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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

◆11月20～22日，为满足液压气动行业发展，在

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通用机械总局的指导下，在杭州

富阳召开《液压工业》杂志编委会筹备会议。

1981年

◆《液压工业》正式创刊，主管单位为第一机械

工业部，主办单位为上海液压泵厂和榆次液压件厂。

时为季刊，国内外公开发行。第一机械工业部通用机

械总局液压处副处长冯尔熙任编委会主任，上海液压

泵厂厂长韩华来、榆次液压件厂总工程师丁云璋任编

委会副主任，上海工业大学黄谊教授任主编。

◆6月2～4日，《液压工业》编委会在上海召开第

二次全委会议，决定于年底筹备召开全国液压气动行业

技术交流会。

◆11月11～15日，《液压工业》编委会在大连组

织召开全国液压气动行业第一届技术交流会议。

1986年

◆创刊5周年，编辑部特举办“办好《液压工

业》，发展液压工业”笔谈，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就进

一步发展我国液压气动技术，办好《液压工业》期刊，

发表建议。有关领导路甬祥、田科、许耀铭 、史维祥、

冯尔熙、吴筠、韩华来、王文鼎、黄谊等发表笔谈。

1990年

◆《液压工业》杂志成为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

业协会会刊。

1991年

◆经国家科委批准，《液压工业》杂志更名为

《液压气动与密封》，主管单位变更为机械电子工业

部，主办单位为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1997年

◆杨尔庄任编委会主任。

1998年

◆第4期杂志与宝钢合作出版专辑。

1999年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由季刊改为双月刊。

◆第4期与贵阳航空液压件厂合作出版专辑。

◆第5期与费斯托（中国）有限公司合作出版专辑。

2000年

◆1月，范崇託任主编。

2001年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主管单位变更为中国

机械工业联合会。

2002年

◆经国家科技部批准，《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办

刊地由是山西太原迁入北京。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原中

国科学院院长、两院院士路甬祥任杂志荣誉编委会主任。

2003年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成为亚洲国际动力传

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PTC ASIA）指定宣传媒体，编辑

出版“PTC ASIA增刊”，至今已连续出版18期。

2004年

◆陈宝霞任主编。

◆第2～6期刊登“液压污染控制技术”连载讲座。

◆第5期刊登“液压油及其污染控制”技术专题。

2005年

◆第3期刊登“液气密企业信息化管理”专题。

2006年

◆第3～4期刊登“第四届全国流体传动与控制学

术会议”优秀论文。

2007年

◆沙宝森任社长，李运华任主编。

◆第1期开始增加卷号，每年设为一卷。

◆第2～12期刊登“现代气动技术理论与实践”

连载讲座。 

40年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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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期设立“企业之声”栏目至今。

2008 年

◆第1～5期刊登“现代气动技术理论与实践”连

载讲座。

◆第4期刊登“第五届全国流体传动与控制学术会

议”优秀论文。

◆第5期刊登“工程机械”专题。

◆第6期刊登“密封技术”专题。

2009年

◆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注册成立《液压气动

与密封》杂志社，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路甬祥院长任荣誉编委会主任，中国工程院曾

广商院士、王玉明院士任荣誉编委会副主任。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社在PTC ASIA展会主办

方的指导下，每两年组织一次“高新技术展区”至今。

2010年

◆沙宝森任社长兼编委会主任，程晓霞任副社长。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批准，由双月刊改为月刊。

◆为纪念《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创刊三十周年，编

辑出版《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三十年目录合集，并举办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创刊三十周年座谈会”。

