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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应用领域   推动行业升级
第10届中国国际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展览会规模空前
□ 本刊记者  姚东

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作为国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发展迅

速，已成为纺织工业新的增长点。

由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

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纺织

行业分会、法兰克福展览（香港）

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国际产业

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展览会于 10

月 22~24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举行。

本届展会以“技术、拓展、升

级”为主题，云集了海内外行业知

名企业共同展出涵盖整个产业链的

最新颖、全面的产品，旨在为行业

乃至下游众多应用领域提供丰富的

信息交流平台，力促上下游协同开

发，破解产需衔接难题。

中国国际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

造布展览会创办于 1994 年，每两

年一届，今年迎来了第十届。在近

20 年的发展过程中，产纺展逐渐成

为亚洲最大、行业认可度最高的国

际品牌展会，并已成为专业采购商

在亚洲地区进行商贸活动的首站。

 一场规模空前的展会
本届产纺展首次使用上海新

国际博览中心 N4、N5 两个展馆，

展出面积比上届增加一倍，达到

25000 平米。本届展会共吸引了来

自 22 个国家和地区的 443 家企业

参展，其中国内企业 269 家，海外

企业 174 家，参展商数量与上一届

相比增长了 38%。

据了解，自上世纪 50 年代以

来，产业用纺织品年均增长率超过

6% ；而在过去的 30 年中，产业用

纤维产量也以年均 3% 的速度向上

递增。从 2000 年到 2009 年将近十

年的时间里，全球产业用纺织品产

量从 400 万吨跃至 700 万吨。到了

2011 年，仅来自亚洲的产业用纺织

品的产量就达到了 309 万吨，而欧

洲是 182 万吨，北美为 157 万吨。

在产业用纺织品涉及的众多产

品类别中，结合我国产业用纺织品

行业的发展特点和现状，本届展会

对高新技术、加工设备和配件、纤

维、化纤聚合物原料、非织造布、

涂层及层合织物、复合材料和各种

卫生最终产品进行集中展示。

同时，为了让观众通过展会强

大的专业、贸易、技术平台，与参

展企业携手拓展下游应用领域，今

年展会特别设立了产业用纺织品六

大重点应用领域展示区。作为本届

展会的亮点，展示区将集中展示医

疗与卫生用纺织品、过滤与分离用

纺织品、土工与建筑用纺织品、交

通工具用纺织品、安全与防护用纺

织品、结构增强用纺织品等六大重

点领域 160 多种最新产品。现场将

以生动、形象、直观的方式，立体

全景式地展示行业“十二五”规划

中提出的产业用纺织品这六大重点

应用领域。

展会期间，“中国国际纺织面

料及辅料（秋冬）博览会”、“中国

国际针织博览会”、“中国国际纺织

纱线 (秋冬 ) 展览会”三大纺织专

业展也同期同地举行。四展联动必

将更好地发挥出产业链上下游的协

同效应，有效促进上下游产业的结

合，适应市场的发展需要。

 一场踊跃参展的盛会
产业用纺织品“十二五”规划

的提出，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为

产业用纺织品的发展创造了机遇，

虽然从 2011 年底原材料的价格一

直居高不下，人工的费用让企业感

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但是新规划

提出，让国内企业更多的意识到产

业用纺织品将成为我国纺织工业实

现由大到强转变的重要增长极，也

是在这一利好消息的作用下，作为

亚太地区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产业

用纺织品专业展会，国内企业纷纷

出击将公司的最新技术、最新研发

在展会平台上进行展示。

本届展会，国内行业龙头企业

加大展会投入，纷纷扩大参展面积。

恒天集团携手旗下分公司以 690 平

米的参展面积亮相金秋十月；而烟

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现场以

300 平米的参展面积高调亮相；其

他各个领域的龙头企业也都纷纷扩

■产纺展逐渐成为亚洲最大、行业认可度最高的国际品牌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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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展面积，这不仅表明了企业对中国国

际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展览会的信

心，更表明了企业对行业在下一个五年规

划中加快发展、再一次腾飞的决心。

除了国内参展企业的数量达到新高

度以外，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前来参展的海

外企业。据统计，前来参展的海外企业部

分是以组团的方式进行参展，他们包括：

德国、比利时、意大利、欧盟以及中国台

湾地区，而奥地利、加拿大、捷克、法国、

印度、以色列、韩国、巴基斯坦、新加坡、

西班牙、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国以及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

