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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两机”叶片行业：2023 年市场规模达 483 亿 

“两机”指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广泛应用于军民用航空、舰船、
坦克、油气、电力等领域。根据国际航空发动机巨头罗罗公司的测算，
2014-2033 年全球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市场总规模 2.68 万亿美元。航空
发动机和工业燃气轮机涡轮叶片、航空发动机的整体机匣等热端部件主要
依赖熔模铸造成型，根据罗兰贝格的数据，2018 年全球熔模铸造市场规模
达 142 亿美元，其中航空领域占比最大为 39%，约为 55 亿美元，相当于
390-400 亿人民币，到 2023 年该市场规模将达 483 亿人民币。 

 “两机”叶片具有高技术壁垒，国内应用不断落地释放千亿市场需求 

“两机”是推进制造业发展的关键技术，且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构
造具有相似性，80%的零部件可以通用。其热端部件价值量高、技术难度
大，尤其是涡轮叶片研发周期长、更新速度慢，占据航发成本近 20%，其
结构与材料的不断改进已成为两机性能提升的关键因素之一。目前我国两
机国产化率仍低，15 年起我国出台“两机”专项，积极推进国内航空发动
机和燃气轮机产业发展。在航空领域，我国军用发动机进口依赖不断下降，
随着自主研发不断突破，未来军用航发更新换代需求广阔；预计民用航空
发动机叶片需求可达近 2,000 亿元；燃气轮机在天然气输送等工程中的广
泛应用也为涡轮叶片带来广阔市场。 

 行业集中度高，下游巨头 GE 有意拓展供应商 

由于高温合金零部件的加工技术难度大，供应商的资质认证耗时长，
因此熔模铸造行业壁垒高，主流供应商数量少，市场集中度较高，PCC、
Arconic 公司占据了近 50%的市场份额。供应商稀缺导致下游两机整机制
造厂议价能力较弱，下游巨头 GE 相关事业部门营业利润率逐年下滑，为
满足全球化采购需求、增加供应链弹性，GE 近年来致力于培养新的低成
本精铸供应商，以打破 PCC 等企业的垄断，预计国内具有一定产业规模、
有国外销售经验的精铸企业有望受益。 

 投资建议：建议关注【应流股份】国内高端铸件龙头，近年来持续加大
“两机”高温合金叶片精密铸造业务投入，目前已步入收获期，未来业
绩有望放量。 

 风险提示：中美贸易战影响出口；国产叶片研发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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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两机”叶片行业：2023 年市场规模达 483 亿 

“两机”指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广泛应用于军民用航空、舰船、坦克、油气、

电力等领域。根据国际航空发动机巨头罗罗公司的测算，2014-2033 年全球航空发动机

和燃气轮机市场总规模 2.68 万亿美元。其中发动机及燃气轮机需求 1.54 万亿美元，配

套的服务需求约 1.14 万亿美元，且配套服务需求净利润是制造业务的数倍。 

图 1：2014-2033 年全球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市场总规模 2.68 万亿美元（万美元） 

 

数据来源：罗罗公司，东吴证券研究所 

 

航空发动机和工业燃气轮机涡轮叶片、航空发动机的整体机匣等热端部件主要依赖

熔模铸造成型，高温合金零部件是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航空发动

机中重量占比 40%-60%。从 20 世纪 40 年代，熔模铸件在美国被成功用于制造航空发动

机涡轮叶片以来，始终伴随着航空工业技术的进步，成为航空制造领域的关键技术之一。

除了“两机”以外，熔模铸件也应用于医疗、汽车、农业机械、工程机械、液压设备等

其他领域。 

根据罗兰贝格的数据，2018 年全球熔模铸造市场规模达 142 亿美元，其中航空领

域占比最大为 39%，约为 55 亿美元，相当于 390-400 亿人民币，到 2023 年该市场规模

将达 483 亿人民币。 

图 2：2018 年全球熔模铸造市场规模达 142 亿美元  图 3：熔模铸造下游应用航空占比 39%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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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罗兰贝格，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罗兰贝格，东吴证券研究所 

