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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
2015 年现在离我们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而在我看来，这对
纺织品和纺织机械行业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应当承认，凭
借其两大重头戏上半年的 Techtextil 和下半年的 ITMA两个
行业都料将是一个激动人心并且无疑是成功的一年。然而，对
于这一年将会带来的东西，即便是专业的乐观派似乎也有所低
估。前述两大展会不仅在参展商和观展人士数量方面打破了记
录，而且为这些领域带来了一定的激情和动能，这可能有助于
行业参与者忘掉危机和那些更加困难的年头。而这也许再次证
明危机也有积极的一面：2015 年引人注目的一件事便是两大
展会的参展商均频繁欣慰地提及他们的观展人士质量和专业的
讨论。一切都是以目标为导向并且非常具体，同时也是透彻分
析和战略规划的结果。首席执行官们在这上面仅花了大约 3%
的时间，IMP Consulting 的管理合伙人 Stephan Friedrich
von den Eichen 在 SWISSMEM ITMA 展会前夕的新闻发布会上
如此说道，同时补充道，他认为这个百分比太低了。然而，这
种“一切照旧”的想法似乎并不适用于纺织业，也不太可能，
因为竞争和对创新的压力也始终需要对变革的敏锐观察，其中
风险与机遇并存。
新的一年将会为我们带来什么呢？我们可能是带着很多工作
匆忙开始的……首先，因为今年是闰年，我们多出了一天可用
来工作或休闲。这是个开始。而如果我们可以保持这种势头，
2016 年也有潜力成为真正了不起的一年。
土耳其、中国和印度的纺织业正在翘首以待 ITM、ITMA 亚洲
展和印度 ITME 等重大活动，而在众多其它国家，相对较小的
展会将会为观展人士提供机会，以体验最新的 ITMA 技术。除
此以外，中国最新的五年计划（将在 3 月 5 日的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上审核通过）展示了分级领先技术的重要性。

根据初步表述，该计划的聚焦点包括质量、创新和可持续性。
我们想在我们的第一期杂志中突出同样的理念。我们回顾了
ITMA 并对那里展出的最新技术进行了一个简要概览。同时我
们也从我们的角度出发，向您带来了有关可持续性的最新发展
动态。
在这一期杂志中，我们有幸采访了德国圆筒针织机制造商
Mayer & Cie 的新上任首席执行官 Benjamin Mayer，以及
OEKO-TEX® Association 的业务拓展/产品管理主管 David
Pircher。
此外，您还将看到一些专题报道，如我们的国家聚焦（它将从
纺织国的角度来评估波兰）以及对于各种展会和活动的回顾。
您在 2016 年对我们有什么期待呢？我们一如既往地希望聆听
您的评论和建议，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redaktion@texdata.com 。

我们祝愿您 2016 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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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 年 11 月以来，一个老话题在纺织业再次掀起了新的热潮：ITMA。国际机械行
业里最重要的展会再一次、也许是空前地展示了其魅力和创新力量。在八天的展会期
间，“掌握可持续性艺术”的创新得到了来自 147 个经济体近 12.3 万名观展人士的
接受。展位上摩肩接踵的人群（特别是最初几天）不仅意味着创纪录的观展人数，也
意味着满满的订单。参展商对展位上观展人士的称赞很少有如此热烈犹如滔滔江水连
绵不绝。“非常精心的准备”、“兴趣点明确而具体”、“准确阐明了需求”，甚至
在与他们的简短讨论中时不时听到“他们购买了设备”这样的高质量陈述。
CEMATEX（欧洲纺织机械协会）以及 ITMA 和 ITMA 亚
洲展览会的负责人对来自行业（既包括参展商也包括
观展人士）的热烈反响颇为欣慰。CEMATEX（欧洲纺织
机械协会）主席 Charles Beauduin 先生激动地表示
，“我们所录得的观展人数与 ITMA 2011 相比出现了
20% 的跃升。更重要的是，从参与者的反馈来看，我
们可以自信地说这是 ITMA 最好的一届展会之一！我们
就可持续性表达的信息与买家产生了极大的共鸣。”
他对行业的复苏和前景大加赞扬，并补充道，行业的
全球参与者已经理解到了投资于地球友好型创新的重
要性，这还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商业底线。

“我们的参展商发现观展人士（无论是经验丰富的
ITMA 观展人士还是首次出席展会的）对于挑选创新解
决方案来提升他们的竞争力这件事是严肃对待的。”
自 ITMA 以来，日益明显的是，纺织业正在复苏和投
资。它正面临着可持续生产的重大挑战。“当面临着
纺织业价值链的竞争时，个别企业想获得精良装备以
做出有效贡献”，这是我们的 ITMA 展前报告所做的
预测，也是现实。
来自德国的 Brückner Trockentechnik GmbH & Co KG
公司首席执行官 Regina Brückner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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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第一次感觉到对于能源效率和绿色技术出现了
真正的理解和兴趣。在我们的客户中间出现了一种趋
势，他们想要升级他们陈旧的设备，因为他们理解到
了在整个纺织品生产过程中高效生产的必要性。”
在这里，我们显然必须记住的一点是，纺织业知道
ITMA 展会上总是会展示最新的和最强大的创新。此外
，那些希望以更大规模投资于可持续性的公司也希望
以可持续的方式进行投资，因此将会把采购推迟到一
个仍然说得通并可实现最大创新的点。那个点甚至可
能就是 ITMA。

意大利之外，观展国的前几名分别是印度（9%）、土
耳其（8%）和德国（7%）。进入前十名的其它国家还
有法国、美国、伊朗、巴西、巴基斯坦和西班牙。在
不远的将来对伊朗制裁的取消提振了该国的纺织服装
业，从而带来了更多的观展人士。

ITMA visitors

来自巴西和美国的观展人士均带来了同样的欣慰，因
为其人数能进入前十有点出乎意料之外。因此，这也
许是一种迹象，显示这两个国家的纺织业局面可能会
有改变。凭借非常低的能源成本，美国拥有很大的潜
力，特别是在全自动纺纱方面。另一方面，巴西是世
界上的棉花生产领导者之一，且正在尝试在本国提高
附加价值，来取代其棉花出口。

让我们来看看观展人士及其来源国的分布，从而大致
了解哪些国家和地区拥有最高的需求（至少从数量上
说）。最大的观展人士队伍来自意大利。他们占据了
观展人士数量的 18%。考虑到意大利是世界主要纺织
国之一，以及特别是 ITMA 就在其自家地方举行，这
也不足为奇。经过若干年裹足不前后，如果意大利纺
织业能够再次投资，以进一步发展其作为欧洲第一纺
织国的非凡潜力，这就太好了。无论如何，对于这个
著名的 ITMA 举办国来说，这都是我们所乐见的。

来看看那些没进入前十名的国家也很有意思。例如中
国、越南、柬埔寨和孟加拉国。这可能有若干原因，
但其中之一可能是下一次重大活动是 2016 年 10 月的
ITMA 亚洲展览会，组织方必将直接在亚洲展示最新的
技术。届时，第 13 个五年计划将获得批准（2016 年
3 月），据李克强总理称，它将致力于可持续的、更
高质量的发展并聚焦于创新。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结构
性转型，当然不想放弃其在纺织品生产和出口方面的
突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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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是另一个问题了。让我们继续来看 ITMA 观展人
士。
2015 年的展会也接待了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众多团体。
另外，还有来自中亚的代表团，那里的纺织服装业正
在蓄势待发，因为这个领域拥有创造就业的潜力。来
自乌兹别克斯坦纺织服装业一个由 140 人组成的强大
代表团在展会上度过了三天时间。它是由乌兹别克斯
坦纺织和服装部协调组织的。
“ITMA 2015 确实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和服装制
造技术的平台，同时，它还推出了创新和生态友好
型的机器。该部意欲采用创新技术实现这个行业的
现代化，这还可以创造额外的价值和生态友好型解
决方案，将有助于我们的制造商在世界纺织品市场
上展开竞争。为了复兴这个行业并实现其现代化，我
们的 2015-2019 政府计划为此设置了大约 20 亿美
元的预算来落实它。我们与织造、印花、染色和定型
领域的众多 ITMA 参展商签订了合同，同时我们将从
2016 年初一直到 2019 年开始设备安装，”纺织服
装部“UZBEKYENGILSANOAT”部长 Khaydarov Ilkhom
Utkirovich 先生说道。

此外，还有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中小企业
48 名代表组成的一个代表团。该团体由总部设在日内
瓦的国际贸易中心协调组织，这是世界贸易组织和联
合国共同设置的一个机构。
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副部长 Evgeny Ryzhov 先生率
领了一个由 60 个成员组成的俄罗斯代表团。“ITMA
2015 允许我们的国内企业了解轻工业和纺织业领域的
最新技术，使他们得以在他们自己的生产中考虑实施
这些新技术、采购生产设备并与国外同行交流经验，
”他指出道。过去几个星期以来，媒体对此做出的报
道日益增多，由于一架俄罗斯飞机被土耳其击落而与
之产生冲突，俄罗斯欲停止从土耳其进口纺织品，同
时开始积极扩张其国内的纺织业。
对于观展人士的讨论已经够多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参展商及其展位。正如任何一届 ITMA 展会所期待的
一样，所有参展商均展示出了其最好的一面。宽敞的
展位、精心的布局、富有创意的装饰和原创的概念将
展会打造成了一种真正激动人心的体验。这里便是一
些例子。Groz-Beckert 公司再次凭借一个全新设计的
盛大展位闪耀全场。Oerlikon 公司的 3D 影院始终是
一种体验，并把巨型机器做成了可以看得见和感受得
到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从而化繁为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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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Mayer 公司的墙壁和天花板全屏视频展示不容错
过，该公司凭借其图片和视频营造了一种情感氛围，
所有观展人士都迫不及待地沉浸其中。Monforts 公司
凭借一种从未见过的全新演示技术令人啧啧称奇，它
借助在 iPad 上的一种增强现实技术使机器栩栩如生
，并可轻松获得众多有关工艺和应用生产的其它额外
信息。Peter Dornier 穿上了一套取材于小方格花纹
面料、用展出的喷气式织机生产的西服。而 Dilo 则
大肆鼓吹其一款非常经典的方案。该公司展示了两条
运行中的完整装配线。其在机械展会上已达到了最好
的效果。当问起它时，Dilo 先生眨了一下眼睛说道：
“不要指望我会展出了无生趣的铁块！”
现在来看看各种机器ITMA 上真正的明星。来自 45 个
国家的总共 1700 家参展商展出了大约 5000 台机器，
而几乎所有参展商（根据 ITMA 的老传统）主要展示
的是新机型。对于能源效率、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
工艺的巨大需求因而得到了满足。
显然我们无法在这个 ITMA 回顾中讨论所有有趣的新
机器。因此我们将限定在来自价值链上的市场领先企
业的少数几款展品，并将在接下来的几期杂志中以其
他专题探讨其他广为讨论的机器。

纺纱准备、纺纱、卷绕和捻线机
（第 1、2 章）
让我们先从纺纱开始。在纺纱机和纺纱准备方面，再
次闪耀会场的仍然主要是那些大型知名企业，因为他
们强大的创新力量。在这里，适用于所有纺纱工艺的
完善机器将出现重大进步。络筒机也同样如此。首先
，正如往常一样，通过提高效率、自动化和紧凑性，
生产率得到了提高。可持续性的话题主要从能源效率
的提高得到印证。另外，在原材料的使用和废弃物的
减少方面再次出现了该改进。同样，仍然一如既往得
到重点强调的是通过监测、提取杂质微粒和计算机优
化所实现的纱线质量的提高。同样日益重要的是生产
和工艺的灵活性具体来说就是有关缩小的批次大小和
对于纱线的不断变化的市场要求。
正如我们在 ITMA 预览中所猜测到的，Trützschler
SPINNING 推出了他们的全新梳理机 TC 15。与其前辈
机型 TC 11 相比，它可以实现大约 15% 的性能提升。
这已通过一系列单独措施得以实现。其全新棉网道夫
大幅减少了张力牵伸，这反过来提高了质量并改进了
运行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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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全新棉网道夫与全新丝束成条一起共同为 TC 15 带
来高达 500 米/分钟的速度。
据 Trützschler 介绍，TC 15 较之于生产可提供最小
的占地面积和最低的废弃物量。

另外，TC 15 还拥有两项全新发展，可节省空间并提高
生产率。直径 1,200 mm 的 JUMBO CANS 比直径 1,000
mm 的常规换棉条筒可额外支撑 43% 的更多丝束。由于
更少的换棉条筒运输，这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提升。此
外，由于筒子架的更长运行时间，下游机器的效率得
到大幅提高。通过减少纱条，质量得到改进。取决于
纺纱厂的大小，这相当于每年几十万纱条。全新换棉
条筒引纬站 T-MOVE 是基于不同的考虑：纱条供给是
移动的，而换棉条筒是固定的。全新移动头可实现以
高引出速度更换换棉条筒。这提高了梳理机效率并节
省了空间。换棉条筒的服务寿命得到了延长，因为不
需要移动它们。T-MOVE 自然是专为全新 JUMBO CANS
而设计。
因为朝向工业用布的趋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只有
高度专业化的梳理机才能满足这些要求，Trützschler
提供的全新梳理机（TC15S）也适用于人造纤维处理。

Trützschler TC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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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Trützschler 还改进了自动校平器并条机 TD8。现在，针对小型换棉筒也首次出现了地板下换筒装
置。这大幅简化了操作。TD 8C 中的“C”指的是“紧
凑”的意思，同时，这款并条机提供单头技术，并具
有双头并条机的空间优势。以节省空间的紧凑方式安
装这种校平器并条机避免了传统双头并条机的劣势。
Trützschler-Toyota 带来了 TCO 12，一款用于自
动棉卷更换和自动接头的精梳机。这意味着 ToyotaTrützschler 梳理厂现在可提供手动、半自动和全自
动袋盖运输。更大的灵活性是不可能的。

Trützschler JUMBO CANS

Trützschler 公司开发的另一款产品是其全新模块化
棉簇混棉系统 T-BLEND，它结合了最高的精度和高生
产率。它还依赖于准确的称量，而不是体积测量方法
。基于一系列措施，它还可根据称量盘实现性能翻倍
。就异质分离而言，Trützschler 更进了一步。在其
全新异质分离器 T-SCAN TS-T5中，五项检测技术可自
始至终确保高分离效率。T-Scan 可检测有色异质、发
光异质、透明和半透明异质、荧光异质以及最小的线
头形状异质。

Oerlikon
人造纤维公司从其形形色色的解决方案中
挑选了一些“必备”产品亮相。Oerlikon Barmag 和
Oerlikon Neumag 两家公司均是各自领域的全球市场
领跑者。Oerlikon Barmag 致力于开发和生产用于涤
纶、尼龙和聚丙烯等人造纤维的纺纱系统以及卷曲设
备。Oerlikon Neumag 则提供用于 BCF 地毯纱线和
合成人造短纤维生产的成套设备。当然，这些设备过
于庞大，不可能在展会上展示。Oerlikon
已开始在
ITMA 亚洲展览会上的神奇虚拟 3D 影院对它进行展示
。这种 3D 技术可对处于生产模式中的工厂提供逼真
的展示，并可实现放大流程区域，从而观看这些设备
和组件的特殊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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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虚拟 3D 影院中，Oerlikon Neumag 展出了其
用于生产合成人造短纤维的扩展设备组合。每天 5 至
300 吨；单步骤或双步骤技术；聚丙烯、涤纶、再生
涤纶、聚酰胺纤维等；日用品或特殊应用。这种设备
的一个范例是紧凑型 Staple FORCE S 1000，它被专
门设计用于实现小批量人造短纤维的经济型生产，每
天可实现多达 15 吨的产量。该设备引人注目的不仅
是其较低的初期投资，还有其紧凑型的结构。通过在
导丝辊上利用干燥的牵伸工艺取代传统的蒸汽和水浴
，能源成本得以显著降低。这种内联技术在一道工序
中包含了纺纱操作和随后的牵伸。凭借这种紧凑型结
构，它可实现每天生产高达 80 吨人造短纤维的产能
。其应用不仅多样而且明确：从用于土工织物、过滤
毛毡应用或卫生应用的纤维，到增强型纤维和用于汽
车应用的纤维。因为其挤出机纺纱，这种内联工艺非
常适用于处理再生涤纶。无论是加工成再颗粒化的碎
屑，还是直接加工成 rPET 碎片（瓶片），甚或是不
能 100% 符合原始涤纶质量要求的再生涤纶，都可以
进行处理。
用于生产日用纤维的每天 300 吨人造短纤维设备的
一项主要比较优势是，其较之于更小型设备大幅提
高的每吨盈利能力，它严重依赖于全新大规模工厂的
能源效率。另外，它还可以实现在纺纱过程中直接对

纤维染色。因为大型工厂总是连接到一个缩聚工厂，
纤维在处理前不能染色。然而，凭借侧流挤压，色母
粒可直接混合到纺纱工艺中。这意味着，例如，可直
接生产黑色纤维。后续染色不再必要。然而，在这
种双步骤工艺中不仅可以生产日用纤维，还可以生产
双组分纤维。举例来说，Oerlikon Neumag 在这里可
提供用于自卷曲纤维、捆绑式纤维、超细纤维和中空
纤维的解决方案。双组分纤维的一些范例包括女子紧
身服/核心、并排式、海中岛屿或三角异形丝。来自
Neumünster（新明斯特）的这家设备制造商在这个领
域拥有多年的经验。用于双组分纤维的首台人造短纤
维设备于 1995 年服役。
交钥匙设备的全球市场和技术领导者 Oerlikon Neumag
针对
BCF
地毯纱线的生产展出了其旋转交络单元
RoTac3。节能和纱线质量在 BCF 地毯纱线的生产过程
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得益于 RoTac3 的创新
技术，它可实现压缩空气消耗量降低 50%。与传统交
络单元相比，RoTac3 技术形成缠结所利用的是一个脉
冲而不是一个连续气流。RoTac 技术还可消除缠结脱
落，这在传统交络中当高速处理时会经常发生。最后
同样重要的是，它可以确保非常平缓的导纱和更低的
纱线张力以及更好的工艺稳定性。这尤其支持未来趋
势，例如纤度细且精致的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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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ac3 可作为组件与 3 端面 BCF 设备 S+ 一起提供
或者进行改造。
在纱线牵引和卷取领域，WINGS 概念多年来一直是最
先进的。现在，凭借 SW、CW 和 ACW 络筒机，它也可
以供早期 POY 系统的操作员使用。借助一个全新系列
，市场领跑者 Oerlikon 正在拓展升级和现代化市场，
以对 WINGS 改造解决方案高企的需求做出回应。该全
新系列络筒机叫做 WINGS POY XS，同时 Oerlikon 在
一个额外的房间里从这个全新系列中展示了其八倍络
筒机版本，冲程长度为 170 mm。由于其极其紧凑的设
计，它几乎可以用于任何建筑概念。该独立式解决方
案可提供 WINGS 络筒机的常见益处，并可用于涤纶和
聚酰胺纤维。该系列当前包含 5 个型号，拥有 8 至
12 个缝线，夹头间长度为 1,200 至 1,800 mm。虽然
它是紧凑型设计，WINGS XS 可生产高达 23.2 dm³的卷
装。

Oerlikon WINGS POY XS

Oerlikon Barmag 对其络筒机家族进行了扩充，并展
出了其全新 WinFors 回转络筒机。尤其是在卷绕诸如
超细纤维、母丝、安全气囊纱线和安全带纱线时，这
名在特别精致纱线领域的专家便显示了潜力。WinFors
可部署在 POY、FDY、工业纱和 BCF 工艺中，并可用
作尼龙、涤纶和聚丙烯聚合物的标准，同时处理其他
聚合物（例如 PVA）也不成问题。具体来说，WinFors
对于安全带纱线比其它络筒机可提供显著增大的工艺
窗口。对于安全气囊纱线的制造商来说，更大的夹头
间长度（1200 mm 长）是一种更高效的纱线生产解决
方案。同时其最新开发的产品有望为母丝的制造带来
更大的工艺稳定性。该络筒机是基于 WINGS 和 ACW 平
台，但就其横动系统而言依赖于其换向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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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纱线的铺放特别平缓，虽然并非以双转子横
动系统的常见速度。然而，取决于工艺，可实现介于
2500 至 4000 m/分钟的速度。全新 WinFors 络筒机的
另一大好处是其灵活性：为此，它不需要耗费很大力
气即可从四端面络筒机转换为八端面络筒机，只需交
换横动系统。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这款全能型机器
也是改造解决方案的完美选择。WinFors 拥有四端面
、六端面和八端面选项，并配备了一个 1200 毫米的
夹头，可安装于几乎所有早期纺纱系统中。
另外，Oerlikon
还展出了其模块化工厂运营中心（
POC）的下一个发展阶段。这套扩展的工艺和生产控制
系统现在可以捕捉纱线生产和处理的所有步骤，并实
现其数字化，包括来自第三方供应商的设备技术。此
外，它还可以连接至诸如 SAP 等 ERP 系统。若干工
厂通过云计算进行联网也是可能实现的，从而为制造
商打开通往工业 4.0 水平的最高处理效率和透明度之
大门。
该集团的客户服务部门推出了创新解决方案，例如制
造商如何更好地利用新市场、长期保障生产安全，以
及如何系统地优化运营和制造流程。

ITMA 展会后，Oerlikon 旋即宣布 Oerlikon 人造纤维
事业部斩获一系列大订单，总额达到 5000 万瑞郎，用
于购买其 Oerlikon Neumag 人造短纤维设备工程技术
。这些订单是来自欧洲和中国之外的亚洲大客户下的
，用于生产人造短纤维。
Saurer 集团遵循 ITMA 的传统，在几乎所有业务领域
展出了大量新发展和改进机型，同时该公司的格言是
“设立新标准”。这家瑞士公司的所有创新都已成为
其首次在 ITMA 亚洲展览会上推出的全新三大附加价
值 E3 理念（能源、经济、人体工学）的一部分。在
ITMA 开幕前几天，Saurer 宣布与 Premier 成立合资
公司，从而朝着完成对纺纱过程中的数据控制和优化
纱线质量更进一步。
短纤维纱纺纱（环锭、转杯和络纱）领域的市场领
导者 Saurer Schlafhorst 突出了其新版主打机型
Autocoro 和 Autoconer。当然两者都已成为所有纺纱
厂的聚焦点。获得 E3 认证的 Autocoro 9 凭借其引人
瞩目的新特性，展示了其创新驱动技术的技术优越性
。凭借在每个单独纺位的更多智能性，Autocoro 9 为
节能纱线制造、生产率、经济效益、操作简易性和质
量设立了新标准。Autocoro 9 通过能源监控带来了成
本透明度并可实现降低多达 25% 的能源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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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际转速高达 180,000 rpm，同时所有长度机型的卷
取速度高达 300 m/分钟，并可适用于直径长达 350 mm
的大型卷装。Saurer 宣布纺纱成本降低高达 19%。
Autocoro
的单独纺位驱动装置是一个轰动一时的成
功故事。自其创新转杯纺纱技术上市短短四年后，
Saurer 向土耳其纺织企业 Emateks 交付了其第 1000
台带单独纺位驱动的 Autocoro。该驱动装置的另一大
好处在于，每个纺位可进行单独清洁和维护，同时照
常进行生产。这意味着定期出现的漫长堵塞成为过去
。生产过程中的精益维修使 Autocoro 9 上的服务成本
降低高达 60%。
凭借早已成为环锭纺纱和卷绕代名词的创新 FX 技术
，Schlafhorst 目前也正在提升 Autocoro 纺纱厂
的价值创造。依托 DigiWinding FX，可生产出拥有
圆边和侧面过渡以及流程优化密度的高质量染色卷装
。DigiPiecing FX 成为了接纱的全新基准。得益于
Autocoro 的集成智能，拥有一般纺织技术知识的操作
员即可完成顶级质量的接纱。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Autocoro 9 目前可以在 24 个纺
位上实现花式纱线纺纱，从而获得非常经济实惠的投
资回报，因为花式装置可限制在单独部位。

Saurer Schlafhorst 同时还展示了一个全新版本的半
自动转杯纺纱机 BD6。这项新发展结合了 BD 的完善
技术和来自 Autocoro 家族的高端组件。它配备了最
新一代的高能效电机，并为所有原材料提供高达 230
m/分钟的高速纺纱，即便是在处理废弃和再生纤维时
。Saurer 表示，得益于其专利型 DigiPiecing FX 数
字化技术，它实现了半导体领域迄今无法实现的接纱
质量。BD 6 可生产 Autocoro 格式的卷装，并对卷装
拥有一种新型专利型数字化质量监控。
另外，Schlafhorst
展出了一款升级版的全新
Autoconer 6，它更具能源效率、经济性和用户友好性
。其亮点是一个配备了全新 Eco-Drum-Drive 系统和
Smart Cycle、可自我调整的卷绕单元，它可确保顶级
生产速度、降低能源消耗并可实现 2 x 6% 的更大生
产率。与其前辈机型相比，Schlafhorst 对 Autoconer
6 实现降低能源消耗多达 20%。对资源消耗的显著降低
做出最重要贡献的因素包括尤为高能效的 Eco-DrumDrive 系统、抽吸电机和功效提高的变频器、结合了
全新智能真空控制系统“按需供电”的
SmartCycle
以及流程优化了的抽吸管。MultiJet 也通过降低压缩
空气消耗量在降低资源消耗的过程中起到了额外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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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RoWeLift 传送台将 ZinserSpeed 5A 连接至一
个粗纱筒子运输系统，具有 1:1 的传送。无触点运输
到环锭纺纱机可确保最优的质量。ZinserSpeed 5A 在
展位上依靠一套 Zinser 自动流量系统连接至了全新
ZinserImpact 72。
凭借 2,016 个纱锭的长度，贴上 E3 标签亮相的
Zinser 72 突破了 2,000 纱锭大关，同时正在日用纱
线领域设立新的经济标准。

Saurer Schlafhorst Autoconer 6

该机型超长、具有超级经济性并极具用户友好性。全
新双端 TwinSuction 系统搭配 OptiSuction 断纱抽吸
系统可节约三分之二的能源消耗。

另外，环锭纺纱机制造商 Saurer Zinser 也展示了出
色的产品。全新 ZinserSpeed 5A 粗纱机降低了运行成
本并提升了工作效率。其用于抽吸和翼锭台吹气的节
能模式可实现总体能源消耗降低 20%。粗纱机可带来
更小碳排放足迹的额外好处。
在 220 隔距中，ZinserSpeed 5A 较之于其前辈机型
Zinser 670 缩短至多 17%。凭借不到两分钟的落纱时
间，ZinserSpeed 5A 的全新自动落纱机使粗纱机成为
Zinser 高速环锭纺纱机的理想搭档。
Saurer ZinserSpeed 5A

P Age 18

其创新能源监控系统可发布有关每班次或每纱管的能
源消耗信息，并在生产链条中确保明确的能源优化。
得益于其缩短的长度，Zinser 72 可实现生产成本降
低至多 11%。其所占的地面空间也至多减少了 21%。
同时它还搭载了免维护的 Impact FX 单元，可提升年
产量多达 2,600 kg（Ne 30)。Impact FX 被设计成自
我清洁，从而消除了鼓式系统中徒劳无益的清洁维护
中断。一个独立的受控制真空单元与 Impact FX 一起
确保紧凑型功率和终极处理可靠性。
Zinser 展出的第三款机器是用于粗纺毛纱的 Zinser
451 Impact FX 紧凑型纺纱机。这种自清洁紧凑化技术
可抵抗羊毛脂、纺织品润滑剂和定型试剂。
除了所有这些新机器以外，Saurer
还在一个舞台上
通过一个寓教于乐的演示展出了他们的全新服务概念
SUN（服务无极限）。我们在其它展会上对这种演示有
所了解，但对于机械展会来说，这很新颖且显得有点
冒险。然而，大约上百人观看了这一套演示。SUN 的
吸引力在于一个固定价格的单独服务协议，以保障生
产率。

另外，来自瑞士的 Rieter 展出了大量创新和新款机
型，并在 ITMA 的第二天即宣布“众多观展人士和对新
款机器的盎然兴趣”。这次 Rieter 展位前的瞩目点是
一个“红色沙发”，它取代了“舒适即能力”活动的
“红色椅子”。舒适度的新要求在于“舒适度即你的
公司年复一年精益求精，不断成长”。Rieter 细纱系
统的市场主管 Walraf 女士告诉我们，尽管 Rieter 的
市场营销专注于生产率和效率，Rieter 多年以来一直
在积极提高其机器的可持续性因素。她表示，该公司
在过去十年内将一些机器的功耗至多降低了 50%。
亮相的新机型包括 E 36/E 86 精梳机组、全新 R66 转
杯纺纱机以及带涤纶选项的 J26 喷气式纺纱机 P26。
所有这些创新解决方案可实现高产性能以及一致的丝
束和纱线质量，因此 Rieter 的客户可从昂贵的原材
料中获得尽可能优质的纱线。凭借这些价值增强型的
创新，效率和低能耗登上了舞台中央。
让我们来特别看看 J26 喷气式纺纱机，因为这种纺纱
方式仍然极具潜力。（TexData 有一篇关于喷气纺纱
的综合性文章,可参阅 2012 年第 9/10 期杂志内容)。
J26 是一款全自动、双面式喷气式纺纱机，配备了 200
个纺纱器和多达 6 个机器人，具备 500 m/分钟的引出
速度，可确保经济灵活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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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附件可确保 100% 涤纶纺纱，拥有较长的运行间
隔且无需手动清洁。其接纱准备系统凭借缩短的接纱
时间可支持高性能。其卷绕单元可确保最佳的卷装成
形，从而得到更高的包装重量。Rieter 完善的清纱器
Q10A 现在集成到了 J26 中。可提供所有标准清纱器功
能和特别监控通道。该机器的应用范围涵盖 100% 的涤
纶、精梳棉、纤维素纤维、微细旦和不同的混纺纤维
，包括纱支从 Ne 20 至 70 的人造纤维。

Rieter J26

Rieter 展品中的另一大亮点是其扩展的 SPIDERweb 纱
厂控制系统迈向使用“物联网”的重要一步。它为纺
纱厂老板实现对纺纱厂的优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工具
。
其售后事业群Rieter 战略中的一个重要部门展出了创
新配件和转换包以及售后服务优惠，这维持着 Rieter
系统的竞争力，涵盖了从对维护检查提供技术支持、
维修服务到客户培训的方方面面。此外，Rieter 售后
还利用 Rieter 的系统供应商专长提供了端到端的纱
厂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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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意大利的 Savio 突出了在卷绕领域的开拓性创
新，这已成为其当前的核心业务。该公司展出了重要
的新颖性，全部代表着具有重要技术内容的高端利基
产品。Eco PulsarS 是迈向自动卷绕的巨大突破，而
Savio 以其生态绿色优势命名。事实上，这款新机器
可提供高达 30% 的节能，并提升生产率高达 10%。这
让 Eco PulsarS 对节能、包括
房间空气调节以及改进的生产
性能等市场需求做出了回应。
另外，它还提供高质量的卷装
和最大的灵活性。所有新功能
和设计的结合营造了一个环境
，其中机器的每个部分都可以
在其最佳水平运行，不受任何
限制。纱锭和管纱送纱系统可
单独设置所需的吸力水平。吸
力可按需产生并在使用中没有
损失。其新型受控切丝系统、
纱线张力控制系统、废弃物收
集和分离系统以及升级的拼接
解决方案，均有利于减少生产
过程中的总体停机时间。
Savio Eco PulsarS

