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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纺织装备的若干关键技术思考
武汉纺织大学教授 梅顺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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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制造执行系统# 是一套面向制造企业车间

执行层的生产信息化管理系统# 连接
"34

与

45#

的纽带#是将制造系统中的生产计划$进度

安排$物料流动$物料跟踪$过程控制$过程监

视$质量管理$设备维护$信息管理$效能分析等

进行一体化集成# 以最终实现制造自动化的制

造平台优化策略%

针织
!"#

要求生产状况实时监控&

3678

$

条码设备$传感器等自动实时采集生产数据#实

现对生产状况实时监控%

生产流程无缝对接&

采用
3678

$ 条码与移动

计算技术#打造从原料供应$生产$车间物流闭

环的系统%

品质管理精细准确&生产全程监测质量#精

确分析问题及瓶颈'实现质量追溯 #明确定位

出错环节%

绩效分析客观真实&基于原始数据#对机台

生产效率$ 产品生产效率$ 员工绩效等进行分

析%

数据设计安全可靠&基于
!+(*/1/')9:";

平

台开发#支持
<*$(=.>#?@ #.A.*

等主流数据库%

系统平台灵活方便&

5>#

结构和
B>#

结构结

合#通过
C"B

浏览器#随时随地都能掌握生产现

场实时信息%

针织
!"#

关键技术包括& 针织生产数据实

时采集技术$针织生产数据通讯技术$基于大数

据分析的针织生产管理技术% 此外#以针织企业

生产管理需求为背景#以针织物联网关键技术为

支持# 针织
!"#

系统将针织行业信息化的诉求

完整纳入针织
!"#

生产管理系统# 包括生产计

划$订单$车间$工艺$原料$设备等的管理% 基于

此#互联网针织生产管理系统将通过企业的生产

管理业务的功能模块对企业物流$信息流$资金

流$价值流进行有效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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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织生产智能管理系统开发
江南大学教授 吴志明

智能制造旨在将人类智慧物化在制造活

动中并组成人机合作系统#使得制造装备能进

行感知$推理$ 决策和学习等智能活动#通过

人与智能机器的合作共事#扩大$延伸和部分

地取代人类专家在制造过程中的脑力劳动#提

高制造装备和系统的适应性与自治性#即智能

制造
D

人工智能
E

机器人
E

数字制造% 智能制造

的发展方向&产品$装备$车间$工厂及供应链

智能化和智能制造模式#其制造关键技术主要

有机器人$数字化制造$智能传感%

智能化是纺织制造的发展趋势# 追求提

高生产效率 $ 减少用

工量$ 降低劳动强度$

节能减排 $ 提高产品

质量% 智能纺织装备设计的理论基础问题主要

有& 纺织材料$ 纺织品加工过程中的作用机理'

机
F

电
G

光多物理场耦合作用机理' 智能纺织机

械的动力学与动态特性(((振动与动态相应 $

噪声分析与控制$ 摩擦磨损与能耗$ 流场热场

分析与控制' 智能纺织机械的动态可靠性分析

与设计%

而纺织机械设计制造中涉及的主要科学基

础问题&

H9

纺织机械中的机构学与振动学问题
I9

纺织机械传动与驱动
J9

复杂纺织机电系统的集

成
K9

纺织工艺与设备的检测技术与科学
L9

纺织

机械设备的控制与智能化
M9

纺织机械关键零部

件精密成型制造与数字化制造
N9

纺织工艺设备

中的力学问题%

智能穿戴服装与柔性传感器是智能化纺织

品未来增长点之一# 主要拓展领领域包括电子

纺织品$ 运动产品与服装$ 医疗卫生保健和军

事防护服装% 纺织智能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现阶段应大力推进纺织生产的自动化数字化#

为智能制造打下基础% 必须重视纺织智能制造

技术基础问题的研究开发# 包括纺织装备设计

制造中的关键理论技术基础问题$ 核心零部件

的设计制造问题% 纺织工艺设备的数据是智能

制造的 )脑细胞*# 要通过产学研合作加强数据

建设%

纺织业离真正智能化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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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往

