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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的一年，是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一年，也是江苏恒

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立”）的而立之年。

栉风沐雨三十载  精彩历程耀未来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30年发展历程纪实

本刊编辑部  张婷婷（98）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大事记：

1990：常州恒立气动科技有限公司成立，生产气动元件产品。

1992：研发制造液压油缸，进入环卫车辆行业。

1999：成功开发挖掘机专用油缸，涉足工程机械行业。

2005：成立江苏恒立高压油缸有限公司，开始规模化生产挖掘机高

      压油缸，实现挖掘机高压油缸全面国产。

2006：成功开发盾构机油缸，涉足掘进机行业。

2011：上海交易所成功上市，股票代码601100。

2012：恒立铸造工厂建成投产；并购上海立新液压有限公司；成立

      美国和日本分公司。

2013：成立江苏恒立液压科技有限公司，主攻高压柱塞泵、多路

      阀、马达、工业阀、系统等。

2014：投资建成高精密无缝冷拔管厂，满足挖掘机油缸产能和控制

      品质。

2015：与德国哈威集团达成战略合作，成功收购柏林哈威InLine柱

      塞泵工厂。

2017：恒立美国芝加哥工厂建成运行。

2018：收购日本服部精工株式会社，提高了恒立液压泵阀精密零件

      加工技术。

2019：恒立铸造二期工厂建成，新铸造生产线顺利点火出铁。

2020：恒立印度工厂成立，业务包括高压油缸、高压柱塞泵及马。

      达、液压阀、液压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服务。



本刊编辑部  张婷婷

栉风沐雨三十载   精彩历程耀未来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30年发展历程纪实

98

2021年，是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的一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一

年，也是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立”）的而立之年。

30年，在人类发展历史只是白马过隙的一瞬，但对于诞生于90年代的恒立来说却跨越了从无到有、从有

到优、从优到强的发展历程。恒立用技术追逐梦想，怀揣着“永恒基业，立志未来”的信念，砥砺前行，完

成了一部奋斗成就梦想的历史。

30年来，恒立由跟跑到领跑，已经成为中国液压行业标杆企业；30年来，恒立专注于自主创新，从单一

的液压油缸制造快速发展成为集液压元件、精密铸件、气动元件、液压系统等产业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企

业；30年来，恒立从深耕国内到布局全球，走出了一条民企高质量发展的样板路径；30年来，恒立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坚守“一带一路”的方针，致力于产业报国，为国家贡献一个优秀的世界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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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积薄发 铸就传奇

