江华益精密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展出了DAPV70-30比例型流量

控制插装阀，由电磁驱动，电气

参数可变，三通，压力补偿，滑

阀式，断电常闭，比例流量控制

阀。可以用作优先流量调节器，

带压力补偿、调节与旁通流量。

当封闭旁通线路时，也可用作节

流型、2通、压力补偿流量调节

器。特点：优良的线性和磁滞特

性；阀芯与阀套硬处理，耐用；

电磁线圈电压和终端可选；高效

的湿式衔铁结构。

◆漯河利通液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展出了超级大力神系列液压软

管，在严格的生产工艺标准要求

下，其工作压力超过DIN/SAE标准

25%，弯曲半径低于该标准30%。软

管内外层均为性能优异的耐热、耐

老化、耐紫外线的氯丁橡胶，适用

于可生物降解的液压油。两层钢丝

增强脉冲可达60万次，四层钢丝增

强脉冲可达100万次，骨架材料柔韧

性更强，满足各类液压机械对软管

轻量化、高压力、长寿命的需求。

◆浙江永灵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展出了YLH系列内啮合齿轮泵，特

点：最高使用压力可达35MPa；设

计了径向和轴向压力补偿装置，

及时在低转速和低粘度下仍具有

较高的容积效率；压力脉动较小，

在低速工况下认可保持稳定的流量

和压力输出；即使在高压、高速工

况下，也具备较低的噪声；最低

转速可至200r/min，最高转速可达

3000r/min；抗污染能力强，使用

寿命长。

◆鈺盟股份有限公司展出了3

系列齿轮泵，采铸铁前后盖，铝合

金挤型泵体，八字培林座采用2014

铝合金锻造材质并经过T6热处理，

全系列采用耐高温的VITON密封

件。属于高品质、高效率、低噪声

的大型齿轮泵，排量18～90mL/r，

搭配多种符合美规SAE、德规DIN与

欧规EURO型式的前盖法兰、传动轴

伸以及出入油口规格可供选择，并

有双联泵、多联泵可供选用，广泛

应用于工程、建筑、农业机械。

◆浙江松乔气动液压有限公司

展出了LSQ-TF超高压液压快速接头

（碳钢），特点：独特的阀设计，

操作时无流体损失；接头断开时，

阀芯自动闭合，防止泄漏；接头连

接后，阀自动开启，在额定工作范

围内，始终保持流体的畅通；关键

部件用特殊材料特殊热处理，耐用

性好；可靠的球锁机构将相匹配的

部分结合在一起；母插座和公插头

采用实心的棒料精密制造。

◆东莞旭欧精密五金制品有限

公司展出了精密液压零部件，内孔

批量加工精度能保证在2μm以内

（部分精加工可达1μm），阀芯类

外圆加工精度控制在1μm以内，

阀芯阀套的精密加工配合间隙在

0.006mm范围内可以通配。

气动产品

◆星宇电子（宁波）有限公司

展出了系列微型电磁阀，选用高导

磁、低剩磁、耐腐蚀材料制作动、

静铁芯，隔磁管由铜管或不锈钢无

缝管制作，密封材料可选用耐温

级、耐油级和食品级等，主要应用

于纺织机械行业。设计特点：可单

个、多个任意组合集成控制，一路

进气，多路输出；多用于大口径阀

的先导阀和控制微型单作用气缸；

更低功耗，更适合PC机直接输出控

制；小型轻量化，安装简便，占空

间少；无给油设计，耐久性能好；

线圈内设指示灯及保护装置。

◆宁波索诺工业自控设备有限

公司展出了TE系列精密型伺服电

缸，该电缸充分发挥了伺服电机的

精确位置控制，精确速度控制以及

精确推力控制的优势。同时具有低

噪声、低振动、高速、节能、可任

意加入中间定位点、超长寿命等特

点。结合电驱动技术会形成一套完

整的模块化联结系统，为客户提供

更好的工业自动化解决方案。。

◆宁波佳尔灵气动机械有限公

司展示了JEL-FE阀岛（插装式），

为内置能耗管理模块和完善保护电

路的阀岛，多达11种阀位配置，简

单易实现的压力分区功能，多针连

接和IO-Link间的无缝转换，低成

本，高可靠。特性：1个阀岛上最

多24个阀位；二位三通或二位五通

单控电磁阀；从多针接口一直到低

成本IO-link；IP65防护现场直接

安装；安装和调试简单。

◆宁波市华益气动工程有限公

司展出了HAV 系列稳定启动电磁

阀，主要用于气动系统安全保护，

可有效防止执行元件（如气缸）的

突然启动而造成意外伤害。当该阀

关闭时，残压会通过排放口快速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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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使用压力范围0.2～1.0MPa，

