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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与纱线

中国羊

2021-2022年羊毛购买商指南

亲爱的读者：
欢迎阅读2021年的《中国羊毛与
纱线》杂志。
笼罩在行业上空的阴云并未完全
消散，但天边已经出现了一丝曙
光。消费者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热
情接受天然纤维。作为行业，如
果我们能够利用这一机会，就会
拥有美好的未来。

G. Modiano有限公司是Jo Modiano先生于1957年创立的。
公司总部设在伦敦，现已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羊毛贸易和加
工公司之一。公司不但出售原脂毛、毛条（包括防缩处理和
巴索兰处理的羊毛和毛条）、精短毛和落纤，而且还通过设
在捷克共和国奈德克 (Nejdek) 的加工厂供应羊毛脂。

当然，中国一直都是经济龙头，
让羊毛业从新冠疫情的危机中安
然脱身，并未遭受重大衰退。在
中国国内对羊毛产品的强劲需求
推动下，羊毛业迅速恢复，势头
迅猛，这在过去一年半中让各大
羊毛市场免于崩溃。
希望本期杂志刊登的文章让您能
够了解全球行业新闻，掌握最新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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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中国羊毛与纱线》杂志刊
登了羊毛产量信息、行业领英观
点、最新羊毛创新以及澳大利
亚、南非、新西兰、英国等国
向中国出口羊毛的主要出口商的
信息。
我们还为您奉上有关环境认证、
印度崭露头角的重要羊毛地位、
英国脱欧以及其它许多方面的特
别报告。
请告诉我们的撰稿者您在本期杂
志中看到了他们的文章，让我们
来年能够继续为您免费奉上本
杂志。
我们期盼在不远的将来能够与各
位在中国见面，并借此机会恭祝
各位阅读愉快，未来鸿图大展，
心想事成！
Victor Chesky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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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看到，无论在加工一
级还是在消费一级，中国都提高
了购买澳毛和全球剪毛的份额，
而世界其它地区所占份额有所
下降。

Steven Read

2021-22年世界羊毛产量

在

2020年，世界纺织纤
维产量达到了1,091亿
公斤。据国际毛纺织
组织（IWTO）2021
年的预测，同年的世界消耗量为
1,034亿公斤。
在总消耗量中，石油基合成纤维
占70.4%。棉是第二大消耗品，
占总消耗量的21.5%，其次是改
性木纤维素，占7.1%。木纤维占
总消耗量的1%。
IWTO 2021年的报告称，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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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的加工纤维进入服装终端用
途，相比之下，30%用于地毯和
蒙布等室内装饰品，剩余23%用
于工业用途。
棉、亚麻和羊毛等天然纤维的全
球年产量保持在288.9亿公斤的
水平。羊毛的年产量为10.31亿
公斤。真丝的年产量为1.79亿公
斤，羊驼毛、马海毛、羊绒、骆
驼毛和牦牛毛的年产量为4900万
公斤。动物源天然纤维的年产量
为12.59亿公斤。

消费者明显更喜欢天然纤维，
但产量大幅增长的可能性很小。
长期而言，动物纤维产量充其量
只能小幅增长。

“首先，在看待供应时，澳大利
亚乃至大多数羊毛生产国都免受
了新冠疫情的明显影响。考虑到
羊毛生产具有地区性，大多数政
府首先出于动物福利的考虑，其
次出于对就业和广大经济的影响
来看，纷纷宣布羊毛生产属于基
本服务，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何看待新冠疫情对羊毛市场
的影响，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也许最好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去
看，”Michell公司首席执行官
Steven Read说。Michell公司是
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
的澳毛加工和出口企业，与国际
羊毛纺织业保持联系已有150多
年之久。

“其次，让我们看看中国的情
况。至少在初期加工方面，中国
是我们最大的羊毛购买国。中国
在去年年初首先进入封城，也首
先解封。这在当时对羊毛价格确
有影响，但羊毛生产商流拍率较
高，缓和了这一影响。随着中国
迅速解封，中国政府渴望让制造
基础迅速恢复，而且倍受压抑的

“回顾过去，情况就是如此，”
Steven Read说。“展望未来，在
如此动荡不安的时代，想要预测
未来并非易事。然而，欧洲加工
商发现供应链接近空虚 – 尤其
是在针织服装领域。他们迎头赶
上，加紧采购，因此出现了一些
好迹象。北半球正在学习如何与
新冠病毒共存，消费者支出日渐
恢复，但旅行仍被搁置，许多人
都将服装和个人物品列入采购清
单之中。”

消费者支出由于人们无法旅行而
得到促进，无论是在制造一级，
还是在消费一级，羊毛需求迅速
恢复。事实上，Michell公司的
苏州加工厂一直全负荷运行赶
工，迄今已经远远超过了十二个
月。其它工厂也出现了同样的
情况。”

澳大利亚

“再次是世界其它地区。至少对
羊毛加工来说，还有欧洲、印
度、日本和韩国。这些地区勉为
其难，努力在应对新冠疫情以及
保持消费者支出和制造之间找到
一种平衡。”

澳大利亚羊毛产量预测委员会
（AWPFC）更新了2020/21年生
产季节的羊毛剪毛产量预测。
第四次发布的产量预测为2.9亿
公斤原脂毛，比2019/20年预测
的2.84 亿公斤原脂毛增加了
2.1%。

总而言之，羊毛经受住了新冠疫
情的冲击，迄今来说表现之好，
十分出人意料。

天然纤维需求
将与主要羊毛
消耗市场的经
济增长挂钩。
上图显示的是
所选地区从
2019年到2026
年的预期经济
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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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大利亚羊毛产量预测委员会
首次预测，2020/21年生产季节
的羊毛剪毛产量为3.05亿公斤原
脂毛，但因为剪毛绵羊数目略有
增加（增长了3.7%），每只绵羊
的平均剪毛量也略有增加（增长
了1.4%），剪毛产量比2020/21
年的预测高出了5.1%。据委员会
预计，尽管澳大利亚许多羊毛产
区的季节性条件十分有利，但由
于目前绵羊存栏数较低，短期内
将限制剪毛产量的较大增长。
委员会主席Russell Pattinson指
出：“许多主要羊毛产区的羊毛
生产商都利用良好的季节性条
件，打算提高母羊存栏数。”
AWTA的主要检测资料表明，毛
丛长度显著增加，增至89.0 mm,
与2019年7月至2020年3月的期间
相比增加了2.9 mm。然而，毛丛
长度增加部分是因为推迟剪毛造
成的。此外平均纤维直径也有所
增加，增至20.8微米，增幅为0.2
微米，而毛丛强度增加了1.5 N/
ktex，增至33.8 N/ktex。
截至2021年3月，AWTA的年羊
毛检测数量同比降低了0.9%，
但从二月到四月，AWTA的羊毛
检测数量急遽增长。在截至第44

周的拍卖会上，第一手售出的羊
毛价格增长了12.1%。在最近数
月中，因为生产商已清空羊毛存
货，羊毛价格明显上扬，这部分
造成了拍卖价格的增长。
“澳大利亚羊毛产量下降已经触
底，在有利条件的促动下，羊毛
产量未来将会提高，形势十分
喜人，”澳大利亚羊毛出口商理
事会主席Josh Lamb说。“我们非
常高兴地看到，牧场主并未放弃
羊毛生产。因为干旱的缘故，他
们明白多种经营才是正道，所以
既养殖毛用和肉用绵羊，又种
植庄稼，这才是非常好的经济
组合。”
Techwool公司的Evan Croake
说：“自新冠疫情扰乱了澳毛购
买模式以来，发运的澳毛几乎全
都是供应中国订单。我们现在开
始注意到，印度和欧洲市场重新
表现出兴趣。这大都来自于针织
部门。细支面料一直十分低迷，
但意大利制造商对长期的前景非
常乐观，尤其是在活力服装和休
闲服装方面。”
在年中市场演示文稿中，澳大利
亚羊毛创新公司（AWI）概括介
绍了羊毛价格定位和物流方面

