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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服功能性领先才是王道
!

本报记者 陶璐璐

揭秘圣华盾惊艳时装周背后的故事

!在特种防护服装领域"服装的时尚化设计不是

最重要的"功能性才是第一位"只有在确保功能性的

基础上"才可以考虑对服装结构#材料#职业美感#时

尚因素进行功能性设计"达到美化防护服的目的$%圣

华盾防护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太球如是说$在刚刚

结束不久的中国国际时装周期间"圣华盾防护科技有

限公司以一场时尚工装的发布秀惊艳北京
!"#

"给时

尚圈和防护圈带来了不小的震撼$ 然而"正如陈太球

所说"无论
$

台上的防护服如何炫目"其高科技含量

的功能属性才是这些防护服在未来长久影响安全防

护领域的利器$

陈太球表示"在时装周期间走一场不一样的秀"

将时尚&防护乃至功能医学等多方合作的成果集中展

现在一件成衣上"同样是公司!防为避险 衣护天下%

理念的诠释$ 这场秀带来的影响持续发酵"防护圈的

大咖们都表示第一次发现作为传统印象中颜色单一&

笨重的劳保服装竟然可以与时尚服装搭边"而时尚界

的人士对于服装背后的特殊功能性更是津津乐道$

应用在电力消防等行业的阻燃消防服& 防电弧

服采用了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芳纶纤维$

!消防服采用泰和新材的 '泰美达( 间位芳纶&'泰普

龙(对位芳纶及'泰美达(导电纤维混纺制成$ 服装面

料也由传统的
%

层减为
&

层" 服装减重
'()

" 服装

$**

测试达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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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防护功能&舒适便利&

职业风范完美结合$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宋西全介绍说$ 此外"防电弧服系列展示的服

装采用 !泰美达%芳纶纤维混纺成!

234 567889:

%电

弧防护面料"该防电弧系列服装已取得中国电力行业

标准的全等级认证$其面料采用特种高强阻燃纤维为

框架"极大地提高了面料的抗爆裂值
;<6

"为服装提

供了更加坚固的防护性能$通过多种纤维混纺的协同

效应在降低面料的单位克重的情况提高电弧防护的

2$*=

值"从而既提高了服装的防护性能又降低了服

装的整体重量$

高可视雨衣系列作为本次发布会的明星服装"

最为耀眼的要数多功能伤害防护服系列$该系列服装

不仅具有靓丽的高可视视觉效果" 更具有永久阻燃"

抗静电"防电弧"防风防雨耐血压等全功能防护功能$

该服装选用的
>?@95-@9A3

系列面料" 获得
;B C5D

1(%E'

高可视证书"通过
;B C5D ''F'1

阻燃及闪火

测试&

;B F'%G(

防电弧测试"拥有
;B &%&

雨衣及防

风测试证书等$ 据悉"这款防护服装可用于各类个体

防护场合"属于多功能全天候防护服装$

据
>?@95-@9A3

系列面料供应商西湖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段胜伟介绍" 圣华盾公司在收集材料之初"

千头万绪"既要考虑服装的主料又要考虑与之对应的

辅料"而西湖科技在提供阻燃面料的同时"配合相应

系列服装的缝纫线&拉链&魔术贴等专业辅料"为圣华

盾防护服装提供了有利的专业技术支持$

本次发布会展示的两套概念性夏季及冬季新型

空军飞行服"得到了前来参观的各级领导以及嘉宾的

关注"笔挺的军绿色连体服搭配着各式徽章"使得服

装颇具时尚气息$ 据介绍" 该服装面料外层采用

>?@95-@9 &$5

原液芳纶面料系列"保证了服装的阻燃

性以及在天空中长时间的紫外线照射后的色牢度"中

间贴合了绿色环保舒适的
=9<9H $*;

