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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视察中复神鹰碳纤维公司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视察了中复神鹰碳纤维有限公司，国家发改委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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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刘铁男、国家财政部副部长王军、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江苏省省
委书记梁保华、江苏省省长罗志军等领导陪同参观。
李克强副总理一行首先参观了碳纤维制品，中复神鹰董事长张国良介绍了碳纤维的应用情况。当看
到由连云港鹰游集团研制的神鹰碳纤维自行车时，中共连云港市委书记王建华介绍说：“碳纤维自行车非
常轻。”中国复合材料集团董事长张定金补充道：“这辆车只有 6 公斤重。”李克强单手提起自行车，试了
轻重后，满意地点头。
在参观碳纤维生产线时，李克强问：“什么时候开始研制碳纤维的？”张国良董事长答道：“神鹰碳纤
维自 2005 年开始研发，所有设备都是由鹰游纺机公司独立设计制造，国产化千吨碳纤维生产线 2008 年
12 月已成功投产运行。”他还介绍说，碳纤维已经国内权威机构检测，产品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际上通
用的 T300 级产品标准。中复神鹰还建成了 3000 吨原丝和 1300 吨碳丝生产线，扭转了我国碳纤维长期受
制于人的被动局面，打破了国际垄断和封锁。
在 2500 吨聚丙烯腈原丝车间，李克强详细询问了高性能碳纤维的研发、生产、成本控制及市场前
景。他还关切地问道：“你们现在的碳纤维销量多少？”“去年国产碳纤维销售 800 多吨，我们销量为 507
吨。”张国良自豪地答道。
当听到中复神鹰在积极扩建新的 2000 吨碳纤维生产线时，李克强很高兴，表示希望企业“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同时也强调企业不仅要承担社会责任更要为国家分担责任。
李克强还与生产一线的员工亲切交谈、握手，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和碳纤维研发情况。一个个详细
的问题，话发展、谈创新，浓浓深情、殷殷期望，给中复神鹰的全体员工增添了巨大的信心和力量。
（纺织服装周刊）

电子式强力仪动态性能技术研讨暨《电子单纱强力仪》行标
审定会在苏州召开
由中国纺织机械器材工业协会仪器专业委员会、全国纺织机械与附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纺织
工程学会纺机器材专业委员会仪器学组共同主办、苏州长风纺织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电子式强力仪
动态性能技术研讨暨《电子单纱强力仪》行标审定会于 2010 年 8 月 28～29 日在江苏省苏州市召开。参
加会议的有中国纺织机械器材工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纺机器材专业委员会主任祝宪民，
中国工程院院士姚穆，全国纺织机械与附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黄鸿康，纺织仪器专家宋湛华、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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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还有全国纺织仪器生产厂代表、国家纺织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代表、国家纺织计量站代表、纺织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代表等近 30 人。研讨会由中国纺织机械器材工业协会技术部段凤丽主持；行标审定
会由黄鸿康主持。
研讨会上，姚院士作了专题报告，分析了国内外纺织业发展的趋势和面临的形。他指出，纺织业由
原来的东部向中西部转移逐渐演变为中国向东南亚、南亚转移，并且随着粮食地位越来越提高，棉花种
植面积将会大幅下降，这将导致纺织业总体规模也会大幅下降。在纺织业中，产业用纺织品的比重将会
越来越大，涉及到产业用纺织品性能的检测方法、标准要给予高度重视。力学性质方面，重复拉伸、快
速拉伸、防刺穿等性能测试成为重点。另外，纺织品在高温、低温下的性能、防静电性能、抗紫外性能
以及释放负氧离子量的测量等也要给予关注。姚院士还透露，我们国家在今后两年半的时间里要制定大
约 6000 个国家标准，我们要抓住这一机遇并为此开展大量的工作。张森讲解了单纱强力仪动态特性测量
方面的有关技术，强调了动态特性计量检定对单纱强力仪和织物强力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重点介绍了
单纱强力仪动态特性专用检具和专用脉冲方波发生器的原理、使用方法以及前期摸底试验情况。在《电
子单纱强力仪》行业标准标审定会上，与会专家和代表对送审稿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针对增加动
态性能的检定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和建议，标准起草单位将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对标准文本进行修改和完
善，争取早日得到审批和发布。
最后，祝副理事长作总结讲话。他感谢与会专家和代表为此次会议成功召开所做的努力，特别是姚
穆院士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参加会议，还有苏州长风纺织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为承办此次会议所做的大量工
作。他指出，纺织行业的不断发展，新材料、新技术、新型纺机设备的应用以及对产品质量要求的不断
提高给纺织检测技术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给我们从事纺织仪器开发、生产、销售带来了机遇。我
们纺织仪器生产企业应该在新材料、新型面料性能的测量方面开展攻关，不断研制出新型、高水平、高
质量的国产纺织仪器，并在纺机协会、纺机标委会和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的支持和领导下，制定出更多的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我国纺织行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做出贡献。会前与会代表参观了苏州长风
纺织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 段凤

丽)

棉价虚火旺 新疆二级棉喊价已达二万六
2010 年 9 月 15 日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棉麻公司的业务部门已经大喊“棉价疯涨”了。那时，市
价为 18598 元每吨，10 月 20 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该公司总经理梁东亚办公室听到的市场喊价，已
3

经高达 2.6 万元每吨，付现交易价也高达 2.565 万元一吨。这令该公司老总不得不中断与记者的谈话，电
询下家是否敢于接受。
2010 年 9 月以来，棉花的价格一路飙升，新疆籽棉的价格从每公斤 8 元左右飞速上涨到 12 元左右，
籽棉加工后的皮棉价位，从每吨 1.7 万元左右，飞涨到 10 月 20 日的 2.6 万元左右。
由于价格涨速太快，21 日新疆棉麻集团公司的一位职员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市场风险太大，公
司尚未敢大规模收购。
据记者了解，20 日，国家有关部门组成了调研组到新疆专项调研生产和购销情况。
炒棉客“十年磨一剑”
从 2002 年到 2003 年，新疆棉花被浙江温州等地商人瞄上，2003 年新疆棉价突涨数倍，有报道说，
籽棉的收购价从 2003 年 9 月份的每公斤 1.6 元飚升到 2004 年初的 8 元以上；温商轧花厂也由近百家突
增至 300 家。浙江本地媒体报道说，2002 年至 2003 年浙商尤其是温州商人“逢人谈棉”。
价格飞涨，泡沫当年过去，2003 年至 2004 年，皮棉价格短短半年间从每吨 1.2 万元涨至 1.8 万元，
又在半年间跌至 1 万元。2004 年银行收缩贷款规模，到 2005 年初，成品棉价格已剧降 1/3 以上，跟进炒
棉的大批温州商人大批亏损。新华网的报道称：“新疆温州商会办公室工作人员说，2004 年到新疆炒棉
的温商只有少数人赢小利，多数人亏了大钱，新疆温州商会某副会长 2004 年底就亏了上百万元。”
2008 年，棉价再次出现大幅波动，一度从每公斤 5 元跌落到 2 元，棉花种植面积大幅缩水，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农业局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胡建国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2009 年，棉价再次上涨，从 5 元
涨高到 7 元多。
“今年棉价飙升堪比黄金，浙商新疆承包棉田赚翻”，钱江晚报在 2009 年 12 月底报道说。该报道还
引述浙商话语，指 2010 年棉花形势“一定也不错”。
“受气候影响，今年棉花收购推迟了 15 到 20 天开秤”，梁东亚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2010 年全国棉花收成不够好，全国市场空缺很大，近年每年纺织用棉总量都在 1000 万吨以上，
而国内产量始终徘徊在 700 万吨左右，全球市场棉花也不够，加之浙商在新疆炒棉已久，抓住了这一市
场机遇，因此今年棉价飞速飙升。
”新疆棉麻公司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业务经理说。
记者找到新疆温州商会，该会会长以没有时间为由拒绝记者就有关棉花投资问题的采访。
针对投机风行，有报道建议采取特殊措施：
“市场流动性以及期货市场的资本属性是价格的重要推手，
增加这些领域的风险成本，是有效遏制投机的手段。短期内即便单个单位没有风险，但在我国市场机制
还并不完善的大背景下，这些单位的长期风险还是存在的。釜底抽薪，降低市场炒作动力，是对这些单
位以及行业健康的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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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储备能力缺陷
2008/2009 年度中储棉抛储量为 153 万吨，同时收储 272 万吨。而当年抛出并没对 2009 年的棉价产
生大的影响，前述业务经理说。
目前国家储备已经基本抛空，梁东亚分析，国家储备能力有限，对市场后期的影响也有限。
他认为，如果大型企业参与调控能落实，对于稳定棉价有好处。目前，兵团棉麻公司只在兵团内部
收购棉花，如果能参与调控，公司便可参与地方收购，可以帮助提高国家储备能力。
价格过高，对于下游的纺织企业和服装企业来说压力很大，最终还将传导到消费者身上，而对于流
通企业而言，也存在市场风险，投机性太强，他说，流通企业在有敢于接受的下家时，顺价销售，利润
空间其实也有限，获利大的是投资炒作者。
棉花种植的小农生产模式危机
“不包括兵团，新疆全区棉花种植面积是 1416 万亩，产量 150 万吨(皮棉，记者注)。”新疆农业厅
种植业管理处李处长 10 月 19 日在电话里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兵团种植面积是 701 万亩，产量 110 万吨(皮棉，记者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种植业管理
处胡建国副处长说。
为何单产能力相差如此之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棉麻公司总经理梁东亚说，地方小农经济为主，生
产投入和科技水平都相比较低，而兵团实行机械化耕种、机械化采摘，注重科学化管理，生产效率要高
很多。
据他介绍，地方每亩棉田投入在 1200 元左右，兵团在 1400 元左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棉花机械化办公室李处长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兵团今年计划实现 220 万亩机
械化采摘，机械化采摘的成本，每亩仅为 125 元，而人工采摘成本则高达三四百元。
他说，如果全面推进实行机械化采摘，那么到 2015 年可以在兵团全面实行机械化。而目前采摘工紧
缺，北疆地区尤其是奎屯等地，工人采摘成本已经上升到了 2.5 到 3 元一公斤。 (《中国经济时报》)

