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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折射产业用纺织品发展状况

              —— 第十届中国国际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展览会技术报告 

1  前言
第十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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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展览会由中国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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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共同承办。来自22个国家和地
区的440余家企业集中亮相本届展会，其中国内参展企业268
家，海外参展企业172家，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及欧盟等组成
多个国家展团参展，中国企业可以近距离体验与世界先进产业

用纺织品的交流与合作。

2  展会背景
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面临诸多变数，特别是国际金

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增长模式调整变化的过程较为复杂。世

界经济完全走出低谷

可能需要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对复苏前景

并不乐观。当前，西方

经济集体低迷，全球

新兴市场经济增速有

所放缓。2011年上半
年，印度、俄罗斯、巴

西、南非的经济增长

率分别放缓至7.7％、

3.4％、4.2％和1.3％，
均创近期新低。国内

的产业同样受到了影

响。今年11月4日，112届
广交会正式落下帷幕。

据统计，本届广交会无

论是采购商到会人数还是最终成交额均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滑，

凸显出当前外贸形势依然严峻。

相对于其他行业的情况，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的情况有所不

同。欧洲非织造布协会（EDANA）发布了2011年度欧洲非织造
布生产和交货的公开统计概要，2011年产量增长5.7%，其中有
几个分类市场都出现了新的记录。国内，上半年规模以上企业

生产非织造布112.8万吨，同比增长23.78%。最近五年尽管出现
过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人民币升值，似乎都没有影响非

织造布和产业用纺织品的市场销售，今年仍有企业在扩大生产

规模，引进高产能、高技术的生产线。

产业用纺织品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几个因素是：首先，

经济的发展，带来人们对健康和生活便利的要求；其次，工业

化和城镇化，带来人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再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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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随时间而增长，人多就意味着市场大。最后，产业用纺织品

的创新，可以推动相关产业节约成本、减少污染、提高产品性

能。所以，它已经成为市场的刚性需求。

当前，正像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李陵申会长所说，推动

发展的基本要素不再是中国具有低价格劳动力、低价格资源和

环境，我们不能再重复比较优势，而应该转向提升和凸显竞争

优势。对于纺织行业，一个重要的落脚点就是发展产业用纺织

品，增加技术含量、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拓展

应用范围。近年来，产业用纺织品增速一直领跑纺织行业，即

使是在今年纺织工业宏观环境趋紧、各项指标增长滞缓的总

体趋势下，产业用纺织品也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态势。

“十二五”期间，产业用行业每年的增速目标定为9.5%，
高于全行业4.5%的水平。在这个增速下，希望到2015年，产业
用纺织品能够占到全行业纤维加工量的25%，真正形成服装、
家纺、产业用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格局。因此，产业用纺织品

及非织造布的这次展会，一定能够让人们体会到今后的发展动

向。

3  展会主题
作为纺织行业科技含量最高的贸易平台，第十届中国国际

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展览会展示出了全新的理念和姿态。

产业用纺织品的发展为促进国民经济相关领域的发展和技术

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长期以来，产需衔接不足，产业链

协同开发不足，专用纤维原料、装备、制品及应用领域不能形

成有效对接等问题，影响了产业用纺织品的市场开拓。本届展

会确定“技术、拓展、升级”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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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展会理念的实现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国际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展览

