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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年初春，中国玻纤/复合材料信息网的记者专

程赴法国参加了第五十届JEC国际复合材料展览会。

作为业界久负盛名的国际性会议，本届JEC国际复合

材料展览会一如既往地向世人呈现了复合材料行业

最新技术和应用成果概况。

三天展会期间也安排了丰富的技术讲座，其中

斯坦福大学Steve Tsai教授讲述了“设计及检测不变

量理论”，GKN 航天公司项目经理Kevin Peters讲述

了“复合材料混合结构的低成本生产及安装”，佳

斯迈威公司研究经理张先生讲述了“高性能、高产

量工业用创新玻璃纤维/热塑性复合材料” 等，43位

来自不同国家和公司的专家、技术人员主讲。

期间还安排了颁奖典礼，为鼓励创新活动，组

委会给复材应用、开发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与个人颁

发了奖品，以表彰他们为复合材料事业做出的努力。

获奖企业有：荷兰阿克苏诺贝尔聚合物化工

公司、法国赫氏公司、韩国现代汽车公司、荷兰国

家航天实验室、法国PPE等 18家企业。斯坦福大学

第五十届法国JEC国际复合材料展综述

Steve Tsai教授 获得了终身成就奖！

整个展馆分为三层，在总面积60000平米的展览

区内，来自世界各地的近1000家复材界企业，为人

——中国玻纤/复合材料信息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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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送上了一场视觉盛宴。

本次JEC展览会的主题是“JEC复合材料创造

更好的生活”，因此，展会上有许多汽车、航空航

天、船艇、铁路、建筑材料、电器电子、体育设

施、娱乐休 闲等方面的复材产品，向人们展示了当

今最新的复材产品、技术工艺及在生活中的应用。

这些领域正在越来越多地利用复合材料的性能和特

性。其中汽车行业要求大 批量生产的市场非常大，

今年汽车行业的进步最受关注。

记者获悉，北美和欧洲是整个复合材料价值

链（原材料、工艺、工厂和设备、成品）的成熟创

新区，而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步提高复合材料的应用

率。按产值计 算，世界主要地区的产量分布相对均

匀：全球市场612.1亿欧元，亚太地区占43%，北美

占32%，欧洲和中东地区占20%，拉丁美洲和非洲占

5%。可见 亚太地区是应用复合材料最多的地方。

中国共有上百家复材企业参加了本次展会，

中国复合材料集团、重庆国际、巨石集团、泰山玻

纤、林州光远、长海股份、内江华原、双一科技

等，这些优秀的代 表们在巴黎这个世界之窗展示

了中国企业独特的风采，兆鋆新材，惠柏新材，华

科树脂，泰田液压等企业在这次法国之行中收获良

多，满载而归。

通过与参展、参观企业的交流，我们了解到JEC

展会，包括国内的复合材料工业技术展览会，主要

是工业原料和半成品技术展览会，和国内的一些终

端产品展览会有很大的不同。

目前，JEC复合材料展览会主流产品是碳纤维增

强和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单就碳纤维复合材料来

讲，对我们中国是一个发展的最好时机，原因就是

我们经过 20多年积累，玻璃纤维、不饱和树脂、乙

烯基酯，包括环氧树脂在内，中国的企业产量、规

模包括盈利能力，目前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唯

一欠发展的产品就是 碳纤维，因种种原因，碳纤维

在国内发展起步早，但是发展缓慢；经过近七八年

的发展，国内有几家企业已经有一定规模，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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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质还不够稳定，我国的碳纤维 产品与国际水平

还有一定差距。

但是碳纤维复合材料不是一个新兴的材料，碳

纤维环氧的预浸料，包括玻璃纤维预浸料，在中国

的发展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

期，台湾人 进入中国的福建和广东地区，把碳纤维

预浸料和环氧树脂预浸料用于体育休闲产品制造领

域。无论从工艺、材料还是技术层次上，都是一个

成熟的产品。玻璃纤维预 浸料在覆铜板领域的应用

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已经是很成熟的产品材料。

现在有一种新的说法，就是说“先进复合材

料”，所谓先进复合材料就是和碳纤维、环氧、预

浸料或者碳纤、环氧 、复合材料画等号，但是它的

应用领域主要为航空航天和一些军工领域，因为应

用领域的高附加值、先进性等，所以在划分上面被

称为先进复合材料。但不管是先进 复合材料还是

碳纤维复合材料，叫什么并不是很重要，最关键是

它的一些成型的工艺和产品的特性是否代表了先进

性，是否代表了新的市场方向 。

碳纤维复合材料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确实是

比较高端的应用，附加值是比较高的，但在成型方

法上，技术还是比较传统的。因为中国开展这方面

研究或制造的企业比较少，所以才显得比较神秘。

碳纤维复合材料在欧洲目前有新的进展，包括

美国碳纤维复合材料在汽车上的应用，因为汽车是

一个工业化的产品，它要求规模化、批量化生产，

所以碳纤维复 合材料工艺，航空航天上用的工艺是

不可能复制到汽车领域的，否则成本比较高，汽车

工业难以承受 。正是因为汽车行业规模化发展的需

要，随着碳纤维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在汽车领域的

应用，在成型工艺、制作方法和材料配方开发上，

有很大的进步。这是目前碳 纤维复合材料批量化使

用、规模化使用向工业领域拓展的新方向。

这几年JEC展示的一些新工艺方法、新设备、新

技术，都适应碳纤维复合材料大规模应用于汽车行

业发展的需要。前几年奔驰和宝马公司分别和迪芬

巴赫、舒 勒公司进行合作，开发出来的高压RTM成

型工艺， 包括布勒尔公司一个基础材料公司开发的

低压RTM成型工艺，它们都是快速成型工艺，都是

拼样的制造工艺，具有可复制性、成型效率高、低

周期的特性，为复合 材料大批量应用于汽车行业提

供了良好的基础。

也正是由于这种新工艺、新设备、新方法的大

批量使用，为碳纤维、环氧复合材料运用于其他的

工业领域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方法，而且会促进碳纤

维、环氧复合材料在其他领域和总规模上的增长。

这是今后一个阶段大家应该关注的重点或者主要的

发展方向。

除了设备和工艺，材料技术、配方技术、材料

改性也是主要方面，这几年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对此取

得了长足进步。比如快速固化环氧树脂、用在航空航

联系电话：0534-2220163  传真：0534-2220192   邮箱：cnfrp@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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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领域的 一些环氧树脂，往往由于产品的厚度比较

大或密度比较大，成型周期比较长，有的需要半小时

甚至一、两个小时以上，用在汽车领域这个时间周期

是不能允许的，像 迈图、氰特开发出来的一些两、

三分钟快速固化环氧树脂，也为规模化工业使用打下

了良好基础。

和碳纤维配合使用的除了环氧树脂以外，还有

乙烯基树脂、聚氨酯树脂等，它们的批量化、成熟化

研发应用是一个发展方向，比如雷克德乙烯基树脂、

拜耳和巴斯夫的聚氨酯用于碳纤维复合材料，也为碳

纤维复合材料多样化、批量化提供了可选择的余地。

碳纤维复合材料因为成型特性的要求，它不可

能制作一些复杂的产品， 所以后道加工也是比较

关键的。后道加工的一些刀具，这几年从寿命、加

工效益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比如说 WALTER、

SANDVIK、Asahi Diamond Industrial Europe SAS 这几

年研发出一些专门应用于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刀具。为

工业化的应用，欧洲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随着汽

车行业的一声令下，欧洲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可能就会

在 汽车方面有大批量的使用。

以上这几个方面，无论是在材料技术、设备技

术和工艺技术上，还是后道加工技术方面，中国和欧

美国家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这应该引起我们国

内相关行业、企业的足够重视，否则工业化运用碳纤

维这个时代来临，可能我们国内企业没有做好充分准

备，只能是望洋兴叹。

但是复合材料因为自身的特性，与材料、工

艺、设备、操作方法和管理模式都有很大关系，所以

复合材料制品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们花更多

的时间和精 力去做一些大量细致周密的工作，积小

胜为大胜，一点点小小的技术积累为大的技术提升。

需要厂家投入很大的精力、人力、物力做一些系统的

提升，这样就会在以 后的经验中充分发挥我们的优

势， 同时在技术方面要跟上欧美国家的发展潮流，

在新产品的开发上，中国企业还是有一定实力的。

对于如何解决国际差距，有企业说应该高度重

视研发，拿出一定利润去做研发。复合材料是性价比

优化选择的一种替代材料，它不是原始应用材料，它

也不是唯一选择材料，那么创新就是复合材料能够生

存和发展的唯一道路。

2015年的JEC国际展览会，不仅向人们展示了最

新的复材材料以及技术产品，更让人们了解了复合

材料在各行各业的应用前景与发展动向，拓宽了我

们的视野与思路，相信通过这个机缘，会给国内复

材行业转型升级注入新的活力，带来创新与超越的

新契机。

联系电话：0534-2220163  传真：0534-2220192   邮箱：cnfrp@126.com

以上观点限于本网，本网记者于珍报道

更多信息请关注中国复合材料信息网

http://www.cnfr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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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当前形势

进入“十二五”以来，玻璃纤维行业和复合材

料行业，在各自行业发展规划的引导下，克服世界

经济持续低迷和国内经济转型的种种实际困难，产

品结构调整和行业转型发展稳步推进。随着两个行

业不断发展壮大和延伸，纤维复合材料产业链上下

游两端逐步相互融合。目前产业链上下游两端的行

业发展情况如下：

1、玻璃纤维行业

根据国内外市场形势的变化，《玻璃纤维行业

“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了“全行业进行发展战略

结构大调整，从以发展池窑为中心，转移到完善提升

池窑技术、重点发展玻纤制品加工业为主的方向上

来”的行业发展战略大调整。在此战略规划的引导

下，一方面大型池窑企业实施精细化管理，进行工艺

技术改造和产能结构调整；另一方面球窑、坩埚等中

小企业实施转产转型，大力发展制品深加工业。

玻纤纱方面：经过努力，目前全行业已经成

功扭转了玻纤纱产能过快增长的势头，同时产能结

构明显优化，代铂坩埚产能持续减少，池窑拉丝比

例进一步提升至90%以上，池窑纱品种结构已经由

单纯的E玻纤和E-CR玻纤品种为主，转变为根据市

场和客户需求确定玻纤纱品种，风电用纱、耐腐蚀

化工纱、电绝缘用纱、热塑增强用纱等均实现差异

化、池窑化生产。同时池窑技术已经由大漏板、纯

氧燃烧、电助融、物流自动化等，向全窑低能耗、

纤维复合材料行业当前形势与未来发展趋势

全自动技术过渡。

玻纤制品方面：伴随着行业发展战略大调整，

企业纷纷转产制品深加工业。巨石、泰山、重庆三

大池窑企业纷纷加大对制品深加工生产线的建设投

入，江苏九鼎、江苏长海等专业制品生产企业已成

功上市，四川玻纤、陕西华特、常州宏发、兖州创

佳等企业也都在积极打造玻纤制品深加工生产基

地。玻纤用高速剑杆织机、喷气织机、多轴向织机

等先进制品生产设备纷纷实现国产化，并在行业内

获得迅速推广，织物涂覆处理技术成为企业尤其是

中小企业研发新产品、拓展新应用、实现差异经营

的核心。此外高硅氧玻纤、耐碱玻纤、低介电玻

纤、高强玻纤等高性能玻纤制品研发与应用也成为

行业热点。在玻纤纱产量增速持续回落的同时，借

助制品深加工业的快速发展，全行业各主要经济指

标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快速增长。

市场结构方面：随着外贸出口的持续低迷和国

内需求的稳定增长，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将出口比

例降至30%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玻纤企业的内销

比例明显提升。而在国际市场方面，一方面国内玻

纤及制品出口的产品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玻纤织物

等深加工制品出口比例明显提高，另一方面近年来

重庆国际通过收购或控股，先后在巴西和巴林拥有

了玻纤纱池窑生产线，巨石集团则在埃及和美国加

紧建设自己的海外玻纤生产基地，行业逐步用海外

投资来代替贸易出口，实现对全球市场的占领。

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  中国复合材料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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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十二五”以来玻纤行业主要运行指标情况

