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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体动力行业概况 

——据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长江报告整理

◆中国工程起重机国际化发展前瞻

——据大连理工大学专家高顺德报告录音整理

从宏观来看，这几年中国的液

压气动一直是增长的，那么到了

2021年，我们预计整个液压气动行

业的营业额会超过1000亿，其中液

压是771亿，气动267亿。气动行业

已经占到了世界的31%，液压我们占

了世界液压的36%，已经稳处世界的

第一的位置。

我向大家汇报一下我40年来对

起重机的认识，同时跟大家谈一下

起重机的历史和未来。分五个方

面。一是行业发展情况；二是亟待

解决问题；三是数字孪生助力新发

展，这是这两年来，我和王长江副

主任一起经常探讨的问题，特别是

最近2个月，有些实质性的工作；第

四讲一下行业平台的搭建；第五是

起重机的未来。

PTC ASIA 2021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之一～之二）

本刊编辑  张婷婷（98）

由 中 国 液 压 气

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和汉诺威米兰（中国）有限公司共同

组织举办的2021 PTC ASIA展会，于

2021年10月26日～29日在上海浦东新

国际博览中心成功举办。展会同期举

办的“PTC ASIA 2021高新技术展区

@国际技术交流报告会”再次成为展

会重要技术内涵和亮点，吸引了众多

嘉宾前来学习交流。

为了让更多的同仁了解本届国际技术报告会实况，《液压气动与

密封》杂志对专家的报告通过录音进行编辑整理，陆续发表在2022年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和微信平台上（公众号：chpsap-yqm），希

望更多的读者在学习中得到启迪和收获。敬请关注！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副理事长程晓霞致欢迎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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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

主持人：王长江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

工业协会专家委员

会副主任

11:10～11:40   中国流体动力市场概况

王长江/专家（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 工业协会专家

委员会副主任）

11:40～12:10   中国工程起重机国际化发展前瞻

高顺德/专家（大连理工大学）

编者按：由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和汉诺威米兰

（中国）有限公司共同组织举办的2021 PTC ASIA展会，于

2021年10月26日～29日在上海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成功举办。展会同期举办

的“PTC ASIA 2021高新技术展区@国际技术交流报告会”再次成为展会重要

技术内涵和亮点，吸引了众多嘉宾前来学习交流。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副理事长程晓霞致欢迎词，她说到：PTC 

ASIA于1991年首次在首都北京举办，历经了30载不平凡岁月，今天迎来了

她30周岁生日！30年来，流体动力国际同业组织、国内知名高校、专家和

同仁朋友们，高度重视和支持PTC ASIA展，给予了厚爱，并付出心血，默默

耕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此，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向您们表

示衷心的感谢！您们是PTC ASIA展重要的合作伙伴，与我们共同见证和书写了世界流体动力产业发展的辉

煌史篇！今天，PTC ASIA 2021高新技术展区国际技术交流报告会拉开序幕，她将通过24场精彩报告，向世

界传递流体动力技术进步的好声音。虽然全球新冠疫情仍在持续，海外嘉宾未能如期亲临，但我们心连在

一起，精彩的报告将通过互联时空传递给您们，共同学习与分享！

为了让更多的同仁了解本届国际技术报告会实况，《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对专家的报告通过录音进行

编辑整理，陆续发表在2022年《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和微信平台上（公众号：chpsap-yqm），希望更多

的读者在学习中得到启迪和收获。敬请关注！

本刊编辑  张婷婷  

中国流体动力行业概况 
——据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长江报告整理

之一PTC ASIA 2021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副理事长程晓霞致欢迎词

大家非常关心宏观经济的情

况，关心中国流体动力、特别是液

压市场的情况，今天我给大家做一

些简单的汇报。

市场概况

图1可以看到我们发展的总趋

势。从宏观来看，这几年中国的液

压气动一直是增长的，那么到了

2021年，我们预计整个液压气动行

业的营业额会超过1000亿，其中液

压是771亿，气动267亿。气动行业

已经占到了世界的31%（见图2），

液压我们占了世界液压的36%，已

经稳处世界的第一的位置。

图3是进出口情况，我们国家

的液压过去一直是大量依赖国外的

供应商，但近几年发生了一些变

化。2020年疫情的时候，我们的流

体动力进口是31.3亿美元，出口12

亿美元。

大家更关心中国的市场容量有

多大，现在给大家一个数据（见图

4），这个数据是我们液压行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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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中国流体动力工业发展趋势

