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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时讯

提升劳保产品附加值!

恒丰集团
功能性纱线品种开发获新突破
本报讯 近期! 德州恒丰集团旗下的德州恒丰纺织有限
公司成功研发出纺织新品%莫代尔%植物染玉米纤维&混纺纱
线并于近日试纺成功)
%莫代尔%植物染玉米纤维&混纺纱线不仅具有莫代尔纤
维的柔软'光洁'色泽亮丽'悬垂性好的特性!还具有玉米纤
维的生物可降解性'轻柔滑顺'吸湿透气'有良好的耐热性及
抗紫外线等性能) 另外!该纱线还具有植物染色所赋予的绿
色环保'色彩细腻'无需再次调配色系'个性化极强的功能!
人体穿着体感舒适!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玉米纤维是以玉米'小麦等淀粉为原料!经发酵转化成
乳酸再经聚合!纺丝而制成的合成纤维!可与棉'羊毛等天然
纤维混纺!制成的面料十分舒适!不会刺激皮肤!对人体健康
有益!集挺括'弹性好'光泽美的效果于一身!适合做内衣'无
纺布'工业及民用布'保健织物'卫生用品'室外防紫外线织
物'帐篷布'地垫面等) 玉米纤维系列混纺纱线的首次试纺成
功!又一次填补了公司新品种开发的一项空白)
'李功宇(

清华大学研究员
喂蚕吃下碳纳米管以制作增强丝
本报讯 为制作碳增强丝! 清华大学研究人员直接在蚕
幼虫所食桑叶上喷淋了含有碳纳米管或石墨烯-质量分数为
/2!3.的水溶液!然后在幼虫吐丝结茧后收集蚕丝) 据了解!
这种碳增强丝可应用于耐久防护织物+可生物降解的医学植
入物及环保型可穿戴电子设备中)
这种直接喂养含碳水溶液的方式!与直接处理已结茧蚕
丝的方法相比!更简单也更环保) 此外!碳增强丝抵抗外力破
坏的韧性增加一倍!承受的应力高出至少 )/3) 研究团队将
这种丝加热到 &/)/!! 进一步研究了碳化后的蚕丝蛋白纤
维的电导率和结构) 拉曼光谱和电子显微镜成像表明!掺入
纳米材料的碳增强丝的晶体结构排列更为有序) '李雪韵(

只等你来
" 陶璐璐

编者按 ! 月 " 日 #$ 日! 第 %! 届中国劳
动保护用品交易会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举行!届时!个体防护用品"职业服装及材料"
安全生产设备" 安全生产检测仪器仪表等产
品将再次汇聚一堂! 一展国内劳保产品最新
发展动态#

作为大会期间的主论坛!$高性能纤维助
力劳保行业转型发展论坛% 将于 " 日下午举
办! 论坛将邀请行业协会领导& 军警院校专
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终端用户企业一同分享
行业发展最新动态& 高性能纤维产品趋势以
及如何打通国内外市场渠道等话题! 共商劳

1.您的企业属于什么类型？

4.您企业的劳保产品结构如何？

!
!
!
!
!

! 以高性能纤维产品为主
! 以普通纤维产品为主

服装
鞋靴
手套口罩
面辅料
其他

5.企 业 产 品 的 销 售 途 径 多 为
（50%以上）

2.您的企业规模属于以下哪种？
! 小微企业
! 中型规模企业
! 大型企业

6.企业正在应用以下哪种高性能
纤维？（多选）

3.企业属于以下哪种类型？
!
!
!
!

! 内销为主
! 外销为主
! 国内外比例几乎相同

!
!
!
!
!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合资企业

芳纶
碳纤维
石墨烯
高强聚乙烯
其他

保行业提升产品附加值&转型发展大计#
论坛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为使演讲
嘉宾与观众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充分各抒己见&
集思广益!特设计本次调查问卷#请于 & 月 '( 日
前将问卷内容完成!以电子扫描或照片格式发送
至邮箱 &"!"''"&!)**+,-.#

! 没有应用

7.您希望了解以下哪种高性能纤
维？（多选）
!
!
!
!
!

