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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乘风高端制造，航空玻璃迎发展契机 
 

事件：近期常熟耀皮特种玻璃有限公司与吉凯恩（GKN）航宇服务有限公司就航空玻璃项目进行了

签约，项目投产后将提供技术难度极高的航空玻璃原片，标志着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进入全球航空玻

璃供应商领域。 

点评：1.航空玻璃---玻璃领域高端制造 

航空玻璃主要指用于飞机座舱盖、风挡、机舱、舷窗等部位的一种有机透明结构材料，可分为有机

玻璃、无机玻璃、复合玻璃、中间层材料。目前客机风挡玻璃多由无机硅酸盐玻璃与有机透明材料

复合而成，具备多种功能：有足够强度，以承受飞机座舱压力、气动载荷、机体结构载荷等；作为

透明观察窗，要具有良好的光学性能；具备抗鸟撞以及防冰除雾等功能。航空玻璃制造代表特种玻

璃的顶尖技术与高昂投入。 

2.航空玻璃技术、认证壁垒高 

航空玻璃对安全性能严格要求、制作工艺复杂、生产难度高；技术壁垒主要在于如何保证透明度要

求，飞机风挡玻璃需要在非常干净的环境中进行层压，以确保最小的光学缺陷。此外，航空玻璃成

形也是一门独特技术，需要特殊的烤箱、真空室，以及五轴机等工具。航空玻璃供应商需要通过美

国联邦航空安全局或者欧洲航空安全局的认证，无上述机构适航认证过的中国玻璃生产商，无法进

入国际巨头的供应商名单。基于技术、认证壁垒的存在，全世界航空玻璃生产屈指可数。全球航空

玻璃供应基本由三大国外厂商垄断，分别是法国的圣戈班集团、英国的 GKN 公司（LSE：GKN）以

及美国 PPG 公司（NYSE：PPG）。 

3.与领头羊合作，福耀之路或将复制 

玻璃在交通运输中的运用不断扩大，在技术要求最高的航空领域，随着消费水平的提升以及全球化

的深入，航空出行频率增加，客机的交付量也有所提升。民用航空方面，自 2011 年以来，每年新增

民用航空飞机从 167 架逐年提升，2017 年达到了 346 架，同时保有量也从 2010 年的 1597 架上升至

3296 架。此外，《2017 年全球通航飞机交付和销售额统计报告》显示，2017 年全球通航飞机（除商

业客机以外的飞机）交付 2324 架，比 2016 年 2268 架的交付量上升了 2.5%，整体来看，航空领域

需求增长稳定，我国在该块领域还没大规模涉及，加上国产飞机安全性能的提升，商业化即将实现，

巨大的商机值得国内玻璃企业把握。 

 

现阶段航空玻璃被国外三巨头垄断这样的局面并不是无法扭转的，中国优秀企业也通过各种方法实

现了弯道超车，比如同样是做玻璃的福耀玻璃就通过向领头羊学习的方式，1996 年与圣戈班合作，

2004 年与 PPG 合作，获得了国外企业的先进技术及管理方式，一举成为全球玻璃龙头。 

 

4.航空玻璃或将迎来发展契机 

耀皮玻璃是中国玻璃行业的老牌知名企业，此次耀皮玻璃与英国 GKN 的签约具有重大意义；如果研

发和技术能够从 GKN 获得帮助，将为耀皮玻璃发展航空玻璃打下坚实基础，也为其他玻璃企业提供

借鉴的机会。随着国产 C919 的逐步商业化，如果能够顺利进入中国商飞供应商体系，国内航空玻璃

发展有望迎来契机。 

 

风险提示：合作进展、技术突破不及预期，客机需求大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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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航空玻璃---玻璃领域最高端制造 

