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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纤维的工业应用
千钧悬于超强一线
系泊绳索由超强的高模量 / 高强度化学纤维编织而成 - 例
如，在最深海域固定浮动平台，从附近石油钻井平台接
收原油。

在软件和解决方案之间
机器与系统建设的服务趋势
欧瑞康化学纤维事业板块服务部门现在和未来所专注
的趋势是什么？《纤维与长丝》采访了服务销售主管
Wolfgang Ernst博士。

“着眼纺粘工艺产业
用非织造布的未来。”
Ingo Mählmann博士
非织造布产品经理
欧瑞康纽马格

从熔体到产业用纺织材料
产业用非织造布市场年平均增长9%。您希望与这个市场一起成长吗？
采用我们的设备，你就为将来做好了准备：






一直到成品卷装的全部供货范围
高产能
低能耗
高档非织造材料
适用于PET和PP

效率和生产力的组合–e-save。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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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千钧悬于超强一线
系泊绳索由超强的高模量/高强度化
学纤维编织而成。

8
不可或缺的纺织品助手春风正得意
它们可能不会抢走风头，但它们确
实为顺利的产业用工艺技术搭建了
舞台：织物胶带。

亲爱的客户，亲爱的读者：

12

纺织品并不只是衣服，它们几乎无所不在。它们往往眼
不能见，藏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而这些，正是本
期《纤维与长丝》重点关注的产品。

过滤，让世界更清洁
过滤对万事万物都有着重大影响，从
清洁空气和水，到高效、清洁的制造工
艺。

工业应用中的非织造布和丝线是我们夏季版的主
题
这些产品种类繁多、数量庞大，我们在文章中
所提到的不过是冰山一角。我们希望能帮助您对
纤维、长丝和非织造布所蕴含的潜力有所了解。

16

创新与技术
携手合作伙伴Teknoweb，同步上升
轨迹
非织造布将在未来几年对化学纤维事业
板块的增长作出决定性的贡献。

从用于改善空气品质的过滤应用、固定海上石油钻井平
台的强力系泊绳索，一直到几乎隐形的解决方案，比如
用于缠裹线缆和软管的织带。化学纤维世界里丰富多彩
的产品和机遇为应用带来了灵感。
我们还有一些内容呈现给我们的纺织品客户：可以实现
高旦生产的新WINGS POY HD。WINGS技术现在也能够
卷绕高达500旦的聚酯POY。

20
用于POY生产的高速卷绕理念
WINGS概念现在也可用于高旦涤纶长
丝。

另一个话题是我们对非织造布业务的重新定位，事关服
务趋势和我们对这些趋势的回应。这些解决方案，令我
们的客户在全球市场上拥有强大的竞争力。个性十足，
量身打造，经济实惠，面向未来。

23

简讯
新闻及回顾 ................................................................

4

解决方案和服务
在软件和解决方案之间...............................................

26

市场
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展览会（Techtextil）
活力四射，惊喜连连 .................................................
伊朗纺织工业的一个平台 ..........................................

29
30

版本说明 .....................................................................

32

我很高兴向您展示新一期《纤维与长丝》， 希望您喜欢
阅读这一期。

谨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Georg Stausberg
欧瑞康化学纤维事业板块首席执行官

简讯
BCF丝线生产的趋势

更有效益地制造PA6 BCF丝线
根据PCI红皮书，在过去五年中，为了生
产熔体纺前染色和原始白色PA6丝线，已
经安装了近9万吨的额外产能。欧瑞康纽
马格在其中约占65%的份额。而高端、细
旦PA6 BCF丝线的趋势仍然有增无减。
专为该工艺所优化的熔体生产线确保了
最佳的熔体品质。在卷曲单元专门为此
所开发的堆积区和所谓的“V”形冷却
鼓，保证了最高程度的卷曲均匀度和品
质。而特别设计的卷曲部件满足了车用簇
绒应用中的最高需求。(che)

在冷却鼓上直接堆积保证了最高的卷曲质量。

《纤维年鉴2016》

最新市场发展
放眼纺织史，2016年度将作为一座里程

长达到1%。天然纤维再度停滞不前，仍

碑被永远铭记。全球市场规模超过惊人

占市场的55%。

的1亿吨大关。
世界长丝生产仅增长2%，经历了自2008
由于在2015/16年度灾难性收缩后棉花

年以来涤纶产量最为缓慢的增长，而锦

产量反弹了8%，全球纤维产量增长3%，

纶增长则接近两位数。工业丝连续第三

达到1亿吨。加上棉花消耗 - 与上一年相

年超过纺织长丝成功地快速增长。细纱

比大致保持不变，全球市场甚至超过了

生产停滞不前，而棉纱产量增长略为加

1.01亿吨。然而，这一历史新高是零售层

快，尤其是在孟加拉、印度尼西亚、墨西

面需求进一步下滑的结果。终端制品连

哥和越南。(ae)

续第四年下降1%以上。
化学纤维现在占全球市场的70%。虽然
合成纤维八年来的增长速度最低 - 低
于2%，但纤维素纤维的增长速度超过
3%。短纤市场在经过合成纤维的温和
增加和纤维素纤维4%的增长之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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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纤维年鉴有限公司订阅完整
报告：
www.theﬁberye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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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
用于过滤的熔喷无纺布