印度纺织行业繁荣带动机械行业恢复元气
印度的纺织机械行业营业额为 400 亿卢比,由于预期到纺织工业的前景大好,最近,纺织机械行业正
在发展,此外,世界市场对印度纺织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也加大机械行业的期望。
纱线价格高,纺纱厂开机率接近满负荷,这些因素让纺织工业的前景十分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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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联邦政府宣布纺织技术更新基金计划(TUFS)之后,纺织机械需求开始振作。这是因为这个计划
为企业更新换代机械提供补贴和其他优惠措施。
2008 年经济不景气,纺织企业停产,机械工业遭受重创,机械订单最终被取消。 但是,现在,近几个月形
势逐渐好转,纺织机械工业似乎正在恢复元气,回到全球经济衰退之前的水平。

（中国服装网）

中国国际丝绸博览会在杭举行 打造全产业链展会
2010 中国国际丝绸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女装展览会于 10 月 22 日至 10 月 25 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
本届展会将整合丝绸产业链上下游，从原料、产品、设计、销售等环节到打造全产业链展会。
主要内容为：丝绸与女装流行趋势发布、企业跨国采购对接会、第六届中国国际女装设计师大奖赛
总决赛暨颁奖晚会、企业与百货商对接会、2010“天堂丝绸、武林衣秀”暨杭州市十佳服装设计师颁奖
晚会等。
继 2009 年成功引进跨国采购对接会、百货商对接会和丝绸秋季交易会之后，本届展会将依托中国纺
织品进出口商会、中国丝绸协会、上海世贸商城等机构力量，继续做精定向采购，引进和举办专业会议，
提供个性化、专业化服务,与企业实现无缝对接，搭建供需互动高效平台。同时加大对国内重点商场、流
通市场、代理机构等招商力度，为参展企业构建国内销售渠道提供顺畅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展会特别注重设计师品牌的培育和发展，提供 3000 ㎡面积作为设计师品牌静动
态展示，并将举办中国国际女装设计师大奖赛，为全球的设计师提供交流、创新、贸易平台，全力打造
中国原创的服装品牌。
据了解，丝绸与女装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杭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经过十年的打造已经成为
丝绸与女装界最具影响力的专业展会之一。在 2009 年金融危机蔓延的时期，展会规模仍达到历史空前，
全国 80%以上的丝绸龙头企业参展，现场成交达到 1.5 亿元人民币，协议成交超十亿元。 （新华网）

企业信息

经纬纺机新一代棉纺设备研发结硕果
――现代自动、连续化棉纺万锭生产示范线及 8 种关键设备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受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委托，10 月 11～13 日中国纺织机械器材工业协会在无锡主持召开了科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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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会。会议对经纬纺机承担的国家科技部科技支撑计划《现代自动、连续化棉纺万锭生产示范线》课
题中承担的部分关键设备完成了科技成果鉴定。其中包括：青岛宏大纺织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 JWG1003
细络联型自动络筒机、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榆次分公司研发的 JWF1276 型棉精梳机和 JWF1581
型细纱机、沈阳宏大纺织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经纬纺机新精梳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 JWF1302A 型并
条机、上海经纬东兴精梳机械有限公司的 JWF1383 型条并卷机、天津宏大纺织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
JWF9562 型粗细联输送系统、北京经纬纺机新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 JWF0016 型异性纤维分检机和
JWXZE1 型棉纺设备网络监控和管理系统,以及无锡经纬纺织科技试验有限公司的万锭示范线工厂等 9 个
项目的科技成果。在这次会议之前，青岛宏大纺织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 JWF1207 型梳棉机和天津宏大纺
织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 JWF1418A 型集体落纱粗纱机已经分别完成科技成果鉴定。至此，经纬纺机承担
《现代自动、连续化棉纺万锭生产示范线》课题的所有关键单机和示范线均通过了科技成果鉴定。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对这次鉴定高度重视，委托中国纺织机械器材协会邀请了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学术
委员会主任张怀良高工、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朱北娜会长、原纺织工业部装备司庞家璐高工、东华大学
程隆棣教授等 9 位资深专家、教授组成鉴定委员会。中国纺机协会祝宪民副理事长亲自到会，与会专家
实地考察了现场使用情况，进行了复测和座谈，听取了课题的技术研究报告、检验报告、查新报告、用
户使用报告等，审查了相关资料，经过质询、答疑和讨论，得出了鉴定意见。课题中 9 个项目均达到了
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本次鉴定的产品主要针对“十五”国产棉纺设备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从满足棉纺企业需求出发，
各个机型在新结构、新材料和新技术的采用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在传动系统、控制系统、在线检测装
置等研究和设计方面具有较多的创新点，共获得发明专利（含受理）10 项、实用新型专利 18 项。实现
了国产棉纺成套设备网络监控和管理，为纺织企业生产信息化提供了高效的现代管理手段。在已经实现
的清梳联基础上又实现了国产粗细联合、细络联合机等设备自动化、连续化，实现了对具有荧光特性的
异纤以及部分无荧光特性的白色异纤检测，实现了并条机采用独特设计的全数字短片段自调匀整。示范
线的高速、高产、高效、高质量和减少用人、节能降耗成果显著。大量自主创新的亮点和网络管理下的
连续化生产工艺给参加评审的专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现代自动、连续化棉纺万锭生产示范线及关键设备科技成果通过鉴定，标志着经纬纺机贯彻实施用
现代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承担新一代纺织设备的研发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同时也标志着经纬纺机
贯彻实施为用户提供“成套数字化解决方案”的能力有了更大的提升。
该成果将为我国由纺织大国向纺织强国的转变提供精良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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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立 路元江）