会已经不仅是商贸交流平台，正逐渐成为企业和行业之间技术

交流、创新互动、生产与使用衔接的平台，并延伸为国际化的

行业信息和技术交流平台。在目前低迷的经济形势下，行业展

会的功能正从展示、贸易平台，扩展为行业转型升级、企业谋

求发展的新通道。

在“技术、拓展、升级”的主题下，展览会充分展示了近年

来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国外企业的创新进程。本届展会首

次使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N4、N5两个展馆，展出面积与上届

相比增加了一倍，达到25000平方米。还特别在展会现场开设
高新技术产品展示区，推出应用实例模型展示，给观众以更直

接的“现场说法”。同时，在展会上设立了以技术开发及市场应

用为专题的技术交流，以更大众化的形式推动产业用纺织品的

社会意识提升。

5  参展企业的基本情况
5.1  产业用纺织品专用纤维

在纤维原料方面最引人关注的是高性能纤维的国产化，有

了可以媲美进口产品的纤维，有利地促进了产业用纺织品行业

的发展。在常规纤维方面，上游纤维厂商已经开发出了差别化

的常规纤维，适应市场多元化的需求。

轶纶纤维：轶纶®为长春高崎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开发

的聚酰亚胺原料纤维，成功填补了国内聚酰亚胺纤维生产的

空白。聚酰亚胺纤维是目前使用温度最高的有机纤维，可以在

250～350℃下长期使用，是航空航天、环保、防火等领域急需的
材料。

纳米活性炭涤纶纤维：浙江安顺化纤公司将竹炭经1200℃
高温煅烧后，再加上做第二次提炼的300～500纳米级颗粒融
入纤维内，得到了永久吸湿消臭、远红外功能的涤纶纤维。

玻璃纤维：我国玻璃纤维行业经历多年发展，无碱玻纤池

窑拉丝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高硅氧纤维（二氧化

硅含量高于96%）以其优异的性能和相对的价格优势，具有十
分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巨大的市场潜力。

涤纶工业丝：本次展会中恒力化纤、海利得、古纤道、温

龙化纤等一大批企业均展示出了其多样化的产品。经过多年发

展，国内企业发展涤纶工业丝更注重了产品的质量，满足了国

内下游用户对高质量、特殊性能涤纶工业丝的需求。

芳纶：原烟台氨纶更名为泰和新材，在展会上带来了其已

经成熟的芳纶系列产品：泰普龙®、泰美达®、民士达®。其中泰

美达®导电纤维是全球首创芳纶基导电纤维，作为阻燃、耐高

温导电纤维，主要用于需要静电防护的各类防护服装和其他

工业用途。

海斯摩尔纤维：山东华兴集团自主研发。在医疗领域，海

斯摩尔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抑菌作用。在工业领域，可以

做净水器及空气过滤器的材料，也可以做特殊污染的防止布、

放射能吸收布。在航空领域，已经成功应用于“天宫一号”和

“神州八号”航天器装饰用布。

PTFE纤维：上海灵氟隆新材料有限公司展示了其自主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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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PTFE纤维——LINFLON™，产品包括短切纤维、长丝及缝
纫线。国产PTFE纤维生产技术的重大突破，必将为相关企业
获取重要的经济效益。

PLA纤维：美亚公司已能生产出性能优良的纺粘布和热熔

喷胶布，其产品已应用于高档透气防护服领域。

5.2  产业用纺织品专用设备

随着产业用纺织品“十二五”规划的发布以及产业用纺织

品行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设备厂商开始关注于该领域。

本次展会除了往届非织造布设备的国内外著名企业外，还涌现

了一大批产业用布企业及相关配套加工设备企业，充分表明了

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社会认知度的提高。

安德里兹：介绍了Active系列交叉铺网机、Elite系列交叉
铺网机、纺熔加固系列机器以及湿法成网技术与水刺工艺结

合的湿法水刺机，包括热黏合、印花、层压、打孔等功能的压光

机系列。

特吕茨勒：推出了代表前沿的创新及先进技术的“blue 
competence”，设备产能提高，能耗减少。另外，公司针对易吸水
纤维的加固，特别推出了整齐加固技术，在减少水处理的同时，