中国进口的澳
毛数量在2021
年达到2420万
公斤以上 － 比
2020年2月增长
了64％，增幅
十分惊人。
如今，中国占
澳毛出口的
87.2%。

的挑战。这份报告称：自2021年
开始，羊毛价格继续巩固，EMI
平均价格保持在每公斤净毛
1285澳分的稳固水平。自元旦以
来，EMI保持了15.9% （184澳
分）的增幅。按美元计算，因为
澳元对美元的汇率增强，这一价
格增幅甚至更大。按美元计算的
羊毛价格增幅达到18.7%，即164
美分。

澳大利亚绵羊存栏总数为6700万只，其中包括3100万只美利奴育种母羊。
澳大利亚羊毛业的从业人数为200,000人。
澳大利亚剪毛的平均纤维直径为20.5微米，平均毛丛长度为83mm。
在出口的澳毛中，92%为原脂毛，6%为炭化毛，1.7%为洗净毛，0.03%为毛条。
中国、印度、意大利和韩国占所有澳毛出口的90％。中国占澳毛出口的87.2%。
通常而言，一个羊毛包装有30－40只绵羊的套毛，重量约为178公斤。
澳大利亚有37,000个绵羊企业，每年生产150－200万个羊毛毛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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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存栏数为26,210,000只。在
2020/21年度的原脂毛产量约为
130,000,000公斤。在未来一年
中，这一产量预计将会略微下降
到127,000,000公斤原脂毛。
“有意思的是，去年生产的所有
羊毛都出口海外或者在国内使
用，” WoolWorks公司的Nigel
Hales说。
“来自本地加工厂的需求比前一
年大大增长。但中国仍然是购买
新西兰羊毛的最大进口国，占
新西兰羊毛总产量的30％以上，
尼泊尔和印度是今年十分突出
的购买国，购买量同比增长了
一倍。”

目前，物流问题继续变幻莫测，
影响了羊毛贸易（和其它出口商
品贸易）。全球各地运输收费
急遽上涨，给消费商品造成了
通货膨胀的压力。船只能否及时
出发来交付货物，这一周周变得
更成问题。中国各大港口拥堵严
重，进口/出口的平均等候时间
各增加了2－3天。这些船运问题
是套住出口商资金的主要原因，
使其无法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羊毛
拍卖。
船运受到干扰，显然影响了中国
主要的出口目的地，但印度和欧
洲进口商所受影响更严重。前往
这些国家的船只比前往中国的船
只少得多，而在这些数量有限的
船只上，舱位也日益紧张。正如
市场所示，只有这些国家相互竞
价，羊毛价格才能从额外的竞标
中受益。

据澳大利亚统计局（ABS）统
计，有11个国家进口澳大利亚原
脂毛，另有13个国家进口半加工
羊毛。在所有出口羊毛中，只
有9.7%的细度大于23.9微米，这
也许是澳大利亚统计局数字中最
重要的数据。澳大利亚羊毛检测
局的检测数据表明，在所有检测
的羊毛中，大约18%都属于这一
范围，因此可以认为澳大利亚很
大一部分羊毛生产商和购买商所
持有的存货都属于杂交羊毛细度
范围。

新西兰
根据新西兰牛肉和羊肉公司
(Beef & Lamb NZ）的官方统
计数字，估计2020年底 (七月
－六月年度）的绵羊存栏数为
27,295,000只，2021年底的绵

随着绵羊数目下降，2020-21年
度的羊毛总产量预计将下降
2.8％，降至133,000吨，达到有
史以来最低水平，低于五年平均
产量7%。随着肉用绵羊屠宰数
目下降，预计灰退毛的产量也将
会下降。

南非
南非在2020/21年度的羊毛产
量基本保持不变，产量为5060
万公斤，比2019/20年度下降了
0.12%。东开普仍为第一大羊毛
生产省，羊毛产量为1800万公
斤，占羊毛总产量的35.68%；
其次是自由邦省，产量为980万
公斤 （占19.56%）; 再次为西开
普，产量为760万公斤
(占15.19%）。
在2020/2021羊毛季节，羊毛价
格逐步上升，南非羊毛局的美利
奴羊毛指标价格达到季节低位，
为每公斤118.58兰特（净毛）。
wool2yarnChin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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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个季节相比，市场开盘销售
价格下降了5.68％。
2020/21季节的美利奴羊毛平均
指标价格达到149.61兰特（净
毛）。美利奴羊毛的平均价格
为94.39兰特（原脂毛），其它
白羊毛的平均价格为56.47兰特
(原脂毛）。所有交付羊毛的总
体平均价格为81.09兰特（原脂
毛）。
新冠疫情大大造成价格总体下
滑。该生产季节有记录的销售总
价值达到了38.7476亿兰特。在
拍卖会上出售的羊毛总量中，
98％已被售出。剪毛中很大的比
例（56％）检测的细度低于20微
米。大约39％仍属于中细支类别
（20－22微米）。
南非主要是原脂毛出口国，在
这一年中发运了55 096.8公吨原
脂毛，离岸 (FOB) 价值45.047亿
兰特。这在出口总值52.3264亿
兰特中占了99.6%的市场份额。
主要出口国是中国（占总值的
79.63%），其次是捷克共和国
(11.76%）、意大利（2.84%）
和保加利亚（2.68%）。

国。2021/22年度的绵羊存栏总
数预计将达到1334.8万只。阿
根廷的主要羊毛产区分别为：
丘布特省：25.64%； 圣克鲁斯
省：18.97%； 布宜诺斯艾利
斯：15.40%。
中国是阿根廷原脂毛的主要购
买国，购买量为3083.70吨；其
次是乌拉圭，购买量为1163.00
吨。德国是阿根廷毛条的最大进
口国，进口量为5362.6吨；其次
是秘鲁和意大利，分别为1405吨
和1185吨。
在最近几十年中，阿根廷羊毛
业的绵羊基因朝更细支羊毛方
向发展，以满足消费者市场对
更适合贴身服装的羊毛纤维的
需求。如今，阿根廷剪毛的细
度范围为16.5微米至32.6微米以
上。40％的剪毛细度为19－21微
米。总体而言，在阿根廷羊毛
出口中，60％为毛条，30.5%为
原脂毛，5.9%为精短毛，3.2％
为洗净毛。剩余0.4%为毛边等副
产品。

乌拉圭

据阿根廷羊毛联合会（FLA）估
计，阿根廷在2020年7月－2021
年7月的羊毛产量为40,670吨。
国内消费量为4,611吨。出口量
按原脂毛计算为30,257吨，按净
毛计算为17,777吨。2021/2022年
度的羊毛产量估计将达到 42,290
吨。

乌拉圭在2021/22季节的羊毛产
量估计与前一年类似：即大约
2400万公斤原脂毛。乌拉圭羊毛
秘书处（SUL）根据过去几个季
节数字的预售检测信息，最近发
布了一份报告。报告显示，平均
而言，美利奴羊毛的细度为19.3
微米，净毛率为76.9%；考力代
羊毛的细度为27.1微米，洗净率
为79.3%。乌拉圭剪毛获得客观
检测的比例日益增大。

阿根廷是全球第5大羊毛生产

与2019年相比，新冠疫情给羊毛

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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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值造成了负面影响。2020年
毛条、洗净毛和原脂毛的出口
值分别降低了52.6%、58.2%和
32.5%。因为价格降低而且本地
购买商的需求下降，牧场在这一
年中积存的羊毛批有所增加。在
一些情况下，牧场主有2年、甚
至3年生产的羊毛没有售出，其
中包括许多中支和粗支羊毛生产
商。但对细度低于20微米的羊毛
的需求十分旺盛。
此外，带有绿色标签（SUL剪
毛制备规约）以及获得RWS和
GOTS等牧场认证的毛批价格更
高，达到与疫情发生之前相似的
水平。
新的剪毛从产羔前剪毛开始。据
观察，羊毛品质良好。认证剪毛
承包商使用最近推出的手机应用
程序‘SIRO’，通过数字方式来描
述每个毛批的每个毛包的羊毛
类型。

