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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纤维
纺织品舞台上的新星：智能纺织品
它们产生热量、光照和电力，保护病人，让汽车和建筑
物更加舒适 - 它们即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
色。

有所不同的地毯
土耳其波伊泰克斯纺织专注于“智能”地毯
地毯清洁空气，提供宜人的清凉感，改善人体的生物节
律，减少压力水平，而且闻起来还有玫瑰的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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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客户，亲爱的读者：
智能纺织品是十一月版《纤维和长丝》的主要议题。
但是，哪些构成了智能纺织品呢？范围是多种多样
的。有趣的是它所产生的功能，例如连接日常使用的
夹克、导电手套或加热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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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一些纺织厂商已经进入了具有可穿戴产品的
市场。Levi Strauss刚刚把一件与谷歌合作开发的连接
牛仔夹克衫投放在美国的商店里。

26

生命监测是另一种使用智能纤维、纱线和织物的有趣
方法。智能纺织品对老年人、高危病患和康复病人及
改善运动员训练的远程医疗监测方面正在做出贡献。
了解更多如今已经存在的相关应用。即使家用纺织品
也会使我们未来的生活更容易。
工业纺织品同样也进入了未来。例如，德国纱线和织
物制造商的产品可以防止建筑中霉菌的形成。这种材
料能感知湿度，当湿度达到临界水平时，自身在周围
的墙壁上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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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有关我们手动加弹机eFK和开创性改进的高模量低
收缩工艺的最新消息。我们客户服务的新产品和新服
务为您提供贯穿我们机器和系统全生命周期的支持。

创新与技术
eFK - 加弹机的演变
eFK一直在展示“欧瑞康巴马格制造”加弹机的进化
之路，至今已经颇有时日 ...........................................

24

HMLS纺丝生产线
改造确保丝线品质更上层楼 ......................................

25

我们秋季版的《纤维与长丝》客户杂志完美地叙述了
来自市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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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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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 Stausberg
欧瑞康化学纤维事业板块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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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中国化学纤维大会

上海国际纺织工业展览会

Georg Stausberg关于工业4.0解决方案的演讲

数字化主题

在今年中国萧山第23届化学纤维会议上，欧瑞康化学纤维首席执行官Georg
Stausberg介绍了欧瑞康当前的工业4.0解决方案，并在他题为《化学纤维行业的
智能制造》的演讲中概述了对未来的最初想法。(aw)

在今年于中国上海举行的国际纺织工业
展览会上，欧瑞康化学纤维事业板块
的旗帜将再度飘扬，该地区可谓是全
球最重要的纺织品和服装生产市场。从
2017年11月27至30日，欧瑞康巴马格
和欧瑞康纽马格的工作人员将在新国际
博览中心E1展厅约100平方米的B10展
台欢迎所有的贸易参观者。演示完全聚
焦于数字化时代。在欧瑞康的多功能展
区，围绕欧瑞康工业4.0解决方案，就
目前存在的热点，将一天数次举行有趣
的主题演讲和演示。(aw)

在中国坚实的足迹

在苏州和无锡的20年
对于欧瑞康化学纤维事业板块来说，中
国始终是一个主要的市场。这也是二十
年前在无锡和苏州进行生产和建立装配
设施的原因。
11月6日，公司与全体来自上海、苏州
和无锡的员工以及中国其它地区的客
人一起，在苏州文化艺术中心热力庆祝
这个周年纪念日。600多人观看了精彩
的节目和管理人员的演讲。这个非常特
殊的活动表达了欧瑞康化学纤维对在中
国获得巨大成功的全体员工说声“谢谢
你”意境。(bey)
中国欧瑞康纺织一个强大的团队形式，简称“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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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
国际纺织品制造商联合会年度会议

聚焦可持续发展

活动
Shanghaitex 2017
2017年11月27-30日，中国，上海

www.shanghaitex.cn
Domotex 2018
2018年1月12-15月，德国，汉诺威

www.domotex.de
中东和北非
非织造布研讨会
2018年2月6-7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迪拜

www.edana.org
在2017年9月14至16日于印度尼西亚举行的国际纺织品制
造商联合会本年度年会上，250多名代表清楚地意识到一件
事：对全球相互关联的纺织行业的需求正在显著增加。无论
是因亚马逊首次进军生产而出现的对生产速度的需求，或者
是在新材料领域为未来消费者提供新的功能特性，还是最后
但同样重要的在未来可持续解决方案和纺织品回收利用的发
展。(aw)

Outlook亚洲
2018年3月14-15月，新加坡

www.edana.org
Egy Stitch & Tex
2018年3月15-18日，埃及，纳斯尔市

www.egystitchandtex.com
2018 Domotex亚洲 / 中国铺地材料展
2018年3月20-22日，中国，上海

欧瑞康非织造布参加2017 OUTLOOK™大会
超过470名来自非织造布和相关行业的代表参会，再次证明
OUTLOOK™ - 卫生和个人护理非织造布的主要会议 - 是该
领域重要的行业盛会，展示了非织造布及相关行业国际联合
会（EDANA）的使命：促进行业增长，提升行业可持续发
展。欧瑞康携其全新非织造布业务团队参加了于2017年9月
27至29日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的这次盛会，并在非织造布
业界圈内取得良好的网络效应。(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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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omotexasiachinaﬂoor.com
Inlegmash
2018年3月20-23日，俄罗斯，莫斯科

www.inlegmash-expo.ru/en
莫斯科国际产业用纺织品展
2018年3月20-23日，俄罗斯，莫斯科

https://techtextil-russia.ru.
messefrankfu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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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欧瑞康纽马格

