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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信息

2018 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 ITMA 亚洲展览会展览日期调整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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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 2018 年 11 月 5 日至 10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场馆
调整了相近展览会的展出时间，原定于 10 月 26 至 30 日举办的“2018 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 ITMA
亚洲展览会”也受此影响。
经多次协商沟通，展览日期最终确认调整至 2018 年 10 月 15 日至 19 日。
“2018 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 ITMA 亚洲展览会”作为业界最为瞩目的行业盛会，全球纺织机
械企业为此精心筹备计划，对于展期调整给所有展商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北京泰格斯特国际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纺机行业多人当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于 2018 年 3 月 5 日在北京开幕。近日，将出席 2018 年全国人大的各地
代表名单出炉，其中纺机行业有多人入选。他们是：中国纺织机械协会副会长单位，江苏金昇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党委书记潘雪平；中国纺织机械协会常务理事单位，湖北天门纺织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沈方勇；中国纺织机械协会常务理事单位，邵阳纺织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兼总设
计师吴继发；中国纺织机械协会会员单位，福建百宏聚纤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品管部主任粟琼。
金昇集团创建于 2000 年，是一家以高端智能制造为主，致力于循环、绿色经济的全球化产业集团。
金昇集团目前在全球 35 个国家及地区拥有近 14,000 名员工、103 家工厂及公司；旗下拥有利泰丝路、
卓郎智能、德国埃马克机床、德国科普费尔齿轮及瑞士赫伯陶瓷等国内外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企业。其
中，埃马克和卓郎智能在高端专用数控机床和智能纺机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产品销往 132 个国家和
地区。
湖北天门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主导产品棉纺并条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共有 FA 和 TMFD 两大
系列、10 多种型号、80 多个规格，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其中 TMFD81 型系列产品，运用了多项专利
成果，结构独特、牵伸优化、传动合理、部件精良；TMFD81S 型并条机运用专利技术率先使用数字式调
节轻重牙，开创了并条机无交换齿轮时代；TMFD81L 双眼自调匀整并条机稳定可靠、生产效率高、占地
少，是国产自调匀整机型中比较成熟的产品。公司近几年研发成功的系列纺纱机已强势上市，表现不凡。
其中，嵌入式复合纺纱机不仅具备纺超高支纱的独特优势，而且具有资源优化利用及缩短加工流程、降
低能源消耗等优点；配置数字化智能落纱系统的纺纱机是数字化、智能化及新材料、新工艺技术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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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具有高产高效、节能降耗、低碳环保等特点和优势。公司棉纺并条机系列产品曾获“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
、
“国家重点新产品”
、
“建国 60 年最具影响力纺织产品”、
“湖北省优质产品”、
“湖北省消费者
满意商品”等荣誉；嵌入式复合纺纱机的核心技术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是二十一世纪纺纱技
术的重大突破；公司还获得了“湖北省诚信纳税企业”、“湖北省重合同守信用企业”、“湖北省百家最佳
成长型企业”
、“湖北省最具带动力龙头民营企业”、“湖北优秀工业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等荣