美国
美国在2020年的羊毛产量为
10,478公吨原脂毛，相当于5,449
公吨净毛。
美国西部和西南部遭遇极度干旱
和炎热，主要羊毛产区的产量预
计将会下降。2021年的产量难以
预估，但3％的降幅是很容易达
到的，也就是说产量约为5,286
公吨净毛。
因为不知道2021年绵羊存栏数和
羊毛产量，要估计2022年的产量
也并非易事，但产量充其量很可
能在2021年的基础上再下降
2％。

澳大利亚发出首个采用商
业电子毛包技术的羊毛包

电

子毛包技术可以将澳大
利亚羊毛包追溯到发运
首批羊毛的牧场。羊毛
数据包经过特别设计，
具有QR代码和微型芯
片，让羊毛生产商能够给每一
个毛包都标记“原产地”和质量信
息，包括羊毛类型、质量检测结
果和原产牧场。
在过去，人们一直使用表格手写
信息，表格可能遗失、填写错误
或在运输过程中受到损坏。如
今，使用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扫
瞄毛包上的QR代码，数秒之内
便可查阅相关信息。
十年来，澳大利亚羊毛交易管
理委员会（AWEX）一直从事这
项概念研究，首席执行官Mark
Grave在塔斯马尼亚州观看了这
项技术的首次商业应用。毛包
中的羊毛属于北部中原的牧场
主Simon Cameron，他在自己的
“Kingston”牧场生产了细度为17
微米的超细支羊毛。
Mark Grave说：“基本来说，
RFID和QR代码对每一个羊毛包
都有一个独特号码，这个号码贯
穿整个供应链，让购买商能够将
产品追踪到牧场。同样，羊毛生
产商也能够在整个供应链追踪产
品，了解产品去向。这些系统仍
然需要开发，但这项技术为系统
开发奠定了基础。”

虽然这可能不会给牧场带来很大
效益，但可以让牧场之后一直到
羊毛加工厂的一切工作受益。事
实上，通过采用现代技术，我们
的行业将更有竞争力，未来将让
羊毛生产商受益。使用电子毛包
技术让我们摒弃纸张表格，消除
许多错误，节省供应链成本，从
而让客户受益。
“当然，欧洲和中国等海外市场
对此表现出很大兴趣，希望利用
这项技术来提供效率，”他说。

“这里的机会就是抢先一步，捕
捉先机。澳大利亚有非常好的基
础设施，我们需要充分利用，让
行业受益。”
Grave先生说，这项技术可以降
低欺诈风险。“产品的完整性 －
尤其是农产品的完整性 － 一直
都是我们行业的一个关键部分，
也是让行业或加工商对我们供
应的羊毛产生信心和信赖的关
键。”
资料来源：ABC农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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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可以庆祝生日、举办葬礼和祭奠仪式。这
些在过去一年半中是不可能做到的。在过去一年
半中，人们被封在家里，穿着邋遢，不修边幅，
现在可能会想打扮一番，盛装出行。我们认为，
定制纺织品尤其会在短期内重振雄风。
但长期来看，前景更令人担忧。我们从新冠疫情
中学到了一点，就是我们能够在家遥距工作，而
且工作较为有效。这造成人们对定制纺织品的需
求降低。如果您在办公室上班，通常会有5套西
服，但现在一周只去办公室三天，而非五天，您
就会更少买新西服。当然，这是一个新的领域，
我们不知道这对羊毛市场有多大影响，但肯定会
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渴望看到羊毛开发用
于更多休闲服装、更多体育服装、更多运动休闲
服装，不管是长袜还是底衣。中国需求强劲，需
求范围从邮政工人和铁路员工的制服一直到女式
时装不等，这让我们尤为欢欣鼓舞。更何况羊毛
价格已经从去年的低位回升，未来销售方面在一
定程度上令人感到乐观。

问与答
澳大利亚羊毛创新公司首席执行官
Stuart McCullough
与Victor Chesky访谈录

所

有羊毛生产国都受到新冠疫
情影响。封城、订单取消、
零售网点关闭、行业博览会
和展览会取消 – 所有这一切
都给贸易造成了扰乱。

但绵羊继续生产羊毛，澳大利亚羊毛业继续开展
贸易。一开始，羊毛出口商遭遇到需求和价格急
剧下降的情况，好在持续时间很短，羊毛价格迅
速恢复，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本人采访了代表澳大利亚大部分羊毛生产商的最
高机构 – 澳大利亚羊毛创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Stuart McCullough。我问他当前的问题对AWI在
牧场和海外的项目有何影响、传统羊毛消费市场
如何重新获得动力。
何谓传统市场，现在已经很难说。在过去十年，
中国购买量一直占澳大利亚剪毛产量的60%以上。
如今甚至超过了90%。因此，我们非常依赖中国，
未来也将继续依赖中国，这纯粹是因为中国是一
个理想的羊毛加工国，也是一个理想的羊毛消
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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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新冠疫情有没有影响到澳大利亚的牧场
研发和扩展项目?

澳大利亚与中国建立了这一特殊的关系历经了50
年时间，而非5年时间。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
场。在我们出口中国的所有羊毛中，一半羊毛加
工后供应中国国内市场。中国市场日益富足，迅
速发展。羊毛也非常适合当地的气候。

一些牧场研究工作受到新冠疫情的干扰。在澳大
利亚，有时候旅行很成问题，尤其是州际旅行更

是难上加难。但有关数据表明，研究方面大都不
受影响。我们牧场研究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开发防
蝇疫苗。我们与CSIRO和墨尔本大学密切协作，
开展此项研究。这是一个为期四年的项目，迄今
已进展一半，有迹象表明进展良好，不仅大大降
低了蝇的繁殖，而且还找到了一种合成疫苗投放
系统。如果我们找到治疗这种致命病症的有效
方法，那将是一个大好消息，但这方面有很大悬
念。另一个有趣的项目是开发智能绵羊耳标，旨
在开发出能够将绵羊行为信息实时发送回来的轻
型太阳能耳标。这项工作进展良好。研究人员正
在利用这些耳标来开发警示功能，以发现牲畜健
康问题，如发现野狗袭击和疾病。这些耳标还可
以让羊毛生产商实时追踪、监督、评估羊群的状
况 – 从而能够做出更知情的决定，提高企业的盈
利水平。

问：你认为羊毛业在未来3-5年中面临的主要
问题是什么?

消费者日益关注自己穿的服装造成的环境影响。
他们想知道纤维从何处来、如何制造、由谁制
造、穿后会发生什么情况。羊毛可以讲述一个很
好的故事。因此，这对羊毛来说是一件好事情。
羊毛具有可持续性、可生物降解性和可回收性，

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我们确实对一些市场感到
担忧，特别是欧洲传统的定制服装市场以及北美
休闲服装市场。我们认为，随着美国和英国推广
疫苗接种，他们将率先重返工作，恢复正常，因
此恢复速度会更快。

问：您认为在新冠之后消费者的购买模式会
不会永久改变?