飞机风挡玻璃（航空玻璃）制造代表了特种玻璃的最顶尖技术与高昂投入。2018 年 5 月，
接连两起挡风玻璃事故引起国内外对这一细分领域密切关注——首都航空 JD421航班在起
飞不久后因为风挡外层玻璃开裂返航，川航 3U8633 航班在飞行时发生驾驶舱右座前风挡
玻璃破裂脱落。无论是客机，还是军机、运输机以及航天飞机，保障安全性能均是第一要
务，“小小”挡风玻璃虽在知名度上无法与发动机、机翼结构、航空电子齐名，但是承载
的安全使命毫不弱于其他零部件，兼具轻量化、高强度、长寿命与多功能注定挡风玻璃是
一个高精尖领域，它天然对应高技术壁垒、持续研发投入以及可观的商业利润。2018 年
11 月，另一起事件引起市场对挡风玻璃供应链的关注——耀皮玻璃与英国吉凯恩航宇签约
航空玻璃项目，双方在 2015 年开始接洽合作，耀皮常熟的特种玻璃子公司在现有防火玻
璃基础上升级改造，成功提供技术方案实现签约，之后有望生产技术难度极高的航空玻璃
原片。海外认可是国内技术进步与商业化可能的重要推动，加入全球供应链积累技术与经
营经验，一定程度承载市场对国产大飞机零部件同时国产化的期待。此外，顶尖技术突破
有望推动进口替代领域延展，例如高铁、航天飞行器、高端汽车等其他交通工具，市场空
间广阔。 

 

图 1：飞机挡风玻璃 
 图 2：飞机舷窗玻璃 

 

 

 

资料来源：视觉中国，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全景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1.1. 玻璃制造技术之花——工艺难高门槛 

飞机风挡玻璃属于航空玻璃的一种，常见的还包括飞机舷窗玻璃。航空玻璃主要发挥三重
功能：飞机结构强度需要，光学性能良好保障透明观察，特殊功能比如防弹、防鸟撞击、
除霜去冰等。 

（1）飞机结构强度需要，主要指维持飞机气动外形、客舱增压，例如设计运行高度不超
过 1.37 万米的机型，风挡玻璃应承受 1.33 倍座舱泄压阀最大设定值的压力。驾驶舱风挡
玻璃一般由三层玻璃组成，最外层为热钢化玻璃，中层和内层一般为化学强化玻璃，类似
“三明治”结构，如 388 结构中厚度分别为 3mm、8mm、8mm，需要经过极限强度验证、
破损安全验证以及疲劳验证。同时，也对应产品成形技术高壁垒，需要特殊生产工具与产
品线。 

（2）光学性能良好保障透明观察。根据 GKN 公司介绍，航空玻璃技术壁垒还包括如何保
证透明度要求。飞机风挡玻璃层压环境的洁净度要求非常高，确保光学缺陷最小。 

（3）特殊功能，例如防弹、防鸟撞击、除霜去冰等，与安全性紧密相关。例如外层玻璃
用于加热除霜的导电膜如发生均匀性问题带来使用寿命、玻璃炸裂问题，电加温系统短路、
断路导致挡风玻璃失效。 

此外，我们观察到航空玻璃技术仍在不断进步，当前阶段对航空玻璃提出新要求。例如根
据ASDNews发布的报告《2018-2022年度全球商用飞机挡风玻璃与舷窗市场的核心公司》，
为应对客流量增加航班密集带来的燃料碳排放量提升问题，环保型飞机挡风玻璃研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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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以及调色玻璃在风挡玻璃、舷窗市场的发展趋势。 

1.2. 航空玻璃结构剖析 

航空玻璃主要指用于飞机座舱盖、风挡、机舱、舷窗等部位的一种有机透明结构材料，可
分为有机玻璃、无机玻璃、复合玻璃、中间层材料。其中有机玻璃通常是指以甲基丙烯酸
甲酯为单体，用本体聚合的方法制得的板材，无机玻璃主要为空用硅酸盐玻璃与增强硅酸
盐玻璃两大类。目前客机风挡玻璃多由无机硅酸盐玻璃与有机透明材料复合而成，具备多
种功能：有足够强度，以承受飞机座舱压力、气动载荷、机体结构载荷等；作为透明观察
窗，要具有良好的光学性能；具备抗鸟撞以及防冰除雾等功能。风挡玻璃结构分为外层钢
化玻璃、中层树脂玻璃、内层化学钢化玻璃，玻璃与玻璃之间还有其他材料的涂层和胶层。
外层风挡玻璃厚度约为 3mm，是一个坚硬耐磨的刚性表面，是外来物冲击飞机的第一道
防线，起到防止外来物体损伤和磨损的屏障作用，比如能抵抗 1.8 公斤重的鸟，以 600 公
里时速撞击。中层和内层风挡玻璃是机身结构的一部分，根据飞机风挡制造商 PPG 的数据，
每层厚度约为 8 毫米，承担着气压负载。中层风挡是一个防失效结构，如果内层玻璃破裂，
它可以防止碎片飞溅，同时也承担着一定的结构负载。 

