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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引导制造企业专注创新和产品质量提升，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带动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工业和

信息化部自 2016 年开始实施《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专项行动》。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指长

期专注于制造业某些特定细分产品市场，生产技术或工艺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列

的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制造业创新发展的基石，实施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专项行动，

有利于引导企业树立“十年磨一剑”的精神，长期专注于企业擅长的领域，走“专特优精”发展道路；

有利于突破制造业关键重点领域，促进制造业迈向中高端，为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目标提供有力支撑；有

利于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占据全球产业链主导地位，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在 2018 年工信部公

布的“第三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单项冠军产品名单”中，我行业有 2 家企业入选：江苏恒立液压股

份有限公司（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宁波天生密封件有限公司（单项冠军产品）。

2019 年 6 月，工信部公布第一批 248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专注于细分市场，聚焦主业，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在改善经营管理、提升产品质量、

实现创新发展方面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我行业 4 家企业入选：四川日机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索诺

工业自控设备有限公司、宁波中意液压马达有限公司、成都一通密封股份有限公司。

“品牌建设 我们一直在行动”，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积极推荐行业企业入选制造业单项

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成效显著。《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作为行业媒体，积极搭建品牌推广平

台。此次“行业的骄傲”栏目将全面展示荣获工信部单项冠军、“小巨人”称号的企业，在品牌培育、

创新能力、主营产品市场占有率、重点应用领域、企业管理等方面的实力。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行业企业专注于专精特产品，持续提升产品创新能力，提升我国装备工业关键

基础零部件核心竞争力。

       品牌建设   

               我们一直在行动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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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概况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原江苏恒立高压油

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立液压”，股票代码：

SH601100）是中国高端液压元件领域的领军型企业，A 股

市场第一家以高压油缸作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公司成

立于 2005 年，总部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国家高新区，注

册资本 88200 万元人民币，其前身是成立于 1990 年的无

锡恒立液压气动有限公司。公司从 1992 年开始研发制造液

压油缸产品，1999 年成功开发挖掘机专用高压油缸，经过

29 年不断创新发展，恒立液压已经发展成为年销售超 42

亿元，总资产超 72 亿元，市值超 243 亿元（截止 2019 年

6 月 6 日），全球员工总数达 4300 余人，从事高压液压元

件及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大型跨国经营企业、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工

信部工业强基工程一条龙应用示范企业、中国智能制造百

强企业、中国绿色铸造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江

苏省优秀民营企业、国家行业标准制定单位、苏南创新示

范区瞪羚企业。

恒立液压立足于高起点和创新发展，瞄准全球高端液

压件生产领域的最新发展趋势，大力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

融合发展战略，推动各基地的智能工厂建设，最终目标是

将恒立打造成为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智能化液压件绿色制

造工厂，实现从产品为核心到消费者为核心、以规模化生

产到定制服务生产转型。面向市场和用户提供全套的高端

液压件及系统解决方案。2013 年以来，公司投入超 20 亿

元用于常州市武进区的三大制造基地的智能车间建设，已

建成了“挖掘机用油缸智能生产车间”、“高精密液压铸

件智能生产车间”、“高端液压泵阀智能生产车间”等三

个江苏省示范智能车间。

母公司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以液压油缸产品为

主营业务，厂区占地面积 430 余亩，员工 3000 余人，配备

近 1000 台（套）进口自动化加工设备，其中具有国际领先

水平的油缸制造、测试设备近 250 台（套）。公司建有亚

洲最大的高压油缸研发中心以及江苏省唯一的超高压油缸

小型化轻量化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另建有江苏省工程

中心、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江苏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

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专业技术研发人员 300 余人，年研

发投入销售占比达 4% 以上。目前，恒立油缸基地具备年产

45 万只挖掘机油缸，15 万只特种油缸的能力。2010 年“恒

立牌”液压油缸被评为江苏省名牌产品；2012 年，恒立公

司被江苏省经信委纳入“江苏省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试点

企业”。2013 年，被江苏省经信委认定为“江苏省信息化

和工业化融合生产过程智能化示范企业 ”。2016 年，被

中国铸造协会认定为“中国绿色铸造企业”。2017 年，被

江苏省人民政府认定为“智能制造先进企业”。2018 年，

被工信部认定为“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受益于工程机械行业的高速增长，作为液压核心零部

件供应商，恒立公司经营业绩良好，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421 097.54 万元，同比增长 50.65%；营业利润 96 085.53

万元，同比增长 119.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 664.35 万元，同比增长 119.05%。

经营战略

公司在经营战略方面将以“做有国际影响力的液压元

件与液压系统领域的百年老店”的美好愿望为动力，继续

深化和巩固内资品牌挖掘机高压油缸龙头产品的发展战略，

加大研发投入，保持技术、质量的绝对优势，强化和巩固

公司产品在内资品牌挖掘机高压油缸的龙头地位并逐步加

大公司产品在外资品牌挖掘机高压油缸的市场份额，加快

国际化进程；加大重型装备用非标准油缸的研发与投入，

保持技术领先，保证它的生产、销售持续稳步增长。同时，

实施走出去战略，利用“中国制造 2025”对接国外先进制

造业，不断整合国外优质液压资源，进行外延式并购发展，

力争通过五年左右时间的努力，成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

的高端液压设备供应商。

恒立液压目前按照“四大研发中心、七大制造基地、

三大海外营销中心”进行全球化产业布局，形成产业分工

明确、各具特点、一体化运营的现代产业体系。四大中心：

工信部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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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立常州研发中心、恒立上海研发中心、恒立德国研发中

心、恒立美国研发中心，各中心侧重点不同，在总公司统

一协调下，各中心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共享。七大制造基

地：高压油缸制造基地（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液压泵阀制造基地（江苏恒立液压科技有限公司）、高精