首先，我认为随着疫苗接种推广工作进展良好，
秋冬季节（八月、九月）将成为他们庆祝的季
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到秋/冬季，美国和英国
将大都可以随心所欲，自由出入。我们认为，

“美丽诺: 宝藏羊毛” – 羊毛标志
公司利用豪华绵羊三姐妹，
在中国推出首个品牌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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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计划（Woolmark Certification
Program）的许可证年费将予以
减半。我们未来将增加价值，为
受许方带来更大方便。
除了中国外，世界各地纷纷取消
了面对面的行业展会，这就突出
说明需要与行业尽可能更好地开
展数字互动。从七月份开始，
my.Woolmark 门户网站将为受
许方带来更大方便，让他们从世
界任何地方都可以直接访问羊毛
标志（Woolmark）网络。
行业可以获得许多益处，包括：
• 更新和审查简档和账户信
息。
• 提供自动化产品检测表格，
即时连接授权实验室。
• 数字营销诀窍工具包。
• 营销图像可供即时下载。
• 提供独家洞察的市场行情季
度报告。
• 以数字方式提交营销图片来
获得快速制作批准。
• 提供数字证书，可供与客户
分享。

是最优异的天然纤维 – 不会分
解为微塑料，而污染水道或填埋
场。因此，如果您在意时装对地
球的影响，那么羊毛就应该成为
您的首选。人造纤维正在为自己
大加“洗绿”，提供错误的印象或
误导信息，让人们以为其产品很
环保。譬如，他们在服装中使用
回收塑料瓶。但有些研究表明，
这样的服装在废弃时，因为存
在微塑料，对环境的影响更加
恶劣。
14 | wool2yarnChina 2021

在欧洲，我们正努力在欧盟服装
法规中让羊毛获得公平的竞争环
境，让澳毛作为可持续时装的
生态解决方案的地位获得广泛认
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与
棉产业联手组成天然纤维联盟，
以便让我们纤维的环境益处更具
有强大一致的说服力。这是我们
必须赢取的一个重要战役。如果
失败的话，人造纤维就会获得绿
色标签，而羊毛会获得红色标签,
消费者就会对羊毛嗤之以鼻。

• 提供按需账户管理，满足每
一个技术和营销要求。

问：粗支羊毛价格的表现不

一个毛包都获得出售和使用 –
无论是用于西装、针织服装，还
是汽车座椅。

粗支羊毛的表现不及细支羊毛，
个中原因令人费解，我们正在努
力更好地了解这一方面。在过去
十年中，针织服装销售下降的幅
度比细支羊毛小得多。但市场向
来采取远期定价 – 这可能意味
着粗支羊毛将在不远的将来回
弹。AWI支持所有羊毛，希望每

问：AWI运行的许可证计划

及细支羊毛；AWI有没有解
决这一问题的特定项目?

是与行业互动的一个重要方
面– 这场疫情对这一项目有
没有影响?

我们重视所有受许方，因此在去
年宣布，考虑到疫情造成的经济
干扰，对标志性的羊毛标志认

第一个门户网站有英语、韩语、
简体中文和日语版本。

问：精纺行业尤其受到新冠
疫情重创。AWI在这一方面
有没有开办什么营销宣传活
动？

与许多企业一样，尤其是对纺织
企业来说，过去十二个月对AWI
非常具有挑战性。我们的营销工
作大大削减，并且侧重于中国。

中国经济率先从新冠疫情中恢
复，因此这项策略十分正确。我
们在中国开办了多个项目，其
中包括“美丽诺：宝藏羊毛”以及
围绕妇女节开展的宣传活动。
这两个项目都由网上零售巨头
TMALL推动。“宝藏羊毛”宣传
片已有超过5.8亿网上观看量，
零售合作伙伴的服装销售量因此
急剧增长。
在未来十二个月，我们将更加以
中国为重。
在美国，我们与亚马逊合作，针
对运动休闲市场，开展了一个名
为“感受美丽诺”的宣传活动。这
个精美广告片展现出澳大利亚
生产商Dave Ward在牧场工作以
及一位美国跑步运动员的运动
情景。

问：对于行业来说，羊毛纤

维的环境认证和可追踪性是
一个重要问题 – 请您谈一谈
AWI在这一领域开展了什么
工作?
可追踪性为羊毛带来了最大的一
个机会。越来越多客户想要了解
自己的服装是从哪里来的。AWI
所有的WoolQ是一个最佳平台，
可以带来端对端的确定性。作为
一个安全的网上平台，WoolQ™
让羊毛生产商、分级员、经纪人
和购买商能够获得多种数字工
具，为羊毛生产和销售周期的各
个阶段提供支持。WoolQ将提供
必要技术，采用高效、廉宜的形
式，向顾客讲述可追踪性和起源
的故事。
wool2yarnChin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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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 续 性 趋势引领
羊 毛 发 展方向
疫情加速了人们对降低环境影响的关注。
羊毛恰恰可以做到降低环境影响这一点。Dalena White
介绍了国际毛纺织组织（IWTO）所做的工作。

2021

年度大会庆祝了
国际毛纺织组织
(IWTO）创建首
个全球羊毛贸易
标准九十周年。在将近一个世纪
后，各种迹象表明：贸易不久将
与可持续性挂钩，而对于纺织
业来说，这种情况可能会更早
出现。
欧盟一直将纺织业视为优先产业
部门，并将其视为过渡到更可持
续的循环经济的关键。欧盟的绿
色交易远景目标逐渐成形，若干
立法倡议将在2021年底及2022年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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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ena White

服装和其它纺织品渗透我们的生
活，欧盟对纺织品的倡议跨越环
境、消费者、贸易和行业等领
域。其中包括鼓励循环设计的激
励措施和扩大回收的计划，面对
消费者的环境影响标签也开始甚
嚣尘上。
这项工作让国际毛纺织组织一刻
不能松懈。羊毛具有天然性、可
再生性和可生物降解性，但因为

计算环境影响的方法，羊毛工作
必须加大力度，才能展现其可持
续性资历。
这种计算方法给羊毛和其它天然
纤维的可持续评级低于合成纤维
和化石燃料基纤维。国际毛纺
织组织通过其可持续规范工作
组，积极参加欧盟的产品环境足
印（PEF）项目，努力营造公平
的竞争环境。欧盟的产品环境足
印（PEF）项目是由多个关系人
参加的倡议行动，旨在为在欧盟
销售的服装和鞋袜建立环境影响
方法。

这一倡议行动只管方法，但预计
其方法将用作欧盟面向消费者的
标签基础。国际毛纺织组织关注
的主要问题有：
• 可再生性。羊毛和其它天然
纤维能够逐年生长，具有可
持续性，而化石燃料基纤维
则不然，但目前在衡量环境
足印时并未对此做出认可。
• 奖励优点。在迈向循环经济
的过程中，需要对可再生性
和可生物可降解性等优点予
以奖励。
• 反映使用寿命结束的情况。
在使用寿命结束时，天然纤
维会生物降解，将养分返给
大自然，然后可以再被利
用。而标签可能未反映出这
一优点。正如我们所知，相
比而言，合成纤维不可生物
降解，需要填埋或焚烧，而
一旦焚烧，就会将更多的碳
释放到大气中。
• 释放微塑料的纤维。纤维释
放微塑料是最为公众所知的
主题之一，但目前不在欧盟
的影响评估范围之中，这是
很有必要的。

产品环境足印项目之后
在产品环境足印项目之后，人们
需要知道羊毛的一些重要的可持
续性趋势。
回收再用
正如许多业内人士所知，羊毛在

商业上实现回收再用已有100多
年的历史。随着人们的注意力转
向可持续性，对回收羊毛纱和面
料的兴趣与日俱增，频频要求获
得相关信息，国际毛纺织组织因
此发布了一个供应此类产品的会
员清单。
回收羊毛清单列有产品说明和联
系资料，并且发布在iwto.org网
站上，查阅起来非常方便。通过
我们的回收羊毛网页即可查阅，
网址：iwto.org/sustainability/
recycled-wool/。
可追踪性
随着消费者开始翻阅服装标签，
并且查询所购产品的来源，制造
商和销售商都有义务提供真实、
透明的回答。国际毛纺织组织响
应品牌商和零售商的查询，制定
了供应可追踪羊毛的会员清单。

伴资助开展了这项工作，让整个
羊毛纺织品供应链受益非浅。研
究成果发表在获得同级评审的一
流期刊上，通过开放使用协议进
行分享。
有关最新羊毛科学研究工
作列表，请访问：iwto.org/
resources/wool-science/。
关注羊毛
对于即将发生的变化，羊毛纺
织品供应链的许多企业都做出
了积极响应。有些代表在国际
毛纺织组织的年度大会上发了
言 － 视频发布在YouTube上，
频道：IWTOCHANNEL。