活动

新型静电充电单元

国际聚酯大会

欧瑞康纽马格推出了一个新研发理念，

静电充电带来优异的过滤分离性能

用于静电充电熔喷非织造布。新的在线

欧瑞康纽马格熔喷技术是生产由纤维可

充电单元不同于当前市场上的其它可用

塑料制成的极细高分离过滤介质的最有

理念，因为它在为复杂多样的非织造布

效方法之一。根据应用，熔喷非织造布

产品充电时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尤其是

材料的孔径为5~40微米。这里，较小

对那些基重和强度较低的非织造布。

的孔隙增加了机械过滤性能，尽管其代
价是较高的压力损失。用于过滤介质的

2017年8月2-3日，印度，新德里

www.eliteconferences.com/indianpolyester-2017
IRANTEX
2017年9月4-7日，伊朗，德黑兰

www.spnco.net
印度国际产业用纺织品展览会
2017年9月13-15日，印度，孟买

用户可以根据过滤应用设置最佳的充电

熔喷纤维，其细度在200~2,500纳米之

条件。引导辊上的高缠绕角确保了最佳

间。然而，即便是具有纳米级细度的纤

的充电，正反两面都可以充电。实验室

维通常也不足以将最细的颗粒从空气或

化学纤维大会

试验表明，与欧瑞康纽马格熔喷技术相

液体中分离出来。静电充电过滤介质可

2017年9月13-15日，奥地利，多恩比恩

结合，欧瑞康纽马格充电单元还可用来

以大幅度、低成本地提高过滤性能，而

制造EPA和HEPA级过滤器。为此，能

不增加输出阻力。(che)

够以不到100帕的总压力损失生产出有
效率为99.995%的H14级过滤器。

www.messefrankfurtindia.in

www.dornbirn-mfc.com
可持续纺织学校2017
2017年9月18-19日，德国，开姆尼茨

www.sustainable-textile-school.com
IFAI 展览会
2017年9月26-29日，美国，新奥尔良

www.ifaiexpo.com
Bondexpo
2017年10月9-12日，德国，斯图加特

www.bondexpo-messe.de
过滤
2017年10月10-12日，美国，芝加哥

www.inda.org
国际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大会
2017年11月6-8日，印度，新德里

http://textile.iitd.ac.in/
Hofer Vliesstofftage
2017年11月8-9日，德国，霍夫

www.hofer-vliesstofftage.de
Since
2017年11月8-10日，中国，上海

www.since-expo.com
Shanghaitex 2017
2017年11月27-30日，中国，上海

www.shanghaitex.cn
欧瑞康纽马格静电充电单元可用于生产EPA-和HEPA-级的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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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与亚琛工业大学牢固的合作伙伴关系

欧瑞康以新型卷绕机作为ITA的献礼
2017年5月，欧瑞康化学纤维事业板

2,500米/分钟至5,500米/分钟的卷绕速

们将把它用于熔融纺丝厂的单组分和双

块的副总裁暨首席技术官JochenAdler

度运行。这款新卷绕机适用于聚丙烯、

组分纺丝工艺。这样，我们就能够获得

向亚琛工业大学纺织技术研究所

聚乙烯、聚酯、聚酰胺等各种聚合物，

范围广泛的可生产长丝类型。”

(ITA)的教授ThomasGries博士赠送了

以及各种长丝的生产，如工业丝、预取

欧瑞康巴马格卷绕机，献上一份大

向丝和全牵伸丝。

礼。这款新型ASW602卷绕机配有现

纺织技术研究所(ITA)隶属于著名的亚琛
工业大学。其核心专长包括与纺织相

代化的控制软件和用户界面，取代

“我们感谢欧瑞康巴马格的慷慨馈赠，

关的生产技术和高性能材料。借助高性

了研究所之前那台巴马格卷绕机。

还有他们在新卷绕机安装过程中的支

能材料中心，纺织技术研究所(ITA)为中

持。”教授Thomas Gries博士说道，“

小型企业提供了直接进入科学研究的机

由于这一现代化改造，纺织技术研究所

这一新设备将使研究所的机械设备处于

会，尤其是在高模量纤维和复合材料领

(ITA)得以使用最新一代卷绕机，用于各

一个很高及强大的水平。”纺织技术研

域。纺织技术研究所(ITA)与其合作伙伴

种研究项目。新卷绕机应用在纺织技术

究所(ITA)化学纤维系主任Thorsten An-

纺织技术研究所技术转化有限公司合

研究所(ITA)的两个试点熔融纺丝厂，确

ders博士补充说：“这款卷绕机旨在满

作，提供研发服务、高级培训和创意研

保新的研发见解转化为试点规模生产。

足化纤长丝研究的需要。它让最先进的

讨会。此外，纺织技术研究所(ITA)还为

此外，该卷绕机拥有两个卷绕位，以

技术研发和试点规模生产成为可能。我

学生颁发多个与纺织相关的课程结业
证书。更多信息，请访问www.ita.rwthaachen.de (mbi)

首席技术官Jochen Adler（左）移交一台欧瑞康巴马格ASW卷绕机给ITA的教授Thomas Gries博士，为学院的
设备中心提供现代卷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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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非织造布应用研讨会

欧瑞康纽马格亮相高性能应用非织造布（NHPA）研讨会
高性能应用非织造布（NHPA）研讨会，

务发 展部门的 I n g o M ä h l m a n n 博士

旨在提供关于最新技术发展的信息以及

介绍了欧瑞康纽马格用于过滤应用和

在高性能应用技术非织造布领域所涌现

土 工 织物的纺粘与熔 喷 技 术，引发与

的良机，于2017年3月7、8日在布拉格举

会专家的热烈讨 论 - 不论是在全 体

行。

会 议上，还是之后的休息间隙。(c h e)

而欧瑞康纽马格 也借此机会展示自己
在 这一领域的解 决 方案。非织 造布业
Ingo Mählmann博士展示的纺粘和熔喷技术引发了热
烈的讨论。

多色BCF丝线

持续风靡
彩色地毯的需求增长显著，市场在三色

的长批次运行时间确保了对原材料特别

RoTac助力三色丝高效生产

丝线里寻求广泛的分色组合。欧瑞康纽

有效的利用。按照惯例，联苯加热的Vari-

三色地毯必须具备非常均匀的外观，BCF

马格的S+系统理念提供良机，从色彩混

omelt纺丝机可以提供恒定的最佳纺丝温

纺丝系统的最佳网络效果对此至关重

杂到鲜明分色，生产出最多样化的分色组

度。

要。这些网络结是使用RoTac以既定间距

合。

和强度生产的。得益于这一网络选择，即
CPC配色

便在高速下也可以生产出使用常规网络

Variomelt - 最灵活的生产单色和三色丝

可以使用欧瑞康纽马格的CPC配色单元

单元无法实现的均匀三色效果。

Variomelt理念，是大小批量、单色三色丝

高效地制造高清晰丝。各条单独丝线带

线高度灵活生产的同义词：该单元可以在

着丝线内聚力在卷曲以前进入CPC配色

不到45分钟的时间内，实现从三色到三

单元，从而在下游工艺阶段不再那么混

种单一颜色的生产转换。每台单色挤出机

杂，生产出鲜明的分色丝线。

使用CPC配色，可以在
三种颜色中获得最大的
灵活性 - 混色地毯和分
色地毯的对比。

简讯 | 第27期 | 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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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纤维工的业应用