 

2.   航空发动机叶片：具有高技术壁垒，政策加码释放国产需求 

2.1.   热端部件价值量高、技术难度大，是性能提升的关键 

航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被誉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和“工业之花”，具

有高技术壁垒。航空发动机产业链长、覆盖面广，对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有着很大带动

作用，是一个国家工业基础、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国家安全和大国地

位的重要战略保障。作为一种典型技术密集型产品，航空发动机需要在高温、高压、高

转速和高负载的特殊环境中长期反复工作，其对设计、加工及制造能力都有极高要求，

因此具有研制周期长，技术难度大，耗费资金多等特点。目前虽然许多国家都可以自主

研制生产飞机，但具备独立研制航空发动机能力并形成产业规模的国家只有美、俄、英、

法、中等少数几个。 

航空发动机中的高温合金主要用于燃烧室、导向器、涡轮叶片和涡轮盘四大热端部

件，此外也用于机匣、环件、加力燃烧室和尾喷口等部件。导向器也可称为涡轮导向叶

图 4：罗兰贝格测算 2023 年航空领域熔模铸造市场将达 483 亿人民币（亿元） 

 

数据来源：罗兰贝格，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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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用来调整燃烧室出来的燃气流向，是涡轮发动机上承受温度最高、热冲击最大的零

部件，材料工作温度最高可达 1,100℃以上，但涡轮导向叶片承受的应力比较低，一般

低于 70MPa。涡轮叶片是涡轮发动机中工作条件最恶劣也是最关键的部件，由于其处于

温度最高、应力最复杂、环境最恶劣的部位而被列为第一关键件。涡轮叶片又称工作叶

片，涡轮叶片在承受高温的同时要承受很大的离心应力、振动应力、热应力等。其所承

受温度低于相应导向叶片 50-100℃，但在高速转动时，由于受到气动力和离心力的作用，

叶身部分所受应力高达 140MPa，叶根部分达 280-560MPa。涡轮叶片其结构与材料的不

断改进已成为航空发动机性能提升的关键因素之一。 

图 5：航空发动机三维示意图  
图 6：燃烧室、导向器、涡轮叶片和涡轮盘为航空发动机

四大热端部件 

 

 

 

数据来源：航亚科技招股说明书，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新材料在线，东吴证券研究所 

 

涡扇发动机广泛应用于战斗机、运输机、客机、无人机，占比在 95%以上，是目

前最为核心的航空发动机。航空发动机一般分为涡扇发动机、涡喷发动机、涡轴发动机

和涡桨发动机。目前世界各国仍在发展的航空发动机主要包括涡扇、涡轴发动机，传统

的活塞和涡喷发动机已经退出主流研发市场，涡桨发动机除了一些运输机和教练机继续

使用以外基本没有其他用途。 

涡扇发动机的叶片约占航空发动机成本的 30%，叶片包含风扇叶片、压气机叶片、

涡轮叶片。其中，涡轮叶片为热端部件，采用精铸工艺，占叶片总价值超过 60%。风

扇、压气机叶片属于冷端部件，采用精锻工艺，占叶片总价值为 30%-40%。 

图 7：叶片约占航空发动机成本的 30%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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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东吴证券研究所 

 

涡轮技术研发周期慢、技术更新速度慢。涡轮是航空发动机的重要部件，涡轮进口

温度每提高 100℃，航空发动机的推重比能够提高 10%左右。涡轮叶片材料历经了锻造

合金、等轴合金、定向合金、一代单晶合金、二代单晶合金、三代单晶合金，使用温度

从 600℃上升至 1800℃，单晶合金技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延续至今，技术进度速度较慢。