密液压铸件生产基地（江苏恒立液压常州铸造分公司）、

气动元件制造基地（常州恒立气动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立新工业阀制造基地（上海立新液压有限公司）、恒立美

国液压件工厂（美国芝加哥）、德国 INLINE 液压泵厂（德

国柏林）。三大海外营销中心分别是美国芝加哥营销中心、

德国柏林营销中心、恒立日本营销中心。

管理团队

公司现有一支高素质的经营管理团队，骨干成员具有

多年的液压行业从业经验。创业 29 年来，恒立液压创始人

汪立平先生及其管理团队一直致力于液压元件技术的开发

和众多领域的知识储备。将高端油缸的研发和生产作为系

统性工程来进行，集跨学科知识于产品整个制造流程，并

不断积累高压油缸制造工艺的各种经验，形成了独特的专

有技术知识体系。同时，引进全球化高层次人才，学习和

掌握行业发展前沿技术和先进管理知识来共同打造恒立的

核心竞争能力。

主营产品

恒立液压目前为全球最大的高压油缸（30MPa 以上）

生产基地和全球最大的盾构机专用液压油缸生产企业。公

司产品已从单一的液压油缸产品，发展到液压阀、液压泵、

液压马达、液压系统及精密铸件等延伸产业。

2018 年，公司共销售挖掘机专用油缸 41.35 万只，

同比增长 50.86%，实现销售收入 18.11 亿元，同比增长

56.95%。共销售重型装备用非标准油缸 14.37 万只，同比

增长12.76%，实现销售收入11.44亿元，同比增长9.73%。

挖掘机用油缸产品主要配套客户有卡特彼勒、三一、柳工、

徐工、神钢、久保田等客户。盾构机客户实现了全球主

要盾构机制造商的全覆盖，主要客户有法国 NFM、意大利

SELL、中国铁建、中铁装备、菲方重工、三三工业、日本

隧道、TERRATEC、日立造船、川崎重工等等，产品销往日本、

法国、美国、意大利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奠定了公司

在挖掘机和盾构机高压油缸产品研发及生产销售的龙头地

位。同时，子公司恒立液压科技自主研发的第二代 15T 以

下挖掘机用主控泵阀，凭借优异的产品性能，赢得了国内

主流主机厂三一、徐工、柳工、临工等信赖，实现批量进

口替代。

表 1 近 4 年恒立液压油缸产品销售数量

                                    单位：只

年份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挖掘机专用油缸 123143 137587 274122 413538

重型装备用非标油缸 57591 67441 127475 154516

合计 180734 205028 401597 568054

   

目前，国内挖掘机专用液压油缸市场逐步形成了日系、

韩系与自主品牌企业三足鼎立的格局。恒立液压挖掘机专

用高压油缸在进口替代市场上独具优势，占据 50% 左右的

市场份额，处于国内市场首位。

在技术要求高，结构设计复杂，长行程，高压力，大

缸径的高端重型装备用非标准油缸领域。恒立液压生产的

重型装备用非标准油缸主要应用于大型基建设备（挖掘机

除外），船舶，海洋工程设备，港口机械和工业设备领域，

并在各领域同国内外领先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在

旋挖钻机用油缸，隧道盾构掘进机用油缸，大型桥梁施工

设备用油缸，海洋船舶，港口机械用油缸等细分领域具有

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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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立液压全球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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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立液压的挖掘机用高压油缸产品就是为大中型挖

掘机使用所开发的高耐久高压油缸。适合于最高使用压力

为 34.3M P a、使用温度为 -20℃～ 100℃（寒冷地区规格

为 -40℃～ 90℃）的使用条件。恒立油缸产品的具有以

下特点：

◆小型、轻量、高强度：采用根据负载频率分析的强

度、疲劳设计、适应性的油缸体和活塞杆的选材及加工技术、

焊接技术，通过超声波探伤检查，作为高压规格，实现小型、

轻量、高强度、高可靠性。

◆密封系统：选用日本 NOK 公司和宝色霞板公司的能

够克服土木建筑业使用条件的密封圈，以及本公司独特的

密封系统设计，防止土砂尘埃，减少油漏，获得最佳的活

塞杆油膜。

◆缸体：按照合适强度、合适尺寸制造的本公司的缸

体的内面，经过滚光加工，达到了良好的粗糙度及表面硬度，

提高了耐磨性。

◆活塞杆：以高频淬火为基础，通过镀覆镍硬铬，提

高了防锈、耐磨以及耐伤性能。另外，通过 CNC 数控滚光

保证了表面网纹的均匀及高光洁度，从而保证了表面油膜

的良好，提高产品寿命。采用喷陶瓷等特殊工艺，满足海

工装备等特殊使用环境的要求。

◆安全 / 缓冲功能：根据客户需要，能够比较容易地

安装各种具有专用慢回程、计数平衡以及紧急关闭等功能

的阀，内藏能够在行程终端吸收冲击的缓冲机构。

截止到 2019 年 5 月，母公司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

公司累计获得授权 146 项，其中发明专利 13 项，实用新型

126 项。公司自主研发的 30 ～ 85T 大型履带挖掘机配套系

列高压缓冲铲斗油缸、盾构机械用推进油缸、260T 履带挖

掘机高压缓冲油缸等 36 项新产品被江苏省科技厅认定为省

高新技术产品。2013 年，“紧凑型缸体进油多级浮动高压

缓冲油缸”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重点新产品”（项目编号：

2013GRC10098）。公司是工信部“工程机械高端液压件及

液压系统产业化协同工作平台成员单位”以及“国家（行业）

标准制定单位”。参与制定行业标准 2 项（JB/T12232-

2015 液压传动液压铸铁件技术条件、JB/T12388-2015 自行

轮胎式平板搬用车）。

研发平台

公司现有的研发机构包括江苏省超高压油缸小型化轻

量化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高压油缸工程中心、

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以及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江