环境及流体温度0～60℃，线圈额

定电压DC12\24V、AC110\220V，

消耗功率3W，视在功率5.6VA（启

动），3.4VA（保持）。

◆宁波盛达阳光自动化科技有

限公司展出了MAL系列铝合金低摩

擦气缸，该气缸运行时摩擦力小，

启动压力，动作灵敏平稳，能满足

许多工业设备的要求，是一种高效

低能的气动执行元件。特点：活塞

密封件采用异形双向密封结构，尺

寸紧凑，且有储有功能，特殊的结

构使密封件具有低摩擦自润滑的特

性，使气缸启动压力更低，运行更

顺畅，前盖轴承采用自润滑轴承导

向，润滑和导向性能好。

◆浙江亿太诺气动科技有限公

司展出了ETV电气比例阀，采用32

位CPU，特殊的闭环控制算法，有

效实现比例阀的快速响应和精准

控制，控制精度≤±0.5%；高精

度内置压力传感器，有效提高控制

精度；三色LCD实时四位数字压力

显示功能；带自诊断功能，故障报

警，压力输出未达到的单独提示功

能；4针M12A标准（公）现场总线

接口，3m电缆；电气连接简单易操

作，内置滤芯可方便拆卸清洁或更

换；阀体采用精密压铸技术，大流

量，防护等级IP65。

◆广东科优精密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展出了总线阀岛，是自主研

发的经济型阀岛，具备通用性强

的特点，适配所有主流、常规电

磁阀，无需配套阀岛专用电磁阀。

可编程阀岛及模块式阀岛，阀岛技

术和现场总线技术相结合，电磁阀

布线容易，简化复杂系统调试、

检测和诊断及维护工作，提供选择

EtheCAT、CC-LINK、PROFINET等总

线协议。

◆宁波麦科斯机器人科技有限

公司展出了MRB系列伺服电缸，可以

在恶劣环境下无故障长期工作，并

且实现高强度，高速度，高精度运

动，运动平稳，低噪声，特有防转

功能保证设备的高精度位置控制和

高安全性。防护等级达IP55、IP56，

可以广泛应用在造纸、化工、焊接

等领域，室外恶劣的情况下正常工

作。推力范围60～5000kg，行程可

达1m，速度可达1m/s。

◆宁波纽帕得机械有限公司展

出了不锈钢迷你型调压过滤器SFR

系列，特性：SUS316不锈钢材质、

耐高压、耐腐蚀、耐酸碱；适用户

外及有酸碱环境（不排气型）；适

用半导体工业；流量大并有效快速

排除水及微粒；压力调整敏感精

准；轻量化，小型化，减少安装空

间；耐高压。

◆余姚市三力信电磁阀有限公

司展出了采用新型线圈的超低功耗

高推力电磁阀SM系列，特点：减小

电磁阀的工作功率，节能降耗；线

圈长时间工作不发热，使用寿命

长；电磁线圈输出拉力增强3倍，

响应速度变快；大幅度降低控制器

电源的功率；便于设计超高压力电

磁阀，而不需要大功率线圈配置。

密封产品

◆优泰科（苏州）密封技术有

限公司展出了全系列优质密封材

料，自主研发生产的数十种聚氨酯

材料，包括普通聚氨酯、耐高温水

聚氨酯、耐低温聚氨酯、食品级聚

氨酯、自润滑聚氨酯和超高硬度聚

氨酯等。同时可提供多种橡胶原材

料、聚甲醛、尼龙、四氟乙烯、酚

醛树脂等优质密封材料。优泰科全

系列密封材料，采用自主配方，性

能稳定。  

◆鼎基先进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展出了往复用金属骨架防尘密

封件，有7款往复用金属骨架防尘

密封件：ME-1、ME-1N、ME-2、

ME-3、ME-4、ME-5，以及ME-8。这

些防尘密封件质地坚硬，耐磨性

