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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益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发展历程：

2006：华益精机成立，业务稳步上升。

2010：新厂区100亩扩产项目启动建设。

2012：公司顺利实现战略性搬迁，新厂区投入使用。

2013：进入液压行业，开启液压螺纹插装阀市场。

2014：通过省级研发中心认证。

2015：成立插装阀事业部，搬入新厂房，顺利投产。

2017：华益精机取得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2019：插装阀产品取得“浙江制造”品字标认证。

2020：新建全封闭恒温无尘车间，投入使用。

2021：华益精机荣获工信部专精特新“小巨人”称号。

企业之声

实现液压螺纹插装阀的国产化替代，是华益精机一直坚持的目

标。经过8年发展，华益精机聚焦工程机械、工业车辆、高空作业

台/车等应用领域，深入研发、深耕市场，已为300多家客户提供配

套服务，并不断完善产品种类，持续为市场提供更多的新品以满足

客户需求。

华益精机  让中国装备用中国芯

——访浙江华益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陶小好

本刊记者  万磊（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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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务院2009年发布《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虽然取得显著进步，但仍存

在诸多短板。我国已成为液压产品的制造大国，但还不是制造强国。要解决“中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高端

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必须依靠自主创新。

创立于2006年的浙江华益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益精机），经过几年发展后，原有精密金属零

部件制造遇到了发展瓶颈，公司高层希望凭借华益精机在精密制造领域的优势，在《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

兴规划》中重点提到的基础部件——液压阀中找到下一步发展突破口。经过对中国液压行业的深入调研，

2013年公司高层果断决策转型制造液压螺纹插装阀，正式加入液压行业。

实现液压螺纹插装阀的国产化替代，是华益精机一直坚持的目标。经过8年发展，华益精机聚焦工程机

械、工业车辆、高空作业台/车等应用领域，潜心研发、深耕市场，已为300多家客户提供配套服务，并不

断完善产品种类，持续为市场提供更多的新品以满足客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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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益精机起步时是专业制造精密金属零部件，后来转型研制液压螺纹插装阀是出于