每个系统在范围和设计方面都
有所不同，但所有系统都起到
了促进供应链透明度的作用。
这个清单可以从国际毛纺织组
织的网站下载，网址：iwto.org/
sustainability/traceability/。

正如我们预期的那样，变化速度
继续加快，欢迎《羊毛与纱线》
杂志的所有读者关注国际毛纺织
组织的社交媒体，并且订阅我们
的双月刊通讯 － 您可以在网站
上直接登记收阅，网址：iwto.
org。这样，您就可以不断了解
最新的研发成果、持续开展的产
品环境足印（PEF）项目工作以
及国际毛纺织组织的年度活动。

羊毛科学

国际毛纺织组织简介

对羊毛及其特性开展研究，是国
际毛纺织组织在可持续性、健康
和福祉、生物安全性和贸易方面
的工作基础。这项研究在国际毛
纺织组织的多个工作组领导下，
由专业技术顾问小组进行指导。

国际毛纺织组织的秘书长是
Dalena White，会员遍及世界各
地，代表了从牧场到零售的整个
羊毛供应链。国际毛纺织组织促
进研究和开发，保持纺织业的各
项标准，确保羊毛的可持续性
未来。

国际毛纺织组织的成员和合作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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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洗毛公司走上脱碳之路

新

西兰WoolWorks公司
原名新西兰洗毛公
司。公司采取初期羊
毛加工的世界一流
环保行动，加快实施
以电代煤计划，在蒂玛鲁洗毛厂
开展这个转换项目，并将在18个
月内投入使用一个电极锅炉和高
温热泵。
“这对WoolWorks公司来说是一
项重大的环保行动，将我们对
环境可持续性的承诺化成行动，
向前迈出了令人振奋的一步，”
首席执行官Nigel Hales说。“我
们希望在环境责任方面发挥自己
的作用，让我们运营的工厂的碳
足印尽可能达到最低水平，同时
向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最好的洗
净毛。”
按洗毛量计算，WoolWorks公司
是世界上最大的洗毛企业。我
们处理的羊毛占新西兰羊毛总产
量的76%，每年清洗100,000,000
多公斤原脂毛，从超细支美利奴
羊毛到杂交羊毛不等。公司在
纳彼尔、哈斯丁和蒂玛鲁设有洗
毛厂。
“我们在蒂玛鲁洗毛厂安装电极
锅炉来产生蒸汽，并且安装工业
用的热泵来产生热水，每年可
以减少11,000多吨二氧化碳排放
量，”Nigel Hales说。“这相当于
道路上减少了5,021部汽车。”
“我们承诺将碳排放减少100%，
并已经将能源消耗降低了20%以
上。政府的能源效率和保护管理
18 | wool2yarnChina 2021

50 多年的信赖，

Nigel Hales与新西兰能源和资源部长Megan Wood在蒂玛鲁洗毛厂视察

局（EECA）提供了大力支持，
加快了我们进一步减低碳排放和
能耗的速度，让人感到欣喜。这
有助于我们加快进程，更加轻松
地做出弃煤用电的决定。”
“我们选择采取正确的环保行
动，切实减少排放，而非通过种
植松树来抵消温室气体排放，
以种树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问
题，”他说。
我们每时每刻都对这一过程的每
一部分进行监控，精心控制用
水，积极参与新西兰政府的‘三
水’行动。我们的有用能源总水
平符合世界一流的最佳规范。
“我们的洗毛程序十分环保，而
且我们对所有废物流都予以回
收，尽可能重新利用，同时确
保动物福利标准，关爱企业员
工，”Nigel Hales解释说。

WoolWorks公司为新西兰羊毛生
产商、制造商和羊毛出口商提供
洗毛服务，并且提供外部认证。
所有洗净毛都可以充分追踪到生
产羊毛的牧场。“我们不从事羊
毛贸易，因此与客户的业务没有
冲突，”Nigel Hales指出。
对于WoolWorks公司来说，环境
合规工作并不新鲜。公司是新西
兰首批获得GOTS和RWS认证的
羊毛公司之一。今年，公司还推
行了新西兰国家羊毛标准。这个
统一的标准化保证计划让新西兰
羊毛用户对新西兰绵羊的可追踪
性、生物安全性、环境可持续性
和动物福利充满信心。
“我们竭力为客户提供最高水平
的环境认证和标签。这是我们的
生产和客户服务的一个非常重要
的方面，”他说。

世界最具标志性
的纺织品牌。

高品质

为供应链和消费者提供卓越
的质量保证

全球技术支持

技术转让、工艺和产品开发
以及供应链优化

品牌认知度
85%的消费者认同纯羊毛标
志是质量的保证†
†

2019尼尔森品牌调查

品牌信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所以我们为新的和现有的特许权企业给予
年费50%的优惠，以支持他们大力推广有质量保证的羊毛产品。
*

*截止至2022年6月30日

© 2020 The Woolmark Company Pty Ltd. 版权所有. GD3970

扫描二维码，联系我们

疫情改变了世界
让广告
撰稿： 王强 － 中国事务经理

持

续将近两年的新冠病
毒的大流行至今还看
不到终结的迹象。世
界经济由此所受到的
破坏程度仍在进一步地加深。全
球毛纺工业也不可能置身事外。
然而，不幸中的万幸是，作为世
界上最大的羊毛采购国与毛纺加
工国，中国在经历了2020年初短
期的三个月的封闭式的防疫之后
就始终没有停下脚步，经济继续
有序的发展，而且效益也在不断
地增加与改善。正是因为有了
中国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支持，
澳大利亚羊毛的出口状况并没
20 | wool2yarnChina 2021

有因为疫情的原因而受到较大的
冲击。相反，澳毛不仅没有减少
出口的数量，而且其价格也出现
了强有力的反弹。根据最新的统
计资料显示，中国在2020/2021
年度中采购了澳毛全部出口量的
86%，其中有几个月，中国采购
澳毛的数量甚至超过了90%！反
观其它传统采购澳毛的国家，直
到今年第二季度后才开始逐渐地
回到澳毛的市场。如果中国也象
这些国家一样在新冠疫情爆发之
后停止采购澳毛的话，澳毛的这
个产业恐怕会遭到灭顶之灾。当
今人们都在调侃说中国才是真正

骑在澳大利亚的美丽努羊背上的
国家。
在疫情爆发之前的多年里，中国
采购澳毛经过加工之后基本上出
口和内销的比例相差无几。然
而，疫情之中，由于进出口贸易
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传统发达市
场采购中国生产与织造的毛纺织
制品的数量锐减。曾经有一段时
间，行业内人们对出口订单的数
量忧心忡忡。然而，这一情况很
快便被中国国内强劲的消费能力
所取代。人们不禁要问，为何中
国的消费者对昂贵的毛纺织制品

的支付能力会快速的大增？其
实，答案非常简单，这就是方兴
未艾的互联网采购的消费新形
式。不可否认，中国在数据时代
走在了全球的前列。尽管目前人
们对大数据时代可能带来的负面
影响正在通过立法和技术改进而
进一步地完善，而作为普通老百
姓而言，数据时代为他们带来了
无限的便利和金钱的节省。在当
今的中国，可以说没有哪一家企
业不具备自己的网站，不具备自
己的二维码。毫无疑问，这是为
了消费者而设立的。这就使得消
费者不出家门就可以游览所需要
的日用品，选择性之强是前所未
有的。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厂
家与最终客户产生了直接的互
动，其销售的成本从过去的“天
价”回归到大众可接受的价位。
如此一来，巨大的中国内销市场
再次充满了活力！特别是纺织品
在网购方面更是走在了前沿。这
也就不奇怪了，为什么中国目前
几乎囊括了澳洲生产的绝大部分

