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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温合金行业概况
1.1. 高温合金概念及应用高温合金是指以铁、镍、钴为基，能在 600℃以上的高温及一定
应力作用下长期工 作的一类金属材料；并具有较高的高温强度，良好的抗氧化和抗腐蚀性
能，良好的疲劳 性能、断裂韧性等综合性能。高温合金为单一奥氏体组织，在各种温度下
具有良好的组 织稳定性和使用可靠性。

基于上述性能特点，且高温合金的合金化程度较高，又被称为“超合金”，是广泛应 用于
航空、航天、石油、化工、舰船的一种重要材料。按基体元素来分，高温合金又分 为铁基、
镍基、钴基等高温合金。铁基高温合金使用温度一般只能达到 750~780℃，对 于在更高温
度下使用的耐热部件，则采用镍基和难熔金属为基的合金。镍基高温合金 在整个高温合金
领域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广泛地用来制造航空喷气发动机、各种工 业燃气轮机最热端
部件。1.2. 生产工艺高温合金的生产工艺因产品种类繁多而各不相同，但总体来看，其主
要生产环节为 熔炼、铸锭、热加工。生产工艺对高温合金材料力学性能影响重大，一项新
工艺的引入， 往往使高温合金的性能获得一个飞跃。一批新型高温合金的发展，往往推动
一代航空发 动机和航空飞机的发展，此外老型号的合金也可以通过改善工艺达到材料性能
的提高。熔炼是高温合金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一步。其技术方法与设备也在不断地创新和进步
中。目前，国内外的熔炼方式有三种，包括单联、双联和三联工艺。熔炼的设备包括真 空
感应炉、电渣炉、电子束炉、真空自耗炉以及等离子电弧炉等，使用比较广泛的为真 空感
应炉、真空自耗炉和电渣炉。1.3. 技术壁垒高温合金生产的技术壁垒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成分、设备与工艺。首先，成分直接决定熔炼结果及后续工序，这也是开发新产品的重要性
所在。高温合金一般会含有多 种稀有金属，这对后续产品加工的方法工艺提出了不同要求。
可通过定向凝固柱晶合金 和单晶合金工艺技术提高材料的高温强度，可采用粉末冶金方法
减少合金元素的偏析和提高材料强度。总的来说，高温合金的成分要求主要有三点：材料纯
净度、晶粒细化和 均匀化、防止宏观偏析。第二，生产设备在高温合金的生产工艺中也十
分重要，设备对应的加工条件影响最 终材料的微观结构，越是尖端、先进材料越是如此，
对设备的操作熟练度也十分关键；高温合金的生产设备众多，如真空感应炉、真空电弧炉、

真空自耗炉、电渣炉、水压机、 精锻机等，国内外设备先进程度存在不小差距。最后，工
艺对高温合金的性能影响逐渐加大。特别是在新兴工艺方面，定向凝固、 单晶合金、粉末
冶金、机械合金化、陶瓷过滤、等温锻造等新兴工艺的研发对高温合金 性能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变形高温合金主要通过真空冶炼、均匀化处理等工序制成涡轮盘和叶片毛坯。该种 高温合
金生产工艺的核心在于以下两点，第一，提高纯净度，降低高温合金中气体、陶 瓷夹杂物
及有害元素的含量；第二，获得均匀致密的内部组织，消除或降低合金凝固时 产生的疏松、
孔洞、成分偏析等。能否达到上述两点要求将成为变形高温合金产品的竞 争关键。1.4. 主
要产品高温合金可以按基体组织材料划分为铁基高温合金、镍基高温合金和钴基高温合金。
研发应用中，现在一般按制备工艺划分成铸造高温合金、变形高温合金和其他几类新型 高
温合金，例如，粉末冶金高温合金、弥散强化高温合金 ODS 等。变形高温合金是指可以进
行冷、热变形加工，工作温度范围-253~1320°C，具有良 好的力学性能和综合的强韧性指
标，具有较高的抗氧化、抗腐蚀性能的一类合金，主要 为航天、航空、核能、石油民用工
业提供结构锻件、饼材、环件、棒材、板材、管材、 带材和丝材。