誉。
邵阳纺织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始建于 1968 年 11 月(原名国营邵阳第二纺织机械厂)，直属于央企中国
恒天集团公司，是恒天九五重工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国家定点的腈涤纶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研制基
地和印染后整理设备研制基地，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占地面积
61 万平方米，生产建筑面积 17 万平方米。产品分为化纤成套设备和印染后整理设备两大类，共有 200
多个品种。主要品种包括：涤纶、锦纶、丙纶、腈纶、芳纶、碳纤维、高强高模聚乙烯、维尼纶、醋酸
纤维、非织造布等化纤成套设备；拉幅定形机、气流染色机、筒子染色机、干布机、柔软机、预缩机等
染整设备及全、半自动络筒机等。
百宏聚纤公司以科技创新为本，采用世界领先的熔体直纺差别化化学纤维生产线，拥有行业领先的
纺丝、加弹设备及技术。公司涤纶长丝产品定位于国内外中高端市场，大部分均为差异化产品，具备特
殊物理特性与功能，如超仿棉、抗紫外线、吸湿排汗、阻燃、抗磨、超柔、超亮光、抗菌等，被广泛应
用于各种服装、鞋类、家纺及工业所用的优质布料和纺织品。截至 2013 年底，公司的全牵伸丝(FDY)及
预取向丝(POY)设计年产能为 78.5 万吨，
拉伸变形丝(DTY)的设计产能为 49.3 万吨，合并设计产能为 127.8
万吨，是福建地区规模最大的差别化化学纤维生产基地。

2018 年棉纺织行业迎来利好
据中国纺织报了解，2017 年 1-12 月，我国棉纺织集群生产经营稳中向好，从主要经济指标来看，棉
纺织集群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及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7.4%和 8.2%，其中规模以上企业同比分别增长 8.2%和
8.0%。棉纺织集群企业平均开工率在 90%左右，集群内企业总数及从业人员平均人数基本稳定。
国内棉纺行业的稳定运行离不开储备棉的轮出，尤其是储备棉在稳定市场供给、调节棉花价格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中国棉花网了解，2017 年储备棉累计成交 322 万吨，成交率 74%，其中新疆棉成交
183 万吨，地产棉成交 139 万吨，累计成交企业数量 901 家。从成交价格看，成交平均价格 14754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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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植棉面积下降，产量供不足需的压力下，储备棉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
此外，在国内棉价高于国外棉价的常态下，储备棉在价格调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降低了市场价
格，保证了棉纺行业的稳定运行。据悉国内外棉价差由年初最大 3000 元/吨以上逐渐缩小至 300 元/吨以
内，这为增强国产纱竞争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棉纺织行业专家表示，如果国内外棉价差控制在 1500
元/吨以内，就可以保证国内棉纺织行业的平稳运行。
2018 年储备棉继续实施轮出政策，相信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棉纺织行业仍将继续保持平稳运行。
（来源：中国棉花网）

巴基斯坦棉花进口关税取消
外电消息，自 2018 年 1 月 8 日起巴基斯坦联邦税收委员会（FBR）正式取消 5%的棉花销售税和 4%
的棉花进口关税。这一项税收政策将对本国的棉花销售以及棉花进口有益。
据了解，由于棉花销售税和进口税的取消或将导致当地市场棉花价格下跌，从而影响棉农利益，因
此自 1 月份开始巴基斯坦本国棉花销售基本停滞，棉农惜售情绪浓厚。巴基斯坦轧花协会主席 Ihsanul Haq
认为，这种情绪将会影响棉农下一年度的种植意向。
自 2001 年以来，巴基斯坦对长绒棉等高等级棉花的进口量持续增加。预计 2017/18 年度，巴基斯坦
的棉花产量将达到 1110 万包左右（170 公斤/包）
，而最新的棉花产量目标为 1260 万包。
（来源：中国棉花网）

2017 年世界主要纤维产量及发展动向
近日，日本化纤协会公开发布新闻稿《内外化学纤维生产动向》，其中关于 2017 年世界纤维生产情
况和化纤生产动向的主要内容如下：
世界纤维生产情况
2017 年的世界主要纤维产量（估计）
，比上年增加 6%，为 9371 万吨。连续 2 年增加，自 2014 年以
来相隔 3 年创历史最高。
化学纤维产量比上年增加 4%，为 6694 万吨，连续 9 年增加，创历史最高纪录。其中，合成纤维（除
聚烯烃纤维）增加 4%，为 6158 万吨，首次突破 6000 万吨大关。纤维素纤维（除醋酯丝束）增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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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36 万吨。