价格不菲的特细和超细羊毛。过
去动辄几千元一件的超细羊毛所
生产的贴身内衣，现在通过网购
的形式也许只需要几百元就可以
采购到手。如此巨大的便利才是
中国消费市场真正的动力。特别
是在最近的两三年内，网购已经
不再是年轻一代的专利了。如今
中老年人也已经“尝到甜头”。由
于电脑和手机应用的普及，越来
越多的各个年龄段的消费者都已
经开始青睐这种消费模式。这对
于毛纺工业而言无疑是一个上好
的前景。而且这一消费模式也正
在发达国家中逐渐兴起。
疫情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人们
传统的消费理念和方法。然而，
万变不离其宗的是消费者们对质
量和款式的追求。在物美价廉
中，物美始终是第一位的。澳大
利亚羊毛工业真心希望中国的经
济稳步健康的发展。中国的发展
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幸福，也更是
为全世界人民创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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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纤维
问与答
Alpha毛条公司Luca Alvigini
与Victor Chesky访谈录

2020

年，世界局势急转直
下，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一些使用特
种纤维的产业部门深受影响，影响程
度超过了其它产业部门。本人采访了别
耶拉Alpha 毛条公司的Luca Alvigini，
请他谈谈行业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方
向。Alpha毛条公司是为纺织业供应特
种纤维的一流公司，并且是从事羊驼
毛、马海毛、羊绒和驼毛毛条制造和加
工的一家跨国集团公司的一员。
“新冠疫情主要影响到织造部门，特别
是生产经典男装面料的企业。在2020年
间，这些企业的订单急遽下降，有些降
幅甚至高达70％。造成下降的原因不仅
在于封城和零售业关闭，而且还在于时
尚趋势日益变化，转向了半正式的工作
服装。人们在家里工作，而非在办公室
更正式的环境办公，显然对购买西装不
感兴趣，而运动服更适合非正式的家庭
环境。但针织部门 － 尤其是手工针织
部门却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手工针织
部门的复兴出乎经营者的意料，需求达
到了八十年代以来未曾所见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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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a Alvigini在意大利别耶拉的办公室

针织品生产十分活跃，取代了市场对机
织面料的需求。
我们的营业额下降了大约30％，这主要
是因为需求低迷和原材料价格造成的。
在2021年第一个季度，这些价格全部都
翻了一番，达到甚至超出了2019年新冠
疫情发生前的价格水平。
在我看来，新冠疫情并没有影响消费者
对特种纤维的购买模式和偏好，但却给
男式正装带来了永久性的改变。正如前
面提到的那样，织造厂必须在生产中因
应这一变化，转向生产更舒适、更休闲
的服装，增加运动服的生产，减少正式
针织服装的生产。
欧洲主要品牌对特种纤维仍然具有非常
浓厚的兴趣，一些市场的销售量已经超
出了2019年的水平。”

羊驼毛
“在2020/21年度，羊驼毛产量一直非常
wool2yarnChin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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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绒
“在2020/21年度，中国羊绒产量继续下降。我们预
计中国（内蒙古）的产量将下降20％。但外蒙古
在2020/21年度的产量再度增高，预计将稳定在当
前的水平。外蒙古的总产量大约为800－900万公
斤，中国以外地区的产量约为500-600万公斤（原
脂毛）。 我们注意到，市场对羊绒纤维的需求十
分强劲，尤其是在针织品部门。”

幼羊驼毛
“幼羊驼毛是一种比羊绒更稀有的纤维，主要生产
国为秘鲁、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幼羊驼毛每两年
仅剪毛一次。每年只有5/6吨左右可以供应市场，
因此幼羊驼毛的确是现有最昂贵的天然纤维。因
此，幼羊驼毛的市场管制十分严格，出口前要获
得生产国的许多政府单证（CITES）。但幼羊驼毛
的需求保持强劲，生产水平十分稳定。”

马海毛
稳定，达到了700万公斤原脂毛的水平。羊驼毛是
用途最广的纤维之一，不但用于手工针织、针织
和织造的男装和女装，而且还用于家具蒙布（丝
绒）。我们预计剪毛产量将保持稳定，但应该指
出的是，剪毛细度不断改善。在未来两年，因为
羊驼毛的价格比马海毛等其它特种纤维更低，预
计对羊驼毛的需求将会提高。
整个行业日益接受负责任羊毛标准（RWS）等
环境认证，尤其是对羊毛之类的天然纤维。负
责任羊驼毛标准（RAS）认证现在也在启动之
中，AIA/Ascalpe已指示纺织品交易组织制定指导
准则。预计首批获得RAS认证的毛批在下个剪毛
季节（2021/22年度）进入市场。
在Alpha羊毛公司看来，羊驼毛的主要目标是在可
持续性和行业标准方面建立共同价值观。我们的
牧场和运营中心随时向客户、游客、管理部门和
认证机构敞开大门。这一透明度确保了动物福利
和产品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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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海毛与羊驼毛一样，也是一种用途多样的纤
维，从家具面料到手工针织和幻彩纱线，几乎用
于所有纺织业部门。在最近几个月中，马海毛价
格一直上扬。
最近价格上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干旱造成产
量持续下降（全球产量为350万公斤，南非产量为
220万公斤（原脂毛））；二是手工针织和针织带
来了很高的需求。这一趋势是否会继续下去，这
一点很难预测，但我认为价格不会急遽下跌。在
下一个生产季节之前很可能保持在这一水平。
南非马海毛协会一直与纺织品交易组织协作制定
负责任马海毛标准（RMS），这一标准现已成为
现实。尽管价格更高，但越来越多的客户要求获
得认证的产品。Alpha毛条公司如今能够向客户提
供许多认证毛批。
新冠疫情给人们造成了经济和个人方面的影响，
让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和习惯重新做出思考。我相
信，作为一种可持续的产品，我们稀有的宝贵天
然纤维将保持并加强其在纺织业界的作用。”

如果您需要质量、
数量和富有竞争力的价格，请与我们联系

SGS提供便利的全球检测服务
预计使用水平将会增加。国际购买商越来越要求
对所收到的产品提供独立认证。SGS产品检测包括
全套化学、性能、机械和物理特性检测，其中包
括材料识别、特性、服装检验、结构分析、材料
性能、原材料特性、环境和耐用性检测、阻燃性
检测、显微镜分析。
“SGS材料检测服务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具，可以
降低生产过程中的风险，最终达到客户的期望。”
有关SGS网上羊毛检测服务，请访问：
https://onlinestore.sgs.com/nz。欢迎与Jeremy
Wear联系，电邮：woolonline@sgs.com

世

Jeremy Wear

界各地的许多羊毛生产商、
羊毛合作社、交易商、加工
商和纺织公司都使用SGS羊毛
检测服务，其中包括东欧、
西欧、亚洲、非洲、美洲和北欧地区的客
户。“SGS是一家国际知名、倍受信赖的检
测公司，”SGS商业经理Jeremy Wear说。
“我们从事羊毛检测已有50多年，是唯一
提供从牧场一直到成衣的检测服务的全球
性实验室和检验机构。我们能够在世界任
何地方提供检验、验证、检测和认证服
务。”
“在您需要确保羊毛或其它任何动物纤维
的特性时，可以使用我们的网店预订检
测服务。如需认证，我们可以与最靠近
您想要购买或销售的羊毛产地的SGS办事
处联系，开展独立采样和检测。我们服
务迅速，费用低廉，尤其是在提供多个
样本时，还可以提供可以验证的电子报
告，”Jeremy Wear说。
东欧许多制造中心已经使用SGS检测服
务，而且随着他们巩固自己的出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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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视角

访了闻先生，请他谈谈对羊毛价格和需求的看
法，并且谈一谈中国作为新冠疫情后的全球加工
中心的重要性。
“整个行业发展良好，可以预见未来将继续增长，
我对此充满信心。羊毛比棉更舒适，用途多样，
性能也更胜一筹，仅在中国市场就存在巨大增长
潜力。中国中产阶级高达4-5亿人，这一数目正在
迅速增长。这些中产阶级将收入的20%用于必需
品，80%用于改善生活水平 － 服装消费占据其中
很大一部分。因此，未来前景看好，”闻先生说。
“中国羊毛纺织业一直运行良好，尤其是对用于生
产针织品的特细支羊毛和超细支羊毛来说。大部
分针织产品都是贴身服装。传统女装毛衫市场也
发展良好。”