另一大创新是 Savio 提供的 Multicone 数字纱线分层
技术（无滚筒），适用于 Polar 系列产品。Polar 络
筒机在全球所有市场均极为畅销，并是 Savio 的绝对
最畅销产品。这款最先进的的机器在设计时始终牢记
我们的客户对于更高生产率、更低能源消耗、更低浪
费及生产出顶级质量的纱线卷装等方面的需求。其它
侧重点则偏向于实现机器的友好使用，
以及在几乎任何类型的工况下免维护使
用。所有的 Polar 机型（手动送纱、
自动独立送纱、自动连接）均代表着市
场上的最高技术水平：继机械型号的往
日成功后，出现了最新一代完全受控制
的电子型号，这已成为当今最先进的机
型。
Multicone 代表着实现灵活性、卷绕过
程中的轻松快速更换以准备所有格式的
恰当解决方案。用于染色、整经、引纬
、经编、倍捻的卷装要求在几何形状、
边缘形状和密度方面不同且灵活的卷装
成型。Polar 多筒系统代表着在卷装成
型中为实现这种灵活性所需的恰当解决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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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Savio 推出了 Multicone 和 Volufil的搭配。
“Volufil 技术”的稳固成功和对用于多元化面料应
用的不同纱线的需求要求开发出一些新的机器技术。
答案是 Volufil Multicone，它在一个单台机器上结
合了热处理和卷绕工艺。Savio 已经将这种技术工艺
延伸到了腈纶热定型纱线、特种纱线（绳绒）以及传
统 HB 腈纶纤维上，同时还融合了羊毛和弹性长丝。
新型卷绕系统“Multicone”可利用不同的横动卷取对
任何纱线类型和卷装格式实现最佳解决方案。这种多
筒系统可通过在电脑上进行简单设置实现量身定制，
用于不同终端用途的卷装。

至于生产率，CM7 可提供高达 600 尼普/分钟的机械速
度，同时产量达到 85 公斤/小时。而在效率方面，CM7
代表着能源消耗的降低以及落棉百分率的降低。
另外，Marzoli 还推出了其新款紧凑型设备。紧凑型
设备在纺纱厂中的使用日益增多：起源于其应用（如
更高的抗性、更低要求的捻度、更少的毛羽等）的积
极方面促进纱厂在日益增多的纱支种类（粗、中等、
薄和超薄纱支）和纱线（精梳、粗梳及合成纱线）上
应用紧凑型设备。

当然，Marzoli 也携众多创新和新机器亮相 ITMA。其
中之一便是其全新粗纱机：FT60 和 FT70 系列。它们
均依赖于多电机驱动系统和模块化设计，从而允许达
到 224 个纱锭。其完整的电子牵伸系统可确保最高程
度的灵活性：只需在触摸屏界面上插入新的牵伸参数
即可改变牵伸，无需进行机械修改。
另一大新颖性是具有自动棉卷拼接的 CM7 精梳机。这
款精梳机是周密研发活动的成果，并实现了在质量、
生产率和效率方面的最大效果。最大质量意味着这项
新技术代表着棉结和短纤维的大幅减少。结果是丝束
的完美均匀性。

Marzoli CM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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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zoli 在“工业 4.0”话题上带来的高度显著性是
给我们的一大惊喜。Marzoli 与微软一道共同展出了
MRM-Marzoli 远程维护解决方案的首款应用，安装于
意大利和土耳其的试验工厂中，其中集成了“智能
”组件并在线传输有用信息，从而提高工厂的效率并
进行预测性维护，以避免故障和停机。合作伙伴们意
欲在意大利推广工业 4.0。
在 ITMA 的新闻发布会期
间，微软意大利云和企业事
业部经理 Andrea Cardillo
解释道，“Cortana 分析套
件被设计成将数据转换为智
慧行动的平台：由 Camozzi
数字化专家利用微软工具巧
妙分析的遥感数据可以给客
户所有必要的指示，从而让
他们的工厂以最佳方式运营
USTER® TESTER 6
。”

我们的亮点是 USTER® TESTER 6整体测试中心的上市
。TESTER 6 代表着在这一知名工具系列中的突飞猛进
。它正在为均匀性测试设立新标准，运行时可带来比
以往更大的准确度和可靠性，测试速度达 800 米/分
钟。USTER® TESTER 6 中特别开发的传感器技术已被
验证为未来扩展功能。该系统通过利用针对特定材料
和每个纱厂特定条件定制
的 Product Consistency
Alert（产品一致性警报功
能）标记出潜在的问题，
使纱厂可以预防质量索赔
问题。精确的实验室测试
数据与来自对生产的 100%
在线监测信息的结合是
一个巨大的突破。USTER®
TESTER 6 合并了 USTER®
质量专家管理工具，从而
打造出崭新的整体测试中

Uster 推出了至少五款全新改进型质量控制系统，以
优化整个纺纱厂的盈利。其上市背后独特的 Uster 概
念是“以质量为本管理纺纱厂”。

心。纱厂可以量身建立其自己的质量网络，以分析和
优化绩效。每个新工具在连接至网络时均可扩展其可
能性，从而提供对诸如面料外观、抗起球性和织造性
能等的预测功能。整体测试中心还搭配了其第一手的
知识型支持：Q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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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助理是对 Uster 六十五年知识的恢复，为复杂的问
题提供清晰的答案，在快速响应的解决方案中指导纱
厂管理迈向其终极目标“以质量为本管理纺纱厂”。
新型传感器和复杂的图像分析是 USTER® JOSSI VISION
SHIELD 2 的核心。Uster 称之为对棉花杂质的终极
防御。该系统可利用对彩色和白色聚丙烯及其它合成
材料的一流检测技术，定位并清除最小的杂质微粒。
这个全新的效率推进器利用 USTER® JOSSI VISION
SHIELD 2 将纤维清洁转换为完整的废弃物管理。它的
工作原理是对清洁棉簇创建一个准确的“指纹”，并
对照这个“指纹”对检测结果进行匹配，从而确保实
际弹出的只有含杂质的棉花，即便是处理最稠密的棉
簇。
USTER® QUANTUM 3 周年版提供一些新功能，专注于增
强纺纱效率和改进面料。用于清纱的智能极限系统变
得更加智能化了，配备了对拼接分布效果的检查。这
些功能包括核心清纱，其中只要有核心组件缺失或没
有对齐，其独特的 USTER® 传感器就会检测到并切除
。其它重要的额外功能还包括颜色和渐变检测以及在
线毛羽测量。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WITH
AN ECO-GREEN
LEVERAGE

A QUANTUM LEAP FORWARD IN AUTOMATIC WINDING.
INTRODUCING AN ENTIRELY NEW CONCEPT WHICH REMOVES
THE EXISTING STRUCTURAL LIMITATIONS OF CONVENTIONAL
MACHINES.

ENERGY SAVINGS UP TO 30%
ENHANCED PRODUCTIVITY UP TO 10%

SAVIO MACCHINE TESSILI S.P.A.
33170 PORDENONE (Italy)
Via Udine, 105
www.saviospa.com

Sustainabl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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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TER® RINGDATA 的继承者全新 USTER® SENTINEL 对
整个环锭纺纱工艺提供全方位的优化。借助对影响断
头的所有参数的直观报告，USTER® SENTINEL 可完整
掌握环锭细纱机性能的详细情况。清晰的视图突出断
头的准确原因，从而促进快速轻松地解决问题。
总部设在瑞士的电子纱线横动系统发明者 SSM Schärer
Schweiter Mettler 携突破性技术亮相，延续他们引领
趋势的传统。SSM 展出了用于经济适用型卷绕和纱线
处理的全新解决方案。得益于新推出的 DIGICONE® 2
卷绕算法，染色卷装密度得以提高至多 20%，而无需
改变染色剂配方。他们在卷绕和并纱领域推出了六款
新产品，其中在假捻卷曲和空气变形领域的两款是首
次亮相。
对于全新 XENO- 平台（用于卷绕的 XENO-YW、-BW & FW 以及用于绕组的 XENO-YD，-BD & -FD）和配备单独
自动前置落纱机的 SSM GIUDICI TG2-AT & -FT 记录到
了强烈的兴趣。用于工业丝的 DURO-TW & -TD 以及用
于缝纫的 TK2-20 CT & KTE 也备受瞩目。SSM GIUDICI
携 NOVA-CS 利用欧洲 CCY 机器制造商各自困难的消失
，成为高端领域的小众领导者。

SSM Schärer Schweiter Mettler XENO-platform

除了展出的应用以外，SSM 还推出了用于染色卷装络
筒/倒筒和绕组的全新 X-系列（PSX-W/D、PWX-W 和将
于 2016 年 ITMA 亚洲展览会展出的 TWX-W/D)，以及
用于空气包覆、牵伸卷绕和纱线烧毛的知名机型。
SSM 告诉我们，他们对众多高质量的观展人士应接不
暇，并对开放项目或最新的 SSM 设备进行了许多有趣
的讨论。最后，在 ITMA 期间还敲定了若干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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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纺纱准备、纺纱、卷绕和捻线
除了销售新机器以外，售后服务业务、以及由此导
致的零部件业务凸显出更大的重要性。咨询机构麦
肯锡在一份研究“Zukunftsperspektive
deutscher
Maschinenbau”（《德国机器制造业的未来展望》）
中推荐道，更大的关注点应当聚焦于这个业务领域，
因为它是潜力之所在。其中一条建议指出，尽管纺织
机械行业中售后服务领域早就表现出了比其它领域更
大的重要性，其扩张的空间相当可观。我们主观上认
为，该业务仅仅是由少数几家机器制造商配合强势市
场战略所推动，即便它对整个纺织业的盈利能力非常
重要。
同样重要的是，低工资国家中生产领域里的一大群第
三方提供商已在过去 20 年获取了相当可观的市场份
额。
然而，纺织业似乎正在普遍意识到，短期的价格优势
对性能和耐久性可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产品质量、较
短的维护间隔和更频繁地停机从长期来看并不划算。
如果这种态度转变获得吸引力，则纺织机械行业将对
自己重新投资，同时其在这项业务中的收入份额将大
幅提高。纺织业同样得到了好处。

原厂零部件不仅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均提供更好的产品
，而且更高的生产率可为机械厂商的投资带来更大保
护。一个稳健的供应商始终是一个更好的合作伙伴。
此外，纺织品企业可再次间接盈利，因为设备制造商
将其从零部件业务中获得的一部分回报投资于新设备
的研发，而第三方提供商却从投资预算中剔除创新。
这也是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些都是更仔细观察零部件供应商的好理由。纺纱领
域中一家通过自有品牌驱动强劲的零部件销售的企业
是瑞士公司 Rieter，它正寄望扩张此业务。
2014 年 10 月 30 日，Rieter 宣布其接下来三年的优
先事项将是进一步巩固其创新能力，并扩张其提供的
产品和服务，特别是在零部件方面。
Rieter 零部件公司即 Bräcker、Graf、Novibra 和
Suessen 等强势品牌公司，他们正在形成一个针对所
有纺纱技术的全球零部件提供商。
用于环锭纺纱机的关键零部件专家 Bräcker 在 ITMA
展会上推出了若干创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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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LET+ 钢丝圈和 BERKOL® 精磨机，搭载集成式
Berkolizing 单元（紫外线处理），用于自动研磨环
锭、粗纱和喷气纺纱机的上罗拉。此外还包括 TITAN
和 ORBIT 纺纱钢领、PYRIT 和 ZIRKON 钢丝圈、成
本节约型维修工具以及 BERKOL® 的知名胶辊和胶圈系
列。Bräcker 在这个场合上庆祝了其 180 周年庆典。
Bräcker 总经理 Daniel Link 先生的致辞成为其展位
上的仪式亮点，他在致辞中强调了其产品的成功和公
司的辉煌历史。用于盖板式梳理机和罗拉梳理机的领
先服装制造商 Graf 推出了 HiTop 盖板，

锭子技术的领先企业 Novibra 推出了 LENA（低能耗和
吸音）高速纱锭、夹持裁剪之王 CROCOdoff 以及用于
粗支纱的 CROCOdoff-Forte。最初成立于 1920 年的
Spindelfabrik Suessen 提供实现生产高质量纱线的
创新纺纱系统。Suessen 推出了 EliTe®CompactSet 高
级版，这是一种紧凑型纺纱系统，具有各种新功能和
用于转杯纺纱机（例如全新 TwistTrap-Navel 和 PS7
TwinDisc）的新型高级部件。

Novibra LENA

Bräcker TI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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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部件业务中处于优势地位并拥有出色产品组合的
另一家公司是 Saurer 集团。Saurer Components 代表
着 Daytex、Fibrevison、Heberlein 和人造纤维领域
的 Temco 以及人造短纤维领域的 Accotex 和 Texparts
等品牌。这些公司全部展出了最新发展。
Saurer Components Accotex 发布了其全新 AccoSmart
三明治胶辊，既可以提高纱线的质量，也可以延长胶
辊的服务年限。这种新型三明治胶辊是基于一种全新
的革命性技术平台，它结合了一个非常柔软的弹性层
和一个更硬的弹性体层，从而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Saurer Components Heberlein 推出了三款新型交缠喷
气机，对其性能的提升以及能源和最终成本的节约颇
为得意。PolyJet SP-2 HP 为长丝纺丝提供交缠喷气，
并为生产更精致的细旦（<50 den）提供额外的喷气插
入，具有 0.9 气孔（就交缠而言实现较高性能）、更
少的毛丝并减少了空气消耗。它还被优化用于线密度
不足 2.5 dpf 的超细纤维，以更低的压力运行，并具
有改造选项，可以更换现有 SP-2 外壳上的喷包。
WarpJet 提供省时的穿线和个性化的高能效交缠，得
益于更高的运行速度、更低的空气消耗和更高的尼普
数，可实现性能提升 10% 至 50%。其模块化设计可
实现在成本最优或高端性能解决方案之间做出选择。

Heberlein 的全系列喷气机将根据纱线大小和所需的
性能运行于 WarpJet 上，同时 32 头的喷包插入可轻
松安装和释放，以实现简易维护。KF Jet Insert 可
为假捻卷曲变形提供无结喷气交缠，并保证面料上不
会出现诸如针孔、泪滴或条纹等瑕疵。较之于无交缠
纱线，它实现褪卷速度提高 15% 至 30%，且较之于柔
性交缠纱线更加节约空气。Saurer Components Temco
VR50300-00-HS 分丝辊可以完全替代空气轴承分离器
，可大幅节省压缩空气，而包覆纱锭 USU 可提供广
泛的应用范围，实现通用性和最佳的纱线质量。全新
USU 纱锭可提供直径 3 至 9 毫米的纱锭孔，且现在允
许安装在直径 42 毫米的纱锭导轨孔中。它也可以安装
于拥有 50 毫米直径安装孔的悬吊托架中。

Saurer Components Temco VR50300-00-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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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rer Texparts 展出了 PK 2600 系列，它们可安装
于几乎所有机型上，因此纺纱厂可运用其完善的加重
臂的所有功能，从而大幅提升纱线质量。而市场上常
见的紧凑型系统知名供应商可改造成其完善的加重臂
PK 2630 SE 和 PK 2630 SEH。另外，Texparts 还展出
了他们的纺纱钢领和带涂层的钢丝圈，为纺纱提供出
色而独特的钢领和钢丝圈系统。Saurer Fibrevision
推出了 Fraytec FV2 和 FV2 Plus 用于毛丝监测，同时
推出了 Fraycam 2 用于对毛丝进行图像采集。Fraytec
FV2 对现有 FV 传感器进行了一系列改进，并大幅提升
了早期版本的 Fraytec 系统。除了双面布和细旦变异
测量以外，Fraytec FV2 Plus 还进一步提供了更多高
级功能，包括对毛丝和粗纺尺寸的特性描述。

零部件第三方供应商中的一个例外是德国的
Reiners+Fürst。该公司是一家具有悠久传统的纺纱行
业零部件提供商，并代表着卓越品质的钢领和钢丝圈
。Reiners+Fürst 极其强调研发，并在钢领和钢丝圈
组合领域拥有众多国际专利，证明了其技术的效率。
R+F 展出了下一代镀铬涡轮增压钢领和一系列钢领钢
丝圈，并报告这次展会是 R+F 70 年历史中最成功的一
次展会。R+F 耀眼的展位上吸引了创纪录的 450 多名
观展人士。

Saurer Fibrevision Fraycam

Reiners+Fürst TUR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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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造准备机和织布机（第 4 章）
织机在生产率、效率、灵活性和使用范围等方面的创
新同样受到了关切。直接驱动及其优势仍然是一个大
主题。这包括通过传感器和计算机化实现的监视、监
管和优化。自动化也是大势所趋，尤其是在织前准备
领域中。引人注目的是，经过 200 多年后，在提花机
机织物领域中仍然出现了众多改进和创新。同样引人
注目的是，两家市场领先企业展出了用于生产厚绒布
织物的新机器。许多创新是基于产业用纺织品所提供
的应用的要求和扩张。
德国的 Lindauer DORNIER 再次展出了该公司对于可
持续性的座右铭“绿色机器”。这个座右铭结合了绿
色机器和它们的能源效率以及 Dornier 织机上生产出
来的纺织品应用。对于 Dornier 的首席执行官和老板
Peter D. Dornier 来说，其生产的应用是对纺织业最
重要的贡献，特别是 Dornier 实现一个更加可持续的
未来。例如，过滤器等应用可提供清洁空气和水，实
现更好的环境。DORNIER 展出的机器中的绝对亮点是
其全新剑杆织机 P2，它被置于展位中央，并吸引了所
有从事织造事业的同仁。

这款机器是著名的 P1 的后续机型，生产一种超重设计
的高密度滤布，它具有 320 cm 的标称幅宽和两个经轴
。这种类型的面料要达到这一幅宽，迄今为止仅能通
过特种机器生产出来。
这种极高的密度是通过一种特别开发的布料收卷、填
充密度绝对的一致性以及重达 5 吨的筘冲击力实现的
。如此高的筘冲击力要求调节经纱张力，使送经和布
料收卷的张力为一个恒定值。为了掌握这一经纱张力
，DORNIER SyncroDrive® 及其稳定的速度对于经线开
口至关重要。在整个经线开口运动中的负载峰值降至
最低。
并且所生产的一致的面料始终拥有相同的每平方厘米
目数。除了密度以外，这还是一种高质量滤布的另一
大要求。新型剑杆织机 P2 为织造厂提供了众多新的
应用领域以及打开新市场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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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auer DORNIER P2

另外，DORNIER
还展示了其最新版本的喷气式织机
A1，从全球领先纺织厂制作的精纺毛纱中生产一种西
服面料。众所周知，利用最优质的毛纱以很高的生产
率织造出一种高质量面料是一项重大挑战。凭借其柔
和的引纬与自动引纬中断修复的结合，Dornier 喷气
式织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挑战。同时，DORNIER 得以
使其生产率和品质更上一层楼。
如今，喷气式织机 A1 在工业应用中以超过 1,000 纬
纱/分钟的速度运行着。其新开发的喷嘴概念可轻柔地
加速填芯，因此可以更顺畅地引入敏感的纱线。

另外还展出了一台 P1，它正在生产用于精制女装外套
的非常出色的面料。这种面料的特性在于它是用 16 种
纬纱颜色和不同材料以高达每分钟 600 纬纱的速度织
造出来的。织造如此多面的混纺面料的基础在于久经
验证的 DORNIER 引纬搭配积极控制的中央传送，从而
确保精确可靠地引入不同的纬纱和零部件，例如用来
制作镶边的 Dornier MotoLeno® 或在梭口用于精确剑
杆导向的 DORNIER AirGuide®。
另有一台最新版本的 P1 正在从不同材料生产精致的
功能性面料，例如用于办公椅的内饰面料。在引纬中
使用了单纤维丝和不同的绒纱。面料的颜色可根据客
户的意愿做出单独选择。这种挑战性的高质量弹性材
料只能使用非常精确的经纱调节才能织造出来。
此外，DORNIER 还在 Stäubli 的展位上展出了一台提
花机版本的喷气式织机 A1，并在 Bonas 展位上展出了
一台剑杆织机 P1，同时展示了直接安装的提花机。
Itema 集团的大型展位人满为患，时有爆棚危险。当
我们正在参观的时候，两个大型玻璃容器里的名片装
得满满的，同时喜气洋洋的销售人员正在向感兴趣的
观展人士讲解所有设备的最新特性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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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a 集团的首席执行官 Carlo Rogora 先生在一场独
家新闻发布会上告诉我们道，过去两年的成功是立足
于转变中的企业文化。所有员工均受到挑战，以找到
可以改善公司、流程和机器的解决方案并参与其中。
Itema 完全聚焦于研发上，并意欲打造顶级设备，且
随后正在落实当中。客户对此非常重视，并对 Itema
建立起了极大的信心。
Itema 推出了其顶级喷气式机型 A9500p，配备了新型
创新功能：双串喷嘴，它可确保增强的机器效率和出
色的面料品质。事实上，双串喷嘴利用一个更低的气
压，可保证推力在纬纱上的完美分布，从而带来双重
好处：纱线上更低的压力可实现顶级面料质量，同时
，能够以更低的压力进行织造可确保节能。
从剑杆插入技术这方面来看，ITMA 米兰展是正式发布
全新 Itema R9500 的恰当舞台。诞生于最初的剑杆式
R9500 织布机世家并注定会更好、更智能且更快地运
行，R9500p 通过搭配独有的技术特性和全新的创新，
完美融合了终极通用性和生产率，这在一个变幻莫测
的市场上共同满足并超出了客户最苛刻的要求。

另外，Itema 还向广大观众展示了全新 R9500terry。
用于厚绒布织造的这款全新明星产品于 2015 年 9 月
首次推出。Itema 作为最重要的剑杆式厚绒布织布机
制造商，继承了 Sulzer 和 Vamatex 品牌在这个应
用领域辉煌的历史传统。除了这一光辉传统以外，让
R9500terry
成为一款脱颖而出的厚绒布织机的是其
坚固的结构和来自 Itema 的绝对最畅销产品剑杆式
R9500 的部件，以及由广泛而周密研发工作带来的出
众的纺织品效果。
一个获奖的创新设备三部曲保证了无与伦比的纺织品
质量：新型正向绒头后梁辊、绒头形成单元和新型地
面后梁辊。
在 11 月 19 日展会闭幕那天，Itema 集团首席执行
官 Carlo Rogora 总结道：“考虑到纺织业在某些市场
的当前形势，我们对于这些结果颇感惊喜。ITMA 2015
尤为令人满意，不论是就展会的组织和后勤而言，还
是就高水平客户的出席而言。
首先，我们与来自印度和土耳其市场的客户建立了联
系并赢得了订单，这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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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anol
在一个宽敞的展区携一个全新的展位概念
亮相，并展出了形形色色的新型喷气式和剑杆织机。
他们总计展出了十款织机，织造着包括从衬衫衣料、
牛仔布、厚绒布、汽车面料，一直到工业织物的各种
面料。这个巨大展位的中央陈列着一台配备新功能的
OMNIplus Summum 喷气织机。

Itema R9500p

2015
年，Picanol
公司通过在全球发布其全新
OptiMax-i 和 TerryMax-i 机型庆祝其制造剑杆织机
40 年。新款 OptiMax-i 织机的特性包括高达 750 rpm
的极高行业速度、提升的性能、坚硬的结构、新型应
用、智能化能源效率、改进的人体工学和用户友好性
。OptiMax-i 可提供从 190 到 540 厘米的筘幅。其剑
头导向积极传动系统是为专用工业织物而开发的。得
益于其革命性的自由飞行积极剑头传动系统，织造厂

现在能够结合并自由搭配最具挑战性的纬纱。为了响
应在通用性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除此之外，所开发
的其它功能还包括电子纬纱张力器（EFT）、SmartEye
纬纱检测器以及 SmartCut 纬纱剪刀。
全新 TerryMax-i（剑杆式）基于与 OptiMax-i 相同的
高性能织造技术，并完全可以帮助成长进入顶级厚绒
布市场。Picanol 表示它正在保证最佳的面料质量，
且其能源消耗处于一流水平。独特的绒头形成的稳定
性可保证面料质量。布料运动由后梁（专利型）运动
同步驱动，同时从两侧由一个无扭转轴直接驱动，而
无需机械设置或额外的变速器（专利型）。超轻型套
准调节辊与坚固的结构一起共同确保顺利形成绒头，
并具有完全均匀的绒毛高度（专利型）。织物形成和
卷取之间的最小距离以及恒定的纱线张力可进一步确
保面料质量。绒毛高度监测可连续对机织物绒毛高度
提供反馈。张力会在停顿时自动释放，并在开始时自
动重新张紧到所需的张力，从而确保正确的绒毛高度
，即便在停顿后。
Sumo 油冷式主电机直接驱动织机，无需皮带或离合器
和刹车。Sumo 高能效电机结合用于主轴和经线开口运
动的直接驱动（专利型）导致与传统的离合器和刹车
配置相比省电超过 10%。因为 Sumo 电机在织造厂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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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热量更少，用于空调的能源成本也降低了。全新
TerryMax-i（剑杆式）和全新 TERRYplus Summum（喷
气式）织机使 Picanol 成为市场上能够兼提供喷气式
和剑杆式厚绒布织机的唯一供应商。

上，一直到织造轻质地毯和哥白林挂毯的直接装在织
布机上的 18500 钩的。搭载“智能驱动”技术、没有
万向轴的机型是绝对的亮点。另外就是以 900 rpm 的
速度运行的厚绒布织布机。

另外，一台带提花机的 Picanol OptiMax-i 织机在
Bonas 展位亮相，同时，一台 OMNIplus Summum 在
Stäubli 展位上亮相。

对于工业用布应用领域，Van de Wiele 展出了一款在
VANDEWIELE VSi42 上用 3D 工业织物生产的自动驾驶
电动汽车尾门。对于这种类型的 VSi，其中的“V”代
表“通用型（versatile）”，而不是“天鹅绒（
velvet）”。VSi42 配备了来自地毯织造的完善的伺
服电机技术。凭借用于综片移动、提花机驱动、裁剪
运动、纬纱校准和主驱动装置的伺服电机，一台具有
灵活的质量改变和高产出的完整电子机器成为了 Van
de Wiele 用于生产工业用布的解决方案。
另外，地毯织造市场的这个领导者还展示了一系列全
新的地毯设计。可以检查成百上千的地毯。

Picanol TerryMax-i

Van de Wiele 是提供完整的地毯和天鹅绒解决方案的
唯一公司，拥有用于纱线生产、织造、裁绒和定型的
机器。该公司几乎携其所有活动领域的最新发展亮相
。映入观展人士眼帘的有四款提花机，包括从用于厚
绒布的 5000 钩到用于高密度和时尚品的 16128 钩以

Stäubli 总共展出了 13 款新奇产品，它们全部提供
更大的优势并符合市场的需求与期望。数千名观展人
士对这些高性能的新产品表现出强烈的兴趣。Stäubli
的国际团队欣喜地接待了众多客户和其他感兴趣的人
士，他们证实了 Stäubli 的战略很好地满足了市场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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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äubli 在展会上签署了众多业务协议，同时继这次
成功展会之后，Stäubli 正在以强烈的乐观态度展望
2016 年。
Stäubli
再次扩充了其织前准备系列解决方案，因
为出众的性能始终是基于良好的制备。展会上成功推
出的 SAFIR S60 自动穿经机可提供最高水平的效率
和生产率。饶有兴趣的观展人士观看了它的运行，并
对其可靠的自动光学纱线和颜色检测功能尤为惊叹。
牛仔布织造厂尤为感兴趣的是配有移动穿经车的新型
SAFIR S40 自动穿经系统。它是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全
息图中极富创意地展出的，显示了系统的详情并展示
了牛仔布盖着的马特洪峰。
从展位的一个高架台上，观展人士可以完美观看全新
SX、LX 和 LXL 提花机搭配 Stäubli 提花机通丝和综
片的运行情况。其安装的高性能织机生产出了 OPW（
整体编织）安全气囊和非洲花缎等精制应用，通过其
提花机织机与 Stäubli 提花机配件的结合，凸显了
Stäubli 对织造厂系统的深刻理解。这种非洲花缎是
在一种装备了特种通丝的 SX Jacquard 提花机上高速
生产的，它拥有 12,696 条通丝，并结合了一台以大约
每分钟 950 次引纬的喷气式织机。

Stäubli SX

该织机和提花机均是由单独的电子同步驱动操作，这
也是这种配置的一个特殊功能。其展位的大部分专门
划给了新发布的 ALPHA 500 创新地毯织造系统，它拥
有一个织工站立通道。它备受瞩目，特别是由于它处
于运行之中，正在织造最多样性和创新的地毯。
另一大亮点是 Stäubli 产品品牌 Schönherr 地毯系统
展出的全球首发：用于织造具有奇特设计的单色地毯
的魔幻阴影效果（正在申请专利）。
Stäubli 产品区 DEIMO 针织解决方案向针织行业推出
了一款世界新奇产品，令人啧啧称奇：D4S 全自动袜
头缝合设备。它被直接安装在针织机上，允许飞速上
传袜子并确保很短的停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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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造事业部还在 ITMA 展会期间宣布了其它好消息。就
在展会开幕前三天，意大利的 SantexRimar 集团（全
球知名的定型机市场领导者，旗下品牌包括 Cavitec、
Santex 和 Sperotto Rimar 等）宣布其正着手并购意
大利织机公司 Smit。该公司自 60 年代以来一直是知
名的织机厂商，而在 2015 年，其在全球安装的数千
台设备遭遇付款困境，因此其未来面临着不确定性。
Smit 希望并能够通过参加 ITMA 展会显示该公司拥有
未来。
SANTEX RIMAR 集团总裁 Ferdinando Businaro 表示：
“SMIT 纺织品深深扎根在我们地区并拥有悠久的传统
。如此的技术专业知识和最近的危机推动的敬业的人
力资本注定要继续增长。我坚信重振旗鼓的企业有必
要叩开新的机遇之门并在意大利和其它国家创造振兴
经济的条件”。
来自瑞士的 CREALET 推出了广泛的创新解决方案组合
，例如经纱喂入、窄幅和阔幅织机以及经编机。展会
期间，前来获取有关最新产品和服务信息的客人络绎
不绝。观展人士和媒体都尤其感兴趣的是创新型 CS2
布边送经以及窄幅织机从机械到电子送经的转换。
这些新技术使用一种新型独立控制选项取代了传统系
统。

依托这些新的创新，用户获得了更大的灵活性，并可
更高效地优化他们的织造流程。

编织机（第 5 章）
让我们来看看经编及其经编针织、拉舍尔经编、圆筒
形针织和针织横机等单独领域。这个领域的主题也类
似，即更大的生产率、改进的设备能源效率以及对材
料的更好利用并因此减少废弃物。机器制造商也将注
意力大量集中于增加灵活性和更广泛的使用范围，这
意味着新型和改进的工艺、纺织品应用范围的增加以
及实现新的应用。
针织领域的一大亮点是 KARL MAYER 的展品。这家机
器制造商展示了 9 款开创性的机器以及纺织品和服
务领域的 9 项新发展。除了大量观展人士以外，KARL
MAYER 的代表们还对他们进行的高质量讨论印象深刻
。在讨论中，客人们针对技术和终端使用问出了许多
具体的问题。展会上规划了一系列涉及到首次合作或
续约的项目，并签订了一些销售合同。
KARL MAYER 推出了其全新双梳栉经编机 HKS 2-SE，
展现了一大批创新：一种新颖的机器设计、作为全新
自动化平台的 KAMCOS® 2、利用新型摄像头系统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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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功能，以及配备了低能耗选项（LEO)，这对于实
现更大可持续性尤为引人注目。LEO 是基于驱动技术
、油粘度、抗热型机器零部件和运行温度之间更好的
相互作用，同时与传统的类似型号相比，将能源消耗
降低高达 10%。这种新型机器设计通过减少碳排放足
迹降低了成本并提高了生产的可持续性。HKS 2-SE 是
一款用于生产弹力面料的高速机器，并进行了对一种
弹性运动装面料的编织展示。KARL MAYER 表示，HKS
2-SE 是他们迄今生产出来的用于弹性面料的最佳经编
机。该机器可提供 3302 mm 的工作宽度，并可生产
E32、E36 和 E40 隔距。

