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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9 月 25日至 27 日第五届中国国际

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展览会在上海光大会展

中心成功举办。这次展览会由中国产业用纺织品

行业协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纺织行业分会 、法

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联合举办。十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213个参展商参加展览, 展览面积

7 000 m2 以上, 四十多个国家的 6 000多名观众

参观展览(其中境外人员为 900人) 。展品包括广

泛应用于农业 、土工 、建筑 、汽车 、环保 、医疗 、工

业 、防护 、娱乐与体育 、包装 、家具等各个领域的产

业用纺织品 、各类非织造布以及相关的设备 、纤维

原料 、复合材料 、粘合技术 、化学品 、测试仪器等。

下面简要介绍这次展览会的一些参展商及展

品。

1　产业用纺织品的原料

1.1　陕西玻璃纤维总厂及其玻璃纤维

陕西玻璃纤维总厂是我国玻璃纤维及其制品

生产的大型骨干企业,具有年产玻璃纤维纱 7 000

t , 玻璃纤维布2 0 00万m2 , 玻璃纤维湿法薄毡

2 500万 m
2
,玻璃钢制品 500 t 的生产能力,是中

国建材工业的 500强之一 。该厂展出的主要产品

如下 。

1.1.1　高硅氧玻璃纤维

高硅氧玻璃纤维是一种耐高温无机纤维, 二

收稿日期:2002-10-10

氧化硅含量高于 96%,软化点接近 1 700℃,纤维

及其制品可长期在9 0 0 ℃的环境下使用 , 在

1 100℃条件下可使用 7 h。用作高温过滤时(如

金属熔体过滤)甚至可在 1 450℃条件下工作 10

min以上仍保持完好状态 。该厂的高硅氧玻璃纤

维针刺毡 、铁水过滤网(如图 1)可广泛应用于金

属熔体过滤以及包括航空航天等诸多领域。该厂

可提供各种规格高硅氧玻璃纤维布 、网布 、带 、绳 、

针刺毡等 。

图 1　高硅氧玻璃纤维铁水过滤网

1.1.2　耐碱玻璃纤维

该厂生产的耐碱玻璃纤维耐碱性满足美国

PUI 和国际 GRC 协会要求。其产品有连续无捻

粗纱 、短切纱 、涂塑网格布等品种,适用于制作各

种增强水泥制品。由于水泥呈碱性对一般玻璃纤

维具有很强的侵蚀作用,而耐碱玻璃纤维能抵抗

侵蚀,是水泥构件中钢材和石棉的理想替代品,可

有效地增强水泥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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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厂耐碱玻璃纤维品种齐全, 质量稳定, 可满