 图2  中国液压气动销售额名列世界第一

 图3  中国流体动力进出口情况  图4  中国液压市场容量 

据我们自身以及我们了解的一些情

况给出来的。这里有2条线，下面

橙色的线，这个数据是统计出来

的，非常准确，2021年预计达到

771亿人民币；上面蓝色线的数据

则包含了主机厂自产自用以及未列

入协会统计的液压厂家的销售额，

即我们行业已经做到了871亿。

如果不是完全从我们行业统计

数据来看，中国的液压市场有多

大？这就要我们从整个市场的各

个角度、各个维度来分析，现在

看来2020年总量已经达到了925亿

（见图5）。这925亿是这么样构成

的：我们行业自己的统计大概占了

78.27%；另外还有几个部分，其中

最大的一部分是从国外进口的，占

16.32%；还有一部分是国外的公司

在中国的厂家生产的产品，占到

了3.24%；还有一些主机厂自己产

的，占到了1.08%；最后还有没统

计不上来的约占1.08%，所以中国

市场的总量大概是925亿。

2021年预测。根据协会的不完

全统计，2021年液压工业总产值是

771亿人民币，这个数据是我们统

计出来的，200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

是36.5亿，2000～2021这21年增长

了21倍。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

市场的需求量出发，考虑到工程机

械、农业机械等主机行业，我们根

据他们的数据折算下来，中国的液

压市场保守估计是1000亿。

从几个维度看行业高速发展

现在流体动力行业在中国发展

得非常快，下面我们从几个维度给

大家介绍一下中国液压流体动力行

业有哪些变化。第一给大家介绍一

下行业集中度，现在行业集中度非

常明显，对于配套件行业来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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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中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你

这个国家这个行业水平的数值，近

几年我们行业集中度明显提高。第

二介绍一下我们液压行业生产的液

压件可靠性怎么样，能不能满足主

机的要求。第三讲一下在行走机械

领域，我们液压是怎么发展的？第

四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OEM配套率

发生了什么变化。

行业集中度

如果一个配套件行业没有一些

领军企业的话，它是很难满足主机

市场的需求的，所以一定会有一个

行业集中度的问题，比如说整个行

业20%的营业额是由几个公司来做

的？如果这20%是由十几个公司来

做，那么集中度就低了。现在我们

的行业集中度明显地提高，给大家

看几个数字，我们就能看到集中度

的发展情况。

恒立液压是大家都比较了解的

上市企业，2019年它的营业收入是

54.14亿，到了2020年的时候，就

增长到了78.38亿，增幅是45%；

2021年上半年，是52.62亿。这说

明它在市场的占有率不断地提高，

也说明我们国家液压市场的集中度

已经发生了变化。

另外一家公司是林德液压，

2019年营业额是3.3亿，到了2021

年达到了7.6亿，它的翻翻的增长

也明显地看出集中度在提高。

刚刚在展台得到的消息，艾迪

精密营业额2020年比2019年增长

30.6%，在2021年上半年又增长了

50.25%，2021年液压产品包括破碎

锤已经做到了15个亿。

近几年行业集中度快速提升，

应该说现在集中度已经比较高了，

771亿的总值，我们几家企业加起

来就能达到20%。

零部件精度及一致性高

大家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是，中

国液压发展这么快，产能这么大，

那么它能不能为我们国家的主机厂

服务、它的可靠性如何？我告诉大

家，我们看到中国液压的发展走进

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最重要的特

征就是产品零部件的精度、一致性

非常快速地提高，这保证了产品的

可靠性。

我国液压和气动行业智能化

生产和加工自201 8年来大幅度

提高。不仅大量采用先进的高精

度机床保证了产品精度大幅度提

高，使得产品性能和可靠性有了

质的大幅度提高，与国际同类产

品相差无几；而且采用了智能制

造加工线，不仅加工能力和产量

有了成倍的提高，而且被加工件

的一致性有了可靠的保障。

诺玛这个公司最先在中国把液

压件的零件加工完全进入到了无人

化操作（见图6），产品一致性完

 图5  2020年中国液压市场总量925亿

 图6  零部件的精度、一致性快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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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靠它的设备来保证，产品的一致