另一大亮点是拥有最高生产率和最大灵活性的 HKS 4-M
EL特别是结合 KARL MAYER 用于高效制造带图案截面梁
的 DS OPTO-EC 时。HKS 4-M EL 是对带 N 型驱动的
四梳栉高速经编机的补充，它早已在 2015 年上海国际
纺织工业展览会上面向广大观众展出。EL 版本的速度
与带 N 驱动的型号相同，已有所提升，因此它比其前
辈机型快 25%；同时它也提供通常的高灵活性水平。
EL 配置可通过在机器的显示单元上输入数据，实现非
常快速轻松地更换图案。通过这种方式，该机器甚至
可以高效进行小批量处理，并可缩短开发新式创新面
料所需的时间。另外，由于 2 英寸的横移路径，EL 的
特性开启了全新的设计可能性和几乎无限的重复长度
。但是这款新机器不会占据任何绒毛选项，因为它是
很少选用的类型之一。配备绒毛机构的版本 HKS 4-M P
将继续被纳入这个系列。
图片: KARL MAYER HKS 2-SE
在这个机器展会上，HKS 4-M EL 生产了一款宽度为
180 英寸的外套面料，同时隔距为 E28，而运行速
度为 2,100 min-1，并且尽管其速度很快，运行精度
却很高。在最大速度时，下层叠覆的横移运动在仅仅
6.3 毫秒内精确执行。另外，这款新机器广泛的图案
潜力（EL 功能带来的）非常引人瞩目。

KARL MAYER HKS 2-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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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蕾丝领域，KARL MAYER 推出了新型 TL 79/1/36
FASHION。它是为生产拥有浮雕般图案的高端蕾丝用品
而设计的，尤其受到高端领域蕾丝制造商的瞩目，MLF
46/24 高生产率机型吸引了大量制造商的注意力。
超宽幅 MULTI-MATIC® 是 KARL MAYER 经纱制备事业部
的展品之一，吸引了大量关注。全新 MM 128/3.600 具
有 3,600 mm 的工作幅宽，比起处理相同纱线数量的前
辈机型长 1,350 mm。另一大亮点是 VSB 浆槽，外观和
功能都很好。PRO SIZE® 浆纱机的关键元素在处理效率
和质量方面带来了众多优势。
在分条整经机领域，KARL MAYER 以 PRO WARP®（一款
极为灵活的机器）的形式展示了对概念和设计的一项
研究。这款新机器结合了 OPT-O-MATIC 和 ERGOTEC 的
“顶尖”技术。这款标准机器是一款很好的全能型机
器，但是可以进行扩展，以打造成适合特定客户需求
的专家机器。KARL MAYER 还为牛仔布领域展示了一套
创新系统：一个搭载 Double Vario 技术的染浴，作为
PRODYE 牛仔布染色机的关键组件。
工业用布事业部展示了一款新机型，拥有 KARL MAYER
的现代企业设计风格：WEFTTRONIC® HKS。

下一代 HKS MSUS 在展会期间以 1,500 min-1 的速度
运行，并配备了一个 E40 针规，对于工业用布领域来
说属于新鲜事物。该机器在处理一种 33 分特的纱支，
用来生产一种衬料，比以往生产的任何衬料都更轻且
更具灵活性。除了其产品指令以外，WEFTTRONIC® HKS
安静、准确的运行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除了其技术新发展以外，KARL MAYER 也展示了一些先
驱型在线系统，其设计旨在简化客户的生活。例如，
KARL MAYER 的全新 CONNECT 应用程序为制造商提供一
个快速发送服务请求的链接，而客户可以获享与制造
商完美高效的沟通。这款应用配备了二维码功能。它
可通过手机或平板电脑在机器的操作员界面扫描识别
，并显示重要的机器数据。
KARL MAYER 还为获取配件提供更多支持通过配件网
络店铺平台和 KARL MAYER CHECK PARTS 应用。大约
1,500 种用于当前所有经编机的易损件可直接从这个
网络店铺在线订购，只需点击鼠标。对于其它配件，
该网络店铺通过在线访问 2006 年以后机型的电子配
件目录，提供一个易用的请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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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z-Beckert
在展会上打出的口号是“生活在一个
纺织品世界”，同时在 1400 平方米的展位上，该公
司向观展人士展示了它是如何看待并设计纺织品世界
的。来自全球的超过 1 万名观展人士趁机获得了对
Groz-Beckert 世界的洞察。展位上尤其倍受观展人士
瞩目的是新的梳理产品部门，其用于梳理的产品和服
务是对 Groz-Beckert 纺织品专长的补充。
企业公关总监 Birte Kleefisch 女士向我们表示，该
公司在 ITMA 前就曾自问道，Groz-Beckert 产品的特
性和优势可以如何以最生动的方式在展位上展示出来
？在 ITMA 展会上给出的答案令人印象深刻：通过现
场演示它们的运行情况在与原始机器几乎相同尺寸的
透明机器上。该公司首次展出了其全系列的丙烯酸玻
璃展品。在每个产品部门，丙烯酸纤维纺织机械生动
展示了 Groz-Beckert 产品的具体好处和相互作用同
时这激发了很多有趣的对话。

Groz-Beckert litespeed® +

针织部门接待了众多来自亚洲的客人。新一代
litespeed® 和 litespeed®+ 织针尤其备受瞩目。它
们的好处在相应的展品上生动体现出来：litespeed®+
实现节能高达 20%。

再创辉煌：仅通过在机器上使用一种特制织针便实现
节能 20%！这不仅令人印象深刻，而且轰动一时。同
时，这也是这个全球市场领袖在专业技术方面领先优
势的生动体现。
在织造领域，除了由丙烯酸玻璃制成的织布机和新型
提花机综片以外，对改进的 litespeed® 碳纤维制轴
也出现强劲需求其外部完全取材于碳纤维，赋予其很
高的弯曲强度。这种特制综片 TWINtec 曾在 ITMA
2015 展会上首次展出，具有一个低磨耗的陶瓷导纱眼
，在丝线上尤为柔滑。技术织造部门接待了众多观展
人士，格外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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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针部门利用一台“针刺机”吸引了观展人士的兴趣
，展出了用于过滤介质的针刺解决方案并发布了匹配
的样品。大多数观展人士来自欧洲，但是来自美国的
客人也出奇地多。
裁绒部门的产品系列也通过动画的方式，结合由丙烯
酸玻璃制成的棉簇系统生动地展示出来了。其主要聚
焦点在于高级隔距部件系统，由簇绒针、弯针、筘夹
爪和簇绒刀组成。
梳理是该公司最新的“成长领域”，它的首次展会亮
相即吸引了大量关注，并携两款丙烯酸玻璃展品展出
了其产品系列。功能和外观都很奇特的梳理机和针布
是展位上的绝对亮点且吸引的众多观展人士并不仅仅
是来自纺纱和非织造布领域。
在缝纫领域，其聚焦点是五星级服务概念
“Sewing5”及其在线客户门户。此外，各种动画演示
了不同的针步形成技术和相应的织针。
圆筒形针织领域的亮点是 Mayer & Cie 的 spinit 系
统。该公司早在 2011 年就已于巴塞罗那的 ITMA 展
会上推出了其原型，四年后，这个圆筒形针织领域
的市场领跑者得以展出其准备上市的机型，取名为
spinitsystems®。

这项技术是一个三合一的概念，可带来众多好处，同
时结合了纺纱、清洁和针织三个处理阶段。从此便不
再需要倒筒了（之前是一个必要的步骤）。
Spinit 3.0 E 则是配备这项新技术的首款机型。在
这款机器上，单面针织品并非由纱线制造而来，而是
直接由纺纱厂的粗纱制造出来。因此，这款机器的技
术是以完全不同于传统圆筒形针织技术切入的。凭借
spinitsystems® 技术，所谓的粗纱机翼锭从传统粗纱
筒子中取出来并提供一种电子控制的传统三上三下的
罗拉牵伸系统，在那里被拉成一种细纤维束。双喷嘴
假捻卷曲纺纱器随后接管，将纤维束喂入针织单元，
在那里它在导纱器上被分解为一种无卷曲的复合纤维
。进行清洁后，这种复合纤维通过一个传统的圆筒形
针织工序，使用经反复验证的相关技术形成圆圈，同
时织物表面成形。
若干工序的结合当然为用户带来一系列的优势，显然
节省了资本投入和空间，这导致大幅缩减生产成本。
并且不止如此。Mayer & Cie 表示，Spinit 3.0 E 通
过制造单面针织物时比传统制造工序节能三分之一，
出色地满足了当今的可持续性要求。同时，他们对高
质量针织品的赞扬滔滔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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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因为 spinitsystems® 可将粗纱直接处理成为针织
品，并柔和地将纤维编织成没有卷曲的圆圈。
ITMA 的一个绝对亮点当属 Spinit 3.0 E，基于其技术
能力和当前准备好上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并不
涉及个别机器的改进，而是大幅缩短了一个多阶段的
过程。市场是否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一进步，让我们拭
目以待。所有进步均支持积极的结果。
Mayer & Cie 在米兰预定了三款试用系列的订单。预计
从 2017 年开始实现量产。
除了 Spinit 3.0 E 以外，这个家族企业还在经典圆筒
形针织领域展出了四项创新。Relanit 3.2 HS 是一款
用于弹性体镀层的单面针织物设备，它运用了 Mayer
& Cie 开发的经反复验证的相关技术，并展示了其最
先进和高能效的圆筒形针织技术。它比传统圆筒针织
机可节省高达 30% 的能源。同时，Relanit 3.2 HS
带来最高的生产率，还显著提升了工艺可靠性。后者
也适用于同样在展会上亮相的彩横条针织机 Relanit
3.2 R。该机型同属于 Relanit 产品家族，并拥有一种
经改进的导纱器，可实现完美喂纱。
一种高性能双面布机器也惊艳亮相。D4-2.2 II 的长处
就在于其峰值生产率。凭借每英寸 4.4 组的配置，它
每天可生产多达 400 kg 纤维。它们延续了其制造床单

Mayer & Cie Spinit 3.0 E

的机器的热门度，并在双面平纹布部门进一步发展为
OVJA 1.6 EM HS。该型号对于所有图案和重量可凭借每
英寸 1.6 组 实现最大的灵活性。
“我们对本年度的 ITMA 展会极为满意，”Benjamin
Mayer 对展会如此总结道。“首先，我们的全新纺纱
和经编技术 spinitsystems® 以及首款运用该技术的
机器 Spinit 3.0 E 受到热烈反响。我们在 ITMA 展出
的其它四款机型也显然恰好体现了时代精神。”
凭借最新的技术和最近的 Capsule 系列，Stoll 公
司展出了经编技术的各种可能性。除了当前产品系列
的若干参展机型以外，还推出了一些全新的型号，包
括正在成长的超灵活 CMS ADF 的升级版。ADF 指的是
Autarkic Direct Feed（自给自足直接喂入）技术，
它于 2012 年由 Stoll 在 ITMA 亚洲展览会上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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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arkic 来源于德语单词 autark，是独立的意思，指
的是单独受控制的喂纱器。这些喂纱器独立于滑架，
并可在水平或垂直方向移动。得益于这种创新纱嘴技
术和各种针织技术，该机型可创造出几乎无限可能的
图案和色彩组合。在 ITMA 展会上，Stoll 展出了最新
一代的 ADF 机型，它们扩展了图案的可能性。纱嘴独
立于滑架移动，并在其水平和垂直位置设置为程序控
制。这使甚至更多的针织技术得以实现，如 Inverse
Plating、Intarsia Plating、Selective Plating、
Stoll-ikat plating®、Stoll- weave-in® 等。具
有高能效的伺服电机和伺服放大器被运用于这些纱嘴
。VDMA（德国机械制造商协会）的可持续性行动倡议
“蓝色能力”被视为趋势的引领者。
除了配备 32 个纱嘴的 CMS ADF 32 型号和 16 个纱嘴
导轨（每个导轨配备两个纱嘴）以外，Stoll 还推出
了一个轻量级版本：配备 16 个纱嘴的 CMS ADF 16，
具有完全一致的功能。
Stoll 展出了该系列的顶级型号：CMS ADF 32 WB 和
CMS ADF 16 WB。W 指的是 Weave-in 设备，而 B 指的
是胶带织物落纱系统。

其它亮相的机型还包括 CMS 202 HP B、CMS 530 HP 和
CMS 502 HP+ 多针距、CMS 520 C+ 多针距以及 CMS 822
HP。借助 CMS 822 HP，针织厂可在串联模式下同时编
织两块全成形面料，幅宽达到 2 x 42 英寸/2 x 107
厘米。耦合的滑架可实现高达 84 英寸/213 厘米的出
色工作幅宽，因此形成 XXL 的超大尺寸。如有必要，
该机器可转换为 CMS 822 HP 多针距或 CMS 822 HP 织
可穿配置。
Stoll 针织横机也为工业用布领域带来各种可能性，
工业用布应用部门销售经理 Martin Legler 告诉我们
道。复杂而困难的形状、高低纱管尺寸甚至是单独、
个性化设计的产品可以实现量产。独特而强大的针织
横机技术实现了对不同针织技术、材料和形式的完美
结合。形形色色的不同应用得以开发出来，并实现卓
越的效率。一些应用范例包括用作罩子或悬挂面料的
3D 结构、间隔织物、拥有机织物外观或结构效果的针
织物。
前往 SHIMA SEIKI 展位的观展人士可以观看到在
WHOLEGARMENT® 经编技术中二十年持续研发和精益求
精的合辑。在 1995 年的 ITMA 展会上，SHIMA SEIKI
推出了世界上首台 WHOLEGARMENT® 针织机。它能够完
整地生产出无缝的服装，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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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ll Spinit CMS ADF 32

在本届 ITMA 展会上，SHIMA SEIKI 重回米兰，以
“创新时代到来”为口号，庆祝其
WHOLEGARMENT®
经编技术二十周年。Shima 博士相信在即将到来的时
代，WHOLEGARMENT® 随时准备扮演工具型角色。可持
续性的日益重要性是支持其观点的一个不错的理由。
WHOLEGARMENT® 被视为服装生产最可持续的一种形式
之一，将对劳动力、材料和其它资源的依赖降至最
低。
同时，WHOLEGARMENT® 针织针对国内市场的本地生产
具有经济和物流方面的优势，相较于从离岸地点发货
，这通过降低所耗费的时间、成本和能源进一步提升
了可持续性系数。

SHIMA SEIKI 在展会上展出了其用于 WHOLEGARMENT®
经编技术的旗舰机型 MACH2XS。它拥有 4 个针床和
SHIMA SEIKI 的原厂 SlideNeedle，其结合被视为用所
有织针生产 WHOLEGARMENT 针织品的理想选择。另外，
MACH2XS 在世界上首次将 SHIMA SEIKI 的专利型弹簧
式沉降片应用于一台 4 针床机器，实现对复杂面料的
高质量针织和在 WHOLEGARMENT® 针织中的空前能力。
尤其是折回编织更加轻松了，从而实现对领深的更多
控制。顾名思义，“MACH”（即马赫，一倍音速的意
思）的速度和生产率都很惊人。MACH2XS 可实现没秒钟
1.6 米的最大编织速度。R2CARRIAGE 系统可进一步实
现快速回车，根据横列实现高效率。Split Stitch 技
术通过消除空行程，也可实现高效的 WHOLEGARMENT®
生产。借助拥有智能动态张力控制的 i-DSCS+DTC 数
字缝编控制系统，高质量得以确保。带有更大屏幕的
全新全彩色 LCD 触敏控制面板极大地改进了之前的单
色显示屏。这个新的控制面板仍然处于视线高度，且
不仅仅依赖于触控，通过保留功能键实现双手同时使
用，保留其完善的人体工学益处。
机器中内置了控制单元，实现简化的运输和安装、更
轻松的维护和更高效地利用空间。质量、生产率和扩
展的功能使全新 MACH2XS 成为 WHOLEGARMENT® 生产的
理想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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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首次展出的新技术是四年前在 ITMA 巴塞罗那展
会上首次亮相的带纱环压脚针床的新版 SRY-LP 系列，
它最近引起了混合针织物的流行。

源的大量消耗降至最低，实现快速高效评估并缩短了
发货时间。
另外，SHIMA SEIKI 还展示了形形色色的纺织品应
用，包括非经编技术，例如 SIP 平板喷墨印花机和
P-CAM NC 裁切机，以展示其综合强项和对纺织业的
整体承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 TOYOTA INDUSTRIES
CORPORATION 合作开发的一套叫做 APEX-T 的全新设计
系统，它为配合使用这个领先织造设备制造商的喷气
式织布机提供设计解决方案。

染色、烘干、定型机（第 8 章）

SHIMA SEIKI MACH2XS

其它展品还包括 SHIMA SEIKI 的升级版 SDS-ONE
APEX3 3D 设计系统，可对整个针织供应链从计划、
设计到生产和营销推广提供综合支持。借助一个新
的 3D 图形引擎用于制作更高质量的仿真，超现实的
Virtual Sampling 将样品生产流程中时间、能源和资

染色、烘干和定型领域在过去几年中展示了大量的新
机器，并因此获得了对于可持续性的密集需求。提升
的能源效率、热回收、更少和更加环境友好型的化学
品、更少的用水量也是追求的目标，正如通过缩短运
行时间、优化投入和对整个设施的利用来提高生产率
一样。
许多改进是基于制造商的“绿色化学品”和集成“智
能”控制站的新系统。此外，产业用纺织品生产中的
解决方案正变得日益重要，因为需要满足特定的要求
。这包括织物涂层这个成长市场中的机器。ITMA 展会
上展出的设备技术便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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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的创新正在引领开发知名机器的后续型号，
否则或者是最新的应用技术被整合到产品组合中的其
它机器中。
染色、定型和压缩收缩机制造商 Monforts 根据其提
供经济生态解决方案的一贯主题，展示了各种高级创
新和发展，包括借助自动清洁系统对其热处理机器进
行排气净化和热回收。Monforts 展位上有几个亮点值
得一看。Monforts 沿着过道展示了其全新拉幅机旗舰
产品 Montex 8500，并配备了一款 ECO Booster HRC。
这种热交换器被设计成将拉幅定型机上的烘干和热定
型过程中的能源成本降至最低。与之相反，凭借纯粹
静态的热交换器模块，这种新式模块其实在运行中可
以对拉幅定型机进行清洁，因而消除了维护过程中的
停机时间。用于清洁的水只需要 100 升。ECO Booster
允许对热交换器性能根据盛行的废气流进行计算机控
制的调整。这项效率优化进一步降低了工艺成本。ECO
Booster 可全自动运行，因此操作员在操作过程中无
需承担额外职责。
八场位拉幅定型机上的 ECO Booster HRC，标称幅宽
200 厘米，150 g/m² 机织物，固色工艺和每年 6000
小时运行时间，甚至可实现节约能源成本达 35%。

自
ITMA
展会以来，它便首次可以用来对现有的
Montex 设备进行改造。
全新 Montex 8500 的一项重要特性是一种全新且
进一步增强的‘指尖’型可视化软件控制功能，为
Monforts 设备操作员提供智能手机型技术，从而确保
更智能化的操作工艺。这个新型号还拥有一个重新设
计的操作平台，在定型和涂层过程中具有人体工学优
势。
产业用纺织品和非织造布厂家尤其感兴趣的是
Monforts XXL 拉幅定型机，它可提供 7 米的超大幅宽
。Monforts 在一个单独的展厅里通过运用新型增强现
实技术对它进行了虚拟展示。它是专为更宽的织物而
设计，如土工织物和绒头织物，并为从事这一领域的
企业带来了新的可能性。需要应对的挑战是在整个织
物上的热量分布。通过运用计算机模拟，Monforts 公
司的工程师对经验证的 Monforts CAD 热气流喷嘴进行
了优化，用于宽幅运行。结果产生了均匀的温度和在
整个染色管内各个角落的均匀气流。
另外，取决于生产状况，该解决方案可实现节能高达
35%。由于喷嘴的重要性，拉幅定型机的这个部分也在
展厅里以完整宽度进行了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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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幅链条的质量和性能对于从事定型领域的纺织同
仁自始至终都非常重要。在这一语境下的一条好消息
是，Monforts 推出了一款完全免维护的全新 Montex
水平拉幅链条。这种新型混合型链条是对久经考验的
Montex 链条系统的补充，用于水平和垂直链条回位，
也可以用来对现有的 Montex 拉幅定型机进行改造。
另外，Monforts
为针织物推出了著名的
EcoApplicator 的一个全新版本。Eco-Applicator 是
ITMA 2015 年可持续创新奖行业卓越奖的三个最终提
名候选产品之一。虽然最终获奖者是 Levi Strauss &
Co 和 Tonello，Eco-Applicator 也是可持续性领域名
副其实的冠军。其液体应用工艺提供显著的能源节省
，减少了对烘干能力的需求，可用于各种应用，例如
毛毡助剂、涂层材料和医用纺织品（如纳米涂层、防
水性、软化剂、阻燃剂和对昆虫的抵抗性）。它被设
计成应用一种液体于面料的一面、应用一种液体于面
料的两面、在面料的一面应用不同的液体，或在面料
的单面交替应用两种不同的液体。Eco-Applicator 工
艺也可用于牛仔布应用。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Monforts 掀开了该公司在涂层技
术领域的新篇章。在 2014 年 ITMA 亚洲展览会上，
Monfort 发布了一套新式专利型模块化的互换涂层系

Monforts Eco-Applicator

统。创新型“Monforts-Allround”是根据“一套系统
、多种选项”的概念开发出来的，它是世界上实现在
不同应用之间快速切换的首款机器。
通过大量可快速更换的特别模块，如用于圆网印花
或刀片和槽模涂层的模块，它实现了高度灵活性和
处理连续性，作为对用于纺织品定型的涂层领域需求
的回应，Monforts 在 ITMA 上宣布收购了涂层专家
Timatec 的专有技术。这使得该公司成为全新一站式
创新解决方案的单一供应商，特别是用于工业用布。
Monforts 首次为所有类型的涂层应用提供一套完整的
涂层解决方案，从而确保提升盈利能力、灵活性和功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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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裁 Klaus Heinrichs 先生告诉我们道，Monforts
对于观展人士的数量和质量以及他们对最新发展的浓
厚兴趣均感到满意。当然，在 XXL 拉幅定型机上的产
业用纺织品和非织造布涂层和定型的新可能性尤为引
人注目，其核心业务也需求高涨。他表示，Monforts
展出的机器完全符合 ITMA 的格言“掌握可持续创新
的艺术”，而这也正是客户想要的。
德国纺织机械制造商 BRÜCKNER 庆祝了其 66 年的辉
煌，并以全新的企业设计亮相，它采用了新的理念和
座右铭“精彩纺织机械”，对资源效率的问题尤为关
注。因此，它以一种良好的方式强调了其参展的指导
思想，从而在纺织品增值链的生产工艺中提供更大的
可持续性。
BRÜCKNER
首次展示了其新型高效的拉幅定型机概念
POWER-FRAME ECOLINE，此外它还配备了一个全新轧车
。ECOLINE 机器概念结合了一种目前以独特方式分离
出来的功能。新型 ECOLINE 概念的卓越属性是上半区
的空气通过区和一个集成热回收单元。这可实现热能
的节省和生产的提高。烘干机配备了经验证的交替型
分流空气循环系统，从而确保最佳的温度分配。可提
供所有已确立的热系统（燃气直燃式、间接燃气式、
热油、蒸汽）。几乎可以处理任何类型的机织物和针
织物面料。

在涂层技术领域，BRÜCKNER 展示了全新应用单元 ECOCOAT，它被专门开发出来用于最小应用。.每 1 米的工
作幅宽均应用了功能性化学品，所使用的染液储存器
只有约 2.5 升。该储存器几乎可以完全使用，几乎不
会浪费或处理任何化学品。这个单元允许浸渍以及在
织物的单面和双面的应用。最小应用数量在后续的烘
干过程中要求明显更少的水分蒸发，这对相应的烘干
机在能源要求上具有积极效应。
另外，其新型软件工具 ECO-MATIC 受到了客户的热烈
追捧。它支持用户并有助于对持续进行的过程不断进
行提问和检查。这款工具可实现对机器和资源的更高
效处理。过去真正习惯的机器参数可以与所需的配方
进行比较，从而识别废弃物、节能潜力和在一个可自
由选择的时间段内的闲置产能储备。同时，该系统还
会对产出降低和能源消耗增高的情况（如污染）进行
监视，并提出维护建议。这项新发展的聚焦点在于进
一步提高性能并将损耗降至最低。
对 BRÜCKNER 来说，本届 ITMA 从所有方面来讲都是十
分成功的，市场总监 Verena Ruckh 女士告诉我们道。
目前来看，大量的观展人士和讨论的质量都超出了预
期。在展会上对许多项目进行了详细讨论，同时与客
户共同准备了技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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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时中，我们在我们的米兰 ITMA 2015 展位上与我们的客户进行了热情洋溢的对话。我们讨
论了我们的改进版 Krantz Syncro 预缩烘干机的技术优势、我们 Artos 和 Krantz 产品线的高
性能机器，以及我们所提供的出众服务。我们对所有来宾表示感谢，并对其惊人的反馈感到
欣慰。
我们将很乐意就提供我们精心设计的机器向您提供更多详情。欢迎联系我们。
机器计划和联系信息如下：www.interspare.com

Still the peak in finishing machinery.

P Age 48

Interspare 的总经理 Dirk Polchow 在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市场上对于 Krantz 和 Artos 品牌领先技术的
需求很高。来自多年使用 Krantz 和 Artos 机器的许
多企业决策者参观了其展位，并表达了他们对于能够
获得完善质量的新机器而感到的欣喜。

在米兰的八天中，Brückner 实现了千万数额的签单量
。各种各样的项目来势十分喜人：用于对机织物和针
织物的机器、用于工业用布的涂装生产线，以及用于
地毯行业的生产线。由于全新的技术和过硬的咨询服
务，Brückner 在所有领域大显身手。同时，配件和对
现有产线的现代化也非常引人注目。

亮相的主要展品是最新版的传奇 Krantz Syncro 预缩
烘干机。Syncro 作为 Haas Aerovar 预缩烘干机的进
一步发展，是德国工程创举的一个出色范例。其无与
伦比的高性能在对所有织物重量的筒状或开幅针织物
进行染色期间特别令人称羡。在对机织物的染色过程
中也可以取得出色的效果。毫无疑问，它可以实现并
排驱动一个或多个薄的或宽的面料层。另外，诸如烘
干、收缩、中间体烘干等工艺或烘干形成织物在这里
可以仅在一条生产线上进行。

来自德国的 iNTERSPARE Textilmaschinen 自上届
ITMA 展会以来已将自己发展成为一家声名鹊起的纺织
机械制造商，同时，他们将展览聚焦于其 Krantz 和
Artos 产品线的最近发展和创新，用于对机织物和针
织物进行高质量定型。该公司从来自全世界的纺织同
仁中间获得热烈的反响，他们对于 Interspare 迈出
下一步、延续 Krantz 和 Artos 的传统感到非常欣
慰。

预缩烘干机可实现较长的反应时间和网带上高达 200%
的高量给料。这带来一种缓慢而温和的烘干，同时
实现织物上的最佳压力释放。由于许多参数的不同
选择可能性，可以针对织物的各种特殊要求进行精
确的烘干调整。通过受控制的收缩、卷取的发展以
及夹具的改进，可非常经济地实现最高的织物质量。
iNTERSPARE 再次对其 Syncro 进行了改进，使之适应
最新的市场发展和客户要求。

BRÜCKNER POWER-FRAME ECO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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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例子便是新开发的过滤器，它再次显著地简
化了对机器的清洁，从而导致了维护成本的降低。
为了响应更高的可持续性要求和能源效率需求，
iNTERSPARE
也通过使用许多最新一代的零部件对
Synchro 进行了升级。
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达到 EU IE3 能源效率等级（
优等）的最新马达，以及尚未上市的最新一代开关控
制板。
Interspare 的所有机器早在基本建造阶段就被设计成
以高效方式利用能源，因此可实现大幅节能。其中一
个例子是其专利型 Econ-Air 节能系统，它针对性地
将用过的空气引导通过拉幅机，同时只需借助一台中
央排气扇即可节省大量能源。借助这种空气流，可实
现与传统工艺相比节约高达 15-20% 的能源成本。
另外，iNTERSPARE 还展示了一个全新版本的专有智能
手机 app“Smart Order System”（智能订单系统）。
iNTERSPARE 的这款 app 可使客户从对恰当配件的所有
研究中解放出来，从而促使客户节省时间和金钱。客
户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安装这个 app，并发送一张需要
更换的部件的照片。很快，客户就会获得一些信息和
iNTERSPARE 的报价。

iNTERSPARE Krantz Syncro

SANTEX RIMAR 集团展示了来自其 Santex、Cavitec 和
Sperotto Rimar 等品牌的最新发展。该公司每年都会
将全球年营业额的 4% 投资于研发，以提供持续的技术
创新。Santex 展示了 Santasynpact，它是 Santex 针
织物定型机家族最新加入的成员。其开发时的主要目
标在于以最低的生产成本提供最高的性能和最上乘的
织物质量。Santasynpact 是橡皮带收缩和毡带压实的
结合。借助这一新发展，压实效果得以大幅提升。例
如，生产速度高达 60 米/分钟，相当于比传统毛毡压
紧系统高 2 至 3 倍。亮相的最新版本配备了特殊设
计的毡带功能，以确保对棉花或棉混纺针织品的敏感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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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itec 是提供涂装、层压、浸渍和无纺布机器设备
的优质供应商，展出了其全新 CAVIMELT P+P，这是一
款流线型的机器，其开发的目标是通过使用轮转系统
实现热熔涂层和层压的精度、生产效率和成本效率。
这种紧凑型设计将退绕机和重绕机集成于一个机器框
架。运行速度为每分钟 40 米，并允许 3-80 gsm 的涂
层重量。该机器发货前事先接好了电缆并组装好了，
且经过了测试。CAVIMELT P+P 指的是即插即用，专为
需要较短安装和试车时间的企业而打造。
Santex Rimar SANTASYNPACT

Sperotto Rimar 展示了其新款 DECOFAST 3.5，一种
配备了新功能的高性能罐蒸机，进一步提升了世界知
名的 Decofast 的性能。DECOFAST 3.5 重新定义了罐
蒸工艺，将之应用于其它纤维，借助新的控制和创新
解决方案获得更好的效果并提高了处理羊毛、粘胶和
针织物的技艺和性能。另一大创新是 PLANA，这是一
种利用大气压冷等离子体处理纤维并以更低的行业成
本给它们带来高性能特性的机器。PLANA 允许处理天
然纤维并具有持久的抗收缩性和染色渗透性，而没有
化学品。它是第一个工业规模化解决方案，从而限制
对自然资源的使用，以生产出免烫和生态友好型的天
然纤维。

来自瑞士的 Benninger 突出了在独创 Küsters DyePad
上的针织品开幅染色、新发展的产业用纺织品事业
部，以及资源管理（一个日益重要的领域）等话题。
Benninger 始终如一地扩展了其产品组合，并在所有
这些领域开发出了新产品。
其展示的中心当然是全新开发的 Benninger 原厂染色
轧车 Benninger-Küsters DyePad。Benninger 大力强
调最佳的可达性和织物的小批量导向生产。其压轧染
色选项有助于将染液消耗降至最低，同时实现极小批
量的经济型染色。通过运用 Küsters 的独创 S 轧车，
可保证完美的、绝对色彩还原性的染色效果。同时特
别强调了在轧车上对针织品开幅染色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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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Benninger 还展示了 TEMPACTA 水洗蒸箱，它
是专为所有低张力水洗工艺而开发，主要用于扩散洗
涤（牢度水洗）和针织品松弛。因为可以集成洗涤鼓
，立即进行冲洗处理或对洗涤进行额外强化遂成为可
能。