新疆天目湖地毯织造有限公司投产
2017年8月18日，新疆天目湖地毯织造
有限公司正式投产。
位于沙湾地区金河纺织服装工业园区的
工厂盛大开幕，众多政界与商界嘉宾应
邀出席开幕典礼。
这栋4万平方米的工厂大楼是欧瑞康纽
马格 BCF S +系统的所在地，目前每年
制造2,000吨BCF丝线。而这只是一个
开始 - 新疆天目湖地毯织造有限公司计
划在未来两年将其BCF能力提升四倍。
设立金河纺织服装工业园区是重建丝绸
之路的一部分，中国正计划借此再现昔
日辉煌。为支持该项目，江苏开利地毯
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成立了子公
司新疆天目湖地毯织造有限公司。江苏
开利是中国地毯行业的市场龙头企业，
成为欧瑞康纽马格的客户已逾十年。

率高达99%，欧瑞康纽马格S+系统完
美贴合了这一理念。(che)

不过，开发这个地区并不是唯一的重
点。涵盖整个制造过程的“绿色环保”
理念也已经启动。新疆天目湖地毯织造
有限公司希望转型为研发和地毯生产企
业的基准。由于每公斤丝线能耗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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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机械设备制造商联合会在美国和墨西哥的
B2B论坛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商联合会纺织机械协
会于2017年11月6日在美国夏洛特（北卡
州）、于2017年11月8日在墨西哥城举办
了B2B论坛和技术会议。
欧瑞康化学纤维事业板块展示了其最新的创新解决方案，正
符合其所倡导的“从熔体到长丝、纤维和非织造布”。 (aw)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txm.vdma.org

新成立的欧瑞康非织造布亮相
上海国际非织造材料展览会
（SINCE）
欧瑞康携今年年中新成立的非织造布业
务部门，在中国上海国际非织造材料展
览会（SINCE）上首次向广大观众展示
自己。从2017年11月8至10日，一支由
销售人员和技术专家所组成的得力团队
将在世博会展中心，就欧瑞康现有的气
流成网、熔喷和纺粘非织造布技术解决
方案，回答各种问题。(aw)

欧瑞康纽马格

已经在印度成功投产两套短纤系统
两套涤纶短纤生产线，每套日产能为100吨，在Shubhalakshmi 聚酯有限公司（Shubhalakshmi Polyesters Ltd.）成功
安装。该客户生产本白、半哑光、黑色及漂白原液染色涤纶
短纤。
Wellknown聚酯有限公司（Wellknown Polyesters Ltd.）还生
产PET聚酯棉型纤维。日产能力为225吨，这是迄今为止欧
瑞康纽马格在印度所安装并投产的最大系统。
这对Shubhalakshmi聚酯有限公
司（Shubhalakshmi Polyesters
Ltd.）和Wellknown聚酯有限
公司（Wellknown
Polyesters Ltd.）
意味着首笔短
纤系统投资。
两家公司采用欧
瑞康巴马格系统
生产长丝已有多
年。(che)

土工布是非织造布的主要应用之一。

短纤维的生产标注着印
度的人口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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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减少过敏的地毯，您听说过吗？

魔毯新时代
长久以来传统观念一直认为，过敏及哮喘人群应当远离地毯。现在，新的研究正在
祛除这些笼罩在地毯之上的迷思 - 创新，正在引领有着“神奇”特性的地毯的新时
代。

从

所罗门王的地毯传
说，到《一千零一
夜》的飞毯故事，地
毯长期身裹神秘色
彩，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然而，今
天大量关于地毯藏污纳垢、富含可能危
害健康的污染物与过敏原的报道，让地
毯的神秘光环黯然失色。
多年来，医生和科学家们一直在告诉患
有过敏和哮喘的人们，选择坚硬的地
板，如硬木、瓷砖或石材以及其它材
质，而不要选择地毯。他们声称，地毯
汇聚了各种过敏原，可能触发过敏反应
和哮喘。英国《卫报》甚至有一则报道
称，地毯所含的毒素，其中包括铅、杀
虫剂和致癌物，远高于受污染街道所包
含的。
不过最近的研究有可能恢复地毯的昔日
光彩。德国过敏与哮喘协会新近发表的
一项研究仔细比对了硬地板家庭和地毯
家庭的微尘污染情况。结果
是戏剧性的：硬地板
家庭的平均微
尘污染是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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毯家庭的两倍。由于改进了制造地毯
的纤维，地毯实际上能捕获室内污染
物，充当起持久又有效的室内空气过
滤器。
进一步研究证实了这一点，现代地毯
制造及改进后的化学纤维与天然纤维
和长丝结构从空气中捕捉微粒并困住
它们。最近另一项由airmid healthgroup
limited - 一家专注于健康问题的生物医
学研究机构 - 主导的研究发现，相较于
硬地板，地毯能在更大程度上捕获过
敏原，减少逃逸到空气中的粒子。
“地毯作为被动的空气过滤器，捕获
灰尘、花粉和其它颗粒，并将它们移
除出呼吸区域。” BCF（膨化连续长
丝）地毯丝、化学短纤和非织造布的
系统制造商欧瑞康纽马格的BCF开发主
管Mathias Stündl说道。BCF地毯丝是
一种连续长纤维，能织造整幅地毯。
在地毯上行走和进行其它活动并不会
释放微粒到空气中去。最重要的是，
使用配备有HEPA级过滤或热水抽吸的
吸尘器清洁地毯，减少了表面过敏原
和空气中微粒的数量，从而保持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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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的品质。地毯还提供更好的绝缘和
降噪，并且为各种室内装饰增添舒适性
和额外的设计选择。
除了改进长丝纱线以使它们更加高效地
捕捉灰尘之外，欧瑞康纽马格创新的机
器和长丝生产工艺帮助客户用更少的长
丝制造覆盖范围相同的地毯。这为地毯
生产带来显著的成本优势。此外，在可
持续材料上的创新使得今天的地毯几乎
不会在任何居室家具或建筑材料中释放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 从各种产品中释放
出来的化学物质，这些物质会转化为气
体并影响室内空气品质。

