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当前消费升级! 科技革命的新

背景下" 整个纺织行业都面临着新的

挑战与机遇"纺织工业#十三五$发展

规划及科技纲要的发布" 无疑为企业

发展指明了方向% 受其启发"泰和新材

对未来发展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是坚

持创新驱动" 持续推进产品开发与技

术创新"实现创新发展% 二是强化品牌

建设"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品质"扩

大高端产品供给"推动公司氨纶'芳纶

产品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

发展( 三是坚持市场导向"顺应消费趋

势( 充分发挥芳纶等产品优良特性"重

点加强在防护服装'应急救援等领域的

推广应用( 四是坚持环境导向"实施绿

色发展"努力建设环境友好型企业(

随着社会和谐发展和科学技术的

进步"防护领域未来将向着科技性'功

能性'人性化'民用性'环保性'规范化

方向发展( 泰和新材在积极研发新型

的防护材料' 开发防护应用技术的同

时"也在积极参与相关国家与行业标准

的制定"为行业的未来发展作出应有贡

献(

加强技术创新与品牌建设

)十三五$纺织工业发展规划纲要

中对应急和公共安全用纺织品提出了

明确的发展方向" 特别是在功能性服

装方面" 要求大力发展具有高性能阻

燃'防核'防电等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

功能纺织品及服装( 作为安全防护服

装的生产企业" 圣华盾在应用质量过

硬的功能性面料的同时" 力求在服装

结构设计等方面更完美地实现服装的

防护性能(

同时"在当前的行业形势下"公司

也是转型升级战略的积极践行者( 在

经营战略上" 公司精准把握产业发展

的新趋势和新机遇" 广泛整合与集成

全球最前沿的技术资源等力量" 扩大

多样化合作模式" 不断夯实企业核心

竞争力( 在品牌建设上"我们以圣华盾

安全防护服为基础" 不断完善产品结

构"以更卓越的产品性能'服务水准和

顾客价值"提升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

在创新驱动上"公司始终秉持)以人为

本'敢为人先$的经营理念"不断加强

管理创新'设计创新'技术创新"以此

满足日益升级的市场需求(

积极践行转型升级战略

兰精公司作为全球纤维素纤维的

领导者"产品涵盖粘胶'莫代尔'天丝

三代纤维素纤维等多种类型( 作为一

家外资公司" 兰精在中国市场也必将

围绕和紧跟)十三五$总体规划及纲要

要求"在坚持自主创新的同时"协助相

关合作伙伴企业来开发高科技含量的

产品" 以此更好地服务和立足于中国

市场(

兰精目前应用于防护领域的纤维

主要是热防护纤维
!"#$%#& '(

" 这是

全球唯一一个基于莫代尔工艺做的阻

燃纤维" 也是兰精热防护纤维区别于

市场上其他阻燃粘胶的本质区别"因

此兰精热防护纤维实质上属于阻燃莫

代尔(

!"#$%#& '(

目前在安全防护领

域主要应用于军队警察' 消防及抢险

救援'石油天然气'防熔融金属喷溅'

防电弧
)

大类" 基本涵盖目前市场上

所有的阻燃防护领域(

兰精目前也在研发阻燃和机械性

能更优异的阻燃天丝" 相信今后投向

市场必将带来更多的技术革新" 不断

推动产业和企业共同发展(

科技创新带来更好服务

近年来" 元丰公司一直坚持创新

驱动发展"培养研发团队"建立支撑企

业发展' 推动行业合作的交流共享平

台" 并将绿色制造理念贯穿在产品开

发的全过程(

元丰公司始终将高性能纤维应用

研究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为

此" 公司成立了陕西省产业用高性能

纤维应用科技创新团队" 建立了具有

第三方认证资质的产品检测机构"先

后把间位芳纶'对位芳纶'阻燃粘胶'

抗菌纤维'

**+

等几十种纤维应用于安

全防护纺织品" 团队开发的警用战训

服等产品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在国

际市场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公司在安全防护用纺织品发展方

面曾提出)安全'舒适'环保'时尚$

,

大

要求( 随着时代变化和发展"我觉得未

来还应该再加上一个)智能化$"即将

信息技术与传统纺织技术相结合"开

发具有感知和反应的功能性服装( 未

来"元丰公司将通过不断创新'技术引

领"推动结构调整"促进军警'消防'电

力等领域安防纺织品升级发展(

培养研发团队提升竞争力
圣华盾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太球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宋西全

陕西元丰纺织技术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强

兰精纤维
!