闻青南先生与儿子Tony在维多利亚州拉尔拉尔庄园

中

国经济率先从新冠疫情中恢复。纺织业
表现良好，恢复到了新冠疫情之前的水
平。中国对针织类型产品的需求尤其坚
挺，特别是在细支类别。中国继续占据
购买澳毛的主导地位，而天宇羊毛工业有限公司
就是使用这些羊毛的最大企业之一。
天宇公司的洗净毛年产量为80,000吨，年毛条生产
能力为28,000吨，每年防缩/TEC/巴索兰处理羊毛
的加工能力超过10,000吨。闻青南先生既是一位羊
毛生产商，也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巴拉腊特附
近拉尔拉尔（Lal Lal）庄园的业主。该地区出产
澳大利亚最优质的一些羊毛。拉尔拉尔庄园牧场
占地2,000公顷，养殖了17,000头绵羊。最近，闻先
生又在澳大利亚新收购了Mokanger牧场和Lowana
牧场。这让闻先生对包括羊毛生产、羊毛加工在
内的整个产业链都有独特见解。Victor Chesky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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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宇公司的传统出口市场 － 如欧洲、日本和北
美 － 仍然非常被动，”他说。“这些国家看来仍
在努力控制疫情，尚未将注意力放在消费者需求
上。在现阶段，这些国家真正的需求并不清除。
但可以预见，在欧洲传统客户回归之时，对贴身
产品的需求将尤其强劲。”
“我认为，新冠疫情触发了购买者行为改变，加快
了消费者网购的速度。网购在中国和世界各地消
费者中蔚然成风，促进了需求。我们在休闲和运
动类贴身服装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年轻人对这
些服装领域的兴趣尤其浓厚。网购的最大优势就
是缩短了供应链，除去了‘中间人’，让消费者大众
能够消费得起产品。当然，这也激发了制造商对
这一市场的信心。”
“鉴于这些结构性的改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对
细支美丽诺羊毛的需求仍将保持强劲。因此，在
我看来，作为服装纤维的全球羊毛价格将继续上
涨。”
“作为羊毛生产商，我们对拉尔拉尔庄园投资高达
一千万澳元，以改良牧场与绵羊基因，提高羊毛
生产效率。我们计划对Mokanger 牧场和Lowana
牧场做出类似的改善。我们将继续采用最佳牧场
生产技术，证明在澳大利亚生产羊毛不但利润丰
厚，而且羊毛品质十分优异，”他最后说。

多

年来，纺织业一直都在解决可持
续性方面的问题。按照循环经济
概念，在生产程序中应降低和消除
废物和污染，利用再生性农业规
范，迈向具有可持续性的制造和
消费。

除了消费者日益要求可持续性外，政府规
管机构也在施加压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欧
盟委员会的欧洲绿色政纲和循环经济行动计
划。他们推出监管法律，迫使时装行业采取
循环经济的原则。这对“快餐时装”具有特别
的影响，并且要求解决纺织业内的废物和污
染问题。长期的目标是实现纺织业转型，使
其生产出更耐久、可再用、可回收的产品。
此外，预期到2022年，欧盟将要求所销售的
产品贴有标签，让消费者了解欧盟对产品环
保资历的评估结果。“对羊毛来说，这既是
风险，也是机遇，”澳大利亚羊毛创新公司
（AWI）的Angus Ireland说。“随着人们对
更环保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羊毛占据有利
地位可以利用这一契机。但相对合成纤维而
言，环境评级机构并未考虑羊毛的天然性、
可生物降解性和可再生性等因素，因此对羊
毛给出较差的评级，使得羊毛处于有史以来
的不利地位。各大零售品牌在为销售的产品
选择纤维时，十分看重这一评级。如今，随
着欧盟采取各项政策，要求包括服装在内的
消费者产品贴上环境标签，这也是一个重要
的问题。

循环经济 - 师法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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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拥有十分独特的特点，比当今纺织业使
用的其它任何纤维都更符合循环经济模式的
原则，因此是一种理想的纤维。与塑料基材
料不同的是，天然纤维是一种可再生、可生
物降解的资源，这种资源采用再生性农业规
范生产，十分宜于废物和污染控制。
在过去十年中，澳大利亚羊毛创新公司
（AWI）一直通过国际毛纺织组织资助开展
研究，以促进生命周期评估（LCA）机构进
行研究，对羊毛的环境效益做出更有科学性
wool2yarnChin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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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性的分析。经过同级评审
的《生命周期评估期刊》在去年
发表了纺织纤维的首个生命周期
评估文章。这项工作仍在继续开
展之中。

LANAS TRINIDAD CIRCULAR
ECONOMY

由于受到零售消费者的压力，各
品牌都在率先开展这一领域的工
作。但羊毛生产横跨从牧场到零
售的漫长过程，在所有阶段都必
须遵循循环经济的概念。那么，
初期羊毛加工厂是如何将这一概
念应用于羊毛生产并且交付优质
产品和保持竞争力呢？
乌拉圭的一家羊毛加工厂就成功
地做到了这一点，并且一直努
力取得最高的环保成绩。Lanas
Trinidad公司是拉丁美洲首个获
得国家可持续发展局（ANDE）
和联合国绿色经济行动合作项
目（PAGE UN）颁发的循环经
济奖杯的公司。这项大奖不但
表彰Lanas Trinidad公司实现了
100％废水再利用，包括用于灌
溉人造林，而且还表彰公司降低
用电量，利用自己的废物和可再
生原料发电，达到工厂用电量的
20-30%。
公司还将温室气体排放降低了
95％，在生产中只使用非割尾羊
毛，而且只使用雨水来洗毛。
“我们采取非线性的方法，以企
业、员工、环境和牲畜为准则，
采取可持续的方法和负责任的方
式生产羊毛，”Lanas Trinidad公
司的Pedro Otegui说。
多年来，Lanas Trinidad公司不
但创建高效生态型企业，而且还
提供高品质的产品，一直都是可
持续性的典范。“我们必须为子
孙后代创建一个更美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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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比我们很早以前继承的环
境更美好，而且公司开展绿色生
产具有明星的商业优势！”对许
多人来说，开展循环经济可能是
一个志向远大的新目标，但对于
Lanas Trinidad公司而言，这是
他们确立已久的商业模式。

题。把这一问题踢给下一代，以
为未来可以解决，这种做法不再
为人所接受。在零售一级，消费
者对自己购买的每一件服装，都
要求获得社会正义、工人福利、
再生性农业和动物福利方面的
信息。”

他接着说： “随着世界将注意力
转移到线性方法以外，我们必
须直接解决地球环境的责任问

“新冠疫情让许多零售消费者一
改购买习惯，从购买只持续一个
季节的快餐时装，转变为更加

深思熟虑，购买更优质、更耐
久的服装，”Pedro Otegui说。
“按照循环经济模式，我们从自
己的绿色牧场一直到整个供应
链，力求爱护这种超级自然的有
机纤维。Lanas Trinidad公司不
仅致力追求动物福利和负责任的
土地管理，而且还爱护环境，利
用来自废水处理程序的可再生资
源进行发电。”
Lanas Trinidad公司生产的羊毛
毛条细度从16.5微米到32微米不
等，并根据客户的个别要求，
提供不同重量的筒管状或块状
毛条。此外公司还生产获得
Ecocert的GOTS认证的有机精梳
羊毛毛条。公司的精梳毛条要
么获得纺织品交易组织（Textile
Exchange）的RWS认证（负
责任羊毛标准），要么获得