铸造高温合金是指可以或只能用铸造方法成型零件的一类高温合金，其具有更宽的 成分范
围，由于可不必兼顾其变形加工性能，合金的设计可以集中考虑优化其使用性能。此外，相
比变形高温合金，它有更广阔的应用领域。由于铸造方法具有的特殊优点，可 根据零件的
使用需要，设计、制造出具有任意复杂结构和形状的高温合金铸件。根据铸 造合金的使用
温度，可以分为三类。

2. 供不应求局面将持续较长时间
2.1. 目前产量 1.4 万吨左右近年来，我国高温合金总体产量维持震荡，并未出现明显上升
趋势。根据特钢协会 统计，2019 年特钢会员企业高温合金钢材产量 8499 吨。2018、2019
年产量均较 2017 年 产量大幅提升，但并未达到 2014、2015 年的接近一万吨的水平。除
上述企业外，未纳入协会统计的企业还包括：科研院所类的钢研高纳（估算 3000 吨左右）、
航材院（621 所）（不到 500 吨）、民营企业类图南股份（1400 吨）、广大特材 （500 吨
左右）、西部超导（不到 500 吨），因此估计国内高温合金产量实际上在 1.4 万 吨左右。
综合来看，自 2014 年至今，国内高温合金产量处于震荡阶段，部分增长主要 来自于民营
企业图南股份、广大特材等。我们认为总体上还是因为高温合金的高壁垒、 高技术要求，
一方面新进入者难以规模化，另一方面老企业扩产的难度也较大，比如宝 钢特钢、长城特
钢等企业产量基本上十年无增长。

2.2. 需求量 3.4 万吨左右目前对于高温合金的消费数据和需求分布，国内尚无权威的统计
机构和口径。不同 机构对于国内高温合金需求各有不同表述。

根据我们前文的估算，2019 年纳入特钢协会统计的产量有 8499 吨，未纳入的大概 5500
吨，因此国内高温合金产量实际在 1.4 万吨左右。考虑到国内高温合金国内自给率 40-42%
的历史经验数据（过去几年国内高温合金产量增长缓慢，上面经验数据可靠）， 我们估算
国内高温合金实际需求量在 3.4 万吨左右。2.3. 下游需求旺盛，未来供不应求通过对下游
行业细分需求的增长预测与统计，我们预计高温合金行业 2020-2030 年 下游需求总量
61.70 万吨，年均复合增长率 9.88%。其中，2025 年和 2030 年高温合金 用量分别为 54433
吨和 86097 吨。我国未来 10 年高温合金下游需求增量主要来自军用 航空发动机，约占总