航空发动机的研制周期很长，通常新一代发动机的预研工作往往在型号研制之前大约

10-15 年已经开始。已经拥有技术优势的厂商难被超越，能够形成较高的技术壁垒。 

表 1：各代涡轮叶片研发周期长、更新迭代较慢 

代别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主要性能

指标 

推重比 4-6 7-8 9-10 12-15 

涡轮前温度 1300-1500K 1680-1750K 1850-1980K 2100-2200K 

典型发动

机 

型号 斯贝 MK202 F100、F110 F119、EJ200 
 

服役年代 20年代60年代 20 年代 70 年代 20 世纪末 2018 年 

涡轮结构 实心叶片 
气膜冷却空心涡轮

叶片 

复合冷却空心

叶片 

双层壁超冷/铸冷涡轮

叶片 

叶片材料 
定向合金和高

温合金 

第一代单晶和定向

合金 

第二代单晶合

金 

金属间化合物 

第三代单晶合金 

数据来源：《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材料的应用与发展》，东吴证券研究所 

 

2.2.   国产化进程提速，打开叶片千亿市场空间 

15 年起出台“两机”专项，利好国内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产业发展。2015 年，

《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两机”产业列入国家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并在“十三五”期

间全面启动实施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重大专项，突破两机关键技术，初步建立航空发

动机及燃气轮机自主创新的基础研究、技术与产品研发和产业体系。随着“两机”专项

叶盘, 16% 

叶片, 29% 

框架及油池, 19% 

机匣及外部配件, 

14% 

燃烧室, 2% 

控制系统及附件, 

7% 

成型配件, 3% 
其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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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不断加码，国内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产业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表 2：“两机”专项政策不断推出，利好国内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产业发展 

时间 事件 

2015.3 
《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列入国家战略新兴产业，提出加大国防科研

和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建设力度 

2015.3 《中国制造 20205》剔除突破高推重比、先进涡桨（轴）发动机及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技术 

2016.8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成立，完成“飞发分离”，我国航空发动机产业形成全新格局 

2016.11 

国务院发布《“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发展》，提出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发展。依

托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重大专项，突破大涵道比大型涡扇发动机关键技术，支撑国产干线

飞机发展。发展 1000 千瓦级涡轴发动机和 5000 千瓦级涡桨发动机，满足国产系列化直升机

和中型运输机动力需求。 

2016.12 
《新材料产业发展指南》指出，在航空航天装备材料方面开展高温合金及复杂结构叶片材料

设计及制造工艺攻关，满足航空发动机应用需求。 

2018.3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快制造强国建设。推动集成电路、第五代移动通信、飞机发动机、

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实施重大短板装备专项工程，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 

2019.1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民用航空发动机、新支线飞机和大型客机税收政策的公告》，

对大型民用客机发动机、中大功率民用涡轴涡桨发动机研制项目减税降费 

数据来源：航亚科技招股说明书，图南合金招股说明书，工信部，东吴证券研究所整理 

 

军用市场： 

我国军用飞机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军用喷气发动机制造水平仍落

后于美、英、俄、法，我国正在努力缩小与西方空军在飞机性能、电子战等广泛能力方

面的差距。目前国内现役军用机中三代机数量众多，正处于从第三代向第四代战机、五

代机过渡的关键过程中，而美国的现役主力机种是第五代飞机，俄、英、法、日等国则

是以第四代为主。由于航空领域飞机和发动机的研制周期很长，我国发动机与国外最先

进水平整体落后一代甚至更多，整体技术差距可达 20 年，随着“两机”专项不断推出

利好政策提速航发国产化进程，我国军用机未来可发展空间极为广阔。 

军用航发老旧替换及新增需求大。我国军用飞机当前正处于由三代向四代过渡的关

键时期，未来十年年现有绝大部分老旧机型将退役，配备涡扇-10 系列发动机的歼-10、

歼-16、歼-15 将成为空中装备主力，运-20、直-20、歼-20、歼-31 也将有一定规模列装，

轰炸机、预警机及无人机等军机也会发生较大幅度的数量增长及更新换代，预计随着航

发等关键部件自主研制进程加快，这将为发动机带来强劲的需求。 

表 3：我国军用航空发动机与世界最先进水平差距达 20 年 

 国家 代表机型 发动机 定型时间 相差年份 

第四代 美国 F-15、F-16 F110 1985 年 20 年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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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歼-11、歼-10 WS-10 2006 年  