苏省研究生工作站、常州市工业设计中心。在美国和德国，

分别设立了海外研发中心。公司在常州油缸基地建有 3500

平方米的实验室和中试场地，引进了三坐标测量仪、光谱仪、

硬度计、力学试验机、油缸性能试验台等一大批先进的专

业化试验、测试仪器。中心引进了 SolidWorks 等三维设计

软件,并引进PDM、ERP、OA、MES等系统助推研发设计应用，

中心实验室通过 CNAS 认证。

在研发经费保障方面，及时落实研发经费是开发技术

研发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中心的主要经费来源于企业自筹，

以及部分上级主管部门下拨的科技项目立项资金。为了保

障研发经费能够及时到位，做到专款专用，公司制定了研

发经费管理制度，由财务部建立专账管理。公司年均研发

投入 R&D 占比在 4% 以上。

公司确立有清晰和长远的人才战略和标准，致力于

不断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持续培养各类优秀人才，从政府

人才激励、企业人才策略、研发团队考核等方面形成了多

层次的激励政策，建立了完善的激励机制，包括：构建政

府人才激励纽带；建立研发技术人才专项激励；提升人文

关怀。

在研发创新团队方面，公司先后聘请了德国、日本、

美国等数十位液压领域专家，与国内液压行业的专家共同

恒立油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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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超过 300 余人的国际化的液压研发团队，专业涵盖机

械加工、材料科学、工艺处理和测试科学。

恒立液压技术团队掌握了多项高压油缸关键技术，

如：活塞杆分段感应热处理技术、摩擦焊接技术、镍铬复

合电镀技术、浮动缓冲技术、高压油缸测试技术和方法、

高精密液压铸件技术等。同时，公司通过联合培养、实习

实践等方式培养人才。目前，公司与浙江大学、江苏大学、

兰州理工大学、燕山大学、常州大学等建立了产学研合作

关系。

品牌建设

品牌建设是不断扩大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关键举措之

一。公司将品牌建设上升为战略执行的高度，通过清晰战

略、品牌能力建设和有力的组织保证，把恒立液压品牌

建设为全球液压行业的知名品牌。为了加强恒立“HENG 

LI”品牌培育和管理，确保品牌资产保值和增值，塑造恒

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公司制定《恒立公司品牌管理制度》，

由企划部负责恒立品牌推广和管理。通过市场宣传、广告

媒介、社会公益等多种形式更好地传递恒立品牌形象。公

司将品牌建设和恒立的业务、商业模式融为一体，通过合

作伙伴、各利益相关方，将品牌涵义和理念全面渗透到、

传播给、根植于我们的客户。

公司通过定期讨论、决策机制，确认公司品牌建设规

划及其执行情况，进行品牌传播计划与项目的协调统筹工

作，为决策层及时提供品牌信息，讨论行业竞争对手的品

牌特点与竞争战略，确保公司整体品牌战略的有效落实。

同时，公司对商标保护高度重视，积极利用各种法律

方式在全球进行商标注册，恒立主标通过马德里国际商标

注册的形式分别在 33 个国家和地区申请注册，通过各国

单独注册的方式在全球 12 个国家进行了注册。

得益于公司品牌建设的成果，“恒立液压”荣获江苏

省著名商标称号，“恒立牌液压油缸”获得江苏名牌产品

证书。2015 年 9 月底，工程机械观察联合全球工程机械

产业大会组委会评选出了“中国工程机械产业最具影响力

供应商品牌 TOP50”，在液压系统领域，评选出了“中国

工程机械产业最具影响力液压系统品牌”，恒立液压位列

其中。

2017 年 9 月，“恒立牌高压油缸”被认定为“中国

机械工业名牌产品”。2018 年，被认定为“江苏省重点

培育和发展的国际知名品牌”、“江苏省隐形冠军企业”。

公司通过事先防御、过程监测、抽检监督等多种手段，

建立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全方位保证产品质量。在行业不

断降本的大趋势下，严守产品质量关，各项技术、质量指

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得到了全球客户的一致好评，按照

GB/T 19001-2008/ISO 9001:2008 标准建立了质量管理体

系，通过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按照 GB/T 24001-2004/

ISO 14001:2004 标准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通过了环境

管理体系认证；按照 OHSAS18001：2007 标准建立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通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按照

GB/T29490-2013 建立知识产权管理体系，2016 年通过了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

为了更好地保护技术创新成果，规避知识产权风险，

公司积极开展知识产权体系建设。根据 GB/T 29490-2013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在内部建立和推行了“企业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为公司在创新发展中的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奠定了基础。公司于 2016 年 3 月通过了中知公司

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公司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保护

与管理部门即知识产权管理部，建立健全覆盖企业研发和

成果转化各环节的内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对公司研发活

动的全过程进行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并对员工进行培训，

增强员工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建立知识产权创新激励机

制，鼓励员工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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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天生密封件有限公司

企业概况

宁波天生密封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生公司）是一

家以技术为导向的高新技术企业，成立于 1998 年，注册资

金 2500万元，总资产 25000万元，占地面积 2.4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 3.1 万平方米，现有员工一百余人，其中企业管

理人员38人，技术及科研人员37人，其中工程院院士1人，

高级工程师以上 8 人，团队人员 5 人是密封技术领域的顶

级专家，多人获国家技术进步二等奖及国家发明二等奖，

团队带头人为公司董事长励行根。

天生公司专业致力于核工业、石油、船舶、冶金、化

工、机械及航天航空等相关领域的高端密封垫片、密封板材、

密封填料（盘根）等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产品情况 

天生公司自主研发的“核电站反应堆压力容器用 C 形

密封环”，主要用于核电、核潜艇、核航母、海洋核动力

平台反应堆压力容器的密封，还可以用于航空、航天的密

封系统。

“核电站反应堆压力容器 C 形密封环”，全球只有 2

家公司可以生产，一是美国 Garlock 公司，二是宁波天生

密封件有限公司。天生公司生产的该产品，经国家能源局

及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鉴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填补了