2、复合材料行业

《复合材料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

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创新促进产业结

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围绕相关产业

发展对复合材料产品的需求，全面提升复合材料产

品制造工艺技术与装备水平，加强基础技术研究，

加大先进技术推广应用和产业化力度，不断提升产

业整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为实现复合材料产业由

大变强奠定坚实基础”。

2011年复合材料行业呈前高后低运行态势，

全年基本保待平稳增长，复合材料在风力发电、交

通运输、水处理、建筑、基础设施等领域得到进广

泛应用。2012年，受外部经济疲软及国内经济增速

放缓影响，市场需求持续萎缩，同时原材料价格上

涨，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复合材料行业造成了较

大影响，部分产品价格出现下滑，规模以上企业亏

损加剧。2013年复合材料行业仍处于前几年高速增

长后的相对需求平缓周期。面对市场需求的持续低

迷，行业通过提升工艺技术水平，提升产品质量，

拓展应用领域，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以期实现

复合材料行业的转型发展。

进入“十二五”以来，复合材料行业在产能

规模、应用拓展等方面不断取得进步。但在产品结

构、企业布局、重大技术及装备方面与国外仍有较

大差距，行业发展方向不够明确，重点不够突出。

目前国外在纤维复合材料方面重点发展热塑性复合材

料，并且行业生产已经逐步由机械化向自动化过渡。

表2 “十二五”以来复材行业主要运行指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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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内纤维复合材料行业发展，仍以热固性复合材料

为主，且手糊制品的比例较高。行业发展与国外相比

有较大差距。复合材料行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已经阻

碍了玻璃纤维行业拓展内需市场的脚步，并制约了整

个纤维复合材料产业链的实力提升。

二、面临形势及趋势

从行业整体外部环境来讲，由于劳动力、资

金、原材料、土地和资源环境成本不断攀升，中国

已经逐步告别低成本时代。低成本时代的结束，意

味着企业单纯依靠增加设备、扩大规模、加强管理

等措施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挖掘成本潜力，实施低

价竞争和获取利润的经营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适

应当前的发展环境。行业必须加快实施转型发展，

走专业化差异化经营，精细化管理和节能环保可持

续发展之路。

玻璃纤维行业方面，全球玻璃纤维行业产能结

构调整趋势明显，一方面，全球玻纤池窑产能分布

逐渐由北美、西欧、东亚，向拉美、东欧、中东、

东南亚及非洲等具有能源、原料及劳动力成本优势

地区转移，品种结构也已经由单纯的E玻纤和E-CR

玻纤品种为主，转变为随时根据市场和客户需求随

时进行配方研发，实施差异化专业化生产。另一

方面，国外传统玻纤企业如欧文斯科宁、圣戈班、

PPG、AGY等，近五年来已基本没有新增产能，有的

甚至逐步退出了玻纤纱生产，与此同时，各大企业

纷纷把发展重点转向了下游制品深加工领域，例如

法国圣戈班集团就将其玻纤纱业务全部转让给了欧

文斯科宁集团，而专注于工业织物的研发、生产和

经营。

复合材料行业方面，近年来发展同样呈现出产

业结构大调整的趋势。复合材料的回收及循环利用

问题近年来已经逐步成为业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而

热塑性复合材料因其重量轻，抗冲击性和疲劳韧性

好，成型周期短，特别是可回收利用的特性，逐渐

受到大家的青睐，已经成为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和

重点。近年来，西方各国加大了对热塑性复合材料

的研究与生产，使其在纤维复合材料总量中的比重

快速提高，目前已超过50%。

三、行业发展方向及发展重点

1、指导思想

随着纤维复合材料产业链上下游两个行业的

相互延伸融合，未来纤维复合材料作为一个行业整

体，要形成统一的发展战略，即“完善提升池窑技

术，做好玻纤制品的专业化差异化发展，不断提升

热固性复合材料生产技术的自动化、机械化水平，

大力发展热塑性复合材料，积极提升纤维复合材料

全产业链的竞争实力”。

2、发展重点

重点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发展：

1、做好玻纤纱生产环节的精细化管理。随

着能源、环境及人工成本的不断提升，作为行业

内资金、技术、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要全面实

施精细化管理。要适度控制总量扩张，不断研发

和完善玻璃配方，优化产品结构。要通过技术创

新、装备创新，实现节能减排、降低生产成本、

提升产品品质和改善劳动环境，确保玻纤纱原料

供应的可持续性。

2、大力发展玻纤制品深加工业。要以下游

复合材料转型发展和产品升级换代需求为导向，

不断提升增强用玻纤制品的规模化、专业化生产

水平，通过技术改造、装备升级、企业兼并重组

等措施，来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附加值水平。同

时引导制品企业积极参与下游产品及应用研发，

满足下游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实施差异化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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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避免低价恶性竞争。

3、积极提升复合材料生产的自动化、机械化水

平。积极引进和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复合材料成型

技术和装备，提升国产化成型装备的技术水平。大

力推广复合材料辅助生产装备，不断提升复合材料

设计和生产的全程自动化控制水平。通过提升复合

材料生产的自动化、机械化水平，减少行业对于手

糊工艺和手糊产品的依赖，提升行业产品性能稳定

性和扩大产品应用领域。

4、大力发展热塑性复合材料。首先是要研发完

善热塑性复合材料的成型技术及装备，提高热塑性

复合材料的产品性能、生产效率和产品适应性。此

外，要加大对热塑用玻璃纤维、碳纤维的研发和生

产力度，确保优质的热塑增强原料供应，改善热塑

性树脂体系，配合好热塑性复合材料的发展需要。

而在热塑性复合材料应用拓展方面，随着生产技术

的完善和产品性能的提升，热塑性复合材料应用领

域将从交通运输和电子电器，转向航空航天、新能

源、市政基础设施、建筑、农业养殖、船艇、医疗

器械、体育休闲等更为广阔的领域。

5、优化复合材料行业结构布局。要借助先进成

型工艺和先进装备的推广应用，引导有实力的企业

积极开展技术研发、装备研发、产品应用研发，实

现行业的技术集中和产能集中，进而培育发展一批

大型复合材料制品生产基地，淘汰行业落后产能，

形成分布合理、竞争有序的企业格局。

四、产业政策意见和建议

1、做好行业发展规划，明确行业发展方向。

行业发展规划，是一个统筹行业发展各方面，

明确行业前进方向的纲领性文件。制定一个行业的

发展规划，应当由行业自身从行业发展大局出发，

着眼行业主体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壮大，科学预

测行业未来，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路

线。而绝不能出现以偏概全、一叶障目，将整个行

业引向歧途。例如，高性能玻璃纤维及其制品是玻

璃纤维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而用于满足某些特殊

用途的特种玻璃纤维，由于其应用领域和市场规模

有限，不具有成长性，则不应成为行业主要的发展

方向。

2、明确鼓励对象，集中精力做好行业发展

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定出台，应当参照行业自身

所制定的总体发展规划，明确提出鼓励什么、发展

什么、限制什么、淘汰什么。一定时期，产业政策

的鼓励对象，必须是具体的代表了行业先进水平和

发展方向的工艺、技术、装备、产品种类，而不是

炒作概念。不同时期，产业政策的鼓励对象，则应

及时调整。

3、落实配套政策，扶持行业先进

一个优秀的企业，需要持续不断的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材料，在技术、装备、产品及应用上进行研

发创新。而一个行业的持续向前发展，需要先进企

业和先进生产力的引领。同时这些先进企业和先进

生产力，也需要国家的保护和扶持。例如，通过降

低玻纤深加工制品及高性能复合材料制品企业的增

值税率，提高玻纤深加工制品及复合材料的出口退

税率，取消这些产品的进口暂定税率，可以鼓励和

保护国内企业向玻纤制品深加工及高性能复合材料

方向转产转型。

4、实施重大科技专项，支持热塑性复合材料发展

热塑性复合材料是纤维复合材料行业的未来发

展方向，这一点毋庸置疑。当前我国在热塑性复合材

料技术方面与国外存在较大差距，在热塑性复合材料

生产装备及应用拓展方面比较落后，建议国家实施重

大科技专项，支持我国热塑性复合材料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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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把好准入门槛，拒绝低水平重复建设

国家于 2007年出台实施了《玻璃纤维行业准入

条件》，又于2012年出台了《玻璃纤维行业准入条

件（2012年修订）》并颁布了《玻璃纤维行业准入

公告管理暂行办法》，2014年5月正式公布了第一批

符合准入的玻璃纤维企业名单。通过制定和实施行

业准入管理制度，有效地遏制了低水平重复建设，

增强了企业的自律意识和行业大局观，促进了落后

产能的淘汰和行业转型升级，维护了行业健康有序

的竞争和发展秩序。下一步，要继续做好玻璃纤维

行业准入管理制度的贯彻落实，并适时在复合材料

行业进行准入管理的探索和实践。

结语

在国家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和可持续发展政策引

领下，交通运输、新能源领域、建筑领域、电力工

程、海洋工程和环保工程等领域的市场开发成为纤维

复合材料产业的发展重点。为此，全行业必须准确把

握发展机遇、发展方向，科学合理的定位企业、行

业、产业发展目标。从而引领行业从粗放型向集约型

过渡，从成本优势型战略向技术优势型战略转移，不

断发展和壮大我国的纤维复合材料产业。

                                                                    2015年3月

( 上 接 第 2 5 页 ) 地

铁、有轨电车、市

域 铁 路 、 城 际 铁

路 、 中 低 速 磁 悬

浮、重载铁路、高

速铁路等十大相关

系统的新技术、新设备、新理念，为国内外厂商和

买家创造最佳的技术与信息交流平台、商务与贸易

交流平台。展会期间，组委会还组织了多场关于轨

道交通的研讨会，让与会者了解了全球在轨道交通

方面的新技术及新形式。

(上接第16页)“改革”是我国当前发展的“关键词”，“转型升级”正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的经