第五代 
美国 F-22、F-35 

PW-F119、

F135 
1997 年 20 年 

中国 歼-20 WS-15 在研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军用发动机进口依赖下降，国产化能力提升。从 1949 年建国开始，我国航空事业

长期依赖俄罗斯所提供的发动机，航空发动机制造落后严重制约着各种新战机装备，长

期依赖于国外航空发动机对我国的国家战略安全也形成了威胁。近年来，我国在自主航

空发动机研制方面不断获得突破，在三维流体优化设计、单晶材料、整体涡轮盘、高温

高塑材料、轴承技术、发动机寿命等方面不断攻克新技术，部分技术已超越俄罗斯，军

用发动机进口依赖呈现下降趋势。2015 年以来，我国军用发动机进口金额逐年下滑，2018

年进口金额仅 2.83 亿美元，相较 2014 年峰值 5.01 亿美元已下降 43.5%。 

图 8：近年来我国军用发动机进口金额呈现下降趋势 

 

数据来源：SIPRI，东吴证券研究所 

 

民用市场： 

近十年来中国航空运输业规模快速扩张，占交通运输业比重持续扩大。国内旅客周

转量持续攀升，2014-2018 年年均增速均在 10%以上。2018 年，国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

量 5.48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10.5%，民航客运量占交通运输业总客运量比重持续提升，

2012 年民航客运量仅占所有交通工具总客运量的 8.4%，至 2018 年这一比例已提升至

3.4%。为适应航空运输业的快速增长，国内客机机队规模不断扩大，2010-2018 年，国

内民航在册运输飞机数量同比增长均在 10%以上。2019 年底，我国民航在册运输飞机

数量为达 3,818 架，同比增长 4.9%，增速略有放缓，但近年来航空公司开始倾向于选择

大座级的支线客机，50 座级的支线客机大量退役，转由 90 座级涡扇支线客机填补市场

需求，商用飞机转换需求依然高企。并且，随着未来国产大飞机 C919 批量生产，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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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飞机空间将进一步拓宽。 

图 9：我国民航运输飞机数量持续攀升  图 10：近十年民航客运量占总客运量比重快速提升 

 

 

 

数据来源：CAAC，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东吴证券研究所 

 

未来十年民用航空发动机叶片需求可达近 2,000 亿元。假设未来 10 年中国商用飞

机年均增长率为 5.4%，预计新增商用飞机 2,640 架。其中单通道飞机占据近 2/3 的比例，

将新增 1,800 架，双通道飞机新增约 600 架，支线客机 150 架，大型飞机 90 架，以小型

飞机配备 2 台发动机、大型飞机配备 4 台发动机进行测算，未来十年民用航空发动机需

求约为 6,900 亿元。以叶片 30%左右的价值量测算，国内民用航发叶片市场空间约在

2,000 亿元左右。 

表 4：预计未来十年民用航空发动机需求近 7000 亿元 

类型 
新增数量

（架） 

发动机数

（台） 
换备系数 

总需求

（台） 

单价（万

元/台） 

总价（亿

元） 

支线客机 150 2 1.5 450 3000 135 

单通道飞

机 
1800 2 1.5 5400 6000 3240 

双通道飞

机 
600 4 1.5 3600 8000 2880 

大型飞机 90 4 1.5 540 12000 648 

合计 2640 2.52 1.5 9990 6910 6903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3.   燃气轮机：应用于众多重点工程，叶片新增+更新需求旺盛 

燃气轮机与航空发动机构造上存在 80%的相似度。燃气轮机是一种以空气为介质，

内部连续回转燃烧、依靠高温燃气推动涡轮机械连续做工的大功率、高性能热机。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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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结构类似，因此航空发动机约 80%的部件可以通用于大型燃气机组，如世界

最先进的舰用燃气轮机 MT30 是由 Trent800 系列航空发动机派生而来。国内外航发产业

龙头企业往往也是燃气轮机龙头企业，航发热端部件技术突破同时也会带来燃气轮机的

性能提升。燃气轮机主要用于地面发电机组和船舶动力领域，工作环境需要承受高硫燃

气和海水盐分的腐蚀，工作寿命要求达到 50,000-100,000 小时。涡轮盘在工作时转数接

近 10,000 转/分钟，要求材料耐用温度达到 600℃ 以上，因此设备部件材料也必须使用

具有耐高温、较高蠕变强度的高温合金材料。 

图 11：轻型燃气轮机结构图 

 