一步实现了纤网固结或提花的目的。

温州昌隆：公司在SMS生产线上积累了大量经验，通过设
备的改进升级，在自动化程度、单位能耗、生产效率方面都有

很大提高。

格罗茨：推出其不同型号的刺针，其中叉针和冠状针适用

于绒面织物，叉针生产精细不规则的毛绒织物，冠状针可以生

产出平整的毛绒表面，用于汽车内饰的要求。水滴型刺针适用

于加工有基布的产品，可以减少对经纬纱的穿刺，最大程度保

护基布强力。

易特斯：设计了开放型钩齿针，在针刺无机纤维产品时其开

放型的第一个钩齿能够带动更多纤维形成环形结构，有助于联

结薄膜敷层，保证较高的针刺效率。

多尼尔织机：本届展会上继续宣传用于产业用布的P1剑杆
织机系列，该系列继承了其优异和稳定的织造性能，该公司也

是国内织机企业学习的目标。

丰凯机械：展示了产业用布系列高速织机，推出了超越型

产业用高速剑杆织机。

Wumag texroll公司：其辊筒烘干机通过特殊封装以及新

开发的steamplus和airplus系统，可减少总体能耗30%，由于辊
筒的密闭性设计，大大降低室内温度，同时也减少了室内空调

的使用，节省能源，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美国微觉视检测技术公司：该公司可将光源与扫描相机不

同组合，以适用于不同条件下的质量监控。

和意自动化控制有限公司：公司的“火眼”瑕疵在线检测系

统能实时检测、显示和识别卷材上的所有表面缺陷。

奥地利齐玛有限公司：磁棒涂层是该公司的专有技术，可

保证100%的涂层均匀性，公司称其模块化的设计可以融入于
目前所有的现存生产线中。

5.3  产业用纺织品制品及技术

烟尘过滤袋：三维丝、博格、际华三五二一、华隆环保等

企业已经开始关注于整套的解决方案，推出了顾问式营销服

务，从客户工况分析→除尘系统方案设计指导→滤料产品选

用指导→滤料产品提供→滤袋安装指导→日常维护指导→定

期免费检测→实时服务→滤袋更新的一条龙服务，在售前、售

中、售后持续为客户提供服务，说明企业家们已经开始关注利

润更高的下游领域，而不是仅仅只生产原材料和半成品。

蚕丝非织造布：康尔美非织造布有限公司的专利产品蚕丝

水刺非织造布具有5%～10%的活性丝蛋白成分，与其他蚕丝非
织造布相比，这部分活性丝胶蛋白易溶于水、易被人体皮肤吸

收。而丝胶蛋白具有增强皮肤新陈代谢能力、延缓细胞衰老、

增加细胞营养的功效。此产品是一种绝佳的美容和医疗外壳

敷料非织造布。

多组分超细纤维絮片：采用超细纤维、中空纤维和低熔点

双组分纤维，经梳理铺网热定型而成，该种絮片充分利用了超

细纤维的柔软、透湿、透气、保暖、贴身等优点和中空纤维的高

保暖、高弹性、蓬松等优点，产品保暖性高出普通纤维絮片约

50%，产品已经应用于武警、公安多功能服及床上用品等。
直立式硬质棉：采用垂直成型铺网技术对纤维进行直立成

型处理，使材料具有如海绵状的三维立体构造和直立纤维网结

构或蜂窝状结构，透气性强、弹性好、拉力大，不变形、不老化、

耐水洗性优良，可替代传统海绵运用于各个领域，是休闲用品、

床垫、沙发垫、旅游垫、汽车坐垫等用品最佳的辅助材料。

纺粘/水刺固网新技术：双组分纺粘水刺开纤技术制成的

双组分超细纤维纺粘水刺非织造布是一种新型产品，复合纤

维经水刺开纤后可达到0.075D，纤维比表面积增大，可形成特
殊的三维立体结构，吸湿性和透气性更好，布面更平整、光洁、

产品手感更柔软。

木浆水刺非织造布：诺邦集团的HiGown木浆复合水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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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可有效阻隔手术中血液、脓液、细菌、微生物对医护人员的