恒立的故事源于1990年，当时

江苏无锡一带气动产业繁荣，恒立

创始人汪立平先生趁着势头创立恒

立液压气动有限公司，而恒立的传

奇就在这个只有7人的小工厂拉开

了帷幕。

公司的起步以生产气动元件为

主，同时还生产一部分中低压油

缸，主要用于环卫车辆和港口机

械。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汪立平

和他的团队又看中了挖掘机高压油

缸这项产品。当时全国挖掘机总产

量全年不到200台，而且这种产品

又受控于国外品牌，多数人都望而

却步，但汪立平以独到的眼光看到

了无限前景，决定全力以赴攻克难

关，而这也为公司的发展壮大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攻城莫畏坚，读书莫畏

难”，攻关初期异常艰苦，无论是

资金、体力还是精神上，但这都不

是放弃的理由。体系不过关，大家

根据客户的要求剖析细节，一遍遍

整改，最终建立了一套完整专业的

管理体系；质量不理想，大家就一

起研究分析问题点，加严检验，直

至客户满意。

“成功有险阻，苦战能过

关”，经过一番苦战，1999年公司

终于成功开发出挖掘机专用油缸，

开始为玉柴、柳工、三一、徐工等

工程机械企业配套。并且在恒立气

动产业的资金支撑下，油缸产业不

断地投入资金，添置设备，提升质

量，逐步掌握了核心技术。机会都

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恒立紧紧抓住

了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快速发展带动

挖掘机产量猛增的大好时机，迈出

了里程碑式的一步，于2005年成立

江苏恒立高压油缸有限公司，开始

规模化生产挖掘机高压油缸，实现

了这项产品的全面国产。

“想要真正做大做强，只有通

过上市。”当发展遇到瓶颈时，汪

立平这样说到。于是，2008年恒立

便开始推动上市战略。特别在2010

年后，恒立通过积极规范管理、创

新有序发展，并趁着国产化率提升

的关键期迅速崛起，稳固了挖掘机

专用油缸国产品牌的龙头地位，具

备了上市所需的条件。在2011年10

月28日，终于迎来了史无前例的荣

耀——恒立在上交所成功挂牌上

市。7人小作坊到上市公司的传奇

故事让人为之喝彩，但这不是终点

而是发展的新起点，所有恒立人满

怀豪情憧憬未来，延续这颗恒心，

坚定不移勇往直前。

百年大计 布局全球

“由于工程机械的周期性，以

及国内的竞争环境，我们恒立必须

把目光面向未来，面向全球化。”

恒立上市后，在汪立平董事长

全球化理念的指引下，借助于资本

的力量，开始了全球的拓展，进行

了一系列的并购和产品扩张。

2012年恒立美国子公司与日本

子公司成立，迈出了走出国门直面

海外市场的第一步。其中美国作为

海外重点拓展的第一个市场，恒立

在芝加哥投资建立了集应用研发、

再制造、测试、售后服务为一体的

现代化工厂，打造公司在北美市场

的销售、维护等业务渠道，增强产

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同年，恒立还收购了具有50年

液压件研发历史的上海立新液压有

限公司，布局工业液压市场领域，

研发优质高精度伺服、比例阀等优

质产品，大幅提升了公司液压阀产

品设计和制造能力。

2015年11月恒立与德国哈威开

启全球合作战略，并购哈威旗下

InLine公司。恒立依托InLine公

司，对接德国的先进制造资源，加

快发展液压泵产业，这也标志着恒

立正式进入高端液压泵阀生产企业

行列，打造具有战略性及全局性的

液压产业链。

为了提高液压泵阀精密零件加

工技术，恒立在2018年出资收购了

具有近70年高精密液压泵阀零部件

生产企业——日本服部精工。通过

此次收购，恒立提升了技术研发能

力，增强核心竞争力，打破国外对

液压重要零部件的垄断。

2020年，一场疫情带来了太多

措手不及，但恒立并未停止全球化

的脚步，成立了恒立液压印度有限

公司，开始大力开拓印度市场。这

将有利于加快恒立在当地市场的订

单响应速度、节约运输及材料成

本，提升恒立品牌国际化竞争力，

加速全球化进程。

“永恒基业，立志未来”，恒

立着眼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融

入全球创新体系，引领中国液压行

业发展，立志可持续发展，建设百

年企业。

乘风破浪 创领高端

一直以来，恒立将大量的精力

和财力投向技术与产品研发，而且

制定了远大的发展规划目标：深耕

主业，以液压为核心，向液压各个

品类拓展。因此在高压油缸发展稳

定后，恒立又开始涉足技术难度和

附加值比较高的泵阀板块，志在打

破高端液压元件被国外品牌垄断的

“卡脖子”技术。

恒立在上市当年便投入5.94亿

元建设国内首个规模化生产高精密

液压铸件基地，意为抓住高端液压

件的关键核心点，这也应了“得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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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者得液压”的说法。