性对产品的可靠性是一个很大的支

持。大家看一下这几个数字，2007

年诺玛做4万件比例多路阀的时

候，需要105个工人，现在做到了

12万件，只需要78个人。

行走机械液压发展迅速

大家知道，在固定设备当中，

液压越来越多地被伺服电机所替

代，进入21世纪，液压向行走机械

发展已成为趋势。所以不管哪个国

家的液压行业，分析它的发展状

况如何，我们都要看它行走机械占

的比例是多大，因为在行走机械行

业，液压技术有非常强大的优势，

那么我们看看中国在这方面是什么

情况。

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就提出

了一个口号：为实现中国工程机械

基础零部件70%国产化而努力。因

为如果这个能做到的话，说明中国

液压的发展是符合整个世界液压行

业发展趋势的，我们在行走机械上

同样能大有作为。

那么到现在市场情况是什么样

的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前面提

到2020年中国液压市场总量大约

是925亿人民币，其中行走机械占

到51.7%，工业机械占到48.3%（见

图7），这个数字说明中国的液压

市场已经有50%以上的产品是用于

行走机械的，那么国际上先进的那

些工业国家，或者比较大的液压企

业，他们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行

走机械就超过了50%，所以这么相

比，我们还是有一些差距的。这是

从市场的总量来看的。如果回到

2017年液压统计数据，行走机械只

占38.94%，这说明中国液压这几年

有了长足的进步。

 图7  总量角度看中国液压市场占比

 图8  统计角度看液压市场占比（按OEM配套计算）

OEM配套比例增长

最后给大家讲一讲，中国液压

最大的一个变化，出现了一个新的

态势，就是越来越多的产品在为OEM

配套。还有一个数据，就是我们中

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的统计

数据（见图8）。2020年我们的统计

数据是724亿人民币，其中行走机

械仅仅占36.43%，这个数字明显很

低。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在统

计当中，我们把做备品备件的产值

不放在行走机械里面，统计行走机

械液压的数字必须是给原装机配套

的液压元件。虽然这个数据看起来

很小，但是已经非常可观了，因为

在前几年我们连四分之一都不到，

2017年我们做577亿的时候，行走机

械只占24.61%。预计到2023年，我

们中国液压用于行走机械的配套率

能够接近50%，这个变化说明我们的

液压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为什么我们的液压开始进入到

OEM配套？主要是我们行业各个企

业的领导、工程技术人员、工人的

思想发生变化了，以前他们愿意

做备品备件，因为备品备件成本

低，利润高，现在他们知道如果再

这样下去的话，会出问题。比如说

挖掘机行业，现在挖掘机行业配套

的、国外生产的液压元件15000个

小时不换，没问题，所以我们必须

要改变我们的思想。好在我们的行

业企业改变的还是比较快的，最典

型的就是液压行业的赛克思和气动

的索诺。赛克思公司都大家知道，

这是中国最有名的、做备品备件的

公司，今年开始宣布他们要改变做

法，他们新建的嘉兴工厂一个备品

备件都不做，宁肯不赚钱也不做，

就要做OEM配套件，今年他们已经

做到8000万。希望这样的态势能够

在我们中国的液压行业中扩展，越

来越多的产品能够进入到行走机械

的原装配套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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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编辑  张婷婷  

中国工程起重机国际化发展前瞻 
——据大连理工大学专家高顺德报告录音整理

首先感谢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

协会的邀请，今天-有机会向液压

领域的各位专家做个汇报。我主要

从事起重机的设计工作，液压、电

控、结构、传动，我都不是很精

通，只会用，你们都做好了，我攒

到一起去。下面按照会议的安排，

我向大家汇报一下我40年来对起重

机的认识，同时跟大家谈一下起重

机的历史和未来。

分五个方面。一是行业发展情

况；二是亟待解决问题；三是数字

孪生助力新发展，这是这两年来，

我和王长江副主任一起经常探讨的

问题，特别是最近2个月，有些实

质性的工作；第四讲一下行业平台

的搭建；第五是起重机的未来。

行业发展情况

起重机的历史。自人类诞生以

来，或者说自人类从事劳动以来，

就已经有了起重机的原始形态（见

图1），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杠杆

原理，这是一个卷扬机构，代表了

起重机的核心机构。图1描绘的是

4600年前到520年前的劳动场景，

应该说是代表了全人类的古代起重

机的历史，我想我们中国人对2、

4、6这3张图应该是见到过。

1755～1907年，这一百多年，

起重机在西方工业领域有了很好的

应用，起重机伴随着工业化一起成

长（见图2）。

古代原始起重机经过5000年的

发展，近代起重机经过近三百年

的发展，不论从驱动、外形、构

造、功能、效率和控制等方面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起重机

在工业生产中依然起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

图3是我国从1949年新中国

成立以后，各个产品领域No.1的

产品。

 图1  起重机的原始形态

之二PTC ASIA 2021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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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是新中国发展到今天，我