青纺机：毛纺设备提升西部羊绒业优势
金融危机后，无论是从外部环境还是企业自身来说，产业转移的紧迫性都变得更强。对于纺织产业
而言，必须充分考虑环境要求，严格执行行业准入条件，注重节能环保，避免污染转移。为此，青岛纺
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用自身先进的羊绒梳理技术和设备，帮助青海地区提高山羊绒业水平，实现了设备
制造企业和下游用户的双赢，对纺织产业西部转移起到了示范作用。
突破羊绒设备效能瓶颈
山羊绒是名贵稀有的特种动物纤维，有“软黄金”之称。全世界年产山羊绒 1.1 万吨左右，我国年
产山羊绒 8000 多吨，约占世界总产量的 70%~75%，是世界羊绒的最大产区。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
施，我国羊绒产业发展迅猛。很多企业过去采用的低档梳理生产线已难满足规模化生产的要求。
由于羊绒梳理设备的开发长期以来被设备制造企业忽视，造成羊绒加工企业的设备处于落后局面。
但随着劳动力和用地成本的不断增加，羊绒梳理行业对高档梳理生产线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羊绒梳理设
备亟需向高产优质、自动化、连续化的方向发展。青岛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急用户之所急，开发的宽
幅高效羊绒分梳联合生产线，可实现高效、高产、节能效果，实现了国内羊绒梳理技术方面的一大创新，
并填补了国内空白。该生产线在产量、稳定性及生产无毛绒质量等方面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是羊绒高
效梳理的首选设备。
青岛纺机开发的宽幅高效羊绒分梳联合生产线，突破了羊绒梳理行业在不增加纤维损伤率的前提下
实现产量提升的瓶颈。经过青海柴达羊绒业有限公司近一年的生产试验及使用，成品绒质量均达到了较
高的水平，纤维损伤率不大于 12%，含粗率低于 0.3%，产量在 4.5~6 公斤之间，达到了设计任务书要求。
考虑到青海的实际情况，青岛纺机把设备工作幅宽设计为 1.5 米，在相同产量的情况下可减少机台
数，从而减少了对土地资源的占用，同时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以及能源消耗。该机的推广应用对青海
地区推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该设备的价格适中，性价比高，有很强的市场竞争
力。
设备创新推动羊绒业发展
在设备的配套上，宽幅高效羊绒分梳联合生产线使用铸铁材质回转盖板，采用稀土元素铸铁，底面
涂塑，满足了 1.5 米幅宽的平面度在 0.05mm 以内；将工作幅度为 1.5 米的 8 台设备，按照工艺要求串联
组成生产线，原绒经过该流程后直接制成标准的成品绒；锡林、道夫筒体采用钢板焊接结构，重量轻、
刚性好，径跳在 0.02mm 以内，动平衡提高一个等级，达到 12 克以内。
在电气创新上，该设备采用了 RS-485 方式通讯和远程通信系统，可以远程监测设备的运行状况，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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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技术人员的监测和维护；整条生产线用一个电器柜集中控制，大屏幕显示，所有的工艺参数均可通过
屏幕调整，系统控制先进合理，操作简单快捷，具有人机界面对话、故障自动诊断等功能，使系统管理
维护更可靠、更有效；控制系统采用三菱 PLC 和三菱变频器，控制锡林、刺辊等电机的无级调速和正常
运转，升降速平滑，运行稳定可靠，刹车性能好；整机的控制中心为进口可编程控制器，操作简便，运
行可靠，利用 RS-485 通讯实现 1 台 PLC 控制 10 台变频器运行，使得电机转速、方向、转矩以及变频器
运行参数等控制变得容易和精确。
在设备的操作上，该生产线使用可视化触摸屏，操作界面柔性化，可根据用户的喜好定制，具有良
好的实时性、动态性，能准确显示和设定锡林、刺辊、斜帘的转速等工艺参数；单机开停操作既可以在
触摸屏上实现，又可以在机身上操作，方便快捷，还可以及时反馈故障信息。
宽幅高效羊绒分梳联合生产线经国家纺织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符合 Q/QD.Y2015-2009《宽
幅高效羊绒分梳联合生产线》标准规定的要求，经一年连续生产运行，设备工艺流程配置合理，技术成
熟稳定，经济效益良好，满足了企业的生产要求，符合当前我国羊绒行业的技术改造要求，具有良好的
市场推广前景。
青海柴达羊绒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认为，西宁作为青海的中心城市，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完备
的立体交通优势、产业转移和对口支援的政策优势，正逐步成为吸引外来投资商的热土。青岛纺机技术
项目的实施，将实现优势互补，推进西宁乃至青海羊绒行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拓展就业空间，
给西部地区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机遇。

（中国纺织报）

长岭纺电工业园一期工程竣工投产暨
二期工程开工仪式在宝鸡举行
2010 年 9 月 26 日由陕西长岭纺织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兴建的“长岭纺电工业园”一期工程竣工
投产暨二期工程开工仪式在陕西省宝鸡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隆重举行。陕西省、宝鸡市、陕西电子信
息集团、陕西长岭电气公司等各级领导为开工进行了剪彩，中国纺织机械器材工业协会、用户代表出席
了仪式。
陕西长岭纺织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多年来坚持“高技术、高质量、优质服务”的经营理念，不断推出
高技术、高质量的适销对路产品，形成了 8 大门类 40 多个品种的产品格局，为了壮大产业规模，提升企
业核心竞争力，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该公司于 2007 年 2 月投资 21320 万元在宝鸡高新区建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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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纺电工业园”项目。经过三年的建设，一期工程顺利完成，已建成研发办公大楼、电子装配生产线、
综合服务楼、物流库房和联合站房等附属设施，建筑面积达 36000 平方米，新建生产条干仪、数字电子
清纱器、棉花纤维性能测试仪、棉花异纤清除机等现代化的生产流水线，企业产能提升三倍以上。为了
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实现企业跨越式发展，长岭纺电工业园项目二期工程计划投资 15600
万元，投资建设新型纺织机械生产基地，主要建设喷气织机生产线、精梳机生产线、新型纺织机械研发
试验中心，建筑面积达 29700 平方米，并配备现代化的生产、检测及动力设备，形成年产 3070 台纺织主
机产品生产能力，目标是全面提高国内纺织装备自主化水平，替代进口产品，建成国际先进、国内一流
的新型纺织机械产品研发生产基地。

(段凤丽)

邯郸纺机重阳日慰问离退休老同志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敬老节日“重阳节”到来前夕，10 月 12 日邯郸纺织机械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郝卫忠代表公司党政领导亲切走访看望了企业 11 名离休干部和部分退休的公司老领导
并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问候！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张守疆随行慰问。
金秋十月精神爽，丹桂飘香人寿增。郝书记对老同志们说，邯郸纺机已走过五十余年的光辉历程，
老同志的经验和智慧是公司的宝贵财富，老同志是企业早期工作的开拓者，没有老同志们的劳动和创造，
就没有公司今天成绩的积累，没有老同志们对公司各项改革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就没有企业的长足进步
和持续发展。虽然老同志们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仍然关注着企业的发展壮大，为企业发展建言献策。老
同志崇高的精神和高尚的品德，值得我们后来人的学习和继承。

(王磊)