化学纤维占纤维总体的比例为 71%，由于棉的产量与上年相比有 2 位数增加，该比例从上年的 73%
下降了 2 个百分点。
由于棉的种植面积扩大，天然纤维的产量增加 11%，为 2543 万吨，连续 2 年增加。除最大生产国印
度增加 9%、第 2 位的中国增加 7%以外，美国大幅度增加了 25%。由于主要产毛国澳大利亚等羊的饲养
数增加，羊毛增加 0.3%，为 116 万吨。
世界化纤生产情况
2017 年的世界化学纤维产量，比上年增加 4%，为 6694 万吨，连续 9 年增加，创历史最高纪录。其
中，合成纤维（除聚烯烃纤维）增加 4%，为 6158 万吨，首次突破 6000 万吨大关；纤维素纤维（除醋酯
丝束）增加 3%，为 536 万吨。
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产量
从各主要生产国家和地区看世界化学纤维生产，除产量最大的中国从上年的 4%扩大到 5%以外，
2010
年以后，一直处于停滞或微增趋势的西欧，由于聚酯纤维被看好，增加了 5%。另一方面，中国台湾省大
幅度减少了 9%。
中国继续增加基调，增加 5%，为 4714 万吨。从各品种看，主要品种涤纶增加 5%，锦纶增加 12%，
腈纶由于原料价格高涨，年末大幅度减产，减少了 8%，纤维素纤维也增加了 4%。中国占世界生产的比
例为 71%，与上年相比，停滞不前。
其他主要生产国家和地区，除了西欧由于纺织用涤纶长丝被看好，增加 5%以外，印度增加 2%，东
盟增加 3%。另一方面，中国台湾省大幅度减少 9%，日本减少 2%。韩国、美国停滞不前。
主要品种的生产
从各主要品种看，涤纶尽管有一部分例外，但全体坚挺，增长为 3%～5%。锦纶由于中国产量的继
续大幅度增长而增加 6%，另一方面，腈纶短纤维减少了 6%。
涤纶，长丝比上年增加 5%，为 3717 万吨；短纤维增加 4%，为 1660 万吨，均增加。将涤纶长丝和
短纤维产量合计，涤纶占化纤生产的比例为 80%，停滞不前。
锦纶，增加 6%，为 493 万吨。中国增加 12%，日本增加 8%，大幅度增长，但韩国（减少 7%）
、中
国台湾省（减少 3%）
、美国（减少 5%）减少。
腈纶短纤维，减少 6%，为 161 万吨。年末大幅度减产的中国减少 8%。其他主要生产国，西欧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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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前（减少 0.3%）
，日本减少 5%。
纤维素纤维（黏胶、醋酯、铜氨）
，增加 3%，为 536 万吨。中国（增加 4%）
、印度（增加 4%）、日
本（增加 8%）增加，西欧、东盟停滞不前，中国台湾省大幅度减少 41%。该纤维 2007～2017 年的年平
均增长率为 6%，依然高于合纤（5%）
。
主要合纤品种的详细情况
涤纶长丝：比上年增加 5%，为 3717 万吨，创历史最高。中国增加 5%，与上年相比，增加幅度扩
大了 1 个百分点。西欧由于纺织用产品被看好，大幅度增加 19%，其他，印度、东盟、美国增加，以中
国台湾省（减少 9%）为首，日本（减少 2%）、韩国（减少 3%）减少。
涤纶短纤维：比上年增加 4%，为 1660 万吨。亚洲，中国（增加 5%）、东盟（增加 4%）
、韩国（增
加 4%）增加，印度（减少 6%）
、中国台湾省（减少 2%）日本（减少 16%）减少。欧美，美国增加 5%、
西欧增加 3%，都增加。美国非织造布用产品被看好。
锦纶：比上年增加 6%，为 493 万吨。中国继续大幅度增长，增加 12%。西欧由于产业用纤维的增
加，全体增加 3%。美国主力的地毯用纤维减少，全体减少 5%。
腈纶短纤维：比上年减少 6%，为 161 万吨。由于原料价格高涨，年末主要生产国的中国大幅度减产，
减少 8%，为 58 万吨。西欧停滞不前（减少 0.3%）
，日本减少了 5%。
（来源：中国化纤工业协会）

2017 年湖州辖区进口纺织机械货值近亿美元
日前，从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官网获悉，2017 年湖州检验检疫局共检验完成 66 批、货值 9373.1
万美元的进口纺织机械，与 2016 年同期相比，批次增加 187%，货值增加 1119.7%，增幅明显。
据介绍，湖州辖区进口纺织机械增幅明显的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湖州局落实“机器换人”战略
的具体举措。湖州局积极鼓励企业引进高端纺织机械，这对提高湖州传统的纺织印染行业生产效率，减
少人工成本，增加产能具有重要意义，对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地方经济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
用；二是地方政府加大了招商引资力度。近年来，一批国外、国内知名企业为保障产品质量和提高劳动
生产率，纷纷加大了进口纺织机械的引进力度；三是本土企业加快了转型升级。
（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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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专家聚焦我国纺织智能制造发展战略
