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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的主要经济

指标依然领跑纺织行业。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

各项改革具体措施的逐步落实，国家在基础设

施建设、环境治理、卫生保健、安全防护、军

事国防等方面的投入不断加大，将会释放出更

大的内需市场，为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的快速发

展和骨干企业成长提供广阔空间。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的

快速发展，满足客户的需求，加强中外技术

交流与合作，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纺

织行业分会、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和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

CINTE2014年中国国际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

布展览会（以下简称“中国国际产纺展”）

将于今年9月24~26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举办。

时隔两年，中国国际产纺展势必将再次

呈现一场品牌汇聚、买家云集的高品质行业

盛宴。

铸就一条
完整产业链

本刊记者－蔡倩  欧阳潇  孟庆杰

2014 年中国国际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展览会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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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通上下游
促进全产业快速发展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国际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展览会已经成为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亚洲最大专业展，本届展会展览面积与上一届相比增加

40%，达到 35000 平方米。除了面积有所增加，本届展会更具针对性，即

区别于上一届的四展联办，独立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展出。

活动丰富亮点不断
本届展会上的活动亮点颇多。

首先，参展商的展出产品不再拘泥于原料企业展出原料产品、中道企

业展出中道加工产品，现在更多的企业将原料——中道——终端整合起来，

展出完整生产链的产品，让有不同需求的客户体验“一站式”商贸洽谈，

为企业和客户提供了更大的交流空间。

其次，展会还将延续上一届的特色，在展会现场的专门位置开辟“创

新产品 / 技术展示区”，将产业用纺织品各个层面实物予以展示，给观众

更直接的“现场说法”，以科普的形式推动产业用纺织品的社会意识提升。

从本届展会开始，主办单位将集合国内外专家组的评定意见，对创新产

品 / 技术展示区的产品进行评选，选出最具创新性、先进性、代表性的产

品，同时还会为在行业内起到领导示范作用的企业颁发证书。

第三，由于上一届在展会现场举办的技术交流会无论是操作方式还是

演讲主题都受到肯定，因此本届展会主办方除了依旧保持这一良好的交流

平台，还适量增加了技术交流会的场次，交流区也扩大到两个展区。演讲

企业将对最新技术、行业发展动态、未来发展趋势阐述各自观点。

此外，展会同期还将举办 2014 年中国国际非织造布会议，旨在讨论

国际非织造布行业最新的技术和产品、市场的现状和开拓，并就行业未来

发展进行讨论。

知名厂商海外来袭  
目前，我国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行业虽然以满足内需市场为主，