千钧悬于超强一线
它们长达数千米，像男子大腿一样粗壮，可以承受超
过1,000吨的断裂负荷：系泊绳索由超强的高模量/高
强度化学纤维编织而成 - 例如，在最深海域固定浮动
平台，从附近石油钻井平台接收石油。

海

洋石油开采不仅仅是

容处理负载。此外，它们难以应对艰

的完美基材。它们以最低重量提供高

一项有着极高体力要

苦的操作条件。

强度和最小的伸展，因此非常适合固

求、令人筋疲力尽的

定平台。聚酯也非常耐用，哪怕是在
3,000米长：系泊绳索

极端条件下，因而是非常富有成本效

也必须符合各方面的极端条件。万物

相比之下，由高强度化学纤维所制成

率的解决方案。

皆可采用合成纤维，展现不折不扣的

的特殊绳索提供了许多好处。它们具

超级能力，这个事实乍听起来骇人听

有防腐蚀性，几乎无需维护，抗紫外

每个平台超过2,000吨丝

闻。然而，它们解决了这项业务中最

线，可以部分漂浮，并且能够应对几

然而对成品绳索的性能起决定作用的不

为困难的挑战之一，远胜于钢铁。

乎所有的海洋环境影响。最重要的

仅仅在于材料，还在于其加工处理的方

是，它们的性能不亚于钢丝绳 - 它们的

式 - 这是一个掌握在许多制造商手中的

所谓的FPSO（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装

金属对手，重量却只有后者的几分之

专门学科领域。系泊绳索通常包括7至12

置）船只，通常是改装的油罐船，

一。这些系泊绳索可以在深达3,000米

个编织芯，使用不同方法扭绞在一起。由

从附近的石油钻井平台处理原油并储

的深度使用。典型绳索的直径为200毫

高强度聚酯纤维制成的防护套把这些编

存，直到它们被油轮收集为止。这些

米，重量约为26至28公斤/米。为了达

织芯集束在一起，以获得最高负载。而丝

浮动平台在深水中操作，却必须以稳

到各种所需长度，可以把两根或更多

线本身可以采用“海洋表面处理”- 蜡和

定在一个地方的方式永久固定 - 无论

1,000米长的系泊绳索相互连结起来。

硅油的油性结合，因而能够更防海水、更

工作。所部署的技术

风吹还是浪打。在这里，钢丝绳提供

耐磨。由于纤维相互摩擦加上绳索刮擦

不了足够的前提条件：深度超过300米

首先，结合了高韧性和高模量/低伸长

自己周围区域中的粗糙物体从而造成磨

时，它们变得太重，因而不再能够从

率的聚酯纤维被证明是这些超级绳索

损，因此，这是一个明智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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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需要制造耐磨绳索，其断裂载荷要

的迁址不断需要新绳索。我估计，当前

来源:

达到通常所需的1,250吨甚至更多。24

对系泊绳用聚酯的总需求在每年2万吨

1h t t p : / / w w w. o ff s h o re - m a g . c o m / c o n -

根这种系泊绳索能够固定大约2万至

左右。” Milton B. Bastos说到，他的

tent/dam/offshore/print-articles/volume-

12万吨的FPSO（浮式生产储油卸油

公司MBB

装置）平台。因此，单个平台所需丝

达州的奥兰多，为制造系泊绳索用丝提

线在2,000吨以上。这些体量也为丝

供咨询，已有15年从业经验，是独立

线制造商提供了市场潜力。2016年，

研发并分销相关高端丝线的合作伙伴。

Magazine）

这些丝线不仅是使用欧瑞康巴马格技术

估计全球有169个FPSO（浮式生产

所研发的，“在全球范围内，大多数这

储油卸油装置）平台在运转操作，其

些特种丝线也是使用欧瑞康巴马格机器

中多数位于巴西东海岸、墨西哥湾、

来制造的。”Bastos估计说（另见相邻

非洲西海岸或北海沿岸。而这个数字

文本框）。(tho)

《离岸杂志》（Offshore

Enterprises位于美国佛罗里

76/08/2016FPSO080816IAds.pdf

将会增长：“FPSO（浮式生产储油
卸油装置）领域领先的巴西石油公司
Petrobras，计划安装大量新平台。此
外，FPSO（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装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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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装置（FPSO）所需丝线在
2,000吨以上。

欧瑞康巴马格技术：
系泊绳索高档丝的数据
采用欧瑞康巴马格机器来制造众多系泊绳用工业特种丝，是有充足理由的。系统的技术允许非常高效地制造具备最高
性能的长丝用于系泊绳索。具备过滤功能、专为高吞吐量设计的改进型喷丝板理念被部署于此。强大的导丝辊系列对
高拉力非常适用。而且，最重要的是，导丝辊系统的高性能、高频加热理念确保了均匀加热丝线。这里，经优化的、
旋转的丝线路线允许从两侧加热纤维束。根据工作模式，长丝可以获得高达6,600分特的总纤度。总而言之，借助该技
术得以制造具备高强度、低伸长、低蠕变性能和高纤度的高模量长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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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纤维的工业应用