 

图 3：航空风挡玻璃结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翼周刊，天风证券研究所 

2. 耀皮牵手 GKN，该领域有望突破 

2.1. 世界航空玻璃生产厂商屈指可数 

航空玻璃仅占飞机制造产业极小比重，但由于关系到飞行员和飞机的安全，它已成为飞机
上的关键部件。航空玻璃对安全性能严格要求、制作工艺复杂、生产难度高；技术壁垒主
要在于如何保证透明度要求，飞机风挡玻璃需要在非常干净的环境中进行层压，以确保最
小的光学缺陷。此外，航空玻璃成形也是一门独特技术，需要特殊的烤箱、真空室，以及
五轴机等工具。航空玻璃供应商需要通过美国联邦航空安全局或者欧洲航空安全局的认证，
无上述机构适航认证过的中国玻璃生产商，无法进入国际巨头的供应商名单。基于上述技
术、认证壁垒的存在，全世界航空玻璃生产屈指可数。全球航空玻璃供应基本由三大国外
厂商垄断，分别是法国的圣戈班集团、英国的 GKN 公司（LSE：GKN）以及美国 PPG 公司
（NYSE：PPG）。川航罕见事故折射了航空玻璃安全问题，也让更多人了解到中国民航产
业零部件生产的短板。  

2.1.1. 圣戈班集团 

圣戈班集团旗下的圣戈班苏利公司（Saint-Gobain Sully）担任航空玻璃生产任务。圣戈班
苏利公司的主要客户是空客公司和俄罗斯的伊尔库特飞机公司。空客 A320 家族、A330、
A340、A380 以及伊尔库特的 MS21 均采用圣戈班生产的航空玻璃。中国也是圣戈班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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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发展地，圣戈班是中国商飞的 III 类供应商，中国商飞生产的 ARJ21 型号飞机采用的就
是圣戈班生产的航空玻璃。 

图 4：圣戈班为飞机提供的密封组件  图 5：圣戈班为飞机提供的密封组件 

 

 

 

资料来源：圣戈班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圣戈班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2.1.2. GKN 公司 

英国 GKN 公司则是欧洲大陆另一大航空玻璃生产巨头。GKN 是全球领先的航空部件供应
商，向包括波音公司、空中客车等全球知名飞机制造商提供尾翼、机翼结构、机身等部件，
GKN 旗下的 GKN Aerospace 是世界航空航天业的一级供应商，业务分布于欧洲和美国；产
品主要涉及航空结构、推进系统以及航空玻璃。根据公司 2017 年年报，其航空结构件业
务板块实现了 36.38 亿英镑的收入，在全球 14 个国家 52 个生产基地有望 17700 名员工；
其产品不仅面向民用航空，同时也供应军用航空领域，洛克希德马丁为公司的重要客户，
并且为 F-35、F/A-18 超大黄蜂战机供应零部件；公司在 2018 年的珠海航展期间同与中国
商飞（COMAC）下属的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SAMC）、中航工业（AVIC）签署三方框
架协议，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专门从事航空结构件的生产经营。 

图 6：GKN 为 G650 飞机生产的尾翼  图 7：GKN 为 Boeing 737 Max 生产的翼尖小翼 

 

 

 

资料来源：GKN 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GKN 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2.1.3. PPG 公司 

三巨头中的美国 PPG 公司在 1927 年就为福特 Tri-Motor 飞机提供窗户。在商用航空领域， 

PPG为空客，波音公司，庞巴迪公司和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飞机提供了一系列广泛的产品，
已经为波音公司的 737,747,757,767,777 和 787 提供驾驶舱窗口，PPG 还为空中客车 A320

单走道系列飞机和 A330 / 340 长程系列飞机提供驾驶舱窗户。在支线航空领域，PPG 为庞
巴迪，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和 ATR 飞机提供完整的飞行甲板窗户产品线，均达到最新的设计
级别。 他们是庞巴迪 CRJ200,700 和 900 飞机驾驶舱窗户的主要来源之一。此外，PPG 是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 ERJ145 系列飞机和 ERJ170 / 190 系列飞机驾驶舱窗户的核心供应商。 