但是国际市场在行业中的地位也日显重要。近年来，我国及亚洲市场在产

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领域表现出了强劲的消费潜力，国际上一些产业用

纺织品及非织造布生产企业也是对此寄予了厚望。鉴于此，一些国际参展

商也纷纷加入中国国际产纺展的强大阵营，而一些老展商更是得益于前几

届展会理想的参展效果，都决定继续参展。

海外企业将以展团形式集中亮相本届展会。在本届展会中，德国、

比利时、意大利将再次组团参展。此外，法国也第一次以展团形式出现

在中国国际产纺展上。由于非织造布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因此海外企业

主要将在原料、设备、过滤材料等方面进行展示。

发达国家的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已经走完了 50 年，而我国才刚刚走

过 10、20 年，虽然我国一直迅猛发展，并成为制造大国，但在高端产

品方面与国外还存在着一定差距。企业可以利用好中国国际产纺展这一

巨大平台以拓宽眼界、寻找商机。同时学习国外先进技术，获得新产品

信息、新技术动态、新发展思路。

据悉，德国设备生产商 Lindauer DORNIER GmbH，其从 1950 年

起就一直生产织造机器，本次将展示其剑杆和喷射编织机械。多次参展

的德国公司格罗茨 - 贝克特也将展示其最新的 EcoStar 刺针，据悉，该

产品的使用寿命更长，可以令面料的缝合处更加美观，而且更容易刺透

面料，可以节省能耗达 7%。来自荷兰的斯塔尔精细涂料有限公司则将

展示其优质漆和涂层产品，包括溶剂型和水溶性表面处理剂，已改良的

SPVDF 表面处理剂和黏合催化剂。

而在国内，行业龙头也不甘示弱，像广东南海必得福、江苏恒力、

江阴金凤、宁波菲亚、大连华阳等众多行业领先企业也都将携其最新产

品参展，展示国内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的最新技术、产品以及相关生产加

工设备。

此外，展会还吸引了集群企业集中参展，除了原有的阜宁集群，新

增加了天台集群。阜宁和天台两家集群将集中展示过滤材料。

把握产业融合方向
行业虽然发展较快，但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随着结构调整的逐

步深入而有所放缓，国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复苏缓慢，产业用纺织品行

业也经历着自身发展中的挑战。

针对目前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的发展瓶颈，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

会会长李陵申提出了两大矛盾 ：一是新产品开发的先导性和替代意识滞

后性之间的矛盾。二是巨大的市场潜力与行业满足能力之间的满足矛盾。

李陵申表示，中国国际产纺展是缓和这些矛盾的良好契机。在本届

展会上，行业的创新开发技术及产品都会有所体现，以此可以让下游企

业及买家对其有更深的认知和理解，希望可以加速它们的替代意识，让

意识与科研能更好地沟通、联合。

此外，产业链衔接度不够也是产业用纺织品行业未来需要解决的一

大问题。

“产业链的优化对高科技产业至关重要。一方面，由于有了上下游

的产业配套、产业链的科学分工，企业才能降低生产成本和经营风险，

才能取得较好的效益。另一方面，一个完备的产业链能够产生巨大的吸

附作用，可以源源不断吸引企业加入到这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寻求最大

的商业利益。”李陵申表示。

李陵申认为，对于没在整合产业链上的企业而言，与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之间的紧密程度，直接关系到它的原材料供应和市场拓展。产业链

上下游行业之间的良好贯通，可让产业链条形成生态结构，促进全产业

的健康快速发展，带动地域经济的整体提升。产业融合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同时也是产业用纺织品行业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希望能够通过展会让

企业重视这方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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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届展会吸引了众多海内外采购商慕名而来。 李涛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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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寄语