国内空白，主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性能优于国

外同类产品（见表1）:总回弹量0.501mm（Garlock0.48mm），

有效回弹量 0.344mm（Garlock0.28mm）；起始密封预紧载

荷 187kN（Garlock 330kN）。

产品主要技术性能：泄漏率≤ 1.33×10-9Pa•m3/s ( 氦

气，△ p =1bar)。2015 年成功应用于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

司秦山核电站，成为了我国核电发展史又一个首次在核心

位置使用国产密封环的先例，保障了我国核电站的安全运

行，不再受制于国外，对国家核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核电站反应堆压力容器 C 形密封环”，全球只有

美国 Garlock 公司和天生公司两家公司竞争市场，因此在

国外核电站使用的密封环，美国 Garlock 公司占有率约为

70%，天生公司占有率约为 30%，现该产品天生公司已出口

巴基斯坦恰西玛及卡拉奇核电站等，且为“华龙一号”核

工信部单项冠军产品：核电站反应堆压力容器 C形密封环

项目 单位 技术指标 国外公司 Garlock 天生公司 比较说明

密封
特性
参数

Y0（初始密封） Pa•m3/s
 ( 氦气，
△ p=1bar)

泄漏率
≤ 1.33×10-9 

330kN 187kN 密封载荷越低越好

Y1（最大载荷） 704kN 879kN 700 ～ 900kN 满足要求

Y2（密封失效） 70kN 46kN 密封载荷越低越好

有效回弹量 mm ≥ 0.20 0.28 0.344 有效回弹量越大越好

总回弹量 mm ≥ 0.25 0.48 0.501 总回弹量越大越好

表 1 国内外 C形密封环性能参数（实测数据）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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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的出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天生公司在全球市场中排名

第二。该产品天生公司目前已占国内市场 75%，国内排名

第一。

2015 ～ 2017 年，天生公司“核电站反应堆压力容器

C 形密封环”销售额 10800 万元，利润 4000 万，上交税金

1250 万。主要客户有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中广核工程

有限公司、中国一重大连加氢公司、上海电气等。产品主

要销售大连、广州、深圳、山东、浙江、海南等地。产品

出口巴基斯坦恰西玛及卡拉奇核电等国家。 

天生公司长期从事密封件产品的研制和开发，近年来

研发成功并转化的项目达数十项，产品成功应用于我国所

有运营核电站设备及军事设备中，替代国外产品，获得客

户的一致好评，密封技术及产品获得国家、军队及省、市

级科技奖项80多项荣誉，获30多项自主研发专利证书（发

明专利 10项、实用新型专利 21项、外观设计专利 1项）。

主持制定国家标准 3项（非金属覆盖层齿形金属垫片 技术

条件 JB/T 12670-2016；非金属覆盖层波形金属垫片 技术

条件 JB/T 12669-2016；核电厂用柔性石墨板技术条件 NB/

T20364-2015，排名第一），参与制定国家、行业标准10余项，

主持制定企业标准 7 项。是国家能源局第一批、第二批核

电标准制定单位。以第一完成人完成的”核电站密封技术、

新产品及应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并打破了国外

垄断。以第一完成人完成的“核电站反应堆压力容器主密

封成套技术自主开发及应用”项目，荣获 2016 年度中国液

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行业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研发创新

公司建立了省级技术研发中心，设有宁波市特种密封

件工程技术中心和核级密封垫片检测中心，科研场所面积

600m2，检测设备 20 台 / 套。企业每年投入的研发经费占

总产值的 7% ～ 9%（约 500 ～ 700 万）。公司分别与多所

高校共建研发机构，

公司董事长励行根，长期从事密封件研制工作，获国

家、省级、市级科技进步奖一、二等奖多项，获国务院重

大技术装备技术进步奖；现任全国填料与静密封件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管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机械与填料静密封专业分会

副会长，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浙江省工商联副

主席。为中国密封工业发展和核电装备关键配套件的国产

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天生公司是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

协会常务理事单位、中国液压气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机械

与填料静密封专业分会副会长单位。

天生公司先后与中国核电有关科研院所和高校建立技

术研发联合体，如浙江工业大学工程研究中心、华东理工

大学实践教学基地、浙江工业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学位研究

生联合培养基地、清华大学静密封实践基地，还与上海核

工程研究设计院共建“核电密封联合研究中心”。

公司大力引进高端人才特别是创新型技术人才。经过

多年努力，造就了一支由中青年高级技术人才和大批技术

创新能手组成的企业创新人才团队，先后培养了副高级 3

人，专业技术工程师 5 人，专业型硕士研究生 10 名，在读

硕士研究生 22 名，另外还有来自清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

和浙江工业大学的 30 余名硕士研究生来公司参与实践锻炼

或集中培训。使企业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新思维和创造活

力。公司坚持发挥团队“人才库”、“智囊团”、“攻关组”

的作用，结合公司的实际，立足于解决问题，促进发展，

在重点项目研发、重大课题论证、培养人才等方面积极和

院士专家开展合作，先后完成数十项科研攻关和新产品开

发项目。

公司先后承担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5 年工业转型升

级强基工程项目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项目。

制度建设

公司建立 ISO9001：200874、GJB9001B-2009《质量

管理体系要求》、HAF003《核电厂质量保证安全规定》；

低泄漏填料产品通过了 ISO15848-1 和 AP1622 认证。公司

产品质量稳定，客户满意度达 95% 以上。建立了知识产权

保障制度，财务管理制度，质量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

制度，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技术创新激励制度，销售服务

管理制度等。是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达标企业，至今未发

生质量事故、环保事故、安全生产事故。建立了风险管理

制度，有效地控制企业各类风险，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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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概况