足喷射 、缠绕 、纺织 、预混 、铺层 、涂抹等各种加工

工艺的需要,畅销国内外 。

除上述玻璃纤维产品外, 该厂还生产玻璃纤

维毡屋顶防水材料 、管道包覆毡 、蓄电池隔板玻璃

纤维毡等 。

1.2　奥地利 Inspec Fibers公司及 P84和Procon

纤维

奥地利 Inspec Fibers公司展出了耐高温纤维

P84及 Procon。这两种纤维国内也有应用, 主要

用于高温过滤。

P84属于聚酰亚胺纤维, 在 260℃高温下不

会产生物理降解现象,而且耐化学性能好,在较大

的 pH值范围内都能适用。其纤维截面呈叶片状

(图 2) , 比圆形截面纤维增加了约 80%的纤维表

面积,大大提高了过滤效率,而且粉尘不会渗进过

滤布因而过滤压力降会减小。

图 2　聚酰亚胺纤维 P84

Procon纤维属于聚苯硫醚( PPS)纤维, 是日

本东洋纺的产品 。聚苯硫醚纤维还有飞利浦公司

的 Ry ton, 帝人和拜耳也生产此类产品。Procon

纤维与其他几种聚苯硫醚纤维不同之处在于其纤

维形态为三叶形而非圆形,这样可提高过滤效率

及空气透过率,减少压力降,减少能源消耗,延长

清洗滤袋的时间间隔。另外用 Procon 纤维制成

的纱和基布的强度比较高,这也是三叶形的作用。

Procon纤维均匀性亦较好 。Procon 纤维耐热性

不及聚酰亚胺。聚酰亚胺纤维滤料可在 260℃条

件下连续运行, 而 Procon纤维滤料连续运行温度

为 190℃(与芳纶 Nomex 相近) ,比一般涤纶要高

得多(涤纶连续运行温度为 130℃左右) 。Procon

的耐化学性则非常优越,因此很适合在酸性和碱

性条件下过滤。Procon 纤维特别适用于液体过

滤,还可用于化学工业的产品过滤及其他液固分

离的场合 。Procon与 Nomex 对比,不易水解 。实

际证明其在耐水解 、化学稳定性方面好于 Nomex

及玻璃纤维。

用以上两种纤维做成的过滤布都可用于水泥

厂 、垃圾焚烧炉 、燃煤火力发电厂等的尾气过滤,

但何种纤维更适用要看尾气温度高低 、酸碱性情

况而定。

1.3 　艾维逊特种纤维 (深圳 ) 有限公司及其

COPET/PET纤维 、中空三维卷曲纤维

艾维逊特种纤维 (深圳) 有限公司展出了

COPET/PET 低熔点复合涤纶(共聚涤纶与普通

涤纶复合) 。据称该复合涤纶的生产采用了日本

技术 。

复合涤纶的熔点为 110℃, 由于可采用热风

粘合而涤纶又有较高的弹性, 生产出来的热风棉

弹性好,成品厚度大,保暖效果佳。热风棉与喷胶

棉相比可省去喷胶设备, 工艺流程短,生产过程简

单清洁,成本降低,有利于环境保护 。

这种纤维过去一直依赖进口, 现在国内已能

生产,可用于垫子 、絮片 、各种医卫用品及过滤用

布等 。

该厂还展出了中空复合三维卷曲纤维, 这是

利用不同粘度的两种聚合物复合纺丝生产的产

品,可保持经久不变的卷曲度,蓬松度好, 手感十

分柔软, 可用于睡袋 、垫子 、里衬 、被子等絮片, 也

有用作充填产品。

1.4　W.L.Gore &Associated, Inc.及其聚四氟

乙烯纤维 、缝纫线和织物

W.L.Gore&A ssociated, Inc.展出了Gore高

强度聚四氟乙烯纤维 、缝纫线及织物 。高强度聚

四氟乙烯纤维及织物由于耐气候性很好,而且强

度很高,不受紫外线影响,因此可用于室外一些膜

结构建筑及遮阳伞 。据称:在沙特阿拉伯地区麦

迪那先知大教堂由计算机控制可收放的大伞群即

是由这种纤维的织物做伞面的 。每个伞面的面积

为 296 m2,对角线长度为 25 m, 是世界上最大的

伞,此结构可抵抗的最大风速为 155 km/h 。由于

沙特阿拉伯的气候炎热,白天打开, 可以遮阳,晚

上可用计算机操作统一把伞关闭, 使场地很快散

热。

膨化聚四氟乙烯缝纫线的牌号为 Tenara,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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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高的强度, 同样由于这种缝纫线抗紫外线 、耐

候性十分优越, 因此室外一些遮阳篷等用品需要

采用这种缝纫线来缝纫, 使之整体能够经久耐用。

1.5　湖南惠同新材料有限公司及其金属纤维

湖南惠同新材料有限公司展出了各种金属纤

维。该厂前身是长沙矿冶研究院金属纤维及制品

厂。该公司开发成功 1 μ～ 40 μ不锈钢纤维, 3 μ

～ 40 μ过滤精度的不锈钢纤维烧结毡, 7 μ～ 50 μ

镍及镍合金纤维, 6 μ～ 40 μ导磁纤维, 6 μ～ 40 μ

高温合金纤维, 100×100 ～ 275×220纯不锈钢纤

维线, 6 Nm ～ 20 Nm 不锈钢纤维纱, 各种含量的

不锈钢纤维混纺纱 、线及布。产品广泛应用于冶

金 、纺织 、石油 、电子 、电力 、玻璃 、化工 、军工 、食

品 、环保等各个领域 。该公司的产品不但在国内

畅销, 而且远销欧洲 、美洲 、日本 、韩国和我国台

湾。我国纺织系统有很多企业应用金属纤维,这

次展出的该厂产品不仅可成为纺织企业的纤维原

料,也为他们提供了产品信息 。

1.6　山东同大集团和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及其

海岛型超细纤维

山东同大集团新装备 3 000 t/a海岛型超细

纤维生产线, 据称所生产的纤维纤度可达 0.005

d,适合供应非织造布企业,生产合成革服装面料

和鞋用革基布。

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同样研制成功海岛型复

合型超细短纤维(见图 3) 。海为改性涤纶 、岛为

锦纶(或海为改性涤纶,岛为普通涤纶) ,规格有 2

d, 3 d, 4 d, 38 mm ～ 100 mm,每根纤维含 37岛,

分离后为 0.04 d ～ 0.08 d 左右的超细纤维,强力

大于 3 cN/dtex 。据称该产品已实现商品化,可供

应市场,制造高档合成革 。

图 3　海岛型超细纤维

2　产业用纺织品

2.1　过滤材料

2.1.1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是一个涉及多个投资

领域的上市公司, 而空气过滤及液体净化滤材和

滤器是其主要产品之一,该公司的滤材是以熔喷

非制造布为基材的 。该公司展出了多种产品,表

明其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滤材生产设备和检

测仪器,产品已通过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认

证,并长期向欧 、美等国家和地区出口。

该厂的主要空气过滤产品有:初效滤材有

TJ-C 、FB两个系列, 主要过滤 5 μ以上的尘粒;中

效滤材 TL-Z 系列, 主要过滤 2 μ以上的尘粒;