们的起重机之最，这些各个领域的

起重机，都是全球的No.1。我们在

宣传大国重器的时候，里面有几个

起重机的产品，确确实实我们在大

型的、各个类型的起重机领域都已

经是领先的。和我有关的，大起、

太重、徐工、三一、中联、振华港

机，这类产品都和我的专业设计产

品相关。昨天在中联下线的12000

吨米、起重量450吨的全人类最大

 图2  起重机近代的发展

 图3  新中国起重机发展

 图4  起重机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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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塔式起重机刚刚下线，用于常

泰大桥，还有一个是徐工中标的

15000吨米，起重量是600吨的正在

研制。

图5介绍了世界工程机械的排

名，我们已经占据了第3、4、5

名，也就是说在这个跑道上，前8

名的选手我们已经有了3位，在不

久的未来，我们就会攀升到第二，

应该是在2025年，我们会达到领跑

的位置。右上角这个“龙行微控”

的logo，是王大爷（王长江副主

任）注册的，中国行走机械的控

制，这是王大爷对未来的期盼。

据海关数据整理， 2020年1至

11月我国工程机械进出口贸易额为

223.2亿美元，同比下降13.9%。

其中进口金额34.26亿美元，同比

下降7.72%；出口金额188.94亿

美元，同比下降15%。2020年出

口总额188.9亿美元占世界市场的

12.6%，产品出口大多是发展中国

家。中国是个工程机械大国，但占

领世界市场的百分比远小于美国、

日本、欧洲。

出口总额只占了世界市场的

12.6%，这就是我们在世界市场的

情况。未来我们要达到50%，就是

说我们还有37%的巨大成长和发展

空间，所以我坚信不管是主机，还

是我们的配套件企业，未来十年前

景是非常广阔的。特别是看了我们

今天的PTC展会，我的第一感觉是

我们配套件的技术水平在飞速发

展。王大爷刚才讲了4点，特别是

一致性、通用性，技术的进步已经

到了可以和进口品牌同台竞争，但

是我们在这里面依然还是用性价比

来营销，这是我们要改变思想的一

个时间节点。

最近王大爷和我用2个月的时

间走访了11个城市、15个单位，进

行调研，普遍就是我们在低价内卷

式竞争，这样的行业生态是不健康

的。王大爷提出来要把我们整个配

套元器件进行电子化升级，通过电

子化实现未来起重机的新技术提

升，真正让我们国内的产品在世界

市场上具有很好的竞争力，这就需

要我们共同努力。这个12.6%到50%

的空间，希望我们的液压协会对会

员企业给予助力，让他们树立坚定

的信念，让他们的产品陪同我们的

主机走向世界。

国际化发展的3个关键因素，

一个是超大型化，一个机器人化，

一个是专用属具化。

超大型化

图6体现了在重大工程领域超

大型起重机的优势，对大型工程的

建设，需要大型起重机，这个图片

里面最突出的就是中间这个超大环

轨起重机，它的起重量已经达到了

8000～10000吨，它的作业起重力

矩已经达到了50万吨米，我们现在

正在开发这个产品。

机器人化

未来的起重机为了提高性能，

就要向机器人化的方向发展，机器

人化就要在精准操控、人机交互、

故障自诊断、协同作业、环境自识

别这五个方面进行技术提升。

专用属具化

从起吊对象角度出发！从实际

工况角度出发！从精细化作业角度

出发！从专业化作业角度出发！从

这四个方面做好个性化、专用属具

化的起重设备。

 图5  世界工程机械2021年排名

 图6  起重机的超大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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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己知彼，对标国际工程起