市场研究

纺织器材：产业升级与利用资本市场并举
9 月 17~18 日，由中国纺织机械器材工业协会主办、河南第一纺织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2010
年全国纺织器材企业工作交流座谈会”在郑州召开。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高勇、中国纺织机械器材
工业协会理事长王树田出席会议。来自江苏、浙江、山东、河南、陕西、上海、天津、重庆等省市的近
50 家重点纺织器材企业的 60 多名代表参加了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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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代表围绕“分析新形势，关注新变化，迎接新挑战，谋求新发展”这一主题，展开了广泛交流
和深入探讨。高勇在会上分析指出，下半年纺织、纺机行业增长将是“前高后低”的状态，但增速放缓
有限。此外，他还强调，今后要把应用在产业用领域的新型纤维和新材料作为纺织工业新的增长点。
下半年行业增速放缓有限
“今年上半年整个纺织工业、纺机行业形势都比较好。大家都在问：纺机形势为啥这么火？能火到
什么时候?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高勇在会议一开始抛出的问题，道出了众多纺织器材企业内心的
疑虑和担忧。
高勇认为，上半年纺织与纺机行业的“火”，与国内、国际消费的恢复性增长密切相关。“原来我们
认为欧美补库结束后会有一个回调，现在看来对欧美出口增长还在持续，对东盟的出口也在增长，尤其
是服装、鞋帽，这也是拉动我国纺织工业增长的一个因素。”
“纺织工业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原材料价格上涨，首先是棉花价格在高位运行，而化纤价格没有跟涨，
这说明大家对棉花的需求还在增加。
”高勇指出，影响纺织经济的几个方面因素应引起重视：一是原油、
棉花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高位波动，国内劳动力、能源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也呈上升趋势，企业的成本压
力明显增加；二是企业融资难问题可能会更加突出；三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将是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中难
以避免的问题，我国遭遇国际贸易摩擦的风险将进一步增加；四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日益加大；五是“招
工难”将成为困扰企业正常运行的重要问题之一。
下一步发展会是怎样的态势？高勇分析认为，需求增长将是影响今后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与国
家总体发展的趋势有关，也与国际市场的恢复速度相关，他预测今年的经济增速包括纺织增长将是一个
“前高后低”的状态。
而在近期赴各地调研时，高勇发现，现在纺织企业“不是抢订单，而是挑订单”。
“从这个方面来看，
下半年的增速即使有所放缓，也不会放缓太多。
”高勇补充说。
下游涨薪敦促上游升级意图
在座谈交流中，一位企业代表反映现在浙江的纺织企业开工率为 80%，福建长乐开工率只有 70%。
不是那里没有订单，也不是产品没有竞争力，而是缺工人，浙江萧山挡车工月薪升至 2500 元仍然招不来
工人。
据业内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珠三角、长三角的企业提薪幅度达到 20%，可在规模以上企
业的单位成本中，工资的比重反而下降了 9.1%。这种可喜的变化，印证了纺织业转变发展方式的思路就
在于推动以人为本。劳动力价格上涨，反而促使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加快企业走科技含量高、
经济效益好、能源消耗低、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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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纺织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纷纷提薪升级，这给纺织器材生产企业带来怎样的冲击与启发？
无锡猫头鹰纺织器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吉芳认为，越是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企业之间越应该
加强交流沟通，竞争合作、共同提高。
重庆金猫纺织器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世华介绍说，企业采取“引进来、走出去”， 同科研院所、
大专院校合作研发，使钢丝圈产品形成系列化、规模化。近年来，公司又投入大量资金，引进德国、瑞
士、韩国的先进设备，淘汰了老设备、落后工艺，实现了钢丝圈生产流程再造。他建议，企业应该携手
共进，
“走出去”与国外企业竞争。
河南第一纺织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车利川表示，企业要努力把产品做精、把企业做强、
把服务做好，满足不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此外，与会代表们认为“长乐现象”值得借鉴，在福建长乐，当地纺织行业由协会出面，对原料、
设备、能源、用地等实行团购，使采购价格达到最优惠水平。
加强对资本市场及商业掌控
纺织、纺机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全球化视野和对资本市场及商业手段的成熟掌控。河南省政府金融
办公室主任、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孙新雷就为与会的纺织器材代表上了这样的精彩一课。
孙新雷介绍说，美国等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过后，已经提出重新实施“再工业化”，在全球配置资源，
包括物流、信息流等，但走在顶端的还是金融业，包括期货、地产、汽车等。未来的发展在出口、内部
市场、资源开发、科技创新、人才等五个方面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现在衡量一个企业好坏，不是看它
眼下产品是否畅销，而更应注重看它的研发能力和新产品、新技术的储备情况如何。
鉴于此，孙新雷向企业提出六点建议：一是要充分利用资本市场；二是要细分产品市场；三是要想
占领市场，必须拥有自己的研发力量；四是要加强人才培养，并实行终身教育，知识也有废旧率，在大
学里所学的知识，5 年内将有 50%成为废品，因此技术人员要不断“充电”，更新知识；五是建立产业联
盟，竞争合作是国际经济的普遍现象，要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六是加强营销宣传，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
“酒香也怕巷子深”
。
通过座谈交流，与会代表表示深受启发，也坚定了企业发展的信心，相信今后会闯得更大胆。
（中国纺织报）