数据来源：图南合金招股说明书，东吴证券研究所 

 

燃气轮机应用于众多重点工程，但国产机组仅占 7%。目前，国内应用的燃气轮机

主要用于发电，少部分用于油气田的注水、进气、增压以及舰船和坦克动力。重点分布

在分布式发电、热电联供、天然气管道运输、船舶推进和机械驱动等方面，我国“西气

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大型工程中均使用了大量工业型燃气轮机。这些燃

气轮机绝大多数为进口机组，在国内现在装机发电的燃气轮机总装机容量中，国产部分

只占约 7%。 

表 5：燃气轮机在舰船推进、电力等领域应用广泛 

应用领域 特点 

舰船推进 

燃气轮机具有功率密度高、启动速度快、噪声低频分量低三大先天优势，

非常吻合军用舰船对启动速度、航行速度、加减速性能等动力性能及防

探测性能的要求。老牌海军强国如美国海军、英国海军、日本海上自卫

队的主力水面战舰早已完成动力燃气轮机化。 

电力 

燃气轮机电站具有技术先进、效率高、污染少等特点。在发电行业，基

本负荷发电以大功率重型燃气轮机为主，调峰发电以航改燃轻型燃气轮

机为主。 

坦克机车 
军用坦克和装甲车辆的动力，如美国 M1 坦克、俄罗斯 T-80 坦克均采用

燃气轮机动力。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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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线动力 

中小型输气增压站常用电动机、天然气发动机、柴油机和燃气轮机，其

中较大功率者以燃气轮机最为合适，尤其当功率大于 6MW 以上均使用

燃气轮机。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政策推进技术攻关。“十三五”以来，我国积极推进“两机”专项落实，针对燃气

轮机提出我国未来将重点突破发电用重型燃气轮机、工业驱动用中型燃气轮机、分布式

能源用中小型燃气轮机以及燃气轮机运维服务技术，逐步进入国产化替代阶段。2017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与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依托能源工程推进燃气轮机创新发展的若

干意见》，要求至 2020 年我国将基本形成完整的重型燃气轮机产业体系，就燃气轮机

国产化提出了具体要求。 

天然气发电及分布式能源工程提振燃气轮机需求。同时，在紧抓“两机”专项的同

时，《天然气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要抓好天然气发电及分布式能源工程等四大利

用工程，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力争提高到 10%左右，至 2020 年天然气发电装机

规模上升至 1.1 亿千瓦以上，占发电总装机比例超过 5%。天然气长输管线每隔 100 至

200 公里设有一个由多台压缩机组构成装机量的压气站，燃气轮机为压气站核心设备之

一。2015-2020 年期间，新增燃气发电装机量总计超 4,000 万千瓦，以 3,000 元/千瓦测

算，五年内天然气管道输送燃气轮机市场规模超 1,200 亿元。 

图 12：我国天然气分布式能源装机规模快速提升  图 13：“十三五”天然气长输管道项目带动燃气轮机需求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燃气轮机对于涡轮叶片的需求包括新增与更新两部分。新增需求方面， 一台燃气

轮机涡轮工作叶片共分为 3 级，每级拥有涡轮工作叶片数量约 92 片，合计 276 片。导

向叶片同样分为 3 级，合计 108 片。以重型燃气轮机的Ⅰ级涡轮为例，海外供应商涡轮

工作叶片的单片成本（单晶）约为 40 万元，售价达到 100 万元/片左右。若该领域实现

国产化，预计单片叶片制造成本下降至 10 万元左右。更新需求方面，一台燃气轮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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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叶片的平均使用时间为 1.5 万小时~2.4 万小时，一般情况下正常使用 2 年后进入替