何种考虑？

液压行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和回报周期长的行业，转型的投资资金是否来

自华益精机自身的资金积累，人才问题如何解决？

陶小好：华益精机隶属于迪艾

智控。迪艾智控是一家专业从事阀

门产品研发与制造的集团企业，是

中国阀门行业知名品牌，旗下有4

家实体企业，除华益精机外，还有

浙江迪艾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红星阀门有限公司、南通市电

站阀门有限公司。这3家兄弟企业

主要是制造高、中、低压阀门，应

用于给水排水、能源电力、楼宇自

控、建筑节能、城市供热、城市燃

气等行业。

华益精机于2006年成立时，主

要生产以铜材料为主的精密金属零

部件，供应给厨具、卫浴、气动、

焊接行业。2010年以后，因为国内

人工成本持续上升，加上进出口贸

易政策不断变化，华益精机的高层

意识到如果不转型企业将面临较大

的经营风险。经过多年发展，华益

精机已经有了精密锻造及制造技

术，先进的管理和品质理念，以及

一定的市场地位。在原有业务的

发展还可以支撑新业务的培育和

发展的基础上，公司高层开始探

讨转型新的发展方向，并认为可

以在《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

划》中重点提到的液压元件方面

寻求突破。

2013年3月，我们开始深入了

解液压行业，拜访了液压行业专

家，并通过国内外液压企业、用户

企业、展会等多渠道进行调研。专

家意见和调研结果均显示，国内还

没有螺纹插装阀的领军企业，需要

有远见、实力和社会责任的企业参

与进来，实现国产化，以改变高端

螺纹插装阀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最后我们选定液压螺纹插装阀作为

公司新的战略产品进行培育，并确

定了“三高一领先”（高精确、高

稳定、高耐用，品质行业领先）的

高端产品定位，通过不断学习国际

一流技术，突破技术瓶颈，替代进

口产品。

陶小好：我们前期在做调研、

规划的时候，就知道液压行业是一

个资金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和回

报周期长的行业，螺纹插装阀产品

更是如此，真正投身这个行业后感

触更深。

为了解决企业长远发展问题，

培育新的成长性业务，经营层对转

型液压产品的战略决策都达成了一

致意见。转型螺纹插装阀的投资资

金全部来自华益精机自有资金。华

益精机从成立到转型再到现在，大

部分客户都很优质，运营能力和财

务状况都非常好。我们决定转型时

已经预测了前3～5年是螺纹插装阀

业务的培育期，需要原有业务进行

支撑，才能哺育起来。

我们的技术人员基本来自液压

相关专业，因为螺纹插装阀产品还

涉及精密加工、热处理和表面处理

等技术，所以技术人才还需要进行

培训、工作实践等方式的培养。公

司经常输送学员参加技术培训，中

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近年来

举办的液压技术培训公司都会派员

参加，通过培训学习专家老师们丰

富的技术经验和独到的专业知识。

除了走出去参加技术培训，公司内

部也会有计划地组织技术交流和技

术培训，同时多次邀请张海平博士

现场对于测试及螺纹插装阀的应用等

进行培训和指导。2014年华益精机就

自主建立了“华益液压控制工程省级

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目前

共有液压技术人员20多位。

公司转型液压产品已经8年时

间，现在回头看，这个转型决策完

全正确，发展速度和最初的规划基

本一致。

华益精机对螺纹插装阀的产品定位是什么？

陶小好：螺纹插装阀是欧美国

家先行研发、制造的，在全球市

场已经形成一定的存量，也建立

了各自的技术标准，其后进入市

场的企业只能按照原有的标准进

行开发。各个国家的螺纹插装阀

产品有不同的接口标准，国内市

场以美制和公制螺纹为主。华益

精机以国际先进企业为标杆，产

品主要应用在中低压液压系统和

工程机械行业。

因为是标准品，所以螺纹插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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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华益精机的螺纹插装阀的产品形成了多少品种，仍有哪些生产制造、技术研发的难点