棉花价格突破历史极值 数据失真困扰国家调控
2010 年的棉花市场注定波澜不断。早在今年 5 月，国内棉价就开始节节看涨；新棉开秤之后，棉花
价格更是以惊人的速度飙升，几乎每天都上涨百元左右，目前现货和期货价格均突破了每吨 25000 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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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极值。此番景象，让人不禁联想起 6 年前的情境，棉价在经历了暴涨之后，随即落入谷底。那么，
今年再次疯狂的棉花市场是否又会重演大起大落的一幕？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价格战加大收购风险
由于民营棉花经营企业高度集中，在过去几年中，阿克苏市已成为新疆南部棉花交售的集散地，当
地形成的价格成为新疆棉花收购价的风向标。随着棉价不断攀升，新疆南部各主要棉区的棉花加工企业
和棉花贩子纷纷展开价格战，竞相抬价抢收棉花。
自 9 月 20 日以来，我国棉花的市场价格和期货价格双双创下历史新纪录，其中期货价格经过多次涨
停，目前徘徊在每吨 24000 元左右。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在新疆南部产棉区了解到，尽管棉花收购尚
未大规模展开，但“价格战”的烽火却越烧越烈。目前，阿克苏市的收购价已达到每公斤 12 元，突破了
2003 年秋每公斤 10 元的历史极值。
据新疆阿克苏天山棉业总经理方红岩测算，按目前的收购价，每吨棉花的收购加工成本已超过 25000
元，而目前新疆棉花当地交货价也不过每吨 25000 元。方红岩说，以目前的形势来看，如果现在不收，
后期收不到棉花，损失就更大了。
价格战不仅增加了当地棉花经营企业收购的风险，也带来巨大的资金压力。据一些棉花经营企业反
映，往年 3000 万元资金，一次可以收购近 2800 吨棉花，而今年只能收到 1400 多吨。目前，新疆南部各
收购企业都不同程度面临资金紧缺的困扰。
据阿克苏地区温州商会常务副会长陈时文分析，眼下，当地企业的收购主要靠自有资金和客户的订
金，一旦棉花收购进入高峰期，几千万元的资金肯定不够用，企业只能靠加快销售进度来缩短资金周转
时间。但新疆铁路外运能力有限，棉花外运困难，资金很难及时回笼，企业将面临更大的资金压力。
贷款发放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隐患
在今年棉价高得离谱的情形下，农发行今年要发放的贷款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隐患。虽然我国纺
织品出口形势出现好转，但仍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一旦出现 6 年前棉价疯狂涨跌的局面，风险就会全
部转嫁给银行。
在众多棉商因棉价高涨暗暗叫苦的同时，高得吓人的价格也让当地金融部门担心不已。由于近年国
内棉价波动频繁，农业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或退出棉花收购领域，或紧缩信贷资金的规模，目前支持棉
花企业收购的金融单位只剩下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而受到资金规模的制约，企业能从农村信用
社贷出的资金偏少，难以满足实际收购的需求，每年提供近 300 亿元贷款总额的农发行事实上已成为新
疆棉花收购资金的最主要来源。
由于每个从农发行贷款的棉花收购企业固定资产都不超过 2000 万元，但往往要贷出上亿元收购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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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满足运营，在今年棉价高得离谱的情形下，农发行今年要发放的贷款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隐患。
虽然我国纺织品出口形势出现好转，但仍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一旦出现 6 年前棉价疯狂涨跌的局面，
风险就会全部转嫁给银行，资金安全将无法保障。
面对越来越高的风险，近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决定停止发放棉花收购贷款。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分行
客户二处处长丁新贵说：
“此时放贷，必将加剧目前的价格战；而如果不放，又可能出现企业因资金不足
给棉农打白条的情况。既要保证这些资金的安全，又要避免企业打白条，这太难了！
”
2009 年，新疆就曾出现过部分企业因收购资金不足，给农民打白条的现象，好在后来棉花价格不错，
企业在资金回笼后，最终兑付了农民的售棉款，这才没有酿成大的风波。
储备规模有限难以影响棉价
我国棉花市场放开后，国家收储规模最大时，总量也不过 270 多万吨，而我国每年的棉花消费总量
却超过 1000 万吨。
棉花储备是我国调控市场、平抑棉价的重要手段，由于国家在棉花储备方面投入的资金不足、加上
各地仓储规模的制约，我国当前的棉花储备规模有限。我国棉花市场放开后，国家收储规模最大时，总
量也不过 270 多万吨，而我国每年的棉花消费总量却超过 1000 万吨。中方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刘仲说：
“即使国家把剩余的储备棉全拿出来竞拍，也不可能对现在的棉价有任何影响！”
长期关注国内外棉花市场的华南农业大学教授谭砚文说：
“近两年，不仅是抛储，就连收储对于市场
的影响都极为有限。
”例如，我国于 2008 年 8 月下旬和 10 月底两度收储共 130 万吨棉花，但从实施的成
效来看，由于收储数量未达到影响市场供求关系的底线，虽然减缓了棉价跌速，但未能控制继续下滑的
局面。
业内人士认为，国家宜尽快完善现有的收储机制，实行更加灵活的储备方式，甚至可以考虑把国外
棉花也纳入我国的收储范围。当国际棉价低于国内棉价时，由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从国际市场“适时、
适量”采购棉花，以保障在需要调控时国家手中有充足的棉花资源进行“定时、定向”抛储。
棉价在今后一年中将保持高位运行
在过去几年中，中国沿海港口的保税区内，任何时候存储的棉花都不低于 10 万吨，但到了今年 7 月，
不管出价多高，都买不到了。这意味着到明年 7 月，中国棉花供求形势将比今年更为紧张。
由于今年我国棉花频遭灾害天气影响，而棉花面积同比基本持平，增产无望，在纺织行业逐渐回暖
的情形下，国内纺织用棉需求缺口进一步扩大。据中国棉花协会调查，今年 8 月，长江流域持续高温天
气和黄河流域强降雨天气，已对当地棉花品质和产量造成较大影响。此外，由于今年播种期推迟，对新
疆北部棉花产量的影响也不容低估。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研究员毛树春说：
“三大棉区棉花生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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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同时不容乐观，这极为少见。
”
随着纺织行业迅速发展，我国棉花供给压力也越来越大。据农业部统计，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纺
纱用棉量以每年 10%的速度递增，而同期棉花产量增速只有 5.8%，远远不能满足国内需求。目前，我国
每年纺织用棉总量都在 1000 万吨以上，而国内产量始终徘徊在 700 万吨左右，供需缺口不断增加。特别
是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纺织业逐渐走出低谷，纺织品出口大幅增长，对棉花的需求也大为增长。
目前，全球每年可供出口的棉花不超过 800 万吨，土耳其、孟加拉、越南等国每年进口棉花总量约
为 500 万吨左右，国际市场可供中国使用的棉花已不足 300 万吨。而今年受到洪灾影响，巴基斯坦旁遮
普省和信德省多数棉田被洪水浸泡，据国际棉花咨询委员会估计，巴基斯坦今年棉花至少减产 15%。为
弥补因洪水造成的至少 30 万吨棉花缺口，巴基斯坦势必需要在国际市场上采购，这更减少了可供我国进
口的棉花数量。
由于进口棉花也难以填补我国棉花供需缺口，一些人士认为，我国可能因此进入“高棉价时期”，国
内棉价在今后一年中将保持高位运行，不仅加大纺织企业的压力，还会增大国家对棉花市场的调控难度。
新疆棉花成为游资的炒作目标？
●当地人透露，今年棉贩远多于往年，以温州人居多
●一些新疆棉花企业表示，虽然棉价已经让他们感到害怕，但如果大家都在抢资源，硬着头皮也得
跟进
●“供求紧缺”和“价格上涨”是近年来农产品被炒作的最基本条件，棉花都具备了
早在今年年初，一些人士和专家就曾断言，有“白金”之称的新疆棉花将成为游资的下一个炒作目
标。随着新棉陆续上市，聚集到新疆的大小“棉贩”较往年明显增多，他们在当地预订棉田，租赁生产
线，开始大规模介入棉花收购。
进入 9 月后，被当地棉花经营企业称为“个体户”的棉贩不断聚集到阿克苏市及周边各棉区，等待
收购新棉，他们以温州人居多。据在当地主营棉花企业估计，今年仅来阿克苏市找机会的“个体户”超
过 200 人，远多于往年，而前往周边产棉县、市的个体户可能更多。
天山棉业是阿克苏市规模较大的棉花加工企业之一。目前，这家企业的 3 条生产线，除了一条自用
以外，其余两条分别替山东德州的一家纺织企业和 20 多个来自温州的个体户“代加工”。类似其它轧花
企业租赁了生产线的温州人为数不少。
据阿克苏天山棉业总经理方红岩透露，早在今年 6 月，这些温州老板多数曾到当地的棉田“预定”
棉花，并向棉农许诺，以高于市场价收购预定的棉花，同时提前向当地的棉花加工企业租赁了生产线，
准备用于秋季收购加工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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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苏市有近 50 家棉花加工企业，大多数是 2003 年前后由来新疆的温州商人所建。阿克苏温州商
会常务副会长陈时文说，今年 2 月，棉价刚开始上涨之时，
“个体户”就曾来阿克苏购买棉花，准备囤积，
但当时各企业的棉花已经基本售完，这些温州老乡多数空手而归。陈时文说，因为这一动向，年初“百
亿游资转战新疆炒棉”的传言曾喧嚣一时。
据一些温州棉商透露，尽管这些准备做棉花生意的温州人手中的资金不算多，每人不过两三百万元，
但他们自行组合后，很快就能凑足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收购资金。
一些棉花企业反映，除阿克苏地区以外，喀什等新疆南部各棉区都已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个体户”，
等待收购棉花。众多外来户加入棉花收购，不仅加剧了今年棉花资源的争夺战，也进一步抬高本来已经
“高得吓人”的棉花价格。
“这样下去，很可能出现 6 年前的局面。”陈时文分析说，2003 年秋，为抢夺资源，新疆各地外来
的收购企业和棉贩竞相抬价，争夺相对有限的棉花资源，棉花的收购价最高时，一度被炒到了每公斤 10
元。因担心后期没有棉花可收，当地的企业只好咬着牙跟着“出牌”。然而，仅仅 3 个月后，国内棉花价
格急剧下跌，主营棉花的企业因此普遍亏损，众多在新疆投资建厂的温州棉商也未能幸免，大多数资金
被困，许多人至今仍未收回全部投资，只好继续为棉花“费心”。温商陈时文说，“原打算赚一把就走，
可最终却变成了做实业！
”
。此后 3 年，新疆乃至全国其他棉区棉花“卖难”困境频现，整个产业遭受重
创。
而事实似乎印证了部分新疆棉花经营企业的担心。今年 9 月 20 日之后，在开秤收棉较早的新疆南部
地区，棉花一开秤就达到每公斤 11 元，超过历史最高价位。记者接触的一些新疆棉花企业表示，虽然棉
价已经让他们感到害怕，但如果大家都在抢资源，硬着头皮也得跟进，不然厂房、设备、人员闲置也一
样赔钱，高价收棉还能博一下，大不了少赔点本。
对今年是否会出现游资炒棉的情形，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杜珉认为，今年棉价大幅上涨
的主要原因是供求不平衡所致，炒作的因素不大。杜珉说，即便炒高了棉价，如果国内纺织企业无法承
受，无力接下“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最终倒霉的是炒作者自己。
不过与杜珉的看法截然不同，部分业内人士则认为，我国棉花缺口不断加大为炒作棉价提供了有利
条件。在刚刚亲历了“炒蒜”风波后，山东菏泽市农业局经济作物站站长许向阳说，
“供求紧缺”和“价
格上涨”是近年来农产品被炒作的最基本条件，现在棉花也都具备了。
而进入今年 9 月以来，在短短 40 天内，国内棉花期货价格每吨猛涨了 6000 多元。河南知名纺织企
业中方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仲分析说，没有大量游资的炒作，很难出现这样局面。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游资是否真正介入炒棉还有待观察，但仅仅是这样的传言就会引起市场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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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高棉价。例如，今年春节过后国内出现 100 亿元浙江民间资金撤离山西煤矿和国内房地产市场转战新
疆棉花市场的传言，虽然这与事实不符，但传言一出，国内棉价就应声而涨。
一些人士认为，资金有趋利性，很难杜绝其对棉花市场这类有升值潜力的市场的炒作。切断其炒作
路径根本在于，加强棉花等相关产品的供应，减少资金炒作的机会。同时，还需使货币供应发行量同经
济增长相适应，避免出现过多的货币无处投资，到处寻找投机的机会。
新疆棉花产量与统计数据相比，七年累计相差 280 万吨
棉花数据失真困扰国家调控
在分析今年棉价持续上涨的原因时，一些业内人士认为，除棉花供应紧张外，统计数据不实的误导
作用也不容忽视。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副会长朱兰芬说，由于数据与事实不符，今年年初在执行“以缺
定进”的棉花进口政策时，国家发放进口配额相对较少，导致国内棉花供不应求。虽然 5 月以后，国家
发改委增发了配额数量，但此时国际市场上可采购的棉花资源已经不多。
我国棉花供求数据“不实”问题由来已久。近年来，不仅棉花总产量的统计数字与实际不符，就连
各地的实际种植面积都很难弄清。在我国最大的棉花主产区新疆，普遍存在的“帮忙田”是造成产量统
计数据不实的主要原因之一。所谓“帮忙田”
，就是未上报、却实实在在种了棉花的耕地。据新疆玛纳斯
县前农业局长邵玉透露，在各棉花主产区，棉花单产的多少往往意味着干部工作能力的高下，为了多出
政绩，靠“帮忙田”来提高单产的做法非常普遍，至今还在影响着棉区的基层干部。
尽管从今年开始，新疆农民种植棉花将获得每亩 15 元的良种补贴，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减少
基层瞒报棉田面积的现象，但仍无法彻底解决产量不清的问题。此外，据自治区农业厅一位干部透露，
在过去几年中，驻疆部队的农场、监狱和劳改部门的农场都拥有大量棉田，这些都没有计入新疆的棉田
面积。而近年来，新疆各地违规开垦的荒地，大多数种植上了棉花，就更无法纳入统计部门的视线了。
早在 2009 年 12 月，中国棉花协会副会长史建伟就曾表示，新疆棉花产量数据失真问题已经非常严
重，根据乌鲁木齐铁路局提供的出疆棉总量来推算，自 2002 年起，新疆棉花产量与相关部门统计数据相
比，7 年累计相差 280 万吨。
不仅棉花实际产量与统计数据之间存在误差，国内棉花的实际需求量与统计数据之间同样存在较大
出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 年，我国纱线产量近 2400 万吨。而同期，我国能够提供给纺
织行业用于纺纱的化学纤维不超过 950 万吨，棉花产量加上进口棉花也只有 900 万吨，按此推算，纺纱
原料总量不超过 1850 万吨。
朱兰芬说：
“1850 万吨纤维居然生产出 2400 万吨棉纱，这意味着 600 万吨纱找不到原料！从这个角
度来看，不是棉花产量有问题，就是纱量的统计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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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棉花产需数据“失真”
，也让决策和调控部门头痛不已。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贸易司处长
张显斌说，产需统计数据不实，一直是困扰国家对棉花市场调控的最大因素。由于缺乏权威高效的棉花
产供销信息采集、综合处理系统，国家对棉花产业的调控基础薄弱，主要体现在棉花的产需统计数据不
够准确，因此很难做到精准调控。
朱兰芬认为，棉花总产量被低估，棉纱产量虚高，发改委等职能部门据此制定的调控措施很难“对
症下药”
，必然会导致今年的这种尴尬局面。针对产需数据不实的问题，业内人士表示，政府宜尽快建立
客观、准确的数据统计系统、预警系统，确保信息发布及时、系统、准确，降低经营和决策风险，保障
我国棉花产业和纺织企业稳定、持续发展。