功能复杂性与安全性双重导向下，国内技术应用与商业运行仍有较大进步空间。具体看，
技术关键点与难点体现在（1）兼具轻量化、高强度、长寿命与多功能；（2）光学缺陷最
小。（3）机械故障与设计限制。（4）试错成本高。（5）配套产品，密封胶水等。从供给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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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看，国外企业仍为主流，如法国圣戈班集团、英国 GKN 公司、美国 PPG 公司，但国内
不乏正在崛起的新星，如本次成功签约的耀皮玻璃，曾为 C919 提供样机的中航三鑫等。
技术认证与商业应用仍需时间沉淀。目前客机风挡玻璃准入制度、适航认证程序严格，如
美国 FAA、中国民航 CAA 认证等。我们认为，从技术研发认证-样机生产-小试-中试-规
模供应仍需时日，需关注国内大飞机发展进程促进自主研发与高端制造，对国产风挡玻璃
创造的发展机遇。 

图 8：法国圣戈班苏利为航空工业供应玻璃窗长达 50 余年  图 9：美国 PPG 公司同样是行业领军 

 

 

 

资料来源：圣戈班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PG 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2.2. 与领头羊合作，福耀之路可复制 

现阶段航空玻璃被国外三巨头垄断的核心原因在于没有掌握关键技术。PPG、GKN、圣戈
班都是百年历史企业，经过世界大战的洗礼，与政府形成紧密联系，拥有大量的资金和科
研人员，逐步形成了护城河，成为各大飞机制造商的稳定供应商。不过这样的局面并不是
无法扭转的，中国优秀企业也通过各种方法实现了弯道超车，比如同样是做玻璃的福耀玻
璃就通过与海外企业合作的方式，获得了先进技术及管理方式，一举成为全球汽车玻璃巨
头，因此我们认为此次耀皮玻璃与 GKN 签约航空玻璃项目意味着国内玻璃企业有望在航
空玻璃有所突破。 

 

回顾福耀的发展历史，公司出现过两次较大与国外玻璃企业的合作经历。 

（1） 携手法国巨头圣戈班：福耀创始人曹德旺先生 1987 年初创福耀玻璃，一开始主要
做汽车配套市场，针对的是汽车玻璃维修市场，在汽车刚刚兴起的中国市场不断
捞金。之后在一汽-大众坚持培育国内自主品牌的机遇下，根据捷达车型逆向开发，
逐步成为一汽的主要 OEM 供应商。但是介于技术能力有限，逆向设计之后的仿真
能力有限，想要走出国门实在困难。此时的福耀在国内市场的市占率稳步提升，
但是海外市场难有起色，曹德旺先生在 1993 年希望公司能发行 B 股，拓展海外
融资渠道，同时引进国际大公司帮助建立福耀的规范化管理；而此时的玻璃巨头
圣戈班正想进军中国市场，希望寻找合作伙伴，双方一拍即合，经过 2 年的考察，
1996 年初，双方签约，圣戈班投资 1530 万美元，与福耀合资成立万达汽车玻璃
有限公司，其中：法方控股 51%，中资占 49%，同时，福耀将 42%海外法人股转
让给圣戈班。福耀获得了资金以及日后极为有用的技术和管理，福耀的一线员工
都获得了圣戈班集团的专业培训，为未来发展打下扎实基础。当时国内市场监管
不成熟，增长开始乏力，福耀开始加强海外业务，与圣戈班在海外的业务形成冲
突，形成矛盾，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海外审计制度不同等外部因素叠加，双方
在 1999 年分道扬镳，福耀收回股权。 

图 10：福耀 1993-2007 年营收及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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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1999 年分手之后凭借先进的管理技术，福耀的净利润实现较快增长，同时净利率
快速提升至 15%以上，并保持稳定；合作期间福耀玻璃借助圣戈班技术建设的新
玻璃生产线也在之后逐步投产，较高的品质也获得了海外客户的认可，由于在中
国生产的成本低，性价比高，逐步打败了师傅圣戈班，根据中国玻璃网的数据显
示，2017 年全球汽车行业市占率排行中福耀玻璃 21.9%排第二，圣戈班以 17.6%