需求的 35.5%；此外，民用领域中汽车和石化的需求用量贡献率较 高。2.4. 供给格局平稳
从目前来看，由于高温合金行业技术门槛较高，我国生产高温合金材料的企业数量 有限。
产量最高的为抚顺特钢，其次为钢研高纳、广大特材等。图南股份、西部超导等 公司由于
涉及高温合金业务时间相对更短，产能、产量相对较低。从主要生产企业的历 年产量和收
入情况来看，高温合金产量在 2015-2017 年有所下降，2018 年开始反弹，营 收同样从 2017
年开始有较大提升。2.5. 扩产缓慢近年来许多公司募集资金建设高温合金扩产项目进入高
温合金行业，项目建成后我 国高温合金行业产能、产量得到大幅度提升，预计年产高温合
金产能增加 8528 吨，市场 供给能力将大大提高，缓解供不应求的局面，且加速国产替代
进程；与此同时，行业竞 争也加大。
3. 军用航发多点支持高温合金需求
空军作为战略性兵种，对保卫国家安全、支撑国家军事战略意义重大，来自内外部 的双重
动力大大刺激了我国高端军事装备尤其是空军高性能军机的需求。为尽早完成 “空天一体、
攻防兼备”体系的建设，迅速提升装备质量和作战能力，我国空军未来将 加速淘汰老旧机
型，从而催生大量三代/四代战斗机、大型运输机以及特种作战飞机订单。3.1. 军用航发需
求量预测据英国权威媒体《WorldAirforces2019》数据，2019 年人民解放军现役军机 3187
架， 其中战斗机 1624 架，包括二代战机 561 架、三代战机 651 架、四代机 10 架、战
斗轰炸 机/轰炸机 254 架，强击机 148 架。二代机占比达 34.5%。3.1.1. 换装需求对标
亚洲地区重要空军力量驻日韩美军战机序列中三/四代及以上战斗机 100%换装 率，二代战
斗机显然不能满足我国空军所承担的在西太平洋地区压制潜在战争威胁，进 行区域介止/
反制的作战任务的作战需求。假设到 2030 年，我国空军将会完全退役 561 架歼 7、歼-8 战
机换装成更加先进的第三/四代战斗机甚至第五代战斗机，考虑到我国空 军的作战任务由国
土防空转向攻防兼备，需要更多大载荷的双发重型战斗机，假定用于 替换老旧战机的新机
型中有 70%为双发动机配置的重型战斗机、30%为单发动机配置的 轻型战斗机，则制造这批
战机将产生约 957 台发动机需求，假设每年换装数量相等，则 每年产生约 87 台发动机需
求。3.1.2. 扩编需求根据《WorldAirforces2019》统计数据，被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各国战
斗机总量已达到 5097 架，占全球所有已部署战斗机的 34.38%，其中，部署的四代机更是
占全部四代机 总量的 14.3%，随着美国持续向亚太地区国家交付第四代战斗机 F-35A/B，
中国空军将 面对更大的挑战。从长线来看，我国空军战机需要量质同升。鉴于国产航空发
动机陆续取得重大技术 突破，我们预测未来我国新机型扩编速度将高速增长，参照过去五
年军机 2%左右的年 平均增长率，我们预测 2020-2030 年增速为 3.6%，则 2025 年我国主
力战机数量预计增 至 2009 架，新增战斗机 385 架。若 385 架战斗机中双发重型战斗机
占比 70%，单发轻 型战斗机占比 30%，则新增战机出厂时可产生 655 台发动机需求。在此
基础上，假设战 机扩编速度维持不变，从 2026-2030 年间，我国将继续扩编更加先进的机
型以替代相对 老旧的 J-11B/Su-27/30/33/35，主力战斗机规模将达到 2399 架，由此产生
662 台发动机 需求。因此 2020-2030 年，我们预测战机扩编数量为 775 架，发动机需求
为 1317 台。3.1.3. 维护需求以目前广泛列装空军的国产发动机 WS-10、WS-10B 为例，前
者工作寿命 1200 小 时，后者工作寿命达 2000 小时以上，假设我国战斗机日常训练升空
时长 5 小时，且不 考虑过载使用以及工况，估算每一架换装 WS-10 的单发战机歼-10B/C
一年将要消耗 1.52 台 WS-10 发动机，或 0.9 台 WS-10B 发动机；双发重型战机歼-11BH、
歼-15 一年要消 耗约 3 台 WS-10 发动机；换装 WS-10B 的歼-16、歼-20 战机每年将消耗
1.83 台 WS-10B 发动机。由《WorldAirforces2019》测算数据，我国海空军装备歼-10 战
机 260 架、歼-11/15/16 以及苏-27/30/33/35 战机合计 391 架、歼-20 战机 10 架，计
算出目前我国空军主力战机 每年消耗约 1373 台发动机。此外，假设我国其他型号军机发

动机平均一年一换产生维 护需求约 2050 台发动机，则 2019 年产生的维护需求约为 3423
台发动机。同时，我们假设前文估测的用于换装二代战机的 561 架新型战机的单双发战机
比例 3：7，以及未来更高训练量带来更加频繁的发动机更换，假设维护需求的增速为 10.5%，
则预计到 2025 年，中国军用航发年维护需求将达到 6246 台/年，到 2030 年中国军用航
发年维护需求将达到 10068 台/年。3.1.4. 总计由上文假设及预测，2020-2030 年我国军
用航空发动机的换装总需求为 957 台、扩 编总需求为 1317 台、维护总需求为 70784 台，
最终可以计算得出 2020-2030 年我国军 机航空发动机需求总量为 73058 台，2021-2030
年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0.26%。