Benninger-Küsters DyePad

同时，该纺织品定型厂还展示了一款重新设计的全新
TRIKOFLEX。凭借基于专利型双鼓技术的前后浆洗效应
，这种洗涤室可保证很高的机械水洗效率。它不仅实
现了较低的且受控制的面料张力，同时还实现无折痕
面料输送，即便是对于敏感面料。这款机器通过受控
制的合成和弹性纤维松弛还提供另一大优势。

所有这些优势都使 TRIKOFLEX 洗涤室不可避免地用于
产业用纺织品。为了满足这一领域的所有需求，这种
洗涤室的工作幅宽可达 5,400 mm。HYDROVAC 除水系
统和 Küsters 独创的定型轧车对产业用纺织品的范围
进行了补充。这为客户在产业用纺织品领域提供了新
的选项不仅是在技术工艺方面，而且还包括资源的最
低使用。
来自德国的 Thies Textilmaschinen 向世人首次推出
了 iMaster mini。这是 iMaster H2O 的一个五脏俱
全的变体版本，能够用来实现 20-80 公斤的载荷，适
用于小批量生产和实验室工作。其中一个目标是使用
与 iMaster H2O 生产版本的相同（参数）设置来运
行 iMaster mini。在 iMaster mini 上执行测试和优
化阶段可在生产序列中实现以更高的效率和性价比整
合新类型的织物、配方和工艺。iMaster mini 提供形
形色色最现代的技术细节，如频率控制水泵马达、智
能剂量系统、通过智能煮布锅压力管理减少压缩空气
消耗、用于改善码布的 Vario-Plaiter、一次性冷却
和冲洗（CCR)、用于准备完整处理浴的 100% 浆槽以
及 Powerdrain。同时它还拥有额外的功能，例如HTDraining、EnergyControl，以记录机器的消耗数据或
Dye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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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DyeControl 系统得到了特别强调，它是由纺织品
定型软件和硬件解决方案的市场领导者 SETEX 开发。
这套亮相的控制软件具有惊人的便利性，并提供一种
平板电脑 app 的界面外观，同时具有最先进的功能。
例如，漂洗、水洗和染浴可在线测量并持续分析，同
时用图表显示出来。
另外，Thies 展出了其新型纱线染色机 iCone，它曾于
2014 年在 ITMA 亚洲展览会上推出。iCone 是对不同
形式的纤维（例如卷装、经轴、粘梳毛条或绒纱）进
行漂白和染色的理想选择。最新的流程分析形式允许
对管道系统、泵和泵轮进行优化，降低压力损失从而
降低功耗。iCone 通过使用往复式染液循环或其它，
以仅从一边选择超短染液循环，同时浴比为 1:3.6，
可实现以传统方式进行染色。该机器非常符合实际，
因为它可以满足各种应用的需求。iCone 的交付范围
由最新的用户友好型控制系统得到了补充。
这些集成了内部开发的“绿色功能”，可以为用户提
供标准化的程序，用来在不同工艺步骤中充分利用最
优化潜能。iCone 完全可以集成到现有的染坊中。经
咨询后可对现有的烘干机和材料运送设备进行调整。

执行股东 Christiane Thies 女士告诉我们道，展
位上的观展人士络绎不绝，他们对展出的机型和旗舰
版 iMaster H2O 等其它机型兴趣盎然。特别是展出的
iMaster mini 的优势吸引了大量客户。

Thies iMaster mini

Loris Bellini 展出了其全新纱线染色机 Pulsar，它
通过该公司的研发部对纱线染色工艺进行了重新构思
。工程师们对自己提问，如何可以在提高染色质量的
同时大幅缩减运行成本，以及纱线染色机为什么必须
消耗如此多的水和电能才能完成它们的任务？Pulsar
便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同时也是创意构思和三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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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及工业化规模测试的结果。Pulsar 作为典型的垂
直煮布锅系统从远处展出，它同样取材于上乘质量的
316L 不锈钢，Loris Bellini 总是将这种材料用于他
们的产品系列。

即便用于每种不同纤维的卷装大小保持不变，也不需
要任何特定的配置即可实现这款机器所承诺的：
结合顶级质量的染色、大幅缩减运行成本、极大地节
省电能、水、化学品、蒸汽和压缩空气，实现可持续
未来的一个真正里程碑。

它的顶端拥有常见的气动式开/合盖，而没什么特别的
东西可以将注意力吸引到其它“不同的”细节上。如
果更仔细观察众多完全新式的组件，情况就大不一样
了。考虑到用于特定设备的产能，其主循环泵比业内
常用的要小得多，而其新型液压回路绝对不同凡响。
这种新的机器设计使降低设备功耗成为可能。与普通
机器相比，主循环泵的电负载降低了 70%。另外，浴
比现在被设置为 1:3.8，同时化学品、蒸汽和压缩空
气的消耗量也直接成比例地减少了 20-30%。
除此之外，全新 Pulsar 纱线染色系统结合一个修订和
专用版本的 Leonardo 流程控制器运行，它将自动调整
染工通常需要注意的所有关键参数。
而且，全新 Pulsar 纱线染色机并不需要任何特定的
染色周期，而只需普通纱线染色机已经使用过的：总
的方法不会改变。

Loris Bellini Pulsar

Krantz Synergy 是染色领域的一个亦新亦老的参与
者。该公司成立于 2015 年，以 Krantz Synergy 命名
，其设想是将知名技艺和经验与当今的技术整合起来
。通过运用 Krantz Textiltechnik GmbH 在不连续染
色领域数十年的经验，要开发一款高效且可持续的产
品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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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TMA 展会上，许多观展人士对于 Krantz Synergy 延
续前 Krantz Textiltechnik 的不连续染色机传统感到非
常欣慰。Krantz Synergy 在展会上推出了 Aqua Finish
设备。
Aqua Finish 是一款不连续染色机，它可在一个流程中
进行预处理、染色和浆洗操作。织物可以在不到 5 个
小时内完成。对织物以更小张力导向并结合液体循环
以永久恒定的浓度处理织物可提供高质量的生产效果
。一种自动给料单元可根据用于每种织物的配方调整
必要的浴比。强劲的水泵和马达具有最低的能源要求
，它们与每个流程以最佳的方式实现完美协调。

管理合伙人 George Tse 告诉我们道，参加 ITMA 展会
带来了大量的需求，而且展出的机器本来可以直接在
展会上卖出去的。
给料和染色解决方案提供商 Tecnorama 从其用于溶解
和配制液态/固态染料及用于实验室和大规模生产的化
学品的自动化机械产品组合中展出了两款新机器。首
先是 SHAKERAMA，它是 Tecnorama 设计并生产出来，
用于对实验室样品进行染色的一套新系统，完成了其
自动染色机系列，并成为 DOS&DYE COMPACT 系统的一
部分。
这种机器尤其适用于对针织品及所有类型的纤维（
天然的、人工的和合成的）制作的面料进行染色。
SHAKERAMA 被认为与更多高压灭菌器小组合作，同时
执行不同配方的染色周期，但使用相同的染色程序。
其冷却系统可保证完美的温度一致性和所有染色单元
的整齐，从而避免染色的色彩还原性问题。其次是
ECODYERAMA，它可在染色过程中自动分析废水的质量
。水的质量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光学仪器进行分析，它
能够检查残留在浆洗水中出现的最小数量的染料（RGB
技术）。Tecnorama 告诉我们，他们获得了极为积极
的结果，并可以签订许多销售合同。

Krantz Synergy Aqua Fi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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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hardt+Leimer 展出了一款新型金属探测仪，用于探
测纺织品、无纺布和地毯中的金属微粒。其 ELMETA MD
1005 型号的金属探测仪可提供高达 6000 毫米的织布
幅宽。该设备的一个特殊功能是对宽度为 300 毫米的
每个部分进行分段检测和评估，使操作者可以更加轻
松地找到金属微粒的位置，特别是织物很宽时。
LED 灯会显示金属微粒是在哪个部分找到的。特制的
扫描表面和铝壳可以防止潮湿织物影响探测结果。另
外，MD 1005 还拥有一个自动校准功能，从而确保温
度变化、电子器件的磨损或者机械结构中的缓慢变化
不会扭曲探测结果。得益于这个功能，操作员无需定
期进行精度调整，从而确保金属探测仪随时以最佳状
态运行。它可探测钢铁、不锈钢、铝和铜的微粒，例
如重量至少为 1 毫克的钢铁微粒。其评估电子元件和
电源早已集成到设备的壳体中，从而确保通过接通工
作电压即可直接试运行。标准配置无需其它控制或评
估单元。该设备可以任何方向安装于任何生产设备中
。生产速度可高达 400 米/分钟。

Erhardt+Leimer ELMETA MD 1005

为了提高染坊的可持续性、生产率和效率，对所有流
程的控制和优化具有非常突出的重要性。该领域的其
中一家领先供应商是来自德国的 SETEX Schermuly，
他们展出了若干新发展。在其展品的中央是 S380 和
E380 一代控制系统的全球首发。
它携多点触控、拖放式程序设计工具、web 用户界面和
更多引人注目的详情亮相。另一大亮点是 OrgaTEX X1
软件，它可提供新的配方管理和新的配方助手，从而
简化复杂的生产工艺。第三版的全新 FabricINSPECTOR
和 CamCOUNT 也倍受观展人士的瞩目。该系统可与预收
缩定型机、压实机和拉幅机一起使用，并针对经纬密
度和针脚数量提供可靠的数据。灵活的安装和精确的
检测，即便是在很小的测量区域，实现单独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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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由最新的 CMOS 摄像机技术组成，这是一种拥有
知识数据库、智能评估软件外加 SECOM 控制器的摄像
机服务器。最后同样重要的是，SETEX Schermuly 演练
了全新 SECOMmobile app，这是一个移动解决方案，用
于监视所有有关机器系统状态以及当前和未来 SETEX 控
制批次的信息。SETEX 的市场总监 Jürgen Jerzembeck
向我们讲解了所有的创新，同时利用便捷易用的软件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展会也感到非常满意
，并指出了对于 SETEX 高品质解决方案持续高企的需
求。
另一家领先企业是 Sedo Treepoint，他们对于由高
质量专家和高层决策者组成的国际观众也感到非常
欣喜。每天前来展位的客人摩肩接踵，证明了该公
司在过去多年来累积的世界声望。全新 Sedomat+ 系
列控制器配有一个新型现代用户界面，提升了用户体
验，非常引人瞩目。新型 SedoIO 系统可提供更多的
灵活性，它是一款新型模块化和紧凑型移动操作系统
，尤其备受 OEM 客户的瞩目。工业4.0 则是一个很
大的聚焦点，许多问题得到了解答，同时还讲解了面
向智慧工厂的未来概念。观展人士对于能源管理系统
EnergyMaster 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全新专业生产
软件 SedoExpert 丰富了集成到 ERP/PPS/MES 的功能
，被设计成管理一个完整的纺织品工厂。

SedoExpert 可通过全新 PrintMaster 得到增强，这是
用于平网、旋转和数码印花的印花操作软件。另一大
亮点是新公司 SedoEngineering 的集成展位，提供一
种生产靛蓝隐色体的革命性方法（Smart Indigo)。

非织造布 机（第 3 章）
在非织造布机器领域也涌现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发展，
展位上的客人摩肩接踵，个个喜气洋洋。非织造布是
一个强劲增长的市场，因此，这里也有一些非常引人
注目的新应用，主要是在纤维的使用中。
然而，创新的聚焦点仍然在于生产率和整个设施的
效率。然而，市场领先企业所瞄准的聚焦领域各不相
同。
Autefa Solutions 高调发布了一款新机器。干法非织
造布处理领域的这家优质供应商重新设计并开发出了
最成功的 F.O.R. 技术梳理机，以满足非织造布行业的
要求，并开创了新一代的梳理机。结果产生了 Autefa
Solutions 的全新 Web Master FUTURA 梳理机。
Web Master 是首款配备了双中间落纱机的非织造布梳
理机。自 1987 年以来已售出数百台梳理机并在全球成
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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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了双中间落纱机的 Web Master 梳理机凭借最上
乘的棉网质量、高产能、柔和的纤维处理以及卓越的
梳理和混纺效果脱颖而出。Web Master FUTURA 梳理
机结合了成功的 Web Master 梳理机的完美质量和专
注于经济方面的发展。该梳理机的所有部分均获得高
精度直线导轨的支持，从而允许逐个部分轻松顺畅的
打开和闭合。Web Master FUTURA 提供众多引人瞩目的
功能。用于工人/剥棉辊的全新侧架可确保整个工作幅
宽上一致的出网质量。它拥有一种新型加强型架空送
料板，用于优化导丝。同时它还配备了 ZEROFLEX©，
一种用于工人和剥棉辊的专利型防反射系统。

此外，Autefa Solutions 还展出了一款新型模块化撕
松机 UniRec，它是基于一种模块化设计，并拥有 1-5
个可用的开放单元。其开发旨在对非织造布和含有高
度特殊纤维的废弃物进行回收。同时，其业务分支机
构 Fiber Logistics Technology 推出了 UNI-FORK 转
接叉。这是一款用来优化打包流程的机器，它提高了
工艺效率和纤维的包装质量。

另外，该梳理机通过轻松打开底盖提供改进的通道用
于检修和清洁。一种高级抽吸概念可提供更少的灰尘
和纤维积累物，并有集成风扇用于吸尘和边缘修剪。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Web Master FUTURA 在主气缸上
每对剥棉辊拥有 5 名工人，从而改进产品质量和梳理
效果。
所有这些新功能共同确保 Web Master FUTURA 代表着
最高质量的粗梳织品、更高的产能、对机器的轻松清
洁、轻松进入机器的所有部件以及缩短了维护和重新
安装的时间。
Autefa Solutions Web Master FUT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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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总监 Söll 女士告诉我们这款全新梳理机是在整
个非织造布机械行业内的一大主要亮点。即便是竞争
对手也前来展位一探究竟，而客户对这种前沿技术颇
感兴奋。
Dilo 集团的展览绝对是 ITMA 展会的一大真正亮点。
在运行模式下展示机器是 ITMA 的传统，而展出一条
正在从纤维生产非织造布的完整生产线则是 Dilo 的
传统。在米兰甚至展出了两条完整的生产线，都在处
理纤维。
作为一家包含所有单体设备的完整生产线制造商，
Dilo 广泛的设备组合群展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Dilo 展位在机器运行时间总是人满为患，读到这里
，您对此不会感到以外。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机器。
配备了工作宽度为 7 米的针织机的高产能生产线包括
用于纤维开松和混纺的高生产率机器，以及新开发的
梳理机喂入装置、具有各种中间段的高产能梳理机，
以及一台水平交叉铺网机，其运行时的纤网进给速度
超过 200 米/分钟。

我们无法在这篇文章中对所有 Dilo 机器的创新进
行介绍，但将在下一期杂志中聚焦于非织造布给您提
供更多洞见（同时还将采访 Dilo 先生）。尤为引人
注目的是其全新水平交叉铺网机，所展示产线的心脏
。取决于纤维的参数，其全新交叉铺网机
“SuperDLSC 200”对于织物进给速度可实现高达 200 m/分
钟的机电速度。它旨在降低整套设备可能遭遇的总生
产量瓶颈。在交叉铺网机横口，Dilo 安装了经验证的
“CV1A”纤网控制系统，以实现针刺毛毡均匀度的提
升，对于节省纤维具有很大的潜力。这一很高的纤网
进给速度已通过“3 皮圈分层技术”中推进力的进一
步提升实现了。
皮圈和铺网滑架的所有驱动器都是直接水冷的力矩马
达，从而在促进加速的同时降低齿轮磨损。
此外，Dilo 还采取了特别的措施，以消除并降低皮圈
震动，从而实现精确的织物重叠。另外，他们还安装
了一个“幅材导引系统”（FLS），以避免起皱，例如
在上层滑架变速的时候。梳理网进给宽度为 3.2 m，
铺网宽度为 7.0 m。
此外，Dilo 集团还展示了一款通用紧凑型生产线，它
将在未来用于对再生碳纤维进行针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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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紧凑型生产线包含纤维开松和混纺、梳理机喂入
、梳理和交叉铺网、针刺和卷绕。该生产线在本次展
会为首次亮相，其特色在于一贯专注于紧凑型生产线
布局、快速适应变化的生产条件和经济的操作模式。
为此，在每台机器上实现了众多创新。这些创新也促
进了用于碳纤维进行针刺的必要修改。

Dilo “Super-DLSC 200”

在 ITMA 展会期间，Dilo 集团首席执行官 Johann
Philipp Dilo 将这款最先进的 Dilo 紧凑型生产线
交付给了 Stefan Schlichter 博士教授代表的德国奥
格斯堡纺织品技术研究所（ITA Augsburg）和 Thomas
Gries 博士教授代表的德国亚琛纺织品技术研究所。

Dilo
表示，与客户进行的众多讨论和新订单显示，
在德国埃贝尔巴赫、不来梅和贝尔吉施格拉德巴赫等
生产基地过硬的机械和电气工程将继续拥有光明的前
景。
Oerlikon Neumag 对于高效生产用于技术应用的粘型
织物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为此展出了新的发展。新
一代的纺粘系统正在将能源消耗降低 20% 至 30%。
Oerlikon Neumag 在虚拟 3D 影院中展示了他们的解
决方案。
得益于其技术和经济优势，粘型织物和熔喷无纺布在
技术应用中日益崛起，并正在越来越频繁地取代粗梳
非织造布。因此，涤纶正日益成为产业用粘型织物的
重要原料。其中一个原因是聚丙烯的价格现在仍然比
PET 的价格更高。第二个原因是可持续性正在发挥日
益重要的作用。聚酯非织造布通常可相应地满足最低
材料用量和没有添加剂的要求。另外，基准比较显示
，依托 Oerlikon Neumag 的纺粘技术，在同等纤网
重量时可实现更高的纤网强度。相反地，更低的纤网
重量也可实现所需的稳定性：对照显示节省原材料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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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运行成本在决定投资现代纺粘系统的过程中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这便是为什么 Oerlikon Neumag 采取了
各种优化措施的原因，特别是用来减少能源消耗，它
是运行成本中的第二大块。通过这种方式，与早期版
本相比，新一代纺粘系统在纺纱部分可节约近乎 20%
的能源需求。与经典的 PET 纺粘工艺相比，这一优化
可带来 30% 的差别。
目前在新明斯特大幅扩张了的技术应用中心可用于展
示和客户试用以及对产品和工艺的进一步开发。

Trützschler NONWOVENS 聚焦于各种制造工艺，除总
体系统概念以外，特别是关于纤网粘合的。单独的零
部件和型号将展示在水刺、针刺、热粘合和化学粘合
方面的创新。主题范围包括模块化的 AquaJet（一种
高效烘干机）、用于热粘合器的新款专利型结构化处
理、针刺质量提升以及用于 ADL 系统的高速上浆机。

Trützschler Nonwovens 的新型液体上浆机改进了这
道工序。与传统技术相比，它在生产轻质纤网期间可
将生产线速度提升高达 50%。这种新开发的液体上浆
机的重大速度优势是基于特殊的几何形状和辊表面。
在辊和其它次级零部件上的各种优化（正在申请专利
）使之成为了可能：液体粘结剂被罗拉吸收并以一种
更加均匀的方式传递至纤网。结果在轻质化学粘合非
织造布的生产中提高了经济效益。
另外，Trützschler Nonwovens 推出了其模块化的
AquaJet。三个压实系统和四个脱水系统是为 AquaJet
配备的标准模块。如果处理要求发生改变，这些系统
可以轻松互换。

其中一款最先进的展品是其用于 ADL 系统的新型高速
上浆机。将粘结剂应用于纤网通常是对化学粘合生产
线速度的一个限制因素。纤网必须与粘合剂进行均匀
渗透，这增加了纤网粘在机器零部件上的风险。

Trützschler NONWOVENS A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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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相的下一项振奋人心的创新是来自热粘合的结构化
非织造布。一种正在申请专利、可替换的结构化壳体
允许在粘合期间生产出具有永久性 3D 结构的蓬松纤
网。
同时，该公司还展示了针刺机的新发展，可在众多方
面提供更高的工艺质量。一种正在申请专利的新型曲
轴轴承概念可实现更高的生产速度。同样是新型的完
全密封的轴承显著延长了维修间隔。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Trützschler Nonwovens 突出了其
与 Voith Paper 共同开发的新型湿化工艺的优势，后
者是著名的造纸机器制造商。他们正在共同提供用于
制造湿式和水刺法非织造布的完整生产线。可冲散型
湿巾、标准清洁布、涂层基质和工业织物只是这些具
有特殊特性的织物的少数几个终端使用范例。今年夏
天，Voith-Trützschler 的首套设备将成功完成调试

数字喷墨印花 机（第 9 章）
数字印花首次在 ITMA 展会上收获了属于自己的指定
篇章，18 号展厅络绎不绝的观展人士和展出的机器给
出了解释：喷墨印花终于降临工业纺织品领域。结果
，数字印花中的重头戏属于单程式机器。

亮相的 MS Lario、KonicaMinolta Messenger SP1 和
SPGPrint Pike 机器仅通过其尺寸和速度就迷住了许
多观展人士。但从视觉角度来看，单程式技术无疑是
非常接近于工业级数字印花愿景的技术。单程式似乎
已引领了数字印花的未来，首先便是通过其速度。竞
争对手们指出了几个无可否认的劣势。这些机器非常
昂贵且占据大量空间。同样的金钱数额和空间大小可
容纳若干台多程式机器了。这些可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特别是当出现中断时，也有一部原因是更好的印花
质量。
它还可以在各种材料上使用不同的墨水实现不同图案
和订单的同时生产。这些争辩都是合情合理的，它显
示单程式机器既不会取代其它机器，也不会自动成为
始终最好的解决方案。单程式机器显而易见地拓宽了
数字喷墨印花机的产品组合，并将灵活性、较低的设
置时间和成本、更高的环境标准与丝网印刷机的生产
率等优势结合起来，并在这一基础上与之竞争。该技
术在大企业对大量材料进行数字印花的市场领域脱颖
而出。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个别的单程式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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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Lario 于 2012 年上市。MS 市场及业务开发顾问
Andrea Barbiani 告诉我们道，在 ITMA 展会前后共售
出了 14 台机器，其中有 2 台是直接在 ITMA 展会上
售出的。
MS Lario 提供 75 线性米/分钟的神奇最大速度，这意
味着每小时达到 4500 线性米，以及每分钟 35 线性米
的高分辨率速度。其分辨率为 600 x 600 dpi，而墨滴
尺寸从 4pl 至 72pl 不等。MS Lario 提供一套开放
式墨水系统和一套开放式软件系统。另外还嵌入了一
个远程诊断系统和一个用于成本报告的网络服务器。
凭借 320 厘米的印刷宽度，利用这种数字喷墨印花机
可在一小时内生产出 14400 平方米的了不起的织物数
量。

SPGPrints Pike 庆祝了其在 ITMA 上的首次亮相，随
后由纺织品经理 Jos-Notermann 与首席执行官 Dick
Joustra 一道向新闻界高调展出。展出的 Pike® 打印
机是一款 6 色机器，其中每一种颜色由一个含有 43
个打印头的 Archer® 打印杆代表，实现 1850mm 的打
印宽度。
打印杆的物理分辨率为 1200 x 1200 dpi，墨滴尺寸从
2-10 pl 不等，喷射频率为 32 kHz，这些共同带来通
常为 40 线性米的生产率，最大速度为 75 米/分钟。
其模块化结构将允许多达 9 色的型号。高达 3200 毫
米的更宽版本的 Pike 也已进行规划。

SPGPrints Pike
MS L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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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rmann 先生对 Pike 显然非常得意。他透露道，
SPGPrints 在这款机器上耗费了多年的心血，同时该
丝网印刷机是从数十年的工作和市场领导地位中所获
得的全部知识的结晶。SPGPrints 即从前的 Storck，
是数字印花领域的先驱之一，而 Pike 则旨在显著地巩
固这一先驱角色。
这一目标显然已经实现，同时 SPGPrints 也得以披露
Pike 也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参展的那台 Pike 已经
出售给了德国企业 KBC Fashion，这是欧洲最重要的材
料印花企业之一，拥有 450 名员工，每年以喷墨工艺
印刷的材料大约为 920 万米。Pike 理论上可以增加
2100 万米，这令人难以置信。
KonicaMinolta 展出了另一台单程式机器 Messenger
SP1。KonicaMinolta
的喷墨业务经理
Akihisa
Maruyama 也表示自己对于观展人士对这项新技术的反
应感到满意。
Messenger 1 基于按需供墨的压电式喷墨技术，可提供
至多 8 种颜色和 216 个印刷模块，实现 1830 毫米的
印刷宽度。在高密度模式下，该印花机拥有 720 x 900
dpi 的分辨率和 2500 平方米/小时的对应织物产出
速度。

KonicaMinolta Messenger SP1

而在超高速模式下的分辨率为 720 x 360，可实现
6400 平方米/小时的生产速度。其单程式印刷机配备
的功能可弥补打印头喷嘴传感器检测到的错误。得益
于使用成像传感器的密度校正功能，它能够在所有打
印头模块上为每种颜色调出一致的密度。一种用于自
动清洁打印头模块化喷嘴表面的机构可消除之前的喷
嘴清洁中所需要的额外人工和技能，同时实现长期稳
定的打印。

P Age 64

另外，KonicaMinolta 相继推出了其 Nassenger 10 高
速印花机和 Nassenger 8 中速印花机，以扩充其产品
阵容。两种型号发货时均可提供 8 种颜色（CMYK + 2
种特殊颜色 + 2 种浅色），同时有另一种颜色可供选
配，并使用 Konica Minolta 自有的彩色分散染料墨水
和反应性墨水。这种反应性墨水符合全球有机纺织品
标准（GOTS)。Nassenger 10 代表着高生产率，具有
580 平方米/小时的打印速度以及对图像更高质量的再
现。Nassenger 8 能够满足各种打印需求，涵盖了从
样品打印到小批量打印。它拥有每小时 240 平方米的
打印速度。

“例如，看看我们的全新 TX300P-1800 印花机”，他
说道。“其设计旨在满足市场对于较小的纱管尺寸、
更快的交付时间以及快速生产样品能力的需求！”
全新 Mimaki TX300P-1800 是一款创新型 1.8 米卷到
卷直接到织物的纺织品喷墨打印机。它的上一代产品
Tx2-1600 已经于过去 14 年里在全世界运用于纺织品
印花。

尽管其生产率出众，Mimaki EMEA 的市场总经理 Mike
Horsten 认为单程式机器对于“他的机器”来说既不
是威胁也不构成竞争。
“Mimaki 在全球市场上拥有最多的数字印花机”，他
向我们表示道，同时他还致力于扩张这一领先地位。
“Mimaki 代表着高品质和快速获得数字印花，同时投
资相对较低”，他表示。
通过这种方式，客户可以随时与增长中的需求同步
扩大规模，并与市场一道稳步增长，而不必冒很大风
险。

Mimaki TX300P-1800

Mimaki TX300P-1800 8 色喷墨打印机还拥有一种新型
打印头并可高速喷射墨滴，从而以较高的打印头间隙
确保精确的墨滴分布。这使得该打印机成为在所有类
型的织物上（包括更厚的和纹理材料上）打印高质量
图像的理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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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300P-1800 的打印分辨率可达 1080 dpi，墨滴大小
从 6 至 24 pl。小墨滴可实现精美的高分辨率打印，
而大墨滴则有利于高速打印。打印速度最大可达每小
时 68 平方米。热升华染料、分散染料、颜料、活性
染料和酸性染料等各种油墨选择可满足形形色色的应
用需求。热升华染料油墨可与随后不久的其它油墨大
量商购。对于更长批量的不间断打印可提供 2 升装墨
包。同时，TX300P-1800 印花机代表着不间断打印，
可对堵塞的喷嘴进行自动检测和清洁。当堵塞的喷嘴
进行清洁后没有恢复时，喷嘴恢复系统可确保将良好
的喷嘴用作替补。
TS300P-1800 还为纺织品印花带来了众多新功能，包
括在非常轻盈的转印纸上打印的能力,以及新开发的热
升华转印墨水 Sb410，可提供散装墨包。
一个外部烘干机可将烘干速度提高至多 30%，同时新
型 Tx3Link RIP 可确保非凡的色彩管理，包括色彩替
换、准确的配置文件创建和快速的文件处理。
新型墨水的结合为纺织品印花机、设计师和服装制造
商开启了一系列全新的可能性。借助新型霓虹灯墨水
，设计师和服装制造商可以将数字印花解决方案的效
用扩展到高质量运行布料和其它个性化的或拥有独特
设计的应用上，并实现卓越的安全和时尚效果。

另外，Durst 的执行销售经理 Fabio Gromo 也表示自
己对于 ITMA 展会及前往其展位的观展人士极为满意，
同时披露了对其最新 Durst Alpha 的极大热情。这不
足为奇，因为 Durst 被许多专家视为行业质量的市场
领导者。
Gromo 先生也并不认为单程式机器在竞争对手中间属
于佼佼者，虽然 Durst 也借助其数字印花机满足这个
行业领域的客户需求。他指出，虽然单程式机器可以
凭借其技术和速度得分，但是它们无法带来相同的印
花质量、灵活性不足，同时购置成本非常高。单程式
机器需要长久不变地运转以产生可以接受的 ROI，这
可能也意味着与趋势背道而驰的产品会成为库存积压
起来，而不是灵活地对需求做出反应。
既然单程式机器是与丝网印刷竞争，Durst 的目标在
于以最高的标准满足喷墨印花市场的特定要求。
Durst 携 Alpha 系列展出了新一代的超级多程式喷墨
印花机，用于家用纺织品和时尚品的数字化生产。它
可提供 190 至 330 厘米的打印宽度。Durst Alpha 系
列打印头技术配备了全新耐用型 Alpha Slots Piezo
高速打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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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 系列可配置为高达 64 个打印头和 8 种颜
色（CMYK、Orange、Red、Blue、Lm、Lc、Dk、Acid
Black、Fluo)。由于 8 种颜色的对称排列，在两个打
印方向可打印出一模一样的色序，从而消除条带痕迹
并与非对称打印头组件相比速度提高 30%。每个打印
头拥有 1280 个喷嘴，打印时的墨滴尺寸为 7-14-21
pl，并可实现 600 dpi 的物理分辨率。
Durst 的 Alpha 系列打印头技术对颜色进行对称排列
（镜像），因而确保双向打印方向上精确的色彩应用
，并消除条带痕迹。另外，其连续墨水循环可确保打
印头的高度可靠性和连续不断的操作就绪状态。当打
印头出现缺陷时，自动紧急模式将禁用受影响的那一
排打印头，并将利用最大可用数量的打印头排数继续
打印。
针对 Alpha 系列开发出了一款新型智能供墨系统，它
可自动适应不同的织物和辊身直径。另外，其打印托
架配备了一个墨雾提取装置，以保证无混浊的打印图
像和打印头的内部清洁，因此降低了维护成本。同时
，新型防死机系统直接运行于打印车上并在供墨系统
设有激光传感器，从而针对任何潜在的织物不规则性
暂停打印车，目的是防止打印头损坏。