FT L系列中粗 、中 、高中效 、亚高效四级滤材, 用

于过滤 0.5 μ以上的尘粒;功能过滤滤材, 用于吸

收空气中的 NH3 和 H2S 等有毒气体;活性炭滤

材,吸附空气中的病菌 、烟尘 、异味 、有害气体 。

与国际接轨的系列滤材如图 4所示 。

图 4　与国际接轨的系列过滤器

该厂液体过滤滤材的生产设备全部由美国引

进,按美国的标准生产。据称:该公司生产的液体

滤材具有过滤效率高 、通量大 、纳污能力强 、耐酸

碱 、无毒无害和使用寿命长的优点,适合制作各种

折褶式滤芯,广泛用于食品 、饮料 、酿酒 、医药 、卫

生 、化工及电子等领域。各种型号的滤材,基重从

150 g/m2 ～ 42 g/m2, 在 7.3 Psi压力下厚度依次

为 0.28 mm ～ 0.13 mm,平均孔径依次为 0.748μ

～ 9.641μ,透气率依次为 0.03 ft 3/ ( f t3·min) ～ 10

ft
3
/ ( f t

3
·min) 。

2.1.2　浙江天台县的滤材企业

浙江天台县号称滤材之乡, 生产滤材的企业

31　2003年第 2期 产业用纺织品



遍布全县 。这次展览会上该县联合展出的企业有

13个,占据最大的展览面积 。据了解, 该县滤材

及过滤器的年销售额已达 10亿人民币 。

天台县工业用布厂是天台县规模最大的滤材

厂。该厂引进国际上最先进的重型箭杆织机,能

生产各种高强 、高密阔幅易清洗的特型滤布, 包括

各种合纤滤料 、单丝滤布和不锈钢丝筛网等 。该

厂有相当一部分产品出口国外 。

天台三星纺织滤材公司亦是具有一定规模的

企业, 并且是上海宝山钢铁公司的指定滤材供应

公司之一。该公司生产的滤材以机织布为主,同

时还加工成滤袋 。展出的产品有新型高强抗静电

除尘滤袋(布) , 涤纶高强金属纤维聚四氟乙烯微

孔覆膜滤材。该公司自行研制和生产聚四氟乙烯

微孔膜, 并自行粘合覆膜, 覆膜滤材过滤效率高,

清洗方便,使用寿命长。

台州皓天产业用布有限公司具有多套针刺设

备,生产和供应各种非织造过滤布, 包括涤纶 、丙

纶短纤维为原料的针刺滤材, 玻璃纤维 、芳纶

( Nomex 、Metamex)滤材等, 这些滤材有的还经过

定型 、烧毛 、热轧 、浸渍 、烘干 、涂层及覆膜等后整

理。

天台县的其他生产滤材的公司也都展出了各

自的产品,都很有特色。

2.1.3　上海博格工业用布厂与抚顺市工业用布

厂

上海博格工业用布厂和辽宁省抚顺市工业用

布厂是以生产滤材为主的联合企业 。展出的产品

有以下几类。

中 、常温烟气过滤产品:丙纶 、涤纶 、锦纶针刺

过滤毡;共聚腈纶 、均聚腈纶针刺过滤毡, 化纤机

织过滤布 。

高温烟气过滤产品:芳纶美塔斯 ( Metamex)

针刺过滤毡;聚苯硫醚针刺过滤毡 (包括 Procon

等为原料) ;聚酰亚胺 P84针刺过滤毡;聚四氟乙

烯 Profilen 耐高温 、耐腐蚀针刺过滤毡;氟美斯

( FMS)复合型耐高温针刺毡;连续玻璃纤维机织

滤布;膨体玻璃纤维机织滤材 。

涂层 、复合及功能性产品:经防水防油处理的

拔水拔油滤材;经聚四氟乙烯涂覆处理的滤材;植

入导电纤维或纱线的各种抗静电滤材;表面热复

合聚四氟乙烯微孔膜滤材 。

除上述产品外,还展出了上述产品的延伸产

品。

2.1.4　珠海健宁超滤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珠海健宁超滤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展出了其膜