由于改进了用于制造地
毯的纤维，地毯其实捕
捉了室内污染物，充当
稳定有效的室内空气过
滤器。

在纤维方面的创新也带来了一些有趣
的、革命性的新应用和可能性。借助低
旦单纤的纱线，制造商创造出更加柔软
的地毯，而其它创新还包括特殊的抗污
性。在最新的开发中，纱线和地毯制造
商正在创造具有高吸热性能的地毯，它
能带来凉爽的感觉，甚至进一步改善室
内空气品质。借助这些特点和优势，地
毯制造业的创新正在迎来一个新魔毯时
代 - 它们不仅为饱受过敏与哮喘折磨的
人们带来更好的选择，还更适合每一位
关注全面健康的人士。(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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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纺织品在上升

智能纤维
它们是纺织品舞台上的新星：智能纺织品。它们产生
热量、光照和电力，保护病人，让汽车和建筑物更加
舒适 - 它们即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智

能手机已经是过去的
事了。取而代之，电
话、新闻和互联网信
息将出现在我们的外
套袖子上。我们的牛仔裤将帮助我们
在城市中导航，集成电极激活我们的
肌肉，然后在此过程中轻轻启动我们
的脚步，把我们带往要去的地方。我
们和杰克见面时，他的套头衫变换了
颜色，用光芒四射的红色欢迎我们。
专家们认为，这些情形有可能在未来十
到十五年内得以实现。这里的理念、技
术和开发以及许多其它相关应用已经存
在，物如其名：智能纺织品。它们联合
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高功能技术和
数字电子的世界，时尚、服装和功能性
纺织品的世界。这些智能超级织物的前
景惊人。智能纺织品可以产生热量、光
照和电力，测量温度和生命机能，治疗
伤口、减轻疼痛，使工业现代化，让汽
车和建筑更安全、更舒适。尽管它们往
往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旅程才能进入我们
的日常生活及其各自市场（另见第15
页的访谈）。
不过，在欧洲、美国和亚洲率先进行了
更多开发，即将推出或已经成功问市。
在此背景下，Grand View Research市
场研究人员预测，全球智能纺织品和智
能织物市场将呈现巨大增长，从2015
年的5.447亿美元增长到2024年的9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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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在此起带头作用的是诸如时尚与
可穿戴设备，工业与安全，医药与体
育，以及建设与建筑等应用领域。
可穿戴设备和电子纺织品：时尚2.0
导电丝是许多智能应用的基础，是十多
年前发明的；例如，通过电化学改性或
纤维表面涂层。为此，由图林根福格
特兰纺织研究所开发的高导电ELITEX®
丝包含银护套聚酰胺。可以采用编织、
针织或刺绣技术加以处理。同时克服了
诸如触摸和连接技术、必要的纺织弹性
和抗弯曲性之类的障碍，从而创造出许
多基于导电纺织品或纺织品微系统技术
（印刷电路）的产品。
其中一例最受欢迎的纺织品可穿戴设备
来自Google和Levi's。在2016年，互联
网和牛仔裤巨头宣布了可以控制智能手
机通话和音乐的牛仔夹克。借助导电
的、接触敏感的纺织品，这一创新成为
可能。这款夹克将在2017年底之前以
350美元的价格发售。有前途的应用还
包括发光和发热服装：这里，制造商科
思创（Covestro）使用放置在由热塑性
聚氨酯（TPU）制成的可延展薄膜上的
LED代替电路板。供应商Warmx已经成
功地提供了可洗涤的发热内衣，其中的
集成聚酰胺纤维通过电池产生热量 - 价
格从269欧元起。Reusch公司的发热滑
雪手套定价与此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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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刚上市：与谷歌合作开发的Levi s通勤者卡车司
机夹克通过摩擦袖子控制你的智能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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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工业和安全领域
另一款手套则支持工业数字化：配备
RFID传感器后，该手套能自动扫描建
筑部件。大有前途的客户不止汽车工
业。这里，由聚酯制造、带导电线的新
款汽车安全带和一款集成麦克风的免提
套件。此外，在自发照明纺织品表层材
料方面也有潜力，可用作汽车或飞机的
顶部衬里或用于信号通道。在这里，用
集成光导体印刷并涂覆多层织物，以实
现均匀分布的照明。
智能纺织品也适用于防护服。位于德国
登肯多夫的纺织工程研究所从一款信号
传输婴儿紧身衣开始，在其它产品之外

还同时开发了一种高科技防火外套，用
于消防和急救服务。耐热的自发照明外
套捕获重要参数、穿戴者的运动信息以
及环境条件和部署情况，将它们传送到
中央枢纽。
从运动健康到医学
当然，使用智能织物的重要监测也是一
个健康保健和医疗方面的话题。为此，
在对老年人、高危病患和康复者以及改
善运动员训练的远程医疗监测方面，
智能纺织品正在做出贡献。隐身T恤衫
中，它们测量心率、脉搏和呼吸，提供
摔倒在地毯上的信息，报告床单中的水

分含量，检测行走时的步伐、步长和步
压。为此开发的传感器技术一直延伸到
基于光纤的微型传感器，用于监测慢性
伤口。德累斯顿技术大学的研究所和图
林根福格特兰纺织研究所已经能够将它
们加工成刺绣应用，并且正在设计整个
伤口敷料。
而执行器技术正在兴起。制造商Bomedus已经在销售用于背部、肩膀、膝盖
和肘部的电子专用带以及截肢丝袜。这
里，电极使用精细的电脉冲刺激皮肤表
面的疼痛纤维，影响过程中的“疼痛记
忆”并帮助减少慢性疼痛。

