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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万磊

PTC ASIA “智能驱动”未来

——记第二十五届亚洲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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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限公司共同主

办的第二十五届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PTC ASIA 2020），于11月3～6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成功举

办。为期4天的展会，同期还举办了2020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览会、2020上海国际压缩机及设备展览会、全

亚冷链技术与配送展览会、国际电子商务包装技术展览会、国际特殊钢工业展览会和智能加工与工业零部件展览

会。七大展会联袂打造大工业展示和交流平台，领跑智能制造创新发展，为新时期加速工业经济国内大循环、国内

国际双循环新格局作出新贡献。

主办方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副理事长程晓霞表示：“在全球疫情常态化下，PTC ASIA展，作为国际具

有影响力的品牌展会，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流体动力产业共同进步，在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下，‘创新驱动、走向未来’，助力智能制造与创新能力的提升，促进流体动力产业跨界融合，共同发展。PTC 

ASIA在即将迈向30年时，世界同仁将给予更多的厚爱与支持！PTC ASIA在新的发展格局下，与世界同仁携手共进，

共创美好未来！”

汉诺威米兰展览会（上海）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国良表示：“在今年复杂的产业形势下，展会现场依旧人流

如织，场面火爆，这强有力地证明了汉诺威亚洲工业展仍是制造企业拓展贸易和技术交流的领先平台。许多展商纷

纷表示今年展会的效果远超他们预期，七大工业展打造的行业上下游融合大平台帮助他们遇见了很多高质量的精准

买家。我们非常感谢众多展商和观众在今年这个特殊的时刻仍选择坚持参加我们的展会，汉诺威将在未来为各位带

来更优质的服务和更好的参展体验，为行业搭建国际交流的专业平台，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做出贡献。”



液压气动与密封/2020年第12期 99

企业之声 Voice  of  Enterprise

七大展会共吸引近2000家企业

参展，总展出面积达19万平方米，

累计吸引专业观众101 057人。国

家能源神东煤炭集团、上海电气、

北汽新能源、中国航天三江集团、

宝钢集团、可口可乐、宝洁、国药

集团、福田戴姆勒、美团、格力电

器、上海电机集团、深圳比亚迪等

312家知名企业组团赴会参观采购。

本届PTC ASIA以“智能驱动”

为主题，涵盖了液压、气动、密

封、齿轮、电机、链传动、带传

动、弹簧、轴承、传动联结件和工

业分承包十一大主题展区，吸引苏

强格、华液、恒工、优瑞纳斯、圣

克赛斯、宁波华力、兴明、德国布

赫、美国美特斯、中意、汉商、纽

立得、鑫潮、爱托普、神驰、尼尔

森、司达行、埃雷特、意大利意氟

等近1000家知名企业，在约7万平

方米的展出面积上展示智能制造的

创新成果。

展期举办了57场高峰论坛、技

术研讨会、创新创意大赛和特别活

动，涵盖智能制造、流体动力传动

元件创新技术、农业机械机电液一

体化等热门主题，探索后疫情时代

智能制造的转型与升级。包括：

PTC ASIA智能驱动论坛、VDMA智

能制造论坛、工业制造企业数智化

营销新趋势专题论坛、未来科技与

智造论坛、数字液压技术与试验检

测智能化应用高峰论坛、连续输送

专业论坛、管道输送技术发展及智

能制造应用研讨会、中国移动机器

人与集成商大会、2021年PTC ASIA 

30周年特别活动计划等。

PTC ASIA作为国际工业知名品

牌展会，虽然今年遇到了百年一

遇的新冠病毒疫情，但在主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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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限公司的

通力协作和共同努力下，观众人数

超越2018年的规模，不少展商都表

示观众的专业性、参展效果均比往

年有提升。展会迎来了约130个参

观团，来自汽车、机器人、机械制

造、物流、船舶、航空航天、环

保、煤矿、冶金等行业，每位到场

的买家通过交流、洽谈，收获满

满、不负此行。主办方深切感谢给

予PTC ASIA展会关爱和支持的各界

同仁。

专业展会、专业活动、专业观众

  专业观众

鉴于目前疫情影响，为保证更

多的国内外观众能安全高效地参与

本次展会，展会主办方根据国内外

疫情的不同形势，为海内外专业买

家专门定制了两种不同的参观计

划。针对国内专业买家，重磅推出

“享见”计划，邀请更多具有采购

打造“享见”计划和“匠心云之旅”