分离技术,主要产品和技术有以下几方面:超滤膜

技术;纳滤膜系列;家用净水器;反渗透膜系列;微

孔过滤芯系列;活性碳滤芯系列;工业用滤布系

列;超滤装置纯水系列。

超滤膜采用聚砜中空纤维超滤膜,中空纤维

外径为 0.5 mm ～ 2.0 mm, 内径为 0.3 mm ～ 1.4

mm,中空纤维管壁布满微孔, 孔径以能截留物质

的分子量表达, 截留分子量可达几千至几十万。

水在中空纤维外侧或内侧内加压流动, 分别构成

外压式与内压式 。超滤是动态过滤过程,被截留

的物质可随浓缩水排除, 不致堵塞膜表面,可长期

连续运行,目前用于纯水和超纯水制备;医用无菌

无热原水制备,饮料 、饮用水 、矿泉水净化;工业分

离 、浓缩 、提纯;工业废水处理 、电泳漆 、电镀 、含油

废水处理等,该公司产品已形成系列化 、规范化。

CTA系列醋酸纤维素反渗透膜,该公司的中

空纤维醋酸纤维素膜适用于地表水 、污水及其他

高污染水的水处理 。与醋酸纤维素膜元件相比,

聚酰胺复合膜在处理上述水质时极易受到污染。

且醋酸纤维素膜允许进水中含有较高的余氯, 故

使用于处理带有细菌及有机污染的水源 。该公司

有多种规格的系列化反渗透膜 。

除上述几家企业及其产品外, 还有浙江乐芙

非织造产业用布厂展出了多种空气滤材,包括净

化车间 、宾馆 、居室和汽车座舱的滤材和过滤器;

广东新会市工业用布厂 、辽宁天泽产业用纺织品

有限公司亦展出了各种机织过滤布 。

2.2　修补和增强混凝土的织物

这次展览会上德国德累斯顿( Dresden)大学

研究所展出的多轴向经编织物在增强和修补混凝

土结构方面应用的技术十分引人注目。

这一技术对一些较薄的混凝土构件来说优越

性十分突出。全部用混凝土浇筑的薄型构件抗压

能力十分薄弱,加钢筋可以起增强作用,但由于构

件较薄成型较困难 。Dresden 大学介绍采用多轴

向经编机编织成的玻璃纤维长丝织物作为加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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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与混凝土共同成型(混凝土中间夹一层玻璃纤

维经编织物)铸成一体, 形成复合材料, 由于多轴

向材料在多个轴向受力, 可提高构件的抗压力 。

当然, 与混凝土结合必须用耐碱玻璃纤维。

根据受力情况可以应用多轴向 、双轴向,甚至单轴

向经编织物作为加强织物 。

耐碱玻璃纤维也可以用于混凝土构件的修

补,如翻修和增强混凝土电线杆,使电线杆抗扭曲

和抗弯曲 。可用多轴向全幅衬经衬纬织物缠绕混

凝土电线杆,外层再喷上一层混凝土使之结合成

一体,达到修补增强的目的。

国内已有玻璃纤维或碳纤维经编织物作为增

强材料通过粘合剂与混凝土结合成一体作修复之

用。我们曾在展览期间询问过 Dresden大学参展

人员上述两种方法的优缺点, 回答是 Dersden 大

学的方法优点是可避免使用粘合剂, 防止因种种

原因造成粘合不牢产生的弊病, 但缺点是体积要

增大 。

2.3　土工织物

展览会上展出土工合成材料的企业很多 。例

如:上海新纺织产业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江苏远大

土工材料公司展出了各种针刺土工布 、各种土工

复合材料(一布一膜 、二布一布等产品) ;浙江锦达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展出经编涤纶土工格栅及各

种经编土工合成材料;核工业湖南无纺布厂展出

了涤纶长丝和短纤维非织造土工布, 屋顶防水材

料以及土工膜复合生产线等等 。但这次最引人注

目的是德国萨克森( Saxon)纺织研究所,其所展出

的利用废塑料布等废旧材料编织成的纺织植物垫

(图 5)可铺放于污水池 、屋顶等上面。

图 5　废塑料布等编织的纺织植物垫

如用于屋顶,纺织植物垫可把植物植于上面

(植入垫中缝隙间) , 可以达到屋面绿化的目的;如

用于污水池可利用植上的植物吸收水面的污物作

为植物成长养分,同时使水面清洁。纺织植物垫

是由废的塑料布做成特殊形状编织而成 (如图

5) ,由于塑料比重轻,能浮于水面。据称其草种是

特殊的 。德国已筛选出多个品种的草, 可以吸收

污物并以污物作为草的养分。如我国需要,他们

可以提供草种。但他们估计中国亦会有这种草

种,只要有关部门联合,是可以筛选出来的。这不

但可以充分利用废弃的塑料布,又可以绿化,还可

清洁水源,是一举多得的事。

2.4　各种涂层布及膜结构材料

展览会展出的涂层织物及层合织物很多, 根

据不同的用途,所用的材料和工艺各不相同 。

意大利安达公司( Ad.Tech Srl)生产的涂层

织物可以制作安全气囊 、运输传送带 、帆布等用

品。

希运( Sioen)涂层织物(上海)贸易公司是一

个生产和经营涂层织物的专业公司 。据称该公司

经营的涂层织物可用于膜结构建筑 、帐篷 、遮阳

篷 、防雨篷 、仓储用布 、广告灯箱用布等 。这些涂

层织物有一部分经过表面处理, 以提高其耐气候

的性能和自洁性能。该公司经营的涂层织物还用

于汽车安全气囊 、医疗用品 、通风管 、土工膜等。

浙江锦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展出了各种涂

层产品, 包括柔性材料:用于制作重型包装袋 、储

油罐 、水床 、蓄电池等;篷布材料:用于店面门窗 、

店面布装饰 、广告篷 、看板 、风帆 、各类膜体结构;