1 月 30 日，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项目，我国纺织产业智能制造发展战略研究的结题总结会在上海东
华大学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孙晋良、俞建勇、周翔、蒋士成，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兼中国产业
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会长李陵申，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曹学军、中国工程院二局巡视员王元晶，以
及来自化纤、棉纺、印染、纺机等行业组织的领导与专家，项目组成员等出席。
孙晋良院士简要介绍了项目开展的情况，俞建勇院士介绍了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和成果。研究报告
概况了项目研究背景、智能制造技术现状和纺织行业发展智能制造的意义，总结了我国纺织行业在智能
制造方面已经开展的实践活动，归纳了纺织智能制造的基本范式。报告给出了未来我国纺织智能制造的
战略定位、发展思路和战略目标，列举了多项纺织智能制造标准及共性技术、智能纺织装备技术，对基
于 CPS 的纺织智能生产技术等六个重大专项分别给出了任务目标和推进计划，最后报告就推进纺织智能
制造提出了多项政策建议。
参会领导和专家在讨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了项目组的工作和该项目对我国纺织智能制造发展的意义，
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完善的意见和建议。李陵申会长在发言中表示，智能制造是纺织“十三五”规
划的重要任务，该研究项目对今后纺织行业实施智能制造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希望项目报告中能梳理
出重点领域内可操作、可复制的智能制造技术路线图，做好企业智能制造项目的投入产出分析、建立纺
织行业智能制造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指标，解决企业实施过程的重要关切点。

喷水织机行业中水回用循环项目通过验收
浙江省省级《喷水织机行业中水回用循环经济标准化项目》近日正式顺利通过验收，并获高分以优
秀通过。该项目在对秀洲区喷水织机行业现状、喷水织机企业、喷水织机污水处理厂（站）等充分调研
的基础上，制定发布了《喷水织机行业中水回用水质标准》、《喷水织机污水处理及回用工程技术规程》
和《喷水织机行业中水回用处理站建设及运行管理规范》三项标准，弥补了国内、浙江省内缺乏喷水织
机行业相关标准的缺陷。
该项目标准实施后取得的成效也非常明显，据统计，秀洲区 10 座试点喷水织机污水处理站中水回用
总量由 3.65 万吨/天增加至 4.59 万吨/天，各站中水回用率均提高至 70%以上。中水回用量的增加，为各
处理站带来了约 169.2 万元的年经济效益。秀洲区北部三镇出水水质也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有效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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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受纳水体的污染情况，实现了水资源的有效保护。项目达到了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凸显”
目标。
下一步，秀洲区将建立标准实施监督机制，加大标准的实施、监督检查力度，持续完善标准，创新
实施模式，进一步提高标准实施效益。

嵊州推进印染行业整治提升工作
近日，在城北工业区剡东印染公司的一个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在搬迁设备，新印染设备也正在安装
中。据公司负责人介绍，前段时间几家印染公司通过兼并重组，成立了新剡东印染公司，引进了新的生
产设备和生产工艺，将按照要求完成整治提升。
去年初，嵊州市 20 家印染企业中还有不少企业生产设备和工艺落后，污染治理设施不到位，有的还
存在违章建筑。
“印染行业整治提升势在必为。
”市环保局局长庞伟说，
“这是落实‘八大战役’的重要工
作内容，更是推进我市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
”
去年 4 月，嵊州市政府出台了《嵊州市印染产业整治提升工作方案》，明确了三年内关停并转的总体
目标。紧接着，环保、经信、发改、综合执法、安监、质监、市场监管、水务、消防等相关部门及属地
政府工作人员和产能、装备、工艺、环保等方面专家组成的工作小组对全市印染企业开展逐家调查摸底，
掌握了企业在工艺技术、生产设备、印染产能、环保治理、安全管理、消防要求、厂房建设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以及销售、税收、排污指标等基本情况，制定了“一企一档”。
去年 6 月，嵊州市政府出台了《印染产业整治提升分类处置方案》
，明确了“关停淘汰一批、兼并重
组一批、对标提升一批”的分类处置标准和配套政策。随后，我市成立两个工作组，组织环保、发改、