一个集成喷雾系统允许在打印前对材料进行化学预处
理。Durst 提供其自有的 OEKO-TEK 标准 100 认证墨
水系统和一个 GOTS 认证的反应性油墨系统。为了在
生产中给用户带来更大的灵活性和效率，Durst 还开
发出了一种新型颜料墨水（Alpha Ink P），它可用于
各种各样的织物上并在打印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此
外，对于标准材料（例如棉花或涤纶）无需进行预处
理或后期处理。除了卓越的打印质量、高灵活性、工
业级生产率和可扩展性以外，Alpha 系列还可以提供
工艺解决方案。新开发的 Durst 纺织品工作流程系统
简化了不同织物上精确的色彩重现，同时实现连续的
质量控制，并为新材料和色彩匹配实现一次性剖幅。
除此之外，Durst 的最新 Alpha 系列带来了众多更大
的创新和改进。结果，许多观展人士对于这款新机器
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对于 Durst 推出的创新颇为
欣慰。

durst Al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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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了 Epson 展位才发现他们在纺织业内是按照国家
进行布局的，这导致联系人发生了变化。其德国团队
是在德国的 Heimtextil 亮相，而意大利团队则参加
了 ITMA 展会。这就是说至少非常难以琢磨。他们展
出了最新的发展。
最引人注目的机器是于 2015 年 5 月发布的热升华印
花机 Epson SureColor SC-F9200。该打印机适用于所
有标准热转印纸，并可制作出形形色色的服装、运动
装和家用纺织品。Epson 搭载了 PrecisionCore 技术
和两个 TFP 打印头。
Zimmer 是一家来自奥地利的公司，他们针对纺织品数
字印花行业发布了两款 Colaris 家族的新产品，以及
他们新开发的圆网印花机。
Colaris Infiniti 是一种“现成的”或“开箱即用的
”解决方案。这款 1.8 米的印花机可支持多达 8 种颜
色和总共 32 个 SPT 1024 GS 打印头，墨滴尺寸为 7
至 21 pl。其速度从 520 平方米/小时 @ 360 x 360
dpi @ 1 程式到 170 平方米/小时 @ 360 x 1080 dpi
@ 3 程式，每色使用 4 个打印头。Colaris Infiniti
的价格非常吸引人。

Epson SureColor SC-F9200

Colaris³ 是第三代高性能数字纺织品印花机，使用至
多 64 个 FUJIFILM Dimatix Starfire 打印头，并配
备了墨水循环系统。
打印头有三种不同型号可供选择，墨滴尺寸从 10 至
250 pl，物理分辨率为 400 x 400 dpi。Colaris3 的
最大速度为 1670 平方米/小时，并可实现高达 1600
dpi 的分辨率。对于一些子类，如家用纺织品和地毯
，可能尤其引人瞩目的是 Colaris3，可提供 1.8 米至
5 米的宽度。Colaris3 结合 ChromoJET 数字化内嵌预
处理，烘干或汽蒸固色单元使这款印花机成为一款非
常通用的喷墨骨干，可对纺织品、毛巾织物、聚酯羊
毛和地毯等其它绒毛产品进行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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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I 的首席执行官 Guy Gecht 和 EFI Reggiani 的总
经理 Ambrogio Caccia Dominioni 博士在一场新闻发
布会上向大量观众讲解了这场并购是如何发生的，以
及美国 EFI 并购意大利 Reggiani Macchine 后组建的
新公司 EFI Reggiani 所带来的具体协同效应。首先最
重要的目标是为客户提供更多的性能，并以更好的机
器和服务为此提供支撑。
“ITMA 展会的观展人士将可以形成丰富的新理念，无
论他们是数字化纺织品解决方案的初次投资者还是既
定的面料专家。
借助真正集成化的关键方法，我们的织物印花和定型
解决方案将最高水平的技术专门知识和在化学和墨水
领域过硬的知识遗产整合起来，”EFI Reggiani 的总
经理 Ambrogio Caccia Dominioni 博士讲解道。该公
司针对绿色纺织品工厂生产时代展出了新型可持续技
术解决方案和工艺。
全新 ReNOIR NEXT 印花机是一款高度通用的产品，可
使用相同的墨水组在织物和纸张上印花，并配备了一
个 1.8 米的无带式数字印花系统。

它加入了极为成功的 Reggiani 纺织品印花解决方案
阵容，并提供简化的材料处理、紧凑型的足迹和更低
的购置成本，使之成为一款理想的入门级生产设备。
ReNOIR NEXT 提供 350 平方米/小时的生产速度和多达
4 个打印头。对于织物，它使用 8 种颜色，同时对纸
张使用至多 6 种颜色。分辨率高达 600 x 2400 dpi，
墨滴尺寸为 4 至 72 pl。所生产的织物重量可从 28
至 450 克/平方米不等（无弹性且无透印），而纸张的
重量为 40 至 100 克/平方米。对于入口和出口，该印
花机使用直径高达 450 毫米的标准卷装络筒机。如同
其他 EFI Reggiani 印花机一样，其高质量热升华墨
水由其高速吞吐能力得到补充，并具有最低的总体运
行成本。
亮相的下一款机型是 ReNOIR TOP 直接到织物印花机，
它拥有行业领先的出色质量，并配备了市场上最耐用
的喷墨阵列之一。ReNOIR TOP 配备了 32 个打印头，
并可提供 180-240-340 厘米的印刷宽度，是满足大规
模生产需求的完美解决方案。它的 32 个打印头被专门
开发出来用于提高生产率和效率。ReNOIR TOP 的生产
速度高达 1600 平方米/小时，同时具有高达 2400 dpi
的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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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ri® PK2600 在提供这些好处的同时仍然提供真
彩色和可媲美活性印花的柔软感、卓越的色牢度和最
上乘的数字印花性能。因为 Artistri® PK2600 墨水并
不需要气蒸或浆洗生产步骤，这不仅大幅加快了工作
周转时间，而且将水和化学品的使用降到了最低。

EFI Reggiani ReNOIR NEXT

这款重型、灵活、完全集成式的机器在展示时演示了
活性染料直接打印到棉花，并是一款还可兼容酸性、
分散性、热升华和颜料墨水的快速吞吐机型，是通用
性和速度的终极结合。

作为一家整体解决方案公司，EFI Reggiani 还首次携
EFI Reggiani 产品展示了其 EFI Fiery® 生产工作流
程和色彩管理的能力。EFI Ecosystem 这些宝贵组件的
设计旨在促进和提高客户的生产率和效率。
那么这一切都与机器有关了。在我们进行总结之前，
让我们来简短地看看行业协会及其对 ITMA 的评估。

协会
为了给印花机提供更大的速度和环境效益，DuPont 数
字印花和 EFI Reggiani 针对 EFI Reggiani 数字纺织
品印花机推出了 DuPont™ Artistri® PK2600 数字纺织
品颜料墨水。Artistri® PK2600 墨水主要是针对棉花
纺织品卷到卷印花而设计，其显示的性能可媲美反应
性墨水的效果。颜料墨水提供一种改进了的工作流程
、更快的周转时间以及印花厂和印花专家所需求的极
大提高了的环境属性。

来自德国的 VDMA（德国机械制造商协会）在 ITMA 展
会上展出了针对纺织机械的 VDMA 能源效率指南，同
时在展会结束后旋即宣布 VDMA 成员企业对于米兰的
ITMA 2015 展会感到极为满意。96% 的参展企业表示
，前来他们展位的观展人士的数量和质量均为良好至
非常好。87% 对展会后的业务前景评估为良好至非常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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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 VDMA 调查的主要结果，其中有 53 家参展成员
企业做出了回答。VDMA 成员在米兰的主要目标是获取
新客户。根据 VDMA 调查，89% 实现了这一目标。四分
之三的德国企业（74%）得以在米兰的展会期间完成合
同和谈判。这也显示了全世界的纺织厂对于德国技术
的高度信心，该协会表示。
此外，他们还表示，ITMA 证明了可持续纺织品生产仍
然是该行业的一大主要议题。根据 VDMA 的调查，能
源和材料效率是客户表现出最高兴趣的话题。当被问
及能源效率时，做出回应的 VDMA 成员中有 72% 表示
，客户对这个话题表现出的兴趣为高至非常高。材料
效率排在第二位：成员企业中有 63% 评估道，客户对
此表现出的兴趣为高至非常高。该德国协会的总体结
论是，VDMA 和蓝色能力成员企业兑现了 ITMA 的绩效
承诺“掌握可持续创新的艺术”。
另外，法国协会 UCMTF 也宣布道，尽管有全球不确定
性，ITMA 2015 表现非常出色。法国机械制造商协会主
席 Bruno AMELINE 证实道，法国参展商会见的客户数
量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许多历史的、长期合作的
、新开发的和未来客户带来了真实的项目。

对于协会秘书长 Evelyne CHOLET 来说，其成功所立足
的事实在于，在法国机械制造商和他们的全球客户之
间建立起了点对点的关系。另外，在 ITMA 前夕于伊
朗（在 4 个纺织品中心）和乌兹别克斯坦（在 2 个纺
织品中心）最近组织了法国技术研讨会并与俄罗斯纺
织业签署了合作协议，这些对于证实与来自这些国家
的客户之间的关系并吸引他们在 ITMA 期间前来法国
展位也很有帮助”。
瑞士协会 SWISSMEM 的纺织机械制造商小组成员对于
这次展会也感到完全满意，他们碰巧在这次 ITMA 展
会年庆祝了其 75 周年。小组主席及 SSM Schärer
Schweiter Mettler AG 的首席执行官 Errnesto
Maurer 为我们对协会提供了一个非常积极的总结，其
中有众多观展人士带来了大量的交易，尽管在瑞士参
展商之间绝对存在着高度的不一致。
国际纺织品制造商联合会（ITMF）理事长 Christian
Schindler 也在瑞士报纸 Neue Züricher Zeitung（
NZZ）上报道，绝大多数企业均感到满意，特别是由于
大量的观展人士和自发的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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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意大利协会及展会的举办方 ACIMIT（意大利纺
机制造商协会）对于意大利 ITMA 的创纪录数字也感
到非常骄傲，并称之为意大利纺织机械制造商的极大
成功。ACIMIT 主席 Raffaella Carabelli 表示，出席
展会的观展人士为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同时参展商
们普遍感到满意。对于展会场地来说，Carabelli 女
士表示，参展商和观展人士对会展中心的合理性、功
能性和美观均表示赞赏，它恰当地结合了米兰新国际
展览中心的组织专长和国际展会建筑师 M. Fuksas 的
艺术设计能力。最后，ACIMIT（意大利纺机制造商协
会）主席总结道：“本届展会不仅由于其创纪录的数
字，同时还由于其就可持续创新所传达的消息而被人
记住。Rho（意大利地名）的展馆展出了众多技术创新
，聚焦于寻求纺织品生产工艺中的更大可持续性。可
持续性和创新：其结合将代表许多制造商在未来通往
成功的关键。”

总结
我们自己的总结与关于米兰 ITMA 2015 展会的特点和
质量的许多表述一致，并更进一步。根据我们的判断
，ITMA 是迈向一个更可持续未来进程中的分水岭。

结果证明了“掌握可持续性艺术”的座右铭并非只是
一个广告口号。它是实际上所经历过的。几乎所有参
展商都提供了可持续解决方案，同时，特别是引人注
目的创新显示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倾注了多少严肃的
承诺。紧随可持续解决方案的是具有真正购买兴趣的
询盘。ITMA 在纺织业和纺织机械行业之间并没有自觉
或不自觉地并肩坐在一起，为可持续纺织业打造一个
可持续的机构。它通过大大小小的方式展示出环境保
护、以负责任的态度处理资源以及经济上的成功是可
以共同实现的。对可持续性的投资毕竟是投资于使用
更少的自然，结果是降低了生产成本。对最新技术的
投资同时也是投资于更高的生产率和灵活性，结果也
是投资于当前以及未来的市场需求。选择这条道路的
纺织企业能够坚决地进行自我定位，从而更好地面向
他们的买家。他们整装待发，可满足对于以可持续方
式生产的纺织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并且进一步讲，为
更严格的法律要求做好准备，而这作为巴黎决议的结
果，迟早必将到来。
因此，他们已经迈出了一大步，而时间将证明这些
创新和投资将在多达程度上为一个行业及其企业中
带来改变。供应链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其最薄弱的环节
，这将在熟悉的价格压力上额外增加实现可持续性的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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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当由来自政界和社会的意见领袖的更多解答实现
持续提高，并展示给企业和随后日益唤起的消费者意
识。因此，可以预见到纺织品场景中的一场变革。
ITMA 会对 ITMA 亚洲展览会产生什么效应将尤其引人
注目。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中国是否能够并
愿意做出回应？我们最早将在 10 月份的 ITMA 亚洲
展览会，最迟将在下一届 ITMA 展会上揭晓这一点，
在那里我们将看到与可持续性有关的变革将实际取得
多大的进展。
ITMA 2019 将于 2019 年 6 月 20 至 26 日在巴塞罗那
Fira de Barcelona Gran Via 会展中心举行。

A dvert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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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MA Impressions

ITMA 2015 通往展厅的路上自始至终到处都是观展人士！然而，其组织完美无瑕。

CEMATEX（欧洲纺织机械协会）在 ITMA 2015 上的新闻发布会。迄今最盛大的一届 ITMA！干得漂亮、
祝贺你们！

我们在我们的 ITMA 2015 前瞻中是正确的！那里有一台全新 Trützschler TC15 梳理机。

来自 Saurer 的全新 E3 认证机器备受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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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MA Impressions

Saurer 推出了形形色色的机器，其聚焦点在于自动化、能源效率和盈利能力。

市场营销副总裁 Wissenberg 先生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展示了全新 Oerlikon MMF 机型

Oerlikon MMF 服务销售主管 Herrmann 先生讲解了 RoTac3 节能高达 50% 的原因。

Savio 集团推出了全新自动络筒机 Eco PulsarS 和用于卷装裁剪的 Multic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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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MA Impressions

SSM 的新型模块化络筒机平台 XENO 吸引了大量注意力。SSM 感到十分舒畅！

Uster 展出了新型 TESTER 6、VisionShield2 和 Mr Q，一个智能辅助系统！

Rieter 携若干创新亮相，包括新型喷气式纺纱机 J26。

Bräcker、Graf、Novibra 和 Suessen 展出了他们出色的零部件，例如 g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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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MA Impressions

Head of Customer Support Schlafhorst Thomas Arter 在一些一流范例的前面。

Reiners + Fürst 正在展示他们的环锭纺纱零部件。

DORNIER 展出了若干新机器。亮点是正在织造滤布的全新 P2。

DORNIER 先生身着一套由参展的 A1 喷气机织造的面料做成的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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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MA Impressions

Itema 的大型展位始终人山人海。

Picanol 展出了一系列新机器。

Van de Wiele 展出了地毯和提花机织造系统。

Groz-Beckert 展出了一个惊艳的展位概念，并就如何实现可持续性和盈利给出了建议！

P Age 78

ITMA Impressions

Shimaseiki WHOLEGARMENT：在可持续性、快速时尚、简单性以及开启针织业务方面的优势。

Stäubli 携全新穿经机 SAFIR S60 亮相，该机型拥有用于主动控经系统的光学传感器。

Stoll 展示了一系列用于特殊应用的新奇针织机，例如 3D 结构。

万众瞩目的 KARLMAYER 展位！众多新机器，众多观展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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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MA Impressions

Mayer & Cie.首席执行官 Benjamin Mayer 在 ITMA 2015 新闻发布会上。

Monforts 展出了助推生态的 Montex 8500。

iNTERSPARE 展示了具有大量创新改进的 Krantz Syncro 预缩烘干机。

iNTERSPARE 首席执行官 Dirk Polchow 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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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MA Impressions

BRÜCKNER 展示了具有新型轧车的最新 POWER-FRAME Eco。

用于热熔涂层和层压的 Cavimelt P+P：紧凑的结构和很高的生产率！

Benninger 展出了具有传奇色彩的染色轧车 Benninger-Küsters DyePad 的新版本。

全新 Aqua Finish 机器前的 Krantz Synergy 团队。

ITMA Impr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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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列着新奇纱线染色机 Pulsar 的 Loris Bellini 展位。

Thies 在 ITMA 2015 展会上展出了 iMaster mini。高达 80 公斤的新型染色机即将从样品加以改进，效
果非常理想。节能！

SETEX 的市场营销总监 Jerzembeck 先生向我们讲解了拖放程序设计师、网络用户界面和多点触控。

Trützschler Nonwovens 展出了一个新型液体上浆机，具有 50% 的速度优势，由滚筒的特殊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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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MA Impressions

Dilo 先生向观众讲解了其完整织针产品线的功能。

Autefa Solutions 提供的全新 Web Master FUTURA 梳理机。

Durst：宁要质量，不要大规模市场。全新 Alpha 系列提供的卓越印花效果和高速度。

SPGPrints 推出了单程式 Pike。在 ITMA 2015 参展的那台机器已出售给了 K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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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MA Impressions

Mimaki 在热升华领域处于非常强大的地位，并展出了新型 TX300P-1800 d-t-t 喷墨印花机。

Gecht 先生和 Caccia 博士在 ITMA 2015 上向媒体界介绍了 EFI Reggiani。

MS Lario 受到了大量关注。共售出 14 台印花机，其中有 2 台是在 ITMA 2015 上售出的。单程式印
花机和旋转式类似，但更具可持续性

ACIMIT（意大利纺机制造商协会）主席 Carabelli 女士在 ITMA 2015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比巴塞罗
那同期接待了更多观展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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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MA Impressions

VDMA（德国机械制造商协会）新闻发布会上的蓝色能力：Waldmann 先生、Brückner 女士和 Schmidt
女士

来自 RWTH 亚琛的 Jay Vincent Jordan 获得 ITMA 可持续创新奖。祝贺！

ITMA 2015 上的印度 ITME 活动非常引人注目。来自 H.E.的欢迎。印度大使 Basant K. Gupta 先生
。

Gemma Cranston 和 Helen Crowley 博士在 WTS2015 上就如何分析供应链上的影响给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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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行动阶段已经开始

从我们之前对于过去四年可持续性报告的背景来看，
2015
年无疑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只需几年时间，它甚
至可能会被视为可持续性通过告别讨论阶段并进入具体
行动阶段而取得普遍突破的一年。为了证实这个论点，
我们想更仔细地回顾两大重要活动：首先是米兰的 ITMA
2015，其次是巴黎的世界气候峰会。在巴黎达成的决议
彰显了战略趋势，同时来自米兰的反馈对于纺织业行动
中的操作领域提供了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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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了术语的一致性起见，我们希望首先强调
我们对于“可持续性”一词的定义，因为其使用通常
含糊不清。我们的定义符合联合国布伦特兰委员会于
1987 年 3 月 20 日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指既满足当
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
在过去几期杂志中，我们已经详细报道了可持续性对
于经济、地球以及人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可以
将关键词概括如下：人口增长、世界饥饿、对原材料
日益增长的需求、资源的短缺，以及最重要的是后果
无法预测的气候变化。
因此，沿着纺织品增值链的可持续性意味着纤维的可
持续生产，首先是使用最少的资源提取原材料，以节
能、资源高效和生态友好的方式生产纱线和制造纺织
品，例如家用纺织品、服装和产业用纺织品，立足于
适中的工作条件、体面的工资和生态友好型工艺。

纤维
让我们和往常一样从纤维开始，更准确地说，是一种
自然纤维：棉花。可持续性的理念在这里意味着对土
地没有明显的负担，以及不过多用水和灌溉方法。此
外，不对有机棉花进行转基因。

根据 2015 年 6 月由纺织品交易所出版的 2014 有机
棉花市场报告，2014 年，尽管叙利亚发生战争，有机
棉花的产量继多年的下滑后再次上升。形势描述如下
：“2014 年标志着有机棉花市场转折的开始。经过三
年的稳步下滑后，2014 年有机棉花的总体产量提高了
10%。这一消息振奋人心，并标志着纺织业正在朝着
找到解决方案的方向共同行动起来。在整个行业内，
我们正看到商业实践中的显著进步、供应链层级之间
更强的沟通、认证的增加以及更长期规划的迹象，以
增加可持续性努力。”纺织品交易所总经理 La Rhea
Pepper 对结果做了如下评论：“10% 的增长非同寻常
，而如果没有行业的努力以创造有意义的变革，这是
不可能的。对于有机棉花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对于突
出的创新的需求，纺织业日益从各方面做出了回应。
”
前五大国家分别是印度、中国、土耳其、坦桑尼亚和
美国，他们生产了全球有机棉花纤维总量的 96.68%。
印度仍然是最大的生产国，种植着世界上大约 74% 的
有机棉花。为了响应市场，秘鲁种植了 56%。32,000
公顷土地将在未来三年内转化为有机土地，而全球增
长料将继续对于 2014/15 年估计为 15 至 25%。
土耳其的产量在未来 3 年内料将达到 20,000 公吨，
而在坦桑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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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iA-organic
收获了其首批作物。供应链上也出现
了引人注目的改变。例如，全球认证设施的数量出现
了 22% 的增长。去年，GOTS 认证的设施数量增长了
18%，同时 OCS 设施增长了 26%。印度、孟加拉国和中
国的认证设施数量均出现了 100% 的增长，同时，73%
的企业采用自愿性标准来验证他们的有机棉花。
在有机棉花的前十大使用企业中也有一些变化。H&M（
2）和 C&A 的位置发生了改变，C&A 在 2012 年和
2009 年曾经是第一位。Lindex（8）是新晋企业，而
Carrefour(6）再次登榜。其它品牌包括 Tchibo（3)、
Declathon（4)、Nike（5)、Target（7)、Inditex（
9）和 Puma(10)。一个大的变化是，各大品牌正在公
布他们的战略，在许多情况下包括他们的有机棉花目
标思维的一大转变！有机棉花消费量的前十大企业（
总量）增长比例为 25%，而增长最快的前十大企业平
均增加了 156%。这些企业中的 56% 针对有机棉花的采
购已经设定了明确的目标，同时有 35% 对照关键绩效
指标公开报告了他们的进展。另外，42% 在他们的最
终产品上使用自愿性标准标签，同时，81% 倡导他们
产品的可持续性属性。
最大的挑战是非转基因种子的短缺。纺织品交易所称
之为增长的一大主要障碍，特别是在印度、中国和布
基纳法索。

2015 纺织品可持续性大会和有机棉花圆桌会议于 10
月 5 至 8 日在孟买举行。？来自 32 个不同国家的近
200 家生产商、制造商、品牌、零售商和支持组织云
集孟买，以分享有关有机棉花的资讯和观点。会议的
庞大规模和当天的活力毫无疑义地表明，对于培育一
个强劲而持久的有机棉花市场的需求空前迫切。OCRT
为社区带来的价值令人欣慰。
专家小组的主要建议是提供诸如农场学校、示范区、
准入通道和认证以及妇女公开学校等手段，
以加强整个社区，从而促进获得推广服务、技术、农
业投入和市场，以将过渡期的几年纳入投资计划中，
从而在向有机转换的过渡期内支持农民。此外，还将
超越商品并接近农场作为一个农业生态系统，以生产
食物和纤维，节约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服务并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以纳入政府激励和市场
机制，从而实现产品交付。农民第一的模式植根于透
明、信任和承诺。在 TE 网站上可找到 OCRT 的一份
总结报告。OCRT 的欧洲主管和协调员 Liesl Truscott
说道：“有如此多来自整个供应链的利益相关者汇集
到一个地方正是 OCRT 的独特之处，同时提供绝佳的
机遇，以激励变革和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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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有机棉花行业来说是条好消息。然而，重要的一
点是，要记住有机棉花仍然只占整个棉花产量的很小
比例。为了实现任何明确的产量，有机棉花生产的增
长将必须保持提高。然而，由于较低的收益，棉花总
产量将会降低，或者种植面积将必须增加，可能要以
玉米或小麦等粮食为代价事情有点复杂。另一方面，
鉴于众多新兴国家日益提高的购买力、较高的人口增
长以及消费者对于有机纺织品的偏爱（特别是在婴儿
服装市场上），有机棉花的需求量有可能会出现爆发
式增长。
理论上讲，转基因棉花可能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因为
从降低农药和水的使用、同时保证高收益来看，它具
有众多优势。然而，鉴于其很大程度上不可预测的长
期后果，人们对它投以非常消极的目光，特别是在欧
洲。布莱梅棉花交易所将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至 18
日在不来梅举行的第 33 届国际棉花大会上讨论这个
话题。绿色基因工程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将以“棉花育
种和消费者接纳中的新方向”作为主题进行讨论。考
虑到传统应用的基因工程的结果，对于新的育种做法
（如“智能育种”）可提供什么机遇以及由此会对人
类和环境带来什么好处，这应当变得清晰起来。首先
，对于消费者对基因工程产品缺乏信任以及他们的保
守是否合乎情理，这应当变得清晰起来。

在这一点上，大会的嘉宾之间也有望出现激烈而富有
争议的讨论。
关于棉花就到此为止。另一种天然纤维是羊毛。2016
年 2 月，纺织品交易所公开发布了由有关各方起草的
针对公共利益相关者的首个负责任羊毛标准（RWS）审
查草案。TE 写道：“这是公众为这个标准提供意见、
同时确保其实现目标并为羊毛行业带来价值的一个重
要机会。”
同样在 2016 年 2 月，纺织品交易所宣布发布《材料
快照》全系列中 13 个新文件的第二套，它得到了 VF
Corporation 的财务支持并与 Brown and Wilmanns
Environmental，LLC 联合出品。新的《材料快照》更
深入探讨了 27 种纤维和材料的周期问题，兼涵盖了
“偏爱”和“传统”选项（这里有完整清单）。每项
快照都将可用的生命周期（LCA）数据和信息与详细的
文献评论结合起来，以提供可靠、全面但是简洁的分
析。每个快照中都包含一个有关如下方面的概述：单
元过程描述、过程输入和输出、性能和工艺属性、潜
在的社会和伦理担忧、可用性、认证和定价细节、采
购该材料时建议提出的问题以及系统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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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快照是针对更加技术性的用户而设计的，例如材
料、采购和可持续性专业人士。它们并非针对那些正
在寻找对纤维或材料更加概述性了解的用户；对此，
纺织品交易所提供一套 33 种材料综述，于 2013/14
年制作，并得到了 VF Corporation 的支持（之前也
称为“材料快照”）。这两套资料现有的《材料综述
》和新的《材料快照》被设计为在一个组织内相互交
叉使用，以帮助教育并实现见多识广和明智的纤维及
材料选择。
现在让我们来简要看看另一种由可再生原材料做成的
纤维：莱赛尔纤维。
2015 年 11 月，奥地利企业 Lenzing 推出了其新的
集团战略“sCore TEN”。其背后的中心思想在于利用
生态友好型特种纤维产生盈利增长。Lenzing 写道：
“鉴于对纺织品纤维的需求日益增长，纤维行业未来
的一项重大挑战是可持续性。Lenzing 在这方面拥有
一项重大比较优势。其纤维素纤维源自可持续管理的
森林、通过环境友好型方式生产出来，并且可以生物
降解。尤其是 TENCEL® 纤维在可持续性方面在市场上
无可匹敌。将所有因素考虑进去后，TENCEL® 的环境
兼容性是其它纤维的高达 17 倍。Lenzing 纤维作为
棉花和涤纶的共混搭配物非常出色，并提高了它们的
可持续性。”

所有这些变化显示，在可持续纤维生产领域中，市场
上的行动仍然很可观。各大品牌和零售商正日益意识
到，其产品益处不仅在于非常便于市场推广，而且还
产生良好的收入和增长前景。对于客户而言，这开启
了新的决策范围，而从纯粹统计学角度来看，它有可
能产生进一步增长。这无疑将导致全新战略的出现，
或对现有战略重新调整。围绕德国的一项这类战略是
智能纤维。该公司将他们的 SeaCell 纤维做了如下描
述：“为了开发一种由可再生资源做成的纤维，经过
多年的大量研究后，智能纤维凭借 SeaCell™ 取得了
成功。这种纤维素纤维充当海藻的宿主，因此也含有
海藻的皮肤恢复属性。它是通过天然莱赛尔工艺生产
，属于一种环境友好型生产方法。莱赛尔工艺事实上
是闭合的且集成到了自然循环过程中，同时满足一个
未来行业的预期。这也是为什么欧盟对这种工艺授予
“可持续发展技术”类别中 2000 欧洲环境奖的原因
。
在这一点上，这种基于海藻的方法将如何进步，以及
是否有可能日益大规模地从海藻中提取纤维素，让我
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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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
这将我们带到了纱线和纺织品的生产，以及由此进入
机器。11 月 19 日，举办最成功的一届 ITMA 展会开
幕。纺织机械行业这个最大和最重要展会的中心主题
是“掌握可持续性的艺术”。将近 12.5 万名观展人
士响应了邀请并出席了此次活动，旨在亲自追踪可持
续生产领域的最新发展并投资于相应的技术。来自 45
个国家的 1700 家参展商极有可能展示了大约 5000 种
机器，而根据 ITMA 的老传统，几乎所有这些参展商
主要展示了新机器，以满足对于更大能源效率、资源
节约和环境友好型工艺的巨大需求。
许多参展机器对于改进可持续性做出了重大贡献。这
适用于沿着纺织品增值链的所有工艺。例如，Saurer
Schlafhorst 展示了即便在高性能水平上仍然可以实
现节能。全新 Autocoro 9首次于 2011 年巴塞罗那
ITMA 展出的 Autocoro 8 的后续型号，被描述为具有
革命性的节能潜力可进一步提供 25% 的节能，同时拥
有一个能源管理系统。对于 BCF 地毯纱线的生产，交
钥匙工厂的全球市场和技术领导者 Oerlikon Neumag
展出了其旋转交络单元
RoTac3，得益于其创新技术
，它可实现压缩空气消耗量降低 50%。在针织领域，
市场领导者 Groz-Beckert 展示了只需通过使用他们

的新型 litespeed®+ 织针，即可节能高达 20%。在
定型领域，市场领导者们展示了许多不同工艺中的许
多节能理念。例如，德国 Brückner 公司推出了他们
的新型拉幅机 POWER-FRAME ECOLINE，具有一个集成
的热回收单元。来自德国的 Monforts 展出了形形色
色的机器，并特别强调可持续性和能源效率：用于针
织物的著名 Eco-Applicator 的全新版本、一台新型
Monforts XXL 拉幅定型机（可提供 7 米的宏大幅宽，
配备了优化的 Monforts CADstream 喷嘴，因此，取决
于生产条件，可提供高达 35% 的节能）。另外，全新
Montex 8500 配备了一个热交换器 ECO Booster HRC，
其设计旨在将拉幅定型机上的烘干和热定型过程中的
能源成本降至最低。
这些例子取自于沿着纺织品增值链的各种不同工艺
阶段，显示了增强可持续性的极其多元化的解决方案
以及巨大的节能和节水潜力，通过聚精会神于这个特
定领域，近年来一直得到充分利用。创新解决方案的
可用性，以及最重要的是参展商对于这项事业一致坚
定的承诺，加上观展人士方面高企的需求，这些均表
明，为了实现在纺织业增强可持续性，全面的技术改
造早已正在进行。可持续生产意味着在所有工艺方面
正满足最高的需求，因此要求供应链中的每一家供应
商采用最先进的生产工艺。这正在形成很高的投资压
力。各大品牌和零售商想要按照可持续性标准进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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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结果是他们的供应商必须严守规则。正如
ITMA
2015 所重点强调的一样，这是当前正在采取的方法，
同时先发地位已经消失殆尽。纺织业全球市场中形成
的绝大多数骨干参与者正在应对这一主题，并将在几
年时间内渗透到整个行业中，特别是鉴于有望加速趋
势的进一步发展。