渗透及二次感染，其优良的透气性和舒适性非常接近传统棉

质制品。HiGown产品通过原纸浆粕预分解工艺、阶梯式高压
工艺、在线双烘双浸双轧工艺、分区复合加固工艺实现了医卫

防护服的性能要求。

熔喷系列保暖吸音材料：上海七杰新材料公司整合数种先

进工艺技术：开发出了圣纱®复合型汽车吸音材料，当声波振动

通过纤维间的孔隙时，在摩擦损耗等作用下导致声波的能量转

化成热能，从而起到不同频率声波的有效屏蔽与隔离效果。除

了用于中高级汽车外，还可以广泛用于高铁、游艇、邮轮甚至飞

机等其他交通工具上。

纤维增强板材：烟台石川公司重点推出了其纤维增强板材

系列产品，其中采用芳纶纤维、碳纤维、陶瓷纤维为骨架，和

特种耐油、耐温胶黏剂等特殊配方而成，最高使用温度可达

350℃，最高使用压力3.5MPa。
轻质高强蜂窝基材：泰和新材将民士达®芳纶纸制成蜂窝

结构后，质量轻，比强度和比刚度高，抗冲击能力强，还具有阻

燃、无毒、高低温尺寸稳定性、耐辐射及化学腐蚀等作用，可以

符合当前航空航天、高铁轻质节能的要求。

Coatex:专注生产各种工业用涂层布。基布使用的纤维材

料涂层材料可以使用各种橡胶，实现多种功能，用于汽车、电

力、视频、航空、农业、航海、防护、火车、建筑等领域。

上海申达科宝新材料有限公司：科宝织物可用于生产休闲

或紧急情况用的船只和救生艇，以其令人信服的高强度和耐用

性而著称。科宝织物作为建筑膜结构材料使用，按照欧洲DIN
标准设计，产品主要用来制作篷盖布、篷房用布和膜结构用布。

德国康迪泰克橡胶涂布有限公司：主导领域产品：用于汽

车零配件的成型膜片、起重气垫、救生筏橡皮艇、安全防护

服、紧急撤离气垫等。

IPG公司：展示了其不同功能和用途的涂层织物。其中

NovashieldTM是由专利技术编织的高密度聚乙烯涂覆低密度聚

乙烯而成，可以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多个涂层。与传统PVC涂层
织物相比，NovashieldTM的340克（12盎司）产品的梯形撕裂强
度是624克（22盎司）的PVC产品的4倍，耐磨性的7倍。

6  展会创新产品展示区
产业用纺织品分为16个类别，根据我国行业的特点，国家

发布的《产业用纺织品“十二五”发展规划》重点强调了六大重

点领域，分别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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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及结构增强用纺织品。

创新产品展示区，紧扣了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的主题，

突出了当前产业用纺织品发展的主要方向，与整个展会上的产

品展示与技术交流融为一体，衬托了展会“技术、拓展、升级”

的主题。

7  展会技术交流会
本次展会同时举办了多场技术交流会。近些年来，在国家

调整产业结构，鼓励技术创新方针的指引下，众多企业在技术

创新和产品创新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所以，与上届展会相比，本

届展会的技术交流内容更广泛、水平更高、参与的企业更多，

听众人数也是历届之最。

交流的主要内容包括：产业用纺织品的发展和未来趋势、

新材料、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产业用纺织品加工新型设备介

绍、产业用纺织品原料和后整理技术等多个方面，每场技术交

流都是座无虚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8  展会的启示
面对行业发展过程中的不利局面，今后的竞争不再是单一企

业的竞争，而是供应链对供应链、一个合作体系对另一个合作体

系的竞争。业界携手建立产业“生态链”已经成为行业共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通过组建

产业用纺织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方式，搭建合作平台，

推动行业发展，“一家企业做不了的事，让联盟内的企业一起来

完成”。

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创建类似的创新联盟。由烟台泰

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陕西元丰纺织技术研究有限公司携

手上下游企业，成立了安全与防护纺织品专项联盟，在产业用

纺织品行业具有里程碑意义。

展会上，大家看到了纺织行业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和产品

创新的成果。产品创新、塑造品牌化、向下游延伸表明企业开

始转变经营理念，这是整个行业做大做强的必经之路。我们相

信，产业用纺织品将会涌现出更多更优秀的产品，服务于我们的

生活和工业，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社会建设增添一份力量！

（李昱昊 李桂梅 黄景莹 李燕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