换周期。平均来说，一台燃气轮机每年需要的涡轮工作叶片备件约 110 片、导向叶片备

件约 60 片。通常情况下，每千瓦燃气轮机发电装置的投资额约为 3,000 元。 

燃气轮机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据罗罗公司 2013 年对燃气轮机市场的预测，未来

二十年，作为舰船动力的燃气轮机的市场需求将达到 2,700 亿美元，相应的服务需求达

1,250 亿美元。 

 

4.   行业集中度高，下游巨头 GE 有意拓展供应商 

4.1.   高温合金零部件行业具有高壁垒，可选供应商较少 

由于高温合金零部件的加工技术难度大，供应商的资质认证耗时长，因此熔模铸造

行业壁垒高，主流供应商数量少，市场集中度较高，PCC、Arconic 等公司占据主要市

场份额。 

图 14：前八大熔模铸造商 2018 营业收入（亿美元） 

 

数据来源：搜狐财经，东吴证券研究所 

 

PCC 公司 2015 年收入达 100 亿美元，归母净利润 15.3 亿美元，收入按产品分 25.3%

来自于铸件，按下游领域分 69.6%来自航空航天。若 PCC 的铸件收入中也有 69.6%来自

航空航天，则为 17.6 亿美元，对应罗兰贝格测算的 2015 年航空领域熔模铸造市场 371

亿人民币，市场占有率约为 33%。 

图 15：PCC 收入按产品分铸件占比 25.3%  图 16：PCC 收入按下游领域分航空航天占比 69.6%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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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Arconic 公司 2018 年收入达 140 亿美元，归母净利润 6.51 亿美元，收入按产品分

13%来自于铸件，按下游领域分 16%来自航空航天，在熔模铸件领域的市场地位仅次于

PCC。 

图 17：Arconic 收入按产品分铸件占 13%  图 18：Arconic 收入按应用领域分航空航天占 16%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4.2.   两机巨头 GE 利润率下滑，拓展上游供应商打破垄断 

国外航空发动机主要被美、英、法、俄高度垄断，航空发动机产业行业形成了金字

塔形的发展格局：第一梯队包含美国的 GE 和 PW 公司、英国的 R&R 公司、CFM 国际

公司（SNECMA 与 GE 的合资公司）、国际航空发动机公司（IAE、R&R 与 PW 的合资

公司）以及 EA 公司（GE 与 PW 的合资公司），由于其出色的航空发动机整机研制、总

装集成、销售及客户服务能力位于金字塔的顶层；第二梯队包含俄罗斯的土星公司和礼

炮公司、法国的 SNECMA、美国的 Honeywell、德国的 MTU 以及意大利的 AVIO 公司

本身也具有较完整的航空发动机整机研制能力，并在各自的技术领域具有很强实力，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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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民品或者中大型航空发动机，主要为塔尖位置公司提供大部件及核心机；第三

梯队具有强大的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加工制造能力，包括日本的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石

川岛播磨重工和韩国的三星科技公司等。航空发动机的研制周期长达 54-156 个月，发

动机研制进度的拖延也可能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因此发达国家经济实力较强、起步较早、

有能力持续投入巨额研发资金的企业才能够在全球航空发动机行业中牢牢占据领先地

位。 

表 6：美国 GE 公司位列航空发动机行业第一梯队 

梯队 主要企业 

第一梯队 

美国 GE、PW 公司，英国罗罗公司、CFM 国际公司（SNECMA 与 GE

的合资公司）、国际航空发动机公司（IAE、罗罗与 PW 的合资公司）、

EA 公司（GE 与 PW 的合资公司） 

第二梯队 
俄罗斯土星公司、礼炮公司，法国 SNECMA 公司，美国 Honeywell，

德国 MTU，意大利 AVIO 

第三梯队 日本三菱、川崎重工、石川岛播磨重工，韩国三星 

数据来源：钢研高纳公司公告，东吴证券研究所 

 