瑞士schöller纺织公
司的智能织物 在黑
暗中（左）反射，
产生热量（右）或是
防水，但也透气。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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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纺织品亦变聪明
建筑用纺织品开启了最为丰富多元的智
能应用。对此，德国和韩国的合作伙伴
开发出一种便携式安全气囊，从2017
年开始保护建筑工人免受坠落损伤。这
里，传感器检测相应的运动并触发贮气
瓶，在几毫秒内使抗撕裂“ScaffBag”
充气膨胀。而由一家德国丝线与织物制
造商所开发的产品则服务于不同目的，
其将于2017年底开始销售。对潮湿敏
感同时兼具发热功能的织物专为防霉而
设计。一旦达到临界湿度，织物带就会
发热，在此过程中加热周围的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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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林根纺织研究所展示
了一款多功能汽车座
椅，其目的提高用户的
健康和安全。研究所聚
焦在智能纺织品的特殊
领域，进行了基本的和
以客户为导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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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也能从智能纤维中
获益。为此，可以使用特殊的织物和
LED来制造三维巨型光幕，比如用于公
司介绍或者贸易展会。德国工业纺织
品、纺织与编织专家Ettlin创建了这一
切的技术基础。一个德国 - 比利时项目
联合会成功地将纺织品和发光表面组合
在一起。这里，将电子发光饰品和导电
层直接印刷到纺织背衬上。例如，将这
些用于照明墙纸和家用灯具的安装。
未来：由纤维产生的能源
然而，智能纺织品仍然存在一个主要缺
点：它们从电池中吸取电力，这限制了
舒适度。但是纺织品自身就不能产生并
储存能量吗？韩国研究人员正在以一种
分为两层的材料回应这个问题：一层是
粗硅网格，一层是特殊银膜。它们在运
动中相互摩擦，为自己静电充电并在此
过程中产生能量。图林根纺织与塑料研
究所正致力于薄压电丝，可以把它们打
造成价格低廉的产品如连续长丝。其核
心由导电炭黑填充聚丙烯制成，可以织
进或绣在纺织品面料上。它们作为传感
器时出现的拉伸、压力和振动能够产
生电压。无数压电丝相结合，将会迎
来“能源大丰收”。
在智能纺织品改造我们的日常生活之
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中挑战涉
及质量标准和数据保护、适中的产品
价格和消费者接受度。最后一点则是
让高额的初始投资尽快得到证明。不
过进步和机遇也是有的。为此，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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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纺织工艺技术学院的登肯多夫（ITV）贝宝迪传感器捕获的重要参数包括呼吸和心脏频率。根据自
己的资料，拥有200多名员工的ITV是德国最大的纺织研究中心。

工艺如3D打印 - 目前正由欧瑞康集
团率先推动 - 既能生产经典的面料，
又能制造创新的新面料，还能加工处
理新的原材料，从而让各种富有吸引
力的市场营销尽快成为现实。最后，
但同样非常重要的一点，智能纺织品
能够让自己的制造商更具竞争力：随
后，杰克使用传感手套扫描丝饼，当
纺丝机发出错误信息时，他的外衣亮
起红色。(t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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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是一回事，可行性
是另外一回事”
在一次采访中，Klaus Jansen博士 - 他在
德国纺织协会担任董事总经理至2017年
- 讲述了智能纺织品在准备就绪推向市场
之前往往不得不经历的漫长旅程。

» Jansen博士，致力于智能纺织品的项目现时十分常见。
而德国市场也有所突破，对吗？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带导电纤维的可加热内衣。或是带电极
的纺织背带，旨在帮助减少慢性疼痛。现在这样的产品已经
做成功一段时间了。然而，过往教训告诉我们，在准备好面
市或被接受之前，需要花上点儿时间。

» 为什么会这样？
预期是一回事，可行性是另外一回事。有些发展得很快，有
些则需要花上数年时间。在2005年的时候，人们相信我们
会身穿带显示器的夹克四处行走。从研发的角度来看，要做
的事情还很多，因为牵涉到许多学科和新技术。不过，我们
必须从市场角度来加快步伐，尤其是在德国，多看些机遇，
少看点儿风险。以亚洲为例，社会和市场都对智能纺织品更
为开放，在这里能够更加快速地获得创新，尽管它们往往不
能提供我们的品质标准。

» 哪些智能纺织品会在将来发展壮大呢？
医疗保健和建筑产品，首当其冲。测量重要功能，预防疾病
并早日加以诊断，增加健身 - 这些应用前景广阔，尤其是在
德国。不过，旨在让建筑物更加智能化的智能纺织品也大有
前途。

» 纱线制造商也能加入这一未来市场吗？
是的，譬如采用纺丝技术或生产用于处理导电或绝缘聚合物
的长丝纤维。或是用于表面涂层丝。然而这里重要的是，丝
线制造商应该早日参与研发项目，并且与用户和研究机构互
动。顺便说一下：智能织物也可用于纺织品如服装的生产，
提醒穿着者，他们的不良姿势有害健康。(tho)

Klaus Jansen博士看到的是机会而不是智能纺织品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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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恩比恩化学纤维大会
聚焦可持续发展
来自30多个国家的约700
名与会者出席了今年在奥
地利多恩比恩举行的化学
纤维大会。