经信、综合执法等 9 个部门及属地政府整体推进印染企业整治提升工作，并在 6 月实行集中办公，协调
解决问题，督促对标提升和关停淘汰企业按要求与属地政府签订相关协议。
为加快推进印染行业整治提升工作进度，去年 7 月份，环保、经信、综合执法、质监、消防等 5 个
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对 12 家关停企业开展联合检查。全方位的执法检查，既遏制了企业违法行为，更
倒逼企业加快兼并重组进度。
去年 11 月初，公安、环保等部门和属地剡湖街道会同供电、供热单位对关停淘汰企业采取了断汽等
停产措施。经过铁腕倒逼手段，列入淘汰关停的印染企业全部被关停到位。
相关部门还严格对照《嵊州市印染产业整治提升验收标准》和绍兴市印染行业“三标准一要求”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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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现场检查情况，就每家对标提升企业存在的违章搭建、节能减排、特种设备、环保治理等问题进行现
场反馈，对需整改的问题明确整改时限和整改要求。
与此同时，嵊州市政府加强对印染企业的服务，通过组织外出学习先进整治经验以及专家技术服务
团队定期上门，督促指导企业开展整治提升。去年 8 月，我市组织对标提升印染企业专程赴柯桥区参观
学习印染企业整治提升工作经验和做法。去年 9 月 20 日，又组织对标提升印染企业参观了盛泰色织。9
家对标提升印染企业均制定了详细的对标提升实施方案。
通过强制倒逼和服务引导，一些企业主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从不理解到理解，从应付到“壮
士断腕”
，从表面到实质，从强制到自觉。在企业主的配合下，印染行业整治提升工作稳步推进并取得了
明显成效。20 家印染企业通过分类处置、关停并转，目前还有印染企业 9 家。
据统计，本轮整治提升工作共淘汰落后设备 465 台(套)，新增先进设备 410 台(套)；拆除违法建筑 3
万余平方米；削减 COD72.29 吨；腾出企业用地 248 亩；新生成印染企业重点项目 8 个，计划总投资 9.5
亿元。嵊州盛泰色织科技有限公司被命名为绍兴市绿色标杆示范企业。
到去年 12 月底，9 家对标提升企业已通过了部门、专家验收组的初步验收。今年 1 月，盛泰色织等
第一批通过验收的 6 家印染企业名单公布，新剡东等 3 家印染企业也已完成兼并重组，正在调整布局，
积极开展对标提升，有望在下一批通过验收。
“我市印染行业整治提升工作得到了环保、印染专家的充分肯定，在落后设备淘汰、新技术新设备
应用、废水废气危废治理、违章建筑拆除、厂容厂貌改变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嵊州印染行业提升
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庞伟说。
浴火重生增活力，凤凰涅槃展新姿。通过整治提升，我市印染行业步入了正常的发展轨道。据嵊州
市国税和地税部门统计，2017 年度嵊州市印染行业销售总额 28.55 亿元、国地税入库数 1.72 亿元，分别
比 2016 年度增长 17.51%、30.19%。
企业信息

福建佶龙圆网印花机获福建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称号
日前，福建省经信委公布福建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名录，福建佶龙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生产的圆网印花机产品获得福建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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佶龙圆网印花机系列产品设备在国内市场占有率持续多年排名第一，产品销往 10 多个国家。此次认
定结果体现了佶龙专注纺织印染机械产品领域精耕细作，在国内外拥有良好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认知度。

在 2017 年 11 月底举行的第十八届上海国际纺织工业展览会上，福建佶龙公司展示的彩蝶 C 型圆网印花
机、YD 系列斜台圆网印花机就受到了广泛关注。
据公司总经理柯清松介绍，彩蝶 C 型圆网印花机的特点体现在以下方面：开放式网座设计，磁棒刮
印；采用基于 CAN-BUS 总线的计算机分布控制系统，圆网独立伺服驱动；采用人机界面操作台，显示各
种信息全中文显示，并记录存档；自动检测故障，快速定位，并记录存档。
彩蝶 C 型圆网印花机
YD 系列斜台圆网印花机的性能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印花工作台及圆网与水平面呈 10°倾斜
角，印花时浆料始终处于循环流动状态，能保持印浆的新鲜度，彻底防止传色弊病的发生；采用永久磁
铁磁台，节约电能，也解决了电磁台易发热变形的问题；设备特别改进设计了圆网座结构，采用不锈钢
轴承，能有效提高圆网座使用寿命，和方便维修；水洗区机架采用不锈钢构件，避免机架腐蚀产生的许
多问题；横向和斜向对花构件全部采用不锈钢材质制造。
据了解，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是指，长期专注于制造业细分产品市场，生产技术或工