可持续纺织品合作伙伴关系
（Textilbündnis)
这种加速因素之一是从德国传来的，产生于可持续纺
织品合作伙伴关系（Textilbündnis)，它由联邦部长
Müller 发起成立，并自启动过程中经历的初期困难以
来已取得了极大的进步。
4 月份，德国发展部宣布：“目前，可持续纺织品合
作伙伴关系指导委员会德国发展部和纺织业已经将企
业和商业团体加入该合作伙伴关系的先决条件落实到
位。全面支持纺织品合作伙伴关系的基金会是一个一
致同意的联合行动计划。现在，合作伙伴们已经在一
系列重要方面把行动计划做得更加具体明确，特别是
在合作伙伴关系成员必须以何种方式追求实现约束性
目标的方面，以及如何以一种透明的方式监督进展。

Müller 部长表示，“今天，纺织品合作伙伴关系已经
取得了决定性的进步。孟加拉国拉纳广场纺织厂倒塌
两年后，我们正在德国为公平的纺织品生产发出一个
重要的信号。我们大家对此都有一份责任同时我们需
要共同肩负起这一责任！我们在欧洲和全世界的众多
合作伙伴已表达出加入我们的纺织品合作伙伴关系的
兴趣，这可能变成了我们努力的一个真正品质证明，
以实现纺织业的社会和环境标准。”
而在 2015 年 10 月，发展部在其首个周年纪念日就合
作伙伴关系发布了一份积极的报告：“自创始一年以
来，可持续纺织品合作伙伴关系已拥有 160 家成员，
按收入计算，这相当于德国纺织品市场的将近 50%。
随着来自纺织业的众多企业正在共同致力于可持续性
议题，该合作伙伴关系正在引领方向，涉及非政府组
织、工会、标准组织和政府参与者。他们的共同目标
是沿着纺织业价值链提高生产的社会、生态和经济条
件。通过在 5 月采用第二套行动计划，成员的增长成
为了可能。“它包含有雄心勃勃的社会、生态和经济
目标，纺织品合作伙伴关系的所有成员均承诺兑现。
我们现在必须通过采取明确的措施落实这些目标，从
而提高合作伙伴关系的影响力”，Gisela Burckhardt
在提到清洁服装行动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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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和零售商
各大品牌和零售商也毫不示弱，然而却在加速他们的
努力，希望及早进行自我定位，因为尤其是可持续企
业各号称处于领导地位。其目标在于按照可持续性的
标准进行制造，并向消费者绝对清楚地表明可持续性
是一项特别的产品益处。在这个领域中，瑞典服装企
业 H&M 始终处于前列。2015 年 3 月，绿色和平在发
布其“去毒”时尚榜时提名 H&M 为“去毒”领导者，
表明各大时尚品牌正在如何从他们的供应链中清除有
毒化学品和处理水污染。绿色和平表示，“H&M 对于
无毒时尚的行动将其牢牢地置于领头羊位置”，同时
将 H&M 列入“领导者小组”。绿色和平还提到，H&M
是首家消除其产品中有害化学品聚合氯化铁（PFC）的
企业。“去毒”领导者的定义是“致力于去毒的企业
，正在引领行业向着一个无毒的未来前进，拥有可信
的时间表、具体的行动并落到了实处”。而在 9 月，
H&M 推出了 16 款新款牛仔布风格，取材于 H&M 店铺
中服装收集行动倡议所收集的再生棉纺织品。这些男
款、女款和儿童款服装是 H&M 朝着打造一个时尚闭环
的目标迈出的最新一步，并将在全世界的所有店铺（
包括网上店铺）上市。“打造一个纺织品闭环，其中
不需要的服装可以回收做成新的，这不仅将会把纺织
品浪费降至最低，而且将大幅减少对原始资源的需求

以及时尚业对我们地球的其它影响，”H&M 首席执行
官 Karl-Johan Persson 说道。H&M 意欲为其纺织品打
造一个闭环，其中来自不需要的衣服的织物可以回收
做成新的。其目的在于通过减少送往垃圾填埋场的废
弃物，以减少时尚行业的环境影响，并节省面料生产
中自然资源的使用。
2016 年 2 月，H&M 朝着循环回收更进了一步。丹麦
公主殿下 Victoria 对首届全球变革奖（由非盈利性质
的 H&M 良心基金会发起的针对循环时尚的年度创新挑
战）的获奖者进行了表彰。将废弃棉花翻新并转化为
新织物的幕后芬兰团队荣获最多的得票和 30 万欧元
的奖金。为了朝着一个循环时尚行业进一步加速转型
，该基金会发起了全球变革奖网络，一个针对创新的
开源数据库。
至今多年以来，Patagonia 一直是关于无条件可持续
性的所有方面的一个先驱。另外，该公司采取了积极
措施来唤起消费者意识。例如，2015 年 8 月，纽约每
日新闻做了如下报道：“Patagonia 对肮脏的牛仔布
生意宣战，而 John Varvatos 正在火线上”。文章指
出：“全新 Patagonia 广告活动倡导其有机、公平贸
易牛仔裤产品系列。这也是对大多数其它牛仔布制作
方式的直接批评。”文章另外指出：“与常规牛仔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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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Patagonia 宣称其新的牛仔裤产品系列在制造
过程中节水 84% 并节能 30%。”
这种类型的活动鼓励消费者在这一主题上形成观点并
采取立场。我们将在来年更仔细地探究这一趋势，并
期待看到努力的进一步爆发，以教育消费者并唤起对
纺织品制造方式的意识。

个漫长旅程的开始，而非结束”。绿色和平组织气
候保护专家 Martin Kaiser 对该协议的评语为“巴
黎为世界带来了希望”，同时德国可再生能源协会（
Bundesverband Erneuerbare Energie）也对其颇为欢
迎，称之为“强有力的信号”，并要求设立目标后采
取具体的落实措施。

除了更大可持续性的拉动因素以外，产生于巴黎决议
的推动因素也有望获得新的动能。从 11 月 30 日
至 12 月 12 日，巴黎举行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第 21 次缔约方会议（COP 21）和 1997 年《
京都议定书》第 11 次缔约方会议（CMP 11)。大会主
席由法国外交部长 Laurent Fabius 担任。12 月 12
日晚上，大会通过了一项称为《巴黎协定》的气候协
定，旨在将全球暖化降低到 2°C 以下，理想状况是
1.5°C。

下一步涉及 195 个与会国对协议的批准。根据联合国
声明，《巴黎协定》在这些国家中的 55%（他们负责
全球全部总排量的 55%）批准前不会生效。世界上首
个为批准《巴黎协定》而选出的大会是南太平洋岛国
斐济于 2 月中旬举行的议会。尽管一片欢呼，该协议
也受到了批评，因为它不能对于契约角度上的不履行
采取任何处罚，即便它具有法律约束力。另一个主要
问题在于一个事实，即中国和美国一起占全球温室气
体排放总量的大约 45%。只要这些国家未能批准且其
他国家照做，则协议注定会要失败。然而，立即行动
势在必行，同时气候保护政策需要立即就位，因为时
不我待，我们马上就要达到 1.5°的目标了。

大多数政界人士和环境组织对峰会结果评价为气候政
策中的一大突破。例如，法国总统 François Hollande
称之为源自巴黎的最美好而和平的革命，同时，德国
环境部长 Barbara Hendricks 宣布巴黎标志着“一

支持该协议的组织和企业可以在这个网站上宣誓支
持：http://parispledgeforaction.org，它表示：
“COP21 主席 Fabius 部长正在号召非缔约方利益相
关者通过加入‘巴黎行动宣誓’，表明他们对气候行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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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支持。参与便发出一个信号，即所有行动者缔约
方和非缔约方正在 2015 年及以后朝着正确的方向前
进。‘巴黎行动宣誓’并不打算复制企业界、投资界
和各地方政府早已正在进行的善举来应对气候变化。
恰恰相反，它计划提供一个政治信号，展示支持的广
度和动能的规模，以实现向一种低排放和具有气候弹
性的经济转型。”
迄今为止，这份文件已经获得了来自全世界大约 1,300
家企业、组织和市政委员会的签署，例如 AT&T、AXA
Group、BASF、BNP PARIBAS、Cisco、Deutsche Bank、
Deutsche Telekom、Fujitsu、Henkel、Microsoft、
Nestlé、Novartis、Novozymes
A/S、Procter
&
Gamble、SWISSCOM、Unilever 和 Vodafone。目前来
看，鲜有来自纺织业的签名。发现的唯一知名品牌是
Adidas 集团。

总结
在获得 2016 Zayed 未来能源奖终身成就奖时，可持
续性先锋 Gro Brundtland 做出如下表示：“意识到
1987 年的《我们的共同未来》（报告的名称，也称为
Brundtland 报告）的分析和建议，以及当然还包括概
念本身的传统，而且还有在未来世界经济中对剧烈变

革的呼唤已被接受，这非常引人注目。这个概念已获
赞同且知道它完全势在必行，这真是一个精彩的故事
。重要的一点是报告发出的主要讯息，即我们对于人
类的命运以及我们地球的命运负有代际责任。这便是
为什么我们需要可持续发展的原因。”
《巴黎协定》是否注定会生效，因而在朝着更大可持
续性的进程中提供清晰的方向（特别是在代际公平方
面），同时为无数的小规模措施扫清障碍，这很快便
将揭晓。果真如此，则 2015 年将作为对人类具有决
定性重要作用的一年而载入史册。可持续性的星星之
火则会获得充分的激励而发展成燎原之势。无论如何
，在纺织业，沿着整个纺织供应链已经明显出现了对
于快速增长的渴望。ITMA 2015 对此做出了毫不含糊
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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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Benjamin Mayer先生,
总裁 Mayer & Cie.

“创新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因为对更具经济可持续
性的投资也会带来总体可持续性的提升。”
Picture © Mayer&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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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1 月，您作为 Mayer 集团的首席执行官经历并
分享了你们的首次 ITMA 成功参展。您将如何描述其结
果?
Mayer 先生：我的回答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我将讨
论我们取得的经济上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是我的个人
体验。如果您出席了 ITMA 展会，您可以目睹熙熙攘
攘的观展人士。与会者从全世界云集而来，但不包括
中国，因为中国人可能在专注于 ITMA 亚洲展览会。
除此之外，来自全世界的代表中间包括众多决策者，
例如企业老板、CEO、销售总监等，我们与他们进行了
丰富的讨论。我们无疑实现了我们的目标，这对展会
来说，并不一定是要售出特定数量的机器，而是成功
地代表公司及其设备。结果是，销售洽谈和订单提交
通常发生于展会后的几个月，而这方面的进展也非常
顺利。这是我作为 Mayor & Cie 首席执行官参加的首
次展会。之前我一直是一名观展人士，而现在我是负
责人之一。展会虽然紧张地进行了 10 天，包括准备
时间和后续跟进，我从头至尾都很享受，并且总体体
验很不错。我真的很期待下一次展会！

总体来看，2015 年对于 Mayer & Cie 来说是非常成功
的一年，你们为 Mayer 集团创下了总体销售额大约提
升 15% 的记录，或者相当于 1 亿欧元。对于 2016 年
，你们正在致力于进一步的销售额提升和更大的增长
。这一目标仅仅是基于市场需求吗，或者你们是否正
在以其它方式积极争取？
Mayer 先生：2014 和 2015 年，市场需求就已经超出
了我们的产能。因此，我们的销售额增长预期并非基
于更多的订单，而是我们产能的提高。这两年中，我
们经历了 6 个月的发货高峰期，这使我们输给了我们
的竞争者。对于今年来说，我们预计订单量会与 2015
年持平，这意味着我们并没有预计快速增长，而是略
微增长。对我们来说，一个优先事项在于调整我们的
产能，这将带来销售额的提高。由于这些条件，我们
可以指定明确的计划，即便会有微小改变。我们已经
设立了销售额大约增长 5% 的目标，并预计我们将能
够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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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结构性调整，同时越来越多的声音
预测道，新设备的销售将变得日益困难。Mayer & Cie
一直在分销专为中国市场开发的单面针织机 MSC 3.2
II，并在那里大受欢迎。2015 年，你们计划将该型号
的销售额提高 30% 至大约 260 台机器。你们实现这一
目标了吗？你们 2016 年对中国有什么计划？
Mayer 先生：我们差不多刚好实现了 2015 年的目标。
我们去年售出了 250 台机器。此外，我的答案与上一
个问题类似，因为产能对于中国市场来说也是一个重
要的因素。之前，我们甚至认为在中国市场可以实现
更高的销量，我们首先必须在德国和捷克共和国通过
提高我们的产能奠定好基础。因此，我们的目标仍然
是销售 250 台机器，这意味着 2016 年我们将刻意使
我们在中国市场的销售增长停滞下来。至于对这款机
型的需求，我可以补充的是，它在 2015 年非常强劲
，同时我们预计今年也会有类似的热门度。
对我们来说，就新设备的市场需求而言，中国的情况
似乎有些矛盾。一方面，经济增长和出口有所下滑，
而工资却一路攀升。另一方面，该国最新的五年计划
却在刺激对高科技和可持续性的追求。考虑到这些情
况和目标后，中国是否应当投资于最好的技术，或者
为什么特种机器设计对于中国市场仍然是合理的？

这可能也是一个让人联想起 ITMA 亚洲展览会的一个问
题。
Mayer 先生：在这一语境下，我想指出产生于 2013 年
国际纺织品制造商联合会（ITMF）的一个数据。基于
此，所有新圆筒针织机中大约有 75-80% 安装于中国
。因此，中国是目前最大的圆筒针织机市场。只要这
一数字仍然保持高位，就还将会出现专门为中国市场
设计的机器。当然您是对的，我们的 MSC 机器便是一
个例子。虽然它是为中国市场设计的，它目前取代了
中国的技术标准。它是专为那些寻求投资于更好技术
并意欲变革的企业而设计的。这正是我们性价比相对
较高的 Mayer 解决方案的切入点。我们可以想象经历
这些后最终会促进对最好技术（即我们的优质机器）
的投资。然而，我们在中国的客户各不相同。一些客
户意欲专业化发展并正在寻找新的或小众领域。他们
想要扩充他们的设备以实现这些目标。其他人则继续
在价格竞争面前拼杀。这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途径仍然
有待揭晓。我个人期望在未来几年内市场上将出现选
择，其中对自身战略进行多元化和调整的更大企业将
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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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有这种印象，即中国客户感受到的竞争比其他
国家要强烈得多？另外，您是否能够通过对话或订单
察觉出需求的改变？
Mayer 先生：与其他国家的竞争尚未成为一个问题。
当然，对于单独的个体情况可能有所差别，尤其是就
优质机器而言。然而，总体来说它是微不足道的。相
反，中国客户正在日益担忧他们未来可以在哪里实施
具有成本效益的生产。工资上涨这个问题目前可能并
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将在 3 至 4 年内产生影响。在
此语境下，越南目前是一个热门话题，因为许多中国
企业正在计划将他们的工厂转移到那里或在那里复制
，或者至少正在考虑中。今年，我们将再次向越南销
售 100 多台设备，但不是卖给越南客户，而是在那里
投资的中国企业。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正在摸索
如何在未来保持他们的竞争优势.
可持续性（即在考虑全球和代际公平的条件下实现经
济目标）对于纺织业正在变得日益重要，也是本版面
的一个聚焦点。Mayer & Cie 公司是VDMA（德国机械制
造商协会）“蓝色能力”行动倡议的一家成员企业。
你们的客户有些什么样的可持续性要求，同时你们如
何满足这些要求？

Mayer 先生：我将通过讨论客户想要什么来开始回答
这个问题。客户想要节约资源的生产工艺。这便是他
们为什么投资于可实现节约，比如水电，的技术。我
们作为机械工程师的职责就是满足这些要求。这产生
两种积极的结果：一方面，我们保护环境，而另一方
面，我们实现经济效率。如果客户正在寻求实现更高
效的生产工艺，而我们能够提供满足这些标准的设备
，则我们把设备做成了可持续的。于我而言，改进的
可持续性始终伴随着创新。创新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因为对更具经济可持续性的投资也会带来总体可持续
性的提升.
是什么让你们的公司成为可持续的公司，同时，可持
续性对您个人而言有多重要?
Mayer
先生：我们是一家存续了四代的家族企业，
我们的可持续性便从这个事实得到了印证。我们相信
，在老板的领导下是可持续的，并可创造连贯性。毫
无疑问，我们也专注于高效使用资源、以及将资源使
用降至最低的问题。其中一个特别的例子是我们所采
取的节能措施，以升级我们的公司大楼，例如新的供
热和空调系统以及隔热措施。此外，我们正在考虑于
2018 年建造一座废热发电工厂。这是生产能源的一种
可持续的方法，同时我们也预计会获得经济优势。因
此，提高效率对我们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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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看你们的机器。在 ITMA 展会上，你们展
示了你们即将上市的 spinitsystems 解决方案，它可
促进纺纱和针织流程。纱线制造商 Gebr.Otto 在你们
于 2011 年巴塞罗那推出这个惊人的解决方案后提名你
们为 ITMA 行业杰出奖。你们推断出收到的反馈很积极
。你们是否获得了订单？另外，spinit 是否有潜力实
现更高的销量？或者它是一个小众解决方案吗?
Mayer 先生：我们对过去几年取得的进步真的感到很
欣慰。这款机型的开发最早始于 2003 年，大约 12 年
之前。现在，我们能够以即将上市的状态在 ITMA 展
示它，并已实现初步销售。然而，我们无法立即大量
销售这款机型。在我们的道路上还有几个障碍。例如
，其结构与传统的圆筒针织机大不相同。结果，我们
不得进行更多人员培训，才能安装这款机器。我们也
需要训练有素的服务技工，能够进行现场机器维护。
由于这些原因，对于预测销售数字我们一直三缄其口
。对于今年，我们的计划是销售 10 台机器，然后逐
年增长，最终达到从 2020 年开始每年 50 台。当然，
就这款机器的市场需求而言，是难以预测出精确数字
的。如果纺织业决定投资于这项技术的话，其潜力当
然是巨大的。另一方面，它可能成为一款小众产品。
行业将会选择哪个方向，只有时间会给出答案。

Mayer 先生：对于该机型与圆筒针织机的性能比较，
我们将在未来 2 年得出更具体的概念，因为今年我们
已经售出了大约 5 台机器。我们坚信 spinit 机器的
潜力，并预计在长期内实现更高的销量。这也从我们
为开发这款机型所耗费的多年心血中得到了反映.
你们也在 ITMA 展会上针对双面布、条纹织物、单面
针织物、双面针织物、双面和床垫材料推出了最新机
器。每一款机器都以更高的生产率、改进的能源效率
和更大的灵活性而引以为豪。如果你们的众多客户投
资于这些新机器，它将以多快速度、在多大范围内改
变这个市场和针织品价格？客户投资了吗？
Mayer 先生：这个问题难以回答。我将从不同的角度
做出回应。因为我们的许多客户经历着残酷的价格压
力，特别是那些没有在针织品或最终产品上进行自我
差异化的客户，他们需要提高生产率以实现更廉价的
生产。通过这种方式，日益高效的机器也有助于对标
准产品实现更低的价格。然而，对于拥有独特卖点的
产品来说，这并不适用。我们与许多不同的客户交谈
，而最终重要的是半成品或成品以及业务战略。如果
业务战略包括成为标准产品的最具成本效益的供应商
，则结果会使竞争变得更加残酷。最终，问题便成了
获得大幅增长以收购竞争对手或进行多元化。

P Age 100

Mayer 先生：市场上可能会出现一种集中，它会反映
出之前出现在西方工业国家的集中.
你们技术先进的机器受到了专利的保护，例如相对运
动技术。这使得与你们的全球领导者地位竞争似乎是
不可能的。你们为什么仍然需要追求创新?
Mayer 先生：我需要稍微纠正一下。相对运动技术是
受专利保护的，但是其保护于 2003 年到期了。然而
，我们的竞争对手中没有哪家可以复制该技术，这便
是我们为什么仍然是唯一供应商的原因。然而，我并
不相信我们的竞争优势有那么强大。我们的优势无疑
在于我们广泛的产品范围。基于我们的产品范围，我
们当然领先于我们的竞争对手。然而，对于个别机器
类型而言并非始终如此。有一些个别机器类型是我们
的某些竞争对手能够匹敌甚至取代的。我们无法样样
第一。因为我们是大多数机器类型的市场领导者，我
们便能够以极大的灵活性响应市场需求，这意味着我
们能够提供满足市场需求的机器。这对我们的许多更
专业化的竞争对手来说是一个问题。
我们只有通过创新才能保持我们的地位，因为竞争对
手不会睡觉并且也拥有新思维。

Mayer 先生：例如，我们在 ITMA 看到了一些达到我们
质量标准的发展，甚或在某些情况下，质量可以与我
们的媲美。当然，我们有责任通过创新来调整我们的
产品范围以适应未来的市场需求并重新获得我们的竞
争优势。创新也是对公司所有员工的一个驱动因素。
开发、市场、销售：当我们开发出一款新机器时，大
家都很高兴，这使任务变得充满乐趣.
在产业用纺织品领域，针织机、特别是圆筒针织机似
乎稍微有点过时了。你们是这个市场的一个参与者。
你们是 Techtextil 的参展商并发布了 Relanit 0.8，
一款甚至可以对金属纤维进行编织的机器。为了提高
在这个增长领域的参与度，圆筒形针织领域必须发生
什么?
Mayer 先生：这个问题难以回答，考虑到对于产业用
纺织品而言什么才是重要的并没有清晰的定义。除此
以外，编织解决方案在这个领域比织造遭遇了更大困
境，原因非常明显。如果纤维之间相互平行排列，某
些力，如张力是可以精确计算的。这对我们的机器来
说更成问题，并使我们对于这一特别需求更加缺乏兴
趣。我们在收到请求时才做出响应，这通常是针对小
众案例。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对特种机器的开发尚未
能盈利。尽管如此，我们正在注视这一市场及其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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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er 先生：取决于其定义，我们也一直在针对各种
领域供应适用于间隔针织面料的机器，我们可能把它
算作产业用纺织品。然而，我们正漏掉了使纺织品对
我来说绝对属于技术性的应用，例如用于建筑业的产
品，以及真正进入大规模市场.
2015 年 12 月，你们迈出了第一步，以在捷克共和国
扩大你们的工厂。特别是 S4 和 D4 机器将在捷克共和
国大约 5000 平方米的工厂生产。你们将如何继续制
造高性能、高精度、高质量的产品，虽然它们将不再
是德国制造?
Mayer 先生：这是我们时常从我们客户那里听到的问
题，因为他们认为德国和捷克产品之间是存在质量差
异的。当然，我们不会允许我们捷克产品的质量下滑
。一方面，我们将继续在德国制造所有的金属部件。
我们将继续我们的战略并“不在外国国土上留下任何
金属粉尘”！我们在捷克共和国的工作仅专注于组装
。在那里，我们能够组装高性价比的机型，例如
S4
和 D4，以及用于其它机型的零部件。
另一方面，我们的捷克员工与我们的德国员工一样训
练有素，这对我们非常重要。为了确保这一点，我们
一直强调相互交流。许多捷克工人来到我们的德国工
厂接受培训，同时我们的德国专家去往捷克共和国现
场培训员工。

这种工作一直频繁进行，使我们得以保证我们的生产
工艺处于相同的水平。最终，当我们提供同样运行优
良的机器时，我们将取信我们的客户，无论它们是在
哪来组装的。
通过这种方式，在德国或捷克共和国确保质量的问题
至少在 5 年内不会再提出来了.
作为结束，我们将提出几个个人问题。您是在一家有
着 111 年历史、处于其四代的传统企业的领头人。您
相对年轻，且属于 Y 一代，据传他们处理价值观和传
统的方式有所不同。您能否讲一下这个，例如，通过
探讨您正在做些什么不同的东西，以及您的环境，包
括客户、供应商和员工对此如何回应？
Mayer 先生：一开始，我确实想知道对我们的客户必
须要成为什么样子。例如，当一个拥有丰富人生经验
的公司老板（他比我年长 20 或 30 岁）现在预计要与
我共事时。然而，我可以愉快地宣布这完全不成问题
。我们的行业是一个思想非常开放的行业，它张开双
臂欢迎了我。我们的领导班子（另包括我的兄弟和我
的表兄弟）总体非常年轻，并为我们公司带来了一股
新鲜空气。例如，我们增加了对现代计算机技术的使
用。我们现在使用视频会议软件来支持我们在捷克共
和国、中国和德国之间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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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知道 Y 一代成员对于就业的预期是何种类型，
同时我们正积极寻求满足这些预期。至于在公司实施
这些变革方面，我们当然具有优势，因为我们知道需
要付出什么。在德国，关于专业化工人短缺的讨论一
直甚嚣尘上，这个问题迫在眉睫，或者可能早就在我
们的门口了。我们与其他企业在初级员工的领地进行
竞争，这便是为什么我们希望提供工资以外的激励，
以确保我们员工的满意度。这些激励包括健康管理、
用餐补贴、新鲜水果、灵活的工时等等。我也可以吸
收我在 BMW 时的个人经验。这类变革在企业里非常受
欢迎。
您认为纺织品和纺织机械行业的乐趣在哪里？这个行
业让您着迷的是什么?
Mayer 先生：我先从让我苦恼的东西开始。我感到苦
恼的是行业的糟糕形象，特别是在德国和中欧这边。
纺织业是人人必须每天参与、并且我们享受使用其产
品的一个行业。相反，这个行业本身被描绘成一潭死
水或了无生趣，并且很少有人理解其所涉及的制造过
程或技术。我正同时在我的私人和职业范围内试图改
变人们的这种观点。当然，我无法凭一己之力扭转大
局，但是我可以与我所处环境的人们一起，利用可以
教导的机会为改变做出贡献。

通常，我可以目睹一个“哈哈时刻”，这是我所享受
的，它也让我回到你的问题。对于纺织业，我最喜欢
的地方在于其国际性质。我十分享受与来自全世界的
人联系，他们来自多元化的背景、文化和宗教。它极
大地拓展了我自己的视野，也是行业迄今最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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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David Pircher 先生,
业务发展主管/产品管理 OEKO-TEX

“总会有东西可以改进，特别是新技术将带来新的
目标去实现。”
Picture © OEKO-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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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纺织品标签 OEKO-TEX 100 树立的信心迄今已有
20 多年了。它是纺织品世界中最知名的标签，拥有
125,000 多个认证并为成百万的产品贴标。你们对
OEKO-TEX 100 的未来有什么规划?
Pircher 先生: OEKO-TEX 100 标签在二十年内已自我
完善，因此对于其理念不会有重大改变。其标签的一
个关键组成部分在于修改其内容，即定义限制和测试
标准，这每年进行 1 到 2 次。对调整企业标识进行
过商议，但这是非常微妙的领域，因为该标签受到高
度认可并被视为一个强大的品牌。另外，正如任何进
步企业一样，我们也在不断优化流程并适应市场条件
。
如果 OEKO-TEX 100 认证成为所有纺织品的一项最低
标准，则纺织品世界的可持续程度会有多高?
Pircher 先生: 这真是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可
持续性近年来已成为大势所趋，而要实现它并没有明
确的概念。它更多的是有关产品安全、环境保护、社
会责任和其它许多方面的一种理念。OEKO-TEX 100 标
签当然可以是一个促进因素，但其本身并不能确保全
球可持续性。企业拥有各自单独的战略并以不同的方
式实施可持续性，因为并没有标准的完整解决方案。

诸如绿色和平“去毒”行动以及各品牌和零售商所
遵循的可持续协会行动建议等外部影响也值得注意
。这一切使可持续性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其中
OEKO-TEX 标准 100 主要是可以成为其领域里的一个
关键促进者。这便是确保产品在人类生态学方面无害
，并向消费者提供关键的决策指南。
OEKO-TEX 标准 100 认证当然也通过企业监察及对从
零售商处所获得纺织品随机样品的后续测试，间接提
高了可持续性。如果其纺织品不满足标准且未能立即
改进，则会撤销认证。因此，朝着整个市场认证方向
迈出的每一步都会成为朝着提升可持续性迈出的一步
。这并不绝对清晰，因为这个问题从未真正结束。总
会有东西可以改进，特别是新技术将带来新的目标去
实现。
OEKO-TEX 100 标签如何影响某些领域的购买行为，对
此有没有确切的分析？或者，你如何说服纺织品厂家
对其服装或家用纺织品进行认证？
Pircher 先生: 总体而言，OEKO-TEX 100 标签将会始
终对购买行为产生积极影响。然而，认证的数量（因
此，标签的总体使用）在单独的领域里当然各不相同
。例如，婴儿服装和成人内衣属于传统强势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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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领域总是有变化和需求方面的趋势。例如，近
年来，在针对特定用途的工业用布认证方面出现了增
长。我们作为一家企业并没有富有到足够进行全球市
场分析的程度。但是我们完成了几项研究，并从我们
的客户、品牌和零售商处收到了大量信息，了解了该
认证在各个领域对他们有多重要。毕竟，他们进行了
广泛的市场研究和销售数字分析，同时通常会与我们
接洽。通常，客户已经获得了某些产品领域的认证，
并希望将这些认证扩展至其它领域，这随后也可能引
起其它公司进行认证。没有 OEKO-TEX 认证经验的公
司可以从我们的成员机构获得完整的指导。
可持续性也是一个日益增长的庞大市场，吸引着众多
新的参与者。因此越来越多的标签涌现出来，同时在
全世界纺织业中正在形成各种集团，他们为更可持续
的生产定义标准，并竭力通过标签或注意标志记录验
证。你们是否采用锐意进取的营销针对销售强劲的潜
在竞争者进行过场景分析，从而渗透你们的核心能力
？OEKO-TEX 认证为什么会获胜?
Pircher 先生: 这在业务开发中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过去几年以来，我们实际上已经在看到，不仅对于
致力于可持续性认证的传统竞争对手，还有消费者的
角色、政客和媒体也一直在成长，将这个话题分裂为
我们必须盯住的几个领域。

因此，这当然使 OEKO-TEX 变得愈发重要，以监视传
统认证机构中间的市场态势，不仅就竞争而言，而且
也基于立法的改变等，它将使自愿程序变为强制程序
。我们也在与竞争对手进行部分合作，如果我们相信
这会有益于我们的客户且我们可以更好地辅助他们的
话。另一方面，我们的客户正在反映一个问题，有人
就新解决方案和产品与他们联系。这是一道难题，因
为所有供应商当然也在尝试兜售各自的解决方案，这
有时确实有点难以保持客观。
你们的产品在过去两年中变化很大。目前拥有的不
是 OEKO-TEX 100+ 和 OEKO-TEX 1000，而是 OEKOTEX“绿色制造”和 OEKO-TEX STeP。为什么会出现这
个变化？这些新产品可以带来什么?
Pircher 先生: 你问的问题很正确，因为当我刚才从
OEKO-TEX 开始时产品已经改变了。这是由战略机关提
出的，旨在使产品适应当前的市场需求，因为这些提
到的改变确实存在。你所提到的 OEKO-TEX 1000 标准
大约始于 1995 年，当时略显领先于其时代。然而这
种想法所考虑的是我们需要应用我们专长的市场上的
改变，现在这已经有 20 多年了，产品越来越好，也
相应改进了我们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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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我们与我们的股东一起实施的，同时还创建了
一项国际标准 STeP，恰恰适应了当前的市场需求，并
吸收了其规章制度以及各个国家和企业的潜力。现在
，OEKO-TEX STeP 上市已经有将近两年了，并且我们
正在看到我们正中目标了。
可持续性对于纺织机械也很重要，尤其不仅仅是其设
备。米兰 ITMA 展会上对“绿色机械”的需求彰显了
多大的重要性？STeP 在多大程度上考虑最新和高效机
器生产的得分如何?
Pircher 先生: 对于这个话题在 ITMA 如此之重要，
我颇为惊讶，当然我们非常欢迎这一进展。这极大地
支持了更可持续生产的理念。当然，我们的 STeP 系
统也考虑这些趋势，因为这些机器始终如此并将不断
演进，因此我们当然包含了这一话题，而技术的状态
确实影响其评估。STeP 从环境绩效方面应对这一问题
。这里，拥有出色评估的公司当然会获得一个更好的
总体得分。排放值、对各种资源的使用以及能源效率
会影响关键绩效指标。此外，我们的机构还就潜在的
改进措施为公司提供反馈。通过使用中期投资核算，
我们向客户展示了对可持续性的投资（如能源效率和
更低的水耗）可以多快产生回报。

