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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鹰空天材料研究院（苏州）有限责任公司是经财政部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批准，由中国航天科

工三院、航天特种材料及工艺技术研究所发起设立的国有中央控股企业，于2019年8月成立，位于苏州市相

城区，注册资本22500万元，产业园一期工程占地面积231.6亩，园区规划总建筑面积21.4万平方米。

一. 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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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

新一代
空天装备发展

军民协同创新
发展战略

空天材料发展三大新要求
Ø 推进空天材料技术发展，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Ø 为“国之重器”重大战略装备部署注入新动能。

Ø 落实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打造具有示范作用的龙头工程。

Ø 加强资源统筹和院地协同，推进新一代空天材料技术快速发展。

Ø 突出改革创新，以新理念新机制激发一流空天材料发展新活力。

n 建设背景和意义

二. 总体规划



n 发展定位

      在“十四五”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空天材料院的主责和发展目标为：以发展国内一流的空天材料和新

能源装备，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化能力建设，支撑世界一流航天特种材料及工艺技术发展为主责，建设

国内领先的空天材料开放式科技创新平台和融合创新产业化基地。

   “十四五”阶段战略思想归纳为:“一二三四N（一个引领、两个打造、“三步走”目标、四个支柱产

业方向、N个新兴产业增长点）”：

“一个引领”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双核心”建设，服

务国家战略、服务国防建设、服务国计民生，持续为航天事业贡献力量，为股东创造价值。

“两个打造”

面向民用航空、新能源装备、隔热控温等领域，将空天材料院打造成为“国内一流的空天材

料开放式科技创新平台”，争当民用航空材料、新能源装备、隔热控温材料、先进陶瓷材料

等领域技术发展的主要引领者和自主可控技术创新的先行者；打造成为“空天材料融合创新

产业化基地”，以融合协同理念推进产业能力提升，服务主责主业。

二. 总体规划



n 发展定位

“四个发展” 重点发展民用航空材料、新能源装备、隔热控温材料、先进陶瓷材料四大支柱产业

“N个培育” 转变发展思路，融入区域产业增长极，培育孵化N个新兴材料产业  

“三步走战略”

到2025年，建成开放式科技创新平台和若干个事业部构成的科技型企业，在民用
航空材料、新能源装备、隔热控温材料及先进陶瓷材料等业务方向，发展成为国内
领先的先进材料及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
到2035年前后，建成集多个材料产业集群为一体的大型高科技产业集团，成为引
领集团公司乃至全国空天材料产业发展的科技创新、价值创造和人才集聚高地；
到2050年，全面建成国内领先的空天材料高科技产业集团。

二. 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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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产业园

n定位为民用航空产业研发制造基
地
n占地面积150亩，建筑面积约6.5
万平方米
n重点布局C919项目研制和批生产
保障条件

北京产业园

n定位为军用产业研发中心
n占地面积135亩，建筑面积约5万
平方米
n重点布局武器装备预研及研制能
力苏州产业园

n定位为民用产业研发中心和协同
创新产业化基地
n占地面积430亩，建筑面积约33万
平方米
n主要承担前沿技术研究、军民协
同创新产业产品批生产任务

北京地区定位：军用产业研发中心

长三角地区（苏州、镇江）定位：民用产业研发中心和协同创新产业化基地  

       空天材料院是三〇六所“一所三地”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事民用产业技术研发和项目孵化，从事军、

民品的批生产工作，具备多品种、多型号、多专业的柔性制造能力和大规模高效产业化能力。  

二. 总体规划

n 区域布局



　　苏州产业园规划占地231.6亩，建筑面积21.5万平方米，建设投资约23.8亿元。

二. 总体规划

n 园区规划

序号 建筑名称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占地面积
（亩）

1 星空实验楼（地上） 48078.54

183.57

2 星空实验楼（地下） 19042.68

3
先进结构复合材料研制厂房
（2号）

42451.33

4 旋压厂房（3号） 54549.10

5 热控厂房（4号） 8356.76

6 甲类厂房（5号） 3180

7 甲类库房（6号） 741

8 变电站（7号） 979.44

9 门房 57.04

10 三〇六所苏州基地综合厂房 37617.93 47.56

 合计 215053.82 231.13



空天材料院信息化制造系统运行架构图

      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将是空天材料院建成高效集成的新材料产业生态，实现研制保障能力取得跨越式突破的重

要途径。

决策支持系统

订单全周期管理/ERP

产品全周期管理/PDM

生产全周期管理/MES

数据集成/分解

神经网络、控制终端
空天材料院信息化系统功能模块组成

二. 总体规划



       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双核心”，按照“1+4+N”的业务架构，重点打造一个开放式科技创新平台，