这

表明，由欧瑞康纺织鼎力赞助的这一创新平台引发了化学纤维行
业的强烈关注。

在各种关于纤维创新、卫生与保健应用、防护应用以及运动休闲
服饰的现场演讲之外，大会为网络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基础。
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纺织加工链方面的几位专家在名为“循环经济：纺织和非
织造布废料”的研讨会及讨论平台上讨论了纺织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大会
举行期间的主要论题。其它值得注意的讲座有，含棉/PET或粘胶/PET的化学纤维
混合物的再循环能力，化学纤维生产期间的用水和废水管理与天然纤维的比较。
其它亮点还有，新型生物基聚乙烯呋喃（PEF）方面的贡献，基于超高分子量聚
乙烯（UHMWPE）的生物基聚合物和超高强力丝日益引人关注。
关于创新工艺的青年科学家论坛
在大会的最后一天，为行业内的年轻科学家们开办了网络平台。欧瑞康化学纤维
事业板块POY研发部门的Marc-André Herrndorf 获邀参加了这个论坛。与会者来
自各自公司的不同部门，如品质管理、数字化单元、工艺工程和研发部门。会议
的主要议题是“数字化革命对研发的影响”。重点是研发过程、对趋势的把握和
创新管理的可能性。

创意从何而来？它们如何转化为数字化世界里的创新？
这些问题在论坛上得到了热烈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通过新渠道产生创意、快
速设计原型并在虚拟世界中加以测试是重要因素。因此，在创新过程中最重要的
因素是跨学科的交流和创造力。(rdo)

循环经济、废物管理与循环利用是今年多恩比恩化
学纤维大会焦点主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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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纺织学校&纺织大学4.0

开启纺织价值链上的
现代思想和可持续发展
9月18至20日，来自纺织
工业的国际专家们齐聚德
国开姆尼茨大学，参加
可持续纺织学校的落成典
礼。

三

天来，来自研究和行
业的专家分享了他们
所掌握的，如何将纺
织价值链中的各种业
务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使命 - 使
来自行业各界的专业人士和学生能够密
切关注可持续发展的所有增值阶段 - 汇
集了来自14个国家的127名与会者进行
密集讨论。为期三天的活动里，每天都
涵盖一个特别关注的焦点：在这几天里
致力于纤维、化学品和织物的转化改
造。
系统供应商欧瑞康化学纤维做了关于化
学纤维和长丝生产解决方案和技术推动
可持续发展的演讲。根据欧瑞康化学纤
维产品管理负责人Markus Reichwein的
演讲，它们主要包含
■ 机械和化学回收工艺解决方案
■ 用于母粒和液体颜色处理的纺前染色
工艺和技术
■ 纺丝过程中的节能技术，即WINGS
FDY及其它e-save节能认证的机器、
系统和部件
■ 数字化工厂操作中心（POC）支持
的效率
■ 工业4.0 /智能制造理念

持续的生产工艺来创造，也可以基于回
收或生物基原材料以及闭环回收在纺织
价值链中创造。我的重点是推动最优组
合以实现价值最高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纺织学校也揭开了所谓“纺织大
学4.0”的帷幕，后者描述了一种在纺
织价值链中共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新方
式。(bey)

欧瑞康化学纤维产品管
理部门主管，Markus
Reichwein，就驱动化学
纤维工业可持续性解决
方案与技术发言。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sustainable-textile-school.com。

正如Markus Reichwein所总结的：“通
过可持续发展创造价值是当今纺织行业
的主要目标。价值是多方面的，它可以
在高效机器和智能数据的帮助下通过可
市场 | 第28期 | 2017年10月

17

有所不同的地毯
地毯使我们的双脚保持温
暖，地毯抑制噪音，地毯
装饰房间，地毯还不自觉
地起到灰尘和花粉过滤器
的作用。但是，波伊泰克
斯纺织（Boyteks Tekstil）
正在努力表明，地毯还能
做到更多。他们的地毯清
洁空气，提供宜人的清凉
感，改善人体的生物节
律，减少压力水平，而且
闻起来还有玫瑰的香气。

这

是怎么做到的呢？波
伊泰克斯为自己定下
的任务不仅是创造出
魅力非凡的设计，还
有为人们的幸福和健康带去积极影响
的地毯。为此，他们开发了工艺流
程，将他们的BCF丝线 - 正是由欧瑞康
纽马格系统所制造 - 转变成智能地毯。
几个世纪以来，紫水晶一直被视为一种
治疗石。人们相信，它们具有净化、启
发和洞察的特性。它们常常作为项链坠
子被人们佩戴。可为什么不取而代之在
紫水晶上行走、站立甚至是安坐呢？一
定会刺痛发痒吗？绝对不会！波伊泰克
斯开发了一款地毯，含有紫水晶颗粒，
同时又不失柔软。人们认为，这款地毯
能振奋精神，把负能量转化为正能量。

而波伊泰克斯的“酷乐”（Cooler）亦
毫不逊色。由于其导热性和热吸收能
力，这款地毯可将皮肤温度降低大约
1°C。因此，它能够创造出一种凉爽宜
人的室内氛围，在炎热气候中大受欢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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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三重清新”（Triple Fresh）则还
能让环境更健康，因为它能除去空气
中的异味和有害气体。编织在地毯中
的特别开发的金属络合物是催化剂。
它不是仅仅掩盖它们，而是分解不适
和有害气体，在此过程中产生纯净的
空气。
这些只是波伊泰克斯产品组合中关于
创新、智能地毯的一小部分。而其它
产品也毫不逊色，同样造福民生。尽
管它们的描述听起来可能有些不同寻
常，但仍然是相当普通的地毯，更适
合日常使用。这使得它们真正与众不
同。波伊泰克斯未来会有哪些令人耳
目一新的创新，我们拭目以待。(che)

信息：
波伊泰克斯纺织成立于2011年，
位于土耳其开塞利市，是该国最
大的地毯出口商之一。波伊泰克
斯拥有112,000平方米设施，每年
制造约400万平方米地毯。其生产
车间所装配的设备里有60%为欧
瑞康纽马格S+系统。