重机领先企业的产品，我们的差距

主要表现在这五个方面：排放、节

能、技术、服务、网络，下一步我

们要重点突破。

亟待解决的问题

起重机急需解决的几项技术：

①柴油机与液压系统实现环保达

标，②图像、音频、运动控制等

信息传递的实时性与同步性，③

起重机的集群控制，④起重机重

要环节作业安全性的提高。特别

是最后一条，要求我们前三条以

安全性为准则。

实现环保达标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国家

碳排放目标在2030年碳达峰，2060

年碳中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

们行业，不管是主机还是配套件都

要紧紧围绕如何达到这个目标，降

低设备自重是减碳，降低设备运行

的消耗也是减碳，我们都要在全产

业链上进行精细的设计来实现碳排

放的目标。

图7是碳达标下柴油机使用者

的责任。现在发动机有效功率仅仅

是50%左右，如果我们在发动机使

用过程当中，采用高压高能级的元

器件，也是减排的一个手段。

信息传递的实时性与同步性

要实现起重机AI（人工智能）

的发展目标，就要在图8的6个方面

做技术性的攻关，需要专业技术人

员做大型集控。今年十大高校参加

PTC展会，我也看到了很多技术对

我们整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前沿

技术提升的支持，不管是硬件、软

件还是测试仪器。我们要做起重机

机器人化，要赋予它智能的软件、

智能的工业模式。

要推出数字孪生，就迫使我们

在未来必须要尽快解决远程控制、

数据采集问题，同时在辨识方面提

升产品智能化的水平。我们起重机

械常遇到的控制问题有：起重机避

障、防过载、准确定位、防冲击、

信号精准传递、防倾覆稳定、实时

数据传输，要解决这些问题，也需

要各种信息传递总线的实时性和同

步性。

 图7  碳达标下柴油机使用者的责任

 图8  起重机AI要做的技术性攻关

 图9  多机协同作业

起重机集群控制

多机协同作业（见图9），合

理安排多台起重机的站位姿态、动

作序列、动作速度等，使被吊物按

照预定轨迹从初始站位位置安全到

达就位位置。4台起重机抬吊、3台

起重机抬吊，这种成组性的控制技

术可以解决大型载荷，用多机抬吊

的精细性、可靠性、安全性，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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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机的发挥更充分、更节能、更具