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一直也是行业发展永恒的主题。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发起的“转变发展方式、推

进转型升级向纵深转折的大讨论”活动，旨在集全行业的智慧和力量，促进建材工业的发展早日实现“创新

提升超越引领”。衷心希望业内外的有识之士坦诚直言，献计献策，也祝愿纤维复合材料行业迎来更美好的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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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玻璃纤维复合材料行业转型升级的探讨

中国的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工业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栉风沐雨60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今节

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独领风骚，作为新材料产业中崛起的生力军，玻

纤复合材料行业更是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天宫揽

月、蛟龙潜海，当真已是可上天能入地，无所不

能、无所不为了吗？让我们看一组工信部发布的数

据，2014年建材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1-12月

份，规模以上建材企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7万亿，

其中，水泥制造业、水泥制品、建筑陶瓷、玻璃

纤维、耐火材料制造业分别完成9792亿元、8600亿

元、4400亿元、1509亿元、4779亿元，复合材料700

亿，显而易见玻纤复合材料在建材工业中的比重还

是很低的，仅占 3.16% ，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

产业化规模，为什么发展不起来，为什么经济规模

上不去？！是该到了摒弃夜郎自大的想法，静下心

来深思反省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一、明确定位,把握行业发展方向

八年前（2007年）中国玻纤总产量已实现了

世界第一，现今我国的玻纤在世界上占有60%的份

额。中国玻璃纤维工业缘何能够实现快速发展并壮

大，以池窑拉丝为主导技术、发展出口导向型行业

这一当年明确的历史定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玻璃纤维工业自二十世纪50年代末期诞

生以来，走过了坎坷的发展历程。在上世纪60年代

初，我国玻纤工业坩埚法工艺刚刚起步时，玻璃纤

维行业基本处于封闭孤立的环境中，加之国外采取

严密的技术垄断与封锁，使我们无法触及世界先进

技术，为彻底结束中国没有万吨无碱玻璃纤维池窑

的历史，1990年初，原国家建材局将“万吨无碱玻

纤池窑拉丝生产线”作为行业重点攻关项目列入了

“八五”计划。经慎重选择，原国家建材局决定由

泰山玻纤来承建这一重大项目，斥资4.5亿，以“点

菜拼盘”的模式，克服了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硬

是“拼”出了一个万吨级池窑--1997年5月4日，

我国首座万吨无碱玻纤池窑拉丝生产线诞生了。这

个具有里程碑意义项目的建成投产，突破了国内在

万吨级无碱玻纤池窑上的多项技术难关，结束了中

国没有万吨窑的历史，其技术成果广泛推广应用于

国内数十条万吨级以上无碱玻璃纤维生产线，为我

国玻纤工业的腾飞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十五”

规划（2001年~2005年）中，行业确定了以先进无

碱池窑拉丝工艺为发展方向，压缩落后坩埚法生产

能力，在国家“双高一优”、“国债”项目投资推

动下，无碱玻璃纤维池窑拉丝比例迅速提升。随着

池窑生产线的蓬勃发展，玻璃纤维总产量也迅速扩

大，2003年就已提前两年全面实现“十五”规划提

出的年产38万吨目标。

骤然增加的这么多产量要走向哪里？事实上，

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强劲增长中，出口

导向政策功不可没。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响应国家号

召，采取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玻纤及制品

出口数量的大幅上涨，为行业的高速增长提供了

有力的支撑。2001年，在国际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

下，我国玻璃纤维及制品出口连续3年保持增长势

头，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玻纤行业经过结构调整，特

别是池窑拉丝生产工艺技术的研究应用，缩小了我

中国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工业协会 张福祥 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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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玻纤产品与国际高水平产品的差距，提高了我国

玻纤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据当年海关统

计，2001年我国玻纤及制品的出口总量为11.2万吨，

比上年同期增长37.21%；出口金额达1.94亿美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21.97%，提前实现“十五”规划提出

的玻纤出口奋斗目标。

2014年，我国玻璃纤维及制品出口数量129.05万

吨，出口金额20.65亿美元，贸易顺差10.92亿美元。

二、审时度势，解决行业发展问题

但是，正像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一样，阴暗的方

面总是伴随着光明的方面而出现。中国玻璃纤维工

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遭遇到了产能相对过剩、产

品结构不合理、制品深加工发展不足等瓶颈问题。

由于国内玻纤消费市场长期发展滞后，快速

增加的玻纤产能只能通过外贸渠道，利用国际市场

进行消化。随着产能快速增长，行业对于外贸出口

的依赖越来越强，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行

业产品出口比例一度高达68%。加之长期以来产品

同质化现象严重，一旦哪个产品市场行情好，看见

有利可图大家就蜂拥而上，其结果是导致低价恶性

竞争，引起市场秩序混乱。面对金融危机洗礼后国

际国内两个市场需求的持续萎缩，行业审时度势，

果断采取了限产保价的战略措施，虽是不得已而为

之，但是有效控制了产能，缓解了库存压力，稳定

了产品价格，及时止住颓势，在困境中依然使行业

保持了整体盈利水平；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在市场

的低迷期，企业并不是消极等待、观望，而是积极

进行节能减排和技术设备改造，研发培育国内外新

项目、新市场，完成企业整顿和人员培训，充分蓄

力，以在下一个快速发展期中占得先机。我国玻纤

出口比例大幅下降至36%，30个点的降幅是国际市场

逼出来的，也是开发国内市场的成绩！

三、提升池窑水平， 严格实施准入，保护先进企业

利益

行业发展中遇到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

困境中迷失方向、缺乏解决困难的手段、丧失继续

前进的信心。面对行业内低水平重复建设、盲目扩

张、落后工艺无法彻底取缔、低劣产品时刻扰乱市

场秩序的巨大隐患，为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保护先进企业的利益，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做出了实

施准入管理的历史性选择。

2007年2月1日《玻璃纤维行业准入条件》的正

式实施，标志着我国玻璃纤维生产正式步入规范化准

入制管理的健康轨道。2012年5月，玻纤协会再次组

织相关部门和企业，修改完善《玻璃纤维行业准入条

件》、《玻璃纤维行业准入公告管理暂行办法》及

《玻璃纤维行业准入公告申请书》，同年10月1日由

工信部发布正式实施。2014年5月12日，第一批符合

《玻璃纤维行业准入条件》企业名单正式公布，共计

30家企业获得准入公告管理资格。截止到2014年底，

工信部共收到第二批申请准入公告管理的玻璃纤维生

产企业18家，分别来自6个重点省区。

中国玻璃纤维行业准入条件的修订和公告管理

的颁布，以设立更高的准入门槛，提升池窑水平，

淘汰落后、节能减排，推动技术进步，促进行业进

行整体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协会通过加大新版准

入制度的宣贯实施力度，对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盲目

扩张施以重拳，对企业进行“有进有出”的动态管

理，维护准入公告的公信力，为符合产业政策的企

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敦促达不到准入要求的

企业，通过技术改造或联合重组等方式寻找发展出

路，鼓励企业以产业政策为导向，加大产品结构调

整和转型升级，切实促进了玻纤行业健康、稳定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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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目前我国复合材料行业的现状与存在的问

题，协会已于2014年10月提出《复合材料行业准入

条件（草案）》，从生产企业布局、工艺与装备、

环境保护、安全卫生和社会责任、产品质量、监督

与管理六个方面向广大会员单位广泛征求意见与建

议。协会拟于2015年组织召开《复合材料行业准入

条件》研讨会，在“十三五”规划年到来之际规范

市场竞争秩序，有效遏制复合材料行业的低水平重

复建设和无序扩张，打破行业面临的发展困局，实

质性推进复合材料制品行业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调

整，准入制度的出台必将为复合材料的健康发展保

驾护航！

四、发展制品深加工，深度进军产业链

近二十年来，中国玻璃纤维工业经过跨越式的

高速发展，一举成为玻纤生产大国，在世界上占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无须讳言，行业发展初期也曾一

度片面追求初级产品产量的扩张，导致制品深加工

发展严重滞后，产品及经营同质化，产品竞争力低

下。在2009年12月，刚刚挺过了经济寒冬的中国玻

璃纤维企业，开始连续遭遇来自欧盟、印度、土耳

其等的反倾销诉讼，随之而来的高初裁税率更是让

行业雪上加霜，繁荣背后的隐忧由此被无情地揭示

出来：多年来中国玻纤及制品出口一直以无捻粗纱

等初级产品为主打，产业竞争力严重不足！长期以

来，玻璃纤维粗纱占据玻纤及制品出口45%以上的

份额。玻纤“十二五”规划适时对此做出了战略性

调整：进行全行业结构大调整，从以发展池窑为中

心转移到完善池窑技术、重点发展玻纤制品加工业

为主的方向上来；深化制品加工，大力开发产品应

用领域，向产业链深度进军，着眼于建设高质量、

规模化的制品深加工体系。在“十二五”的收官之

年，我们欣喜地看到陆续投放的玻纤深加工生产

线，已积极涉足到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不断向高层次、高附加值、多

材料复合方向渗透发展，以满足市场日益变化的需

求，行业内新的经济增长点正悄然生成。无疑，大

力发展制品深加工是中国玻纤复合材料可持续发展

的必由之路。

五、整合产业链，以复合材料发展带动玻纤发展

随着“十二五”期间战略性新兴产业独领风

骚，逐渐替代传统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复合材料又

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新材料产业中，纤维增强复

合材料不仅是航空航天高技术及尖端技术领域的关

键材料，同时，也是汽车、新能源、新型建材、信

息产业、石油化工、绿色环保等领域更新换代和产

业升级中的重要材料。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复合

材料市场快速增长，亚洲尤其是中国市场增长迅

猛，应用市场巨大。

2014年玻纤产值已达1500亿，但其下游的复合

材料产值只有约700亿，下游市场的开发极具潜力，

因此大力加强对已知复合材料应用领域的开发，积

极探索未知领域，努力开拓纤维复合材料的应用新

局面，以复合材料发展带动玻纤发展才是纤维复合

材料长期发展的根本。

原北京二五一厂就是个成功转型的例子，在企

业经营陷入困顿难以生存发展之际，工厂果断关闭

了已没有竞争优势的制球、拉丝和纺织业务，搭乘

国内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的快车，转向生产风电所用

的叶片，令企业起死回生。

但是追求产业链的提升和发展，还没有成为行

业内多数企业家的自觉行动。在一些地区盲目、低

水平的同类企业还不少。不少企业仍未把产品应用

开发提高到足够重视程度，对自己产品应用分类不

清，更没有与用户合作开发的专有产品。行业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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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领域的合作组织不够得力。所以我们的应用品种