上海
"

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荣辉

本报讯
-

月
.

日" 由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组织的新产品鉴定大会在德州恒丰集团召开"

来自中国纺织工程协会'山东省纤检局'山东纺科院'

天津工业大学'青岛大学'德州学院等有关专家教授组

成鉴定委员会"德州恒丰集团'陵县恒丰纺织'德州恒

丰纺织'临邑恒丰纺织'夏津仁和纺织以及集团技术中

心的相关负责人参加了此次鉴定会(

在鉴定大会上"恒丰集团共有
--

个项目参与了评

审" 其中包括陵县恒丰的可充磁保健功能面料和相变

储能装饰布'银离子改性锦纶混纺纱线'深海角纱甘油

纤维针织面料产品* 德州恒丰的新型抗菌吸湿放热功

能纱线'凉感舒适蓬特丝系列纱线'阻燃纤维素纤维系

列纱线产品* 临邑恒丰的粘锦腈多组分升温保暖缎彩

包芯纱'长段炫彩段节复合纱产品*夏津仁和的军用抗

菌天然汉麻功能性纱线' 天然抗菌环保海藻混纺纱线

产品% 此次新产品鉴定大会的召开"充分体现了恒丰集

团的新型纤维纱线研发实力"为恒丰集团
/012

年新产

品的推介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燕"

随着国防基建#民用防护纺织产品需求的快速

上升$以及高性能纤维材料工艺的改善$安全防护

用纺织品行业近年来一直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特别是近两年$国内安防防护用纺织品行业经过一

系列的摸索及不断的开拓实践$ 已逐步踏入正轨$

无论是民用市场还是国防军工领域$有些产品性能

甚至可以比肩国际水平$安防产业正向着更高更远

的未来踏实前行%

作为行业首个专注于个体安全防护用纺织品

的特刊$防护特刊自创刊以来为报道行业#宣传行

业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 为积极宣传国内企业的

技术发展成果$更多地介绍国外先进的技术和市场

应用情况$ 方便行业信息交流与互动$&防护特刊'

!"#$

年将继续向行业企业征集新闻线索$以此推动

行业新发展%

)求真求实$征集令具体内容如下&

34

企业可提出自身在生产应用过程中遇到的实

际问题"特刊将请专家'技术人员等为您答疑解惑%

同时"可在其中寻求技术'市场等方面的支持与合

作
5

也欢迎您将企业已解答的问题与行业分享
6

%

/4

企业可将其产品优势以图文形式在此展现"

并可参与行业年底评选的)最具影响力$防护用纺

织品品牌活动%

74

欢迎提供新型防护用纺织品的新闻线索"可

优先参与本报举办的专业市场对接活动%

本次征集令旨在为行业内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拓展企业合作推广领域" 搭建上下游交流平台"以

迅速提升个体防护用纺织品在国内市场的知名度

及消费者的认可度%

本报讯 近日"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系统司令部)下一

代阻燃军装产品讨论高级会议$结束之后"美国
89":%!

;<

国际集团宣布& 海军陆战队将对
89":%;<

均匀织物

的环保阻燃样品进行独立测试%这些样品将由海军陆战

队技术和采购专家在步兵战斗设备师进行有效评估"确

保海军陆战队战俘的安全性能%

美国海军陆战队系统司令部和陆军的计划执行办

公室一直在合作开发性能更好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战服%

其中需要确保制服和个人防护设备是安全有效的"而

89":%;<

集团的阻燃服及防护材料则被列为最优先考

虑的面料%

89":%;<

国际集团总裁表示"与美军的合作

一直是集团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此前完成的第一个目

标是两年前为海军陆战队生产的环保阻燃尼龙斜纹棉

产品"下一步将在制服面料方面开展合作% !廷芳"