排名第四，成功击败了法国巨头，随着福耀在海外市场的逐步拓展，市占率有望
进一步提升，扩大领先优势。 

 

 

图 11：福耀 1998-2007 年归母净利及同比  图 12：福耀 1996-2007 年毛利率及净利率（%）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2） 与 PPG 化敌为友：福耀的全球化之路从来没有停歇，1991 年公司开始向加拿大
出口玻璃产品，1994 年成立美国树榕公司，负责北美市场玻璃销售，与圣戈班合
作之后，产品质量显著提升，逐步打入北美市场。然而拥有 120 年历史的美国玻
璃霸主 PPG 自然不会任由这家中国企业肆意侵占自己的地盘，因此在 2001 年中
国加入世贸之后不久，PPG 带领其他 2 家本土玻璃企业起诉福耀玻璃，福耀玻璃
分别遭到美国商务部和加拿大国际贸易法院的反倾销调查。福耀立即成立专门的
反倾销应诉办公室，经过了 8 个月的奋斗，加拿大国际贸易法院裁定，来自中国
的汽车玻璃在加拿大的销售不构成侵害，驳回了 PPG 的申诉。但是在 PPG 的大
本营美国，反倾销调查并不顺利，福耀发现由于公司实力且不在主场，正面交锋
会不断损耗公司的利润，于是曹德旺先生主动找 PPG 商谈，并指出当时全球汽玻
市场排名第四的 PPG 如果和排名第六的福耀打的两败俱伤，日本的旭硝子、板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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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法国的圣戈班就会渔翁得利，不如合作，强强联合。互惠的提议得到了 PPG

的认可，2004 年 PPG 主动撤销了诉状，与福耀开展合作，向福耀提供了技术设
备支持，帮助福耀建立了汽车用浮法玻璃生产线，并技术入股树榕公司，加强了
福耀在美国的物流；PPG 也在亚洲设立了生产基地，完善其全球布局。成功引入
技术的福耀在玻璃品质上已经不输海外企业，加上“专心做一块玻璃”的理念，福耀
在北美市场的份额和口碑都在不断提升，而 PPG 则因为专心做涂料，忽略了玻璃
市场的开发，2014 年福耀收购了 PPG“锡安”工厂及两条生产线，完成了对北美霸
主的反超。 

 

图 13：福耀收购 PPG 工厂 

 

资料来源：福耀玻璃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总结两次合作，福耀玻璃都主动向国外领头羊学习，与圣戈班合作让出了公司股权及部分
国内市场份额；与 PPG 合作则是让出了公司在亚洲的部分市场，但是获得的先进技术及
优秀管理能让福耀在之后的数年里保持一流的竞争力。类比当前的航空玻璃市场，类似的
情况正在发生，我国已经有一些企业正在尝试进入这个市场，但是由于科研技术不及发达
市场成熟，暂时的落后难以避免，但是我国航空市场空间不容小觑，国产飞机刚研制完成，
随着安全性的不断提升，国产替代进口不会遥不可及，作为重要零部件的航空玻璃也急需
实现国产化，本次航空玻璃项目的签约有望为成为打破国外企业垄断航空玻璃的契机。 

 

2.3. 交通运输提升玻璃需求，航空玻璃市场不可小觑 

普通的浮法玻璃主要运用在建筑市场，随着浮法玻璃制造工艺的不断成熟以及人民日益升
级的出行需求，玻璃在交通运输中的运用有望不断扩大。在我国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是汽
车、铁路及航空。其中汽车市场较为成熟，产量方面保持稳定增速，为汽车玻璃的需求形
成支撑。 

 

图 14：我国汽车产量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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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中国人口基数大，随着消费升级，汽车保有量逐年提升。产业信息网的数据显示，到 2017

年为止，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接近 2.08 亿量，仍然保持上升趋势，庞大的汽车保有量意
味着庞大的维修市场，因此汽车后装市场也是各大汽车玻璃制造商的必争之地，其中以信
义玻璃和福耀玻璃的优势最为明显。同时随着天窗玻璃及前挡玻璃倾斜度加大，每单位汽
车玻璃的用量也在增加。 