伴随着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行业在国内的快速发展，

2014 年中国国际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展览会将为大家呈现一

场丰富的行业盛宴。

本届展会展览面积持续增长，比上届增加了 40%，达到

35000 平方米。展会共使用 E5、E6、E7 三个展馆，来自海内外

460 家参展商齐聚在此，集中展示行业的最新技术、产品以及相

关生产加工设备。

专业的展会愈加受到行业关注，展会元素不断多元化。本届

展会不仅吸引了恒天集团、北京纺控、上海纺控、古纤道等国内

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外，还吸引了集群企业集中参展，除了原有的

“中国环保滤料产业名镇”江苏阜宁集群，本届展会还新增加了“中

国过滤布名城”浙江天台和“中国非织造布制品名镇”湖北仙桃。

此外，海外展团依然活跃，除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将再次组团

参展外，法国也第一次以展团形式出现在展会上。海外展团将主

要展示在原料、设备、过滤材料等方面的高科技产品。

为了更好地发挥展会品牌优势，促进行业企业更好交流，主

办方不断推出新活动、新特色。本届展会参展商的展出产品不再

拘泥于原料企业展出原料产品、中道企业展出中道加工产品，现

在更多的企业将原料——中道——终端整合起来，展出完整生产

链的产品，让有不同需求的客户体验“一站式”商贸洽谈。

本届展会将依然设置“创新产品 / 技术展示区”，将产业用纺

织品各个层面创新产品予以展示。今年展会更重视最终产品的成

果展示，让观众更直观的认识到产业用纺织品在最终产品中的应

用。展出产品更高端、更具代表性。同时，还将对产品及企业进

行评选、奖励。此外，本届展会还增加了技术交流会的场次，交

流区也扩大到两个展区。演讲企业将对最新技术、行业发展动态、

未来发展趋势阐述各自观点。开放式的沟通平台，将进一步增强

展商与观众的交流与互动。另外，2014 年中国国际非织造布会议

也将同期举办。

在专业观众组织方面，本届展会特别加强了与地方政府、协

会的合作，重点邀请产业链下游领域客户，确保从原料到应用领

域的专业买家邀请工作落到实处。

绚烂的 9 月，中国国际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展览会将为

行业各界组织一场精英的聚会、行业的盛宴。主办方将以专业化

的服务，打造最优质的技术商贸的对接平台。让我们再次聚焦上海，

共同瞩目纺织行业的又一次盛会！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助理、中国国际贸促会纺织行业分会常务副会长  徐迎新

用专业服务打造优质平台

继 2012 年中国国际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

布展览会以来，产业用纺织品经过“十二五”期

间关键两年的发展，呈现出产品结构高端化、应

用领域广泛化的最新发展模式，在逐渐缩小与国

外先进水平差距的同时，也印证着“无限替代”

的可能。航空航天飞机的结构件、高铁地基的土

工布、排污治理的过滤袋、医疗环境的手术服、

家用汽车的轻量化⋯⋯随处可见产业用纺织品替

代传统材料的身影。

这两年来，整个产业用纺织品行业仍然呈现

着平稳、较高速的发展态势，主要经济指标领跑纺织行业。但近期我国经济增

长速度有所放缓，国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复苏缓慢，产业用纺织品行业也经历

自身发展中的挑战。随着深化改革系列举措的逐步落实，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

环境治理、卫生保健、安全防护、军事国防等方面的投入不断加大，将释放出

更大的市场空间。从今年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来看，印证了产业用纺织品的前景

趋势。上半年，行业发展势头良好，销售、利润和投资均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经济效益持续好转；同时受美国和欧盟市场需求增长的带动，出口保持了 6.57%

的增速。

为了交流国际先进技术、探索未来发展方向，也让世界看到我国产业用纺

织品行业的发展，2014 年中国国际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展览会隆重举办。

展会几乎囊括了国内外产业用纺织品产业链上下游的所有产品、技术和

服务，并随行业发展走向更高端，展位面积的进一步扩大也证明了展会的全球

吸引力，为产业链各环节的衔接与交流提供难得的机会，其促进作用不言而喻。

同时还有创新展示、技术报告、非织造会议等重量级的精彩活动穿插其间，为

展会添姿增彩。

希望更多的企业加入进来，利用这个巨大的平台拓宽眼界、发现商机。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高级总经理  温婷

海外展商看好亚洲市场

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会长  李陵申

凸显产业用纺织品技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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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产业用纺织品展商都看中不断增长的亚洲市