芳纶
碳纤维
石墨烯
高强聚乙烯
其他

8.您希望在论坛上获取哪些信息？
（多选）
!
!
!
!
!

行业趋势分析
纤维性能及应用
国内外渠道市场
终端客户需求解读
其他

日本东丽公司
!智能服装"进入医疗领域
本报讯 日本化学材料企业东丽公司和通信运营商 455
公司共同开发的一种能 !6 小时检测心电图+ 检查心律不齐
的新材料近日在日本被认定为医疗器械)行业内各相关企业
正在竞相开发各种类型的智能服装!但将其作为医疗器械使
用尚属首次!由此估计新材料的用途开发今后将加快步伐)
这种智能服装采用能够获得活体信息的纤维制作)两家
公司将从 !"&$ 年开始面向医院销售使用该材料制作而成的
专用内衣)
东丽和 455 一直以 789:; 品牌推进新材料的共同开发!
今后将共同借助智能服装涉足医疗领域)此次开发的智能服
装新材料使用了渗透通电高分子树脂的聚酯树脂!已读取体
表的微弱电气信号) 检测心电图的产品是在专用内衣的 6 个
位置上安装了 789:; 制作的电极) 通过对专用内衣的质地和
缝制方面的研制!实现了心脏肌肉活动的持续测定) 相关机
构认定! 新材料与传统的心电图测定几乎具有同等精度水
平)
'顾云海(

美国斯坦福大学
利用新材料制作!空调衣"
本报讯 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材料!
其成本低廉!如果用它制作服装!能比现在的天然纤维织物
或化纤织物更加有效地实现人体降温效果) 新材料由聚乙烯
普通塑料制成!它只有薄薄的一层!布满了纳米尺寸大小的
孔!孔径为 )/<&/// 纳米)
研究人员称!)/<&/// 纳米的直径范围涵盖了可见光波
长的范围!因此它会让可见光发生明显的散射!从而使材料
变得不透明!而且也减少了外界光照的升温作用!使红外辐
射和空气得以释放) 研究人员还用聚多巴胺涂层对材料进行
了亲水性处理!以更好地排出汗水*而棉线网布的加入!也使
织物变得更为耐用)
与此同时! 这种明亮的白色织物可以强烈反射可见光!
防止其对人体加热!因此制成的服装有望成为炎热天气下不
需空调而保持凉爽的%空调衣&) 下一步!研究人员还计划改
进这种材料的舒适度!并降低成本)
'厉薇薇(

西班牙研究人员
将废弃纺织品变为环保挂墙板
本报讯 根据一项调查! 欧盟每年将产生约 )'/ 万吨的
废弃纺织品!其中只有 &%6 进行了回收!剩下的 (%6 都被拉到
了垃圾填埋场或进行焚烧处理) 为此!西班牙马德里理工大
学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个新的尝试!他们把这些废弃纺织品
制作成了环保型的室内挂墙板)
这些废弃纺织品主要来自服装生产行业!由于原料均为
检验合格的产品!所以这些废弃物并不需要特殊处理!只需
将它们切割+粉碎!从中提取制作枪版所需的纺织纤维)
纺织纤维被提取出来后!再利用一种叫做%天然水硬性
石灰&的粘合剂将这些纤维粘合到一起!从而制成一块挂墙
板) 天然水硬性石灰相比于其他化学粘合剂!有着不易燃+不
含有毒气体等优点!更适合用来生产室内建筑材料)
制成的挂墙板材具有低密度的特点!本身重量也远低于
市场上的普通挂墙板) 在保温隔热和隔音方面!纺织纤维制
成的挂墙板表现也比普通挂墙板要出色得多) 该挂墙板的热
导率是其他普通挂墙板的二分之一!同时!纺织纤维的引入
提高了墙板的吸音能力!达到更好的隔音效果)
'严浅(