3.2. 军用航发高温合金需求量预测航空发动机是高性能军机的核心部件，而用于制造航空
发动机的高温合金则是核心 中的核心。高温合金由于其在高温、高燃气腐蚀条件下良好地
力学性能而被广泛运用于 航空发动机的制造。

依照中国金属学会高温合金分会认可的国外数据，每台军用航空发动机高温合金用 量占全
重的 40%-60%，在顶尖航空发动机已经超过 50%，考虑到技术进步带来的比例提 升，我们
以 60%为准。同时，考虑到高温合金在制备流程复杂加工难度大，其成材率要 远低于其他
品类的特钢，我们推算高温合金流程成材率约为 20%-40%，参照 WS-10 与 WS-10B 的发动
机质量 1.7 吨，预计制造一台战斗机用航空发动机的高温合金用量约为 3 吨。据此，我们
粗略估计我国军用航空发动机高温合金需求将在 2025 年达到 1.94 万吨 /年，在 2030 年
达到 3.09 万吨/年。预计 2021-2030 年之间我国将产生总计 21.92 万吨军 用航发高温合
金需求，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0.26%。

4. 民用高温合金增长空间大
4.1. 民航高温合金需求预测我国民航机队规模持续扩张，但增速有所放缓。根据中国民航
局历年公报，2015- 2019 年我国民航运输飞机期末在册架数共增加 1168 架，年均复合增
长率 10%。截至 2019 年底，各航空公司运输飞机共计 3818 架，同比增长 5%，增速只有
去年同期的一 半。目前中国民航业已经形成了以东方航空、中国国航和南方航空三大航空
公司为主，多家航空公司并存的竞争格局。根据三家公司 2019 年年报中披露的 2020-2023
年飞机 引进与退出规划，2020、2021、2022 年三大公司新增飞机总量分别为 169、132、
77 架， 其中国产 ARJ21 占引进飞机平均比例分别为 7%、23%、49%。目前，我国国产商用
飞 机主要采用进口发动机，但国产航空发动机的研制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据中国航发
商发官网，我国研发的首个民用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验证机于 2017 年 12 月完成整 机
装配，预计于 2025 年服役。我们假设新增运输飞机均为双发，分别对民航飞机发动机的新
增需求和换装需求进 行预测，得出 2020-2030 年我国民航发动机需求总量为 1449 台。参
考波音 787 GEnx 发 动机 5.4 吨的单重，按照高温合金占发动机总重量 60%的比重和高温
合金 30%的成材率 估算，一台民用航发需要约 10.8 吨高温合金，对应 2020-2030 年民航
领域高温合金需求 为 15649 吨，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4.4%。预测过程如下：新增需求基于
三大航空公司数据，我们假设 2020、2021、2022 年全行业新增运输飞机数量 分别为 141、
136、70 架，2022 年之后以 2%的年均增长率扩张。假设民用航发的国内供 货率 2020、2021、
2022 年为 6%、6%、10%，之后逐渐提升，2025 年之后维持在 30%。由此可以得出，2025 年、
2030 年国内发动机新增需求分别为 66、92 台，到 2030 年累 计新增 637 台，年均复合
增速 18%。换装需求三大航空公司年报给出的发动机寿命 3-15 年不等，截至 2019 年底，
三家公司航空 机队平均机龄 6.7 年。综合考虑，我们假设商用飞机发动机的更换周期为 6
年，国内供 货率与上文保持一致，预测得出 2025 年、2030 年国内发动机换装需求分别为
90、77 台， 到 2023 年累计增加 811 台，年均复合增速 11%。4.2. 燃气轮机需求预测燃
气轮机是一种复杂的先进成套动力机械装备，是航空发动机技术的衍生物，随着燃气轮机需
求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研发技术的不断进步，燃气轮机最终从航空发动 机研发体系中
独立出来。燃气轮机由于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冷却消耗小等一系列优点， 燃气轮机被广
泛的运用在电力、油气输送、船舶制造、重型机车制造等领域。