有一系列的优势，当然要赋予它们

智能化。

集群吊装需要解决的问题：工

程分析、作业方案、责任分工、模

拟演练、全程网络控制、全程网络

监测、全程信息采集记录。这就要

求做到节能高效、精准作业、安全

可靠、集群控制的综合管理。

提高起重机作业安全性

起重机作业提高安全性，需要

提升5个方面：①智能数据存储，

以作分析和相应的改进；②智能姿

态趋势实时分析和应急措施；③防

倾覆等危险状态的监测和自动控

制；④制动器、离合器在线监测；

⑤结构状态在线监测。

数字孪生助力新发展

数字孪生是充分利用物理模

型、传感器、控制器的更新、运行

历史等数据，集成多学科、多物理

量、多尺度、多概率的仿真过程，

在虚拟空间中完成映射，从而反

映相对应的实体装备的全生命周期

过程。数字孪生是一种超越现实的

概念，可以被视为一个或多个重要

的、彼此依赖的装备系统的数字映

射系统。

数字孪生技术加快工程机械迭

代发展。用数字孪生技术可以实现

产品迭代发展、实现电子控制软

件、实现自动控制，数字孪生技术

需要用经济杠杆来撬动。

仿真技术对产品的设计有着无

可估量的作用，它可以提供设计的

决策方向，提供真实设计的定性，

提供真实设计的量化，提供产品各

部位、各功能、各系统、迭代的真

实数据定量。但是前三十年我们通

常都是用商业软件在进行虚拟仿

真，纸上谈兵，对照产品进行修改

 图10  数字孪生技术应用

我们仿真的结果，仿真跟实际样机

进行后对比。

数字孪生技术包括7个方面：

结构动力学仿真、运动仿真、液压

系统仿真、电子控制仿真、运动合

成解耦仿真、钢丝绳受力仿真、多

机同步运行仿真。比如帮助我们在

IOP（网络平台）上实现虚拟起重

机与现实起重机的数字孪生，实时

校对，不断迭代；再比如让平衡阀

等元件在物理样机上、在液压IOP

平台上，元件进行仿真。（见图

10）。

解决数字孪生技术的现实工

作，需要重点解决5个方面的问

题：①仿真平台；②给出系统数学

模型；③给出系统物理模型；④给

出软件运行结果；⑤控制软件。

最近华为提出：“端云协同 

控制归一”。2021年7月13日，工

信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等

十部门印发《5G应用“扬帆”行动

计划（2021-2023年）》，《行动

计划》提出：到2023年要实现5G在

大型工业企业渗透率达到35%、每

个重点行业5G示范应用标杆数达到

100个、5G物联网终端用户数年均

增长率达到200%三大指标。

对于我们工程机械行业来说，

数十万台、分布世界各地的行走机

械急需通过5G技术实现实时无线 

“云地同步”功能，云地同步还可

以简化机上控制器。

行业平台搭建

我们的目标就是在通讯技术、

机械机构、电液控制这三个领域创

建中国新一代工程机械研发手段，

建立产品数据库，研发中国新一代

工程机械产品，提升行业在国际市

场上的竞争力。

新的研发理念就是继承各个专

业领域的技术成果，通过跨界网络

技术和数字电液集成技术实现数字

孪生的迭代发展。

分步骤、分层次、分部件的

理念，通过建立液压电子控制

IOP（网络平台）、液压系统仿真

IOP、机械结构仿真IOP等一系列

专业配套IOP平台，实现主机的互

联互通。这个IOT（物联网）不是

万物的，指的是我们工程机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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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  行业平台搭建  图12  工程机械IOT的拓扑图

 图13  去中心化  图14  搭建平台的理想

IOT，包括挖掘机、装载机等一系

列工程机械门类。

行业平台搭建。IOP所具有的

功能需要我们共同来构建，通过

多个IOP联系在一起，逐渐形成行

业的IOT，我们要建立我们的5G平

台。这就需要国家有关部委和行业

标准委员会、行业协会的培育和支

持，全行业都有共同的意识才能把

这项工作做好，才能长成大树，才

能开花结果（见图11）。

我们成立了大连益利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开发了一个叫做“擎

起网”的平台，这里面有八大功

能：起重机工况参数查询、起重机

工况智能优选、CAD工程图下载、

非标准吊装设计、吊装标准查询、

行业案例、课程培训、入住专家。

擎起网平台的特点：①专业

化：专注吊装设计行业；②标准

化：设计规范标准化、设计服务标

准化；③智能化：设计工具智能

化。擎起网的目的是打造专业化、

标准化、智能化的云上吊装设计服

务平台，为中小微吊装企业、大型

吊装企业、设计公司等平台用户提

供案例展示、培训、设计工具、吊

装设计、部件设计等服务，构建吊

装行业新生态！

图12就是工程机械IOT的拓扑

图，我们的原则就是“共建、共

享、共赢”，每个模块都可以“共

建、共享、共赢”。我们有100多

家液压泵、阀、马达厂家，不需要

每家都建立液压仿真平台，比如燕

山大学的赵静一、姚静老师给做

一个，每家都可以针对各自企业的

产品进行孪生、仿真，软件和产品

能够实现真实的虚拟现实、孪生，

包括产品全寿命周期的设计迭代，

都要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分析，这

样就加快了我们产品开发的速度，

减轻了我们设计人员的工作强度。

现在很多企业都已经超过996了，

这是消耗我们生命的一个模式、

不可取。所以我们讲“共建、共

享、共赢”，就是要降低、减轻

人的劳动，减轻人的劳动就是最

大的减排。

这里面要强调的是，主机厂

1 平台、主机厂2 平台、主机厂n

平台都是主机厂自己独立的知识产

权，每一个模块的、企业的也都是

独立的，只是在网上通过流量在进

行使用，我们叫共享流量、共享平

台的去中心化功能（见图13）。

搭建平台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

理想（见图14）：组建工程机械技

术发展共同体，实现可操作性可持

续发展机制。

起重机的未来

起重机从自动化向智能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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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就是要智能机器人化。工业工

厂领域这种智能化的机器，现在已

经有一定量的生产和定制，一些技

术基本成熟，在优化阶段。也就是

说智能化技术融入传统起重机需要

的这12项技术（见图15），已经在

工业领域应用。

智能化吊具替代传统吊钩。未

来的起重机在实现智能化过程当

中，它的最重要的元件就是终端

元件，不同的作业需要用不同的

属具，专用化属具替代传统吊钩

可以实现一机多用、一机多能。

过去讲的吊钩、吊车，都是这么

命名的，以后就不用是“吊”字

来命名了。

图16是江苏八达重工生产的双

臂救援机器人，这个项目是我参加

的。它具有下面这6种功能：双动

力（柴油机和电动机）、双臂作业

（它的挖掘机有两个臂）、数字化

控制（尚未实现）、多自由度协调

操控（尚不灵活）、多种底盘驱动

形式（有轮子和履带）、多种属具

快速更换。

图17是起重机技术发展的路

线：通用起重机→自动化起重机→

智能起重机→搬运机器人，我们现

在处在自动化起重机→智能起重机

 图15  智能化技术融入传统起重机

 图16  江苏八达重工生产的双臂救援机器人

 图17 起重机技术发展路线 

发展的阶段，搬运机器人化也已经

摆在了我们面前。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