不可或缺的纺织品
助手春风正得意
它们可能不会抢走风头，但它们确实为顺利的产业用
工艺技术搭建了舞台：工业丝和非织造布在编织物
中担当不同功能。例如，在汽车中，它们通过电缆
缠绕带提供耐磨擦和耐热的保护，它们还在施工中
提供绝缘帮助。工业胶带领先制造商科络普线束公司
（Coroplast）所知道的，也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帮手所
能够实现的。

没

有他们，我们汽车

们能够验证它们的耐受性。”科络普线

上的警示灯会更频繁

束公司（Coroplast）的工业胶带研发

地闪烁，或者是最坏

主管Ralf Rönisch博士解释说。

的情况 - 根本不会亮

起。开车变得更令人糟心。加热座椅

这家活跃于全球的家族企业，总部位于

可能失灵 - 不用说，正当零度以下的

德国伍珀塔尔市，是汽车行业内这类产

时候。要不就是开到半路车子突然停下

品的世界市场领导者，同时也向其它行

来。没有它们，气候变化时我们的家园

业供应产品。而建筑行业也是科络普

也不会那么舒适。

（Coroplast）织物胶带的主要市场。
在这里，例如，单面的特殊胶带被用来

保护电缆线束

熔化并固定用于屋面垫层的可渗透膜，

据专家报道，所有的现代汽车都有两千

让水蒸汽外逸并防止水分内渗。而这种

米以上电缆和布线。这些线缆把电力传

应用也需要抗腐蚀和耐风雨的纺织基

导到车辆的各个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它

材。并且，最后，可以按既定弹性和断

们需要足够的保护以防止短路和故障。

裂力指标制造工业纺织品。

这里使用的是纺织线缆缠绕带。在每辆

12

汽车中，大约有6平方米这类胶带将电

从聚酯到马利瓦特

缆和电线维系在一起，把它们捆扎成电

除了人造丝织物，科络普（Coroplast）

缆组件或线束，防止摩擦和碰撞噪音，

还主要采用化学纤维作为其带子的纺织

抵御发动机或排气的热量，防潮，防燃

材料：由涤纶，也由锦纶、丝绒、针刺

料泄露，防油、电池酸液和其它腐蚀性

无纺布以及涤纶缝编无纺布也就是所

介质 - 在汽车的整个生命周期都坚守此

谓的马利瓦特（Maliwatt）所制成的织

类功用，为期十年左右。“德国汽车制

物。如果是采用后面这种材料，先把纤

造商对这些特性分门别类，约定交付条

维铺平，然后加以缝合。根据需要的稳

款。鉴于这个原因，我们用人工老化技

定性，对平方米克重的要求也不同：例

术对我们的产品进行长期测试，好让我

如，PET织物为70至160g / m²，PA织物

2017年7月 | 第27期 |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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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00g / m²，针刺无纺布为60g / m²，马

科络普（Coroplast）的另一个课题是

利瓦特（Maliwatt）为60至130g / m²。

减少所谓的废气释放，在新车中普遍
存在的特殊气味。这里，通过彻底冲

科络普（Coroplast）购买这些预先定

洗或后处理所使用的纺织品能够有所

义好规格的加弹纺织背衬材料，用无

改善。

溶剂的热熔胶对它们进行整理。借用
涂层技术 - 这些在高温条件下以液化

在这一背景下，日益增长的电动汽车

形式应用于纺织品 - 并用冷却辊加以

市场和来日的驾驶辅助系统将塑造未

固定。成品胶带卷绕在宽辊上，最后

来。“这导致车辆进一步电气化。这

按照客户要求加以分切包装。

也为我们的工业胶带带来更多的应用
机会和更高的品质要求。”Rönisch

这里，退绕力起着重要作用：换言

博士评论道，他认为与软管和硬管

之，胶带退绕有多容易或多难。因为

相比，织物带越来越多地用作保护系

- 取决于进一步的加工处理，通常为手

统。这些积极进展无疑将进一步惠及

动 - 需要精确定义的退绕力来简化人

今日业已受益的纺织品市场：单是科

员的处理并缩短生产时间，尤其是在

络普（Coroplast），每周处理的纺织

汽车行业。而纺织材料的灵活性在装

品就超过一百万平方米。(tho)

配过程中也支持这一简化。
发展趋势：电动汽车
毫无疑问，汽车行业正在创造织物胶
带的发展趋势。减轻重量和减少安装
空间 - 纺织品已经能够满足这些要求。

© Coroplast

拥有稠密和耐磨的布面结构，易于手工撕裂的织带 - 许多专用的工业胶带只有来自科洛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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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退绕力起着重要作用：换言之，
胶带退绕有多容易或多难。

© Coroplast

结合深厚的工程专业知识和几十年的科洛普工业胶带技术经验：自主研发的、高
度创新的胶带涂层机器“BPH”

聚焦 | 第27期 | 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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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纤维的工业应用

过滤，让世界更清洁
让地球更清洁的秘密藏在古老的发明中吗？过滤对万事万物都有着重大影响，从清
洁空气和水，到高效、清洁的制造工艺。

要

煮咖啡了，却发现

状固体，可以采用不同过滤器类型：

橱柜里的咖啡滤纸
已用光，这真叫人
火大；除此之外，

 袋式过滤器，在滤液流过袋状过滤器
时，从液体中除去大固体。

过滤器好像就没什么存在感了。然

 滤网，其有更宽的网眼好让液体通

而，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对过滤的

过，通常用于制造 - 当需要去除的颗

利用可以追溯到最早的文明，代表着

粒或组分对于其它过滤介质来说太大

633.5亿美元的全球市场，并在消费

时。

者和工业/制造业中发挥关键作用。

 滤芯式过滤器，多为圆柱形，作为一
个屏障筛去沉渣和有害固体。

众多过滤器，众多解决方案

16

 液压过滤器是工业过滤器，用在液压

过滤设计通常在一定程度上基于要过

系统中从石油产品（例如油，汽油

滤材料的物理状态 - 通常是空气 / 气体

等）里面除去杂质，保护机械免受这

或液体。要从液体中除去大颗粒或粒

些元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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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和气体过滤也是一个重要的领域。