随着2012年12月铸造公司正式

投产，恒立满足了高压油缸及液压

泵阀所需高精密液压铸件的品质及

产能需求。同时也说明恒立已逐步

具备了规模化生产泵阀的产业基

础，于是在2013年公司成立了江苏

恒立液压科技有限公司，主攻高性

能液压柱塞泵和多路控制阀。

公司先后聘请了德国、日本、

美国等数十位泵阀领域专家，投资

配备全球领先的科研设施和技术工

艺，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成功

研发出6T/8T挖掘机专用高压柱塞

泵和多路控制阀，这一创举激活了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市场，高端液压

元件国产化成为了现实。在批量供

给三一重工、徐工集团、柳工集团

等配套单位后，根据客户反馈，产

品性能达到并超过国际主流产品的

水平。

2015年随着液压系统事业部的

成立，恒立又具备了自主设计制造

高性能液压测试台的能力。2017年

初，上海立新液压系统板块并入常

州生产基地，开启了系统集成设计

制造的新征程。目前事业部也已在

各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为国内外市场提供各型TBM

及盾构机液压系统总成。

●在海工领域，具有2800T海

上平台插销升降液压控制系统集成

能力及450T级耙吸式挖泥船液压系

统开发能力。

●EHA系统集成的研发成功，

展现了开发高精度伺服促动器的

实力。

恒立先后攻克了高压油缸、液

压泵阀等核心部件的技术难关，建

立起高端液压元件及系统的研发制

造能力，成为了可与外资品牌一较

高下的国内龙头企业。为了进一步

突出主营业务性质，自2016年起，

母公司名称由“江苏恒立高压油缸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江苏恒立

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彰显成为卓

越的高端液压元件与系统集成供应

商的决心。

赋能数字化 智胜新未来

变，是时代的主题，全球液压

行业正面临着：低成本智造、节能

减排、智能网联三大变革。恒立也

因势而变、顺时而动，加大智能化

制造产业投入，加快现有产品提升

和生产设施的改造。

恒立引进世界领先的FMS智能

生产线、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见

图1），提高产品质量的一致性，

实现高效柔性生产，以定制化服务

和规模化生产能力满足客户需求。

特别是2019年新建成的恒立铸

造二期工厂，更是全套引进德国和

日本先进的智能化铸造生产线，

建设“铸造生产数据智能管控系

统”，志在打造智能化工厂，无缝

链接供应、管理、生产、物流等各

个环节。并在2020年11月通过了

“年产5.5万吨高精密液压铸件智

能工厂”项目的专家组验收，成为

了江苏省首批、常州首个智能工厂

项目。

恒立还将智能化液压控制技术

引入到产品中，如HVSP系列总线多

路阀的阀芯控制便应用了CAN-Bus

智能控制技术，成功解决液压阀控

制精度低的问题。2020年面向全球

发布的重拳产品V30G系列重载轴向

柱塞变量泵，实现了油泵数字化闭

环控制，将恒立带入了数字化未来

的新纪元。

至此，恒立在智能、数字化革

新上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效，

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全面提升数字

化建设进程，引领液压行业发展

新势力。

奋进30载 战绩赫赫

从无到有，从有到强，这奋

进的30年里，恒立人用智慧和双

手、心血和汗水，克服万难，留

下了赫赫战绩，见证了许多精彩

难忘的历程。

●盾构机和TBM项目

恒立已成为研发制造全系列盾

构机和TBM配套液压油缸产品的佼

佼者，全球的市场占有率位居前

列。在“中国之首”、“世界之

最”的盾构和TBM项目中，几乎都

有恒立的油缸产品配套。例如，

首台双模式煤矿斜井TBM、吉林

省引松供水工程自主产权敞开式

TBM、首台大断面马蹄形盾构“蒙

华号”等。

  图1  泵阀工厂-加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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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由恒立液压提供

全套油缸等液压产品的“京华号”