艺国内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全省）前列的企业（产品）
。获评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产品）一经公布，有效期 3 年。获评企业（产品）主要从事制造业 1~2 个细分产品市场，同时，
“单项
冠军企业”的细分产品销售收入比重应占企业全部业务收入的 70%以上；在相应的细分产品市场中，单
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 5 位且省内前 3 位；生产技术、工艺国内领先，相关关键性能指标处于国
内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平，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主导或参与制定相关业务领域技术标准。

五洋纺机四个项目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2018 年 1 月 22-23 日，受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委托，中国纺织机械协会在江苏常州主持召开了五洋
纺机有限公司承担的“GE2266（六梳）高速拉舍尔经编机”等四个项目成果鉴定会。鉴定委员会由东华
大学俞建勇院士、中国纺织工程学会针织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王智教授级高工担任正副主任的 7 位专家
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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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委员会听取了工作报告、技术报告、用户报告、查新报告等，审查了资料，进行了现场考察。
经质询与讨论，形成鉴定意见如下：
GE2266（六梳）高速拉舍尔经编机
一、提供的鉴定资料完整、准确，符合鉴定要求。
二、该项目研制了六梳高速拉舍尔经编机，优化设计了多相位、多段曲轴连杆的传动机构；成圈机
件经动态仿真模拟运算，减小了机构的动程和最大加速度；研发了新型恒温、恒压、润滑油循环系统，
采用中空型曲轴润滑方式，突破了曲轴连杆均匀润滑的关键技术，保证了机器的高速、高效、稳定运行。
研制了新型电子横移技术、EBC 电子送经系统、EAC 牵拉系统，解决了送经量和牵拉密度瞬间变化相吻
合的技术难题，实现了高机号的成圈编织技术。开发了嵌入式管理系统，实现了经编生产数字化管理与
控制。
三、该项目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已申请 5 件发明专利，获得 2 件发明专利和 5 件实用新型专利。
四、该机适用于涤纶、锦纶、氨纶等原料丝，适用于生产弹力网眼和非弹性网眼类织物，可用于制
作女士内衣、运动服、绣花网眼、家庭用装饰织物、轻型网眼和花边结构、服装衬底等。经用户使用，
该机运行平稳，生产效率高，使用维护方便。具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五、该机经国家纺织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产品符合 Q/320412 FJC 002-2017《高速单针床经
编机》企业标准的要求。
鉴定委员会认为该机在技术和性能方面处于同类机型国际先进水平，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科技成果
鉴定。 建议丰富产品品种，扩大市场占有率。
GE2882 数控仿真皮毛双针床经编机
一、提供的资料完整、规范，符合鉴定要求。
二、该项目研制了 GE2882 数控仿真皮毛双针床经编机，突破了双针床开档 10-300mm 任意调节的
难关，解决了单机对短绒、中绒、长绒都能编织的难题，实现了双针床经编机编织密度 2400 高克重仿真
皮毛；通过计算机模拟设计，优化成圈机件的运动轨迹和相互配合运动，保障机器以 600 横列/分高速运
转的可靠性及织物的质量，适应不同工艺编织要求；研制了经编智能生产线管理系统，实现远程操控、
远程维护、设备状态显示、GPRS 实时监测、条码管理等功能。
三、 该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已获得发明专利 3 件，实用新型专利 5 件、软件著作权 3 件。
四、 该机经国家纺织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产品符合《双针床经编机》（FZ/T9700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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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要求。
五、 该机可编织用于仿真皮毛、拉丝气垫等领域的高档纺织品，织物具有高克重、毛绒致密、立体
感强、适应性广等优点。用户反映该机运行平稳，生产效率高，变换品种快，使用维护方便。同时该项
目产品已大规模推向市场，并出口多个国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鉴定委员会认为该机在技术和性能方面处于同类机型国际先进水平，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科技成果