与国际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巨大的差距。由于产业间

没有很通畅的渠道，应用推广缓慢。对于一些像交

通等国际上较大应用领域，我们增长还不够快。对

于一些国外的先进热塑复材制品生产工艺、技术、

装备和产品应用，我们跟进速度也不够快，这些都

是行业需要继续努力的地方。

2013年9月，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召开大会，宣

布中国复合材料工业协会、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

合并整合工作正式启动。玻璃纤维和复合材料本是

上下游产业的关系，两个协会的整合令今后上下游

合作更加密切，复合材料与玻璃纤维互相渗透、优

势互补，会生产出更加符合用户需求的复材玻纤制

品，只有复合材料的发展才能带动玻纤市场的长期

繁荣。

去年（2014年）一年的实践证明了两会合并

是一个英明的举措。整合后的协会先后召开了与风

电、新能源、汽车轻量化、船艇轻量化、市政建

设、化工、环保、高端装备等复合材料主流应用市

场的行业对接会，以及玻纤、复合材料制品企业与

复合材料装备企业间的企业对接会，为企业提供了

快速高效的上下游产业商洽平台，成功引导企业转

换思维，打通行业之间的壁垒，建立横向与纵向的

产业联盟，合商共赢。

那些仍在左顾右盼地观望、迟迟举步不前的企

业，该醒醒了，再不行动就晚了，终将被行业所淘

汰，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中！玻纤、玻钢本是一家，

建材部时同归属一个处管理，当时的处长钟健女士

现已93岁高龄。当年16家大中型玻纤、玻钢企业曾

是行业的绝对骨干，两个协会的第一任秘书长都是

张长发，秘书处合署办公。分久必合嘛，企业都希

望整合。只要对企业有利，对市场有利，我们何乐

而不为呢？

六、必须改变复合材料发展的方向、手段和模式

我国的玻璃纤维始终以产业政策为导向，在

国家产业政策的宏观调控下，曾经玻璃纤维行业企

业数量多、规模小，过于分散的局面，发生了根本

的转变，形成了中国玻璃纤维工业的国有控股企业

占主导、民营企业有力支撑的合理格局。而复材行

业企业众多且分散，全国共有超过4000家以上的企

业，山东武城、河北枣强、河南沁阳三地的企业就

有2000家。绝大多数企业为中小企业，甚至是作坊

式企业， 产业集中度偏低，企业规模小，产品结

构不合理，产品档次低，缺乏竞争力也是不争的事

实。为提升行业的整体水平，确定复合材料行业发

展的方向、手段和模式已是箭在弦上。

1、以热塑性工艺、技术为发展方向，追赶国际

水平

首先明确应以大力发展热塑性复合材料为复合

材料的宏观发展方向。热塑性复合材料以其产品重

量轻，抗冲击性和疲劳韧性好，成型周期短，生产

是物理过程、无污染，特别是可回收利用的特性，

在复合材料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渐成

为全球复合材料发展的热点和趋势。国外复合材料

发达国家如欧美复合材料制品总量中，热塑性复合

材料所占比例远远高于我国，目前比例高达60%！

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实行技术封锁，压制、缠绕、

拉挤的专业工厂都不允许我们参观。我们必须想办

法解决这一问题，突破封锁，引进、消化和吸收，

实现装备国产化。

西方各国对热塑性复合材料的研究与生产较

早，近几年更是加大力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开

发与工业化生产，在诸多核心领域取得突破，我国

目前尚处于技术水平较低、专用设备落后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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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产量小、品种少，性能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

还有差距，存在明显不足，总体上还属于刚起步

阶段。美国的某热塑公司，下设四个分厂，分别

在不同的州，每个工厂几十人，销售额都在1亿美

元以上。公司员工总计仅300人，销售额就可达4亿

美元。我们有这样的工厂吗？我们见过这样的工厂

吗？别夜郎自大了，醒醒吧，先生们！一个行业必

须要确立发展方向，方向代表行业未来。没有方

向，怎能不导致发生混乱，一盘散沙的局面呢？！

何种工艺技术代表未来，50年了还没争出个结果，

大家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乱才怪呢！特别指出，

千万不要把产品当方向，复合材料产品千万种，即

使风电叶片，全国用量销售额不过仅100多亿。池窑

工艺技术突破了传统的玻纤生产方式，热塑性工艺

技术为什么在欧美这么流行，就是因为它节能、环

保、效率高，你可能没听过，没见过，一个汽车底

盘仅需20分钟即可成型。因此，我们要马上行动起

来，瞄准国际先进水平，举行业之力，大力发展纤

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及制品的应用开发，吹响追

赶世界潮流的号角！

2、手段 -- 以装备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为

转型手段，摒弃手工操作，建设规模化大型集团

“工业4.0”时代即将到来，“中国制造2025”

已拉开序幕，我们准备好了吗？

当下，中国制造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由

于人力、土地成本不断上升，中国制造企业普遍进

入“如何保持竞争优势”的困境里。如今，“工业

4.0”正在成为制造业转型的新思路。“工业4.0”的

概念最早由德国政府提出，旨在构建新一代的制造

工厂。在这个思路下，未来制造工厂有两个最核心

竞争力的地方：工厂不再是人的工厂，而是机器生

产机器的工厂；拥有监测并追踪工厂内外海量数据

的工具，然后归纳分析。

生产装备的自动化可以用工业机器人来实现。

所谓工业机器人，是一种面向工业领域的多关节机

械手或多自由度的机器人，它可以自动执行工作的

机器装置，靠自身动力和控制能力来实现各种功

能。这些机器人可以接受人类指挥，也可以按照预

先编排的程序运行，也就是接受机器的指挥。

在中国的制造业中，每1万名工人中只有30台

机器人。相比之下，按1万名工人为基数，韩国拥有

437台机器人，日本为323台，德国为282台，而美国

则为152台。

采用工业机器人的自动化生产方式优势明显。

首先，在人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企业使用工业机

器人代替工人，可以提高数倍生产效率，大幅降低

运营成本。而且在某些精密度要求高的工种里，比

如在冲压、压力铸造、热处理、焊接、涂装、塑料

制品成型、机械加工，机器的表现更稳定、错误率

更低。另外，机器也可以完全替代人类从事有害物

料的搬运等工作，实现环保绿色生产，这些工作无

疑将大幅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加速企业转型。玻纤

的三大池窑企业已开始广泛应用，只有这样才具有

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

是的，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复合材料行业将以

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为发展手段，摒弃手工操

作，以此举推动企业上规模、上档次、提高产业集中

度，建设出一流的规模化大型集团，一定能够站上世

界的舞台，与同类的企业同台竞争，掰掰手腕。

看看我们现在的某些企业，工人戴着防毒面具

给国外加工产品，一集装箱的产品也换不回一辆汽

车，美其名曰出口型企业。请问，外国人不愿干的

活我们来干，我们的命就不值钱吗？！肝癌、肺癌

令人胆寒的绝症司空见惯，请你找一找，我们曾在



一线工作的工人现在80岁以上的有几人！本人就是

工人出身，当年进车间真是头疼发憷。各位老板，

车间作业8小时和您坐办公室8小时是不一样的！

3、模式 --打破行业界限，建立产业联盟，开

发新的应用市场。

成功往往源于思维创新。时下，跨界，正成为

当今世界被反复提及的热词充斥着我们的耳畔，在不

同的行业间被不断地实践着，它能让一个企业通过转

换生存空间而大放异彩，能让一个品牌在相对短的时

间内超越竞争对手迈上行业巅峰。打破行业界限的跨

界思维，正是一种企业或品牌的创新战略，谁能早走

一步，谁就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如我们所知，纤维复合材料已应用于航空航

天、建筑工程、石油化工、交通运输、能源工业、

机械制造、船艇、体育器械等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不仅支起了大飞机、问鼎“天宫”剑指苍穹、护航

“蛟龙”探潜深海，其实在这些“高精尖”、“高

大上”的领域之外，在更接地气贴民生的民用领域

里，跨行业的产业组合为复合材料的应用开拓了更

广泛的空间。

在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的增长点、重要支柱产

业的养殖业中，蕴含着复合材料市场的巨大商机，

用LFT-D材料制成的畜舍清洁型漏粪地板，可以满

足大型养殖企业规模化需求。以漏粪板为切入点，

衍生至其他畜牧制品（如食料槽、产床等），以省

级为单位建成畜牧养殖配套设施制品加工工厂向周

边辐射，结盟食品、物流行业，整合地域资源，前

途无量，预计市场规模可达700~800亿!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新建小区及道

路的配套设施--井盖的需求量急剧增多，而传统铸

铁井盖成本高，被盗现象严重，行人受伤、车辆受

损时有发生，一直是困扰各建设部门的难题。2009

年我国颁布了检井盖的国标《GB/T23858-2009》，

明确了复合材料井盖作为检查井盖的一种，新的国

标提升了井盖的荷载要求，与国际通行的EN124标

准接轨。该标准从2010年2月1日起实施。复合材料

井盖重量比铸铁井盖要轻三分之二，使用寿命在20

年以上，是铸铁井盖的1倍，而价格只是铸铁井盖

的80%，它不仅外表美观，而且电绝缘性能好，防

水、耐老化、耐酸碱、强度高、抗冲击、耐磨、不

怕日晒雨淋、抗静电、防盗，可任意着色，安装、

维护、鉴别方便，市场潜力空前巨大。目前福建海

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已成功地做成由三个片

材一次性组装成的检查井，为市政工程再添亮点，

预计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将有600亿以上。

正是热塑性复合材料避免了热固性复合材料

固有的环境友好性差、加工周期长和难以回收等不

足，并且具有更好的综合性能，逐步在汽车制造领

域进一步扩大了应用范围，在十堰的二汽，原来

制造中使用的SMC、BMC片材已全部改为使用热塑

件。放眼中国，汽车热塑性产品近年来得到了日益

广泛的应用：郑州宇通客车的空调罩、一汽大众的

发动机罩、广汽本田的内顶棚、北汽福田的保险

杠、长安汽车的前端组件（车门组件、仪表盘支架

等）、奇瑞跑车的底盘等等，不一而足。

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我们要善于寻找、发

现更多的具有规模化发展潜力的产品，比如建筑模

板、集装箱托盘等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向不同

的领域跨界，你做你的检查井，我生产我的集装箱

托盘，可以在压制产品、管道产品、型材中各选所

好，互相不冲突不打架，实施差异化生产和经营，

力争在“十三五”期间打造出一批大型复合材料制

品生产基地，形成分布合理、 竞争有序、规模化的

企业格局。(下转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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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CP碳纤维制品全自动生产线落户苏州

