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熔体到长丝，
纤维和非织造布
聚合物加工的解决方案



从熔体到 ... 

均匀的熔体是生产高品质长丝和其它塑料材

料的基础，生产这些熔体是我们高效和高端

连续缩聚系统和挤出铸粒生产线的任务，它

们用于生产纤维级和瓶级聚酯（和其它聚合

物）熔体及切片。 

来自全球欧瑞康化学纤维事业板块网络高素

质的专家们为这些复杂系统 - 包含与知名合

作伙伴的合作 - 提供工程服务。这可以保证

您所有工艺步骤 - 从对苯二甲酸的供货到缩

聚、直到纺丝和接下来的假捻变形 - 获得一

站式服务。意味着各个生产步骤和系统部件

之间的最佳协调，因此保证了从熔体到最终

产品整个流程的最佳的产品质量和最高的生

产效率。

拥有自己的缩聚系统所带来的优势显而易

见：除了更加独立、无需依赖外部的切片生

产商、不受原材料市场短期的价格波动影响

和直接影响聚合物的质量之外，最重要的是

其额外的增值功能以保证进一步的利润。



我们工作的重点是您的最终产品的质量。这是基于完美的原材料基础上，技术和工艺
的完美协调。

沿整个价值链
您知道您有一个强大的合作伙伴在身边 - 欧瑞康化学纤

维。在根据您的要求为您量身定制的由我们设计、安装并

维护的封闭的生产链里，我们为您的产品质量负责。我们

将十分乐意用我们全面的客户服务支持您的整个价值创造

链 - 忠实于我们的口号：携手同行，共创卓越。

全球市场领导者
欧瑞康化学纤维事业板块及其产品品牌欧瑞康巴马格和

欧瑞康纽马格在化学纤维制造的长丝纺丝系统、加弹

机、BCF系统、短纤纺丝和非织造布解决方案及扁丝和单

丝系统是无可置疑的全球市场领导者，同时作为一个工程

服务供应商，提供沿整个纺织增值链的解决方案。作为一

个以未来为导向的公司，我们的研究和开发是由能源效率

和可持续技术所驱动。我们的产品范围包括连续缩聚系

统、挤出铸粒生产线及其关键部件。我们提供整个生产流

程，从单体一直到加弹丝。

全部来自一个供应商：拥有3x200t/d连续缩聚

和648个位WINGS POY或WINGS FDY的欧瑞康

巴马格纺丝工厂。

唯一重要的是
您的产品质量





... 应用于纺织、服装
及产业用领域的纱线

制造生产线背后的原理总是相同的：我们的精

密齿轮计量纺丝泵将熔体从我们的连续缩聚系

统和纺丝线通过微细喷丝板以极高的压力挤

出。产生的长丝聚拢成丝束，经过导丝辊牵伸

并由卷绕头卷绕。

可靠地掌握这一原理需要高度精密同时非常强

大的技术。因为这些机器将年复一年白天黑夜

不停的运转。欧瑞康巴马格精通采用WINGS 

（集成导丝盘卷绕解决方案）制造民用长丝

（POY/DTY 和FDY）和工业丝（ IDY）的工艺

技术。我们适纺标准的聚合物如聚酯、聚酰胺

6及6.6和聚丙烯。此外，我们也接受处理复杂

材料的挑战，如PTT、芳纶、碳纤维、玻璃纤

维和类似的材料。

凭借长丝纤度从12至12,000旦尼尔的生产窗

口，欧瑞康巴马格覆盖了一个非常宽广的纤度

范围。根据应用和所需的纱线特性，我们的系

统为所有应用生产高质量的长丝。





... 膨体纱（BCF）
成就高效地毯生产

欧瑞康纽马格BCF地毯丝工厂为该行业相应的性能、质量和可靠性

设立了标准。最新开发的S+技术是一个集原先S5以及单头解决方

案的Sytec One优点于一身的3头BCF设备。S+设备所采用的部分零

件源自S5技术，如辊、变形单元、冷却鼓和卷绕单元；而径直的丝

束路径，F-Jet上油系统和卷绕机的改进取自于Sytec One。 

S+的特点首先是可以同时高速生产，拥有稳定可靠的纺丝性能。来

自Sytec One技术中优化的纺丝系统及径直的丝束路径已实现了工

艺速度的提高，S+简化的设计确保卷绕阶段无故障。设备背面设

计合理使得维护更加便捷。卷绕头得到一定改进，使得落筒性能更

佳。

全新的S+技术效率可达99%，生产速度有了显著的提升。旋转式网

络单元RoTac³ 意味着一个能在高速工艺条件下进行高效的、均匀的

网络技术。RoTac³ 技术压缩空气的消耗量可根据纱线品种的不同减

少高达50%。





... 合成短纤
的纺织应用

欧瑞康纽马格短纤设备在全球拥有超过400万吨的产能，代表了最

高的产品质量和绝对的可靠性。

欧瑞康纽马格紧凑的一步法短程纺生产线有着极好的灵活性，可用

于多种原料（PET、R－PET、PP、PA6等）和多种纤度范围。这些

工厂能够为各种下游工艺提供很高经济效益的纤维生产，如地毯或

土工布等。 

欧瑞康纽马格的两步法短纤维生产线被设计成为以最低成本运行同

时满足最高的质量要求。 目前生产线最大产能高达300吨/天，并确

保高速生产高质量PET棉型纤维，并且设备运行稳定 。而且，欧瑞

康纽马格提供的两步法短纤维生产装置，可以用来生产具有不同特

性的PET、PP、PA或双组份短纤维，这种短纤维的应用范围很广，

如卫生或医疗用品、土工布或混凝土加强材料等。

最新开发的是Staple FORCE S 1000。这种紧凑型工厂是专门为每

天最多15吨的小批量短纤维的经济生产而设计，作为生产梳理成网

非织造布的必要配套。Staple FORCE不仅初始投资低和结构紧凑，

而且能源成本也通过干式拉伸工艺替代蒸汽和水浴而明显减少。





... 非织造布的
产业应用

作为一家拥有宽范的无纺布技术的工程公司，欧瑞康纽马格提供几

乎所有类型生产无纺布产品的机器和交钥匙生产线。欧瑞康纽马格

可为您提供灵活的、高性能的纺粘、熔喷和气流成网技术。

产业用非织造布市场增长迅速，每年超过9%。新兴国家对这些材

料的需求不断增加为所有生产商创造了巨大的机会。先进的纺粘法

满足了对更轻、更薄、更有效材料应用的需求。考虑过制造沥青屋

面基板、屋面垫层、或土工织物吗？基于多年的诀窍，欧瑞康纽马

格可以为您提供单一来源的一站式工艺 - 从纺丝工厂一直到纺粘卷

材。其结果是在效率和生产力方面的技术无与伦比。

欧瑞康纽马格的熔喷无纺布系统适用于两种明显不同的生产线: 