和组团参观需求的专业观众，与展

商们精准配对，确保采供双方享受

这次见面，真正为促进经济内循环

而做出贡献。

针对无法到场的海外买家，展

会首次推出“匠心云之旅”活动，

提供高效的网络参观路线。在专业

向导和摄制组带领下，每两小时参

观不同行业主题的知名企业。每家

展商用15～20分钟用英语为全球海

外买家介绍现场新产品与技术，使

境外观众与目标展商线上面对面，

开发潜在中国零部件供应商，了解

中国工业市场行情。

  专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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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C ASIA坚守打造全球流体动

力传动与控制的专业展示、交流平

台的理念，展会已成为主机企业、

行业企业、采购商把握技术发展方

向、行业发展趋势的首要之选。今

年虽受疫情影响，展商们却激情依

旧，均携最新研发产品参展，展品

在系统集成化、智能化，配附件精

细化，加工设备专业化等方面特点

突出。受到厂商和观众高度关注的

是专用加工设备展台，展示了设备

制造企业多年专注和服务于液压气

动行业独创的加工技术，为保障液

压气动零件加工质量，提供了专业

化的手段。

液压及相关产品

◆浙江苏强格液压股份有限公

司展出了先导阀，特点：渐进式的

灵敏控制，橡胶罩保护控制装置，

推杆表面镀铬，铜质推杆套，工作

油口位于阀的底部；有手先导阀，

脚先导阀和推土阀。

◆江苏嘉亦特液压件有限公司

展出了LC型二通插装阀，该阀设计

成插件结构，用于整体集成块。采

用先导阀来控制主阀，主阀组件能

承担压力、方向或节流功能。通过

不同通径的阀和执行器独特的流量

变化相匹配，可以实现特殊的经济

型结构设计。

◆北京天力益德工贸有限公

司展出了4WRTE型高频响比例换向

阀，特点：先导式高频响2级方向

控制阀，带主阀位置反馈；带有集

成电控装置；适用于位置、速度、

压力和力的闭环控制；先导控制

级：直动式，阀芯闭环位置控制，

带压力反馈；主级：自动对中，闭

环位置控制。

◆襄阳航宇机电液压应用技术

有限公司展出了智能型电液流量伺

服阀，高精度、高动态响应，适用

于既有更高的静态性能和动态响应

性能要求，又有智能故障诊断要求

的电液伺服控制系统。可将电气

部分、液压部分、反馈传感部分

集成起来，实现电液信号的转换与

放大、比较与校正。简化了系统设

计、调参和维护。在电力、冶金、

科学试验等领域广泛应用。

◆河北质升液压机械有限公

司展出了农业机械DF-50系列多路

阀，是并联手动换向阀，结构高度

集成，压力损失小、工作可靠等特

点，可实现多个执行机构的集中控

制，可按不同的使用要求组合功能

阀片。该阀每联都带有单向阀，根

据用户需要，可在任意一工作腔和

回油腔之间安装过载阀或补油阀，

单双作用调节手柄可以根据机型的

不同进行互相转换。

◆江北宇洲液压设备厂展出了

YZ系列曲臂动臂控制阀，适用于自

行走曲臂式高空作业车，采用比例

控制以实现良好的操作性能。可

实现各节臂的折叠和展开运动、

转台360°连续回转、自动调平等

动作。在动臂功能阀块上设置应急

泵，确保在特定情况下处于高位的

曲臂能够收缩，让操作人员安全返

回地面。

◆布赫液压（无锡）有限公司

展出了堆高车动力单元，由高齿轮

油泵、直流电机、多用集成块、液

压阀、油箱等零部件有机结合为一

体，是典型的动力上升、重力下降

液压回路。启动电机，实现上升，

打开电磁卸荷阀，实现下降，下降

速度由内置平衡阀自动控制。适用

于各种堆高车、小型升降平台等物

流设备。

◆恩凯斯（北京）机械金属工

具有限公司展出了日本原产大阪OJ

超高压电动泵站，最高压力可达

200MPa，因为采用了磁性马达，启

动噪声很低，采用了低压卸载功能

的高低压双速输出型泵，提高了工

作效率，采用高性能材质，特殊设

计，产品轻便搬运容易，广泛应用

于船厂、风电、钢厂建筑等领域。

◆淮安市浩田液压有限公司展

出了电动环卫清运车动力单元，由

高压齿轮泵、多电压直流电机、手

动换向阀、液压油箱组成，实现动

力单元系统供油，手动阀换向来实

现系统的动力单元，操作简单、实

用、方便。

◆安阳凯地电磁技术有限公司

展出了伺服型比例电磁铁，应用于

电液比例闭环控制系统中，与电液

比例控制放大器配套使用。电磁铁

上的LVDT直线位移传感器测量头与

衔铁刚性连接，可实现对阀芯位置

的直接检测，从而达到精确控制阀

芯位移的目的。

◆上海西哲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展出了XZFK系列数字式流量测试

仪，精确测量流量、压力和温度；

测量双向流量都很安全，在超压时

无需担心，有内部液压油旁路保护

系统；双向测试可使连接自如，测

试简单；快速检查泵、马达、阀、

液压缸和静液传动装置；操作控制

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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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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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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轴运动