待突破？

螺纹插装阀主要应用在哪些领域，华益精机主要关注哪几个领域，将来是否计划拓宽产品

应用范畴？

陶小好：华益精机对螺纹插装

阀的性能定位，聚焦在三个点上，

即“三高”，高精确：启闭特性

可以达到95%的开启率和90%的闭

合率；高稳定：压力振摆不超过

±0.1MPa；高耐用：设计使用寿命

在100万次以上。

目前，华益精机已经开发了

方向阀、压力阀、流量阀、平衡

阀、电磁换向阀、电比例阀（增

加产品图片）等400多种螺纹插装

阀的规格。

经过多年的市场应用，我们的

压力阀在减振降噪方面积累了较好

的技术经验，电磁换向阀线圈与阀

芯的匹配可以满足更多的市场需

求，并得到了用户的一致好评。

螺纹插装阀这类产品看似简

单，但对原材料的一致性，以及热

处理、表面处理、精密加工等工艺

的要求非常高。原材料水平和我国

工业基础紧密相关。每一种零件的

热处理的工艺测试都不同，需要在

国内找到能把螺纹插装阀零件的热

处理做好，并且能用数据表达品质

的企业。

精密制造也是难点之一。液压

产品属精密机械产品，核心零部

件的加工设备都需要进口且价格

昂贵，设备关键部件需要买一台

备一台，供紧急之需。

我们正在一步一步解决各个难

点问题，应对产能提升、品质提升

的需要。

螺纹插装阀是板式阀逐步升级

而来，两者形成互补，板式阀可以

实现大流量，但是螺纹插装阀的流

量会受到结构的限制，所以螺纹插

装阀的流量会有一定的瓶颈。高压

螺纹插装阀的国产化效果还不理

想，在基础材料、工艺等方面仍存

在短板，核心零配件密封件、弹簧

等还依赖进口。对螺纹插装阀性能

影响较大的还包括液压系统的油液

清洁度、温度等。

下一步我们计划与高校合作开

发高压大流量的螺纹插装阀，目前

正与高校在接洽中，研发的目标不

仅仅是为了获得发明专利，而是要

实现量产，真正让创新产品为企业

带来效益。

华益精机的螺纹插装阀已于

2019年取得了“浙江制造”品字标

认证。

陶小好：螺纹插装阀具有拆装

方便、结构紧凑、互换性强、便于

大批量生产等一系列的优点，所以

应用领域很广，包括工程机械、农

/林机械、钻井设备、消防车、废

物处理设备、轮船、包装设备、机

械手及动力单元、试验台等，在军

工装备上也有大量应用。从目前国

内的市场格局看，移动机械对螺纹

插装阀的需求较大。

螺纹插装阀应用行业不同，技

术要求就不同，所以很少有企业同

时设计生产高中低压产品，产品覆

盖全部应用领域。我们对几大领域

的螺纹插装阀进行了深入的研发和

市场拓展，与三一、龙工、艾迪、

星邦、埃斯顿等客户建立了配套合

作关系，累计已有300多家客户，

切实解决了这些用户依赖进口螺纹

插装阀的痛点问题。目前华益精机

的螺纹插装阀应用在挖掘机和高空

作业车中的产品占比较高。

受新冠疫情影响，主机企业采

购进口螺纹插装阀交付困难，转而

寻找国产化产品替代。这种情况在

挖掘机和高空作业车行业比较普

遍。主机企业都非常有远见，都希

望尽快解决螺纹插装阀依赖进口问

题，新冠疫情加速了国产化替代的

推广和国产化产品的验证。

螺纹插装阀在国产化进程中仍

有许多瓶颈问题，需要逐个攻克。

当我们在工程机械、工业车辆、高

空作业车这几个领域的螺纹插装阀

都有一定的技术提升后，才会考虑

开发其他领域的产品。企业的资

金、人力等资源都是有限的，要想

在市场竞争中长久地屹立不倒，企

业的战略定力非常重要，头要冷、

心要热，凡是框架以外的工作都要

进行冷静、深入的分析，做出最准

确的判断。

阀设计难点不在阀芯，而在应用系

统。相同的产品如果应用在不同的

行业，在不同的工况下，技术参数

都要根据相应的液压系统去调整。

所以要先研究液压系统，才能确定

阀的性能。我们的技术人员在客户

前期设计液压系统时就要参与进

去，和客户一起制定设计方案，帮

助客户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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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介绍一下国内外螺纹插装阀的市场格局情况，华益精机近两年螺纹插装阀的市场形势

如何？

陶小好：因为螺纹插装阀的产

品品类较多，涉及的应用行业也很

多，成长为规模化的螺纹插装阀制

造企业，不仅仅投资力度要大，还

需要长时间的技术和应用经验积

累。美国 SUN、美国HydraForce、

德国Rexroth的产品品类全、应用

领域广，其他企业研制的产品只有

有限的一些应用领域。相对于国外

品牌高中低压的产品都有，国内螺

纹插装阀品牌以中低压产品为主，

且制造企业数量少、规模小，有较

大的成长空间。

华益精机在国内市场主要是直

销，海外市场主要是经销，在德

国、韩国、俄罗斯都有稳定的合作

代理商。2020年相比2019年华益精

机的螺纹插装阀产品的销售总额增

幅近40%。2021年上半年销售额的

增幅也较大，全年销售预计比上一

年增长70%，业绩要好于预期。

 华益精机液压螺纹插装阀产品

进入液压行业只有8年时间，华益精机取得现在的成就实属不易，为早日实现企业的愿景

目标，您有哪些想法和建议？

陶小好：华益精机的中长期规

划是：2025年初步成为一家具有核

心竞争力的螺纹插装阀制造企业。

企业愿景是：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精密液压制造企业。

我们深知，液压行业不是能挣

快钱的行业，高端液压产品的投资

力度更大、回报周期更长。全体华

益精机人将坚守初心，不急功近

利，持续进行研发投入，做好基础

工艺、基础材料、基础技术的积

累，厚积而薄发，一步步实现各阶

段目标。

在2021年3月召开的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

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

螺纹插装阀属于精密液压元件，如何保证产品品质，做到良好的全流程质量管控？

陶小好：公司积累了十多年

与国际一流企业合作的管理经验

和品质理念，分别通过ISO9001、

ISO14001、ISO45001体系认证，制

定了“追求零缺陷品质，实现低成

本制造，持续满足客户的需求和期

望”的质量方针。

华益精机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是

精益生产，推行DPS（统计软件）

系统结合的精益生产方式。将产品

的制造工艺信息、物料信息和生产

作业等数据通过实时扫码，快速反

应生产运行过程中的品质、效率和

交期等数据，对未达到客户要求目

标的进行及时分析和改善，持续不

断的提升产品品质和交期，降低成

本，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也为客户

提供更好的服务。

公司还通过收集法律法规及其

他标准、要求，制定内部相关标

准，使产品达到国家法律法规和国

家、行业标准的要求（部分产品指

标高于行业标准要求），从产品技

术上践行社会责任。

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为加快

液压螺纹插装阀的国产化进程，期

待国家出台相关政策，从各个方面

扶持高端液压元件的研发制造，也

希望相关行业协会整合资源，推动

高校和企业进行产学研合作，从专

业角度进一步进行学科细化，攻克

螺纹插装阀的关键技术，让我国的

重大装备装配中国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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