高，并能有效防止液压缸上聚积灰

尘和污垢。还展出了活塞与活塞

杆专用密封件，有4款活塞及活塞

杆专用密封件：UN、D-4、D-6 和

D-7。这些质地坚硬的密封件适用

于液压缸的活塞和活塞杆，尺寸可

选择以英寸为单位。

◆嘉善金泰工程塑业有限公司

展出了PFC-2夹布酚醛，采用含有

均匀弥散石墨的可溶性酚醛树脂和

优质棉纤维织物，在一定的温度、

压力下热固成型的高强度复合材

料。具有机械强度高、摩擦磨损性

能好、耐温性好, 能承受半静态下

强烈振动、冲击载荷及轻度旋转载

荷，可在少油或无油状态下工作，

适用于工程机械和工程车辆摆动桥

支架衬套，锻压机床立柱导套，球

形轴承等。

◆杭州康豪思源密封件有限公

司展出了双材油封，吸取了橡胶和

聚四氟乙烯的长处，在橡胶油封唇

口处添加聚四氟乙烯材料，使该产

品在使用中摩擦小、轴转轻、封口

处耐高低温、耐摩擦、跟随性强、

密封性好、使用寿命长。

◆合肥市雅视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展出了橡胶密封件智能检测分

选装备，主要对橡胶密封产品进

行尺寸测量、厚度测量、外观缺

陷检测，可实现尺寸不良和外观不

良单独分类。缺陷精度：0.05mm× 

0.05mm，尺寸精度0.01～0.05mm，

效率200～800pcs/min。此外，还

展出了磁材领域智能检测分选装

备、紧固件领域智能检测分选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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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中理事长表示：自我会于1995年首次组团前往

北京参观PTC ASIA展会至今，两岸两会之间的交流已逾

24年，回顾过去的流金岁月，我们彼此都见证了两岸液

压气动行业的蓬勃发展，而通过交流互访，两岸两会之

间也已建立深厚的友谊。展望未来，期待两岸行业同仁

继续奋斗，为两岸流体动力行业的美好前景共同努力。

祝愿两会兴隆昌盛，祝愿两岸液压气动行业蓬勃发展。

两岸产业同仁再次欢聚，两岸友情再次得到升华！

东盟国家市场分享会

10月25日，由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和西

麦克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共同组织的“东盟国家市场分

享会”在国际技术交流报告会会场顺利举办，会议特

邀越南、泰国、马来西亚使领馆、商会官员，介绍了

东盟国家宏观政策及市场信息，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

工业协会专家委特别顾问钟默博士就中国流体动力市

场做了分享。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理事长李

利亲自到会。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副理事长

程晓霞主持分享会。

钟默博士首先介绍了中国流体动力市场及发展趋

势，还列举了中国流体动力产品在国际重点工程和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创新应用成果，如港珠澳大