高温合金主要用于燃气轮机燃烧室、导向叶片、涡轮动叶片以及涡轮盘等部位，是 建造燃
气轮机的重要材料之一。高温合金叶片的核心技术长久以来难以攻克，进口依赖 性较强，
供应商包括 GE、西门子等。但随着国内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国产替代需求有 望释放。燃气
轮机应用主要是舰船领域，此外，随着使用时间增加，需要定期更换高温合金 叶片，维修
需求。根据立鼎产业研究中心数据，正常运行燃机每年共需要 170 片高温合 金叶片，且更
换周期约为 2~3 年。4.3. 汽车需求预测在汽车领域，高温合金可用于汽车涡轮增压器、发
动机排气管、内燃机的阀座、镶 块、进气阀、密封弹簧、火花塞、螺栓以及热发生器等装
置零部件，其中以涡轮增压器 为主要应用场景。2019 年工信部发布《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
值》和《乘用车燃料消耗量 评价方法及指标》征求意见稿，以确保实现我国乘用车新车平
均燃料消耗量水平在 2025 年下降至 4 L/100km，对应二氧化碳排放约为 95 g/km 的国家
总体节能目标。而汽车涡 轮增压器通过改善发动机的燃烧效率，减少发动机废气中颗粒物
和氮氧化物等有害成分 的排量，是经济有效的“节能减排”技术，同时还能提升动力性能，
满足终端用户对车 辆驾驶性能的要求。

我们预测 2025 年汽车领域高温合金总需求约 1.79 万吨，2030 年达 3.25 万吨，年 均复
合增长率 12.3%，2020-2030 年汽车领域高温合金总需求预计约 21.2 万吨。汽车产量：2019
年，我国汽车产量 2572 万辆，近十年年均复合增速 6.43%， 保持快速增长趋势。根据后
文对乘用车和商用车年产量的估算结果，预计 2020 年我国汽车总产量约 2485 万辆，未来
10 年年均复合增速 3.99%。涡轮增压器配置率：霍尼韦尔发布的《全球涡轮增压市场预测》
报告显示，2016 年，我国涡轮增压器配置率为 32%，同期北美、欧洲、印度、韩国、日本
等地 区和国家的平均配置率为 40.83%，其中欧洲地区的配置率达 73%。报告预测 2021 年
全球市场将有 48%的新车配有涡轮增压器。参考霍尼韦尔公司预估的 全球 6.47%年复合增
长率，且考虑到中国市场具有更大的上升空间，我们估测 2019 年涡轮增压器在中国新销售
车辆中的配置率为 41%，未来 10 年将以 8% 的年均复合增长率提升。涡轮增压器高温合金
用量：图南股份招股说明书中透露，2018 年每万辆汽车涡 轮增压器高温合金用量约 3.5
吨，依据上文估测的配置率可估测出未来每年每 万辆汽车涡轮增压器高温合金用量，以此
值乘以汽车产量便可得出每年汽车领 域的高温合金需求。

4.4. 核电需求预测核电具有环保、稳定和自主可控等优点，是符合我国经济转型发展要求
的一类清洁 能源。2019 年 12 月 30 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做好 2020 年电力中长期
合同签订工 作的通知》，鼓励用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核电等清洁能源发电机组替代
常规火电机 组发电。同时，随着“十四五”期间中部地区核电布局的推进，核电项目建设
将迎来新 一轮发展期，以 “华龙一号”、“国和一号”等自主化三代核电为主开展规模化
和批量化 建设。高温合金在核电领域多有应用，是燃料元件包壳材料、结构材料和燃料棒
定位格架 和高温气体炉热交换器等部件的关键材料，且具有不可替代性。根据钢研高纳公
告信息， 核电站堆芯对蒸发器 U 形传热管、核燃料包套管和不锈钢精密管等各类核级用管
的需 求约为 10 吨/万千瓦。根据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数据，我国核电机组运营数量一直维持
上涨趋势，近三年平均增速 10%。截至 2019 年底，我国运行核电机组达到 47 台 （不含
台湾地区），总装机 容量为 4875 万千瓦，位列全球第三。在建工程稳步推进，截至 2019
年底，我国在建核 电机组 13 台；预计到 2020 年底，我国大陆地区在运核电机组达到 51
台、在建核电机 组 17 台以上。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秘书长张延克表示，我国目前具备年产 8-10 台大型先进核电站 的装备
制造能力，且第三代“华龙一号”和“国和一号”的国产率可以达到 85%。根据 各核电厂
的建设规划和开工情况，预计 2020 年在建核电组约 18 台，包括中国核电 10 台（含中俄
合建项目）和中国广核 6 台。除此之外仍有 30 台核电组处于规划中，因此 “十四五”期
间，我国核电建设有望按照每年 6-8 台的节奏稳步推进。