 

图 15：我国汽车保有量  图 16：单位汽车玻璃使用量随时间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汽车制造对玻璃的工艺要求有限，而在轨道交通尤其是高铁领域对玻璃的性能要求提升很
多，在高速行驶过程中，不仅保证视野的清晰，而且具有极高的机械和抗冲击强度。根据
玻璃信息网新闻显示，以前时速在 300Km/h 以上的高速列车所用的高强度风挡玻璃只能
从法国圣戈班和意大利 ISOCLIMA 进口，交货周期长，成本也极高，随着国内技术的不断
提升，以铁锚玻璃等国产玻璃企业引进国外技术，逐步替代了进口，迎来了快速发展。十
三五规划指出我国高铁营业里程达 3 万公里，年均增加营业里程 2838 公里，7 年复合增
长率 25.38%。于此同时带来的则是动车组产量的提升，进入 18 年以来动车组产量累计同
比有所改善，特种高铁玻璃的需求有望提升。 

 

表 1：我国动车组产量 

日期 当月产量（辆） 累计产量（辆）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2018.6 300 1187 -24.6 11.8 

2018.5 211 887 189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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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4 153 676 -11.6 14.4 

2018.3 211 507 -1.4 21.3 

2018.2 - 296 - 45.1 

2017.12 344 2600 17 -25.2 

2017.11 276 2256 -9.2 -29 

2017.10 302 1978 -9.6 -29 

2017.9 264 1676 -9.3 -34 

2017.8 198 1412 -17.8 -37.2 

2017.7 170 1214 -17.9 -39.5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天风证券研究所 

 

而在技术要求最高的航空领域，随着消费水平的提升以及全球化的深入，航空出行频率增
加，客机的交付量也有所提升。民用航空方面，根据历年中国民用航空局公布的民航行业
发展统计公报，自 2011 年以来，每年新增民用航空飞机从 167 架逐年提升，2017 年达到
了 346 架，同时保有量也从 2010 年的 1597 架上升至 3296 架。 

 

图 17：我国历年民航新增飞机数量及在册架数（架） 

 
资料来源：中国民用航空局，天风证券研究所 

从供应商的角度来看，2017年波音和空客共计交付了 1481架商用飞机，比 2016年的 1436

架增加了 3%；空客在 2017 年交付商用飞机 718 架，比去年增长了 4%，创造公司新高；
波音共交付了 763 架飞机，比 2016 年的 748 架增加了 2%，打破了自己和整个行业的交
付纪录。近些年航空事故频发，不少航空公司开始考虑退役不少机龄偏大的飞机，从而使
得商用飞机的交付保持增长。此外，GAMA 通用航空制造商协会(美国)公布的《2017 年全
球通航飞机交付和销售额统计报告》显示，2017 年全球通航飞机（除商业客机以外的飞
机）交付 2324 架，比 2016 年 2268 架的交付量上升了 2.5%，整体来看，航空领域需求
增长稳定，我国在该块领域还没大规模涉及，加上国产飞机安全性能的提升，商业化即将
实现，巨大的商机值得国内玻璃企业把握。 

  

2.4. 航空玻璃或将迎来发展契机 

耀皮玻璃是中国玻璃行业的老牌知名企业，成立时是国内较大的一批中英合资企业之一，
也是较早进入上海浦东的合资企业之一。公司在具有世界先进技术的各种低辐射镀膜玻璃、
在线节能能源再生玻璃和节能中空玻璃方面具备较强实力。此次耀皮玻璃同 GKN 的航空
玻璃项目的签约，展现了中国玻璃制造技术的不断进步，长期由国际少数企业把持的航空
玻璃制造领域未来将会出现中国玻璃企业的身影。 

 

我们认为现阶段耀皮玻璃与英国 GKN 的合作具有重大意义，作为上市公司，可以借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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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场的力量解决资金问题；研发能够从 GKN 获得技术支持。类比福耀的发展历史，这
次合作可能成为一个良好的开头，为耀皮玻璃发展航空玻璃打下坚实基础，也为其他玻璃
企业提供借鉴的机会，随着国产 C919 的逐步商业化，如果能够顺利进入中国商飞供应商
体系，国内航空玻璃发展有望迎来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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