桥、盾构机、架桥机、破碎锤等。还介绍了协会近年

来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带领中国流体动力企

业走进东盟国家开展的务实有效的工作。。

越南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陶越英博士，中国泰国

商会上海办事处主任郑芳子女士，马来西亚驻沪总领

事馆、马来西亚贸易与投资处商务领事赛义德先生和

投资领事詹盛福先生，就各自国家市场、贸易政策、

利好环境等做了分享。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赵睿

女士介绍了该公司发展历程和海外组展的成功经验，

以及走进“一带一路”东盟国家的展览合作项目。

在主办方的共同努力下，东盟分享会圆满结束。

主办方举办贵宾见面会

展会首日，主办方邀请各国合作伙伴齐聚一堂，大

家亲切会面、友好交流。德国汉诺威展览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Jochen Koechler博士致午宴欢迎词：很荣幸邀请

到大家相聚在上海PTC ASIA展会，PTC ASIA今日取得的

辉煌成就离不开每一位合作伙伴的努力和支持，我代表

主办方表示衷心感谢，祝愿大家在未来几天的展会中，

都能满载而归。各国嘉宾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举杯共祝

PTC ASIA再创辉煌！

海峡两岸流体动力协会交流

10月24日，展会期间，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

会和台湾区流体传动工业同业公会在沪举行交流活动。

来自宝岛台湾的十多位行业同仁在台湾区流体公会理事

长郑振中和总干事长高明翔的带领下盛情赴会，协会及

液力分会领导参加交流活动，程晓霞副理事长主持交流

会，李利理事长和郑振中理事长分别致词。

李利理事长表示：诚挚感谢台湾区流体传动工业

同业公会对PTC ASIA展会20多年来给予的倾力支持。

台湾展团是PTC ASIA展会历届以来的重要支持单位和

合作伙伴，今年再度组团共襄盛会，充分展现两岸同

业协会的深厚情谊。长期以来，两岸协会保持着紧密

友好的联系，特别是公会历任领导非常重视海峡两岸

流体动力产业间的交流，助力推动两岸产业发展和技

术进步，让两岸经贸和产业间的合作得到提升，两岸

产业合作已是硕果累累。让我们携手共进，将海峡两

岸流体动力发展推向新的阶段。祝愿两岸流体动力产

业蓬勃发展，两岸同仁友谊地久天长！ 

展期活动 丰富精彩



液压气动与密封/2019年第12期 109

企业之声 Voice  of  Enterprise

走访交流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董事局主席Jochen Koechler

博士、高级副总裁Krister，汉诺威米兰展览会（中

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国良、副总经理倪哲超等

来到“高新技术展区”，在李利理事长、程晓霞副理

事长的陪同下，与曾广商院士、王玉明院士一起参观

了“高新技术展区”，了解国际技术报告会和高校科

研成果。

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广商院士、王玉明，中国液压

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理事长李利、副理事长程晓霞一

行，相继走访了部分展商：十八所、赛克思、泰丰、

恒立、国瑞、圣邦、黎明、海特克、油威力、太重榆

液、上海电气、华德、力源、大连远景、华东油压、

镇江液压、诺玛、安阳凯地、佳尔灵气动、索诺、亿

太诺、鑫潮、华益、优泰科、司达行、HERCULES、德

克、西普力、爱之福和宁波市奉化区气动工业协会、

慈溪密封行业协会等，还走访了德国、意大利等多国

展团和台湾区展团。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各专业分会高度重

视PTC ASIA展会，分会领导带领会员企业走进展会，

开展交流。 

本届展会还得到了各地流体动力产业集群和地

方协会的大力支持，宁波市奉化区气动工业协会、

慈溪密封行业协会和佛山液压气动行业协会等地方

行业协会均组团参展，并组织会员企业到展会现场

参观，来到“高新技术展区”国际技术交流报告会

聆听专家报告。

国际同业组织交流

展期，协会理事长李利、副理事长程晓霞女士先后

接待了来访交流的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

流体动力分会主席金斯利先生、意大利机电一体化技术

与流体动力元件、动力传动、智能自动化及工业产品和

过程控制协会（原意大利流体动力协会ASSOFUILD）秘

书长Ing. MarcoFerrara先生、英国流体动力协会代表

Martin Cuthbert先生和台湾区流体传动工业台湾区同

业公会总干事长高明翔先生，听取了他们对本届展会的

评价和建议。意大利、德国展团和中国台湾展团企业均

对本届展会的展出效果和观众质量给予了高度评价，并