GE 在两机制造下游市场牢牢掌握行业话语权。航空发动机领域，GE 及其合资公

司 CFM 国际公司销量占据航空发动机主要市场份额。截至 2016 年，GE 与法国 SNECMA

公司合资成立的 CFM 国际公司市占率约为 40.2%，UTC 公司市占率达 27.2%。GE、

罗罗全球的市占率分别为 18.8%、10.6%。燃气轮机市场同样高度垄断，呈现三足鼎立

的局面， GE、西门子、三菱占据八成以上的市场份额。2019 年上半年，GE 燃气轮机

订单量占全球总订单量的 49.66%，占据近一半的市场份额；西门子位列第二，市占率

约为 26%；三零 shi 战屡约 12%，位居第三。 

随着市场全球化和供应链的延伸发展，航空发动机行业逐步形成了主承包商-供应

商发展模式。以 R&R 公司为例，从 2004 年开始就只生产其最终产品所有零部件中附加

值最高的 30%，而将余下的 70%转包出去，从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降低发

动机全部零件的制造与采购成本，这也给上游零部件制造市场带来了机会。从全球两机

制造市场高度垄断的市场格局来看，GE 等两机龙头掌握了下游巨量的市场空间，一旦

上游零部件企业能够获得头部企业认可、成功切入 GE 等大厂供应链，便可以获得巨量

发展空间。 

图 19：GE 及其合资公司 CFM 占据主要航发市场  图 20：GE2019 年上半年燃气轮机订单量市占率居第一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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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网易，东吴证券研究所 

 

GE 为高温合金龙头 PCC 的第一大客户，每年向 PCC 采购的金额超 20 亿美元（即

140 亿人民币），2007-2015 年，GE 贡献 PCC 营业收入占比达到 13%。由于熔模铸件环

节的市场集中度高，GE 的议价能力并不强，出于成本控制等多因素考虑，GE 具备较

为强烈的全球化采购需求，近年来致力于培养新的精铸供应商，以打破 PCC 等企业的

垄断。同时，两机市场三大巨头间竞争往往十分激烈，甚至存在厂商亏本销售整机的、

再通过售后服务赚钱的行为。因此，两机整机厂商对于扶持可提供高性价比零部件的供

应商十分积极。目前，RR、SAFRAN 等企业都已经扩大在华采购。 

GE 电力部门营业利润率逐年下滑。GE 的业务主要包含电力、可再生能源、石油

天然气、航空、健康医疗、运输、能源连接和照明 7 个主要事业部，其中燃气轮机业务

隶属于电力事业部。近年来，电力部门的营业收入和理论虽然稳步增长，但是由于上游

可选供应商较少、公司议价能力下降等因素，电力事业部营业利润率逐年下滑，从 2014

年的 20.9%下降至 2018 年的-3.0%。相比之下，PCC 公司负责叶片精铸的铸造板块则表

现良好，营业利润率从 2009 年 30.3%上升至 2015 年的 36.0%（PCC 公司于 2015 年退

市，故无法获取 2015 年之后的数据）。为此，GE 意图在中国拓展新的低成本供应商，

从而增加供应链弹性、提高议价能力，改善电力部门营业利润率。 

图 21：GE 电力部门营业利润率近年来持续下滑  图 22：PCC 铸造板块营业利润率表现良好 

CFM, 

40.20% 

UTC, 

28.20% 

GE, 

18.80% 

R&R, 

10.60% 
其他, 

2.20% 

通用电气, 

49.66% 

西门子, 

26.13% 

三菱, 

12.36% 

安萨尔多,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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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司年报，Bloomberg，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Bloomberg，东吴证券研究所 

 

国内具备生产合格精铸叶片能力的企业较少。两机制造产业链可以简单划分为“上

游原材料→中游零部件→下游整机制造”三个部分。上游原材料主要包括高温合金、钛

合金、复合材料、铝合金等材料的生产制造，国内主要高温合金制造厂商包括钢研高纳、

抚顺特钢等。中游零部件环节再对材料进行铸造、锻造或其他工艺操作制成涡轮叶片、

机匣、盘、轴等零部件，其中涡轮叶片和机匣等零部件通过铸造工艺成型，国内主要铸

造件厂商包括应流股份、万泽股份等。再由下游整机制造企业对各零部件进行总装制成

两机，主要厂商包括航发动力、中国动力等。我国。两机产业链起步较晚，仅有少数几

家精铸叶片企业具备切入国际厂商产业链生产能力 

图 23：两机产业链包括“上游原材料→中游零部件→下游整机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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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各公司公告，东吴证券研究所整理 