◆第8期刊登“第六届全国流体传动与控制学术会

议”专题。

◆第10期刊登“工程机械”专题。

◆第11期刊登“工程、矿山机械”专题。

2011年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被中国科学技术信息

研究所收录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至今。

◆第2期刊登《液压气动与密封》创刊三十周年

专辑。

◆第6期刊登“新能源装备与动力机械”专题。

◆第8期刊登“密封技术”专题。

◆第9期刊登“工程机械”专题。

◆第10期刊登“重大装备中的流体传动与控制技

术”专题和“液压技术”专题。

◆第11期刊登“新产品新技术”专题。

◆第12期刊登“2011年中国力学学会流体控制工

程会议”专题。

◆6月，在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指导

下，《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社主办了“第四届国际

流体传动与控制技术交流会”，威海人合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承办本次会议。

2012年

◆第1期、第2期刊登“PTC技术讲座”专栏。

◆第4期刊登“机床”专题。

◆第5期刊登“冶金”专题。

◆第6期刊登“密封技术”专题。

◆第8期刊登“第七届全国流体传动与控制学术会

议”专题。

◆第9期刊登“工程机械”专题。

◆第10期刊登“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专题。

◆第11期刊登“液压技术”专题。

2013年

◆宋京其任主编。

◆第2期刊登《中国气动工业发展史》专辑。

◆第3期刊登“气动技术”专题。

◆第5期、第6期、第11期刊登“密封技术”专题。

◆第7期刊登《2013，相约宝岛》专题。

◆第9期刊登“液压技术”专题。

◆第10期刊登“液力技术”专题。

2014年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社为促进传统媒体与新

媒体的融合发展，创建杂志微信公众号（chpsa-yqm），

发布国内外行业资讯、宣传报道、文章推荐等。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社推进产学研结合，

走访高校院所征集流体传动与控制科研成果，刊登在

设立的“学习与分享”栏目中宣传报道。

◆第3期刊登“密封技术”专题。

◆第5期刊登“冶金”专题。

◆第6期刊登“气动技术”专题。

◆第7期、第11期刊登“工程机械”专题。

◆第10期刊登“聚焦农机”专题。

◆7月，在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指导下，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社主办了“第五届国际流体

传动与控制技术交流会”，威海人合机电股份有限公

司承办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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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编委会工作会议

在山西榆次召开。

2015年

◆2月，编辑出版《液压气动与密封》2015英文

专刊。

◆第3期刊登“密封技术”专题。

◆第6期刊登 “气动技术”专题。

◆第7期、第10期刊登“液压技术”专题。

◆第8期刊登“液压系统油品及污染控制技术”

专题。

◆第9期刊登“工程机械”专题。

◆7月，《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社与中石油润滑油

公司联合举办“液压系统油品及污染控制技术交流会”。

◆8月，在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指导下，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社与榆次液压协会、宁波奉

化区气动工业协会组织举办“奉化气动协会—榆次液

压协会 产业发展座谈会”。

2016年

◆第2期、第4期刊登“气动技术”专题。

◆第3期刊登“密封技术”专题。

◆第8期刊登“测试技术”专题。

◆第9期刊登《日本流体动力工业会创立60周年纪

念特集》文章选登。

◆第11期刊登“工程机械”专题。

◆11月，在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指导

下，《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社组织举办“中日流体

动力水液压技术交流会”。

2017年

◆第1期刊登“液压技术”专题。

◆第5期刊登“测试技术”专题。

◆第6期刊登“气动技术”专题。

◆第8期刊登“密封技术”专题。

◆第10期刊登“工程机械”专题。

◆6月，在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指导下，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社组织举办“中国液压液力

气动密封产业集群建设交流会”。

◆10月，在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指导下，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社主办了“第六届国际电液动

力传动及控制应用技术交流会”，威海人合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承办本次会议。

2018年

◆3月，程晓霞任社长。

◆第1期刊登“液压技术”专题。

◆第5期刊登“测试技术”专题

◆第6期刊登“气动技术”专题。

◆第8期刊登“密封技术”专题。

◆第10期刊登“工程机械”专题。

◆7月，在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和晋中市中

小企业局指导下，《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社与榆次液

压协会组织举办“晋中市液压产业集群技术交流暨产业

化生产能力提升培训”。

◆8月，在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指导下，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社与林德液压（中国）有限

公司组织举办“工程机械液压技术培训”。

◆12月，在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指导下，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社与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组织举办“行走机械液压试验技术创新交流会”。

2019年

◆第3期刊登“密封技术”专题。

◆第4期刊登“液压技术”专题。

◆第6期刊登“电磁技术”专题。

◆第8期刊登“气动技术”专题。

◆第10期刊登“工程机械”专题。

◆5月，在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指导下，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社与与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

限公司组织举办“流体传动与控制学术交流会”。

◆8月，在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指导下，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社与林德液压（中国）有限