(《经济参考报》)

技术交流

半精纺梳理机加工多元化纤维技术的探讨
王少华

摘

要：半精纺梳理机主要任务是逐步把束状、块状纤维细致梳理，加工成单纤维状态，经过牵伸后，

组成纤维符合质量要求的条子，同时在梳理过程中，对不同的纤维进一步充分混和，使不同的纤维在条
子中得到均匀分布。由于半精纺所用原料是多组份、不同特性、不同颜色混合原料，在梳理束状、块状
纤维的过程中，纤维长度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如何减少纤维损伤是国内半精纺厂家十分重视的问题。
本文作者，通过多年的生产实践，针对不同原料配比的半精纺产品，在梳理机梳理时如何合理设计工艺
和优选纺纱元件进行了详细说明。
关键词：梳理机；多元化纤维；工艺；纺纱元件；生产实践

Semi-worsted carding machine processing of diverse fiber
WANG Shao-hua1，2
（Peiyuan

Textile Co., Ltd.,Hu zhou 313012,China;

Su long Textile Co., Ltd.,Wu jing 215231,China)
Abstract: Main task of semi-worsted carding is to meticulous comb bundle, massive fiber, gradually process into
a single fiber state. After drawing, qualified cotton sliver is formed, while in carding process, different fibers are
fully mixed, and evenly distributed in sliver. As the semi-worsted materials used are mixed fibers of mult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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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nent, diverse characteristics and colors, when bundle, massive fiber is carded, the fiber length will be
subject to a certain degree of damage. How to reduce the fiber damage is a great issue of semi-worsted
manufacturers. The author, through years of production, compares different proportioning of raw materials for
semi-worsted products, and demonstrates rational process design and selected spinning elements in carding .
Key words: carding machine; diverse fiber; process; spinning elements; production practice