控制器，可控制各类比例阀，控制

精度高。

◆昆山威胜达环保设备有限公

司展出了WMRTM抗燃油水污染控制

系统，采用先进的膜材料和铝制外

壳制成。在整个工作过程中，空气

流过整个膜组件，经脱湿后再从设

备的路压力口排出，进入油箱。额

定露点温度为-40℃，这对于去除

EHC流体中的水分极其重要。

◆新乡平原航空液压设备有限

公司展出了伺服滤芯系列，特征：

广泛应用于液压伺服系统及气动伺

服系统；过滤材料为不锈钢纤维烧

结毡/不锈钢烧结网，有效控制工

作介质的清洁度；多种过滤精度可

选；尺寸可根据客户需要定制。

◆上海一翔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展出了超级多通块，是一种可以实

现各种液压管接头万能连接、转换

连接、变径连接、移动连接、隐蔽

安装固定等功能的多通连接块（接

头）。可固定安装联接，可实现流

入流出（准）等流速的流体流动，

减少能量损失。

◆美国LD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展

出了双线自动集中润滑系统，主要

特点：高压力、小管径，减轻润清

脂老化；系统监测方便，易实现目

测及电子监控；每对出口间关系独

立互不影响；排量可调；结构紧

凑，操作简单、维护方便；应用于

矿山机械、工程机械、钢铁等重工

业机械设备。

◆秦皇岛市隆达润滑技术研发

有限公司展出了无线智能润滑系

统，由无线监测系统（WTM系统）

和无线智能控制系统（WIC系统）

组成，实现了对润滑点的终端检测

功能，有效监测到润滑过程中的实

时出油状态及无线传输控制的定量

供油及故障报警。

◆安阳市华阳电磁铁制造有限

公司展出了耐高压型比例电磁铁，

可与先导型溢流阀配合形成电液比

例溢流阀。可实现高精度、远距离

的压力控制。由于响应快、且压力

变换连续，因此可减少压力变换的

冲击，并能减少系统中元件数量，

工作可靠性好，抗污染能力强。

◆上海望寒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展出了TOZERO低温离子渗硫技术。

应用在叶片泵的定子、转子、叶片

上，可改善部件磨合情况，延长组

件使用寿命，解决咬合卡死问题。

应用在柱塞泵的滑靴、柱塞、泵

体、配油盘、回程盘、斜盘上，可

提升耐磨咬合能力。在高压及过载

情况下，可大幅提升耐磨损性能、

抗咬合性，大幅提升机械效率。

气动产品

◆嘉兴米克气动有限公司（纽

立得）展出了直联伺服电机型TEDS

系列电缸，驱动元件由滚珠丝杆构

成，丝杆将电机的旋转运动转换成

活塞杆的直线运动，电机动力通过

联轴器传递给丝杠。具有性价比

高，定位精度高，传动平稳，运行

噪声低，寿命长等特点。

◆神驰气动有限公司展出了电

动执行器系列，产品特点：智能

型、比例型、开关型，各类信号

输出；智能型控制模块集成于电

动装置本体中，无须外接定位器；

特殊的铜合金锻造一体化蜗轮，强

度高、耐磨性好，传动精度高；优

质进口轴承、电器元件等关键零部

件，提高了使用寿命；采用单相电

源，外接线路简单；体积和重量仅

相当于传统的35%左右。

◆宁波爱托普气动液压有限

公司展出了QGD系列紧凑型气缸，

在保持既有动作精度及使用寿命

条件下，其全长仅为一般气缸的

1/2～1/3；气缸端盖及缸筒经过阳

极硬质氧化处理，耐磨耐腐蚀；使

用埋入式安装，无需其他配件，达

到节省空间要求。

◆乐清市普力气动科技有限公

司展出了GT系列气动齿轮式振动

器，振动力度可根据气压调整，

可马上启动、停止，速度快，低

  液压、气动、密封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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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振动力大。可应用于料物输