鉴定。 建议进一步拓展产品应用领域。
GE2886 数控提花毛绒经编机
一、提供的资料完整、规范，符合鉴定要求。
二、该项目研制了数控提花毛绒经编机。研究了短、中、长绒的成圈规律，实现了单机短绒、中绒、
长绒的几何提花面料编织；优化了成圈机构速度、加速度曲线，编织速度达 780 横列/分；研发了新型电
子横移、电子送经、电子牵拉技术，满足 780 横列/分的响应速度，适应不同面料、工艺的编织要求，横
移精度达±0.01mm，牵拉精度达±1%；研制了经编智能生产管理系统，实现远程操控、远程运维、设
备状态显示、GPRS 实时监测、条码管理等功能。
三、该项目获得 3 件发明专利、8 件实用新型专利、2 件软件著作权。
四、该机经国家纺织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各项指标均符合 FZ/T97008-2009《双针床经编机》
行业标准要求。
五、该机可编织用于家居、服装等领域的高档纺织品，织物具有毛绒致密、立体感强、适应性广等
优点。经用户使用，性能可靠，生产效率高，变换品种快，使用维护方便。该机已大规模推向市场，并
出口多个国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鉴定委员会认为该机整体技术处于同类机型国际先
进水平，在双梳毛丝电子横移提花技术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建
议进一步扩大产品系列，加大成果转化力度。
GE2888 数控成形毛毯经编机
一、提供的资料完整、规范，符合鉴定要求。
二、该项目研制了数控成形毛毯经编机。研究了中、长绒的成圈规律，实现了单机中、长绒的面料
编织；采用短动程织针减小梳栉摆幅，实现高克重编织；采用电子送经、牵拉、卷取一体化控制，减少
布面疵点；优化了凸轮连杆机构及整机结构，整机稳定速度 800 横列/分钟；研制了经编智能生产管理系
统，实现远程操控、远程运维、设备状态显示、GPRS 实时监测、条码管理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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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该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已获得发明专利 3 件，实用新型专利 5 件、软件著作权 3 件。
四、该机经国家纺织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各项指标均符合 FZ/T97008-2009《双针床经编机》
行业标准要求。
五、该机已大规模推向市场，并出口多个国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鉴定委员会认
为该机在技术和性能方面处于同类机型国际先进水平，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建议进一步
扩大产品系列，加大成果转化力度。

中国纺机集团越南服务团队喜获客户“贴心服务”奖
2018 年 1 月 31 日，中国纺机集团驻越南售后服务中心应邀参加雅戈尔集团越南盛泰棉纺公司年会，
荣获盛泰棉纺公司颁发的“贴心服务”奖。
雅戈尔集团越南盛泰棉纺公司在越南经营的五年时间里，以卓越的管理、精细的工艺和优质的纱线
产品，在越南北部市场独树一帜，声名远扬。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纺机集团服务团队，根据客户的需
求，发挥驻越代表处的优势，及时、快速的调派青岛宏大、天津宏大以及经纬榆次公司在越工作的技术
人员，帮助客户查找问题、排除隐患，赢得了客户的认可与满意。越南盛泰棉纺公司在协助接待越南本
土客户参观等多方面积极配合，为中国纺机集团的经纬纺纱设备推荐提供了大力支持！
五年风雨同舟路，我们砥砺前行。17 同行，18 筑梦，中国纺机集团将不忘初心，再接再厉，与海内外客
户一同努力，收获辉煌灿烂的明天！
（张伟庆）

行业研究

世界纺织科技进展之智能化
引言：当前，世界经济结构处于深度调整阶段，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推进，
两者叠加效应明显。一方面，学科多点突破、交叉融合趋势日益明显，信息网络、生物科技、清洁能源、
新材料与智能制造等领域呈现群体跃进态势，不断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另一方面，世界主要
国家都在加快布局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充分利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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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新动能，以抢占未来经济和产业竞争的制高点。相关研究表明，从现在到 2040 年前后，将是新科技
革命孕育发展的关键时期，带来世界发展格局的深刻变化。
“智能化”无疑是近两年的高频热词之一，主要涵盖智能产品、智能装备和智能运营三大板块。其中，
装备是基础，运营是核心，而产品是方向。下面我们将主要探讨生产和产品领域的一些智能化案例。