充气材料:用于气球 、飞艇 、广告模型 、游艇气垫

等;涂层帆布:用于制作围油栏 、消防水桶 、车篷

等。

比利时的 Seyntex, Techma Coatings 公司也

展出了多种涂层及复合织物, 可用来制作围油栏 、

游泳池 、运动包 、袋 、屋顶材料等。

浙江杭州大亚塑料制品商行主营涂层柔性材

料用于灯箱广告 、遮阳篷 、帐篷布 、汽车篷盖布等。

这次展览会的参展商德国 TBU 是专搞测试

建筑用纺织品性能的科研单位(包括运动场膜结

构材料 、屋顶防水材料 、土工织物等) ,其测试项目

众多,参观这一展台很有收获 。

德国 Roder Zeltsy teme 公司是一个制作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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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篷和牵拉式( tensile st ructures)膜结构建筑的企

业,其制作帐篷采用的铝架的跨度可达 50 m 。

意大利 Isotex 展出的涂层设备在世界上很有

知名度,适用于 PU及 PVC等多种聚合物的涂层。

2.5　农业用纺织品

浙江嵊州市塑料厂是中国最大的农用栽培覆

盖材料生产企业, 展览会上该厂展出了采用先进

经编设备生产的各种遮阳网 、防虫网 、防冰雹网 、

防沙网 、网眼包装袋等 。其主要原料为聚烯烃类

扁丝 。

遮阳网利用网的密度不同可以控制透光率,

控制农作物生长小环境的温度, 不使其过高或过

低,有利于作物的生长,提高产量, 并可使作物(包

括蔬菜和庄稼)成熟期延后或提早,提高这些产品

的售价。

该厂生产的防虫网很受欢迎, 农作物覆盖防

虫网可减少虫害 。一般防虫网可用聚烯烃材料为

原料,也可用涂铝薄膜来编织,利用光反射驱虫效

果更好。由于防虫网的作用可以少用农药或不用

农药, 可生产出无残毒或少残毒的蔬菜或其他作

物,因此这类产品很受市场欢迎。

2.6　防水透湿薄膜

2.6.1　热塑性聚氨酯防水透湿( TPU)膜

防水透湿薄膜对于各种防护服以及雨衣等都

是十分重要的材料 。美国开发的 Goretex 聚四氟

乙烯薄膜十分受欢迎, 但 Goretex 价格很贵,而且

氟化物的生产和废料处理焚烧时会影响环境 。因

此这次展览会上多家展商展出了另一种防水透湿

薄膜 ———聚氨酯 TPU 膜。

聚氨酯防水透湿薄膜与聚四氟乙烯薄膜在透

湿原理上是不同的。聚四氟乙烯薄膜( Go retex)