本报讯 近日"法国
=>?<@A@B

集团推出新一代汽车

用碳纤维%如今"汽车行业整体布局区域创新"目的是达

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因此玻璃纤维和碳纤维复合材料

的应用逐渐普及"可以最大程度地减轻车体重量以减少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目前"

=>?<@A@B

集团正在对低成本碳纤维进行格

式化更新" 为薄层和低角度的先进复合材料增强材料

=CD9E

利用低成本的碳纤维进行优化设计% 此外"集团

还为一级汽车供应商和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提供标

准%

集团常务董事
F%G>"9 =?&#"B

表示"这种先进复合

增强材料
=CD9E

与
9GGH

+低成本碳纤维铺层,成型工艺"

性能优越且能很好地化解成本问题"在汽车应用领域前

景广阔% !梁毅"

!

!"!"

年
!

月
#$

日星期一

防护特刊
责编

!

农敏灵

美编
!

周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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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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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防迎契机 撸袖加油干

经过#十三五$的第一年"纺织规划的各项举措全面

铺开并贯彻推进% #十三五$ 是建设纺织强国的关键时

期"纺织工业正着力经济新常态"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快行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装备水

平的整体提升"推动纺织工业取得突破性进展%

当今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已走上战略发展的快

车道"正在肩负着纺织工业新的增长极的重任"未来还

将助力纺织强国建设%

/I-2

年我们倍感压力但更有信

心% 科技创新一直是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发展的重要引

擎"多学科'多领域的交叉融合"既体现了行业特点"又

指明了创新方向%

应急和公共安全防护用纺织品"是产业用#十三五$

的
J

大重点发展方向之一% 确定要重点发展&大直径高

压输排水软管'高强高稳定功能性救灾帐篷'成套救援

应急包等的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用纺织品*加快发展复

合型多功能静电防护服'逃生救援用绳缆网带'矿山安

全紧急避险用纺织材料等的预防和紧急处置生产安全

事故用纺织品*加快发展纺织基反恐防暴装备'生化防

护装备'软质防弹防刺装备'耐高温防护救援装备'家庭

用防护灭火装备等应对公共安全和卫生事件用纺织品%

未来"我们将加强上下游协同开发"推动与终端领

域产业融合与协作"促进转型升级"提升科技水平%协同

上下游产业链共同拓展高性能纤维'产业用专用纤维"

大力开发产业用纺织品新品种"拓展应用新领域*与装

备制造企业协同"提升生产效率和运行稳定性"推进装

备智能化%未来"我们将以需求为导向"加快行业供给侧

改革"把#补短板$作为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的突破口%

鼓励企业与安全防护等的应用领域合作"通过产业渗透

和产业重组等形式"满足安全防护等多领域需求"不断

拓展终端市场%

纺织工业#十三五$科技纲要提出要发展安全防护

纺织品"可以说是非常正确"恰逢其时% 对我来说"最直

接的感受就是&#十三五$ 时期将是安全防护纺织品发

展的一个最好时期" 特别是在高性能防护领域% 一方

面"这是需求的有力推动%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加快"对

生命安全的重视加大"应急抢险的增多"以及军事斗争

的需要" 防护领域的需求越来越显得成熟' 迫切和刚

性% 另一方面"我国已具备了良好的工业和技术基础"