一、概述
半精纺在原料应用上，包括了棉、毛、丝、绒、麻等天然纤维，也抱括了天丝、莫代尔、大豆、玉
米等新型纤维。其产品，且是几种不同特性、不同颜色、不同比例的混纺产品，由于原料特性不同、比
例不同、纤维染色深浅不同，这样每种原料的单纤维强力就不一样，在梳理过程中，如工艺设计不正确，
纺纱元件配置不合理，易产生纤维大量损伤，造成条子中短纤维含量高，使后道工序牵伸时，浮游纤维
量增多，在细纱加捻时，被主体长纤维挤出，在外层形成毛羽，破坏纱线结构，影响纱线条干和强力，
降低织物强度、抗起球能力及耐磨损性。
二、半精纺所用原料特点
半精纺所用的天然原料，都是经过除杂和预梳理过的，含杂少，价格贵，纤维在除杂和预梳理过程
中，已受到一定程度损伤。半精纺产品是散纤染色，然后色纺，由于原料在染色过程中受染料、助剂、
高温烘干时已损伤，纤维强力下降，纤维长度缩短，特别是纤维染深色时，更为明显。
三、半精纺多组份纤维混纺比例特点
本文作者根据多年生产实践，总结发现半精纺产品，虽是多组份纤维混纺，可在混纺比例上，总有一
种纤维比例大于或等于 50%，或者是两种性能接近纤维比例的之和，大于或等于 50%，作者称之为“主体
载体纤维”。在半精纺工艺设计及纺纱元件选择时，可根据“主体载体纤维”的性能，优化梳理工艺及纺纱
元件，来保护“主体载体纤维”长度，就是保证了成纱质量。
四、控制车间温湿度及喷洒纺纱油剂
温度和湿度直接影响纤维的柔软度、纤维间的抱合力及单纤维抗分梳能力。半精纺梳理车间在适当
的区域加装雾化器调节空气的湿度。在难纺纤维、单纤维强力低的纤维中，加入适量的纺纱油剂，可大
大地改善难纺及低强纤维的梳理性能，减少梳理过程中对纤维的损伤。
五、梳理元件的选择
对不同性能多组份纤维的混纺，应归类处理，细致分析“主体载体纤维”性能后，优选分梳元件，减
少对纤维的损伤。在纺高比例绢丝类产品时，“主体载体纤维”绢丝比重轻、纤维表面光滑、电阻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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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梳理时，摩擦系数较大，纤维转移是主要矛盾，绢丝不含杂，开松除杂不是主要矛盾，在针布选择时，
首选短齿、稀齿、大角度和圆弧背负角的锡林针布，避免纤维缠绕锡林，纤维易向道夫转移，盖板针布
选用抗弯度高，针齿密度稀为宜，减少盖板花数量，以适应加工绢丝纤维的需要。如：锡林针布选用
AC2820x1460 型，道夫针布选用 AD4032x1890 型，盖板针布选用 MCZ24 型。在纺高比例羊毛类产品时，
“主体载体纤维”羊毛，它是常用天然纤维中，拉伸强度最低的，伸长能力最大的，吸湿性最强的。在选
择针布时，应以稀齿、大角度针布为首选，减少纤维的梳理度，尽可能避免损伤纤维。如：锡林针布选
用 AC2520x02250 型，道夫针布选用 AD4025Bx1990 型，盖板针布选用 MCZ18 型。在纺高比例粘胶类
产品时，“主体载体纤维”粘胶，它的断裂强度低，在选用锡林针布时，首选纵向齿距大、齿密小、基部
宽的锡林针布，即能达到分梳效果，又能减少纤维损伤。盖板针布选用齿密小、齿矮、直径大的的盖板
针布，提高分梳貭量。如：锡林针布选用 AC2520x01850 型，道夫针布选用 AD4030x01890P 型，盖板针
布选用 MCZ18 型。 在纺高比例亚麻类产品时，“主体载体纤维”亚麻，它是纺织纤维中难纺的一种，纤
维状态是束状，天然无卷曲，纤维间抱合力差，单纤断裂强度高。在针布选择时，首选针齿工作较小，
齿密的锡林针布，以增加对纤维的握持力，为使纤维充分梳理提供条件，盖板针布选用密度适中的抗弯
强度高的盖板针布，以适应强分梳。如：锡林针布选用 AC2525x01550 型，道夫针布选用 AD4030x02090
型，盖板针布选用 MCZ30 型。
六、梳理机的工艺设计
1、定量
梳理机的须条定量，主要根据“主体载体纤维”的可纺性而定，可纺性好的，选用须条定量重；可纺
性差的，须条定量可轻些，这样有利于道夫转移，可改善条干均匀度。
2、速度
2.1 道夫速度
道夫速度的快慢，也是根据“主体载体纤维”的可纺性而定，向以精梳棉、化学纤维、羊毛为主的多
组分混纺，道夫速度应快，以绢丝、亚麻、大麻为主的多组分混纺，道夫速度相对要慢。
2.2 刺辊速度
刺辊速度根据“主体载体纤维”的强度而定，单纤维强度高的的混纺，刺辊速度可控制在 670r/min，
在保证分梳质量的前下，以减少纤维损伤。单纤维强度弱的混纺，刺辊速度可控制在 560r/min，来有效
的保护纤维长度，以免产生过多损伤纤维。
2.3 锡林速度
精梳棉、化学纤维、绢丝、亚麻为主多组份混纺时，锡林速度控制在 320r/min；羊毛为主多组份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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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时，锡林速度控制在 280r/min，防止锡林速度过高，产生剧烈分梳，造成纤维损伤过多，增加棉条中
的短绒量。
2.4 盖板速度
由于半精纺所用原料含杂少，盖板速度应偏慢设计，有利于柔性梳理，减少纤维损伤，提高棉条质
量。盖板速度可在 76—102mm/min 范围内选用。
3、隔距
在纺纱元件、车速优化选用设计后，梳理机隔距设计的优劣，直接影响分梳质量和对纤维的转移、
混合能力，从而影响棉条质量。
3.1 给棉板-刺辊隔距
由于半精纺所用原料细度细，长度长，单纤维强力弱，在保证分梳效果的前提下，应采用大的隔距，
以减少纤维损伤。一般控制在 0.31mm 为宜。
3.2 刺辊-锡林隔距
此处隔距应偏小撑握，有利于增加锡林针齿的抓取能力，使纤维能顺利地由刺辊向锡林转移，提高
锡林表面纤维层的均匀度。一般控制在 0.13-0.23mm。
3.3 锡林-盖板隔距
此处的隔距应跟据纤维的特性和纺纱支数来确定，在以精梳棉为“主体载体纤维”混纺时，盖板隔距
应适中配置，一般为 0.23、0.20、0.18、0.18、0.20mm；在以绢丝为“主体在体纤维”混纺时，盖板隔距应
偏大配置，一般为 0.25、0.23、0.20、0.20、0.23mm；在以麻为“主体载体纤维”混纺时，盖板隔距偏小配
置，一般为 0.20、0.20、0.18、0.18、0.23mm；在以羊毛为“主体载体纤维”混纺时，盖板隔距偏大配置，
一般为 0.31、0.25、0.23、0.25、0.31mm。
3.4 锡林-道夫隔距
此处隔距应偏小配置，保证锡林针齿面上的纤维适量地向道夫转移，提高道夫对纤维的凝聚和分梳
效能，减少大量纤维又被带回锡林、盖板梳理区，产生过多分梳，损伤纤维强力，影响须条质量。一般
为 0.10-0.13mm。
七、结语
梳理工序素有纺纱“心脏”之称，可见它在纺部所占地位的重要性，半精纺产品虽是多元纤维的混纺，
只要以“主体载体纤维”为核心，合理的选择纺纱元件，适当调整工艺参数，通过实验找出最佳对纤维的
梳理度，减少须条中短绒含量，对提高纱线质量有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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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介绍一: 五合一电脑绣花机
名称: 五合一电脑绣花机
申请（专利）号: CN201020049305.9 申请日:2010.01.01
公开（公告）号: CN201574292U 公开（公告）日: 2010.09.08
主分类号: D05C7/08(2006.01)I 范畴分类:
分类号: D05C7/08(2006.01)I;D05C13/00(2006.01)I
优先权:
申请（专利权）人: 浙江信胜缝制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 311800 浙江省诸暨市浣东街道工业园区浙江信胜缝制设备有限公司
国省代码: 浙江;33
发明（设计）人: 王海江;余立科
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适用范围广、结构紧凑、操作方便的五合一电脑绣花机。它包括机架，所述
机架上间隔设有平绣机头、毛巾绣机头，所述平绣机头上设有珠片送片机构，所述毛巾绣机头包括机壳、
机壳内的针杆、针杆下方的毛巾针嘴，所述机架上还设有激光机头，所述毛巾绣机头的针杆中间设有穿
线孔，所述机壳上设有缠绕驱动机构，所述缠绕驱动机构由小电机、连接轴、带轮组组成，所述带轮组
包括主动带轮与从动带轮，所述从动带轮下方设有连接支架，所述连接支架上设有储料盘，所述连接支
架下方设有穿绳管。本实用新型适用于电脑绣花机。

主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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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五合一电脑绣花机，包括机架，所述机架上间隔设有平绣机头、毛巾绣机头，所述平绣机头上
设有珠片送片机构，所述毛巾绣机头包括机壳、机壳内的针杆、针杆下方的毛巾针嘴，其特征在于所述
机架上还设有激光机头，所述毛巾绣机头的针杆中间设有穿线孔，所述机壳上设有缠绕驱动机构，所述
缠绕驱动机构由小电机、连接轴、带轮组组成，所述带轮组包括主动带轮与从动带轮，所述从动带轮下
方设有连接支架，所述连接支架上设有储料盘，所述连接支架下方设有穿绳管。