对“国际技术报告会”的组织形式、报告内容、举办效

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赏，现场留下祝福寄语。

PTC ASIA主办方高层会晤

展期，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副理事长程晓

霞女士与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刘

国良先生、副总经理倪哲超女士进行了高层会晤，就

PTC ASIA 2019展会的举办情况、国际协会、国内外展

商、观众反馈以及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入交流。

主办方一致认为，在持续多年投入组织有效观

众、海外观众买家团的基础上，今年首次引进同期举

办的高空作业、亚洲零部件等主题展，使本届展会无

论是展商数量、观众数量，还是展会质量，均创新

高，得到了世界同仁的充分认可。

针对PTC ASIA展会的未来发展方向，双方进行了深入

思考、冷静分析。会议务实高效，在友好气氛中结束。

 国际同业组织代表留下祝福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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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宾走访高新技术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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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访华德液压

▲

 走访海特克液压

▲

 走访赛克思液压

▲

气动分会领导走进展会

▲

液力分会领导走进展会

▲

橡塑密封分会领导走进展会

▲

▲

 走访恒立液压 走访圣邦液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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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塑密封专业分会七届二次会员大会

2019年10月24日，PTC ASIA展会期间，中国液压气

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橡塑密封专业分会第七届会员大会

第二次会议在沪顺利召开。

总会副理事长程晓霞，橡塑密封专业分会会长夏

迎松，副会长梁彬、王璘，秘书长童徽，副秘书长谭

锋，特别顾问宗守寅，及行业专家、会员企业代表准

时参加会议。童徽秘书长主持会议。

会议主要内容：夏迎松会长致欢迎词；程晓霞副理

事长代表总会发表讲话；童徽秘书长代表第七届理事

会做年度工作汇报；宗守寅顾问做橡塑密封行业形势

分析报告；技术报告：橡塑密封关键科学和技术问题

研究（郭飞博士），新型高性能耐油密封橡胶材料的

设计与制备（王润国博士），耐高温高压橡胶密封件

在石油开采领域中的应用研究（董杰博士），智能制

造在橡胶密封行业的发展应用（黄国伟总经理）。

会后，组织全体参会代表参观PTC ASIA展会，聆

听国际技术交流报告会密封技术专场报告。夏迎松会

长、童徽秘书长、宗守寅顾问与总会李利理事长、程

晓霞副理事长会晤交流。

买家团“匠心之旅”

本届展会首次推出了“匠心之旅”活动，专门为

海内外买家代表团提供展馆导览服务，路线主题为液

压传动和机械，并迎来了众多来自国内外的买家团，

包括IIANews国际工业自动化、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阿特拉斯·科普柯（无锡）压缩机有限公司、

浙江科钛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比亚迪汽车有限

公司等，覆盖石油石化、工程机械、机床、纺织、航

空航天、汽车制造、制药和制冷等行业领域，进一步

提升了观众的国际性和专业性。

携手PTC ASIA，让世界同仁融入中国、感知中国，

一起“Driven to be SMART 驱动未来”！

携手PTC ASIA，让世界同仁聆听“中国好声音”，

携手共进，共创新的辉煌！

让我们期待2020再相会！

向一路陪伴我们的朋友致敬！

PTC ASIA 2020 再相会

PTC ASIA展会历经二十多年发展，凝聚世界同仁的

智慧和力量，持续探索，不断创新，一直挺立于世界

流体动力行业潮头，推动流体传动与控制技术进步，

与世界同仁共同见证流体动力产业发展的波澜壮阔。

中国智能制造正处于新的发展机遇期，将为世界

同仁提供更多发展前景，搭建更多的合作交流平台。

 国内外买家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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