是依赖在聚合物中混入少量 CaCO3 粉经过双向

拉伸产生微孔的, 微孔的尺寸小于水分子但远大

于水汽的分子, 因此湿气可以通过,而可以防止水

的进入 。热塑性 TPU 膜不是依靠微孔, 而是依

靠材料的亲水性, 使水汽分子由里往外传递达到

透湿效果的。

广东永盛环保材料有限公司经销台湾鼎基聚

氨酯薄膜, 商标为 Dingtex 。据称该薄膜具有高防

水度与透湿性, 可用于滑雪衫 、风衣 、防寒夹克 、手

套 、帽子 、鞋子等。其特性如下:耐寒性-30℃以

下;由于透湿是利用亲水性原理,不会产生微孔被

清洁剂或盐分填塞的问题;不含增塑剂,不会产生

粘结不良的问题;分子结构单纯,焚烧时无环保问

题,材料在土中掩埋后 3年～ 5年会自然分解。

Dingtex 最大幅宽为 2 m, 厚度为 0.015 mm

～ 0.025 mm 。这类产品国内已有生产,中国纺织

研究院及中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亦展出了热塑

性聚氨酯防水透湿膜,而且可与纺织品复合,据称

效果亦十分好 。

我国台湾卫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德国 Ju-

lius Heyw inkel Gmbh 亦展出了 TPU 膜。

2.6.2　聚烯烃微孔膜

上海和宝膜材有限公司代理韩国 HB Enter-

prise公司生产的聚烯烃膨化膜, 在树脂中混入

CaCO3经拉伸而成, 主要用于尿裤 、卫生巾等方

面。国内已有多家厂商可以生产聚烯烃微孔膜。

2.7　各类绳带线缆产品

四川海蓉绸厂展出了各类特种工业用绸 、带

线类产品, 这类产品以高强锦纶丝 、高强涤纶丝 、

精梳长绒棉 、优质麻线 、特纺维纶线 、芳纶 、超高强

聚乙烯丝等为原料, 具有强重比高等优点,适用于

航天 、航空 、电子 、兵器 、化工 、船舶等领域,在民用

上亦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8　保暖材料

2.8.1　羽绒纺织制品

广州中羽基业羽绒纺织制品有限公司利用我

国丰富的羽绒资源 (占世界总产量及出口量的

70%) ,将羽绒经过物理和化学变性处理,使之成

为可纺纤维并加工成系列纺织制品, 成为继棉 、

毛 、丝 、麻后第五大类天然可纺新材料。该公司已

可将羽绒纺成纱线或混纺产品, 做成非织造布片

材 、羽毛纤维合成革产品等,其最终产品有保暖内

衣 、运动服 、休闲服 、羽绒和羽毛合成革皮衣 、皮

裤 、皮鞋等,还可以广泛用于工业冷藏冷气 、供暖 、

供热系统的保温层及汽车顶篷 、房屋屋顶的隔热

层等 。该公司已拥有八项专利技术 。

2.8.2　熔喷保暖材料生态棉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展出了熔喷保暖材

料。该公司利用自己的专利技术开发了在两层熔

喷布之间具有间隔叠层特殊结构的絮片,使之具

有较多空气隙, 熔喷保暖材料保暖性能更好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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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泰达的生态棉已成为全国知名品牌。

3　非织造布材料

3.1　合成革基布

由于中国的制鞋业和服装工业在世界上占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 因此合成革制品也相当发达。

而目前合成革基布除了机织布外相当一部分是非

织造布,包括针刺非织造布和水刺非织造布。

这次展览会上展示了多家企业的针刺非织造

布的产品, 如航民实业集团采取引进针刺生产线

生产的高质量合成革基布,质量达到一流水平 。

山东同大集团无纺布有限公司从德国引进两

条针刺生产线, 年产量1 000万m2 , 新装备年产

3 000 t超细纤维纺丝及 300万 m2 超真皮生产

线,产品克重为 80 g/m2 ～ 1 200 g/m2,厚度 0.4

mm ～ 2.0 mm 的超细纤维合成革。超细纤维非

织造布具有高强度 、耐撕裂 、低收缩 、布面平整 、厚

度均匀 、手感柔软的特性,该厂利用自己的涂层设

备将其直接加工成超细纤维高仿真皮, 其外观酷

似真皮, 既可作为服装革也可满足制鞋 、制帽 、制

球的需要 。

国内已有十多个企业开发成功水刺合成革基

布。对于克重较小的薄革基布, 水刺布强度高于

针刺布,且手感柔软 、表面光洁 、针痕不明显。这

次展览会上杭州路先非织造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

东纶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水刺无纺布有限公

司 、浙江福华等十多个企业都展出了适用于 PU

革或 PVC革的基布。这些企业有的也开发过超

细纤维的合成革基布 。

3.2　熔喷非织造布开发的新产品

如前所述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已利用熔喷

设备开发出多种非织造布产品, 该公司的熔喷产

品纤维纤度大部分在2μ以下,克重最小可做到1

g/m2,而且非织造布强度大, 30 g/m2的非织造布

可以达到 1 kg/2.5 cm 。

江阴金凤非织造布公司开发了健飞牌系列非

织造布,如超强抗静电非织造布,防酒精 、防静电 、

防血浆SMS 医用防护面料,拒水 、拒油 、拒污 、耐

酸 、耐碱 SM S 特种防护服, SMS 抗紫外线产品,

SMS抗阻燃布 、高吸水高吸油揩布, 超声复合系

列产品等 。

3.3　“纤维直立技术”VFT产品

台湾新丽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台湾和大陆都

有公司。其展出的产品中有一种“纤维直立技术”

VFT 产品,这是一种使纤维直立起来的创新产品

(如图 6) , 属于该公司的专利产品。其特点是纤

维排列方式如同直立的波浪般, 使垂直面的支撑

力大大增加, 而平行面的蓬松度倍加舒适 。该产

品可用于室内和户外家具 、办公家具 、寝具 、睡袋 、

运动垫 、床垫 、健康医疗器材 、运输工具的垫材 、隔

音和隔热的建材 、滤材等 。

图 6　“纤维直立技术”VFT 产品

3.4　浆粕气流成网产品(无尘纸)