也纷纷报名参展。其中，韩国的 Daeyoun 

Geotech 公司和以色列的世界级无纺布业

代表 Avgol 公司将首次亮相产纺展。海外

企业积极报名参展不仅反映了海外企业对

开拓我国内销市场的迫切希望，还反映了

作为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商贸洽谈的第一平

台——中国国际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

展览会越来越多的受到海外企业的关注。

 一场技术交流的盛宴
“十一五”期间，我国产业用纺织品

年平均增长率 16%。产业用纺织品的发

展已成为衡量纺织工业结构调整、产业升

级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是

纺织工业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型的

选择，传统纺织工业和新兴产业的战略

结合点。“十二五”期间，产业用行业每

年的增速目标定为 9.5%，高于纺织全行

业 4.5% 的平均水平。因此，产业用纺织

品行业进一步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提

高核心竞争力就要求企业在技术上创新，

生产上创新，管理上创新。

本届展会亮点不仅有新设立的重点

展示区，在展会现场设立的技术交流会

也将受到观众和参展商的极大关注。今

年的交流会主办方特别安排在 N5 号馆

内，安排了 26 场技术交流，每场 20 分钟，

其中海外企业 6场，国内企业 20 场，请

这些在行业内领先企业对最新技术、行

业发展动态、未来发展趋势阐述各自观

点。开放的交流平台，融洽的观众与演

讲人互动，全新的技术交流会将进一步

增进行业专家学者和企业与用户间的友

谊和交流，进一步激发了行业的积极性

和创造力，增加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的凝

聚力。

产业用纺织品和非织造布参展商汇

聚在 25000 平方米的展区上，通过设备、

产品、工艺、技术更好地诠释了“技术 

拓展 升级”的展会主题，并将带领企业

近距离体验与世界先进产业用纺织品的交

流与合作，为本届展会谱写“构筑科技创

新桥梁、打造产业全面升级”的新曲。

有人说，产业用纺织品是机遇经济，“赶上了好时

候”。其实，分析这个行业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产业

用纺织品在机遇背后的发展必然性。

一是产业用纺织品替代传统材料，实现更高的功

能和效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土工合成材料在抗洪救

灾中的应急救助，以及一次性口罩等即弃医疗用品在

抗击非典的应急保障。

二是高新技术纤维和制造技术的快速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新兴的专用原料开发、非织造布加工技术、

复合加工和后整理工艺都显著提升了产业用纺织品的

品种和档次。

三是纺织工业结构调整及产业升级对产业用纺织

品行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纺织工业调整和振兴

规划》确定产业用纺织品行业为纺织工业新的经济增

长点和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方向，产业用纺织品的卓

越发展更吸引了一批企业及科研机构投入本行业的研

发和生产当中，让这个跨纺织和新材料两个产业的战

略新兴产业更具未来前景。

四是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及产业用纺织品应用领

域的不断拓展，带动了行业发展，并引起更高关注。产

业用纺织品涉及生命安全、产业安全、环境保护、国防

建设等领域，大多属于刚性需求且增长迅猛，单就过滤

用纺织品而言，在全球严格环境排放的趋势下成为钢铁、

火电、煤炭、垃圾填埋等行业的必然选择。

中国国际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展览会的盛装

亮相，应和海内外众多产业用企业、专业买家的需求。

展会内容将以全新的理念和崭新的姿态呈献给大家，

“十二五”规划下的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发展的未来趋势必

将从这里初露端倪。

化纤原料企业和纺机设备企业是本届展会的主力

军，还将着重突出产业用纺织品上下游应用开发的大方

向。为了让与会嘉宾近距离体验到世界先进产业用纺织

品的科技水平，我们今年特别在展会现场开设高新技术

产品展示和技术交流专区。高新技术产品展区将集中展

示产业用的六大重点领域。技术交流专区将滚动式播放

部分参展企业的技术开发及市场应用的专题论坛。总之，

主办方力争在本届展会中精彩呈现“技术、拓展、升级”

的主题，并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全新体验。

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会长  李陵申：

创新服务模式  把握发展良机

■李陵申

六大重点展区

医疗与卫生用纺织品

主展区内将以手术室的

布局呈现。高端医用防护产品

方面，主要展示的产品为 : 手

术洞巾、手术包、手术铺单、

垫单、手术帽、医用口罩、手

术衣等。新型卫生用品方面也

是主要的一块，展示的产品

为：婴儿尿布、妇女卫生用品、

成人失禁用品、功能湿巾和工

业擦拭布等产品。外围展区将

展示其他医疗与卫生用纺织

品的产品，如止血绷带、辅料

贴、热风、热轧非织造布等。

过滤与分离用纺织品

（1）气过滤——紧扣环

保主题，主要产品包括过滤

袋，在主展示区中引入过滤

器或模型，这样配合过滤袋

展示。

（2）水过滤——分为两

个部分：①精细过滤主要是盐

水淡化。②工业性水过滤。

土工与建筑用纺织品

主展区将展示土工与建

筑工程应用模型，土工展示从

隧道到垃圾填埋到堤坝再到

高速铁路，模型将以剖面体的

形式再配合一些材料展示。建

筑用纺织品主要是防水和修

复增强以及膜结构材料展示。

交通工具用纺织品

交通工具用纺织品主要

以汽车作为主展，选取整车

在展示区展示（车型：途观）。

将车内与纺织品相关的部件

拆、分解并进行整体展示。此

外，交通工具用纺织品还将展

示火车及卡车篷盖布。

安全与防护用纺织品

主展区将展示各类安全

防护服装及功能性防护服装，

包括：消防员灭火防护服、抢

险救援服、防电弧服、防毒服、

公安特警战训服等大约 20 多

个种类的服装。

结构增强用纺织品

主展区将展示的产品为：

油罐、消防水带、风力叶片、

碳纤维自行车架、增强材料保

险箱、滑板以及航空航天传输

用骨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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