 

具有一定产业规模、有国外销售经验的国内精铸企业有望受益。国内精铸叶片领域

实力较为强劲的公司主要有应流股份、江苏永瀚、万泽股份、图南股份。横向比较来看，

目前应流股份燃气轮机叶片获得 GE 验收，从 16 年起向 GE 批量供货，产品多次获得通

用电气（GE）“最佳创新奖”；航空发动机产品列入国家军民融合重点项目，部分产品

已交付，在两机叶片领域处于国内顶尖水平。同时，应流股份在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已

经积累了众多海外优质客户，除去 GE 还包括艾默生、西门子、卡特彼勒、斯伦贝谢等

十余家世界 500 强企业和行业龙头，部门企业合作年限超过 10 年，具有丰富的海外销

售与服务经验，享有一定的国际声誉。在两机零部件业务的海外拓展中，应流股份也有

望依靠原先积累的客户资源从国内厂商中脱颖而出。 

表 7：国内精铸叶片领域主要企业简介及批产进度 

公司 简介 叶片批产进度 
18 年两机

相关收入 

18 年海外

收入占比 

应流

股份 

成立于 2000 年，专用设备零部件生产

领域内的领先企业，主要产品为泵及

阀门零件、机械装备构件，应用在航

空航天、核电、油气、资源及国防军

工等高端装备领域。产品出口以欧美

为主的各个国家，客户包括通用电气、

艾默生、西门子等。 

2015 年获得高温合金等轴晶涡轮叶片、燃

气轮机叶片、导向器等结构件制造及高温

合金返回料再利用专有技术，建立大尺寸

高难度等轴晶涡轮叶片生产线；2016 年成

或在研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叶片、导向

器等核心部件一百余种，部分产品实现批

量供货；17 年两机叶片列入国家军民融合

重点项目，承担某型号航空发动机高温合

金叶片科研生产任务，多种航天发动机高

温部件批量交付 

0.88 亿元 61.82% 

江苏

永瀚 

成立于 2011 年，专注航空发动机、燃

气轮机用等轴、定向、单晶高温合金

涡轮叶片及热端部件的研制和生产，

产品出口美国 GE 能源、意大利安萨尔

多和其他地区 

已形成专有技术，并且涵盖了精密铸造领

域从模型、模具设计到产品终检的全过程

生产和质量控制技术 

1.56 亿元 - 

万泽

股份 

成立于 1992 年，19 年实施战略转型，

逐步介入先进高温合金材料与构件领

域，公司已成功建立了超高纯度高温

合金熔炼核心技术体系，并完成多项

关键技术的开发，同时与国内部分科

研院所和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成功制备了单晶叶片、定向晶叶片、等轴

晶叶片及粉末涡轮盘等产品，具备年产 90

万件汽车涡轮增压器涡轮、4 万片航空发动

机及燃气轮机转动叶片、5000 件航空发动

机及燃气轮机导向叶片或结构件以及 2000

件钛合金及其衍生物的生产能力 

0.09 亿元 0% 

图南 成立于 1991 年，主营业务为高温合金、 形成了 K 系列等铸造高温合金系列及 GH 1.63 亿元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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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特种不锈钢等高性能合金材料及其制

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系列等变形高温合金系列共 30多个品种合

金材料及多规格铸件制品的完整产品结

构，在航空、核电等行业实现了批量生产

供货。 

数据来源：各公司公告，各公司官网，东吴证券研究所整理 

 

5.   投资建议 

建议关注【应流股份】国内高端铸件龙头，近年来持续加大“两机”高温合金叶片

精密铸造业务投入，目前已步入收获期，未来业绩有望放量。 

 

6.   风险提示 

中美贸易战影响出口；国产叶片研发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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