波伊泰克斯纺织，土耳其最大的地毯制造商之一，
专注于“智能”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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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hammed Abul Kalam访谈

"Modern Poly致力于上游整合"
孟加拉国正在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后起之秀之一。考虑到孟加拉国的经济潜力，
普华永道将孟加拉国评为2016年全球第31大经济体，预计到2050年，孟加拉国将
成为第23大经济体，超越荷兰、澳大利亚、西班牙、泰国和马来西亚。

迄

今为止，孟加拉国尚
未被认定为制造化学
纤维的重点市场 - 尽
管该国在国内和出口
市场上都有巨大的潜力。然而，孟加
拉国的纺织工业主要集中在下游工艺步
骤。相比之下，诸如长丝、纤维和纺织
面料等原材料主要从中国、印度和其他
亚洲国家进口。

在这里，长丝制造商Modern Poly Industries Limited（Modern Poly工业有限公
司） - 其为TK Group of Industries（TK
工业集团）的成员企业 - 看到了个中新
兴商机。《纤维与长丝》有幸采访了
Mohammed Abul Kalam，孟加拉国一家
大型企业集团的董事长，听他谈论未来
计划。

引入缩聚系统，使纱线生产商对成纱质量拥有更大的控制能力。

» Kalam先生，您刚刚扩大了长丝产
能，并有在不久的将来进一步扩大长
丝和短纤生产的计划。这背后的原因
是什么呢？
目前，国内的化学纤维纱线生产并不能
满足国内市场的潜在需求。这使得国家
及其纺织业依赖进口原材料。更大的纱
线产能使我们有机会将纺织价值链中更
多的份额纳入我们的国内工业。这有助
于国家和人民。
当然，我们也计划把我们的纱线出口到
更加关注DTY业务或者位于纺织价值链
更下游的国家。

» 此外，您打算通过投资缩聚工厂进行
上游一体化。此举原因何在呢？
嗯，主要原因是我们在进口原材料时，
依赖品质、价格和供货能力等等因素。
拥有自己的缩聚工厂的话，我们将独立
于原材料市场，此外我们将拥有一致
的熔体品质，从而保证纱线品质的一致
性。要想进入国际高端纱线市场，这一
点至关重要。

“更大的纱线产能使我们
有机会将纺织价值链中更
多的份额纳入我们的国内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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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先前的项目中选择欧瑞康的原因是
什么？和欧瑞康讨论当前项目的原因
又是什么？
首先，“德国制造”的品质一直是决定
性因素。我们信赖欧瑞康的技术优势。
事实证明，拥有丰富经验的欧瑞康巴马
格是我们对供应商的正确人选。

Modern Poly 的管理层Mohammed Abul Kalam，
Abu Suﬁan Chowdhury和Nasim Anwar（从左到
右第三个开始）参观了欧瑞康巴马格在雷姆沙
伊德的设施，讨论当前和未来项目。

另外一点在于，与其他系统制造商相
比，欧瑞康的设备在转换成本、运营成
本和效率方面是最令人信服的。
» 贵公司将成为贵国首家经营短纤工
厂和缩聚工厂的
公司。您认为自 “拥有自己的缩聚工厂的话，我们将独
己是潮流引领者 立于原材料市场，此外我们将拥有一致
吗？
的熔体品质，从而保证纱线品质的一致

性。”

是的，绝对！率先
拥有某种技术，让
我们具备竞争优势。我相信其他公司会
纷纷效仿我们。(b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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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Modern Poly 是孟加拉国BSM集
团的子公司，成立于1984年，系
TK工业集团的成员企业。公司位
于孟加拉国吉大港的工厂以Polyron品牌生产POY、DTY、FDY及
染色丝，供集团内其他公司下游
加工处理。包括经编和纬编，以
及在国内和国外市场的销售。其
当前生产能力为26,500吨/年，
是孟加拉国最大的长丝生产商之
一。
TK工业集团 于1972年开始他们的
业务历程。TK工业集团拥有42家
独立的公司，主要从事食用油、
水泥、基础化学品、石油化工、
纺织、钢铁、皮革、茶园、虾孵
化场及商品交易。TK工业集团是
孟加拉国最为领先和多元化的企
业之一，拥有一万余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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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ns Grass-Yarns BV，人造草坪市场上的新选手

在合作伙伴关系中开辟新视野
Beens Grass-Yarns BV，
是一家最近在荷兰成立的
新公司，凭借欧瑞康巴马
格的人造草坪单丝生产线
进入人造草坪市场。

Beens Grass-Yarns BV凭借欧瑞康巴马格的设备
成功进入单丝生产业务。

这

名新来者是Beens集 成的项目和他对Beens Grass-Yarns的
团的成员，该集团位 展望。
于上艾瑟尔省的海
讷默伊登。MaryLine » Beens先生，您为何进入人造草坪市
1400型挤出生产线生产两种颜色或形
场？您投资人造草坪单丝生产线的原
状的单丝。而下游生产线含有新的双
因是什么？
丝并股变形，还有单丝
表 面 和 填 充 丝 的 合 并 包 “ 作 为 顾 客 ， 我 人造草坪潜力巨大。我想
缠。为高端应用领域生
们 受 到 重 视 并 得 立足于海讷默伊登，成为
产的人造草坪丝，特别
欧洲人造草坪簇绒基本产
到小心呵护。”
适用于快速增长的景观
品供应商。人造草坪丝是
美化领域，也适用于运
这个市场的关键，我想用
动草坪。
高品质丝线来支持我们的客户，开发这
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纤丝与长丝》采访了Geert Beens公
司的创始人兼老板，请他谈一谈最近完 在Beens集团内，我们生产工艺水处理
以及地毯背衬化合物。从这点上讲，把
人造草坪丝加入我们的产品组合确实是
一个明智之举。
» 您为何选择欧瑞康巴马格作为合作伙
伴呢？
经过深入的市场调研，出于各种原因我
选择了欧瑞康巴马格。这家公司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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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
千锤百炼的方法和技术，从项目启动到
成功地准时运行，完全集成、尽在掌控
和运作。售后服务对我也是一个关键因
素。此外，欧瑞康巴马格还与我的展望
不谋而合 - 永不停止创新。
» 项目进展如何？您如何评价您与欧瑞
康巴马格的合作？
项目伊始，就得到了来自欧瑞康巴马格
的出色指导，作为咨询顾问为我们提供
必要的支持、人员和界面。我们在整个
项目期间都跟他们保持着密切的定期联
系。我们利用开姆尼茨实验室的设备设
施进行试验，以便准备配方和产品样
品，好开始我们的丝线销售计划。