2019 年平均每台核电机组用电量 103.72 万千瓦；我国核电机组从开工到投入商运 需要
5-7 年时间，假设建设建设周期为 6 年且国产率为 85%。我们估计，2015-2020 年 核电用

高温合金总需求为 18670 吨，平均每年需求为 2645 吨，因此 2020 年高温合金需 求量为
2645 吨。假设规划中的 30 台核电机组在未来 10 年建设完成，每台机组发电量 与 2019
年持平，则平均每年高温合金需求量为 3791 吨。

5. 相关企业分析
5.1. 抚顺特钢：老牌特钢企业，变形高温合金龙头抚顺特钢是国防科工局列入民口配套核
心骨干单位名录的唯一特钢企业，被誉为 “中国特殊钢的摇篮”。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
弹、人造卫星、导弹，各类中程远程运载 火箭，“神舟”系列载人飞船和“嫦娥”探月卫
星，第一代国产战斗机到当代最先进的战 斗机，甚至 2019 年国庆阅兵中展示的新式武器，
核心关键的特钢材料均由抚钢提供。目前，公司形成了以“三高一特”（高温合金、超高强
度钢、高档工模具钢、特种不 锈钢）为核心，拥有七大类重点品种的产品体系。公司拥有 5400
多个牌号的特殊钢材 料生产经验，产品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兵器、核电、交通运输
等领域，覆盖六大 洲、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素以生产“高、精、尖”和“奇、难、特”
产品著称，高 端产品市场占有率达到 60%。除了高端产品以外，公司齿轮钢覆盖了国内主
要汽车生产 企业，市场占有率为 10-25%；公司轴承钢市占率 18%左右，产量居全国特钢企
业第二 位。

公司目前拥有粗钢产能 100 万吨，钢材产能 60-70 万吨。其中高温合金产能 1 万吨、 合
金结构钢产能 50 万吨、高强钢产能 1 万吨，不锈钢 10 产能万吨和合金工模具钢产能 10
万吨。此外，公司还投资超 5 亿元建设高温合金项目，预计未来产能将进一步扩张。

重视新产品、新技术研发储备：公司长期承担国家重大科研课题，是航空、航天、 核电、
模具领域特殊钢和合金材料的传统供应商。2019 年，公司研发支出共计 3.02 亿 元，专注
于航空、航天、核能、模具、机械、汽车等行业用高端合金和特殊钢新材料研 发；同年公
司获批国家科研课题 7 项，在研国家科研课题共计 41 项；与科研院校签 订横向联合科研
课题 4 项；公司还获得国家、省市级奖项 7 项，其中包括中国冶金科 学技术一等 奖、二
等奖、三等奖，辽宁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各 1 项，金杯优质产品 奖 3 项；获得 4 项发
明专利授权，主持起草的 3 项国家标准发布实施。5.2. 钢研高纳：铸造高温合金龙头企业
公司是国内高端和新型高温材料领域的领先企业，由钢铁研究总院高温材料研究所 转型而
来，于 2002 年成立有限责任公司，2004 年完成股份制改革，2009 年成功登陆深 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2018 年，公司加入国资委“双百行动”，有序推进国企改革。公 司控股股
东为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隶属国务院国资委的重点大型科技企业，拥有 5000 余
项科研成果，股东背景实力雄厚。