场，因此展会亦获得不少海外展商的青睐。今年共有

来自 22 个国家和地区近 150 家海外展商参与。而海

外展团方面，今年有来自德国、比利时、意大利、欧

洲和中国台湾展团的参与。

其中位于 E7 国际馆的德国展团尤为瞩目。该展

团由德国联邦经济与科技部、德国纺织和时装业联会

和法兰克福展览公司合办，有 35 家在纺织科技、产

业用纺织品、非织造和涂层面料行业的领军企业参加，

当中包括知名纺机企业如 ：欧瑞康、特吕茨勒、迪罗、

奥特发集团、林道尔·多尼尔等 ；非织造布 40 强企业之一的盛德集团 ；缝纫线和

特种线龙头供应商亚曼集团 ；薄膜和涂层龙头企业布鲁克纳集团 ；单纤维丝领导

者企业 Nextrusion 等。

另外比利时、意大利、欧洲和中国台湾展团也各具亮点。其中比利时展团以

老展商为主，其中纤维供应商 Beaulieu、织网供应商 Conwed Plastic 和涂层专家

Pennel & Flipo 均多次参展。意大利展团内有汽车面料供应商 Finelvo、工业纱线纺

机制造商富尔美集团、纤维制造商 Sider Arc。欧洲展团中囊括 49 家来自英国、瑞士、

法国、奥地利等 9 个国家的展商。中国台湾展团一直以优质功能性面料著称，这

次将有多家功能性服装面料企业参与，提供各种运动、户外鞋服和装备的特种面料。

除了面料展商以外，展会还将展示行业内最新科研成果。香港纺织及成衣研

发中心 (HKRITA) 将展出一系列功能性及医护用纺织物的研发结果，包括自清洁纺

织品、织物触感测试仪，ishoe 智能鞋、基于三维负泊松比织物的智慧防冲材料、

四合一整理技术及可重用弹力织物等。

总而言之，今年的展会精彩不断，商机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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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展团 ：未来要打造 100 亿产业
过滤与分离用纺织品是天台县工业经济的主导行业，也是我国过滤设备

的重要部件。作为环保产业，已被浙江省政府列入战略新兴产业进行重点扶持。

在此次展会上，天台县共组织了 16 家企业参展，涉及面积 216 平方米。

企业参展产品主要是机织过滤布和针刺非织造过滤布。

天台县产业用布行业协会秘书长叶晓春介绍，天台县是当之无愧的全

国最大的机织过滤布生产基地。机织过滤布有三维结构的双层织物，也有

高强度、高精度的单丝滤布。针刺非织造过滤布既有采用芳纶、聚四氟乙

烯等耐高温材料做的高档产品，也有用涤纶等材料做的常规产品。两大主

打产品共有 40 多个品种，1000 多个规格。

今年 1~7 月份，天台县产业用布行业实现产值 23.2 亿元，同比增 4.5%。

“虽说主要经济指标增长不尽人意，但从行业长远发展来看，也显示了一些

亮点。”叶晓春指出，业内对本行业长远发展充满信心，投资冲动高涨，产

业链向上延伸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天台县平桥镇花前产业用布功能区初

具规模，企业上市工作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值得一提的是，天台县委县府

大力推进行业协会建设，县委书

记亲自抓行业协会的改革。

叶晓春表示，县委县府对过

滤与分离用纺织品产业集群发展

高度重视，提出未来要打造 100 亿

产业。其主要措施，一是调整平桥镇花前产业用布功能区的建设规划，确

保产业集群长期发展有足够的空间。二是进一步通过扶优扶强，兼并重组，

资源整合，推动企业上市工作。三是加强产业链招商，大力促进业内企业

差异化发展，一方面鼓励产业链向上、向后延伸，一方面鼓励向其他产业

用纺织品延伸。四是对行业进行必要的整治，鼓励通过装备更新，全面淘

汰落后产能。五是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切实满足业内企业在检测、培

训、展示、研发、办公、会议等方面的服务需求。六是立足于企业后备技

术人才的本地化培养，充分利用县职业中专的办学优势，着手引进专业教师，

为开班创造良好条件。

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

阜宁环保滤料产业，经历过零星式

起步、渐进式增长和集群式发展三

个阶段后，现已进入量质并举的快

速扩张期。目前阜宁滤料产业规模

不断壮大，平台建设也日趋完善，现已成为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环保滤料

生产基地。

阜宁环保滤料展会负责人介绍，在此次展会阜宁滤料的参展面积为

300 平方米，参展企业有江苏华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东方滤袋有限

公司、江苏蓝天环保集团、江苏阜升环保集团等 10 家优秀企业，所展出的

新产品和新技术主要是超支抗氧化聚苯硫醚（PPS）短纤维和 PTFE 针刺毡

等产品。超支抗氧化聚苯硫醚（PPS）短纤维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性能、耐高

温性能和耐腐蚀性能，是当前环保滤料行业用量最大、性能最好的纤维原

材料之一，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而 PTFE 针刺毡，则具有除尘效率高、 使用