碳纤维材料在现代工业中应用日益广泛，然

而全行业由于受到成型技术瓶颈的制约，碳纤维

制品尚不能大规模批量化生产，一直掣肘着该行

业的快速发展。

3月24日，随着侨企中国恒瑞有限公司携全

国碳纤维快速多孔注入压缩成型工艺(RMCP)全

自动生产线落户江苏常熟，使得碳纤维制品大批

量生产得以实现。与传统工艺每批次生产时间是

90分钟相比，RMCP每批次生产时间缩短为3-6

分钟。

中国恒瑞有限公司总裁顾勇涛介绍，该生产

线为西班牙卡普勒集团研发，恒瑞作为其亚洲的

全方位合作伙伴，将致力于在中国及周边国家推

广RMCP工艺。此生产设备从送料到最终产品全

过程只需五分钟。

“这标志着企业向新材料和高端制造业进军

的 第 一 步 。 ” 顾 勇 涛 表 示 ， 随 着 技 术 的 日 臻 成

熟，面对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企业将持续引进

世 界 最 先 进 的 技 术 ， 致 力 于 以 最 前 沿 的 科 技 服

务，服务本土企业，助力中国整体发展。

中国首台3D打印概念汽车曝光:

使用复合材料 通过电力驱动

3 月 2 4 日 ， 中

国首台3D打印概念

汽车在海南三亚发

布。据了解，这台

概念汽车由三亚思

海三维技术有限公

司开发研制，“土豪金”色车身部分是运用复合材

料3D打印而成，重约500公斤，其余为组装配件，

该车通过电力驱动。从设计到组装完成仅耗时一个

月，其中3D打印阶段仅耗时5天。

山西煤化所开发成功酚醛纤维

近日，由山西煤化所完成的酚醛纤维项目被山

西省国防科工办授予省国防科技工业科技创新一等

奖。该项目的研制成功，打破了国外Kynol公司对酚

醛纤维生产技术和产品的垄断，为重点领域原材料

立足国内提供基本保障。

该项目解决了低分子量酚醛树脂难以成纤的技

术难点，突破了提高脆性酚醛纤维柔韧性的关键技

术，完成了酚醛纤维中试放大的工艺设计和系统集

成，制备出了 满足用户要求的合格酚醛纤维制品。

用户评价认为，由酚醛纤维制备的复合材料在轻质

和高效隔热方面具有较明显的优势，性能达到了防

热层技术指标要求。

科纺勒(Chomarat)推出两款创新纤维增强织物

科纺勒（Chomarat）近日推出了两款新型纤

维增强织物：玻纤产品G-FLOWTM和碳纤产品

C-PLYTM ULTRA THIN。

据科纺勒总经理 Michel Cognet介绍，G-FLOW

是一款应用于树脂灌注技术的全玻纤增强织物，产

品可以在不牺牲产品性能的前提下大幅降低成本，

是一款目前市场少见的能将结构性能和树脂流动性

能两者兼具的产品。由于其良好的树脂渗透性和在

不添加外部流动介质的情况下特殊的树脂长距离流

动率，G-FLOW十分适用于大型零部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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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是G-FLOW特殊的织物结构使树脂流

动成为了可能。这种特殊能力降低了原材料和耗材

的需求量，缩短了工艺的周期。据测试表明，与传

统需要外部流动介质的树脂灌注工艺相比，应用

G-FLOW织物使材料成本降低了20-30%，工艺时长

缩短10%。同时实际操作中还证实了使用不需要外

部流动介质的 G-FLOW织物制成的层压结构与传统

工艺成品拥有相同的拉伸和弯曲性能。

“这是为什么这种材料可以应用到船舶、风

能和交通工具这类大型市场中的原因。”Cognet

解释说。

除此之外，科纺勒还推出了一款新型中模量

（IM）碳纤维织物产品——C-PLY ULTRA THIN。

Cognet表示：“这款无屈曲（NCF）碳纤织物是我们

C-PLY生产线上的最新产品。目前的技术可以生产

出单层重50 g/m2的双轴织物（总重100 g/m2）。除

了出色的机械性能和无与伦比的超轻质量，这种织

物还可以通过RTM、灌注和预浸料三种工艺进行加

工，就像C-PLY系列中其他所有产品一样。”

目前，科纺勒已开始供应单层重70g/m2的双

层、三层、四层及UD中模量无屈曲24k碳纤织物，并

计划于2016年实现新型双轴超薄（50g/m2）中模量

碳纤织物的工业化量产。

复合材料壳体热芯缠绕工艺

及其制造装备填补国内空白

记者从哈尔滨市科技局获悉，日前，哈尔滨理

工大学许家忠教授承担的2012年市科技创新人才项

目“复合材料壳体热芯缠绕工艺及其制造装备”顺

利通过验收。该 项目有效解决了传统外固化成型

工艺的生产成本高、效率低、制品质量差等诸多问

题，实现了纤维缠绕管体快速、高效、优质的工业

化制造，填补了国内空白。

据悉，该工艺和装备可应用于高压玻璃钢管

道、海洋平台及船舶用管道等复合材料壳体制造领

域，目前该设备已在国内外10余家大型复合材料制

造企业上应用，并出口到美国、沙特、印尼等国，

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巴斯夫在巴黎JEC展展示风能和汽车领域创新

巴斯夫(BASF)在日前举办的巴黎JEC复合材料展

上展示聚氨酯超轻量化电线杆的创新技术。 

巴斯夫称其采用Elastolit组合料的高强度抗风电

线杆质量更轻，中压电网下抗风能力至少比传统的

混凝土电线杆高2.5倍。尽管他们自 身重250千克，

但他们能抵抗时速高达161千米/时的超强台风威马

逊，此前该暴风雨摧毁了中国的7万根混凝土和金属

电线杆，而聚氨酯电线杆丝毫不受影响。

此外，巴斯夫还概述热固性以及热塑性塑料在

减少部件质量及二氧化碳排放的汽车轻量化设计中

的用途。巴斯夫展出聚氨酯组合料Elastolit树脂传递

塑模技术制造出的结构原件。

东丽开发出兼顾力学特性和成形性的

碳纤维树脂含浸片材

 东丽开发出了力学特性和成形性都很优秀的的

碳纤维树脂含浸片材(UACS，Unidirectionally Arrayed 

Chopped Strands)(如图)。其拉伸强度是UD预浸材(碳

纤维单向排列、最小限度含浸树脂制成的材料)的约8

成以上。抗冲击性方面，这种UACS的悬臂梁切 口冲

击强度是UD预浸材的约8成，垂直冲击平板的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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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冲击强度是UD预浸材的约9成。而且可成型出使

用UD预浸材时很难实现的三维复杂形状。

采用UD预浸材时，如果成形品的形状复杂，棱

角部分的纤维就会延伸或扩展，导致板材形状不追

随模具形状，出现褶皱、空隙及富树脂区问题。东

丽此次新 开发的UACS是在这种UD预浸材中周期性

加入mm级长度的切口而实现的。这样一来，片材会

沿着与切口平行的方向延伸，而沿着与切口垂直的

方向扩张，从而 在尽量不牺牲力学特性的前提下提

高板材的形状追随性(成形性)。另外，据东丽介绍，

通过改变相当于切口纤维方向的角度、长度及间隔

等图案，可以调整力学特 性。另外，跟UD预浸材一

样，通过将纤维方向不同的各层层叠在一起，可以

使UACS片材具有各向同性。

东丽介绍称，使用这种UACS，可以用平板成型

出带棱角的板。利用UD预浸材制作这种形状时，在棱

角部分不能很好地实现纤维层叠结构，而采用UACS的

话，则可以很好地实现纤维层叠结构。另外，使用平

板还可以成型出三叉状棱角和深冲压形状。

关于在汽车零部件上的应用，东丽表示“这种

UACS的力学特性强，因此可以应用于地板等骨架部

新开发的UACS。右下角是UACS，左下角是SMC。上方是纤维方

向不同的片材。UACS由纤维方向不同的各层层叠而成。

件。此外还可以应用于车门饰板、后备箱盖的内板

及天窗等”。另外，东丽还拥有冲压成形周期仅3分

钟左右的快速固化预浸材技术。以这种预浸材为基

础，可以实现能以相同周期成型的UACS。东丽未公

布 UACS的成本，只介绍称“只是在预浸材制造工序

中增加切口工序，因此成本不会增加很多”。东丽

的目标是2～3年后使UACS投入实用。今后将确立能

连续稳定形成想要的切口图案的量产技术。

比亚迪武汉开建新能源客车、专用车基地

 2015年4月15日，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在武汉

临空经济区核心区（黄陂）举行了武汉比亚迪新能

源客车、专用车生产基地奠基仪式。比亚迪入驻武

汉，成立武汉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打造华中地区

首个新能源客车、专用车生产基地。

据悉，该项目预计投资50亿元，分三期建设，

占地1000亩。一期建设新能源客车组装生产线，涉

及玻璃钢、制件、焊接、涂装、底盘、总装等工

艺，年设计产 能2000台，二期建设新能源专用车生

产线，增加物流车、渣土车、混凝土运输搅拌车等

车型，并进一步扩充新能源客车产能；三期将再扩

充新能源专用车四大工 艺生产产能。待项目全部建

成投产后，纯电动客车年产产能将达到3000台，纯

电动专用车产能将达5000台，并实现相应关键零部

件本地研发生茶你，预计可 实现产值100亿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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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项目一期新能源车预计2015年11月下线。

巨石宣布全球性扩产计划

3月11日，中国巨石集团通过其全球营销主管在

欧洲JEC会议上宣布，巨石计划在其埃及工厂增加产

能和在北美洲建立一个新工厂。巨石将全力关注全球

化经营。

在15年内，巨石已成为全球市场领导者之一，

巨石在中国拥有三个玻璃纤维生产厂，（包括世界上

最大玻璃纤维生产厂之一的位于巨石总部所在地桐乡

的工厂，其产能为60万吨），在埃及拥有一工厂已在

2013投运生产。巨石产品中大约60%销在中国，40%

销往中国之外。巨石希望其足迹走向全球。

在此会上，巨石宣布了埃及工厂的第二期，其

厂址靠近苏伊士，该工厂已经开始建设，按计划将

于2016年第一季度投运，在原有8万吨产能上增加8万

吨。此厂还计划了第三期，即在2017年再增加4万吨

特种玻纤产能。该工厂主要瞄向欧洲市场，特别是在

热塑性材料方面。

同时巨石还宣布了它在北美洲的第一个玻璃纤

维工厂的建设。该工厂正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里奇

兰兴建。这个新工厂将与埃及工厂相似，第一期为一

座8万吨池窑，将于2017年第一季度投运。此厂剑指

的复合材料既有热塑性材料也有热固性材料。

爱杰维（Agy）计划扩大系列玻纤产品产能

日前，爱杰维（Agy）公司在官网发布了旗下

S-2玻纤、L-Glass玻纤扩大产品产能的消息。

 S-2玻纤的产能扩增将分为两个阶段，初始阶

段已于2015年1月下旬完成，第二阶段也将于今年7

月达到满产。L-Glass玻纤将于2015年末达到200%的

产能增长，以应对目前快速增长的高速服务器、汽

车驾驶辅助系统和掌上电子产品市场。据悉，新增

的产能将面向爱杰维未来预期开拓的热塑性塑料用

短切纤维市场中。

此外，爱杰维还于近日增加了从欧文斯科宁获

得授权生产的S-Glass产品种类，并加大了与中国泰

山玻纤合作生产的S1 HM玻纤的产能。

国家级石墨烯基地落户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

3月13日讯根据

科技部刚刚下发的

《关于认定2014年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化基地和现代服务

业产业化基地的通

知》，常州国家石墨烯新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正

式获批并落户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这是全国首个

“国字号”石墨烯产业化基地。

 园区已注册成立石墨烯相关企业25家,初步形成

了区域性的石墨烯产业集群。石墨烯专利申请总量

达123件，持续领跑全国。高性能人工石墨膜、石墨

烯电容式触摸屏、石墨烯电缆、石墨烯涂料等5项石

墨烯产品成功转化，园区已成为全国石墨烯产业发

展的“领头雁”。

风电拉动玻纤行业

从业内获悉，因风电需求持续回暖，春节过

后，无碱玻纤企业订单仍充足，库存保持低位。来

自协会的消息显示，泰山玻纤已计划3月10日再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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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纱价100至200元/吨。业内预期至少上半年市场仍