四川日机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机密封）

自 1978 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专业化发展战略，长期专注

并深耕于泵及压缩机等装备制造产业链中关键零部件——

机械密封产品，主营业务从未发生变化。

40年来，日机密封主要从事各类机械密封及其辅助（控

制）系统的设计、研发、制造和销售，并为客户提供技术咨询、

技术培训、现场安装、维修等全方位技术服务。公司产品

主要应用于石油化工、煤化工、电力等行业，在一些具有

良好发展前景的行业中也有所应用并已取得一定成效，如

核电、管道输送、能源回收、航空航海等领域的应用。目前，

公司逐步开始从向客户提供机械密封产品、提供机械密封

整体解决方案，转变为用户提供重要装置的运行环境分析、

在线运行密封的监测、检测和预测，以保障客户重要装置

在安全、环保的条件下运行。

日机密封采取“以技术研发为中心、产品制造为基础、

技术服务为依托”的模式，研发的核电站泵用机械密封、

天然气长输管线压缩机干气密封及其控制系统、“乙烯三

机”压缩机干气密封等产品，已经取得国内高端机械密封

重要地位。遵循“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与主机厂配套将

这些高端机械密封产品推向国外。同时根据石油、化工、

煤化工领域内等国家支柱企业的需要，通过研发、设计、

制造、试验、技术服务等工作，为这些企业提供关键、急需、

国产化的机械密封产品，由此为国家换取和节约大量外汇，

降低了这些企业的运行成本。

         四川日机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地位

机械密封产业是技术密集性产业，对人才的素质要求

高。公司拥有科研机构的研发基础，并通过四十年专注密封，

培养了一批有较高专业素养人才队伍，形成了管理、研发、

工艺、质保、市场等多个核心团队。

截止目前，公司员工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占员工总数

61.5%，其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人、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7人、高级工程师31人、工程师及助理工程师171人。

公司是四川省建设创新型企业试点企业，拥有四川省

企业技术中心、成都市院士（专家）工作站、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认定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中国液压气动密

封件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行业协

会机械与填料静密封分会的副会长单位，全国机械密封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91）委员单位，全国化工设备设

计技术中心站机泵技术委员会委员单位，中石化机械技术

中心站技术委员会委员单位。

在机械密封行业内，公司拥有密封基础技术研究、工

艺试验、产品开发、出厂试验、销售服务等全过程的业务，

能够为用户量身订做产品。也能够根据市场上的需求，自

己开发出市场上需要的产品，同时对重要装置的机械密封

实现国产化；在制造方面，企业具有很强的制造能力，生

产设备的柔性能力比较好，开发出来的新产品能够通过现

有的设备进行生产并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新的生产线的建设。

生产的产品通过公司的营销体系销售，并拥有彼此信任度

非常高的客户群体。

工信部第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主导产品：机械密封、干气密封、密封控制（辅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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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优势