1.单一和双组份熔喷无纺布设备，应用于过滤、绝缘和吸附剂等领

域。2.“即插即用”式，安装在各种医疗及卫生应用领域现有或其

它新供应商的SMS工厂中。这种“即插即用”解决方案能够提高新

的或现有的纺粘无纺布系统的成本效益，从而使非织造布生产商拥

有特别高的质量标准，在市场竞争中更具优势。

气流成网技术可确保最大的生产灵活性而且产品质量稳定。该技术

的核心是其专利成纤系统，它的特点是可用100%木浆纤维或不同

纤维与颗粒的均匀混合物来生产宽幅网。





... 聚酯瓶级切片的
高效节能生产

随着世界人口的急剧增加，饮用水成为一个稀缺资源。对这些宝贵

资源来说，最重要的是优良存贮和高效运输。由合成聚对苯二甲酸

乙二醇酯（PET）制成的瓶子不仅实用而且牢不可破：因为其重量

轻，也降低了运输的能耗。另一个优点是，该材料极其容易回收。

在新兴国家，用于制造瓶子的合成切片生产设施的投资特别高。凭

借在生产和处理诸如化学纤维等合成材料上高水平的专业技术，欧

瑞康巴马格同样能够为您在瓶级切片的成长型市场建造工厂 – 从规

划到试运行 – 取得成功。所有的组件，如反应釜、过滤器、加热元

件、真空系统、管道、阀门、传感器和控制单元均来自不同国家的

合作伙伴。

久经考验的欧瑞康技术导致了有效节能和持续减少经营成本。凭借

欧瑞康巴马格开发的特殊技术，在制造过程中产生的热蒸汽可用于

生产冷水。这个所谓的蒸气吸收蒸馏器，大大降低了工厂的能源消

耗。更重要的是，欧瑞康巴马格的技术转化率高而浪费相对较少。

运营商因此获得更高的利润，并更具竞争力。此外，采用该设备技

术，制造商在生产过程中可使用一定量再利用合成材料，从而减少

对原材料的需求。



携手同行，
共创卓越

我们欧瑞康化学纤维事业板块的客服部门有个

包罗万象的使命：我们想使您的生产效率越来

越高、生产能力越来越强，使您的业务愈发具

有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为做到这点，我们将与

您紧密地通力合作 - 携手同行，共创卓越。

纺织技术正变得前所未有的灵活、高效，带给

您无数良机以提升竞争力。与此同时，这一进

展又加速了市场竞争。为了能跟上瞬息万变的

市场形势并作出快速反应，重要的是保持和发

展您的技术能力，并加以合理利用。为实现这

一切，我们致力于与您发展密切又充分信任的

服务伙伴关系，以确保可靠的生产并赢取技术

优势，从而为您的投资保驾护航并保证将来的

成功。

我们希望通过合作提升您的运营效率，达到最

佳效果。我们将此铭记于心，致力于优化您的

操作和制造工艺流程、您的系统和物流管理，

以及帮助您的员工掌握进一步技能。您的成功

源自所有相关因素的相互作用。为此，我们凭

借自己独特的全球服务网络为您展现一个技术

领导者的应有能力，为您提供胜任有余的服务

和工程专家。我们将在整个纤维生产价值链的

不同阶段为您提供咨询和支持。





四釜技术 低温工艺 停留时间

过程适中

集成回收

废热工艺

乙二醇蒸汽

回收技术

鼠笼型处

理器

工艺特性

组织结构优势 废热回收及其经济效益

= 100 TPD

用于生产聚酯产品的聚合工厂

为模块化设计：

工厂的产品领域包括纺织用品、

服装、工业用纺织品，以及包装

材料（聚酯瓶和薄膜）。

单线每天
产量可达 

两线每天
产量可达 750 1500 

or

优势总结

归因于EG蒸汽凝结

停机时间短

停机时间短

四釜技术 保证终端产品的整体工厂

国内团队管理,沟通方便.

无接触面 国内工程现场管理

资深的聚合工程师

PTA-浆体制备理念

低羧基含量 

浆体转移至酯化的连续工艺理念

• 避免在反应釜里聚合物滞留形成”死角“

• 搅拌器设计,确保热应力较低，聚合物热降解最小。

鼠笼形处理器

或 低黏度-变化

无排放 或
废水

颜色佳

PET聚合物均匀性高

国内本土服务及帮助等工厂优化措施
$630,000

用来驱动一个蒸汽吸收式制冷机制作冷冻水

蒸汽工艺

对于一个 600 TPD 工厂，
每年节省运营成本可达：

71 RT 冷冻水成

本大约为

每吨冷冻水
可制成约45
冷冻吨（RT)

美分

• 无死角，自带清洁功能

• 容量利用率高

• 低温停滞时间短