寿命长、提高气流量等优点。

该展会负责人指出，尽管阜宁滤料近些年来取得了突出成绩，但是

也存在着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品和技术的平均研发投入比例较低，

产品以中、低端为主等问题。因此，下一步阜宁将采取多项措施推动行业

发展。首先是密切关注滤料产业发展趋势，促进产业集群的技术升级 ；其

次是加强研发及专业人才队伍培养，培育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再次是加强

滤料产业链的延伸和整合，培育中小企业发展，形成良好产业环境 ；最后

是加大政府对产业的支持力度，重点抓科技创新和加快设备更新。

“至 2015 年，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40％，把阜宁环保滤料特色产业基地

建设成全国最大的、实力最强的滤料产业示范基地。”阜宁展会负责人表示说。

阜宁展团 ：环保滤料基地尽展风姿

海外展团 ：优势产品缤纷荟萃
位于 E7 展馆的国际馆，今年将有来自比利时、德国、意大利以及欧

洲展团在此集体亮相。

由德国联邦经济与科技部，德国纺织和时装业联会和法兰克福展览公

司合办的德国展团，有 30 家在纺织科技、产业用纺织品、非织造和涂层面

料行业领先企业参加。

其中，1884 年创立的 Monforts Textilmaschinen 公司，就是生产传统

面料表面处理和染色设备以及产业用和非织造面料涂层和处理设备的知名

企业。他们生产各类气囊面料，以及预浸渍纤维和高科技面料。

Sandler 生产的非织造布应用于多个工业领域，包括汽车、建筑、工程、

过滤、卫生和擦拭产品等。今年是他们自 2004 年以来第四次参展。公司董

事会成员 Ulrich Hornfeck 博士表示 ：“产业用纺织品在中国的应用广泛。其

中汽车业和过滤媒介的发展尤其迅速，对高品质的非织造面料需求极大。”

德国展团内还有一些设备生产企业也将亮相展会，其中 AUTEFA Solutions

是一家生产非织造面料相关器械和气

流、梳理以及热黏合生产线的企业。

而自 1950 年起就一直生产织造机器

的 Lindauer DORNIER GmbH 将展示

其剑杆和喷射编织机械。

韩国展团在本次展会上也不甘示弱。韩国纺织贸易协会（KTTA）

将组织多家企业展示其交通运输、防护工业和运动休闲品三个领域的技

术。同时他们还将展示隔热面料、防滑碳面料、碳面料和合成防弹布面

料以及用于汽车内饰和用于帐篷等超轻非织造面料。值得一提的是，韩

国展团还包括来自行内顶尖纺织机械研究机构—韩国纺织机械研究所

（KOTMI）。

此外，比利时、意大利、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区的企业也将把优

秀的产品带到展会上来，彰显他们在产业用纺织品方面的实力。

展团风采

天台生产的过滤与分离用纺织品是过滤设备的重要部件。

阜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海外展区总是能吸引业内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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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东工业（苏州）有限公司主要经营高强力工业长丝、高模低缩工业长丝、

轮胎帘子布、高档工业用布及其配套的后加工等工程用特种纺织相关产品。

此次是亚东工业第一次在展会亮相。公司 HTY 事业群资深经理曾增恩说 ：“虽

然企业于 2005 年成立，但发展迅速，公司专注于产品质量提升和创新，我们希望

用实力在行业领域内获得发展。”

随着亚东工业的发展，当前更希望通过形象宣传、策划推广扩大自身实力及

影响，获得更多营销途径。中国国际产纺展成为其新选择。

对于首次参展，亚东工业非常认真地准备，希望一亮相就能够受到瞩目。曾

增恩介绍 ：“我们将会以‘纤维材料’为主题，将企业所有产品全面呈现在展台上。

当然，其中肯定有主有次。”