OEKO-TEX 的各家成员机构全部属于纺织业，同时除了
化学以外，我们的专长还延伸到纺织工程，并且我们
的员工具有相应的培训，他们也拜访客户。
众所周知，有三分之一的纺织品来源于中国。OEKOTEX 在中国列出了 3000 多家企业，他们的产品通过
了 OEKO-TEX 100 认证。然而，对于新的 OEKO-TEX
STeP 标准，仅有 8 家企业，因此甚至不足 1%。是中
国企业没有感觉到对这项认证的需求吗？还是与成本
有关？还是透明度太高？难道通常很聪明的中国企业
要错失重建自身“先行者”的更好地位的良机吗?
Pircher 先生: 随着 STeP 突起，这必将会有变化。
同时我们确实感觉到了获得认证的两大激励因素。一
方面，这是客户对纺织企业提出的某种要求，另一方
面，企业决定改善其市场地位。在中国，自从这些企
业（现在有 10 家认证企业了）决定获得 STeP 认证
后，我们正看到总体积极的发展态势。而新产品的完
善和好处的显现都需要时间。然而，我们正看到许多
中国企业（我们认为他们的生产是可持续的）对这项
认证表现出比西方买家更大的兴趣。另一方面，当然
在中国还有些企业的生产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成本的，
他们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对于其高透明度也退避三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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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他们是在试图隐藏什么，或者也许他们只是在
尝试守护他们的专门知识。赞成和反对认证的理由通
常都是因人而异的，并涉及到众多方面。而我们也需
要直面我们的竞争。但是我确实看到这里的总体趋势
非常积极，因为在公司内部，我们看到对 STeP 的需
求日益增长，并且除了已经获得认证的 65 家企业以
外，仍然有很多正在等待审核，特别是来自亚洲的。
最终获得认证的那些企业是我们提到的那些“先行者
”，他们想要显示他们的优势，从他们地位的提升中
获益，并为其他人树立榜样。
甚至 H&M 等零售商也宣布他们将大幅增加供应商考核
的数量。STeP 对纺织企业的认证不也是考核这些零售
商的一个替代选项吗?
Pircher 先生: 我们也正看到各品牌和零售商对于
“可持续生产”的承诺变得日益坚定，并在推动监视
和他们自己的考核。然而，要监视自己是很难的，因
为评论家始终可以说做得很少和没做，甚至可以宣称
“绿色浆洗”。许多品牌和零售商对此很清楚，同时
也看到了由独立第三方执行考核的好处。有些已经将
这种监视当作不错和可信的替代选项并作为首选。他
们就 STeP 认证在他们自己考核场所的使用与我们进
行了接洽，甚至让我们来监视可能关键的企业。

其中有些已经超越了讨论，而我们已正在从事实施解
决方案。
“绿色制造”标签是针对那些确实想知道的消费者。
他们可以使用产品识别号在线查看产品制作方式的所
有阶段。这似乎是一款非常长期的产品，旨在唤起消
费者对可持续性的意识，而大品牌和零售商希望提供
更多这种附加价值。这在当前的接受度如何？对此的
战略目标和计划是什么?
Pircher 先生: 这里一般有来自消费者购买“良心
”纺织品的压力。这正是“绿色制造标签”发挥作用
的地方，同时你完全正确，这不是一个短期解决方案
，而是基于长期理念，它也考虑了纺织业的复杂情况
。该标签需要透明度，随后各企业必须在整个供应链
上相继落实它。该标签是针对那些特别致力于可持续
性的企业，然后也从一个产品系列着手，看它到底能
确立自身多好的地位并获得他们自己的经验。对我们
来说重要的是拥有一个长期存在于市场的可信产品，
同时在一个并不是任何公司都可以达到的有效水平进
行评估。“绿色制造标签”的另一个尤为有意思的方
面是能够适应消费者请求的信息深度，因为理论上讲
（夸大），能够提供的信息量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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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市场研究显示，消费者当前尚不具备钻研材料
的能力或知识。这里的挑战是提供关键信息作为一个
快速概览，同时也提供钻研这个主题的能力。同时标
签也面临着这个问题，即对于合理提供哪些信息以及
在多大范围内提供的问题。我们为品牌制造商和零售
商提供精确的分析，确定哪个层次的信息适合于哪个
目标消费者群体。
2015 年 6 月，OEKO-TEX 基金会在修改活动计划后加
入了德国的“可持续纺织品合作伙伴关系”。这是否
将成为获得更多知识的一个机会？或者你们是否被要
求贡献你们的专长?
Pircher 先生: 我们的回答是，两者都是，这正是
该合作伙伴关系的精髓。毕竟该合作伙伴关系是一个
各种主角共同检查其目标、分享经验、讨论最佳实践
和相互学习的平台。当然，我们与该合作伙伴关系拥
有共同的目标，并在持续改进方面支持其成员，同时
为任务小组贡献我们的专长，以帮助实现我们的同事
Müller 先生的总目标。
原则上，OEKO-TEX 认证的具体专注点和我们的服务范
围也是解决整个议题的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我们的
产品也相应地针对特定要求提供行业实施解决方案。

基于多年的经验，我们也继续扮演着行业、贸易、NGO
和政客之间的中间人角色。但是，基于我们在这个领
域的核心能力或在近年来向这个领域的发展，严格来
说一直都是这个情况。
欧盟针对制造业企业拥有众多法律，并配有诸如
REACH 等特别条款。那么为什么欧盟制造的纺织品并
不是自然而然就无毒和可持续生产的？
Pircher 先生: 当然，仅仅从实际或纺织品应用技术
的角度来看可以很好地回答：许多欧洲企业使用并非
来源于欧盟的半成品产品。这些中间途径甚或是再贴
牌可能将一直存在，因此在我看来，根据标签来看，
欧盟生产的纺织品就自然而然无毒，这是一种幻想。
另一方面，相应地推动或实施 Reach 也需要适当的工
具和控制，而这正是 OEKO-TEX 利用相应的工具和行
动确立自己地位，以帮助企业确保符合 Reach 规范的
地方。
MySTeP 是你们针对品牌和零售商优化并重组其供应链
的数据库。这意义非凡，因为来自可持续制造商的产
品要求完全可持续的供应链。你知道这个门户的流量
。情况如何呢？纺织企业是否面临着持续不断甚或指
数级的压力，避免负面影响其供应链得分，从而投资
于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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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rcher 先生: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纺织服装只有当
供应链中的最薄弱环节允许时才能可持续地生产出来
。为了识别出这个环节，企业必须对他的供应链了如
指掌，而这通常是零售商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他们通常并不知道他们的供应链是个什么状况。而
这成为了最大的问题。这里有人可能会有疑惑，是
他们不想知道，还是他们没有尽力尝试，还是他们
不能知道。对于那些确实想要改进，从而通过相应的
技能获得这项知识的企业来说，这是一个机遇。借助
MySTeP，他们可以了解这个供应链的准确情况，并找
出最薄弱的环节。
凭借 MySTeP，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已开始检查他们的供
应链。这通常是从一些小事情开始，有些企业在查看
一款产品，即处于第一个步骤。这是成衣服装店或分
销商在供货。而有些公司则愿意更进一步，他们真的
想知道。他们在寻找最薄弱环节，随后也采取连贯措
施来做出改变。可以看出，他们的企业做出了改进、
优化生产、也许也通过了认证。或者最坏的情况是，
如果他不愿意或不能满足要求，他们就转换。这是我
们正清楚看到的一个进展。也许并不是以很大的规模
，而是缓慢而稳步的，甚至是不成比例的。

这适用于实现标准 100 以及更高层次的目标，因此在
整个生产线上实现完全可持续生产。我们其实可以在
我们的首批优质客户例子中追踪到这一进展。当然，
这种发展过程作为一个整体需要时间，也需要各企业
的敬业，因为这不是点几下鼠标就可轻松完成的。
你需要真正专注于其上，并努力实现完全可持续供应
链的目标。
可持续性对您个人来说有多重要？您为什么享受从事
这个领域的工作?
Pircher 先生: 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这有两个方面
，都需要一定的激情来支撑。我迄今已在纺织业工作
17 年之久，因此可以说我几乎和它结为了夫妻。若干
年以来我一直在处理可持续性问题，而对我来说，这
是致力于改进的个人理念。这总体上是一项适用于全
球的原则，而不仅仅是在纺织业。而另一方面是职业
方面，在我所属的纺织业提供解决方案和帮助，即便
这并不总是一项轻松任务。如果你能将个人激情与工
作结合起来，那就更好了。即使有时候你进步非常缓
慢，你最终会看到结果和你的贡献，而这是非常令人
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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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聚焦：
by Oliver Schmidt

聚焦

我们‘国家聚焦’系列这一版本中，我
们将近距离研究一个欧洲国家，这个国
家因其纺织业而更为有趣，它是：波兰
。在这个国家，纺织服装行业的地位曾
经非常重要，在东欧重组后该行业的处
境不佳，此后几年地位急剧下滑。然而
，在过去几年，情况变得更加乐观，波
兰绝对有可能作为纺织生产者在欧洲内
发挥重要作用。这个原因足以让我们近
距离研究波兰在纺织和服装行业上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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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官方称为波兰共和国，位于中欧，与乌克兰
接壤，东临白俄罗斯；西邻德国；南邻捷克共和国
和斯洛伐克；北邻波罗的海、加里宁格勒州（俄国飞
地）和立陶宛。波兰的总面积为312,679平方公里（
120,726平方英里），是全球第69、欧洲第9大国家。
波兰的人口超过3850万，全球排名34位，欧洲排名第
8位，欧盟排名第6位，还是欧盟前共产党成员中人口
最多的国家。波兰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为华沙，人口
约170万，位于波兰中东部的维斯瓦河两岸，距离波罗
的海约260公里，离喀尔巴阡山约300公里。另一个大
城市为克拉科夫（762,508）和罗兹（706,004）。波
兰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共分为16个行政区。
波兰的领土范围跨越几个地理区域。西北部为波罗的
海岸，从波美拉尼亚海湾延伸至格但斯克韩外。该海
岸由几个沙咀、沿海湖泊和沙丘组成。其大部分平直
海岸线与什切青泻湖、普克湾和维斯图拉泻湖交错。
它的中央及北部部分地区处于北德平原内。其丘陵地
带，特点是终端和地面冰碛在冰河时期形成。该国的
东南冰水沉积平原显然与此不同。马佐夫舍平原和波
德拉谢省是波兰最大的连片低地地区。波兰高原地区
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即小波兰（Wyzyna Mazopolska）
和卢布林高地（WyzynaLubelska）。西里西亚低地和
喀尔巴阡山流域景观是该国山区的山麓。

波兰南部有一些山脉，包括波兰侏罗纪高地、圣十字
山、贝斯基德山、乌克兰喀尔巴阡山脉和苏台德山脉
。从地质的角度的多个层面来看，波兰最高的山脉是
高塔特拉山。
全国大部分处于温带气候。北部和西部属海洋性气候
，南部和东部逐渐变暖，为大陆性气候。夏季通常气
候温暖，平均温度在18至30℃之间，取决于具体区域
。冬天相当寒冷，东北部平均温度大约为3℃，西北
约-6°。降雨全年，尤其是东部地区。冬季比夏季少
雨。
波兰属于代议制民主国家，以总统为国家元首，目前
的宪法可追溯到1997年。其政府构架中心为内阁会议
，以总理为主导。总统根据总理的建议任命内阁，通
常从下院多数党成员中产生。波兰选民投票选出两院
制议会，包括由460名成员组成的众议院（下院），以
及和由100名成员组成的参议院（上院）。总统由每五
年举行的普选产生。 2015年以来，安杰伊·杜达任命
波兰国家的总统，同样自2015年来，贝娅塔·斯齐德
洛被任命为总理。

P Age 112

波兰是欧盟、北约、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
现在，让我们来了解波兰的经济。在2014年的GDP世
界银行的所有会员国排名中，埃塞俄比亚以5480.03亿
美元位居第27位，占全球经济产出的0.7％，排在阿
根廷之前，尼日利亚之后。2014年该国的人均GDP按照
IMF的数据为25,247美元。在187个国家中，根据IMF统
计，波兰位居第46位，排在塞舌尔之后，马来西亚之
前。
在1991年和2008年之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6％
。此外，波兰是唯一一个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经济没
有陷入衰退的欧盟国家（+2.6％）。波兰超过二十
年的增长历史令人印象深刻，但情况已经改变，长
期处于欧洲经济的边缘，波兰有望成为区域增长的
引擎。如今，波兰是第八大欧盟经济体。经过几年的
强劲增长，数字已大幅下降。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波
兰在2011年的增长速度为5%，但在2012年只有1.6％
，2013年仅1.3％。到2014年，再次上涨3％，预计
2015年的增长速度约为3.5％，。
2015年11月OECD预测认为实际GDP将继续以每年3.5％
的速度增长，以稳定的投资和消费增长为支持。

尽管在2016年欧盟基金的转换预算期内暂时放缓，由
欧盟基金支持的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将继续作为生产力
和GDP增长的后盾。消费物价通胀有望在能源和食品价
格大幅下跌情况缓和的影响下逐渐恢复。世界银行预
测2016年为3.7％，2017年和2018年为3.9%。在一份于
2016年2月发表的关于2016年波兰的国家报告EUROPEAN
COMMISSION 中：“整体经济前景依然乐观，而国内的
风险也同时出现。工资上涨以及就业和财政的转移，
使得私人消费继续作为主导的增长动力。由于产能利
用率程度较高，私人投资预计将强劲增长。利润率将
保持稳定，而上次大选后采取或宣布的某些政策决定
可能会对人们的商业信心与投资决定造成影响。如果
银行为了弥补盈利率的影响而调整贷款利率，金融机
构资产中的新税收政策很可能对投资产生中亚。公共
投资预计将保持强劲，部分原因是政府提高投资率的
这一目标。这个目标如何与更高的经常性支出以及国
内和欧盟的财政规定相协调仍需要详细说明。通货紧
缩预计在2016年结束，但物价压力预计到2017年之前
仍然存在。尽管周边市场的发展并不乐观，但经过几
年的调整，波兰的经常账户赤字预计在2015年完全解
决，这归功于该国由国家成本竞争力驱动的产品出口
的强劲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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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资料显示，波兰在2014年世
界商品出口国中位居第26位，占世界出口份额总量
的1.14％。世贸组织报告说，2014年波兰出口的货
物总价值达2166.36亿美元（+
6％），与进口总值
2198.77亿美元（+
6％）相比，由此产生34.21亿美
元的贸易赤字。波兰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欧盟（28）
，占出口额的76.8％，以及进口额的57.7％，其次是
俄罗斯联邦，出口和进口额分别占为4.4％和10.8％
。波兰产品的其他重要出口市场是美国（2.3％）、乌
克兰（2.0％）和挪威（1.8％）。进口波兰的其他主
要供应商是中国（10.6％）、美国（2.5％）和韩国（
2.0％）。到目前为止，2013年波兰出口商品的最大进
口国是德国。
2014年波兰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约90亿欧元。最
大的投资国是卢森堡（38亿欧元）、荷兰（35亿欧元
）和法国（12亿欧元）。
该国的工业基础结合煤炭、纺织、化工、机械、铁、
钢铁等行业，而且最近扩展到包括化肥、石油化工、
机床、电机、电子、汽车和造船。该国的出口产品包
括机械，但高度多元化。最成功的出口产品为家具、
食品、摩托艇、轻型飞机、硬木产品、休闲服装、鞋
和化妆品。

我们再来看看纺织行业。据波兰WTO统计的纺织品出
口价值在2013年为20.83亿美元，2013年为22.75亿美
元（+9.2％），2014年为25.12亿美元价值（10.4％
）。服装出口价值在2012年为36.02亿美元，2013年
为40.32亿美元（11.9％），2014年为46.59亿美元（
15.6％）。这些数字在增长方面非常有趣，因为它们
清楚地表明，过去几年纺织服装业在波兰的发展虽然
不成比例，但势头良好。这些数字亦完全表明此行
业从欧洲的角度来看非常重要。例如，它们比葡萄
牙的出口数字更高，而葡萄牙在2014年实现了纺织品
22.93亿美元服装品37.75亿美元的成果。
在这一点上，我们将近距离了解纺织业，我们可以回
顾许多传统悠久的其他欧洲国家。纺织品和服装历来
在罗兹地区生产，而鞋子则在汝拉地区生产。其他纺
织地区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如曼彻斯特常常被拿来与
罗兹相比。 1807年，在蒂尔西特条约签订后，罗兹成
为华沙公国的一部分，并在1815年纳入波兰国会，因
此该城市由俄国沙皇统治，而他决定在这里建立纺织
行业。第一间纺织工厂由基督徒弗里德里希·文迪施
于1826年建成，该城的首个行会是服装制造行会，成
立于1825年。此举奠定了罗兹经济繁荣的基础，而且
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罗兹的纺织行业在波兰国会中
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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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从不到1000人增长到几十万人。它继续保持其
行业中的重要性，而纺织行业作为产品分支变得越来
越重要，包括在在波兰社会主义时期。这一切在东欧
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和国家的民主过渡后发生变化。纺
织行业陷入危机，企业倒闭，纺织工人的数量急剧下
降。
然而，在过去几年里，纺织服装业在波兰再一次快
速发展起来。它在欧洲拥有强大的地位，在销量上排
名第8位，在就业上排名第3位，在企业数量上排名第
2位。就连纺织中心罗兹也正在恢复其以往的重要性
，并通过众多举措成为创新和设计的热点。比如说，
该国最为重要的时装展FashionPhilosophy，每年在
这里举办两次展会。这本身说明了：“我们创造波兰
最大的时装盛会，FashionPhilosophy波兰时装周，在
罗兹每年两次定期举办，代表未来半年的时尚趋势。
我们为自己制定了建立平台的目标，结合审美的最高
水平，为时尚界相关机制的经验和知识交换创造空间
。我们正在创造时尚圈里艺术与商业相结合的想法。
”2010年，时尚推广中心（Centrum promocji mody）
成立，作为纺织服装行业的轴心，并加入艺术学院。
在这里，新的材料正在开发，而艺术，独特的设计和
商业世界汇聚在一起。网站polska.pl写道：“自19世
纪起，罗兹已经孕育了最好的纺织业传统。

现在，它生产21世纪纺织品。保护用户免受紫外线和
其他电磁辐射的超现代化材料、不易燃布料以及不渗
透纳米粒子材料都在罗兹生产，罗兹是波兰纺织业的
摇篮，也是该行业在世界上最大的中心之一。”
结果是，该市纺织业雇用员工再次超过31,000人，其
科研中心与现代纺织设计解决方案共同发展。
而且不仅仅是罗兹。波兰东部也开始建立和推广自己
的生产性纺织业。 网站 whyeasternpoland.eu 写道：
“当提及波兰东部的经济，服装行业是最有前途的一
个行业。它由两个分支机构组成：纺织品生产和服装
及毛皮生产。服装行业的最大集中地在卢布林、瓦尔
米亚-马祖里和波德拉谢省。该行业在波兰东部大区域
的经济发展由它的历史因素和地理位置造成。位于西
欧和东欧之间，促进了纺织产品的出口。直到最近，
该地区主要依赖于与其邻国从东方的贸易，但西方市
场在波兰加入欧盟之后变得更容易。这也促进了产品
质量的改进和设施的现代化，以追赶竞争对手的步伐
。即使是现在，在波兰东部生产的服装主要作为出口
商品，只有小部分产量进入波兰国内商店。”
波兰纺织业在与德国和捷克三国交界的地区也得到了
进一步增长”。

P Age 115

网站 textilland-oberlausitz.de 写道：“卢萨西亚
纺织区域的企业正在形成。许多面料销往波兰的西里
西亚邻国和捷克波希米亚邻国。这个相连的经济区域
具有区位优势，而且将该优势利用到极致。随着欧盟
的扩大，包括波兰和捷克共和国，欧洲最大的纺织品
区域在三国交界地区发展，而且卢萨蒂亚上部就在这
中间。拥有数千名工人的约100个纺织企业与‘卢萨西
亚纺织品’协作，这是一个创新的网络，并在纺织部
门突出强调本地区具备的专业技术。”
Cleanclothes.org在探讨波兰的特殊问题时引述了
从事波兰服装行业的2283间公司和97,200名工人。
whyeasternpoland.eu网站发表可相似的统计：“在
2011年6月，服装行业的就业人数为153,000人，其中
大部分从事服装的分支行业（89,000）。在纺织分支
行业中，4.2万人被雇用，其中从事皮革业的人数为
22,000人。约86％的服装制造商被称为小型企业，从
业人员不足50名工人”。然而，Cleanclothes.org批
评了波兰的低工资，尤其是在纺织服装行业，并与
亚洲的廉价劳动力相比较。2015年1月1日波兰的最
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286.16兹罗提（312欧元），
Cleanclothes.org还说明了纺织工人的平均月工资是
1546.52兹罗提（374欧元）。

除了行业本身，最近几年，由于对服装、鞋和配件的
需求呈上升趋势，波兰市场以一个有趣的方式发展着
，因此消费者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德国联邦外贸与投
资署（GTAI）于2015年8月声称：“根据欧睿国际的数
据显示，2015年波兰成年人在衣服和鞋子上的人均消
费约318欧元，仅相当于德国消费的三分之一（947欧
元），但超过邻国捷克共和国（199欧元）。消费者
能够购买市场上广泛的产品，包括国外和国内知名品
牌的产品”。此外，这意味着：“10名员工以上的企
业在纺织品、服装和鞋子上的销售收入属于动态增
长。在波兰中央统计局于2014年公布的2013年固定价
格17.2％增加后，2015年上半年确保会有12.9%的增
长。”
越来越多国外的品牌在波兰立足。 GTAI写道，便宜的
大规模制造商品和独特设计产品都在波兰服装市场上
增长。这些都是大公司，最重要的是这增加了他们的
销售收入。在KIK、小猪班纳和TXM创办了更多分公司
的同时，LK名牌连锁商店也开设了新的零售店。根据
KPMG的资料显示，约三分之一的国际知名服装品牌在
波兰设立机构，而且还将迎来更多品牌。
服装、鞋类产品的领先分销商是Empik
Fashio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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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EM&F Group 的时尚界企业管理特许经营模式的时
尚品牌，而且作为合资企业进行经营。在波兰，销售
网络由 Ultimate FashionSp. z o.o 管理。该公司拥
有经营Esprit、Aldo、River Island和GAP品牌专卖店
的专属权利。Maratex有限公司经营乌克兰和俄罗斯的
以下时尚品牌网络：Esprit、Aldo、River Island、
OVS和Bodique。该时尚界商店网络于2014年4月总计在
三个国家开设130个机构，目前包括七个时尚品牌。

波兰最大的鞋子供应商是CCC，
2013年之前该企业
名为NG2，之后推出品牌CCC、Boti 和 Quazi。CCC在
2015年1月至7月的营业额为12亿兹罗提（+ 20％）。
从年年初开始，该企业的零售空间大幅增加至约23％
。
CCC的管理层预计2015年毛利增加33％至3亿兹罗
提。这一鞋子供应链也在德语区开设了分公司。截至
2015年中期，他们已在德国拥有35间店，在奥地利拥
有24间店。

成千上万的小公司活跃于波兰服装市场；这些公司
中最大的占小于10％的份额。它们的领先供应商是
LPP公司，该公司经销六个不同品牌的服装：包括
Reserved、Tallinder、Mohito、House、Cropp和
Sinsay。每个品牌向不同的客户群展现不同的生活方
式，而且在表达自己以及他们的需要上各有不同的方
式。

市场上的产品选择因国内设计的发展而显得愈加
丰富，而且发展非常迅速。Rafal Bauer 和 Rafal
Czapula的第一间公司，Rage
Age，主要销售专门设
计师设计的时尚男装，于2009年9月在著名的华沙购物
和娱乐中心Zlote Tarasy（金色阶梯）开幕。同时，
Rage Age 还在华沙、格但斯克、卡托维兹和波兹南的
9个购物中心开设专卖店。

LPP生产商的许多产品销往远东，并在2009年产生超过
20亿兹罗提的营业额，净利润超过1亿兹罗提。 2014年
他们销售的产品价值超过47亿兹罗提，净利润为
4.82亿兹罗提，比上年增加11％。他们的门店数量已
经由196间增加至1,516间，而零售空间已从134,000平
方米增加至723,000平方米，也就是增长了 23％。

Simple Creative Products 是独特的时尚标签，自
1993年开始出现。它是GINO ROSSI资本集团的一部分
。SIMPLE CP网络目前在波兰拥有十几家分店。另一个
重要的制造商是 Redan 公司，其品牌包括专为年轻人
打造的Top Secret、Drywash 和 T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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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国内的时装设计师努力获得国际承认。公
共资金以及增加的在线贸易能够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愿
望。 GTAI写道：“在波兰，有很多才华横溢的时装设
计师，他们希望在国际上获得成功的道路应尽可能平
稳。例如，在柏林时装展后，2015年7月，紧随国际时
装展The Gallery 和 GDS展（鞋类及配件全球目的地
），年轻的波兰设计师首次亮相。该盛会在杜塞尔多
夫举办，其宣言是“准备在The Gallery & GDS的 Hush
Warsaw 上穿戴波兰品牌服饰”。Hush Warsaw 是华沙
的一个时装展会（http://www.hushwarsaw.com）。设
计师Lidia Kalita，她曾经创立了女性服装的 Simple
Creative Products，大力投资独特的时装。在2014年
初，她与她的丈夫创立了品牌LK设计师商店。该时装
连锁店供应限量高端服装，将在2016年年底设立24个
网点。”
代表波兰纺织服装行业利益的一个重要组织是PIOT，
即服装及纺织品行业雇主联合会，该机构与许多纺织
和服装雇主/公司联合协作。 PIOT的法定目标是在政
府和立法机构面前作为成员的代表。我们活动的主要
目的是向国家主管部门和会议表达由行业报告的委员
会问题，以及对草案法令的意见。

从2012年1月开始，PIOT引导子措施6.5.2运营计划创
新经济提交的服装、饰品和皮革制品贸易促进计划项
目的开展，该项目的建立是为了通过提高国际合作伙
伴面前波兰经济的形象，以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建立
企业家商业联系，推广波兰出口的特色业务。
在PILOT的主持下，在过去几年，一些比较重要的筹
资方案已被采用。从2012年1月开始，PIOT引导子措施
6.5.2运营计划创新经济提交的服装、饰品和皮革制品
贸易促进计划项目的开展，该项目的建立是为了通过
提高国际合作伙伴面前波兰经济的形象，以增强经济
的竞争力，建立企业家商业联系，推广波兰出口的特
色业务。
现状已报告完毕！现在我们来研究进一步的发展。在
2015年6月，PIOT宣布，他们的INNOTEXTILE方案已获
得国家研究与开发中心的审批。
PIOT写道：“我们
希望通过INNOTEXTILE方案进行募资，大幅提高该行业
的竞争力，鼓励服装和纺织业能够创造新的技术和产
品。”
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看到了波兰的显著
潜力，当然包括纺织行业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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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2015年1月发表了一篇关于波兰的报告‘波兰
2025：欧洲新的增长引擎’。报告说：“缩小与欧盟
15国的生产率差距的最大机会是汽车家具制造以及纺
织和服装。它提高波兰竞争地位的作用仅次于服务行
业，因此有望在国际市场上扩大竞争力。
[...]由于其庞大的规模和增加的价值，拥有最佳增长
优势的子行业是汽车（80亿欧元）、家具（68亿欧元
）以及纺织和服装（57亿欧元）。这些子行业中的企
业主要属于较大的集团，其增长因素主要包括技术转
让、设计和品牌发展。纺织和服装、家具和金属制品
是波兰最零散的行业。熟练工人和供应商网络都集中
在传统地区，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由于纺织和
服装资本要求较低，该领域包含大量小型和微型企业
，它们是波兰更大企业和国际制造商的分包。在纺织
品方面，63%的收入由收益低于4000万欧元的公司产生
。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小公司的数量一直在缓慢而稳
定地下降。为了加快自下而上的整合，我们需要更多
资金；此外，由大型OEM驱动的自上而下的整合将最终
得到实现。整合能够帮助该行业实现规模经济，因此
研发和高效现代生产线需要进一步发展，而这只有大
公司才能负担得起。工艺制造改进的另一半将通过波
兰出口的发展来实现。出口增长可能是制造企业的一
个生存问题，因为国内市场的规模往往不足以让公司

实现盈利规模。进一步增长的关键是寻找波兰产品的
最佳国际机遇。要在国际上竞争，波兰需要的强势的
品牌。波兰制造商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打造强势品牌：
他们可以在选定的市场或行业上发展自己的品牌，正
如Cersanit 和Amica的做法一样，也可以收购国际品
牌，如Rovese收购 Meissen Keramik，该公司之前是
德国高端瓷砖生产商。”

总结
我们的简要分析表明，波兰在欧洲和欧盟拥有很好的
机遇能够占据领先纺织国家的地位。该国有总体不错
的指标，还有适度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前纺织中心，
尤其是罗兹，在过去的几年期间能够再次被开发成为
国际竞争中心，另外也已经设定了未来研究和创新的
进程。波兰人口，特别是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都表
示他们愿意接受纺织和服装产品的消费，而由于波兰
的工资较低，其产品极具出口竞争力。如同 McKinsey
所说，这些都是很有前景的展望。我们有必要进一步
提高该行业的现代化，以提供具有高生产率和灵活性
水平的高效率机器。
除此以外，波兰在地理上占有优势位置，通过可持续
生产以及满足快速时尚的加大需求，波兰可以成为欧
洲中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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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纪录的 Heimtextil 为 2016 年带
来积极的行业展望

如同往常的每年 1 月一样，德国法兰克福的
Heimtextil 展会预示着 2016 年纺织品展会年度的开
始。家用及合同纺织品领域这一领先的国际展会再次
成功吸引了更多的参展商和观展人士。
一方面，这可能归功于活动组织者法兰克福展览公司
出色的组织和策划，他们总是能找到新的思路和主题
，同时扩大了展览场地。

而这也显示了行业内良好的商业氛围。大量参展商报
告了高企的需求，并且他们与观展人士展开了良好的
讨论并达成了无数的交易。
如果把 Heimtextil 视为行业指示器和积极展望的一
个初期现场测试，则 2016 商务年度的前景似乎一片
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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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69,000 名贸易观展人士（2015：67,861) 和
2,866 家参展商 (2015：2,723) 于 1 月 12-15 日从
全世界云集法兰克福，共同拉开了 2016 商务和展会年
度的序幕。
例如，比利时 Arte N.V. 的德国及荷兰销售经理
Annicq Boghaert 表示：“周三，我们实现了与去
年在整个展会期间同样多的销量。在德国客户中间
形成了良好的氛围。他们专注于产品和业务。我们在
Heimtextil 展示了六大新产品系列。它们均得到了客
户的认同。总体来说，我们赢得了开门红！”另外，
Zimmer + Rohde GmbH 的执行董事/全球销售 Andreas
Zimmermann 说道：“对我们来说，这次展会的效果非
常积极。我们获得了众多新的国际客户，同时考虑到
获得了新客户，我们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果。我们现有
的客户当然也在那里。我们对于观展人士的数量和质
量均非常满意。本年度，我们在我们的展位上接待了
更多来自中东的大量观展人士。我们展示的聚焦点是
我们的全新墙纸系列”。
法兰克福展览公司首席执行官 Detlef Braun 对于展会
的结果显然感到满意：“纺织品室内设计的世界来到
了法兰克福，而参展商和观展人士的增加便是明证。