宁波奇兴非织造布厂展出的浆粕气流成网非

织造布, 可用粘合剂固结, 也可用热粘合纤维固

结,并已开发了压花产品, 目前具有生产能力约

1 000 t/a, 正在开发 4 000 t/a的设备,按计划在

2002年开车 。

3.5　涤纶纺粘布

南海锦龙无纺有限公司展出了克重范围为

30 g/m
2
～ 240 g/m

2
的涤纶纺粘布, 幅宽 3.2 m,

年产量 6 000 t,克重最小 30 g/m2 的涤纶纺粘布

在中国大陆原来还不能生产。中国 2001年纺粘

布产量为13 .8万 t , 但主要都是丙纶的 , 产量

12.54万 t,其最薄的可达 8 g/m2 ～ 10 g/m 2,涤纶

纺粘布产量为 1.26万 t, 但都是厚型的居多,最薄

只能做到 70 g/m2 ～ 80 g/m2, 因此农业 、医疗和

防护等方面对薄型涤纶纺粘布的需求得不到满

足。锦龙开发成功涤纶纺粘布产品, 对发展我国

多品种纺粘非织造布 、扩大应用领域将起到积极

的作用。

3.6　Tec-web粘合非织造布

德国 AB-Tec 公司展出的 Tec-web 粘合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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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造布,原料采用共聚酰胺 、共聚酯 、聚烯烃等,克

重范围为 14 g/m
2
～ 40 g/m

2
,其用途为夹在两层

织物中间, 经加热 、加压使它们结合在一起,这将

有利于复合加工 。

AB-Tec公司展出了多个品种的 Tec-web 粘

合非织造布,对各品种的加工温度 、热稳定性 、熔

融温度范围均提出了建议 。对这一产品国内参观

者都感兴趣。

3.7　服装粘合衬

浙江金三发集团有限公司是我国非织造布行

业的大型企业, 该公司生产的服装粘合衬销量已

连续九年位居全国第一,在这次展览会上金三发

展出了各种非织造衬布和机织衬布 。该公司的热

轧非织造布质量均匀 、手感好,尤其是浆点及双点

衬布质量给人以深刻印象 。

4　非织造布设备

这次展览会上展出非织造布设备的厂家约四

十家,其中大部分为国内生产企业,也有一些国外

企业 。其展出的新产品择要介绍如下。

4.1　水刺生产线

郑州纺织机械厂展出了一个水刺头, 其水刺

非织造布成套设备已试车成功 。该厂从开松 、梳

理 、铺网到水刺 、烘干 、卷绕的全套设备都可以生

产,并声称至少已订出六条生产线。每条水刺线

的能力约 1 400 t/a(两台梳理机) ,克重范围 30 g/

m2～ 150 g/m2, 机幅 2.5 m 宽 。第一条生产线已

在河北东纶公司开出, 采用一个水刺鼓 、一个平

网,过滤装置采用絮凝气浮的工艺(系冶金部研究

院的技术) 。

常熟市飞龙机械有限公司在展览会上重点介

绍了其生产的水刺机, 它已在前两年售出四条生

产线并已投入生产, 机幅都在 2 m 左右,每条线配

两台梳理机, 其中一台有铺网机, 年生产能力约

1 000 t。水刺头分三组, 每组四个喷头,都采用托

网支持纤网, 烘干机采用接触式烘筒 。据称最近

又签出四条线, 其中一条已改用热风穿透式烘干

机(用两个圆网) 。目前该公司已设置了试验线,

准备采用水刺鼓与水刺头相结合的水刺元件, 以

期提高水刺缠结效率,提高水刺设备的性能。

4.2　梳理机和交叉铺网机

4.2.1　青岛纺织机械厂

青岛纺织机械厂是惟一在展览会上展出铺网

机的厂家,而且现场定时表演。其最新的铺网机

是与德国 ERKO 公司合作设计并制造的, 最新的

梳理机也是 ERKO公司合作设计的,梳理机的型

号为 EK150型, 交叉铺网机的型号是 EKLB437

型。

EK150型梳理机采用伺服电机拖动, 保证全

机及前后机台协调 、同步;配备高速杂乱辊 、纵横

向强度比为 2.5 ～ 3.0;全机有七个分梳点, 分梳

效果好;出网速度可达 150 m/min,产量最高可达

380 kg/h,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在国际上亦达到

较高水平;可配备带式自调匀整装置保证克重的

均匀稳定;后储纤箱中有自调匀整装置,调匀横向

厚度 。

EKLB437型交叉铺网机传输辊筒采用碳纤

维制作,入网速度可达 120 m/min,同样在国内领

先,最大幅宽为 5 m, 全机采用伺服控制系统, 可

较好解决两边较厚的问题,横向均匀度得到改进。

该机现场开动情况良好, 引起观众的兴趣。

4.2.2　法国 NSC 集团(包括 Thibeau和Asselin)