• 紧凑模块设计

• EG蒸汽喷射真空系统，配有密封循环系统

预聚合/聚缩

酯化系统
• 稳定的停留时间

• 紧凑设计

• 废热回收生成冷却水

EG 蒸汽喷射真空系统

• 无需水蒸汽

• 无废水生成

• EG 密封循环系统

鼠笼形处理器

• 无死角

• 容量利用率高 

• 低温停滞时间短 

直线型EG再循环&回收
• 无需额外存储槽

• 无色彩控制问题

• 减少原材料需求量并降低能耗

• 无需EG回收工厂

主要特性

欧瑞康巴马格自2008年以来就已是连续聚合系统领域的专家，高效率地加工高端的聚酯熔体和切片。我们的工厂高效节能，利用废热生成冷冻水，以降低总成本。敬请了解我们聚合工厂的更多详情和优

势利益，为您的生产和产品质量更上一层楼。

酯化反应

预聚合
聚合

直线型EG再

循环&回收

EG 蒸汽喷射真空系统

自有技术优势

• 无需许可证费用

• 无市场限制

• 废气燃烧

• 无排放物

• 液体废水预清洁

• 无相关处理物

环境友好型工艺

吨 (TPD) 吨 (TPD) 

欧瑞康巴马格聚合工厂

如何每年节省630,000美金并生产出最佳的聚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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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瑞康巴马格
Zweigniederlassung der
Oerlikon Textile GmbH & Co KG
Leverkuser Str. 65
42897 雷姆沙伊德
德国
电话   +49 2191 67 0
传真   +49 2191 67 1204
info.barmag@oerlikon.com
www.oerlikon.com/manmade-fibers

欧瑞康纽马格
Zweigniederlassung der
Oerlikon Textile GmbH & Co KG
Christianstr. 168 – 170
24536 新明斯特
德国
电话   +49 4321 305 265
传真   +49 4321 305 212
sales.neumag@oerlikon.com
www.oerlikon.com/manmade-fibers

欧瑞康(中国)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长阳街9号
邮政编码：215024
电话   +86 512 8188 5998
传真   +86 512 8188 5999
info.barmag.china@oerlikon.com
www.oerlikon.com/manmade-fibers

欧瑞康纺织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175号
邮政编码：100026
电话   +86 10 6598 2700
传真   +86 10 6501 9014
Info.otb@oerlikon.com
www.oerlikon.com/manmade-fibers

欧瑞康巴马格惠通(扬州)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省扬州市开发区望江路301号
邮政编码：225003
电话   +86 514 8738 8688
传真   +86 514 8789 2634
Info.obhe@oerlikon.com
www.oerlikon.com/manmade-fibers

欧瑞康(中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闸北区裕通路100号洲际商务中心48层
邮政编码：200070
电话   +86 21 5288 5888
传真   +86 21 5288 5926
Sales.barmag.sha@oerlikon.com
www.oerlikon.com/manmade-fib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