过滤领域的重要创新之一是来自于非织

通常用于这些应用的过滤器包括：

造布过滤材料或曰“非织造布”的增
长。简单地说，制造非织造布通常是将

 面板过滤器，允许空气通过并捕获灰
尘、颗粒和其它物质。

小纤维或连续长丝成片或成网叠加，然
后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根据所需的非织

 空气过滤器，在制造中非常重要，由

造布类型，有各种各样制作技术来生产

网格部件组成，在空气被迫通过时捕

不同的非织造布，例如，梳理、纺粘、

获颗粒。

熔喷或气流成网。非织造布，诸如由欧
瑞康纽马格的机器所制造的那些，由于

气体过滤器，有助于从干燥或液态的气

其效率、寿命和强度，一直在不断取代

流中清除污染物或微粒 - 可能是固体或

纸张和纺织品等传统的过滤介质。例

液体，取决于应用。

如，可以根据过滤需要精确地制造熔喷
非织造布过滤器，使其具备一定尺寸的

聚焦 | 第27期 | 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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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孔径。它甚至还可以用来捕获纳米

收入的一半。印度、中国、巴西等国对

颗粒。

乘用车辆和商用车辆的需求与日俱增，
而监管更加严格、消费者更加关注排

目前，每年约有50万吨非织造布用来

放，二者相遇便需要有更好的过滤器来

生产过滤器，大约相当于今日全球工业

解决冲突。随着这些市场变得更加工业

非织造布产量的10%。2015年为天然

化、城市化并且富裕，政府和消费者对

气/空气过滤器制造了超过17万吨的非

制造商提出了新的要求，以提高产品质

织造布，而液体过滤器的体量在29万5

量，减少有害排放。

千吨左右，是空气过滤器的两倍。
建设更加高效、各行业对可持续过滤解

18

可持续发展促进销售

决方案的需求，这些因素在推动过滤市

这些类型的过滤器在哪里付诸实施？汽

场增长方面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车应用是主导力量，占2015年全球总

消费者也越来越关心空气和水的质量，

2017年7月 | 第27期 | 聚焦

促进了国内对空气和水过滤的兴趣。从
根本上讲，消费者想要过滤解决方案确
保他们所呼吸的空气、所消耗的水是干
净的。
无论是为了确保空气中严格的纯度标
准，还是为了从供水中除去有害细菌和
其它物质，或者是为了保持用于制药或
电子制造以及众多其它应用的洁净室环
境无颗粒和无其它气体，要完成这些工
作都有赖于过滤。(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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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瑞康化学纤维非织造布业务负责人Rainer Straub访谈

携手合作伙伴Teknoweb，
同步上升轨迹
自2017年初开始，Rainer Straub负责欧瑞康纽马格的
非织造布业务。这个业务部门将在未来几年对化学纤
维事业板块的增长作出决定性的贡献。

随

着对非织造布解决方

» 为何选择Teknoweb Materials？

案的强烈关注，化学
纤维事业板块计划扩

Teknoweb Materials在湿巾等一次性非

大其产品组合 - 目前

织造布领域是卓有建树的技术供应商。

集中于长丝业务 - 从而在不远的将来以

该公司拥有自己的专利 - 即LEVRA技

更平衡的方式为自己定位。

术 - 和特别节能的湿巾制造工艺：在制
造这些基材以及进一步加工的特殊需求

» Straub先生，在日内瓦的瑞士国际

方面，Teknoweb也具备杰出的工艺流

非织造布展会（Index）上，您宣布

程专有知识。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这

欧瑞康化学纤维事业板块与意大利

代表着我们技术组合和工程能力的最佳

Teknoweb Materials公司结成战略合

补充。

作伙伴关系。合资公司的目标是什
么？这一合作伙伴关系将在多大程度

因此，把Teknoweb的工艺流程专长与

上加强欧瑞康纽马格的非织造布业务

我们的技术能力相结合，也为在这个市

呢？

场领域开发创新产品提供了理想的先决
条件。

借助这一合作，我们正在快速发展的一
次性非织造布市场上扩大非织造布生产

» 消息宣布后，市场反应如何？

系统的组合。预计在未来几年，一次性

20

非织造布市场份额将达3亿瑞士法郎，

反响非常非常积极。在瑞士国际非织造

平均增长4%至5%，这个市场对我们来

布展会上，参观者简直“踏破门槛”。

说非常有意义。除了已经运行的工业非

不计其数的客户和合作伙伴告诉我们，

织造布生产解决方案的市场外，这也将

他们认为这种伙伴关系是对各方能力的

使我们 - 通过我们的机器和系统解决方

完美协同。现在盼着我们推出新的创新

案 - 更加积极地参与，在未来全部非织

产品。结合我们欧瑞康化学纤维事业板

造布市场中就体量而言增长最为快速的

块全球的工程和服务网络，这为我们向

其中一个。

客户提供优质咨询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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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应该直接咨询谁？

客户不仅要求最好的技术，还要求新
的解决方案，以确保他们继续成为成

在未来，这对我们的客户来说也将更

功的市场参与者。在这里，差异化对

加容易。就工业应用而言，欧瑞康纽

他们来说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我

马格担任主要联络人，并持续下去。

们的双组分技术无疑也能够做出自己

这将一直是我们的重点。至于说到制

的贡献。然而，无论我们是否关注过

造一次性用品的系统，未来联络人将

滤介质、土工织物或湿巾的区别，我

Materials。不用说，客户

们都可以在这里以最佳的方式发挥我

也可以联系他们迄今为止所熟悉的联络

们的优势。所以，我们已经为未来做

人。然后我们会相应地转达咨询。

好了充分的准备。

» Straub先生，在未来几年内，您认

Straub先生，谢谢您内容丰富的访

是Teknoweb

为非织造布行业有哪些趋势？您认为

谈！(che)