车用产品是亚东工业重点推出的产品之一。车用安全带纱、安全气囊纱、

高模低缩纱、帘子布等创新产品，都会在展会上有精彩亮相。这些产品已通过

TS16949 汽车行业认证，并与世界知名大企业进行了合作。

亚东工业的“名片”产品——色纱也将在本届展会上亮相。色纱是亚东工业

最重要的产品之一，其知名度高，市场反响好，展会上的展示会体现出亚东工

业强大的实力和良好的形象。此外，亚东工业的

疏水纱等特种纱线也会全面展示。

随着市场饱和度越来越高，工业

丝领域的利润及优势都在缩小，曾增

恩强调 ：“亚东工业的精神是 ：诚、勤、

朴、慎、创新。亚东会在以后的发展中，

稳中求进，不断开发新产品，走

差异化道路，提高附加值，促

进企业更好发展。”

寄语：希望中国国际产纺展会越办越好，能够为参展商带来应

有的效益，祝福参展商能够收获客户，双方都有满意的结果。上下

游企业应借助此机会进行更多的沟通与交流，促进行业更健康、良

好发展。

亚东工业 ：
首次亮相  多面展现

为了加强与客户的合

作沟通，为了促进行业创新

前进，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

限公司将 “如约”出现在本

届展会。据公司外贸部经理

李晓林介绍，现在展会的准

备工作已近尾声，而且，恒

力化纤已经对客户进行了宣

传和预约，希望在展会上有

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更希

望通过此次展会联络老客户，获取新发展。

恒立化纤作为行业内的领先企业，常规产品质量领先于大众水平，在行业内

有良好的信誉，客户、市场发展稳定。其主要通过走差异化道路，挖掘企业新潜

力。本次展会，恒力化纤的安全带丝、气囊丝、高模低缩丝等创新产品将亮相展会。

李晓林说 ：“这些产品中每一个都有特色，以此来适应下游企业的需求。”

李晓林强调 ：“企业会继续走差异化、高端化道路，因为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能

发现更多的发展空间。”首先，产品的数量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其次，产品规格

还有更多研发空间。而且，国内外主流差异化规格，让国内企业有了更大空间去

满足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更高需求，以此扩大市场空间。

国内行业在高速释放产能，随着下游客户、市场的发展扩大，让产能有了很

大的提升空间，但竞争压力也日趋激烈。“我们企业自2010年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但只要涉及的产品都会保质保量，区域发展稳定，白热化程度弱，直接竞争压力

不是很大。” 李晓林说，“我们要不断拓展差异化发展道路，挖掘发展空间，促进企

业创新前进。”

恒力化纤 ：
差异化道路拓空间

高温滤袋

救灾帐篷作为提供救灾指挥、灾后应急医疗救

治、临时性校舍、救灾物资中转贮存及人员住宿等

使用。在抗震救灾的援助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帐篷属于产业用纺织品中的篷帆类纺织品，如今随

着新材料的出现，该类纺织品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制

作帐篷，而是越来越多地变成大型建筑或设施的重

要组成部分，展示出纺织品特殊的美感。浙江星益

达增强材料有限公司、上海纺控上海申达科宝新材

料有限公司、南京际华三五二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等公司都在篷帆等涂层材料领域卓有成绩。本届展