日机密封作为中国机械密封行业研发很强的企业，压

缩机干气密封和高速机械密封等产品在国内拥有较高的市

场占有率。公司结合自己技术优势和技术特点，开发出一

系列的机械密封产品，在多个行业正逐步替代进口产品。

与国内企业相比，公司在技术、产品、服务等方面具有明

显优势；与跨国企业相比，公司在快速服务响应能力等方

面具有突出优势。

公司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国外的机械密封公司，但公

司在销售价格、服务、客户响应等诸方面均有明显的优势，

产品价格通常大大低于进口产品，且服务快捷，因此中

标机率较高。特别是公司生产的高参数机械密封、中高

压或大轴径干气密封等中高端产品。与国内公司相比，

由于高端产品的生产企业较少，竞争相对不激烈，公司

具有较强的技术优势，领先的行业地位使得公司拥有一

定的自主定价权。

日机密封长期服务于石油化工、煤化工、电力等国民

经济支柱行业，主要客户为国有大型龙头企业及下属骨干

企业，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延长石油、中核集团、

中广核集团、神华集团、大唐集团、沈鼓、陕鼓集团、瓮

福集团、东方电气等国内客户。公司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

可靠的产品质量、解决客户遇到的各类密封难题，同时公

司还通过对客户的需求进行深入了解，结合自身专业经验

和特有技术优势，为客户提出合理性建议、优化其设计方案，

降低其运行和维护成本。

多年来，公司展现的技术水平，服务质量，赢得了客

户的充分信任与肯定。因此，公司多次被全国机泵网、中

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齐鲁分公司、

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

限公司、大连苏尔寿等企业评为年度最佳供应商。

公司是中国石化物资资源市场成员、中石油一级网络

成员单位和物资供应商、中核集团合格供应商、中广核合

格供应商、全国机泵网常务理事单位。

公司长期使用“日机密封”商标，在国内、外石油化

工、煤化工、天然气化工、油气输送、电力、核电、军工、

冶金等领域内，销售机械密封产品。在这些领域内，客户

认同“日机密封”产品不仅质量可靠，而且技术含量高。

公司通过对品牌及注册商标的保护，防止有关商标侵

权事件的发生，提高了知名度和客户的认知度，维护了公

司品牌形象。近年来，公司的商标被认定为四川省著名商

标、成都市著名商标。公司干气密封及其控制系统获中国

机械工业名牌产品称号；干气密封产品获四川省人民政府

第十二届四川名牌产品称号。

经营战略

◆围绕主业做大、做精、做强

公司专注密封，坚持走专业化的高端精品路线，每年

营业收入的 5% 左右资金，高强度投入产品研发。通过主

动承接国家及行业的重点科研项目以及积极确立公司内的

研发课题，探索前瞻技术、研究基础技术、开发适应市场

需求产品。确保了公司在国内机械密封行业内的技术领先

地位。

为此，公司以高压大轴径干气密封、高温高压金属波

纹管密封、超高压密封、高压大轴径釜用密封、管道输送

密封、核电密封等产品为典型代表，不断推出更高应用参

数的产品以适应市场需求；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延伸服务、

细化服务等方式不断提高优质客户群体对公司的依赖度与

信任度，开发密封运行状态监测系统，建立密封全寿命管

理体系，为客户提供预知性分析，使客户从“故障处理提

升到预防性维护”，从而杜绝突发恶性事故；抓住公司在

核电密封、管道输送高压干气密封、超高压干气密封、乙

烯三机干气密封及盾构设备密封等产品上取得重大应用突

破的机会，加大市场推广力度，迅速实现全面替代进口；

充分发挥公司多年积累的品牌、技术、客户资源及营销优势，

积极拓展新的应用领域，除了公司长期布局且已取得初步

成效的核电领域及海外市场外，公司将开始建立军品生产

销售体系，在解决国防领域高端密封产品供需矛盾的同时，

逐步提升公司在军工领域的市场占有率；加大人才培养与

储备，实施人才队伍的长期利益捆绑机制，保持公司长期

可持续发展；坚持均衡发展理念，在产品质量、交货期及

成本控制等方面持续提升，确保满足每一位客户的需求。

实现企业的做大、做精、做强目标。

未来 3 ～ 5 年，公司的经营目标为：在机械密封产业

实现 7 亿～ 10 亿元收入，在核电密封、海外市场、管道输

送密封三个领域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公司将跻身世界前列，

实现成为国际知名流体密封供应商的愿景。

◆利用平台优势拓宽业务范围

将利用上市公司的平台优势，积极寻找与公司具有较

高协同效应、相近技术层次或具备较好发展前景的标的企

业，通过并购实现公司以下几个发展目标：通过收购同行

业国际国内优质企业，实现公司优势产品互补、快速占领

新市场、快速推广新产品、提高市场占有率等目标；通过

收购上游供应商实现掌控资源、提高源头技术能力、增厚

利润等目标；通过收购下游客户，实现公司拓展市场空间、

完善产业链；通过收购与公司具有类似客户群体且产品技

术领先、应用前景良好的企业，实现公司拓宽业务范围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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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索诺工业自控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诺自控）

前身是奉化市天工气动成套厂，成立于 1988 年，是一家集

研发、生产、销售各类自有品牌气动元件为一体的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公司位于宁波市奉化市溪口工业园区，占地

13 余亩，建筑面积 1 万平方米。索诺自控产品涵盖了各类

气源处理件、气动控制元件、气动执行元件、气动压机、

气动管接头、气管等6大类近3070种系列规格的气动产品，

为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内

知名公司配套。生产体制按产品种类分，实施专业化生产，

关键零件的数控化加工率达到 100％，年产能达 800 万件

（套）。

公司通过 ISO9001:2008 年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 

2015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45001:2018 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体系认证、“品字标浙江制造”产品认证、欧盟CE认证，。

2016 年，“STNC”商标被延续认定“浙江省著名商标”，

2017 年，“STNC”牌气动元件被再次认定为“浙江名牌”

产品。索诺气动曾为 2008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智能草坪

工程”（“给未来的信”、“草坪红地毯”、“草坪开花”）

提供气动系统的设计制造和现场服务。

索诺自控一直注重产品的研发和创新，密切关注气动

元件产业的发展动态和趋势，利用公司自身优势，不断加

强生产工艺和相关设备方面的投入，研发新产品。不断引

进学习国际、国内的先进管理模式，组建了与研究、生产、

销售相适应的组织机构，各专业团队之间分工清晰，权责

        宁波索诺工业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明确，能有效地组织进行新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质

量管理、销售。

公司制定了严格的质量把控流程，质管部负责产品质

量管理，根据顾客反馈的产品质量信息、供方和合作伙伴

的数据信息，针对出现的产品质量和原辅材料的质量问题，

分析产品和服务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制定改进产品和服务

质量的措施，及时调整或改进。

关于内部质量管理，按照程序文件，对每一个产品

内在及包装、每一项原材物料都制定完善的验收和生产

标准，严格按照标准实施生产过程中的质量监督管理。

定期组织质量管理环节部门召开产品质量分析会和质量

鉴评会，组织分析公司产品、半成品生产过程中存在的

影响质量的问题，并采取措施加以改正，确保产品不出

质量事故。

索诺自控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提升了公司

核心竞争力，有力地支撑了产品的全球市场拓展。知识

产权战略目标使索诺自控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果。截至目前，索诺自控总计获得 71 项专利授权，其中

发明专利 6 项，实用新型专利 56 项，外传设计 9 项。公

司每年投入不低于销售收入的 4％用于产品研发和技术

创新。

公司重视品牌建设与培育，以品牌拓展市场，走一条

以质量创牌、技术创牌、知识产权创牌的经营之路。运用

各种宣传工具，教育和引导全体员工树立“索诺”产品的

荣誉感，增强品牌意识，使争创名牌成为每一位员工的自

觉行为。公司将继续强化品牌建设，稳步提升产品质量，

通过专业展会、专业媒体、网络平台等渠道进行品牌宣传

推广，为打造行业一流企业继续努力。

公司一贯遵循“人本、创新、发展、共赢”的方针，

发扬“索求新高、诺言诚信，天下有我，工精业成”的

精神，凭借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保障了高品质生产气

动产品，为争创“中国气动、索诺天工”的民族品牌而

努力。

工信部第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主导产品：气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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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概况