幻彩丝"用阳光灿烂你的生活
" 本报记者 农敏灵
一件素白色的衣裙在室外阳光自然照射下可以
瞬间展现出斑斓的色彩!这看似电影特技的一幕却早
已变成现实" 近日!由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生
产的一种智能化功能性光致变色再生纤维素纤
维#$
$%幻彩丝& 成功入选 !"#$%!"&' 中国纤维流行
趋势产品!并将在 ( 月 #) 日举办的中国国际纺织纱
线*春夏+展上精彩亮相"
据公司研制团队带头人'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谢
跃亭介绍!%幻彩丝&是在生物质纤维基础上嵌入最新
光致变色材料研制而成的一种新型智能化功能性纤
维!目前该项应用在粘胶纤维上的光致变色技术已获
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该纤维在阳光或紫外线光的
照射下可以瞬间从无色变有色!也可以从原有色彩变
为另外一种色彩!当停止阳光照射时!纤维则会恢复
至原来的颜色!因此取名%幻彩丝&) %幻彩丝&具有灵
敏的光变效果'绚丽的颜色搭配'舒适的亲肤体验等
特点!而其所运用的纤维材料和光敏材料皆为环保材

料!同时减少了传统染色环节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具
有绿色环保的优点"
%幻彩丝&用途广泛!包括制作高档服饰'制作随
光线强弱自动调整透光率的变色窗帘'制作品牌服装
防伪 ,-.- 等" 因其特殊的光致变色特性!幻彩丝还
可以有效吸收紫外线!减少对人体皮肤的伤害!起到
很好的防护作用!不仅适用于户外运动服装等领域!
还可以用于制作军队特种防护隐身服装等"
目前!%幻彩丝& 相关产品在已进入量化生产阶
段!新乡化纤也将把该产品的市场推广作为 !/&$ 年
工作重点"近年来!新乡化纤特别重视技术创新工作!
公司每年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纤维新产品的研发工作!
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如芦荟纤维'免染有色粘胶纤维'
珍珠纤维'抗菌纤维'竹炭纤维和超细旦粘胶长丝等
市场畅销的新型纤维"在加大%幻彩丝&等新产品的推
进力度方面!公司制定了相关工作规划!要求加强科
技研发!加快成果转化!不断提高新产品的市场转化

室内颜色

室外颜色

图为$幻彩丝%纤维产品的室内室外颜色展示#
能力!加强新材料推广应用!同时抓好幻彩丝等新品的
量化生产工作!提高新产品开发的回报率!配合经营系
统'销售部门!加大销售策划及推介力度!把新型产品做
好做强"

防爆内裤性能改进需从工艺设计与面料入手
!!
!士兵防爆内裤综合舒适性研究
"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顾琳燕
防爆内裤在士兵作训和实战中扮演着十分重要
的角色!它是指士兵在作战过程中穿着的'为防止炸
弹碎片或爆炸冲击波对人体腹股大动脉及性腺造成
危害而研发的一种内裤!起着保护士兵腹部'内脏'性
器官及腹股沟血管等作用" 基于士兵作业生活的特
殊环境!防爆内裤不仅要求具有很好的抗冲击和抗撕
裂能力!还应具有优良的热湿传递性能"

建立防爆内裤综合评价体系
目前! 士兵防爆内裤穿着舒适性的主观评价已
成为研究的热点" 防爆内裤的穿着舒适性与结构'工
艺等设计密切相关!穿着不舒适的表现主要为过于紧
绷或不合理的牵制!以及闷热'汗液排泄困难等"由真
人试穿各种新研制的防爆内裤!模拟士兵训练作战时
的状态!分别进行热湿舒适性'触觉舒适性'压力舒适
性等主观感觉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防爆内裤综合
评价体系!可为今后士兵防爆内裤的综合性能改进方
案提供依据"
为了得到防爆内裤穿着舒适性的相关影响因
素!如束缚感'闷热感'黏体感'潮湿感'柔软感等!相
关研究人员进行了真人试穿试验" 首先采用不同的
面料组合设计并研制出 ( 种士兵防爆内裤!选择 ) 名
受试者进行真人试穿试验 0采用五点标尺法对防爆内
裤的压力舒适性'热湿舒适性'接触舒适性进行综合
主观评价"
试验过程尽可能地保持了测试环境和测试条件
的一致性!受试者进入试验场地后!上身着相同上装!
下身着试验用防爆内裤" 整个试验流程共涉及 1 种
不同的状态!即走路'慢跑'快跑'连续活动'蹲下和静