» 对您而言，品质话题 - 丝线和设备的
品质有多重要？
对于Beens Grass-Yarns BV，品质是一
个重要的成功因素。能够持续地为客户
提供始终如一的产品品质是一个关键的
驱动因素。丝线必须能够再生产，并且
长期保持稳定的品质。这意味着整个工
艺流程必须在掌控之中。设备、配方和
训练有素的员工是品质的同义词，换句
话说，品质是“硬软件”最佳结合的结
果。这就是我们选择欧瑞康巴马格作为
这个项目的合作伙伴的另一个原因。公
司也支持这一计划。

“对我来说，售后服务是
一个关键因素。”
» 您的未来计划是什么？
当然，我们有增长的打算。根据客户需
求不断开发并调整产品系列是我们的日
常业务。不过，我们身边有欧瑞康巴马
格，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我们新产品
构想的试验已经提上日程。
Beens先生，谢谢您精彩的访谈。祝贵
公司马到成功。(jwe)

交付准时，我们按照约定开始生产。挑
战不期而至，这种事情时有发生，那
就通过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加以解决。
作为顾客，我们受到重视并得到小心呵
护。技术人员随时可以提供远程和现场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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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K - 加弹机的演变

产品窗口扩大，技术确证成熟
手动加弹机eFK一直在展
示“欧瑞康巴马格制造”
加弹机的进化之路，至今
已经颇有时日。

经

过试验和测试的组件
与新技术相结合，可
提供最高的效率和盈
利能力，并显著改善
机器的处理能力。用于加弹前后丝线喂
入的开创性导丝辊技术与高级卷取技术
（ATT）相结合，保证了始终如一的丝
线高品质和工艺稳定性，以及优化后的
能源消耗和可持续发展。
高级卷取技术（ATT）确保了最佳的筒
子成形，包括最大筒子重量提高时的密
度控制，从而提高生产力。由落纱定时
装置预先为每个工位和作业平台设定的
运行长度而发的信号可以帮助操作员获
得更高的筒子运行长度均匀性，这对进
一步加工处理丝线很重要。同时，可以
根据生产日期给出筒子等级标识，这大
大简化了对后续加工处理步骤的分类。

迎合客户的需求：欧瑞康巴马格手动加弹机eFK。

eFK在加弹过程中是可靠性和高质量的结合体。

eFK 2017 - 范围广泛，易于处理
随着2017的发布，欧瑞康巴马格如今
正在继续进化之路。用于高旦丝的eFK
产品窗口的扩张，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细
分市场，长丝制造商可以在其中提供一
以贯之的高品质。同时，处理和维护工
作变得容易得多。这在某种程度上归功
于增强后的吸丝枪、重新设计的润滑、
简化调整后的UNITENS1传感器以及用
于特殊工艺的经过改良的硬件集成诸如
热锭或弹性包覆材料。
以热锭为例，其用于特种丝如“竹节
纱”的生产。为达到粗细节的效果，丝
线以不规则运动卷绕在加热锭上。热锭
需要一个额外的喂入单元来操作。考虑
到这一点，G1和G1.1导丝辊之间的空
间增大，以便更易到达热锭。
弹性纤维与PET或PA丝的包覆，旨在提
高最终产品的舒适度。通行的是两步式
工艺，eFK的弹性纤维包覆装置使得一
步式生产和丝线包覆成为可能，极大提
高工艺的经济性。通过在加弹工艺中用
弹性纤维包覆丝线，可以实现最终丝线
产品更好的稳定性，有利于下游的进一

1

UNITENS是英国马格斯菲特Saurer Fibrevision有限

公司所专有的国际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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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LS纺丝生产线

改造确保丝线品质
更上层楼
为了提高其HMLS纺丝性能
和成丝品质，中国的高端轮
胎帘子布制造商张家港骏马
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刚刚将改
造后的欧瑞康巴马格HMLS
纺丝生产线投入生产。

步加工处理。此外，引导弹性纤维丝的
导丝辊G2.1现在位于加弹单元的同一
侧。丝线偏转和应力因之显著减少，从
而使得丝线品质更好。
使用e-save热箱可显著降低eFK的能源
消耗，每台热箱可降200瓦。封闭外壳
中的高品质绝缘材料确保降低能源成
本。
eFK将以最新的导丝辊喂入技术和最佳
品质丝线的收益继续为欧瑞康巴马格
的客户提供高效率的DTY机器。它通过
不同的配置和理想的工艺设备，把最高
的丝线品质同最强的产品灵活性结合起
来。(wa)