积极的经济指标也推动了供应商和采购商之间的讨论
出现爆发式增长。Heimtextil 因此巩固了其作为行业
全球顶级会场的地位”，这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德国家用纺织品制造商协会总经理 Martin Auerbach
证实道，“Heimtextil 2016 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
象。我们的会员充满自信的展览对于 2016 财年来说是
一个积极的指示器。在众多讨论当中，参展商和观展
人士均表示自己非常满意”。欧洲最大连锁百货店 El
Corte Inglés 的采购员 Cristobal Montero Álvarez
强调了 Heimtextil 对于国际贸易商的重要性：“对我
们来说，当采购家用和家庭纺织品时，Heimtextil 多
年来一直是最重要的展会。没有其它哪个展会可提供
如此国际化的参展商。Heimtextil 展会上供应商的质
量和价格对我们很有吸引力。这一年，我们尤其感到
印象深刻的是防晒领域提供的全新技术解决方案”。

Heimtextil 全球展望
法兰克福 Heimtextil 是同类展会中国际化水平最高
的。“从北欧到南非，从美洲到亚洲：观展人士从全
世界云集
Heimtextil，大家都想了解纺织品市场的
最新趋势是什么”，来自西班牙的装饰和家具供应商
Texathenea 公司的 Paola Ribera 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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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去年的情况一样，68%
的观展人士来自国外。在
Heimtextil 2016 展会上，尤其是来自意大利、西班
牙、瑞典、俄罗斯、日本和韩国的观展人士数量出现
了增长。“没有哪个展会的国际化水平可与之媲美
。毕竟，我们营业额的大部分是在国外实现的”，来
自 Desmond Lewis 设计工作室（过去 30 年一直在
Heimtextil 展会上参展）的 Erich Hansmann-Lewis
解释道。对于墙面材料和家用纺织品供应商 Arte 来说
，Heimtextil 是开发国际业务必不可少的展会：“我
们在展会上享受了四天的热烈！我们利用 Heimtextil
会见我们的国际客户，并在展会上为他们提供了一个
平台。Heimtextil 极具国际化水平：全世界都在这里
，从中东和美国，到中国和俄罗斯。它是墙纸行业最
重要的展会。我们明年肯定还会重回这里”，Arte 的
国际销售经理 Stiijn Vergaelen 如是表示。
然而，不仅仅是观展人士，参展商也构成了一个全球
行业的缩微世界。89% 的参展商（2015：:88%）来自
国外。本年度的 Heimtextil 展会上来自欧洲（特别
是比利时、意大利、荷兰和土耳其）以及其它众多国
家的参展商出现了增长，包括巴西和美国。

装饰和垫衬材料：一个令人信服的概念
就产品而言，Heimtextil
在各个领域大幅扩张了其
产品组合。针对快速增长的装饰和垫衬材料领域，
4.0 号展厅甚至还额外配备了一层全新的展厅，主要
来自意大利的高品质参展商在那里展示了他们的产品
。Enzo Degli Anguioni 便是利用扩大展位空间重回
Heimtextil 的公司之一。“我们在 Heimtextil 参展
几乎有 30 年了”，Enzo Anguioni 的老板说道。“继
中间的一次停顿后，我们今年第一次回来了，因为其
概念赢得了我们的认同。从纺织品印花到成品家用纺
织品，所有行业都在 Heimtextil 悉数亮相。对我们
来说，Heimtextil 2016 是非常值得的。我们会见了
众多新老客户”。
“停顿了若干年后我们重新回到了 Heimtextil，因为
它是最新市场趋势的欧洲最优平台”，比利时 Libeco
公司的销售经理 Thomas Luys 说道。重回展会的土耳
其公司 Penelope Dokuma 同样也很满意。“我们与现
有客户加强了联系，同时预计 2016 年在家用纺织品
市场上看到稳定增长”，来自 Penelope Dokuma 的
Gözde Yildiz 预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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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优越的功能掀起了面料中的创意
来自奥地利的 Lenzing 公司展出了其用于特种纤维的
全新市场方案TENCEL® 和 Lenzing Modal®。Lenzing
正在加快市场活动的步伐，以进一步推动其纤维在酒
店领域的扩张。欧洲（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是其已
规划市场活动的目标区域之一，因为在那里的酒店行
业中，可持续性和健康趋势尤为显著。TENCEL® 已成
功赢得了美国知名连锁酒店的认同，同时，得益于对
替代型、天然和可生物降解材料的探求，Lenzing 纤
维的前景一片光明。针对亚洲市场已经执行了首期开
发，目前这些正在测试阶段。“在众多家庭应用当中
，TENCEL® 展现了其改进的全新属性，并且它对独立
起居区也产生了积极影响。自然和健康并不仅仅是在
个人生活中构成一种趋势。酒店行业已经完全拥抱了
这种趋势，同时日益增多的精品酒店正在使用 TENCEL®
产品，从而将他们的客房布置得更加自然、可持续和
健康”，Lenzing 公司的居家装潢总监 Susanne Jary
指出道。
来自意大利的 RadiciGroup 企业集团展示了由 Noyfil
SpA 和 Noyfil SA 开发的 Radyarn® 和 Starlight®
纱线系列。

RadiciGroup 企业集团将其产品线聚焦于阻燃和抑菌
纱线、溶液染色纱线（既包括传统的也包括可再生材
料制成的），以及无锑涤纶纱线，可提供生丝和溶液
染色版本。这些 RadiciGroup 的连续涤纶纱线内含阻
燃属性，是户内和户外纺织品家具及合同纺织品领域
的理想选择。Radyarn® 和 Starlight® FR 有溶液染色
、抑菌和/或对紫外线稳定的版本可供选择。
德国涤纶制造商 Trevira 回顾了 2015 年的良好局
面。他们去年实现了大约 2.5 亿欧元的营业额。销
售额总体符合预期。特别是在特种业务领域里录得了
喜人的进步，例如低起球成衣纤维、用于工业应用的
PLA 纤维种类，以及阻燃纤维和纱线（Trevira CS）
。Trevira 在 Heimtextil 展会上推出了一个展位概
念。其框架涉及七个所谓的“实验室”，他们代表产
品创新和开发。五个实验室是基于 2016 Trevira CS
面料竞赛的参赛者以及另外由客户提交的面料，反映
了当前的市场趋势（见下面的单独报道）。第 6 号
实验室专用于具有低熔点组件的 Trevira 混合纱线中
的面料，而在第 7 号实验室，观展人士可以了解有关
Trevira 实验室服务所提供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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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在家用纺织品领域的重要性
日益增长
可持续性这一主题在全球家具领域正变得日益重要。
这是来自若干 OEKO-TEX® 组织的专家出席展会的一个
好理由，以向观展人士和参展商就认证选项提供专家
建议。此外，OEKO-TEX 还组织了几场讲座，对于可持
续性的成功实施可能是什么样子，由来自北美、亚洲
和欧洲家具领域的顶级代表提供了资讯。《今日家居
和纺织品》的总编辑 Warren Shoulberg 表示“可持
续性不是未来的浪潮：它就在这里。”Loftex 中国的
市场经理李翔中（音译）向观众讲解了如何“建造绿
色纺织品。倡导可持续发展。”另外，More Textile
集团董事会主席 Artur Soutinho 进行了演讲，题
为：“可持续性作为当今市场上的一个全球竞争性
价值。”另外，来自海恩斯坦纺织品测试研究所的
Jörg Diekmann 也进行了讨论，题为“OEKO-TEX® 的
MySTeP贴上了绿色制造标签的供应链中的透明度”。

数字印花：创新和趋势
纺织品数字印花领域的所有市场领跑者悉数亮相，例
如 Durst、EFI Reggiani、Epson、Kornit、Mimaki 和
Zimmer，与去年相比也有大幅扩张。

工业级喷墨应用领域的专家 Durst 全面展出了该公司
的纺织品产品组合，同时带来了有关其全新 Alpha 系
列的信息。用于家用纺织品数字化生产的最新一代超
级多程式喷墨印花机系统拥有 190 至 330 厘米的印刷
宽度，并可配置高达八种颜色和 64 个 Alpha-S 印刷
头。凭借 600 dpi 的物理分辨率和每小时 460 至 610
延米的印刷速度，Durst 正在将 Alpha 系列定位为
传统丝印的直接竞争者，自然纳入了数字印花的所有
优势。Durst Alpha 系列在所有墨水回路中拥有连续
墨水循环的特色，从而确保一致的墨水质量和印刷头
使用的可靠准备。如有必要，客户可在短时间内更换
Alpha 系列印刷头。针对 Alpha 系列开发了一种可自
适应不同织物材料和花辊周长的新型智能供墨系统。
一种专利型直列喷雾系统使材料在印刷前可以对其进
行化学预处理。Durst 正在为 Alpha 系列提供其自有
的 OEKO-TEK 标准 100 认证墨水系统和一个 GOTS 认
证的反应性油墨系统。为了在生产中向用户提供更大
的灵活性和经济性，Durst 还开发了一种新型颜料墨
水 (Alpha Ink P)，它可用于各种不同的织物，并以其
印刷后的柔性感觉令人印象深刻。同时，对于标准材
料（例如棉花和涤纶）无需进行预处理或后期处理。
除了卓越的印刷质量、高灵活性、工业级生产率和可
扩展性以外，Alpha 系列还可以提供工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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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发的 Durst 纺织品工作流程系统简化了不同织物
材料上精确的色彩重现，同时实现连续的质量控制，
并为新材料和色彩适应实现一次性剖幅。

Dominioni 博士说道。“在 Heimtextil 展会上，凭借
EFI Reggiani 使用各种类型的墨水在为不同家用纺织
品的印花应用中所能提供的幅度和深度，客户看到了
给他们自己带来的好处。”亮相的印花品展示了高级
印花技术如何成功迎合了消费类家用纺织品市场的各
个领域。观展人士可饱览一切，从使用转印工艺数字
打印的枕头，到带有直接印花的垫衬物的沙发，到使
用颜料墨水生产的直接印花的窗帘，等等。

DURST Alpha Series

EFI Reggiani 突出了凭借其领先的通用型印花技术
可实现的众多不同的装饰应用。该公司的展品运用
众多直接和转移印花应用再现了一个居家环境，展示
了 EFI Reggiani 的高品质技术和可持续的印花工艺
。“借助我们的喷墨印花机，家用纺织品领域的业务
拥有比以往更多的选择，提供个性化和小批量的设计
，” EFI Reggiani 公司总经理 Ambrogio Caccia

EFI Reggiani ReN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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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maki 携其完整的产品系列亮相，其中的解决方案使
观展人士可轻松扩充和新增他们的纺织品数字印花产
能，从而在形形色色的材料上打印出生动、持久的色
彩。观展人士可以体验一下 TS500P-3200，这是一台
3.2 米概念印花机，可使用热升华墨水在转印纸上打
印；另可体验 TS300P-1800，这是一台同样可在转印
纸上打印的 1.8 米印花机，将使用明亮的粉红色和黄
色荧光墨水亮相，在运动服装行业的需求尤为旺盛。
另外是 TX300P-1800，一台 1.8 米的印花机，可使用
分散染料墨水直接打印到织物上，从而实现在涤纶上
直接打印，也可使用纺织品颜料墨水用于在棉花上打
印。在最近的 ITMA 2015 展会上红极一时。

Mimaki TS500P-3200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 JV400LX，使用 CMYK、橙色和绿
色乳胶墨水，用于打印墙面材料，具有绝佳的色域。
“纺织品数字印花已经从简单打印样品或一次性打印
完成了演变，” Mimaki 欧洲公司欧洲、中东及非洲
地区市场总经理 Mike Horsten 说道。“设计师和制
造商可利用 Mimaki 纺织品印花产品家族用于生产短
期或中期交货的各种用途的独特面料，从家用装饰到
时尚到工业面料。这些印花机带来的机遇必将给前往
我们展位的观展人士留下深刻印象。”Mike Horsten
还出席了 1 月 12 日举行的欧洲数字纺织品大会，主
题为“针对超快家用纺织品的全新供应链”。
SPGPrints 推出了可为室内装饰印花机提供高生产率
、更大设计灵活性和更宽色域的数字喷墨印花解决方
案，以满足企业的个性化要求。SPGPrints 的新型喷
墨解决方案是基于其最近推出的 Pike 数字纺织品印
花机的成功的 Archer® 技术。Archer® 技术使用一
排 Fuji Samba 印刷头，以在 1200 x 1200 dpi 的分
辨率提供精美的细节表现。该技术的一项关键特征是
打印头和基质之间长达 4 毫米的间距。这使各种纹
理基质可在紧凑的套准偏差之内实现高速印刷。“我
们基于 Archer® 技术已经在开发三款新型印花机，
”SPGPrints 工业应用商务经理 Rieks Reyers 说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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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装饰应用已经开发出了两套紫外光固化系统。
一个是 700 毫米宽的中心压印系统用于将涂层、纹
理或图形图像应用到合板上。这些合板可用来在家具
上创造出木石效果，却无需为那些材料付出高昂的成
本或大量碳排放足迹。个性化设计或品牌也可打印出
来，以创建出与众不同的图像。首批这些机器已经发
货给了 SPGPrints 的一家德国客户。第二种装饰应用
是一种平版式印花机，它可以将墨水应用到诸如吊顶
板等刚性基质以及诸如面板和门等重型产品上。而第
三种解决方案将是一款中心压印印花机，其幅宽超过
2000 毫米，并使用水性油墨用于装饰印花，”他说道
。
“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法兰克福展览公司已经认识到了
数字印花是大势所趋，并使它成为了其纺织品展会的
一个固定组成部分”，Kornit Digital 欧洲的 EMEA
市场总监 Oliver Lüdtke 赞扬道。“Heimtextil 至今
三年来一直是我们展会日历上的固定日期。这是我们
开拓新市场、会见重要决策者以及巩固我们的长期客
户关系的地方”。

The new SPGPrints Pike

Zimmer Maschinenbau 公司市场总监 Stuart Kugler
对该展会大加赞赏：“Heimtextil 一如既往地组织有
序。它树立了正确的概念，并吸引了高质量的联系人
。作为纺织品市场数字印花解决方案的一个供应商，
我们通过提供一个技术远景对 Heimtextil 的行业范围
进行了补充。从我们与其他参展商的讨论中产生了大
量新的想法，这些参展商中有许多是我们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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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垫：接触到了目标群体
寝具产品群（包括床上用品、寝具、被套、装饰性枕
头和床垫）也得到了扩充。尤其是床垫制造商的增加
，例如 Rössle & Wanner 和 f.a.n.Frankenstolz，
他们均是缺席若干年后再次在 Heimtextil 展会上参展
，并受到了观展人士的热烈欢迎。Rössle & Wanner 的
管理合伙人 Manfred Greiner 证实道：“我们经历了
一次良好的展会，并对我们的观展人士在 Heimtextil
展会上的反馈感到满意。我们在我们的展位上接待
了众多观展人士，特别是来自寝具行业的，这意味着
我们终于见到了我们想接触到的目标群体”。f.a.n.
Frankenstolz 的总经理 Eberhard Künstler也非常高
兴，并赞扬了很多东西，包括新的日程安排：“这对
我们来说是一场不错的展会。星期三和星期四发生了
如此多的事情，以至于有时候我们展位上的桌子显得
不够。前往我们展位的观展人士中间包括各大企业的
顶级采购员”。

优质供应商携高质量概念引人注目
11 号展厅优质寝具、浴室和桌子领域的许多参展商对
新的日程安排也持积极态度，并引证了这个展区展品
质量的日益提升。

“我们对新的日程安排表示欢迎”，Ezzenza
公司
的 CCO Cornelia Loos 说道，他同时强调“所有展
厅的环境与去年相比尤其拥有很高的质量。大家都付
出了更多的努力，这意味着 11.0 号展厅不再有任何
普通展位概念了。我们想用整体概念来激发我们的客
户，而这正是得到我们客户感知和重视的东西。总之
，我们感到满意，同时这里的气氛很不错”。Thomas
Overesch 柏林自 2015 年来便是 Heimtextil 奢侈品
领域的参展商，其总经理和设计师 Thomas Overesch
表示：“我们展出了我们的亚麻布羊驼毛系列以及一
个全新垫子系列。目前来看我们对产生的业务感到满
意。我们总的来说针对的是奢侈品领域的非常明确的
观众，而我们会在 11.0 号展厅会见他们。我们询盘
和订单的大约 70% 来自于国际客户。中国也正在日益
变得引人注目”。

Jessica Schwarz、Nena、Guido Maria
Kretschmer、Barbara Becker
魅力因素再次成为 2016 年的一个主打元素。演员及酒
店老板 Jessica Schwarz 是星期二开幕式新闻发布会
的嘉宾，她向公众透露道，她意欲在 Michelstadt 的
Odenwald 镇扩张她的酒店。她星期四趁机为此穿梭于
各展厅之间进行了一次采购之旅。

P Age 128

“在 Heimtextil 展会上，您可以找到来自众多国家
的材料和设计，马上见到它们、触摸它们并从中受到
启发。对于室内设计和室内设计师的粉丝来说，这里
绝对是必到之地”，Jessica Schwarz 表示。

音乐家和艺术家
Nena
也于星期二亮相，她在
Marburger Tapetenfabrik 展位上展出了其全新墙
纸集，并于晚上在一群特邀嘉宾面前把整个房子都摇
动了起来。Marburger Tapetenfabrik 的首席执行官
Ullrich Eitel 倍受鼓舞：“Nena 的墙纸集是我们
在展会上展览的主要聚焦点。Nena 本人当然也是绝对
的亮点。Heimtextil 为此提供了一个完美平台”。星
期三就轮到明星设计师 Guido Maria Kretschmer 在
法兰克福展厅里获得荣誉了。在 P+S International
展位上，他展出了其墙纸集“墙上的时尚”，并对此
感到很欣慰：“对我来说，Heimtextil 是一场精彩的
展会，因为它全是关于内饰和材料的”。星期四，大
牌嘉宾的到访由展会常客 Barbara Becker 在 Kleine
Wolke 的展位上圆满完成。毫无疑问，大牌嘉宾是展
会的一大噱头。
“主题公园”再次成为另一大亮点，在那里贸易观展
人士可以看到大胆的设计和热门趋势。

Heimtextil 展会上的这一壮观趋势展区（本年度首次
获得了自己的展厅）吸引了所有正在寻找灵感和全球
趋势概览的人，这点已得到证明。“主题公园”通过
由六个国际知名设计工作室打造的一个趋势台，生动
地探讨并描绘了这些趋势。2016 “主题公园”的主题
是“幸福 4.0”。美国代理机构 WGSN 负责在展会上落
实这些趋势并打造趋势手册。
下一届 Heimtextil （家用及合同纺织品国际展会）将
于 2017 年 1 月 10 至 13 日在法兰克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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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mtextil Impressions

Jessica Schwartz 德国女演员和酒店老板和
Detlef Braun, CEO Messe Frankfurt

Guido Maria Kretschmer德国时装设计师Olaf Schmidt副总裁纺织品
和纺织技术Messe Frankfurt

德国歌手Nena

Barbara Becker, 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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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公园

讲座地点：会议空间

介绍Sander

数字印刷的家EFI Reggi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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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研究机构和大学的新闻

亚琛-德累斯顿-登肯多尔夫全国贸易
研讨会称赞 ITC
亚琛-德累斯顿-登肯多尔夫国际纺织品大会的活动组
织方即将于 2016 年 5 月首次举办一场全国性的展会
活动：2016 德国纺织品贸易研讨会。
大会称赞了国际知名的亚琛-德累斯顿-登肯多尔夫国
际纺织品大会 (ITC)，它于每年春季举行，涉及各种
特别主题。本年度的主题是：“纺织业中的原材料：
现代化工艺、通用型应用”。
纤维材料的可用性以及新纤维的开发给纱线制造商以
及织造和缝编领域均带来了挑战。高性能纤维的趋势
在生产链中引起了变革。在关于纱线和亚麻生产的贸
易研讨会中，来自行业和研究机构颇受尊敬的专家们
对产品和工艺创新做了报告，并展示了各种流程和产
品以及新的应用领域。

在登肯多尔夫举行的这场有关纱线和亚麻生产的活动
于 2016 年开幕随后将于 2017 年和 2018 年分别在亚
琛和德累斯顿举行。活动向来自纺织机械领域和纺织
业的专家及科学家进行了演讲。

柏林“环境周”活动中德国纺织品研究
机构的出席情况
德国总统 Joachim Gauck 与德国环境基金会 (DBU) 将
于 2016 年 7 月 7 日和 8 日在总统府公园共同举办
第五届“环境周”活动。该活动由一场贸易展会（设
有大约 170 个展位）以及同期举行的一系列讲座和讨
论会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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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研究机构和大学的新闻

该展会旨在为获邀贸易专业人士对各种可供使用的新
的环境友好型技术、产品、服务和概念提供洞察，以
负责任的方式构筑我们的未来。大约 1.2 万名来自政
界、产业界、科学界、社会和媒体界的获邀嘉宾料将
出席。

ITA 与 Teubert GmbH 一起在合作协会的展位上共同展
示了“由三维泡沫聚苯乙烯做成的新型隔热系统”的
主题，同时在自己的展位上联合德国电信公司技术学
院（莱比锡）和 Perlon-Monofil GmbH 展示了“借助
聚合物光学纤维的经济、稳健型数据连接”的主题。

纺织品和时尚协会从 600 多个申请者中被挑选出来，
与纺织品研究委员会及其某些成员一道，通过一个题
为“未来属于纺织品”的共建展位展示了这个创新行
业。纺织品对于保护环境的通用性以及针对紧迫环境
问题的解决方案悉数亮相。

ITV 与 TexTechno 公司运用图像处理开
发出一种新的纤维长度测量方法

参展的研究机构包括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纺织机械和高
性能材料技术研究所 (ITM)、亚琛纺织品技术研究所
(ITA)、德国西北纺织品研究中心 (DTNW)、萨克森纺
织品研究所 (STFI) 以及下莱茵高等专业学院纺织服
装研究所 (FTB)。
ITM 研究人员向公众展示了基于纺织品的集成传感器
，用于连续长期监测设施运行，通过使用一个小型风
力涡轮机的转子叶片来模拟真实的运行状况。ITM 凭
借这项发展在柏林的“FORSCHER Mittelstand” Aif
大会期间获得了由 Aif（工业研究合作协会）颁发的
2015 奥托·冯·格里克奖。

任何熟知原材料中纤维长度及长度分布的人都能在纺
纱准备和生产中实现可观的节省。在这方面，纤维的
最大和最小长度尤为引人瞩目，因为它们对于纱线和
纺织品面料的强度至关重要。几乎具有同等重要性的
是判定短纤维含量，因为这决定着纤维可以处理的程
度和成品服装的质量。例如，这些包括物质损失和绒
球形成。结果，需要准确测量出纤维样品的纤维含量
，并在频率分布中进行视觉展示。
短纤维是那些长度不足 12.5mm 的纤维。它们主要是
在纺纱过程期间损失，或者在生产特别高质量纱线的
过程中被梳理出来。结果，为了生产 100% 的细纱，
梳理纺纱厂需要采购 125% 的纤维材料。因为材料含
量构成纱线厂家成本的 50%，所以短纤维部分是一个
重大的成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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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纤维长度的测量是基于两个原则进行分类的。一
种是对纤维的单独测量，另一种是基于纤维束。第二
种具备一项优势，即在单次测量过程中可对大量纤维
进行记录。其劣势在于，其结果并非产生于实际的纤
维长度，而是推断长度，而这种方法于 2015 年在米
兰 ITMA 展会上首次展出。它更多地是面向所选长度
类别中的纤维体。在这些流程的范围内，在一侧还有
对纤维毛绒分类端头的测量（Almeter 原则），以及
在另一侧对由一个夹具支撑的未分类纤维束的测量（
Fibrograph 原则；例如 Uster-HVI、Textechno-CCS）
Almeter 结果显然更加接近于“真实的”纤维长度，
这便是为什么这种测量被用作首选参考。

十年里，标准化且经济的 HVI 测量系统已自我完善，
并在市场上取代了实际更加精确的 ALMETER 系统。仅
当 Uster 公司开发出 AFIS 后，单独纤维长度测量才
再次从经济上引起人们的兴趣。

纤维的长度是通过测量单独的纤维长度而确定的。向
频率分布方法的转换强调重量成为可能。这种原理可
实现按照 DIN 53808-1（2 个镊子随机处理 3000 个
单独纤维样品，仅测量其中十分之一的纤维）进行的
手动测量和机器测量，它涉及由罗拉单独打开并随后
喂入一个传感器系统的纤维束和纤维条。在这一流程
中 (USTER AFIS)，每次测量记录的纤维数为 5000 至
15000。

然而，这种方法也有其劣势。AFIS 通过在一个气流中
判定纤维的头部和末端测量纤维的长度。这个流程并
不考虑纤维缠绕和打圈。另外，纤维通过开纤罗拉被
机械地缩短，这意味着不可能准确确定原始纤维。这
便是 MDTA 4 的切入点，它是由 Textechno Herbert
Stein GmbH & Co. KG 与 ITV 合作开发出来，用于
测量单独纤维长度的设备，由 MDTA 3（一个用于判
定原棉中微尘和废物含量的测量系统，在市场上销
售过一段时间）和一个用于测量单独纤维长度的额外
模块组成。MDTA 4（照片）通过使用一种图像处理算
法测量单独纤维的实际长度。这在经济上变得更加可
能了，因为在极端高频层序时所要求的图像和摄像技
术的价格变得更加平易近人了。它也实现了以更加柔
和的工艺打开纤维絮，因此降低了缩短的效果。来自
TexTechno 公司的带纤维长度测量模块的 MDTA 4（照
片：Textechno）

手动判别非常耗时且成本高昂，这便是为什么它很少
被采用且不适合于对纤维材料分级的原因。在过去几

在 ITV 的一系列综合测试将市场上可用的测量方法
与手动单独纤维分析进行了对比。来自打包机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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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机的纤维样品以及四种不同梳理等级的样品得到
了采用和测量。对比显示，AFIS
系统在梳理测试中
表现出对中长纤维长度的良好提升并附带降低了短纤
维的比例，然而，MDTA 4 实际纤维长度及其频率分
布却更加显著贴近 ALMETER 参考值给出的“真实值
”。对这项新发展的结果可以轻松复制。因此，这些
测试证实了图像处理法非常适合于对纤维长度的测量
。TexTechno 即将在 ICCTM（国际棉花测试方法委员
会）申请对 MDTA 4 系统的“认可”，因为他们已经成
功完成了 ICC-FIBROTEST 系统的申请

用于轻质纺织品设计的创新型多轴向机
织物
ITV Denkendorf 与 Open Reed Weave Technology
(ORW) 合作开发了一种增强织物，张力与多达四条线
轴一致。
高能原材料很稀缺，而环境影响与日俱增。因此，对
于由优化型纤维复合材料做成的用户友好型轻质结构
组件的需求目前正在增长。一个重要的要求是用于纤
维粗纱张力一致的萎凋架。目前仅能在 0/90°实现双
向织物加强。ITV Denkendorf 仅凭借使用 ORW 织造技
术，设法生产出了一种多达四线轴的增强织物。织物

是利用平直和局部限制的多轴加强开发出来的。另有
一个项目创造出了具有光控属性的多轴织物结构。
合适的织物增强型结构包括机织物、纤网、针织物、
刺绣和羊毛垫。结构中没有起伏和伸展方向与应力方
向一致的纤维可实现最大的增强效果。因此，纤网结
构是复合材料制造中开发和使用的首选项。这些结构
的劣势在于，由于纤维层的连接相对松散，在张力方
向准确的纤维定位并非始终可能。自 2013 年 10 月以
来安装于 ITV Denkendorf 的 ORW 织机首次允许单向
、正交和多轴加强层牢固地相互附加在一起。这不仅
降低了稳固结构中的织物层数量，也改进了其破裂、
折弯、扭曲和剪力特性。
这些测试最初是从纤网型、单向纱布以 90°加强开始
的。取决于要求，其聚焦点在于极高的机械载重能力
、良好的隔音属性或形状保持性。这是通过使用各种
镶边连接以及纱罗组织和各种长度的浮动提花组织的
结合实现的，而不是传统的半纱罗组织(1)。建立于这
一知识之上，增强型织物是利用平面对齐的多轴织物
结构制造的。为了对玻璃纤维组织维持一种密实、双
向的支座，并在 ±45°(2) 得到额外加强，在支座链
条中以及在粗纱玻纤的多轴区域交换精细 PES 纱线是
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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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织机的顺畅运行，有必要重新设计多轴线的
喂入。这些测试显示，通过在多轴区域改变布局类型
、角度和粗纱玻纤的高度，以及基底组织的类型（取
决于相应的应用需求），对织物特性可以进行选择性
调整。

通过在织物中（例如）用碳粗纱部分地替换粗纱玻纤
，牢固结构强度中一致的张力提高得以实现。局部加
强并非仅仅集成到了链条和/或纬线方向，而且也集成
到了织物的多轴区域 (3)。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用于仅
在局部区域得到加强的结构的 ORW 织造技术。

一种具有纱罗组织的 UD 玻璃纤维织物的纤网型织物结构在

在支座链条、纬纱和多轴区域具有局部碳加强的多轴织物。

0/90°玻璃纤维织物具有对角线玻璃加强，排列角度为 45°。

借助可自由编程的多轴线布局，对结构轮廓的加
强会相应分布到双向基础织物中。这通过
AiF
与
Fraunhofer ICT 共同开展的“高组织结构”项目中集
成到后盖中的“灯光夹”进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展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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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纬纱和多轴区域具有局部碳加强的、用于灯头的多轴织物

一种灯头的三维预成型，使用一种 12K 碳纤维织物做成。

这不再有必要正如之前版本中图 4 所展示的从碳中制
造整个部件了，因为只需对关键张力承受区域利用碳
进行局部加强就足够了，从而在张力更大的区域实现
所需的结构特性 (5)。

AiF 的另一个项目显示，ORW 织造技术不仅适合于制
造纤维复合材料的加强组织，而且举例来说，还适合
于生产光控织物。纱线的选择以及对四织轴的参数化
可实现将织物组织设计成这种方式，即确定可用的日
光和明亮的人工照明，同时在整个织物上有效地引导
能源（图 6）。这种方法为创新照明管理和室内照明
带来一种全新方案。
登肯多尔夫纺织技术和工艺工程研究院将从 2016 年 4
月提供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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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碳素混凝土复合材料）项目荣获德
国可持续性研究奖和高效使用原材料奖
C3（碳素混凝土复合材料）项目于 2015 年 11 月底
荣获德国可持续性研究奖。通过此举，德国最大的建
筑研究项目从 87 个申请者和评审团及在线投票选出
的三名最终角逐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了获奖者。该研
究奖本年度被命名为“2015 科学年未来的城市”，并
聚焦于对可持续城市发展的研究。
另外，C3（碳素混凝土复合材料）项目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荣获德国高效使用原材料奖。联邦经济与工业
部和德国原材料机构 (DERA) 共同为四家企业和一个
研究设施作为智能材料应用的典范，授予德国高效使
用原材料奖。
光控多轴织物

C3（碳素混凝土复合材料）项目是联邦教育和研究部
的“2020 创新合作伙伴”计划中“区域企业”计划里
的十个项目之一。该发展计划对新联邦州中荟萃的杰
出科技和企业能力进行协调。
C3 项目的基本理念源自德累斯顿，并以对织物混凝土
的研究为基础。C3 项目仍在进行成功的研究并在突飞
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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