如高性能纤维技术'柔性复合材料技术'测试评价手段

的健全等等% 对此"企业和研究机构更重要的是要根据

市场和产品的细分" 有针对性地进行基础研究和技术

开发%

在此"我想首先谈谈防护服的测试评价问题% 目前

我国防护服装的测试评价基础还不完善" 对于防护服

的好坏缺乏客观的评价且没有固定标准" 或是有标准

但不具备测试条件% 此外"防护服装必须要作为一个系

统来考虑"主要涉及到防护性能'舒适性和美观性这
7

个方面"其中关键就是要将这
7

方面做到综合平衡% 目

前相关领域我国与国外差距较大" 很多产品缺乏这方

面评价标准"或是标准水平不高'不科学% 所谓#得标准

者得天下$"在安全防护领域更是如此%

作为中国产业用纺织品协会特种纺织品分会" 其

使命是 #促进纺织行业与军队的需求对接$% 为此要

将具有实力的' 拥有纺织先进技术的上下游企业' 科

研院所' 高校组织起来" 快速反应" 协同创新" 满足

新一代单兵综合防护系统的发展需要" 为国防建设贡

献力量%

应急救援和公共安全用纺织品" 事关民众安全健

康'专业救援人员的安全与救援效率% 大力发展应急和

公共安全用纺织品" 是国家实实在在替人民办好事'办

实事工程"也是国家急需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国家和

民众上下同心'必定快速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随着科

学技术进步"人们对某些环境危害因素的认识也会更加

深刻"对自身的安全健康则更加关注%因此"事关安全健

康的产品将越来越被民众重视"其中对纺织产品来说更

是如此%

涉及民众和职业人员的安全健康问题的环境因素

非常多"其中包括高温火焰'低温低气压'刀斧砍杀'钝

器击打'振动噪声'高能辐射等物理因素"酸碱氧化物'

腐蚀品'有毒致畸物质等化学因素"蛇蝎叮咬'生物战剂

等生物因素% 因此"为了让人体处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

境中" 需要用纺织品对各种有害因素进行适当的阻隔"

将动能'热能'辐射率等各种能量和酸'碱等各种有害物

质挡在身体附近的微气候区之外% 由此可见"安全防护

纺织品对人体健康的重要%

研发安全防护用纺织品和服装"需要有较扎实的科

学技术基础"需要借鉴其他行业的已有技术"需要采用

新材料"研发新的加工方式"需要有一定的经费投入"并

且对企业也有一定的技术基础要求和经费支撑要求%但

是"这种社会急需'技术含量较高的新型纺织制品"也是

获得高额利润的品种类型% 因此"研发安全防护和应急

救援用纺织品"仍是大有可为的%

法国 %&'()*)+集团
推出新一代汽车用碳纤维

美国 ,-./01(阻燃产品
接受海军陆战队测试

业界资讯

恒丰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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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纺织工业发展规划!

!%&'(!%!%

年")和(纺织工业&十三五'科技进步纲要)相继出台$在产业用纺织

品领域不乏关于安全防护用纺织品的相关内容$其中关于高性能纤维研发及相关技术的重点推广的表述$将成为行业的风向标% 特别是安全用

纺织品在国防军工领域的延伸$有些还具体提出了技术如何革新#项目如何落地$其大纺织的概念为行业发展激发思路$细致的指导又让企业得

以有的放矢% 本期$特刊邀请协会及科研院所的专家为读者权威解读行业新政$邀请业内知名企业畅谈&十三五'下企业的融合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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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陶璐璐 农敏灵

链接关相

纺织化学品开发及应用技术
K

加强

高效环保型浆料'染料和印染助剂'高效

环保化纤催化剂' 油剂和助剂的研发及

应用%开发推广绿色环保型阻燃'防水等

功能性后整理助剂% 推广生物酶技术在

羊毛无氯丝光和防缩处理中的应用%

应急和公共安全用纺织品
K

发展

预防和应对地震和洪水等自然灾害

的输排水软管'高性能绳缆'功能型

服装及装备'加固纺织材料"以及高

性能阻燃'防核'防电等生产安全和

公共安全用功能性纺织品及服装%

在过滤材料领域" 重点改善高性能

纤维制品的质量和稳定性" 提高高性能

滤料的应用比例"解决钢铁'发电'冶金

等下游产业过滤材料配套应用技术"高

效过滤材料推广应用
/IL

以上* 医疗防

护领域" 推广抗菌和阻隔性能符合使用

要求'透湿舒适性好的医疗防护用纺织品"

实现一次性手术衣'口罩'铺单等医用非织

造材料在国内医疗卫生系统推广比例

M0L

以上*推广高性能低成本阻燃面料'生

态环保用复合土工布等新型织物"到
M0M0

年"生态土工布用量达
-

亿平方米
N

年%

高性能产业用纺织品加工关键技术推广重点绿色制造工程 高性能产业用纺织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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