送、振动筛选、料斗振动，帮助包

装填充，铸造砂模振动等。

◆派恩博自动化科技浙江有限

公司展出了M-MINI真空发生器，特

点：体积小、重量轻，结构精巧

可直接与吸具连接，安装方便、

易维护；是多级真空发生器，选

择带有止回阀功能更节能，反应

迅速，真空度高，流量大，性能

稳定；由高级塑料注塑成形，可

在-20℃～+80℃不结冰，有危险的

气体与高腐蚀酸性环境中工作；密

封部件可选择氟橡胶与三元乙丙橡

胶，可应用于腐蚀酸性的环境中。

◆青岛精锐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展出了0P0智能调节定位器，特

点：结构紧凑，更好地满足空间

限制；性能稳定可靠，反应灵敏；

操作简便；标准电气接口，接线方

便；调节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

弹簧弹出式反馈杆，安装方便；接

口丰富，可适应多口径连接。

密封产品

◆金泰工程塑业有限公司展

出了DF系列自润滑氟塑料轴承，

可在无油润滑条件下长期使用。

适用于在有腐蚀介质和高低温

（-250℃～+260℃）工作条件下的

全无油润滑摩擦零部件。防止轴承

在频繁起动和停机情况下的摩擦磨

损。典型应用：液压设备，气体设

备，大型制氧机械，工业锅炉。

◆北京东山机械技术有限公

司展出了代理的NOK高阶耐压油封

（PPS），可以承受较高的承载压

力，并保持唇口形状稳定。靠带弹

簧的密封唇提供一定的径向力保证

实现密封功能，防尘唇可以提供更

高等级的防护，保护油封主唇部不

被外界灰尘和异物的侵入。

◆浙江西普力密封科技有限

公司展出了KDAS型活塞孔用组合

密封件，由一个弹性密封、两个

支承环、两个导向环组成。适合

于矿物油、HFA液、HFB和HFC抗燃

液压油；密封件安装简单；长度

短，整体活塞安装；弹性元件的

特殊几何形状，使得安装时不会

在沟槽中扭曲。

◆浙江嘉日氟塑料有限公司展

出了全包覆塑胶O形圈，采用特种

耐高温橡胶与氟塑料，以特殊工艺

复合而成的密封产品，具有低压缩

永久不变形性能，及耐热、耐寒、

耐油、耐磨、耐化学腐蚀等特性。

适用于液压系统密封圈，可替代传

统橡胶O形圈。

◆上海同源田密封件有限公司

展出了TG4/TGA型骨架油封，内部

采用三唇口设计，进一步防止内泄

漏。外带环状线螺纹，易安装，且

可以进一步防止外泄漏及补足腔体

较轻微加工未真圆的缺失。唇口为

一次性成型模具，精度高，增强辅

助唇设计，油封的使用寿命更长。

专用设备

◆宁波市精恒凯翔机械有限公

司展出了双驱双顶高速立式刮削滚

光机床，是专业制造液压缸的加工

设备，优势：提高表面粗糙度；修

正椭圆度、同轴度；提高表面硬

度，使压力变形消除；加工后有残

余应力层，提高疲劳强度。

◆温岭市大众精密机械有限公

司展出了DVL系列立式数控车床，

动柱式结构与整体铸件床身，保证

了机床的高刚性、吸震性、高精

度；X轴采用动柱式结构，配置二

根导轨并配合进口滚珠丝杆，满足

高精度的加工要求，并在长期快速

高效运行中保证精度的稳定。

◆罗恩研磨技术（苏州）有

限公司展出了双向高性能磨粒流

设备，专业去毛剌、表面处理、

镜面抛光等，适用于内孔、交叉

孔、贯穿孔、异形孔、微小孔凹

槽、齿形、各类形状模具内型腔

等，应用领域包括模具、航空航

天精密件、汽车精密件、油压气

路件、喷嘴等。

◆南通新冯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展出了SF叠动单冲程加工模式超精

高速珩磨机，加工特点：在主轴旋

转的同时，向Z轴方向施加高速模

拟手工珩磨动作，配合特制的SPA

珩磨刀具，一次性通过产品完成加

工。除了普通内孔，还可以对应多

段内孔、盲孔和锥孔等。可用于液

压阀本体、分配块、伺服阀管、轴

套等加工。

◆北京大足同进机械有限公司

展出了卧式深孔强力珩磨机，具备

主轴箱滑动装置，便于孔径测量、

检测、更换油石或零件；主轴无级

变速，精准适配不同直径的零件；

夹具调整方便，适应不同直径工件

的定位及夹紧；当加工超大零件或

外径较大零件时，工作台可从机床

上移走；自动纠正孔型，刀具扭矩

保护。