礼有
上周的!防护特刊"刊发后#小编收到一封邮

件#是一位大学老师的回复邮件#这位老师在邮件

中除了对每期收到特刊内容以示感谢外#还表示#

特刊在安全防护领域的许多信息都给了他们启发#

为学校寻求产学研合作提供了思路#他也希望特刊

能够多关注高校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为好项目能

够实现产业化提供平台$

小编每期都会把特刊内容定向发送给安全防

护领域的相关协会%企业及科研院所#在传播行业

信息的同时#也会收到各类反馈与新资讯$

为了感谢各位读者对特刊一如既往的支持#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对读者来信进行选登$ 只要是

您想对特刊说的话#无论是三言两语的建言还是洋

洋洒洒的抒情#都欢迎与我们分享$

本着&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原则#在来信刊登

后#我们会寄送精美礼品#请牢记联络密钥(

邮件主题#往来有礼
)

姓名
)

电话

邮箱#

*+,+##+*,-../012

本报讯 日前# 陕西元丰

公司针对电力行业交流
HHO

PQRNLO PQ

$直流
!LOO PQ

及

以下电压等级电气设备的带

电作业防护服需求#采用多种

高性能纤维材料及创新技术#

开发出符合
SB>; MLMTGIOOT

+带电作业用屏蔽服装, 标准

要求的功能性面料(((新款

带电作业用屏蔽服装面料# 并通过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电

力工业电气设备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检测合格%

据介绍#成套的屏蔽服装包括上衣$裤子$帽子$袜子$

手套$鞋及其相应的连接线和连接头% 其作用是在穿用后#

使处于高压电场中的人体外表面各部位形成一个等电位屏

蔽面#从而防护人体免受电流$高压电场及电磁波的危害%

公司研发的这款面料采用多种高性能纤维材料和创新

技术#属国内首创#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具有永久高屏蔽$

低电阻的电气性能以及永久的阻燃性能'布面光洁#外观时

尚#耐磨性好'手感柔软#穿着舒适#防护性与舒适性兼具%

)璐璐*

本报讯 日前# 一款具有

生态感应功能的变色毛巾在

行业内一)巾*激起千层浪#

TL

后创业者朱文斌和其团队成

功研发可感知清洁度的智能

毛巾%

因为久用的毛巾会沾染

大量污渍并且滋生数以万计

的细菌#而这些污渍是不可见

的#无法用肉眼直观捕捉#如不及时清洁#就可能引起皮肤瘙

痒或某些疾病%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让那些原本不可

见的污渍变得显而易见#提醒人们清洁更换- 基于这样的想

法#朱文斌研发了第一款能感知清洁度的智能毛巾#使其具

有)沾污变色#去污复原*的功能%

据介绍#当感应区积累的污渍超过每平方厘米
I"HO

L

2/=

时#蓝色的毛巾开始变为红色#污渍越多红色越明显#清洁水

洗后毛巾的颜色慢慢变回蓝色% 此前#家纺业主要看到的是

抗菌产品#但抗菌本身不可感知#用户无从体验#所以包装和

宣传是此类产品的主要展示形式%但朱文斌团队的研发却恰

恰相反#这款毛巾是主动去暴露问题#逆向解决毛巾容易沾

污并滋生细菌的困扰% )陶文*

陕西元丰公司
研发新款带电作业用屏蔽面料

生态感应变色毛巾问世
实现沾污变色去污复原

任何品牌都有自己的行事风格#无论以哪种方式

立足市场#归根结底都要以产品的实力取胜#而产品

的竞争决胜则体现在科技性$稳定性$持久性等诸多

方面% 用兰精集团高级副总裁$北亚区总裁胡坚的话

说)兰精与媒体接触较少#是一家比较低调的公司#它

做自己的事#并把事情做好#这是它的文化元素使然%*

尽管低调不常见诸于报纸网络#但这并不影响兰精品

牌的业内知名度#兰精粘胶$莫代尔和天丝三大产品

线也做得风生水起%

IOHL

年#兰精集团成立了新的董事会与新一届管

理委员会#作为新任命的北亚区总裁#如何带领兰精

继续拓展中国市场# 成为胡坚要重点思考的命题%

IOHM

年#兰精集团股价翻了
I

倍多#这得益于公司整

体的发展理念#更是得益于新架构调整带来的利好%

构建可循环理念 贯穿始终

如何能够在一年多的时间为一个公司带来焕然

一新的改变- 带着疑问和好奇#记者走进兰精集团上

海的办公地#听胡坚讲述了在他带领下的兰精是如何

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仍然逆势走高的% )兰精有一个

很重要的理念就是关注可持续性的发展#不仅体现在

做产品上#还贯穿在如何运营公司$对待客户上%*胡坚

介绍道%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纤维素纤维的生产商#兰精的