重点发展四大支柱产业，培育孵化N个新兴材料产业，支撑空天材料研究院未来发展，带动地方产业链，促进

经济发展。

电磁屏蔽材料
聚合物薄膜材料
碳陶复合材料
先进热防护材料

民用航空材料
新能源装备
隔热控温材料
先进陶瓷材料

星空实验室

二. 总体规划

n 业务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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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成立以来，已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航空航天关键材料JMRH研究促进中心、苏州市新型

研发机构等资质荣誉，重点项目获评中央JMRH发展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江苏省战略性新兴发展专项资

金等省市重点项目支持，2021年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是2022年冬季奥运会、冬残奥会“飞扬”

火炬的承制单位之一，负责火炬储氢复材气瓶的研制和生产任务。

三. 建设进展 总体进展



    通过了ISO通过ISO9000、国军标质量体系、高压容器B3生产资质认证，正在开展AS9000航空适航质

量体系认证。已有45项知识产权获得授权，其中发明专利24项，实用新型专利13项，外观专利1项，软件著

作权7项；另有28项专利正在申请当中，其中发明专利24项。

三. 建设进展 企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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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现有员工260余人，管理和技术人员100余人，其中具备硕士和博士学历者51人，占比49%，本科

学历及以上人员占比88%，建有苏州大学研究生工作站及研究生企业实践基地。

三. 建设进展

相城区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金兆国 博士（高性能相变复合

材料制备及应用技术研究项目）

相城区科技创新重点专家团队—
嵇培军、张帅、陈超   

（民用航空大飞机复合材料自动铺
放制造项目）

专家团队建设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



三三. 建设进展 产业能力建设

      苏州厂区厂房主体结构建设目前公司2至7号厂房已全部完成建设，星空实验楼已完成主体建筑施工，正在进

行室内次结构施工工作，预计将于2022年10月完成竣工验收。

      正在申报和建设大容积铝合金内胆高压复合气瓶生产线、民用航空树脂基复合材料生产线、耐高温热结构复

合材料生产线、隔热保温明克板材生产线。



三三. 建设进展 星空实验室

星空实验室，聚焦长三角重点产业发展方向，依
托航天科工和地方产业资源、政策资源，聚集创新要素，
通过建设协同创新平台、成果转化平台、产业化平台，
显著提升空天材料技术创新能力，带动和促进相关技术
的转移转化与产业化，创新发展新材料产业集群。

获评苏州市新型研发机构

获江苏省军民融合办“中央军民融合发展专
项转移支付项目”支持 

获评“阳澄湖科技创新计划”重点专家科技团队

获评“阳澄湖科技创新计划”创新领军人才

获江苏省发改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项目”支持

2021.07

2021.01

2020.12

2020.11

2020.09

获评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2021.09

获苏州市科技局“碳达峰碳中和专项支撑资
金”支持

2022.06

获评价江苏省航空航天关键材料JM融合研
究促进中心

2022.12

获评江苏省JM融合产业及创新协同战略联
盟（航空航天先进碳材料方向）牵头单位

2022.11



 依托江苏省产业资源和政策优势，在省JM融合办
和省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指导下，打造江苏省军民科技协
同创新平台、江苏省航空航天关键材料研究促进中心。
瞄准空天材料院专业技术发展需求，联合高校院所、知
名科技型企业，以联合实验室为载体开展创新研究，构
建原始创新的集中地、高水平创新人才的聚集地。

联合实验室项目
序号 合作单位 实验室名称 合作内容

1 中科院
宁波材料所

高性能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
联合实验室 完成高性能碳纤维预浸料的技术合作

2 材料科学
姑苏实验室 航空航天关键材料研发中心

完成国产宽体客机CR929复合材料机体
机构研制，解决基础材料领域的“卡脖

子”问题

3 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

高压复合气瓶智能健康管理
技术研发联合实验室

基于5G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的气瓶、储运
系统风险预测预判与智能健康管理技术

开发

4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热节能联合研究中心 完成石油化工领域项目方案设计及节能