会上将可以近距离接触到在抗震救灾中作出重要贡

献的篷帆类产品。

特警服装

2看点

特警总是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因此他们穿

着的警服必须具有特殊功能。陕西元丰纺织技术研

究有限公司通过多年的研发投入，研制出的新型面

料赋予了特警战训服柔软舒适的性能。该面料采用

含 35% 以上的高强阻燃维纶和多种高性能纤维。通

过原液着色技术和混纺配色技术实现无染纺织织

物，使成品颜色达到警用标准色的要求 ；采用芳纶

1313、阻燃维纶及芳纶基导电材料等高性能阻燃纤

维原料，使特警战训服面料具有永久性阻燃功能 ；

先进的剑杆织机工艺，以获得高强防撕裂性能。此

外，该面料还具有纱线强力高、防静电、舒适等特点。

此款高科技特警服会在展会上让你一饱眼福！

可冲散湿巾

3看点

非织造基材的变化、木浆纤维和再生棉花使用

量的增加、水电印花工艺的提升，以及全球经济压力

的缓解，将促使可冲散湿巾市场快速膨胀。目前，福

伊特造纸和特吕茨勒研发成功一种新型非织造布，认

证为“可冲散”。其仅使用自然纤维便制造出具有很

高强度的非织造布，这些原料能在水中快速分散并且

100% 生物降解。由杭州诺邦无纺股份有限公司的可

冲散全降解环保水刺材料制作的“散立冲”产品，采

用 100% 多规格纤维素纤维为原料，通过自主关键

技术进行生产，实现湿态下的使用强力和水冲下的分

解降解能力，技术及产品性能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展

会上大家可以近距离了解到什么是“可冲散”产品。 

1看点

展会看点

点击展商

寄语：作为行业内的专业展会，希望不断做大做强。企业应

该抓住这样一个良好的平台，有机会要积极参与，加强对行业的了

解，增加与客户的沟通交流，不断开拓市场，企业自身也会不断进

步发展。

工业用输送带基布。

恒力化纤是行业内领先企业。



随着人们卫生及健康意识的增强，市场对抗菌

非织造材料的需求量迅速增加。海斯摩尔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推出的海斯摩尔非织造布因采用纯壳聚糖

纤维有着天然抑菌的功能，特别是因其非织造的致

密结构，使得抗菌效果更加持久稳定。纯壳聚糖纤

维由海洋虾蟹壳体废物为原料，经多道工序和严苛

生产条件造就。这种纤维天然抑菌、除螨，可活化

皮肤组织，具有良好的吸湿性、可生物降解性及止

血、减少疤痕等功能。由它开发出的敷料贴、面膜、

卫生巾、纸尿裤等产品则获得优异的性能。展会上，

海斯摩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会将其主打产品纯壳聚

糖纤维——海斯摩尔及其多种制品展示给广大观众。

北京邦维普泰防护

纺织有限公司基本参与

了每一届中国国际产纺

展，其一直致力于开发

和生产适合国内、外防

护领域市场需求的技术

纺织品。据公司区域销

售经理王增少介绍，此

次展会，邦维普泰将携

带特警服装、面料，消

防服装、面料产品亮相。此外，适用于石油、化工等工业领域的产品也会有所涉及。

邦维普泰于 2007 年成立，是一家专业性研发、生产技术纺织品的公司。其成

立之初走低端化道路，经过不断研发创新、升级发展，现在已经在高端化道路上获

得新发展。其高端产品销售较好，避开了低端市场的激烈竞争，开拓了自己的市场

领域。

邦维普泰高端化道路的主要“秘籍”便是芳纶材料。芳纶具有超高强度、高模量、

消防灭火、耐高温、生命周期长等优良性能，邦维普泰将其特征最大化发挥，广泛

应用于消防、特种防护服、工业等领域，受到市场的认可。纯棉产品经阻燃处理后

会对身体带来伤害，因此，芳纶产品更加受到市场和企业青睐。

“由于这种高端产品，国内企业能够完成的较少，加上我们不断努力，追求创

新进步，促进了企业良好、快速发展。目前，我们的市场份额已达 40% 左右。”王

增少说。

现在，高端产品的市场不断扩大，国内的生产量也愈加增多，高端特种防护

服受到更大的接受和肯定，芳纶市场的发展潜力越来越大。王增少说 ：“我们会继

续走高端化发展道路，将我们的生产特色更好地展现出来。”

北京邦维普泰 ：
将高端道路进行到底

在全行业兼并重组的热潮之下，普杰集团（PGI）相继于 2013 年、2014 年

收购了英国 Fiberweb 公司以及南美 Providencia 公司，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非织