阻燃高透湿无

孔科技功能膜层起到了防风防雨透气等作用"在高空

低温环境下还可以保证服装内的温度平衡$里层贴合

了阻燃针织面料"既提高了服装的防护性能又改善了

飞行员的穿着舒适性$ 该系列服装旨在取代以往的笨

重的皮夹克服装" 减轻了飞行员装备的整体重量"提

高了飞行员的超控性和战斗力$

!圣华盾品牌之所以能够在行业里有一个快速的

提升"是因为我们认为作为企业而言准确地理解国家

政策非常重要"比如供给侧改革"如果说市场疲软"那

么供应方是有责任的"这说明供应方并没有找准产品

方向$ 如果我们的产品适应市场的需求不断升级"进

行精准销售"相信一定会改善这种局面$ 为了做到'防

危避险 衣护天下("圣华盾的防护服在几年前就开始

了市场调研和不断的试穿"结合产品的科技性"逐步

使需求方形成使用习惯"这样的产品才会有竞争力$ %

在陈太球看来"安全防护市场有不得半点虚假"因为

产品的质量不仅关系到企业的命运"更关乎使用者的

生命安全$

规范行业秩序刻不容缓

近年来"袋式除尘在燃煤发电&水泥&钢铁冶炼&

城市垃圾焚烧等行业的应用比例快速增长" 并已经

成为燃煤电厂烟道气除尘的主要工业技术之一$

契合国家发展战略 产品应用前景广阔

在日前于上海召开的 !高温袋式除尘技术开发

与应用%论坛上"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产

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会长李陵申介绍"!十二五%期

间" 过滤与分离用纺织品行业年均增速达到
'%IE)

"

梯度滤料&超细纤维滤料&聚四氟乙烯&发泡涂层等关

键产品与技术实现重大突破" 袋式除尘技术实现细

颗粒物粉尘排放浓度小于
'(

毫克
J

立方米"甚至达到

超净排放水平"滤袋寿命达到
%

年以上"燃煤电厂袋

除尘应用比例由
'()

提高到了
1()

以上$

李陵申表示" 滤料产业的发展与与国家环保政

策密切相关" 尽管下游应用领域的去碳化和去产能

对需求总量有一定影响" 但由于排放标准的提升以

及滤袋周期性更换"今年上半年"过滤用纺织品行业

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分别增长了
FI#)

和
"I')

"出

口交货值增长了
'+I&)

$随着我国滤料技术的不断进

步" 各种高性能除尘滤袋完全能够满足更为严苛的

环保标准"并使之呈现综合成本不断下降"从而推动

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健康$

对此"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曹学军表示"

工信部已经将袋式除尘技术纳入节能减排先进技术

目录$!'十三五(期间"袋式除尘技术和过滤用纺织品

是产业用行业的发展重点" 工信部将继续推动高温

袋式除尘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拓展$ %曹学军说道$

滤料寿命有待延长 低价中标建议取消

如何规范滤料行业的生产&销售秩序"是业内人

士关注的一大问题$

据东北大学滤料检测中心主任柳静献介绍"目

前国内对于高温过滤市场需求巨大" 国产滤料性能

已能与国外品牌媲美"但产品稳定性较差"经过一段

时间使用后"产品性能会有所下降$ 举例来说"常规

**5

滤料对普通煤的适用性很好"但遇到高硫煤时容

易损坏" 企业需要及时解决滤料的氧化问题以及高

硫煤对于滤料的腐蚀问题"延长滤料的使用寿命$

柳静献同时指出" 滤袋及相关产品的回收再利

用也应当引起市场的重视$ 滤袋收集的灰及其他肥

料可以二次利用"烧成砖&制造水泥等"用途甚广$!各

地的电厂废旧滤袋的运输是一个重要问题" 运费以

及滤袋的清洗费用谁来承担需要解决) 滤袋本身属

于危险废物" 跨省市运输相关的审批手续也比较复

杂$ 滤袋回收技术只有在政策支撑下"才能建立完善

的运行模式$ %柳静献说道$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环保装备研究

院院长姚宇平表示" 高温滤料行业还存在一定的产

能过剩问题"由于缺乏行业自律"低价竞争严重制约

行业良性发展$ 高温过滤除尘行业想要实现良性循

环"首先要解决价格战问题"取消最低价中标制$

南京际华三五二一特种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夏

前军表示" 今年以来" 滤料价格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1()

左右"部分企业在产品质量&设计&投入方面都削

减了成本$ 企业应加强产业链协作"通过横向兼并重

组"纵向产业链联合"以资本为纽带"规范行业秩序$

三维丝节能环保技术研究院院长蔡伟龙持有相

同的观点$ 他表示"国内下游用户企业赢利水平不高"

对于价格比较敏感$ 在此情形下"滤料企业应从产品

创新与售后服务两个方面入手" 生产差异化产品&提

高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

检测服务结合工况 多个角度判断性能

滤料检测机构提供检测服务"如何与应用工况结

合有效评估滤料寿命是业内人士关心的另一大问题$

美国
;$5

公司创立人
K7LM N,O9MM-

表示" 美国

滤袋检测机构比较看重滤袋材料具备的抗弯曲性能$

在滤袋使用前期"检测机构会进行全面测试"普通的

**5

纤维的抗弯曲数值在
'((((P'+(((

次之间可投

入使用$ 投入使用后"机构会持续对滤袋的经向&纬向

数据进行监测"当滤袋材料的抗弯曲数值下降至
'(((

时" 检测机构会向使用企业发出警告" 数值降到
'((

时发出红色警报"要求企业立刻替换滤袋$

柳敬献则表示" 滤料寿命的判断应当是综合性

的"包括强力&过滤性能等多个方面$ 就目前使用的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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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机材料而言" 耐弯曲性并不是衡量滤