效果试验

5 辽宁科技大学 低温冶炼联合研究中心 完成明克板与六铝酸钙浇注料钢包隔热
复合方案设计及节能效果试验

6 江南大学 光固化树脂基复合材料
联合实验室

开展大厚度光固化树脂开发、预浸料制
备及复合材料制备

7 内蒙古伊泰 相变储能材料联合实验室 完成特种蜡相变储能材料批量化生产能
力研究，实现其在军民领域的推广应用

8 西工大太仓
长三角研究院

空天结构健康监测技术联合
实验室

开展先进结构健康监测理论和方法、结
构健康监测系统核心关键器件、结构健

康监测系统集成及应用

9 苏州图纳新材
料 陶瓷涂料联合实验室 开展陶瓷涂料技术研究

Ø 与中科院宁波所、北航、姑苏实验室、中国石油大学、江南大学、

内蒙古伊泰研究院、辽宁科技大学分别签订合作协议，建设了7家
联合实验室；

Ø 与西工大太仓长三角研究院签订江苏省空天结构健康监测技术工程

研究中心共建协议；与苏州图纳新材料达成合作意向，双方正在论

证陶瓷涂料技术的联合攻关工作。

三. 建设进展 星空实验室

n 协同创新平台



三. 建设进展 星空实验室

n 成果转化平台

　　依托国防工业科技成果长三角区域转化中心，打造先进技术成果长三角转

化中心孵化基地，作为集团公司科技成果对外输出的窗口，承接航天科工技术

或产品，促进航空航天高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同时对接外部高校院所，鼓励

科研人员到空天材料院创新创业，使科技成果转化为商业前景明确的产品。      

对接
外部高校院所
成果转化项目

承接
三院乃至集团公司

成果转化项目

      目前，306所已经储备了CMP抛光液、

低成本气凝胶、先进陶瓷材料、高性能电

磁损耗复合材料、自动铺丝预浸料等一批

重点培育和潜力发展项目，空天材料院将

积极做好项目的承接工作，为项目成果的

论证和转化落地提供保障。

       以产业化为目的，技术发展为牵引、市场

需求为导向，依托空天材料院技术、设备、市

场等资源优势，吸引外部高校院所顶尖技术团

队，通过多元投入，实现产业化突破，促进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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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平台建设

       瞄准新材料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方向，引进培育一批顶
尖企业，打造新材料产业集群，做大做强国有企业。

Ø地方支持

与苏相合作区签署星空实验室产业孵化平台合作协议，
通过三年半时间打造新材料领域省级专业化孵化器，共同助
力产业集聚，加快转型升级。

Ø最新进展

        产业化平台自2021年10月正式签约运营以来，已引进
落地了6家企业并储备了近20个意向落地的优质项目，积极
组织开展各级领军人才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引育工作，完成
了8个项目园区领军人才的申报和1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申报。
加快实现创新资源集聚、抢占空天材料产业先发优势。

序号 公司名称 项目团队

1 苏州新达峰金属成形科技
有限公司

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国峰教授

2 苏州全碳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工业大学
辛文波教授

3 苏州颐和海纳科技
有限公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盖玉收博士

三. 建设进展 星空实验室

n 产业化平台

部分已落地企业



n 民用航空材料

民用航空结构复合材料
国产大飞机、宽体客机、商用发动机及国际转包

交通运输复合材料
汽车、高速列车···

    形成涵盖材料开发、仿真模拟、自动铺放、固化成型、装配机加、检测等完整制造体系，发展成为国内

一流的复合材料自动化制造基地。

空天防务复合材料
弹体复合材料部段、无人机作战系统及商业航天

三. 建设进展 民用航空材料



   空天材料院已成为CR929宽体机体结构供应商中唯一采取国产设备、国产原材料和国产工艺进行产品研制

的试点单位。
“在机体结构件领域，在江苏苏州
设立海鹰空天材料研究院（苏州）
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研发中心，引进
自动铺丝机等关键设备，达到中国
商飞 CR929 宽体客机供应商资质
条件，发挥内部资源协同效应，集
成碳纤维原材料、关键核心部件研
制能力，为中国商飞在飞机国产化
进程中提供支持”

2020年12月中国航天科工与中国商飞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21年7月公司正式联合成为CR929宽

体客机后机身后段的初选供应商

三. 建设进展 民用航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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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条件：

2021年10月，空天材料院自筹“民用航空树脂基

复合材料生产线建设项目” 获得航天三院立项批

复，设备总投资1.3亿元；

同年该项目（立项名称海鹰空天材料研究院新建特

种复合材料生产线项目）被江苏省战略新兴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支持，总经费2100万元；

目前项目中自动铺丝机、大型航空级热压罐等关键

核心设备已经完成招标，年底投入使用，项目建设

完成后，设备能力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三

场地条件：2021年3月树脂基结构复合材料厂房投

入使用，厂房占地2684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42451平方米，由单层厂房和局部三层厂房组成。