三大产品线本身以木材为本源#从木材到纤维#其因

质量稳定以及较为完善的售后服务被用户所认可%

)我们要看的不仅是眼前# 而是未来十几年的发展方

式#比如从木材砍伐开始就要符合
6#5

的认证#要符

合欧洲百年的森林管理体系% 在奥地利大家可以看

到#森林在砍伐几百年后仍然是郁郁葱葱#符合可持

续发展的要求% *胡坚进一步解释道%

这样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体现在公司发展的每一

处细节#)我们希望做的事也是可持续性发展的状态#

比如对待客户#我们不能简单卖产品#更是要把与产

品$应用$售后各方面有关的内容阐述给客户#形成一

个持续完整的服务% *胡坚表示#自
IOHL

年兰精成立

新董事会起#兰精从公司战略$组织架构$管理体系等

方面做了诸多调整#)围绕这几方面#我们再次重新

思考并审视自己# 一定要专心把核心业务做好#做

得更好% 公司的业务会始终围绕木材进行#我们希

望在每个产品线里兰精的产品都是最好的% *关注

核心业务#这是采访中胡坚一直强调的%

调整战略架构 贴近市场

营业额增长
TU

$股票增长
I

倍$加投
K9NL

亿欧

元扩大产能$

LOOO

万欧元投入研发..这一系列漂

亮的数字背后是公司内部调整后# 来自市场的回

馈%

IOHM

年是兰精集团新的全球战略与架构真正运

行的第一个完整的年份#胡坚表示#能取得这样的

成绩一方面来自有利的外部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得

益于全公司员工的努力%

)在确保公司核心理念的同时#我们在如何更

贴近市场方面做了很大调整#力求更多关注客户需

求以及市场变化%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公司对管理

架构进行了调整% 过去#兰精实行线条管理#按照功

能进行划分#所有功能集中在欧洲总部#各个地方

只有执行力而没有决策权% 为了能够与市场更近#

快速做出反应#公司把全球的管理架构变成了区域

管理#进而形成包括北亚区在内的三大区域% 这样

的调整方便大区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快速反应#此次

的调整涉及日常管理体系及运营体系%

公司内部的改变与提升还带动了研发力度的

增强# 据介绍#

IOHM

年兰精在产品研发方面投入近

LOOO

万欧元#并与著名服装品牌合作开发新品% 实

现了全球第一个在纤维素纤维领域工业化生产的

循环再生产品#不仅在技术方面有所创新#更重要

的是实现上下游联动在合作模式上的突破%

保持产品优势 持续创新

谈及兰精的产品优势#胡坚颇为自信#)纤维素

纤维以每年
M

个点的速度增长#木材相对于棉花最

大的好处就在于不需要大量的土地和灌溉水#同时

节省了人力物力#更不需要使用农药% *兰精在南京

的工厂是国内唯一一家得到欧盟绿色认证的纤维

素纤维生产商#原料进口自欧洲和南美#实现了材料源

头的环保性%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服装舒适性和安全性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胡坚以天丝为例#介绍了其以物理

方法提取自木头的无污染过程#在确保面料舒适性的同

时不忽视安全性%当然#这种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自然

成为三条产品系里增长最快的系列%

胡坚表示# 由于天丝品牌莱赛尔纤维发展势头良

好#公司将会投资
K9NL

亿欧元扩大产能#其中主要投资

就应用在天丝产品线上%)从数量和应用上看#目前全球

对莱赛尔纤维存在普遍性的需求增长#兰精公司与合作

伙伴们的前期投入也陆续得到了回报% 未来#我们会继

续加大市场推广#优化技术力度% *

为了保持产品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兰精集团在香港

新设立的亚洲应用研究中心将于今年
J

季度开始运行#

主要面对北亚地区#以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市

场为主%)我们希望从纱线$面料甚至成衣上给客户提供

更多$更好的可能的应用方式#比如各种面料的混搭#创

造不同的风格#以实现舒适性和安全性的结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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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精 在低调中执着坚守
###兰精集团高级副总裁$北亚区总裁胡坚诠释如何关注可持续发展

胡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