2019 年公司合金材料产量合计 10114 万吨，同比增长 70.79%；销量合计 10035 吨， 同
比增长 77.60%，产销比达到 99.22%，销售情况良好。主要生产高温合金材料及制品， 拥
有以军品母合金、航天弹用发动机高温合金结构件和涡轴发动机用单晶叶片为特色的 产品
线，涵盖国内高温合金 80% 以上牌号，年产高品质高温合金母合金 2000 吨，各 类高温合
金精铸件 15000 件。2018 年公司收购青岛新力通后，可生产用于石化、冶金、 玻璃、热
处理等领域的裂解炉炉管和转化炉炉管、连续退火线（连续镀锌线）炉辊和辐 射管、玻璃
输送辊和耐高温耐磨铸件，产品体系再度完善。1）高端产品占据市场主位：公司属于铸造
高温合金领域的龙头企业，也是最早开 发和生产粉末高温合金制品、ODS 合金和 Ti-Al 系
金属间化合物等产品的厂商，生产的 高温母合金约占市场三分之一的份额，航天弹用发动

机用关键铸造高温合金精铸件产品 的市占率超过 90%。在新型高温合金方面，2018 年
GH4169 系列合金产品市场占有率稳 居第一，2019 年完成 170 公斤 Ti2AlNb 棒料制粉工
作。2）核心技术打造护城河：公司具有约 60 年的高温合金技术储备，拥有研究成果 300 余
项，2019 年新增 21 项专利。公司研发掌握了铸造高温合金的热控制凝固、真空离心 铸造、
多场耦合成形控制技术，突破了大型复杂薄壁机匣铸件、中小型复杂异形结构件、 尾喷口
结构件及条件片等关键技术，并形成了专用生产规范，多项技术取得突破，巩固 了核心竞
争力，同时公司生产设备先进，交付保障可靠 3）建设青岛产业基地，提高交付能力：2020
年，公司将联合子公司河北德凯在青 岛投资建设平度产业基地，包括青岛高温材料研究院
的建设以及高温合金精铸件和铝镁 钛轻质合金精铸件项目建设。该项目预计两年后建成，
并有望在投产两年内实现批产。青岛产业基地将拥有年产 187.5 吨铝镁钛航空熔模铸件和
年产航空高温合金精密铸件 950 台 /套的生产能力，预计新增销售收入合计 61644 万元，
同时为公司开拓国际宇航 业务提供交付能力方面的保障。5.3. 久立特材：深耕高端制造，
产能持续扩张公司是江浙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民营高端制造企业。主营高端不锈钢及特种合金
管道， 建有世界先进的不锈钢、耐蚀合金、钛合金、高温合金无缝管生产线，致力于为高
端制 造（油气、能源、核电、化工）等提供高性能原材料，产销量多年位居国内首位。在
超 级双相不锈钢、大型换热器用焊管、海水淡化用钢、核电 U690 管等尖端产品上实现进 口
替代。公司多个新项目投产在即，业绩增量可观。由于订单饱满，公司自 2018 年开始扩 厂
产能。预期收益 3 亿元的募投项目（年产 5500KM 核电半导体医药仪器仪表等领域用 精密
管材项目、年产 1000 吨航空航天材料及制品项目、工业自动化与智能制造项目） 即将进
入投产期；预期利润 6201 万元的年产 5000 吨特种合金管道预制件及管维服务项 目已经
开始建设；此外今年公司参股兄弟公司永兴材料 10%股权，相应投资收益预计在 4000 万元
/年。预计上述项目将支持公司未来三年业绩持续增长。
Inconel 690 是一种主要用于压水堆核电站蒸汽发生器传热管材料的合金，是蒸汽发生 器
的核心技术。公司近年深入推进、高温合金及镍基合金等高端产品开发，目前已具备核电 蒸
发器用镍基高温合金 inConel690 的加工能力。公司已成为世界上第三甲能生产核电蒸汽
发生器用 800U 型传热管生产的企业；公司核电用管的总产能为 500 吨，除去其它核二、
三 级材料，690U 型管的年产能在 250 吨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