您对未来已经准备就绪了吗？

Rainer Straub和工艺工程师Johannes wulfhorst正在
评估非织造布的质量。欧瑞康纽马格非织造研发中
心开发创新的产业用应用产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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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GS 1800

用于POY生产的高速卷绕理念
WINGS理念功成名就长达十年，如今故事仍在继续。欧瑞康巴马格变革传统的长丝
纺丝系统，将牵伸单元整合并入卷绕机。WINGS家族同时适用于市场上所有的相关
纺织工艺，这一事实证明了其日常可用性。

目

前认为具备12个丝饼的

WINGS1800解决方案对内部进一步加

WINGS1800解决方案是

工处理别具意义。

标准配置。这款卷绕机
自面市以来已售出4,000

锦纶POY和HOY的成本优化生产

余台，是欧瑞康巴马格史上最成功的产

而WINGS技术也可用于充满挑战的

品之一。在第一个试点工位投产后不到

锦纶工艺。POY工艺窗口的范围从

三年，即已证明，其操作窗口、性能、

20旦直到150旦 - 或是用于PA66的

丝饼成形和长丝品质均已达到自2007

1 0 0 旦 。 当12头纺丝工艺与1,500毫

年以来1,500毫米夹轴长度设计同等的

米夹轴相结合时，该理念也可用于市

高水平。这保证了DTY工艺中的最佳结

场通常所需丝饼重量的成本优化生

果。

产。结合用于锦纶的新型EvoQuench
冷却单元，该解决方案还能用来制

丝饼重量为15公斤（12头配置）或10

造长丝品质杰出的0.4dpf超细锦纶。

公斤（16头配置），夹轴扩展后的卷

这为锦纶长丝开辟了全新的应用领

绕单元极具竞争力。与现有理念和竞争

域，长丝制造商得以进入新的市场。

对手相比，进一步优化生产成本，同
时不断缩短系统的折旧期。特别亮点：

由于市场份额相对较低，高品质长丝

凭借特殊的生头设备，WINGS 1800现

（ H O Y ） 被 认 定 为 特 色 产 品 ;它 在 全

在生头更快。该技术与10头相应技术

部纺织长丝生产中占据5%左右的份

相比，节省了大约30秒宝贵的时间，

额。HOY被认为是较为价廉的FDY替代

从而快出竞争对手许多。结果：浪费

品，但在技术方面与POY工艺旗鼓相

减少。另外一个好处是提高了效率，

当。然而，与锦纶POY的情况相比，其

因为与1500/10头型号相比，WINGS

生产速度可高出10%左右。这里，工艺

POY 1800/12头对每根丝的空间要求更

窗口范围是30旦到150旦的细旦丝，卷

低，脱颖而出。纺丝组件的之字形布

绕速度高达5,200米/分钟。

局对空间需求的差异更为显著，其中
16头卷绕机更能展现其优势。尽管丝

直接深加工处理长丝，需要对HOY长

饼重量较低，但极低的转换成本使得

丝施用超过1%的油剂。因此，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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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其扩展后的导丝辊系统，新的
WINGS POY HD卷绕机专为满足高
达500旦涤纶POY的高旦丝要求而设
计。

POY工艺相比，HOY工艺需要两倍以

得益于WINGS的紧凑设计，容纳导丝

性能的超细长丝，如500D / 576F。标准

上的纺丝油剂。这正是HOY工艺的挑

辊和网络单元成为可能。如果给它们

的最终产品是用于服装和家用纺织品的

战之所在。在丝线和导丝辊之间的每个

的牵伸单元配备一个外壳，常规POY /

天鹅绒面料。

接触点上，尤其是在网络喷头中，油剂

HOY理念实际上几乎不可行；此外，

被刮除 - 实际上几乎是被吹离表面。其

用于常规系统布局的特殊抽吸装置的能

WINGS POY HD牵伸单元配备了一个

后的工艺流程 - 典型的油雾和油膜充斥

耗相当高。

额外的节能导丝辊，旨在减轻纺丝系统
中产生的高丝线张力 - 如果是超细丝的

着卷绕机周围的空气 - 带给操作人员和
系统不清洁的环境，这是HSE（健康、

适用纤度大于300旦：

话。由于长丝单丝数量大，空气摩擦变

安全与环境）所不能容忍的。正是这些

WINGS POY HD

得相当大，从而产生了这些张力。这可

顾虑影响了WINGS解决方案在HOY工

在涤纶纺丝中，针对30至300旦细旦范

能导致在WINGS牵伸单元进入导丝辊

艺中的发展。结果是，WINGS HOY解

围的POY长丝生产，WINGS 1800/12头

总纤度数一定的情况下，丝线张力增加

决方案特别配备了封闭的牵伸单元，确

解决方案已经进行了优化。不过长丝制

高达十二倍（见图表）。

保刮除和/或喷涂纺丝油剂不会污染周

造商也可以采用久经考验的WINGS理

围区域。特别改装的网络喷头的抽吸单

念，用于更高纤度。WINGS家族的最新

借助新的进入导丝辊，可以降低交织和

元以及直接在牵伸单元下方的排水通道

成员WINGS POY HD（高旦）大大扩展

卷绕区的丝线张力，得到品质优良的丝

中的创新解决方案也确保安全去除多余

了产品范围：300至500旦最终范围 - 而

线和丝饼。新设计的丝线收集系统确保

的纺丝油剂。

且这些设备首先可以生产具有最佳长丝

消除增加的废物体积流量。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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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计的WINGS牵伸单元的建造具备

由于其设计非常紧凑，WINGS POY XS

WINGS理念所提供的全部优点。所

几乎可以用于任何形式的厂房。这种独

需空间与现有设计相同，而生头装置

立解决方案提供了WINGS卷绕机的常

面向当前所提供设备。为此，若采用

见优点，而且既可用于涤纶也可用于锦

WINGS POY HD解决方案，熟悉的操

纶。

作和维护友好性也得以保留。
该系列目前包括五个型号，8至12头，
WINGS POY XS - 改造解决方案

夹轴长度为1,200至1,800毫米。尽管其

配备有SW、CW和ACW卷绕机的较陈

设计紧凑，WINGS XS所生产丝饼的体

旧的POY系统，其操作人员也可以从

积高达23.2dm³。(mﬁ, sfa)