袋寿命的重要指标"而强力尤其是纬向强力才是最重

要的指标$ 尤其是在使用后期"纬向受到的强力会更

大$!经向和纬向数值降低到
+((

"甚至是
%((

时"我们

会建议企业更换滤袋$ %柳敬献说道$

中钢集团天澄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教授级高

工&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袋式除尘委员会顾问陈隆

枢表示"严格滤袋的检测规程"首先要搞清楚所使用

滤袋的过滤机理$ 如果不运用统计学原理"很多数据

是相互矛盾的$ !抛开经济问题"纤维的细度应该是有

个拐点"并不是越细效果就越好$ %

!

本报记者 康佳媛

!!!高温袋式除尘滤料开发与推广应加强产业链协作

爱家科技"打造石墨烯#轻应用$一体化方案

本报讯 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国际纺织纱线*秋冬+展览会

上"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推出纽士达阻燃氨

纶, 该产品在保留氨纶高弹特性的同时"具备阻燃性能,

据悉"氨纶是迄今已知最富有弹性的合成纤维"因其高

伸长#高回弹#弹力持久的优良特性"被广泛添加到各类纺织

品中"用以改善织物的整体舒适性与保型性, 虽然氨纶在织

物中的含量一般不超过
'(R

"但氨纶易燃"其极限氧指数只

有
'E)

"在与其他阻燃纤维混纺时"会因其易燃性而严重影

响阻燃织物及面料的阻燃性能,

据公司负责人介绍"纽士达阻燃氨纶在生产过程中通过

对原液进行改性使得氨纶丝具备永久阻燃性能"且整套生产

工艺完全符合欧盟法规-化学品的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

*

3;24S

+要求"产品安全环保, 相较于后处理法获得的阻燃

纤维"纽士达阻燃氨纶的阴燃时间短"离火自熄"可有效防止

火焰蔓延"且不会因洗涤和摩擦而影响其阻燃性能, 与其他

阻燃纤维混纺后"可同时赋予面料舒适的服用性能和优异的

阻燃性能,目前"泰和新材可根据客户要求"提供各种规格和

性能的阻燃氨纶, !王丽娜"

泰和新材
纽士达阻燃氨纶安全环保

产业时讯

本报讯 近日" 瑞士山宁泰公司推出一款能高效持久地

对软质聚合物应用进行抗菌保护的新型高效抗菌添加剂

!

5-M?6?T9U *> '%V&1

%, 除了具有热稳定性和与大多数配方

产品的相容性外"

5-M?6?T9U *> '%V&1

还具有良好防水性&高

防紫外线性" 即使在受紫外线辐射后也不会产生黄变效果,

5-M?6?T9U *> '%V&1

能够防止聚合物材料受到细菌&丝状菌&

霉菌&真菌&酵母菌和藻类等微生物的不良影响,该产品符合

欧盟抗菌剂产品法规*

W*3

+的规定并且其活性成分通过了

美国环境保护署*

;*2

+的批准, !苏吟竹"

瑞士山宁泰公司
推出聚合物用高效抗菌添加剂

本报讯 在近日举行的
1('F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东

华大学展示的!健康防护功能杂化材料及其高值化聚酯纤维

设计开发%项目吸引了众多参观者, 该项目由东华大学材料

学院院长朱美芳带领的课题组完成,

据介绍"杂化技术可实现对材料功能的!裁剪%和!组

装%" 对促进纤维和纺织行业产业升级& 结构优化有重要意

义, 项目组在聚酯的合成&纤维成型和纺织后加工中引入杂

化及功能组装技术"设计发明了具有特定形态&组成和结构

的负载金属离子抗菌功能杂化材料"研究出功能材料在聚酯

基体中均匀稳定分散新方法, 制备出的材料性能稳定&形貌

可调控&功能高效持久"可应用于多功能纤维和后整理功能

织物如袜子&内衣裤&休闲运动衣物&医用纺织品的开发"满

足了化纤产业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项目形成

了功能杂化树脂& 纤维及其加工技术
&

大知识产权体系"申

请发明专利
1(

余项&授权
'+

项,

该项目属于纤维加工技术与聚合物基复合材料交叉学

科领域, 项目组研发的抗菌库思玛纤维&抗菌纯聚酯纤维针

织物按照行业标准进行抗菌测试"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

接近
'(()