公司组织举办“2019工程机械液压技术培训”。

2020年

◆第1期、第9期刊登“密封技术”专题。

◆第2期、第6期刊登“液压技术”专题。

◆第3期刊登“众志成城 我们一起战疫“专题

报道。

◆第5期刊登“气动技术”专题。

◆第7期刊登“工程机械”专题。

◆为纪念《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创刊四十周年，

编辑出版《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四十年目录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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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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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C（中国）有限公司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慈溪密封行业协会

宁波奉化区气动工业协会

宁波天生密封件有限公司

国家气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林德液压（中国）有限公司

南通华东油压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泰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诺玛液压系统有限公司

圣邦集团有限公司

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有限公司

亚德客国际集团

浙江国泰萧星密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苏强格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第十八研究所

中国石油润滑油公司

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MTS传感器中国

Parker

阿托斯（上海）液压有限公司    

艾通电磁技术（昆山）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新动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东山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海纳创为液压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机床所精密机电有限公司

北京三强同维机电液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四达合道液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天力益德工贸有限公司

北京亿美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冶迈克液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铸通液压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泊姆克（天津）液压有限公司

慈溪市中德密封材料有限公司

大连维乐液压制造有限公司

大连远景铸造有限公司

德马吉森精机

德州市邦力液压设备有限公司

鼎基先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德标钢管有限公司

东莞市毅立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恩福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费斯托（中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东旭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孚尔法（江苏）换热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福建省闽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泉州市江南冷却器厂

抚顺天宝重工液压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科达液压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方大气动有限公司

广州君圣液压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哈挺机床（上海）有限公司

哈威油液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海特克液压有限公司

汉臣（上海）液压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爱力领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好富顿（上海）高级工业介质有限公司

河北恒工精密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利耐尔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航天液压气动技术有限公司

贺德克液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赫莱特密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基姆液压（上海）有限公司

济南凯铭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嘉善金泰工程塑业有限公司

江苏恒源液压有限公司

江苏华龙铸铁型材有限公司

江苏科迈液压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江苏耐尔特钻石有限公司

江阴市洪腾机械有限公司

康百世机电(上海）有限公司

黎明液压有限公司

临安东方滑动轴承有限公司

漯河利通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穆格控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南京贝奇尔机械有限公司

南京陆基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津达液压有限公司

南通新凤祥液压铸造有限公司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恒力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恒通诺达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华液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克泰液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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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利达气动成套有限公司

宁波帕克兰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市博尔法液压有限公司

宁波市泓欣液压有限公司

宁波市华益气动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司塔士液压有限公司

宁波索诺工业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天生密封件有限公司

宁波威克斯液压有限公司

宁波铮华液压有限公司

颇尔（中国）有限公司

乔赛液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青岛力克川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青州博信华盛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日本大金工业株式会社

赛克思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中川液压有限公司

山西方盛液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麦克雷斯液压有限公司

上海伯月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博世力士乐液压及自动化有限公司   

上海传特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弗杰过滤器材有限公司

上海国瑞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海岳液压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海越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衡拓液压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科先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卢斯气动元件有限公司

上海曼理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敏泰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气立可气动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强田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善能机械有限公司

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松菱机床有限公司

舍弗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雷诺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沈阳中之杰流体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施拉姆电磁传感技术（扬州）有限公司

舒尔兹电磁铁（苏州）有限公司

四川川润液压润滑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省宜宾普什驱动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长江液压件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信能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速麦密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太仓市明宇密封件有限公司

泰州市科力特润滑油有限公司

特瑞堡密封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       

天津优瑞纳斯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威泰科（香港）有限公司

温州阿尔贝斯气动有限公司

温州市梧埏液压有限公司

无锡气动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无锡市华通气动制造有限公司

武汉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永华集团有限公司

西班牙驻（上海）领事馆商务处

希恩流体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新会北部精机有限公司

新乡市平菲液压有限公司

星宇电子（宁波）有限公司

雅歌辉托斯液压系统（扬州）有限公司

烟台艾迪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未来自动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扬州市广陵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上海代表处

意宁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熠莱（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英格斯（香港）有限公司

涌镇液压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油威力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榆次液压协会

浙江华益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桃园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西普力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星辰气动有限公司

浙江永灵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众邦超硬工具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

中航工业南京伺服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中航力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茂凯工业有限公司

中山尼尔森气动元件有限公司

中山市文天长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维庆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以上单位名称按拼音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