WINGS技术中受益。通过XS系列，欧
瑞康巴马格正在向升级后的现代化市场
进发，以回应对WINGS改造解决方案
的高需求。

长丝张力[系数]

G1前300D PET POY细旦丝张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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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何去何从”？

在软件和解决方案之间 - 机器与系统
欧瑞康化学纤维事业板块服务部门现在和未来所专注
的趋势是什么？数字化的推进带来了怎样的机遇与挑
战？在定制服务方面又有着怎样的客户需求？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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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建设的服务趋势

W

olfgang Ernst博士，

并且通过“远程访问”得到支持以便优

我们都知道，系统和机器的可持续性对

他从2016年8月开始

化他们的生产工艺流程。得益于全息技

企业的长期成功至关重要。

接管欧瑞康化学纤维

术，客户和工程师或技术人员所见相

事业板块所有的服务

同，相互之间得以沟通交流。

销售，接受了《纤维与长丝》的采访。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向客户提供设备
生命周期管理理念，以延长他们机器和

» 您认为将来会增加什么样的需求？
»Ernst博士，在经典的服务产品之外 -

设备的使用寿命。升级、现代化和原装
备件有助于让现有技术达到未来任务的

比如维护和修理 - 机器建造部门正越

具体来说，我们的客户更快速、更高效

标准。这不仅适用于系统和机器，还适

来越多地采用全面服务解决方案。这

的工作流程和结构使得零部件采购和物

用于全部工厂 - 从缩聚一直到DTY机器 -

些解决方案会带来些什么呢？

流在生产供应链中越来越重要，以便不

非常符合我们“从熔体到长丝、纤维和

断优化生产率和系统可用性。为此，我

非织造布”的理念。

我们确信，在未来的服务趋势中，日益

们有意识地建立了优化整个备件物流的

增多的数字化是决定性因素之一。一方

方案：从采购、仓储一路到配送。因为

这里我只举三个例子：首先，现代维护

面，这固然由于在我们的机器和系统中

- 备件除了品质之外 - 其快速可用性是

理念的呼声越来越高。为确保我们的客

对现有软件持续更新的需求不断增加；

我们客户的主要标准。

户能够集中精力开展核心业务，也就是
研发并生产高品质的纤维，我们承担起

另一方面，许多客户使用我们的工厂操
作中心（POC），也就是跨生产工艺

为了能够尽快在其它事项上支持客户，

他们卷绕机和泵的维修工作，比如，在

流程软件解决方案。它旨在检测并优化

我们不断努力打造伙伴关系 - 比如合

我们自己的车间进行，这些车间也可能

生产工艺流程 - 从原材料一直到最终产

作。为此，我们的服务销售团队定期上

就位于客户工厂附近。 由于我们的车间

品。它将生产车间与管理连接起来。

门拜访客户，目的是在对话中直接回应

与欧瑞康化学纤维研发、生产和服务各

他们的愿望和挑战。除了来自德国的客

部门之间的密切互动，我们提供了极高

在我们的客户服务数字化战略的背景

户关怀之外，我们全球各地子公司的同

的系统维护标准，最终实现更高的可用

下，我们以“智能工厂控制 - IPC 4.0”

事们在当地提供快速、灵活的支持，也

性和更长的运行时间，从而以优化成本

的方式，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了一个突破

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为客户提供卓越的系统可用性。

并培训工厂管理人员和他们的工作人

» 生产系统和设备是欧瑞康化学纤维全

值得一提的另一个例子是系统升级。

员。今天，我们的客户通过使用增强现

体客户的资本。创新服务如何能够保

通过转换，我们的地毯丝系统产品组合

实眼镜得以“走进”他们的制造系统，

护并加强这一资本？

可以从PP扩展到包括PP + PET或PP和

性的解决方案，用于维护化学纤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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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6。 因此，可以升级现有PP单丝系统

随着下游工艺流程日益严苛，不断改

以满足新的应用和趋势，例如对由PET

进产品品质是我们带给客户的进一步发

制成的BCF不断增加的需求。

展。因此，我们甚至正在为我们系统中
最小的部件研发新的解决方案，比如纺

我们也有适用于长丝系统的理念，好让

丝上油装置和导丝器。除了新材料所带

它适应新的挑战。有些趋势比如纺前染

来的优良使用寿命之外，油的应用及均

色丝或包含其它添加剂需要特殊改进的

匀性都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这对纤维

解决方案，用于连续缩聚和挤出机纺丝

的进一步工艺特性有着非常积极的影

系统。例如在熔体改性之外，我们还通

响。

过改造用于断丝传感器的特殊传感器系
统来改进卷绕，它也可以用来制造黑色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Ernst博士。(wa)

染色丝。
» 您认为目前还有其它发展趋势吗？
可持续性/成本削减课题排在我们客户
优先事项列表的最前面，而且越来越重
要。自2004年以来，我们一直通过我们
在节能系统、机器和部件的e-save理念
迎合这一发展。同时，e-save作为综合
能效提升项目品牌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地
位。无一例外，我们所有的创新都建立
在能源、经济、环境和人体工程学这四
项e-save指标之上。仅以新吸枪为例，
它消耗的空气要少得多，性能却维持在
同一水平。持续性与高效率兼得这一趋
势毫无疑问还会在未来伴随化学纤维行
业。

“在我们的客户服务数字
化战略的背景下，我们
以“智能工厂控制 - IPC
4.0”的方式，为我们的客
户提供了一个突破性的解
决方案，用于维护化学纤
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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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展览会（Techtextil）活力四射，惊喜连连
国际纺织工业在四天中将自己定位为高科技行业。两年一度在法兰克福举办的产业
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展览会（Techtextil），展示了工业和功能性纺织品的创新。