将保持景气高位。

玻纤行业目前最大的需求来自风电用玻纤和汽

车家电用热塑性玻纤。去年下半年以来，风电进入

新一轮景气周期，今年有望在丝绸之路绿色能源示

范带建设及标杆电价下调带来的抢装潮下，新增装

机突破25GW，从而给玻纤需求带来持续支撑。另一

方面，玻纤生产线池窑去年进入集中冷修期，供给

端萎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供需关系。

全球最大玻纤制造商更名

发展空间将进一步拓宽

3月18日下午，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授牌暨巨

石成立二十二周年盛典在浙江桐乡举行。中国巨石

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张毓强从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

志平手中接过“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的铭牌，

两位来自公司生产、研发一线的明星员工代表为公

司揭牌。在如潮的掌声中，“中国玻纤(600176,股吧)

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

司”。同时，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简称也自即

日起从“中国玻纤”变更为“中国巨石”，证券代

码不变。

中国巨石是全球最大的玻璃纤维制造商，目

前产能接近110万吨，占全球玻纤市场份额的20%

左右。巨石玻纤产品广泛应用于制造各类型材、管

道、压力容器、化工贮罐、卫生洁具、电气、船

体、汽车部件、运动器具及印刷电路板等。

作为世界玻纤工业的“领跑者”，中国巨石

多年来一直在规模、技术、市场、效益等方面处于

领先地位。目前，中国巨石拥有全球规模最大、自

动化程度最高、装备最先进、生产效率最高玻纤生

产线的自主知识产权，公司已初步建成全球营销网

络，产品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还在全

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了“巨石”商标，并在美

国等主要国家申报了专利，建立起了完善的知识产

权体系。由于公司长期注重产品质量和服务，“巨

石”品牌已成为玻纤行业的标杆，跻身全球玻纤顶

尖品牌之列。

为充分利用“巨石”的品牌优势，拓宽业务发

展空间，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行业影响力，公司于今

年2月6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股票简称的议案》、《关于变更

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并于今年3月取得了浙江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张毓强说，从“巨

石”到“中国巨石”，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是肩

来自公司生产、研发一线的明星员工代表为“中国巨石股份有限

公司”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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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却承载了更多的责任。在他看来，“中国玻纤”

更名为“中国巨石”之后，一方面提升了“巨石”

品牌的价值，另一方面可使上市公司突破“玻纤”

这一单一业务领域的限制，真正走向国际化与多元

化，开拓更广的发展平台，激发更大的活力。

据介绍，更名以后，公司的经营范围将进一

步拓宽，发展空间将更大。中国巨石将由管理型总

部转变为经营型公司，将实现在企业战略、管理、

生产、经营等方面“分而不开”的集团化管理新模

式，突破原有的单一管理职能，在缩减层级的同

时，提高总部对下属企业的管理效率。这对其进一

步塑造品牌价值、提高管理效率、提升市场竞争力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说，作为中国建

材集团的重点骨干企业，多年来，中国巨石不断强

化科技创新，推进整合优化、提高质量效益，在体

制机制创新和精细化管理等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

验，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为中国建材集团的发展壮

大，为中国和世界玻纤行业的技术进步作出了突出

贡献。尤其是中国巨石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品牌创新

战略，使其成为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

典范。

宋志平表示，中国巨石的成功，为我国企业

的改革、创新、管理及“走出去”提供了宝贵的经

验。今天的成功更名，是中国巨石打造全球知名品

牌企业的里程碑事件，是中国巨石在立足一流玻纤

产业基础上，向着高端产业链和价值链迈出的关键

一步，也是落实国家“一路一带”走出去战略、向

着大型跨国企业全面进军的具体体现。

“河北省复合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

通过省科技厅专家组评估

日前，省科技厅组织专家组成评估小组，对

“河北省复合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进行了评估。

 河北省复合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是由省科技厅

组织，恒润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武汉理工大学、华东

理工大学和河北工业大学，在市县人民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面向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提升行业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的产业技术研发平台。

与会专家对研究院一年多来开展的工作给予

了肯定。认为该研究院整合资源比较强，投入力度

大，投入结构比较合理，引进高层次创新团队，提

升了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水平，促进了依托单位和

共建单位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

 研究院自成立以来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已投

资12914.53万元，承担了863、省重大成果创新等大

型课题项目，完成3项新技术转让，申请和授权专利

14项，受理发明专利申请9项，授权实用新型5项，

先后为14家企业提供技术咨询、产品检测、人员培

训等服务，实现对外服务经营收入398万元。

 河北省复合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建设，促进

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形成“产业推动、技

术拉动、创新带动、联盟互动、环境促动”的“五

动”发展战略新格局。推动了企业的科技进步和可

持续发展。

内江威玻集团着力打造中国玻纤最大民营企业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作为一家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四川威玻新材料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威玻集团”）加快转型发展，创

新驱动，摆脱体制束缚，化解历史重负，在新材料

领域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玻纤行业第二集团的领军

企业。 截至目前，公司已拥有博士后创新实践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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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四川省企业技术中心、四川省玻纤复合材料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公司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大力发展池窑拉丝及高性能树脂基和工程塑料增强

复合材料，形成了“高性能玻纤—玻纤织物—玻纤

复合材料”一条龙深加工体系。 

威玻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刘钢指出，新的一年

里，威玻将重新谋划创新发展，先做人后做事。强

化全面预算管理，求生存要效益。力争通过深层次

变革，建设优秀管控模式。坚持新材料、高科技发

展道路，高起点谋划、严要求部署、快节奏推进，

着力打造好中国玻纤最大民营企业，争取“建中国

优秀工厂、造全球竞争产品、做民族新材料先锋”

的战略目标早日实现！

普渡大学五千万美元兴建

复合材料制造研究中心

普渡研究发展基金会董事们日前核准了在印第

安纳州建立一个62000平方英尺，投资达5000万美元

的制造中心，供普渡大学研究人员从事复合材料制

造研究。

负责人R. Byron Pipes（上图左二）介绍，制造

中心将开展对诸如航天、航空、汽车、能源、体育

设备等领域具有高度影响的复合材料研究，首要工

作是设计、模拟复合材料生产，在实验室层面上模

拟验证，3D打印用复合材料，以及复合材料回收利

用技术。

制造中心预计2016年正式运行。1500万美元的

建设费用由普渡研究发展基金会承担，而研究中心

预计未来五年的设备和材料费用约3500万美元由美

国能源部的合作协议中资助。

据该研究中心官网介绍，该中心是先进复合材

料制造创新中心 (IACMI)的一部分。所谓IACMI是

美国政府为振兴制造业，推动企业、政府、高校之

间合作而建立的一系列制造业创新研究中心中的一

所。IACMI总投资达到2.59亿美元，7000万来自美国

能源部，1.89亿来自于企业、州政府和大学。该创新

中心的目标是在十年内将先进复合材料的总制造成

本下降50%，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能量减少75%，复合

材料回收利用提高95%以上。IACMI拥有来自企业和

高校的86家核心合作伙伴和36家增补合作伙伴，普

渡大学是核心合作伙伴之一。

中国风电叶片行业面临的问题及未来展望

（一）中国风电叶片行业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

在：

（1）由于风电叶片已经成为风电领域进入门槛

较低的部件；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下游整机制造

商价格竟争激烈，企业盈利能力差。

（2）大部分企业采取引进生产许可证方式，

大部分叶片行业竞争者仅在低端制造环节上进行竞

争，核心竞争力不足，质量不乐观。

（3）行业内同等容量的产品型号繁多，大部分

企业在产品性能和成本方面采取中庸策略，导致专

用设备（叶片模具）重复投资较大，投入和产出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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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失衡，投资回收困难。

（4）叶片行业是高度依赖于从业人员素质的劳

动密集型产业，目前缺之足够的、有经验的从业人

员，现有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继续通过培训

提高技术水平。

（二）中国风电叶片行业未来展望

（1）大容量风电叶片需求渐增

风力发电组正向功率大型化发展。近年来，世

界风电市场中机组单机容量持续增大，随着机组单

机容量不断增大和利用效率提高，未来叶片产品的

发展将向大容量陆上和海上风电方向发展，大型化

将是必然趋势。

（2）海上风电开发成为重要发展方向

海上风电开发技术难度较大，投资成本高，但

是海上风电已经成为了世界风电产业新的能源开发

目标，成为今后风电产品开发的重要发展方向。

（3）适合中国风资源特点的多元化叶片产品

中国幅员辽阔，风资源分布广泛，为更加充分

利用这些不同特点的风资源，风电开发已由单一型

逐渐趋向于性能多元化。目前根据风电机组主要分

为低温型、加强型（抗台风和超强风）、高海拔型

和低风速型几类。因此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多元化叶

片产品。

（4）对中国风电叶片行业发展的建议

作为风电机组的重要部件之一，我国风电叶片

还有许多需要深入开展的工作。例如：加大叶片关

键技术研究的力度，提高大型风电叶片的气动设计

和结构设计的能力和水平；完善叶片的制造技术，

尤其是针对海上风电的高可靠性需求，需要叶片企

业在材料应用研究、成型工艺优化、生产过程的在

线控制和实验技术等方面做深入研究。确保叶片质

量，提高自有品牌的竞争力。

汽车行业复苏推动全球LFT市场

据著名行业分析机构——全球产业分析(Global 

Industry Analysts)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受汽车行业复

苏的推动，至2020年，长纤维增强热塑性塑料全球

市场预计将超过36.10万吨。

长纤维增强热塑性塑料(LFT)是纤维增强聚合物

领域中的一种新型高级轻量化材料。因具备抗蠕变

性、低翘曲、高抗冲性等性能优势，LFT在很多结构

性和半结构性应用中逐步取代金属材料。LFT材料在

汽车结构件的制造中占据主要市场份额，因此LFT市

场的增长与全球汽车行业的发展保持一致步调。时

尚、小型和轻量化汽车的流行为LFT在汽车行业中的

应用创造了更多机会，因为这种复合材料所能提供

的硬度是汽车结构件的理想选择。生命周期法规，

尤其在欧洲地区，强制规定材料回收，也推动着LFT

市场的增长。

汽车制造商对长玻纤增强聚丙烯(LGFRP)的钟爱

程度越来越高，因为LGFRP是单一材质结构，能够

被回收。LFT在非汽车领域应用的扩大，比如消费性

电子产品领域，以及天然纤维增强热塑性塑料在主

要终端领域应用的扩大，从长远角度而言也将推动

市场扩张。LFT的未来应用还包括汽车领域的涡轮增

压发动机和防撞减震器;建筑领域的防热锚栓和外观

配件;家用电器中压铸件的替代产品;机械钻的螺纹接

头。短期之内有益于市场前景的技术成就包括玻纤

和碳纤增强LFT混合颗粒，这种材料使用了尼龙66来

改善树脂与LFT的绑定，还使用了新型玻纤增强剂。

欧洲代表着全球最大的市场。在分析周期内，

亚太地区预计将是增长最为迅速的市场，复合年增

长率将达7.7%。汽车产量的增加、经济的稳步发

展、工业活动的日益强劲、以及中国和印度作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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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外包目的地的重要性是当地LFT市场发展的主要