◆欧佩意（上海）液压管路加

工设备有限公司展出了新款巨型扣

压机，能最大扣压16″带大法兰

接头的工业软管。主要特点：新

款ES4数控系统采用西门子PLC控

制，带7″彩色触摸屏；自润滑；

静音泵；超薄扣压头，便于扣压

大规格法兰接头或90°胶管接

头；后接触扣压装置；角度刻度

盘；包含动力站。





104

同仁朋友，并发布PTC ASIA 30周年特别活动计划，开

启30周年系列活动。

本次活动主办方代表有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

协会副理事长程晓霞，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

常务副理事长姚海光，汉诺威米兰展览会（上海）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国良。活动还邀请到了德国VDMA

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Ms.Claudia Barkowsky，日

本FBC展会总经理俞捷女士，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

协会气动分会会长路波、江苏省贸促会代表，以及PTC 

ASIA展商挚友、核心买家、媒体朋友等出席，携手挚

友联盟，共促世界流体动力产业繁荣。

会上，首先由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副理

事长程晓霞致辞，向长期以来给予PTC ASIA鼎力支

持，为PTC传递好声音，见证PTC ASIA为中国动力传动

产业发展、技术进步做出的卓越贡献的同仁朋友们表

示真诚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她与大家分享了

“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以来，特别是

《国务院关于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发布后，

经过改革开放30年，中国流体动力行业连续保持稳定

增长，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产业，取得了

不凡业绩。

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国家层面的战略定位和国家相

关政策措施的驱动、行业企业转型升级和主机产品更

新换代周期的带动，以及国际合作产业链的构建和一

带一路合作项目的推动，为行业企业带来了可喜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我们期待与世界同仁携手迎接PTC 

ASIA 2021辉煌30周岁生日的到来，为茁壮成长的PTC 

ASIA迈向30年续写新篇章。

德国VDMA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Ms. Claudia 

Barkowsky在致辞中表示，中德两国流体动力行业将

继续推动深入合作、增进友谊，实现共赢。预祝PTC 

ASIA 30年展会举办成功。

德国汉诺威有限公司全球项目总监Mr. Krist 

Sandvoss也发来海外问候视频，向展会主办方、合作伙

伴以及中国的参展企业送上真挚祝福和美好的祝愿。

汉诺威米兰展览会（上海）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刘国良发布了30周年特别活动的计划，包括30周年部

落区，老照片征集，全新主视觉 & 30周年LOGO，吉祥

物等活动。

最后，主办方与8位行业挚友代表共同上台启动30

周年特别活动，并向挚友颁发证书、合影留念。

  项目总监Mr. Krist Sandvoss发来海外问候视频

  刘国良董事总经理发布计划

  程晓霞副理事长致辞

  首席代表Ms. Claudia Barkowsky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