智能生产
目前，智能化在纺织各细分领域都有应用。如：涤纶短丝后处理联合机由直流电动机拖动长边轴到
多电机直流共母线变频调速分部驱动；棉纺生产线从清梳联到细络联、粗细络联、并粗细络联、车间管
理系统；喷气织机引纬自动分析自动修正；针织车间设备互联互通；图像整花整纬技术；等。
棉纺智能化车间
江南大学与经纬榆次共同研发的三原色智能纺纱技术，通过同时喂入 3 根不同颜色的粗纱，经耦合
牵伸、混合加捻以及改变三基色的配比而改变纱线颜色，可以纺制任意色彩的纱线，实现了纺纱与纱线
配色的同步，以及配置方式的智能化操作。
三原色智能纺纱技术
针织装备智能化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应用，进一步提高了针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基于机器视觉的疵
点在线检测技术、送纱的智能化控制技术、CAM 集成控制系统促进了针织装备的智能化发展，提高了生
产效率和产品品质；针织智能设计系统、针织物仿真系统、针织物虚拟展示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提升了
针织产品的设计水平，适应个性化、定制化、快时尚的发展趋势；在线实时数据采集技术及大数据挖掘
技术相结合，进而建立针织产品质量数据挖掘模型，为企业的产品质量管理提供预先控制机制。
针织生产中的智能化应用
未来，纺织行业将加快智能化技术与装备的开发与服务提供，推进传感、通讯、人工智能等技术与
纺织技术结合，在纺织价值链的各环节广泛推行装备智能化，构建智能化长丝生产线、智能化纺纱生产
线、智能化印染生产线、智能化非织造布生产线、智能化针织生产线、智能化服装家纺生产线，提升生
产的质量与效率；分步骤建设智能制造示范生产线和数字化工厂，打造纺织工业智能制造生态体系。
智能制造是一种集成了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组织方式创新的先进制造系统，是集成制造、精益生产、
敏捷制造、虚拟制造、网络化制造等多种先进制造系统和模式的综合。广义来说，智能制造是一个大概
念，是先进制造技术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贯穿于产品、制造、服务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及
制造系统集成。自动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是其根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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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新”一样，
“智能制造”也存在着认识误区甚至被过度消费的现象。从现实情况来看，现阶段
我国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型企业，尚未完成数字化制造转型，而数字化是智能制造的基础。因
此今后一段时期内，大规模推广和全面应用数字化网络化制造是我国推进智能制造的重点。
智能产品
传统的基于电子元件与纺织品结合的智能纺织品（或称电子纺织品）由于电子元件的存在，不能洗
涤或在洗涤时需要拆卸，且会影响穿着的舒适性和外观美感，而基于柔性纺织智能材料的电子元件则可
完全与纺织品集成，如近年来已开发出的基于织物、绣花和数码印刷等的纺织电子元件，可用作数据存
储器、传感器和储能设备。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纳米技术专家开发了一种可以像存储盘一样存储数据的柔性电子
纺织品原型，在织物每个交织点设有数据存储点，可将 1GB 数据存储 115 天，理论上允许使用任何形式
的交互工具，如电脑向使用者做出反馈。瑞士最知名的刺绣花边企业 Forster Rohner 公司采用导电纱线开
发了一种基于绣花的纺织传感器的电子纺织品，不仅可洗涤，且不影响织物的性能，可用于监测病人或
者特殊人群的健康状况。
除此之外，鉴于普通电池技术在续航、洗涤、外形设计灵活性等方面的技术缺陷，基于柔性纺织材
料的供电设备也成为智能纺织品领域的热点。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 Nazmul Karim 等人发明了一种低成本的柔性纺织超级电容器，采用简单的丝网
印刷技术和氧化石墨烯墨水在棉织物上印刷制成，具有优异的机械稳定性和良好的操作安全性，电池本
身还支持快速充电、允许水洗。
2017 年 10 月，剑桥大学石墨烯中心的 FeliceTorrisi 等人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发表了其首次
采用喷墨印刷技术直接在织物上成功印刷电子电路的研究成果，采用基于石墨烯和其他二维材料的低沸
点墨水在涤纶织物上得到的印刷电子电路可经历 20 次家庭常规洗涤，通过对织物表面粗糙度的改善还可
以优化电路的性能。研究者表示，由于其他墨水制得的印刷电子元件通常需要有毒的溶剂，因此不适合
穿着，而该方法以低成本、安全、环境优好的墨水为基础，产品可用于可穿戴能量收集和储存设备、可
穿戴计算机、军用服装及时尚服装等。
(纺织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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