推动因素。

工信部发布

三项复合材料行业标准2015年6月1日起实施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准发布了《工业多聚磷

酸》等303项行业标准及1项化工行业标准样品，其

中包括《钢-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双层埋地储油罐》

（JC/T 2286-2014）、《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快装脚手

架》（JC/T 2287-2014）、《整体浇铸乙烯基树脂

混凝土电解槽》（HG/T 4752-2014）3项复合材料标

准，这3项标准于2015年6月1日起实施。

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游艇展

（简称CIBS 2015）落幕

近日，第二十

届中国国际游艇展

在上海世博展览馆

落下了帷幕。做为

亚洲游艇产业的旗

舰 展 ， 中 国 （ 上

海）国际游艇展从建立到现在有20年了，已经成长

为亚洲最大、历史最久、参展品类最全、品牌最多

的综合性游艇展，这是亚太游艇市场的一流展示平

台，并被美国商务部授予“亚太地区最佳游艇展”

的称号。

本届展会将有8大国家和地区展团、550多家企

业参展，550多实船现场展示，展出面积达到50000

平方米；此外，还有逾38场新品发布及30多场现场

活动精彩呈现。

复合材料在游艇产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因

此，中国复合材料

信息网做为复合材

料 行 业 的 专 业 媒

体，将继续关注有

关信息采集及报道

活动，传播游艇产

业潮流及技术工艺新动向！

2015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展览会在上海落幕

4月9日，为期

3天的2015中国国

际轨道交通展览会

在上海圆满落幕，

共200多家中外企

业轨道交通界的企

业参加了本次盛会，做为中国轨道交通行业的排头

兵，南车、北车在展会上展示了自己的产品。

中 国 国 际

轨 道 交 通 展 览

会 （ R a i l + M e t r o 

China），自2002

年 创 立 以 来 ， 已

成 为 中 国 乃 至 亚

太地区最具专业性、权威性的城市轨道交通与铁路

领域交流平台之一。2015年4月8-10日，第十届中

国国际轨道交通展

（Rail+Metro China 

2015）在上海新国

际博览中心隆重举

行。本次大会重点

展示(下转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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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孟氏盛业玻璃钢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 孟繁星   电话： 0318-2632268    传真： 0318-2632269

网址： http://mengshifrp.u.cnfrp.net/contact/

通信地址： 衡水市京大路橡胶城西口

主营产品：专业生产：玻璃钢设备、玻璃钢缠绕设备、玻璃钢缠绕机、环氧玻璃丝缠绕管、保温管玻璃钢外护层缠绕设备；生
产各类型号玻璃纤维（玻璃钢）缠绕装备,玻璃钢电缆保护管生产线、玻璃钢夹砂管道生产线、玻璃钢卧式、立式储罐缠绕机械
设备，保温管玻璃钢外保护层微控缠绕机械设备,并承揽各类玻璃纤维微控缠绕系统的技术改造项目，可根据客户要求专业设
计、生产、安装其它行业玻纤缠绕线型及特殊规格制品生产线装备。

南京斯贝尔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熊进凤   电话： 025-52107920     传真： 025-52101573

邮箱： 13851864299@163.com      网址：http://njspare.u.cnfrp.net/

通信地址：南京市江宁区殷巷中科路6号

主营产品：南京斯贝尔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于1995年5月成立的，座落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一家以技术
为主，集技、工、贸为一体的开发、生产经营性公司，主要从事拉挤、模压成型玻璃纤维增强塑料产品的技术开发，产品研制
及专用设备的制造。

优必佳树脂（常熟）有限公司
联系人： 唐晓兰   电话： 0512-5264584     传真： 0512-52642268

邮箱： SAL02-UPICA@cs.ccpcn        网址： http://youbijia.u.cnfrp.net/

通信地址：江苏省 苏州市 常熟市-沿江工业区长春路

主营产品：优必佳提供各种用途的高品质不饱和聚脂树脂产品，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世界各种不同的领域。如:绿色能源的大型
风机叶片制造用树脂，汽车及电子电器用的SMC/BMC树脂，高档船舶制造用树脂，冷却水塔，储罐，型材，管道，,人造大理
石，工艺品用树脂等。真诚希望与广大复合材料商共同合作。

江西瑞麟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 陈妍   电话： 0793-5258999    传真： 0791-83826599

邮箱： 250856372qq.com        网址： http://jxrl5258999.u.cnfrp.net/

通信地址：江西省德兴市香屯生态工业园区

主营产品：公司内部生产、检测设备齐全，产品质量保证体系完善。拥有当今国内最先进的微机控制纤维缠绕生产设备；微机
控制往复式液压拉挤设备；微机控制框架式、四柱式模压设备和模塑格栅等生产设备。生产多系列的玻璃钢制品；新能源节能
环保设备系列产品、交通安全设施系列产品、储罐容器、管道系列产品以及各种市政基础建设配套产品。

冀州中意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张建政    电话：0318-8638136   13932879971  

传真：0318-8612721  邮箱：export@jzfrp.com    网址：http://jzzy.u.cnfrp.net/

通信地址： 河北省冀州市兴华大街955号

主营产品：以玻璃钢储罐和玻璃钢夹砂管道为主要产品，并拥有电厂烟塔合一玻璃钢烟道、FGD喷淋管、耐酸耐碱特殊储罐、
模压与拉挤型材、格栅、冷却塔等特色产品的专有技术，成为中国一流的玻璃钢企业。

会 员 专 栏 2015/04/总第20期

杭州恒成复合材料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 周部长  电话：0538-8989338    传　真：0538-8989338　

邮箱： zourengui@yeah.net      网址：http://www.cnbxfc.net/web/about.php?id=hengcheng888

通信地址：山东省泰安高新技术开发区

主营产品：恒成公司是在整合玻璃纤维行业先进的设备制造技术、成熟的生产控制技术、领先的工艺设计技术的基础上，与美
国GSI公司合资成立的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致力于推广先进的玻璃纤维生产技术及工艺，为国内外客户提供玻璃纤维生产线的
规划与设计，包括中碱玻璃纤维、无碱玻璃纤维、无硼无氟玻璃增强纤维及纺织型电子级纤维生产线。结合国内著名玻璃纤维
生产线建设施工单位，恒成公司可向国内外客户提供规划、设计、设备选型、安装、试生产、达产、培训等全方位的服务，实
现“交钥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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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康帕斯德新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 庄立新            电话： 0519-85160066         传真： 0519-85110883

邮箱： hualike@hotmail.com                 网址： http://www.kpsd.com.cn

通信地址： 常州新北区黄城墩工业园建新路6号

主营产品：主营玻璃纤维短切毡、玻璃纤维多轴向布、玻璃纤维缝编复合织物、玻璃纤维夹芯缝编毡、玻璃纤维无捻粗纱布、
彩色胶衣、特种胶衣、模具胶衣、阻燃胶衣、洁具胶衣、不饱和聚酯树脂、特种树脂、乙烯基酯树脂、辅料类（固化剂、促进
剂、颜料糊）等产品。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王利平(女士)　      电话：0871-66242616　　

传真：0871-66242042        邮箱：vip4000766979@126.com 

通信地址：昆明市滇池路1417号    邮编：650228

主营产品：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从 1974 年创业至今，已走过了三十五年的发展道路。现已发展成为以化肥为主业、以有
机化工、盐和盐化工、玻纤新材料、磷矿采选和磷化工为主要发展方向的母子公司体制的企业集团。

海宁杰特玻纤布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叶经理 18668322559    电话：0573 87985310     传真：0573 87985755

邮箱：danielye4233@gedceiling.com   网址：www.gedfiberglass.net

通信地址：浙江省海宁市周王庙之江工业园华锦路16号 

主营产品：海宁市杰特玻纤布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生产加工、经销批发的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主要产品：玻璃纤维布,玻纤
布,结构膜材布,玻璃纤维涂层布,硅胶布,防火卷窗帘,芳纶布,高硅氧玻纤布。

陕西华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孙彦平   电话： 029-38362081/38362083/38362084   传真： 029-38615238，38362086

邮箱： vip4000766979@126.com      网址： http://www.huatek.cn

通信地址：陕西省兴平市西城友谊南路

主营产品：无碱、耐碱、高硅氧、湿法薄毡、贵金属（铂、铑、铱）加工、表面涂覆、玻璃制品加工等专业生产线，具有年产
玻璃纤维纱6000吨、玻璃纤维布2000万平方米、湿法薄毡（玻璃纤维纸）2500万平方米的生产能力。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信
息、航空航天、新型墙体、环保节能、电绝缘、体育器材等诸多领域，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可缺少的结构材料和功能材料。

陕西泰普瑞电工绝缘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 上官占丽    电话： 029-86032239   15929809999  

传真: 029-86031253 邮箱： taporel@163.com   网址：www.taporel.com

通讯地址： 西安泾河工业园泾渭十路9号  邮编: 710021

主营产品：泰普瑞电工的主要产品有环氧电绝缘棒（圆形、方形、异型）、绝缘管、真空注射复合绝缘子芯棒、环氧玻璃丝缠
绕管（筒）、环氧玻璃布缠绕管（筒）、填充泡沫管、空心复合绝缘子套管、电工专用SMC、BMC制品等十一余种产品，广
泛应用于电力绝缘设备制造行业。

华东理工大学华昌聚合物有限公司
联系人 ：张伦波   电话：0216-4250848    13585609475

传真：021-64250084   网址：http://huachang.u.cnfrp.net/     

通信地址：上海市梅陇路130号

主营产品： 10000吨/年 MFE 乙烯基酯树脂 、20000吨/年 UP树脂 、5000 吨/年 HZF海工防腐蚀涂料 、3000 吨/年 特种核纯胶
粘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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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富桥树脂有限公司
联系人： 蔡建平  电话：0519-85771738   