与“长城号”盾构机成功下线，

更是向全世界展示了我国企业成

功实现1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的

工业制造实力。恒立大大助力推

动我国由盾构隧道大国向盾构技

术强国迈进。

●迪拜700MW光热发电项目

2019年，恒立与旭孚新能源、

Abengoa公司三方通力合作，共同

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中阿合

作超级工程——迪拜700MW光热发

电项目，恒立将为此项目提供总数

达12,780支液压缸。此项目不仅实

现了恒立在海外市场的重大突破，

而且也是新能源板块发展进程中的

又一个新里程碑。

●液压冷却工作站项目

恒立自主研制的液压冷却工作

站是“研发能力提升暨国家轨道客

车系统集成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项

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先

进、稳定、高效、节能、自动化和

智能化程度高等特点，对我国轨道

车辆特别是高铁项目，在世界范围

内谱系化、智能化、绿色节能和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FAST天眼项目

恒立以先进的技术与可靠实

力，及长期稳定供应促动器备件的

能力，参与了国家天文台的FAST

天眼项目。并于2020年6月份举行

了“中国天眼”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液压促动器重点项目启动

仪式，以完成FAST促动器的首轮更

换，为保障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高

性能运行提供技术支撑。此外，为

了进一步支持FAST项目，我们在现

场配备了常驻安装服务人员，而且

还配有服务专车（见图2），这样

就能第一时间赶到，极大地提高了

售后响应速度。与中科院国家天文

台的FAST项目合作是恒立发展的一

次提升，更为深耕科技领域写下浓

墨重彩的一笔。

恒立积极响应“科教兴国”战

略，奋力开拓科技领域，在2013年

就已开始投入FAST促动器的方案研

制与开发。在历经无数个日夜的艰

苦奋战，最终实现了技术的突破与

产品性能的优化，赢得了国家天文

台的青睐。2020年我们根据客户需

求，再一次更新了产品方案，对促

动器的外观和功能进行了优化。并

计划于2021年2月进行场内安装、

调试，全面实施新方案。

秉承品质改变世界、创新驱动

未来的信念，恒立不断刷新产品

记录，并且在“一带一路”的引

领下，积极投身于更多的国家重

点项目，为建设国际大国作出应

有贡献。

产品为王 创新不止

恒立一直坚信：持续的产品研

发投入，是企业获得长足发展的根

本保障。恒立致力于行业和市场可

持续发展，在液压道路上愈走愈

深，产品创新更迭，发展平稳、快

速而长远。从引领国内行业方向，

到国外业务快速发展，陆续参加国

内外大型展会等等，恒立凭借创新

的产品理念与优越的品质，在国内

和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攻克一个

个难点，突破各种不足，走出一条

属于自己的产品之路。

在巩固好挖掘机油缸行业领先

的基础上，恒立不断开发油缸产品

的新市场和新领域，在工程机械、

海事船舶、港口机械、水泥、冶

金、能源科技和大型特种装备等各

个行业，恒立都可提供各种特殊尺

寸油缸的设计方案，且采用领先的

表面处理技术及控制系统等附加功

能，为客户提供完善优质的一体化

服务。

经过多年的研发，恒立在液压

泵阀领域也取得了骄人的突破，

2017年已经实现主机厂的小批量供

应，实现2.5亿元的液压泵阀业务

收入。到了2019年，恒立的液压泵

阀业务收入已经突破11.6亿元。

2020年恒立也并未停止前进的

脚步，创新、升级的产品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以拳头产品V30G系列重

载轴向柱塞变量泵为首的多款新

品，不仅填补了系列的空白，而且

优化了产品性能，实现了产品的更

新迭代，为客户带来更理想的解决

  图2  FAST项目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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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V30G系列重载轴向柱塞变