专利介绍二: 双轴向经编机送纱机构
名称: 双轴向经编机送纱机构
申请（专利）号: CN201010101339.2 申请日: 2010.01.27
公开（公告）号: CN101775696A 公开（公告）日: 2010.07.14
主分类号: D04B27/00(2006.01)I 范畴分类:
分类号: D04B27/00(2006.01)I;D04B27/06(2006.01)I;D04B27/10(2006.01)I
优先权:
申请（专利权）人: 常州市第八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 213133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罗溪镇汤庄桥
国省代码: 江苏;32
发明（设计）人: 谈亚飞;陈震;凌伯明;陈亚飞
专利代理机构: 常州市天龙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32105
代理人: 赵燕棣
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双轴向经编机送纱机构，包括机架、送纱器、同步带传动装置、X 向针板挂纱装置
和固定板，固定板固定安装在机架的横梁上，X 向针板挂纱装置有两个，分别固定安装在机架的左、右
立柱上，其包括针板伺服电机经同步带传动连接的针板小车滑动装置；固定板设有导轨和限位轨道，限
位轨道平面的中间部分与机架的横梁相平行，两端为向横梁方向上翘的弧形面，送纱器通过滑块装连在
固定板的导轨上，送纱器设有滚轮与限位轨道相抵的翻转支架，送纱器上还装连有同步带传动装置，同
步带传动装置包括同步带及两端的可调节的同步带固定座；本发明的双轴向经编机送纱机构可以防止纱
线在挂针时出现脱针、滑针，且纱线在钩针处绷紧，纱线张力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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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项:
一种双轴向经编机送纱机构，包括机架(5)、送纱器(1)、同步带传动装置(2)、X 向针板挂纱装置(3)
和固定板(4)，固定板(4)固定安装在机架(5)的横梁(5-1)上，X 向针板挂纱装置(3)有两个，分别固定安装在
机架(5)的左、右立柱(5-2)上，固定板(4)设有导轨(4-1)，送纱器(1)包括小车滑动支板(1-1)、滑块(1-2)、穿
纱部件(1-3)，滑块(1-2)和穿纱部件(1-3)与小车滑动支板(1-1)装连，送纱器(1)通过滑块(1-2)滑动配合装连
在所述固定板(4)设有的导轨(4-1)上，小车滑动支板(1-1)设有同步带固定座(1-1-1)，同步带传动装置(2)包
括传动支撑板(2-1)、装连在传动支撑板(2-1)上的电机(2-2)和同步带轮安装座(2-3)、同步带(2-4)及同步带
轮(2-5)，电机(2-2)经过渡轮(2-7)与同步带轮(2-5)、同步带(2-4)传动连接，送纱器(1)通过小车滑动支板(1-1)
上的同步带固定座(1-1-1)与同步带传动装置(2)上的同步带(2-4)固定连接，其特征在于：a、所述固定板(4)
上还设有限位轨道(4-2)，限位轨道(4-2)面的中间部分与机架(5)的横梁(5-1)相平行，两端为向横梁方向上
翘的弧形面，所述小车滑动支板(1-1)上设有绞轴(1-5)，绞轴(1-5)的一端固接有翻转支架(1-6)，另一端固
定连接有翻转框架(1-4)，翻转框架(1-4)与穿纱部件(1-3)固定连接，所述翻转支架(1-6)设有与限位轨道(4-2)
相抵的滚轮(1-6-1)，翻转框架(1-4)的两侧固定安装有压纱支板(1-4-1)；b、所述滑动小车支板(1-1)上设有
两个可调节距离的同步带固定座(1-1-1)，同步带(2-4)的两端分别固定在滑动小车支板(1-1)的两个同步带
固定座(1-1-1)上，用同步带固定盖(1-1-2)压紧，并通过螺钉将同步带(2-4)，同步带固定座(1-1-1)和同步带
固定盖(1-1-2)固接为一体，两个同步带固定座(1-1-1)之间用调节螺杆(2-6)或调节螺母螺纹连接，其调节
螺杆(2-6)或螺母两端的螺纹为同轴心反向的螺纹；c、所述 X 向针板挂纱装置(3)，包括基座(3-12)、链条
导轨(3-11)、P 型钩针(3-10)、链条顶针(3-8)和链条(3-6)，链条导轨(3-11)安装在基座(3-12)上，链条(3-6)
卡装在链条导轨(3-11)内，基座(3-12)上安装有针板小车滑动装置(3-1)，针板小车滑动装置(3-1)经针板同
步带(3-2)与针板伺服电机(3-13)传动连接，针板小车滑动装置(3-1)包括针床安装板(3-3)、针床(3-4)、针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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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3-5)和钩针(3-7)，针床安装板(3-3)与针压板(3-5)、针床(3-4)以及钩针(3-7)固定连接。

专利介绍三: 一种弹力丝机
名称: 一种弹力丝机
申请（专利）号: CN201010160990.7 申请日: 2010.04.30
公开（公告）号: CN101818395A 公开（公告）日: 2010.09.01
主分类号: D02G1/20(2006.01)I 范畴分类:
分类号: D02G1/20(2006.01)I
优先权:
申请（专利权）人: 江苏宏源纺机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14062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路 11 号
国省代码: 江苏;32
发明（设计）人: 缪小方;钱凤娥;邓建清
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苏高专利商标事务所(普通合伙) 32204
代理人: 柏尚春
摘要:
一种弹力丝机，用以加工丝线，该弹力丝机具有机架部件，该机架部件上装配有变形热箱、冷却装
置、假捻装置以及卷绕装置，所述弹力丝机还具有位于机架部件上的三组罗拉装置，其中包括两组压紧
式罗拉装置以及一组导丝盘罗拉装置，且所述导丝盘罗拉装置位于所述两组压紧式罗拉装置之间，从而
在丝线的加工过程中，丝线中部缠绕于导丝盘罗拉装置位置的部分受到的摩擦力较小，在弹力丝机中的
运动较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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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项:
一种弹力丝机，用以加工丝线，该弹力丝机具有机架部件，该机架部件上装配有变形热箱、定型热
箱、冷却装置、假捻装置以及卷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弹力丝机还具有位于机架部件上的三组罗拉
装置，其中包括两组压紧式罗拉装置以及一组导丝盘罗拉装置，且所述导丝盘罗拉装置位于所述两组压
紧式罗拉装置之间。
协会通知

关于召开 2011 年度全国纺织机械行业生产经营工作座谈会的通知
各有关纺织机械器材生产企业、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太平洋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定于 2010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日在浙江温州市召开 2011 年度全国纺织机械行业生产经营工作座谈会，
请贵单位安排主管经营工作的领导出席会议。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1．通报今年以来纺织工业和纺织机械行业的经济运行情况。
2．研究当前纺织机械行业生产和经营工作领域的现状和所面临的形势，分析预测 2011 年纺机市场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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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报 2011 年纺织机械行业的主要经营活动。
二、会议时间、地点及会务组联系方式
1．会议时间：2010 年 11 月 8 日报到（9—11 日会议）
2．会议地点：温州市东瓯大酒店；总机：0577-88089988；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温州大道东建大厦
酒店联系人：吴素珍：0577-88089988 转销售部
3．会议承办单位：上海平凉席家花园会展会务服务社
承办联系人: 郁秀太 手机:18913557096
协会联系人：刘革、顾平
电话：010-58221177 转 613、616
传真：010-58221076 电子信箱：liuge@ctma.net
4. 会议统一安排食宿，费用自理。
会务费标准：人民币 1600 元/每人（单间房费用另计）
。
请参会代表认真填写附件《回执》
，并在规定的日期内传真给协会市场部，以便安排住宿及预订返程
票。
5、报到路线：本次会议不安排接站，请代表自行到东瓯大酒店报到；乘车路线如下：
距离温州火车站 0.5 公里，步行约 5 分钟；距离市中心五马街 6 公里，乘坐出租车约 15 分钟；距离
温州永强机场 20 公里，乘坐出租车约 30 分钟。
中国纺织机械器材工业协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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