凭

借新设计，能够使用具
备更高特性粘度（IV）的
PET，并且将熔体和丝线
之间不可避免的特性粘
度（IV）下降减少到最小。随后，这使得
HMLS丝线的可实现韧性更高而特定负荷
伸长率（EASL）值更低。这也降低了帘胚
浸渍后的韧性损失。
自不用说，可以在高水平的机器效率和低
断裂率下，按欧瑞康巴马格HMLS系统的
标准，以6,300米/分钟的高卷绕速度生产
品质更佳的丝线。欧瑞康巴马格HMLS生
产线的最大加工速度为6,500米/分钟。
首批生产的结果是积极的；新设计将应用
在最近下单预订的生产线上，并将于2017
年底之前安装。(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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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知新

领先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生产系统是纱线制造商成功的资本，现在及未来都是。因为这个原因，维护并保持
机器技术领先是十分重要的。

这

就是为什么每一个纱线制造商迟早必须面
对，如何才能合理利用自己的旧系统和机
器继续生产所需纱线质量的挑战 。首先：
对于现代化改造或者新投资哪个是正确的
解决方案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普遍正确的答案。这需要逐案
考虑。

可持续技术 - 少即是多
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由于产品的变化频繁，往往造成更
高的浪费率。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最新的8头WINGS XS 就
比采用10头或12头卷绕头更为理智。WINGS XS 由于淘汰了
冷的导丝辊和在地面上对牵伸区操作的简化，优化了能源消
耗，令人印象深刻。

通常，欧瑞康巴马格会根据当前市场需求，为其客户提供将
旧工厂的质量和性能升级至最新的改造机会。这种情况适用
于较大的部件，同时也适用于
较小的部件。例如WINGS XS
就是一个用现代化卷绕技术装
备旧机器的可用的解决方案。
但即便是很小的陶瓷部件也能
够为产品质量和效率带来明显
优势。

关于节约能源，取决于应用程序的类型，用一个12头的卷绕
头替代两个6头卷绕头也可以是一种选择。“这里，布局和
纱线的路径必须事先考虑。”负责欧瑞康化学纤维事业板块
全球服务销售的Wolfgang Ernst博士强调道。除了通过使用
现代的电器以减少能源消耗，进一步的优势在于各代新型卷
绕头之间的零备件拥有更好的通用性。
但是即使是纺丝，旧的系统也可以被现代的解决方案所替
换，如二合一（DIO）纺丝组件，或在特别的情况下像通常

操作、维护及修理

按需模块化培训
凭借欧瑞康化学纤维事业
板块培训团队所提供的专
业化、个性化培训，技术
员和操作员个个变身成为
专家。

训

练有素的员工能最
大限度地利用生产系
统。他们提高生产力
与品质，减少停机时
间与废品。经验丰富的欧瑞康化学纤维
培训团队支持客户的技术员和操作员成
为各自设备的专家。量身
定做的培训计划由公
司位于德国的现代化

现场培训为技术人员提供直接在个别设备上的实际
操作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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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只能终身成就质
量，如果细节 – 就像
导丝器 – 也被如此关
怀。

具有相同的纺丝箱外形尺寸的Bico系统。二合一纺丝组件在
增加了生产能力的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DIO在单个外壳里
合并了两个独立的纺丝组件，因此提供了犹如两个单独纺丝
组件相同的性能，同时减少25%空间需求。由于降低了热损
耗，DIO的有益副作用是降低了能耗。
此外，现有的挤出机纺丝厂可以进行改造，在某种程度上使
它们适合于其他产品，像在市场上越来越受到追捧的原液染
色丝。欧瑞康化学纤维事业板块拥有以色母粒或液体为基础
的添加剂配料和混合的完美解决方案。如果现有的纺丝厂需
要生产不同的纤度范围，现有的熔体导流部件将只需极少的
停顿时间、压力降低等。我们的工程专家可以在这里协助用
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转换成粗的或细的纤度范围。

新的上油装置具有更均匀的丝线上油驱动的优点，因而对丝
线的进一步加工具有积极的意义。此外，通过降低喷雾量，
他们也减少了油的使用。
重新开发的导丝器的目标是明显减少丝线摩擦而避免形成毛
丝。这大大提高了进一步加工的产品质量。总之，在丝线路
径中的新陶瓷部件为下游进一步加工的改进提供了巨大潜
力，从而使长丝制造商有更好的机会，让自己在市场上处于
更有利的地位。
作为经济的和高质量的生产工艺合作伙伴和解决方案提供
商，欧瑞康化学纤维事业板块提供宽广的选择范围，以帮助
他们的客户获得长期成功的最重要资本。（WA）

升级 - 达到新的目标
即使是所谓的琐事也将显著地影响机器的生产率和纱线质
量。这就是为什么欧瑞康巴马格与著名的伙伴合作，依靠特
殊的顺序，以减少磨损的敏感性、污染趋势和摩擦为目标进
行陶瓷制造。除了使用寿命更长，由于其特殊的几何设计，

培训中心制定，服务站则遍布全球，甚
至涵盖了客户现场。
培训课程包括
- 安全培训
- 卷绕机机械和电气工程，卷绕机设备
检测，电子故障排除及更换部件
- 泵
- 挤出机和过滤器
- 读取电路图并解读功能
- 安装和操作指南
- 纺丝组件处理
多个培训单元还提供电子学习课
程。(bey)

获得更多信息
请联系客户服务部的Reiner Steinbach，reiner.steinbach@oerlik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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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英文版在德国印制，除了对印刷过程中的二氧化碳的消
费进行全额赔偿之外，由于要求可持续经济，欧瑞康化学纤
维使用了高质量的再生纸类。英文的印刷版由德意志纸业提
供纸张。

本刊中文版在中国印制，由于目前在中国暂时无法对印刷过
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精确计算并对其消费找到全额赔偿
的渠道，欧瑞康化学纤维仅使用了高质量的再生纸类。中文
印刷版由JIH SUN提供纸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