法国 NSC 的梳理机 、铺网机国内已有引进,

其最新的产品梳理机采用伺服梳理机( Servo-x

Card) ,目前最大机幅为 4.5 m, 最高速度号称可

达 400 m/min,机上带有自调匀整装置 。据称,梳

理机开到 400 m/min 可能产生高速后的飘网问

题。为保证产品的质量 NSC 集团对整条生产线

采用一种称为 Prodyn的自动控制系统,可使最终

产品的 CV 值小于 1%。这个系统除了梳理系统

带有自调匀整装置改变喂给罗拉或输网帘速度

外,还有纤网层固结后在卷绕前经一 β射线的探

测头往复横动检测每一段的质量, 然后反馈给计

算机控制改变铺网机和梳理机的工艺参数,形成

闭环系统, 通过这两部分的综合调节, 产品质量

(包括纵向和横向)逐步达到均一, 可确保两边厚

的现象得到彻底解决 , 总的CV值据称可达到

0.4%～ 0.8%之间。

4.2.3　德国 Dilo 集团(包括 Spinnbau 和 AuTe-

Fa)

Spinnbau的高速伺服梳理机,据称机速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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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400 m/min,而且在德国 Eberbach 研发中心

里已设计了 600 m/min的高速梳理机。为解决

梳理机高速后飘网的问题, Spinnbau采用了一个

专利技术,即输网帘上带有孔眼,运转时输网帘下

的翼片带动气流吸引纤网紧贴于输网帘上, 不产

生飘网。AuTeFa 生产的交叉铺网机,其整套设备

也有一个称为 CV1 Profi-Line 的自动控制系统,采

用Mahlo 公司生产的 β射线探测头检测输出非织

造布的均匀情况,调节工艺参数(其原理似与 NSC

相似 , 但调节点不同 ) , 成品 CV值在0.5%～

1.5%之间 。

4.2.4　意大利 FOR交叉铺网机及梳理机

FOR生产两种梳理机, 一种传统的罗拉梳理

机,另一种则是采用吸气装置( Injection)的梳理

机,改变原来传统非织造布梳理机的布局,在主梳

理机上取消了剥取辊, 单纯利用工作辊和锡林之

间的分梳作用(针布角度亦改变) , 由 Injection吸

气装置控制锡林表面的气流, 将工作辊表面的纤

维直接吸至锡林上, 避免过多的反复转移和反复

梳理,以减少纤维疵点的产生。这种梳理机特别

适合于加工细旦化学纤维和棉纤维 。最近几年,

这种梳理机又经过两次大的结构改进, 使纤网速

度达到 400 m/min, 且可不用气流吸网系统, 在对

纤网下的输网帘作出特殊改进后( FOR专利) ,很

容易使纤网进入时不产生飘网 。机幅最宽可达

4.5 m 。纤网克重范围加大, 单台克重范围为 10

g/m
2
～ 120 g/m

2
, 大大增大了梳理机的柔性, 用

两台梳理机串联克重最重可达到 250 g/m2,为开

发新产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FOR亦生产交叉铺网机, 其最大宽度可达

16.5 m,适合于加工造纸毛毯 。

4.3　纺粘法非织造布设备

这次展览会上国内多家厂家都介绍了他们开

发出来的纺粘设备, 有的企业已用开发的设备生

产出了非织造布产品 。

邵阳纺织机械公司开发出了全幅狭缝式纺粘

设备,据称既可生产丙纶非织造布,也可生产涤纶

纺粘布 。首台设备已经制造出来并已在郑州落

户,正在进行安装,预计年初可以开出。据称这种

设备已有两家订货, 设备的机幅为 3.2 m 。

沈阳纺织工业非织造布中心 、沈阳航发科技

实业总公司和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三家都生产短

狭缝丙纶纺粘非织造布设备, 在全国已销出二十

多条生产线,形成了 7万 t/a～ 8万 t/a 生产能力。

这三家都参加了展览,除了推销原有设备外,沈阳

纺织工业非织造布中心又开始生产两种机型 。一

是厚型涤纶非织造布设备(采用管式牵伸) ,已在

新疆订出一条线;二是全幅狭缝丙纶 、涤纶纺粘非

织造布设备。该中心收购了原日本神户制钢所

( KoBe Steel Co.,该所不再制造非织造布设备,已

退出这一领域)纺粘设备的全套技术和图纸,其技

术采取的是全幅狭缝牵伸,纤网均匀 、质量好,既

适合丙纶又适合涤纶 。该中心已向国内外推出这

套设备。

浙江温州瓯海昌隆化纤制品厂自己设计和制

造了 2.4 m 宽全幅狭缝式纺粘生产线, 展出的用

该设备生产的薄型非织造布克重最轻的可以达到

10 g/m2, 均匀度很好, 可与德国 Reifenhauser 设

备生产的产品相媲美。该厂主要生产非织造布,

但同时也销售这种设备。

Introduction of Some Exhibitors and Exhibits of the 5th China

Internation T rade Fair for Techtextiles and Nonw ovens

China Nonwovens and Industrial Text iles Association

Abstract:Some exhibito rs and exhibits of the 5th China internation t rade fai r for techtextiles and nonw o-

vens w ere introduced briefily in this article.

Keywords:technical textiles, non-woven fabric, exhibi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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