5

月9日至12日，47,500多名
参观者来到法兰克福，参
观由1,789名参展商所展示
给他们的新材料和制造工

艺 - 这使得主办方登记的访客人数上升
了14%。
在5.1 / 6.1展馆的门厅举办的“创新服
装秀”，一天数次为激动不已的观众在
T台走秀中展示高科技纺织品，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观众吸铁石”。

“创新服装秀”被证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观众吸铁石”。

“太空生活”展对太空进行大胆探索
这一特别的“太空生活”展恰如其分地
展示了纺织产品的本来面目：一个面向
未来的可持续的高科技领域。与太空兼
容的材料，由荷兰明星建筑师Ben van
Berkeland设计的“太空居所”，以及
一场虚拟现实的火星之旅，让众多参观
者惊叫连连。
“用于新兴建筑的纺织结构”学生竞
赛，显露出在工业应用中纺织品使用
的新见解。在Tensinet协会的支持下，
来自国际设计院校的学生们展示了他
们关于纺织建筑解决方案的设计理

参观者对欧瑞康化学纤维展台的数字化概念和工业4.0解决方案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念。各种材料、纺织结构和帐篷结构
为太空 （生活）的建筑解决方案提供

论中，我们清楚地发现，市场现在越来

未来之旅。这趟激动人心的旅程站点

了无数可能性。

越注重品质和高端纺织产品，作为从熔

众多，比如我们的数字化工厂操作中

体到长丝的解决方案供应商，我们和客

心（POC），又比如由微软全息头显

并再一次证明，Techtextil是与客户和合

户紧密合作。”欧瑞康化学纤维业务发

（Microsoft HoloLens）系统等远程服

作伙伴开展热烈讨论的重要催化剂。
“我

展部的高级经理Markus Reichwein总结

务所提供的种种可能，我们很乐意与我

们很多制造工业丝和非织造布的客户及其

说。

们的客户一起，在纺织工艺链上将旅途

各自深加工生产商，他们本身就是这个展

进行到底。” (bey)

会的参展商。这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深入讨

“我们已经邀请参观者前来我们的展

论整个工艺链 - 一直覆盖到成品。在讨

台，和我们一起踏上纺织行业的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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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瑞康化学纤维“技术论坛”， 伊朗，德黑兰

伊朗纺织工业的一个平台
对于伊朗纺织工业，特别是其化学纤维
行业，由瑞士欧瑞康集团化学纤维事业
板块于5月底在德黑兰主办的“技术论
坛”在许多方面都有着亮点。

都是新业务的重要基础。”市场和企业
传讯负责人André Wissenberg在德黑
兰Espinas 酒店“技术论坛”开幕时致
辞。
积极的开拓精神
“伊朗纺织品和化学纤维行业积极的开
拓精神在当前所有讨论中都是显而易见
的。”负责市场的欧瑞康巴马格区域

约

300位来自商业、科

销售总监Jilali Lakraa说到。首先是现

学和政治领域的与会

有的纺丝工厂和加弹设备，其中部分仍

者积极参与了这一盛

系几十年前的机器和设备，目前正在考

事，不仅与欧瑞康的

虑对其系统进行现代化或投资新设备。

专家们畅谈制造化学纤维的最新技术，

在此，得益于其专长，欧瑞康提供卓越

而且还彼此讨论引领国家未来繁荣昌盛

的、可持续的、最重要的是高效的解决

的新策略。

方案。这些包括采用最先进的缩聚和挤
出系统制备聚合物熔体，还包括纺丝厂

借助“技术论坛”，欧瑞康化学纤维在

以及加弹丝。作为亮点，Jilali Lakraa因

最合适的时间为整个伊朗纺织工业创建

此也向世界展示了eAFK HQ - 最新的全

了讨论平台 - 就在伊朗总统哈桑 • 鲁

自动欧瑞康巴马格加弹机，共有576个

哈尼正式宣布连任之后。“很多人都认

锭位；轰动全场，随后掌声雷动。

为鲁哈尼总统是一个温和的改革者，他
的改革政策重新开放了市场，从而恢复

首席技术官Jochen Adler在宣讲中重点

了经济。这对伊朗纺织工业和我们来说

介绍了欧瑞康机器和系统解决方案的优

首席技术官Jochen Adler
关于欧瑞康化学纤维事
业板块从熔体到长丝解
决方案的演讲深深吸引
了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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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纺织工业积极参与
了该研讨会。

势。“单项技术工艺之间的相互作用越
来越多地决定着整个价值链中的竞争
优势。”这位欧瑞康化学纤维事业板块

欧瑞康纽马格销售总监Ar nd
Luppold介绍了制造BCF纱线
的领先技术。

首席技术官解说到。在纤维和长丝的均
匀性和质量上，在跟踪和追踪终端产品
上，以及与现代自动化解决方案相关的
复杂物流过程中，这都越来越明显地反
映了出来。
投资于科学
在顶级的小组讨论中，讲台上的与会者
在众多见解中特别提出了对重建和集中
支持伊朗纺织业所需步骤的看法。结
果所达成的共识，极大地激动了三位
大学教授 - M. Mojtahedi博士（德黑兰
理工大学纺织工程系），H. Tavanaei博
士（伊斯法罕大学纺织工程系）和M.
A. Tavanaei博士（亚兹德大学纺织工程
系）：再一次地，必须加大对科学培训

术。首先，在该国北部 接近土耳其边境 - 伊朗的
PET和PP地毯制造发挥着
重要作用。“在这里，销
售市场几乎就在我们家门
口。”多年来一直活跃在
伊朗的Arnd Luppold解释
说。
财务总监Andreas

Müller

向与会者介绍了新项目的融资方式 - 事
实证明，对于仍处在制裁当中的国家，
这一话题非常有吸引力。(red)

的投入，以便为新生的纺织工业提供毕
业生。
除了目前的短纤系统解决方案，欧瑞康
巴马格的销售总监Arnd Luppold还介绍
了在世界市场上制造BCF丝线的领先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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