量泵

作为面向持续重载应用而打造

的全新升级产品，V30G系列重载轴

向柱塞变量泵（见图3）延续了德

国InLine液压70年研制重载柱塞泵

的成熟经验，并结合了V30D及V30E

系列泵几十年的丰富应用和领先技

术。特别是控制装置和传感器的配

合使用，实现油泵数字化闭环控

制，为流量精准调节、节能提效、

故障远程诊断等带来了全新的可能

性。该系列泵集众多优势于一体，

适合高转速工作与多泵串联等大扭

矩工况，助力行走机械、工业设备

应对各类恶劣工况。用实力为全球

客户带来更佳体验，并成为他们项

目规划的首选。

●HVSP系列负载敏感多路阀

专为行走机械而开发的HVSP系

列负载敏感多路阀（见图4），产

品基于模块化设计理念，灵活地将

不同控制方式的阀片组合在一起，

以满足客户不同的使用要求。集成

了先进的CAN总线电液比例驱动器

控制或CAN总线伺服电机控制，可

以通过阀芯位移闭环控制达到流量

（速度）的精确调节，控制精度堪

比伺服阀的性能等级。

●HBM系列摆动油缸

恒立自主设计研发的HBM系列

摆动油缸（见图5），是专门用于

臂式高空作业车曲臂和平台摆动

的产品，可以根据客户提出的安

装和性能要求，灵活定制。公制

化的设计，独特的密封和结构，

使得HBM系列产品具有较低的摩擦

系数与较高的扭矩输出。并通过

FEA分析和耐久测试，使得HBM系

列产品稳定可靠。与同类型产品

相比，在同规格的外形尺寸下，

其输出扭矩提升了10%～20%，启

动压力降低了50%，动作更平稳。

让高空作业车获得了更高的运作效

率与启动性能，助其更安全、可

靠、高效地工作。

一路风雨 一路荣耀

30年来恒立凭借优秀的研发能

力、稳定的产品质量和完善的服

务，为中国液压的发展做出了杰出

贡献，多次获得政府与行业的支持

与肯定，并得到合作伙伴的认可和

信赖。

多年来，恒立收获了包括机械

工业科技奖一等奖、中国智能制

造百强企业、江苏省优秀民营企

业称号、省高新技术产品认定、

省示范智能车间认定、中国工程

机械产品零部件产品奖、液压液

力气动密封行业技术进步一等

奖、中国绿色铸造企业、重大项

目投入奖、抗疫贡献奖等众多荣

誉奖项，是国家（行业）标准制

定单位。同时凭借创新、坚韧、

效率的配套服务，获得了柳工、

卡特彼勒、徐工、三一、临工、

山河智能、雷沃、中铁等国内外

知名企业的合作奖项。

在2020年，恒立亦是收获了众

多荣誉（见图6）：

CMIIC2020全球工程机械零部

件优质供应商50强

中国机械工业百强证书

中国工程机械零部件供应商

100强

久保田2020年度贡献奖

三一重工2020年度钻石供应商

  图3  V30G系列泵产品

  图4  HVSP系列阀产品

  图5  HBM系列摆动缸产品

  图6  2020年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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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工2020年度卓越贡献奖

柳工2020年度优秀供应商

2020卡特彼勒质量卓越金奖

湖南星邦智能装备2020年度卓

越供应商

另外，在“II Asia 2020”的

评选中，恒立液压与亚洲1472家上

市公司同台竞争，一举拿下了工业

领域“最受尊敬上市公司”、“最

在近200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中，优秀大企业的产生无不伴随着国家的崛起，同时一个国家经济的崛

起必然有一批民族企业的担当，如今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的中国企业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国家脊

梁”。在液压行业，恒立液压就是这批民族企业中的突出代表。

每当想起恒立液压，我的眼前就浮现出一个心无旁骛的少年，奔跑着、成长着。2010年，我第一次来

到协会时，听到“基础件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锁喉之痛”，心里沉甸甸的……,此时，恒立正在筹备上市。

10年来，我们亲眼见证了恒立上市、并购、铸件基地，数字化工厂，一步步实现从技术跟随到技术领先的

跨越，每一步都走得那么坚定迅速，令人感叹惊喜、为之而骄傲！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大事记：

1990：常州恒立气动科技有限公司成立，生产气动元件产品。

1992：研发制造液压油缸，进入环卫车辆行业。

1999：成功开发挖掘机专用油缸，涉足工程机械行业。

2005：成立江苏恒立高压油缸有限公司，开始规模化生产挖掘机高压油缸，实现挖掘机高压油缸

      全面国产。

2006：成功开发盾构机油缸，涉足掘进机行业。

2011：上海交易所成功上市，股票代码601100。

2012：恒立铸造工厂建成投产；并购上海立新液压有限公司；成立美国和日本分公司。

2013：成立江苏恒立液压科技有限公司，主攻高压柱塞泵、多路阀、马达、工业阀、系统等。

2014：投资建成高精密无缝冷拔管厂，满足挖掘机油缸产能和控制品质。

2015：与德国哈威集团达成战略合作，成功收购柏林哈威InLine柱塞泵工厂。

2017：恒立美国芝加哥工厂建成运行。

2018：收购日本服部精工株式会社，提高了恒立液压泵阀精密零件加工技术。

2019：恒立铸造二期工厂建成，新铸造生产线顺利点火出铁。

2020：恒立印度工厂成立，业务包括高压油缸、高压柱塞泵及马达、液压阀、液压系统的研发、

      生产、销售以及服务。

佳CEO第一名”、“最佳CFO第一

名”等7个奖项，荣登工业领域榜

首，大大提升了公司在全球资本市

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三十年的栉风沐雨，三十年的

砥砺奋进，如今的恒立已经发展成

为世界领先的液压传动控制与系统

集成制造商，是国内液压行业的龙

头企业。恒立业绩与市值更是屡创

历史新高，特别是在2020年10月12

日，公司市值首次突破千亿大关，

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

面对新战略、新形势、新要

求、新发展，恒立将不忘初心，不

断提升核心竞争优势，持续深耕主

业并提升公司国际形象，未来的恒

立必将是一个闪耀的、智能的、可

持续发展的恒立。

写在后面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