造布生产商。其希望借助此次展会向行业展示收购完成后普杰集团的全新形象。

普杰无纺布 ( 中国 ) 有限公司亚洲区市场经理郭丹艳表示，除了继续保持医疗

和卫生行业的领导地位外，PGI 亚洲还将大力发展过滤和擦拭行业，不断致力于产

品技术及应用创新，为客户提供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

普杰无纺布对此次展会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其将在展会上展出医疗、卫生、

工业和擦拭四大领域的代表产品和创新技术。

郭丹艳说 ：“医疗和卫生类产品是 PGI 亚洲的主营业务，此次展会这两个领域

分别将有三种新产品进行展示。”柔软系列产品 ( 包括棉柔和达到了纺熔无纺布柔

软最高境界的超柔系列产品 )；同时具有卓越的湿强性能和亲水性能的芯体包裹层；

使液体快速定向扩散并瞬间被芯体有效吸收的导流层是卫生领域的三种创新产品。

医疗领域将展出的三类产品为 ：同时具备卓越的阻隔性、液体吸收性和高强

力等特性的医用高阻隔覆膜无纺布，适用于手术衣、手术铺单；集超柔软、高强力、

高阻隔和均匀性于一体的 Medisoft 超柔高阻隔医用无纺布，应用于手术铺单、手

术衣、涮手衣、洁净服以及可长

时间穿着的防护服等 ；集防护性

和高强力于一体的工业用高阻隔

覆膜无纺布。

擦拭领域将带来新兴研发的

汽车用擦拭布及洁净室用擦拭布两

种产品。创新发展的过滤领域则将

展出能降低用户的综合成本的纳米

复合过滤材料、新兴的复合材料及

具有可靠性强、容污量大、效率高

特点的 SPA 过滤材三种产品。

普杰无纺布：
展示四大领域产品技术

车用生态超纤材料

4看点

人们在出行安全性、舒适性、环保节能性上逐

步对交通工具提出了更高要求，于是越来越多质地

舒适、花色多样的车用纺织品走进消费者眼帘，并

逐步替代价格高昂、不好打理且生产过程污染严重

的天然皮革产品。车辆的增加使车用纺织品也有巨

大的发展空间，并将随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向高端

系列迈进。不过应用领域的不同，也使车用纺织品

与普通服装和家纺相比，有着更为严格的性能要求 ：

不光要在风格和色彩上与整车协调，而且要满足阻

燃、无异味、耐磨、不褪色，同时要符合能源、环

保等政策要求。展会上参展企业将为观众展示其可

与真皮媲美的车用生态超纤材料。

营养土工布

5看点

非织造布墙纸产品源于欧洲，业界称为“会呼

吸的壁纸”，是目前国际上非常流行的新型绿色环保

材质。目前，市场上的壁纸种类繁多，如纯纸壁纸、

聚氯乙烯 ( PVC) 胶面壁纸、金属壁纸和液体壁纸等，

其中非织造布壁纸作为一种新型绿色环保壁纸逐渐走

俏于国内外家居装饰市场。非织造布壁纸与传统的壁

纸相比，具有环保、良好的透气性、良好的力学性能、

易打理、吸声性能好。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现

代家居装饰更注重环保和质感，于是壁纸的选用也成

为家装时考虑的一部分，因此非织造布壁纸的优异性

能必将让它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本届展会可以看到国

内外的各类环保型非织造布壁纸。

特别报道 I SPECIAL

海斯摩尔非织造布

6看点

寄 语 ： 中 国 国 际 产 纺 展 作 为 行 业 内 的 专 业 展 会 ， 希 望 通

过 举 办 ， 能 够 提 升 行 业 实 力 ， 企 业 也 要 抓 住 展 会 这 样 一 个 专

业 大 平 台 ， 多 多 展 示 自 己 ， 获 得 创 新 进 步 ， 共 同 促 进 行 业 更

好发展。

寄语：希望中国国际产纺展越来越国际化，吸引更多的跨国公

司参与，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无纺布行业展会的知名品牌，为全行业

的供应商和买家提供交流和学习的最佳平台。期望展会带给我们更

大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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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邦维普泰专业生产消防服装、面料。

普杰专业生产医用无纺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