宁波中意液压马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意液压）创

始于 1971 年，2000 年实行股份制。公司从 1989 年开始与

上海煤炭科学研究院合作开发摆线液压马达，已有近 30 年

的技术积累和品质管理经验。公司建有两大生产基地和一

家研究所，其中浙江宁波生产基地占地面积 44000 多平方

米，企业总资产 3亿元；安徽芜湖生产基地占地面积 80000

多平方米；设立在山西太原的液压高科技术研究所主要研

发高性能液压元件、先进电液控制系统等。公司具有年产

40 万台液压马达的生产能力，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专业

生产液压马达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之一。

公司先后通过 ISO9001、ISO/TS16949 质量管理体系、

ISO14001环境体系、OHSAS18001职业健康与安全体系认证；

荣获国家火炬计划、浙江省名牌产品等多项荣誉；与中国

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联合建立液压马达耐磨

涂层材料研发中心；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高

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宁波市创新技术团队；研发的

ZYH 液压回转装置居于“国家火炬计划项目”；2016 年成

为宁波市智能制造协会理事单位；入选 2018 年浙江省“创

新型示范中小企业”、浙江省“隐形冠军”培育企业名单。

2018 年公司参与“浙江制造”标准 T/ZZB 0520—2018《端

面配流型摆线液压马达》的制定。2013 年获批浙江省博士

后工作站，并于 2015 年正式挂牌，为公司高端液压马达领

域的研发注入强劲动力。 

中意液压一直秉承“品质成就梦想”的经营理念，以

先进的管理理念、世界领先的加工技术和检测技术，为国

          宁波中意液压马达有限公司

内外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公司重视“科技兴企”，

培养一支强大的研发团队。长期与上海大学、太原科技大

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及行业内的专家教授保持良好的技术合

作关系，并与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共同

组建“液压马达耐磨涂层材料研发中心”。组建的省级研

发中心主要围绕摆线液压马达、柱塞液压马达等产品，应

用先进的减磨耐磨涂层技术，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和工程化

实验，全面提高液压马达的压力等级。

坚持创新驱动、智能化绿色发展、强化基础是公司一

直以来秉承的发展理念，内部推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

造，全面实行 ERP 信息化管理，以先进的管理理念、国际

标准化的加工车间、世界领先技术的制造、检测设备，如

高精度双面磨床、德国宝林内腔磨床、德国 Peter Wolters

公司的高精度内孔磨床、氢氧爆破去毛刺机床、内曲线磨

削设备、善能卧式绗磨机、国外先进的切削中心及加工中心，

蔡氏三坐标测量仪、圆柱度测量仪、清洁度检测仪、晶相

检测、各种硬度检测仪、磁粉探伤仪等，保证了产品的加

工及测量精度。在测试设备方面，2006 年公司成立了国家

塑料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液压马达检测科研基地，

先后建立了高低温功率回收寿命测试中心，转向器多功能

寿命测试中心，智能化马达快速测试中心，高强度智能化

液压绞车起吊测试中心，摆线泵测试中心、密封件测试中心、

高精度分度控制系统测试中心、微型马达测试中心、转定

子扭矩测试中心等 16 种测试单元，可全面测试各类液压马

达产品，为提升产品性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8 年公司投入近 5000 万元进行智能化改造，建设

工信部第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主导产品：液压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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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车间，上料、装夹、检测、转运均由机器人完成，