坐休息!以此综合计算出穿着者的主观评价"

不同因素对穿着性能的影响
在防爆内裤款式与工艺设计方面! 根据人体生
理结构特征!内裤中人体性器官区域的工艺处理被分
为 ! 种!一种是普通工艺!即做普通包缝处理*另一种
是特殊工艺!即添加开口和抽松紧工序!以形成立体
结构!使男性生殖器能囊入其中)在试验中!采用了开
口和抽松紧工序的那款防爆内裤!由于减少了局部压
力!方便了人体的活动!故而压力舒适性+热湿舒适性
等都优于采用普通包缝工艺的防爆内裤!由此可见!
工艺设计对士兵防爆内裤舒适性能的重要性"
压力舒适性试验,束缚感与纤维弹性'服装压力
等有关) 试验使用防爆内裤对人体的压力束缚感来
表示其对人体的压力舒适性!通过比较受试者在进行
各项活动时对试验用防爆内裤束缚感的主观感受评
分!评判出每条试验用防爆内裤的压力舒适性) 试验
结果显示!防爆内裤的压力束缚感的离散程度不高!
一致性较好) 其中除了工艺设计影响外!面料的延展
性不足也会使防爆内裤的压力束缚感增强)
热湿舒适性试验, 防爆内裤的闷热感与透气性
有关!黏体感与吸湿缓冲作用有关!潮湿感与芯吸性
能有关)因此!采用闷热感'黏体感及潮湿感的均值可
以用来表示热湿舒适性) 结果显示!除工艺设计与面
料影响外!从方差和标准差的角度分析!闷热感的方
差和标准差皆高于黏体感和潮湿感!这表明在人体运
动过程中!人体对潮湿感和黏体感的一致性较好)
接触舒适性试验, 接触舒适性以防爆内裤的柔
软感来表征!其与织物的压缩性及拉伸张力等特性有

关) 结果显示!防爆内裤的接触舒适性高与防爆内裤中
桑蚕丝含量的多少有关!桑蚕丝的柔软'滑爽'饱满和弹
性都有助于提升接触舒适性)

综合多方作用促进性能优化
防爆内裤的综合穿着舒适性取决于压力舒适性'热
湿舒适性和接触舒适性等的综合作用!又因热湿舒适性
还涉及闷热感'黏体感和潮湿感!因此综合穿着舒适性
包括束缚感'闷热感'黏体感'潮湿感'柔软感等因素)
从三种防爆内裤的综合穿着舒适性能优劣来看!综
合舒适性能的高低一方面与防爆内裤材料的变化有关!
比如采用了桑蚕丝%芳纶混纺双层面料替代涤纶布的两
种防爆内裤!显著改善了穿着者的闷热感'黏体感及潮
湿感*另一方面也与防爆内裤的制作工艺相关!试验中
有一款防爆内裤采用了开口和抽松紧设计!在男性生殖
器位置处形成了一种立体形态!改善了防爆内裤的束缚
感和闷热感)
通过真人试穿并结合心理学评判法!可以得出以下
结论以促进防爆内裤性能的不断改进和优化,一是士兵
防爆内裤的综合穿着舒适性与其所用的面料相关性较
大) 桑蚕丝%芳纶混纺双层面料与桑蚕丝面料的组合运
用!使防爆内裤的热湿舒适性有了极大的提高!还减弱
了对人体皮肤的束缚感!增加了柔软感*二是在人体性
器官区域增加开口及抽松紧工序!可使防爆内裤获得最
佳的穿着舒适性!且评价的一致性较好*三是从方差和
标准差的分析来看!防爆内裤的压力舒适性和接触舒适
性的评价一致性较好!热湿舒适性中潮湿感和黏体感的
评价一致性其次!闷热感的评价一致性最差)
'本文文字整理 农敏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