三. 建设进展 民用航空材料



三

以框梁、球面框为代表的CR929专业工作包复合材料自动化成型技术

球面框是气密客舱与后设备舱的分界框，是飞机上承受客舱

内气密载荷的重要结构部件。该产品是国内首次采用自动铺

丝技术完成的Φ4m大尺寸等比例CR929后压力框格栅复合材

料结构件，是对从结构设计到制造实施的全流程技术验证，

为CR929复合材料自动铺丝的设计和研制奠定了坚实的技术

基础，获得“中国复材展-JEC”优秀创新产品奖。

整筒壁板为CR929后机身后段部段结构中最重要的复合材料

结构，其为长度约3.5m、最大直径约3m的不可展开双曲率

整筒蒙皮加帽形长桁结构。该结构是复合材料制造领域最高

技术水平体现，目前仅有波音和空客掌握。

民用航空材料三. 建设进展



n 新能源装备
    

以国内一流的旋压超长/超薄/大管径旋压成型技术研发、生产能力为依托，瞄准空天防务和新能源储运领域，

立足铝合金旋压气瓶管、气瓶内胆等现有产业项目，培育CNG气瓶、高压储氢气瓶及运输气瓶等新项目，打造

行业领先的能源储运装备研究及产业化基地。

三. 建设进展 新能源装备



三. 建设进展 新能源装备

   空天材料院已掌握智能化非标设备及生产线设计技术，正在建设国内首条最大直径850mm、最大长度6m、

容积300-1500L、最大测试压力35MPa的铝合金内胆高压复合气瓶生产线，其中90%以上设备为全部或部分自主

设计专用设备，具有很强排他性。已获得境内压力容器制造许可，并已开始向国内客户下批量供货多规格

CNG/H2压力容器。

This is an ex
ample text. 

开发长度6-10m超长铝合金气
瓶管整体精密旋压成型涉笔—
—国际先进
突破大容积铝合金气瓶管低成
本、规模化、成套生产技术—
—国内领先
突破直径Φ550mm以上大容积
铝合金气瓶内胆收口旋压技
术——国内领先
突破大容积铝合金内胆复合气
瓶成套制造技术——国内领先。

在解决痛点问题上占有
先机！



三. 建设进展 新能源装备

   已建成复合气瓶和金属塑性成型产品研发基地，以及出口气瓶半成品生产基地，建成年产3万只出口气瓶

管、0.4万只出口气瓶内胆、0.3万只燃料气瓶、0.5万只高端旋压产品生产能力



三. 建设进展 新能源装备

    已突破蝶形封头铝合金气瓶缠绕技术、大径口比气瓶口部缠绕技术等关键技术，完成400-500L、Φ550-

635mm级气瓶多层缠绕成型，设计压力35MPa，目前具备连续生产能力，相关技术申请专利31项。

长管拖车全缠绕复合气瓶 车载全缠绕复合气瓶 超高温气瓶

超轻量化复合气瓶 球形气瓶 超小型气瓶



n 隔热控温材料
    

产品

应用
领域

相变复合材料、隔热模块

空天防务
热防护系统

钢铁钢包保温
水泥窑炉保温

纳米明克板材 高性能涂料

石油石化管道保温
化工品罐体保温

相变温控膜、相变温控模组

3C电子、5G通讯
新能源电池/日用品

      依托航天军工热防护材料技术、设备能力基础，形成纳米隔热板材、高导热相变材料、碳碳板材等延伸应用

系列化货架产品。

隔热控温材料三. 建设进展



截至目前，针对空天防务、工业和建筑节能、新能源及智能家居等方向需求，基本按照规划逐步打造-200℃至

1000℃ 高效纳米隔热控温系列产品架构，主要包括纳米隔热板材、高导热相变材料、气凝胶衍生品等系列产品。

针对商用车黑匣子、冷链芯板、高温窑炉等中高端隔热需求，完成低成本化及5-50mm厚不同类型隔热

板材的开发，具备年产2.4万㎡薄板的小批量能力。年产20万㎡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安装调试，预计10月

份达产。

三

纳米隔热板材

隔热控温材料三. 建设进展



初步形成高导热相变材料、相变微胶囊、相变控温膜等，具备年产200吨高导热相变材料生产能力，

生产线正在安装调试。

三

高导热相变原材料

重点市场进展：除满足空天防务用相变原材料外，积极开拓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建筑节能等领域客户。

（1）在调温杯方向：与富光杯业形成稳定供货；

（2）在智能家居方向：与格力电器达成合作，产品已通过验证，正在办理供方手续，预计10月份首个空调节能模块项目

开始供货，美的电器和万和热水器项目正在试验验证；

（3）在建筑节能方向：重点打造相变地暖，与建筑内外墙纳米隔热板、隔热涂料等材料一起，拟与苏州中亿丰共建建筑

新材料研发中心，共同拓展建筑节能领域市场。

三. 建设进展 隔热控温材料



除空天防务项目外，民用方向重点培育拓展光伏、半导体、工业窑炉领域特种生产设备用热场材料，未来瞄准

1000-2000℃超高温特种设备用热防护材料及构件市场。

针对空天防务需求，开发相关产品，已建成年产240套陶瓷罩的生产能力。

三

透波材料

针对空天防务项目，已完成设备安装调试，具备发动机尾喷管、端头等产品生产能力。热结构陶瓷

具备年产40吨碳碳热场材料生产能力，已签订首份11600件小规格碳碳热场产品合同。民用碳碳产品

三. 建设进展 隔热控温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