最大限度降低了人为因素的影响，大大提高了产品质量的

稳定性。公司通过自主创新与产学研合作取得了丰硕的科

研成果，2016 ～ 2017 年共获得 10 项专利，其中 9 项为发

明专利，正在受理专利 3项，其中 2项为发明专利。

公司实行中心负责制，有清晰的组织架构和明确的职

能权限。生产中心分管生产管理部、生产制造部、动力设

备部和工艺装备部，打通整个制造过程的供应链，最大限

度地消除部门与部门间的壁垒，提高工作效率。技术中心

分管工程技术部和品质保证部，总体策划产品设计和品质

控制，开展先期产品质量策划，降低设计缺陷，提高品控

能力，缩短产品开发周期。

主营产品

中意液压主要生产液压马达，产品主要有 BM 系列摆线

液压马达、JMDG 系列曲轴连杆式径向柱塞液压马达、QJM

系列径向钢球液压马达、叶片海水泵等，其中摆线液压马

达的年产量占总产量的 50% 以上。液压马达因其体积小、

转矩大、安全性高等优点，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被广泛应

用于塑料机械、工程机械、农业机械、橡胶机械、起重运

输机械、渔业机械及专用机床等设备上的驱动系统中。随

着压力级提高和产品性能提高，应用越来越广泛，现在已

拓展到了木工机械、林业机械、煤矿机械、冶金机械等领域。

自 2000 年转制以来，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现有员工近

300 名，其中技术人员占 30%。目前研发团队人数已达到

30 余人，其中高级职称 5 人，中级职称 12 人，本科以上

学历 25 人，专业层次齐全，工作年限平均在 5 年以上，企

业每年用于产品研发的资金占销售收入的 5% 以上，并对研

发中心独立核算，专款专用，已形成制度化和规范化。

公司通过体制改革、先进设备的引进和技术创新，产

品质量有了快速的提升，目前中意液压生产的摆线液压马

达已处于国内一流、国际先进水平，每年以 30% ～ 40% 的

速度稳步发展，2016年销售额1.2亿元，2017年销售额1.7

亿元，2018 年销售额 2.1 亿元。国内除西藏外，均有稳定

客户，并且在数量和规模上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势头；国外

主要销往德国、英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美国、加拿大、

巴西等美洲国家以及俄罗斯、韩国和中东地区，出口额占

公司销量的 30% 左右，且逐年递增。

主要优势

中意液压在液压马达行业之所以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主要归结为以下几个因素：

◆创新能力强——拥有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

中心，长期与上海大学、太原科技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及

行业内的专家保持良好的技术合作关系，同时引进海外知

名专家为公司研发注入先进理念。通过整合研发资源，平

均每年申请 3 项专利。公司拥有授权专利 11 项，先后被评

为高新技术企业，宁波市技术创新团队，宁波市技术创新

示范企业。

◆量大品种齐——产品生产机械化程度高，拥有国际

标准化的生产车间及加工中心，年产各类液压产品25万台。

产品品种齐全，产品涵盖农业机械、林业机械、船舶机械、

塑料机械、工程机械等系列上万个品种，可在最短的时间

内满足国内外客户订制采购需求。

◆销售网络广——公司营销网络覆盖国内除西藏外的

各个地区，在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庞大的物流

通道，可在最短的时间，以最快捷的方式将产品送到全球

各地客户手中。

◆品牌知名度高——公司在 ziHYD 知名品牌的基础上

产生出了品牌 THOTH，ziHYD 品牌主要应用于国内市场，

THOTH 品牌主要应用于国际市场，社会认可度高，产品远

销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与 SANY、XCMG、META、DICSA、

PORTFILL、STAR 等多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屡获优秀供应商称号。

企业规划

中意液压中长期战略规划，是要在 3 ～ 5 年内成为液

压马达行业 5 大国际知名品牌之一。“中意”已获得“浙

江省知名商号”，长期的品牌宣传使公司产品积累了较高

的知名度，在当地有较高的影响力，公司将加强和规范

“ziHYD”和“THOTH”商标管理，进一步完善商标的国内、

外商标注册与保护，以提高企业标识的知名度来扩大公司

的良好信誉，提高员工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公司引入卓越绩效模式进行经营管理，开展 QC 小组、

合理化制度等活动，以 ISO9001 管理体系、ISO14001 管理

体系、OHSAS18001 体系、清洁生产等管理体系为支撑，并

通过各个层次会议、管理评审等方式进行改进和提高。在

产品质量管理中，对每个关键环节都设立了质量控制点，

使每道工序都得到有效控制，确保优质产品送到顾客手中。

公司有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为安全生产标准

化达标企业（三级），配备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员，成

立安全生产管理小组，对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因素做了有

效识别，并设定了应对预案。在公司内部定期组织和开

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全面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

防范能力。通过有效的制度建设及强力执行，公司实现

重大安全零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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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一通密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通密封）成

立于2004年，注册资金4683万元，是一家专注于干气密封、

机械密封及辅助系统应用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为一体

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专利 46 项，其中发明专利 4 项。一

通密封创立二十年来，始终坚持自主创新，积极与国内高

校和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整合高校优势资源，推动密封

技术发展与推广应用，将干气密封技术与产品推广到石油、

化工、化纤、化肥、炼油、造纸、核电、火电、冶金、食品、

医药等国计民生领域。公司先后通过 ISO9001，ISO14001，

OHSAS18001 认证，取得“中核集团合格供应商证书”，是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核集团等国内大型石油化工

核电企业供应商。

公司注重人才队伍建设，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软件和硬

件的更新换代。现有博士 1名，硕士 6名，本专科百余人，

具有中高级职称工程技术人员 30余人。近年来研发资金年

投入逾千万，用于密封前沿技术研究与应用研发，拥有多轴

加工中心，铣削加工中心以及高精度数控机床数十台。2008

～ 2017 年多次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获得“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荣誉，2018年通过并成立四川省企业技术中心。

一通密封坚持自主创新，屡创佳绩，多次打破国外

垄断，成为技术国内领先，综合实力国内前三的专业密

封方案供应商，已具备与世界一流密封技术企业同台竞

争的能力。

◆乙烯装置

2004 年完成了大庆石化 35 万吨 / 年乙烯装置干气密

封改造，2007 年完成了大庆石化 30 万吨 / 年乙烯装置干

          成都一通密封股份有限公司

气密封改造，2010 ～ 2011 年完成了广州石化 21 万吨 / 年

乙烯装置干气密封改造；2018 年配套大庆石化裂解气压缩

机干气密封顺利开车；为用户扬子石化、扬子巴斯夫、吉

林石化等修复国产化的乙烯装置干气密封。

◆高压加氢装置

2008 年，完全国产化的大庆石化 500 万吨 / 年加氢

裂化装置氢压缩机干气密封成功应用，压力达 16.5MPaG；

2016 年 20MPaG 级高压干气密封在山东方宇润滑油有限公

司 60 万吨 / 年蜡油加氢装置氢压缩机上使用；其他用户有

锦西石化、长庆石化等。

◆管道输送压缩机领域

2012 年，国内首套修复管道输送压缩机干气密封在西

气东输二线红柳站 3# 机上使用；自 2014 年，成套配套西

气东输二线轮吐孔雀河、吐鲁番站干气密封及系统以来，

陆续配套了广州压气站、托克托压气站、鄂尔多斯压气站、

乌兰察布压气站、醴陵压气站、中卫压气站、唐山压气站

等天然气增压站，涉及西气东输、陕京线、中俄东线等主

要天线气输送线。

◆节能环保领域

公司干气密封产品功耗仅为普通机械密封的 1/10，对

于减小有毒有害物质排放，改善环境，降低能耗效果显著。

以公司参与的北京燕山石化“碧水蓝天 LDAR 泄漏治理等改

造项目”工程为例，现场 vocs 排放降低了 80%，功率消耗

降低30%。已连续两届获得“北京燕山石化年度优秀供应商”

荣誉称号。此外广州石化、扬子巴斯夫等企业通过干气密

封改造，在节能环保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

◆其他前沿领域

2010 年，配套清华大学核电试验氦气气冷堆干气密封

交付使用；2012 年，为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

司研发的“350 万吨 / 年天然气液化项目”研制的 350mm

轴径制冷压缩机用干气密封通过验收；2018 年 12 月，自

主开发的高压上游泵送密封在中海油惠州油田 32-5 平台外

输油泵上成功应用；2019 年 1 月，自主开发的超临界 CO2

干气密封成功应用。

工信部第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主导产品：干气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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