传真: 0519-85777737    邮箱： info@czfuqiao.cn   网址：http://fuqiao.u.cnfrp.net/

通信地址：江苏省江阴市黄土镇小湖沿江石化市场525市    邮编: 213033

主营产品：主要生产不饱和聚酯树脂、颜料糊、促进剂、胶衣树脂等配套副料，目前公司不饱和聚酯树脂生产能力为9000吨，
是国内同行业规模型企业之一。

北京伊诺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孙志元 电话：010-60216408   13911709762

传真：010-60216409~806  邮箱：bjynw@126.com  网址：http://bjynw.cnfrp.net

通讯地址：北京大兴区金星西路3号院绿地兴贸中心1号楼2单元609室 邮编：102600

主营产品：高级模具模型树脂材料、高性能环氧胶衣、环氧基体树脂材料和久负盛名的Araldite结构胶粘剂等先进材料；汉高
乐泰的PREKOTE脱模剂系列产品；美国固瑞克液流控制公司的各种双组分或三组分树脂体系的风电叶片专业配角设备、高性
能RTM设备、精密点胶注胶设备等高档成型设备；以及各种复合材料制品成型辅料等。

无锡市君天化工有限公司
联系人：范小满   电话：0510-87881274

传真：0510-87886781   邮箱：wxjt@wxjuntian.com   网址：http://www.wxjuntian.cnbxfc.net

通信地址：江苏省宜兴市闸口镇　邮编：214216

主营产品：SR－1水溶性树脂、811水溶性环氧树脂、681水溶性环氧树脂、682水溶性环氧树脂、玻璃纤维润滑剂－固色剂
G、玻璃纤维润滑剂－SB、玻璃纤维润滑剂-TB、硅烷偶联剂KH－570、各种类型玻璃纤维拉丝用浸润剂：纺织直接纱、新型
浓缩纺织。

山东玻纤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 郭经理   电话： 0539-7369671    传真： 0539-7369671

邮箱： 1346473574@qq.com                 网址： http://www.chinagls.com

通信地址： 山东沂水县经济开发区

主营产品：“光力士”玻璃纤维纺织细纱、“欧佳乐”系列玻璃纤维壁布、中、无碱膨体纱、玻璃纤维涂塑窗纱、无捻粗纱、
中、无碱方格布、网格布、短切毡、针织缝编毡、钓鱼杆基布等。 

聊城鸿安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希望 15966253999    总经理崔昌伦15095028572    销售部张新华13969577332   电话：0635-7883777   

传真：0635-7887817     网址：www.lchongan.com

通信地址：山东莘县古云镇

主营产品：聊城鸿安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以玻璃纤维、碳纤维及其制品和玻璃钢复合材料为一体的民营
高科技企业，是玻纤深加工企业之一。主营产品：玻璃纤维 碳纤维 玻璃钢复合材料 玻璃纤维布 纤维纱 电子纤维布 染色玻纤
膨体布 膨体布。

广州博皓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 幸垂有(先生)　  电话： 020-39966201-819　18026298630    传　真： 020-84558616　

邮箱： info@frpgd.com     网　　址：http://www.cnbxfc.net/web/about.php?id=bohao

通信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文边村福田大街科宝工业园

主营产品：广州博皓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的主要产品有普通和特种纤维增强材料、树脂及胶衣、脱模产品、夹芯材料、生产工具
及其他辅料。主要销售普通和特种纤维增强材料、树脂及胶衣、脱模产品、夹芯材料、生产工具及其他辅料。共16大类69个
品种，上千款不同规格。广州博皓为化工防腐（管道、储罐、烟气脱硫、防腐工程）、交通运输（船舶、汽车、航空、轨道交
通）、运动器材、建筑、电子、能源、节能环保 风力发电、防务、民用消费品等多个领域的用户供应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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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534-2220163  传真：0534-2220192   邮箱：cnfrp@126.com

唐山市古冶第一玻璃制品厂
联系人： 彭守峰     电话： 0315-3259980      13582918611     传真： 0315-3513963

邮箱： guye@cnbxfc.net            网址： http://guye.cnbxfc.net

通信地址：唐山市古冶区古冶北寺北

主营产品：中碱玻璃球、玻璃纤维布、玻璃纤维纱。

赣州广建玻纤有限公司
联系人： 张全文    电话：15970742888

邮箱： gzguangjian@126.com        网　　址： http://www.gjgf.cn

通讯地址：江西省赣州黄埠生态工业园

主营产品：公司拥有多种规格型号的复合环保型玻璃纤维纱、纤维布、纤维毡等系列产品的专业生产线，形成年产3000吨玻纤
布、7000吨短切毡、8000吨玻纤纱等玻纤制品生产能力。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军工、农业、环保化工、交通运输、日用生
活等诸多领域，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可缺少的结构材料和功能材料。

上海诚伊复合材料有有限公司
联系人： 郑毅    电话：13916152374 

网址：http://1232863 .czvv.com

通信地址：康健路135号B座244室 邮编:200235

主营产品：上海诚伊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玻璃纤维、塑料制品、五金交电、服装、百货、礼品、建筑材料、化工原料
及产品（除危险品）的销售，商务信息咨询。（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等产品。公司尊崇“踏实、拼搏、责任”
的企业精神，以全新的管理模式，完善的技术，周到的服务，卓越的品质为生存根本，我们始终坚持用户至上，用心服务于客
户，坚持用自己的服务去打动客户。

泰安聚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光磊  电话：0538-6262978

传真：0538-6262718 邮箱：tamiao@163.com 网址：http://www.tsjuli.cnbxfc.net

通信地址：泰安市南关路南首第二污水处理厂南邻　邮编：271000

主营产品：无碱玻璃纤维方格布、中碱玻璃纤维方格布、玻璃纤维短切毡、玻璃纤维表面毡、无碱缠绕纱、SMC 纱、中碱粗
纱、中碱缠绕纱、喷射纱、膨体纱。

青岛朗通机器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永乐 （先生）  电话： 0532-81920069 18561616188

传真：  0532-81920079    网址：http://langtong.u.cnfrp.net/

通信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山东头路58号盛和大厦2号楼1605室

主营产品：专业研发和生产玻璃钢连续缠绕管材设备及玻璃钢管制品的民营高科技企业。
玻璃钢管管套设备 玻璃钢管连续缠绕生产线 玻璃钢管道水压试验设备 玻璃钢管环刚度试验仪设备。

慈溪欧隆玻纤织造有限公司
联系人：毛华君        电话：0574-63711278    传真：0574-63710555 

邮箱：cixioulong@163.com    网址：http://www.cnbxfc.net/web/about.php?id=oulong

通信地址：慈溪市范市镇工业开发区 

主营产品：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玻璃纤维自粘带，GRC增强网格布等其他玻璃纤维产品。

江西大华玻纤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生   电话：0795-4604279  

传真：0795-4605898  邮箱：zzxy4988@jxdahua.com    网址：http://www.cnbxfc.net/web/about.php?id=zxy4988 

通信地址：奉新县工业园区    邮编：330700　 

主营产品： 中碱玻璃纤维纱 耐碱玻璃纤维网络布 玻纤平纹布 无捻粗纱方格布 玻璃纤维自粘胶带 短切毡  外墙外保温基布 中
碱玻璃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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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534-2220163  传真：0534-2220192   邮箱：cnfrp@126.com

江苏兆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鲁平才    电话：0511-80789788  13656108888

传真:  0511-80789767    邮箱：lupingcai@composite-cn.com

通信地址：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市-华阳西路99号

主营产品：专业的BMC/SMC材料及制品研发、生产及销售，在BMC/SMC领域有丰富的经验和较强的新产品开发能力。工程塑
料改性研发、生产及销售。

石家庄鹏远自动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 邢建昭    电话：86-0311-83808865 、83803118 、87668075 、 83626381  

邮箱：pengyuanam@126.com   网址：http://www.cnbxfc.net/web/about.php?id=pengyuan

通信地址： 石家庄市南二环西路与石铜路交叉口东南

主营产品：为专业生产玻璃纤维布后处理设备的高科技公司 天然气后处理机组 天然气焖炉  防火毡设备  玻璃纤维布单室焖烧
炉  验布机  倒布机  固化烘干炉 。

营口市金玉玻纤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 胡琦 （先生）    电话：0417-2257111  13050679291

传真：0417-2139255   网址：http://ykhuajia.u.cnfrp.net/

通讯地址：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曙光街59-2号     邮编：115001　 

主营产品：各种中碱、无碱捻纱   0.1 0.2 0.4中碱玻璃钢基布 玻璃纤维网格布  矿山用导风筒基布。

邢台金牛玻纤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王学敏　       电话：0319-2067819　  0319-2067785　 

传真：0319-2067888 　   网址：http://jnfg.u.cnfrp.net/

通讯地址：河北邢台豫让桥新区金牛路1号           邮编：054001

主营产品：邢台金牛玻纤有限责任公司隶属于世界500强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现拥有两条大型无碱池窑生产线，年产
无碱玻璃纤维及其制品七万吨，产品涵盖直接纱、环氧纱、毡用纱、LFT纱、SMC、喷射纱、短切原丝毡、无捻粗纱布、多轴
向织物及缝编毡等10大类，畅销国内30多个省市，并出口欧洲、北美洲、南美洲、东南亚、印度、中东等国家和地区。

内江华原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晓英(女士)　电话：0832-8215609 15984296660　

传真：0832-8210490　网址：http://njhuayuan.u.cnfrp.net/

通讯地址：威远县城南工业园区2号道107号　邮编：642450

主营产品：内江华原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无碱池窑玻纤的股份制企业，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中国第四大玻纤企业
四川威玻新材料集团的控股企业。公司位于四川威远县威玻工业园区，距成都143公里，重庆港200公里，泸州码头100公里，
拥有总资产18亿元，注册资本3.7亿元，年销售收入15亿元。

南京康特玻璃钢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开发   电话： 025-52761472 13805172638   传真： 025-52761471

邮件：ktfrp168@163.com     网址： http://nanjingkangte.u.cnfrp.net/

通信地址：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土桥工业集中区兴百路1号

主营产品：以缠绕成型FRP管道及储罐、现场缠绕玻璃钢大型容器，拉挤成型FRP塔结构型材、环氧绝缘型材以及碳纤维制
品、模塑/模压成型FRP格栅为主打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

临海市威特机械有限公司
联系人：钱南安   电话：0576-85289792  

传真：0576-85289737   邮箱：qna99@163.com  网址：http://cnbxfc.net/web/about.php?id=lhwit

通信地址：浙江省临海市江南外商投资区里洋 

主营产品：主要产品有一步法复合捻线机、玻璃纤维捻线机及各类锭子。 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和检测设备。精良的工艺，严谨
的检测手段，完善的企业管理体系和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技术、管理、生产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