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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年中国玻璃行业年会暨技术研讨会!由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主办!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凌志精细化

工有限公司"李赛克 #上海$集团公司"杭州之江有机硅化工有限公司"郑州中原应

用技术研究开发有限公司"湘潭宏大真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白云化工实业有

限公司承办!北京卓越金控高科技有限公司"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汇杰

有机硅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韩江自动化玻璃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涿州市春光中空玻璃

铝条有限公司"东营胜明玻璃有限公司"泰诺风保泰 #苏州$隔热材料有限公司"盱

眙博图凹土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利江特能 #北京$设备有限公司"北京市昌益和

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百超玻璃机械 #上海$有限公司 "国家玻璃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国家安全玻璃及石英玻璃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中玻新创科技有限公司协办!

于!"#$年$月!3日’!$日在杭州举行%本届年会围绕节能"环保"创新"发展主

题!开展了技术研讨"市场交流"产品展示等!同期还举办 &中空玻璃/"年’庆典活

动!使玻璃企业全面地了解当前国内外玻璃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加强行业沟通"联

系与合作!推进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

作为年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为更广泛开展学术和技术交流提供平台!大会特

开展论文征集并汇编成专集!为国家正式刊物出版发行%本论文集经年会组委会"论

文集编委会专家审稿!共收录论文-3篇!-!万字!编辑为平板玻璃篇"加工玻璃篇

和综合篇三部分!涵盖了玻璃行业现状及趋势"生产工艺"新产品"性能与检测技

术"管理等内容!反映了近年来玻璃行业在技术"工艺"品种"材料"管理等方面取

得的新进展!对玻璃行业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本书的出版!是有关方面积极参与互相配合的结果!组委会在此表示诚挚的

谢意(

由于水平所限!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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