" 对大肠杆菌& 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远高标准

值"成功实现功效性与耐久性的统一, !吴善阳"

东华大学
健康防护杂化材料功能高效持久

本报讯 近日"美国
$9.9UXM9

科技影像有限责任公司获

得超过
&(((

万美元项目合同" 用于开发飞行员眼睛激光防

护装备"以保障士兵的眼睛免受弹片&激光束&沙尘以及明亮

阳光的伤害,该项目的开发宗旨是"在空勤人员面临风险&作

战和训练的情况下"激光防护装备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其视

力退化/在面对激光武器威胁时"可以提供足够保护"以防止

眼睛面对激光武器和设备"从而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和临时效

应, 据了解"该项目将在加利福尼亚开展"预计将于
1(1(

年

'1

月
&'

日完成, !陈淑仪"

美国 ()*)+,-)公司
研发飞行员眼睛激光防护装备

本报讯 中国*昆明+东南亚0南亚消防安全暨应急救援

技术展览会日前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展会展示面积达
&

万

平方米"汇集了
1(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

余家参展商"大约

+

万余人参加, 展会现场"建筑防火设备&职业和个人安全健

康防护用品等上万种产品闪亮登场/消防检测与认证&消防

应用软件等也一一展示/一些高科技产品和个人防护类用品

也在此次展会上亮相吸睛,

中国消防协会秘书长高伟表示"云南是首次举办消防设

备专业展会"通过此次活动"云南将与越南&马来西亚&斯里

兰卡等近
1(

个国家和地区形成海外合作关系, 本次展会将

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 消防产品生产&销售&开发企业

和使用者之间架起交流&贸易洽谈的平台"为政府各级消防

机构&消防协会与东南亚&南亚及亚洲其他区域国家和地区

的友好交流与合作创建全新平台,

国际消防协会联盟主席
569Y9M77?

表示" 各个国家在消

防安全及应急救援方面遇到的情况各不相同" 通过展会展

示&峰会讨论等多种形式"可以使东南亚&南亚国家更紧密地

聚拢在一起"缔结消防安全领域的合作纽带,

展会同期还举办了第二届!全球智慧安全%国际安全产

业高峰论坛&!

Q-,967Q-,9

%海外对接会&消防新产品新技术报

告会等活动, !陈静"

东南亚#南亚消防安全技术展
云南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张贵东+日前"北京创新爱尚家科

技有限公司*简称!爱家科技%+新三板挂牌仪式暨石

墨烯战略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该公司是国内首家石

墨烯轻应用行业新三板挂牌企业, 作为石墨烯轻应

用的推动者"爱家科技凭借石墨烯织物材料制备应用

技术与石墨烯纺织物传

感器系统两大国际领先

技术" 领跑国内石墨烯

民用领域的产业化研究

与实践,

在传统加热理疗类

材料中" 碳纤维材料产

品出镜率最高, 通过对

关键技术的掌握" 爱家

科技成功将碳纤维材料

与纺织物进行深度结

合" 制备出石墨烯织物

材料, 该成果主要优点

在于布料柔润&可水洗&可弯曲"利用其超强的导电性

能"不仅可以作为智能服装的发热材料"还可以为人

体提供红外理疗的功能"满足消费者对于产品的升级

诉求, 该成果已经通过国家红外及工业电热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

爱家科技同时掌握了石墨烯压力传感器与石墨

烯心率传感器的研制方法, 该成果将为智能化产品

的健康数据控制带来帮助, 举例来说"把石墨烯压力

传感器应用于文胸&鞋垫之中"可以准确测量穿戴者

的相关健康数据/ 把石墨烯心率传感器应用于服饰

中"可以采集人体的心率&血氧"帮助人们实现健康控

制, 该技术的应用"一方面能够帮助穿着者掌握健康

状态"做到自我监控"另一方面"随着数据的积累所形

成的大数据还可以帮助企业对消费者的行为习惯和

需求进行分析"进而更精准地制定市场决策,

爱家科技创始人兼
4;D

陈利军表示"公司在!石

墨烯
!

智能化
!

大数据%应用的技术突破"可通过服饰

智能化&销售去平台化的模式不断推广"必将成为未

来的发展趋势, 面向民用&普民科技"可以快速实现石

墨烯产品化" 可以为消费者带来具有高性价比的应

用, 在陈利军看来"石墨烯轻应用是加速其产业化发

展&实现石墨烯市场化的重要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