Chargeurs集团的Nativa认证。
Lanas Trinidad公司实施可追踪
性系统，在在从牧场到客户的
整个工业程序中，对羊毛进行追
踪。公司在羊毛精梳程序中只使
用可生物降解的有机抗静电剂，
在洗毛程序中使用可生物降解
的有机洗涤剂。公司的洗净毛获
得了Ecocert的GOTS认证、纺织
品交易组织的RWS认证（负责
任羊毛标准）及/或Chargeurs集
团的Nativa认证。此外，Lanas
Trinidad还供应原毛状态的原脂
毛。这些原脂毛来自于获得完全
认证的牧场，按照客户要求进行
优质分拣。
“我们行业需要遵循循环经济原
则。这正是品牌、时装设计师、
制造商、零售商和终端消费者
的要求。随着人们追求更佳品

质和更低环境影响，快餐时装
和只穿一季就扔的服装光景不
再，”Pedro Otegui最后说。
有关详情，请访问：
www.lanastrinidad.com

Pedro Otegui
wool2yarnChin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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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出售RWS认证羊毛和毛条

伦

普利阿
根廷公司
(Lempriere
Argentina）
是阿根廷原
脂毛的最大出口商，出口
量占阿根廷羊毛总产量的
42.8%以上。多年来，公
司一直供应获得负责任羊
毛标准（RWS）认证的阿
根廷羊毛。阿根廷羊毛业
很早就支持羊毛的环境资
历，早在2008年就接受了
认证。对要求最严格的环
境认证的客户，伦普利阿
根廷公司还获得了有机认
证，虽然无法大量供应，
但供应数量正在随需求而
增长。
“近年来，客户对有机认证和RWS认证的需求大大
增加。我们几乎所有的欧洲客户都要求提供RWS
认证羊毛。此外，中国客户如今也要求我们供应
阿根廷RWS认证羊毛，”伦普利阿根廷公司董事经
理Claudio Ulrich说。
“向客户交付优质羊毛，这是我们公司的根本宗
旨。为了确保为客户实现最佳成效，我们有自己
的分拣团队，他们前往各个牧场，在羊毛生产商
一级进行分拣和监督，”他说。“在羊毛运到仓库
之后，我们会再次进行分拣，确保客户获得自己
指定规格的羊毛。阿根廷羊毛业在分拣标准方面
有自己的国家认证计划。我们按照“Prolana”政策
更进一步，确保我们的羊毛甚至超越这一级分拣
标准。”
伦普利公司高级羊毛采购员和交易员Mariano
Guerra补充说：“我们在仓库设有现场检测实验
室，所有羊毛都收入仓库，在出口之前对每个毛
包重新分拣和检测。在过去几年，我们还出口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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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廷毛条。这一方面的业
务稳步增长。如今，我们
在阿根廷本地制造毛条，
所有毛条都获得GOTS和
RWS认证。”
“员工是我们成功的关键。
即使在封城期间，他们
可以不必来公司，但所有
员工都照常来上班。他们
与我们一样致力追求最
佳规范和质量成效。我
们与羊毛生产商具有牢
固的关系，几十年来一
直向相同的牧场主购买羊
毛，”Mariano Guerra说。
公司还致力帮助牧场主获
得RWS认证。“我们随时为
他们提供建议，提供剪毛
和单证方面的帮助，”Mariano Guerra说。
“我们巴达哥尼亚生产的羊毛不断获得国际毛条生
产商青睐，”Claudio Ulrich说。上个生产季节的条
件十分有利，羊毛品质非常优异，草杂含量小得
多，平均细度为19.5微米。阿根廷羊毛颜色雪白，
豪特值离散系数（CVH）和草杂含量极低。巴达
哥尼亚出产阿根廷最优质的一些羊毛，羊毛不受
污染，并且属于非割尾羊毛。
阿根廷的大多数羊毛生产商每年为绵羊剪毛一
次。巴达哥尼亚地区出产最优质的羊毛，羊毛生
产季节很短，最佳羊毛很快销售一空。“我们尽
力确保自己能够终年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羊毛，
但购买商应该做好准备，及早下订单。我们向来
鼓励客户在每个新季节之前提前订货，”Claudio
Ulrich最后说。
有关向伦普利阿根廷公司购买羊毛的详情，
欢迎与Mariano Guerra联系，电邮：
mfguerra@lflsa.com.ar；手机： +54911 5793 1108

Lanas Trini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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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完整性计划和质量保证计划

在

去年出版的《国际羊
毛与纱线》杂志上刊
登了介绍完整性计划
和质量保证计划的文
章的第一部分，重点
介绍了自我管理式的行业计划。
我们概括介绍了GOTS、RWS、
Bluesign等计划模型。 今年的报
告将介绍某些羊毛生产国正在开
展的工作，谈谈对独立标准和计
划日益增长的需求。各大羊毛生
产国 － 包括新西兰、南非和澳
大利亚在内 － 都在行业范围实

施各项标准，向全球羊毛业的共
同标准过渡。如果共同标准成为
可能，无疑会让消费者更容易接
受羊毛的环境资历，而且还会让
羊毛在生产链的购买和移动变得
更加简单。

发生改变。我们购物是不是追求
少而精？网购是不是成为一种新
常态？商店未来能否将顾客吸引
回来？能否重新建立人们对亲自
触摸和尝试商品并且进行互动的
基本需求？

但我们不能对新冠疫情对行业的
影响及其所产生的趋势避而不
谈。随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
并且追求可持续并且合乎道德的
时装，时装休闲化应运而生，影
响深远。零售消费者的意识正在

麦肯锡公司的报告发现，57％的
购物者做出了重大的生活方式
改变，以减轻自己对环境的影
响；64％的购物者在疫情期间减
少了服装和鞋袜消费。注重环保
的购物者正在推动品牌商生产更

环保的产品，并且要求他们证明
自己的产品更环保。据预计，
可持续时装的产值将在2025年
和2030年分别达到98.1亿澳元和
151.7亿澳元。
行业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
即时装产生的碳排放约占全球的
10％，所产生的废水占全球的将
近20％，据数个联合国团体称，
全球纺织品估计有85％最后都被
填埋或焚烧。这些统计数字日益
引入注目。随着零售顾客要求获
得产品可追踪性和可持续性的更
多透明信息，面料和服装生产厂
家现在也纷纷提出同样的要求。

当今的零零后消费者希望随时掌
握信息，他们有兴趣了解生产自
己所购买的产品的公司及其讲述
的故事。他们购买和穿戴的产品
超越了时装范畴，并且在意产品
的产地及产品背后的道德因素之
间的联系。即抛型廉价服装不是
当今这些消费者想要的服装。
世界正在从线性生产向循环生产
过渡，以杜绝浪费。制造商期望
生产模式更具有再生性。而这一
切都始于生产商一级。主要羊毛
生产国和地区渴望创造并且保持
一些成果，如回收利用、可回收
利用性、可再生性、可生物降解
性。请参阅后面有关循环经济的

文章。
米歇尔澳大利亚公司首席执行
官Steven Read说：“尽管在过去
一年半中，因为新冠疫情的关
系，局势动荡不安，但朝可追踪
性、可持续性和认证的趋势继续
发展。因为动物福利问题，至少
对于羊毛来说，这一趋势已经开
始。而对于纺织业的其它部门来
说，这一趋势出现在血汗工厂的
生产和有害环境的加工方面。
这一国际趋势不仅出现在纺织
业的所有纤维部门，其实也出
现在大多数原材料以及消费品生
产中。”

“羊毛 – 尤其是澳毛 – 可以讲
述一个很好的故事，让其它替代
纤维以及来自其它产地的羊毛颜
面扫地。作为一个行业，我们需
要在服装品牌以及家用纺织品部
门的支持下，确保这一信息深入
人心。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系统
不但具有透明度，而且具有商业
可行性和使用便利。”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绵羊与羊毛业在四月份
推出了全球首个绵羊可持续性框
架。这一框架由澳大利亚绵羊业
的领导者牵头，旨在展示行业的
可持续性规范，找出可以完善之
处，并且改善与客户和消费者的
沟通。其作用在于对照可持续性
的重点，监督、衡量和报告澳大
利亚绵羊业的表现。
这一框架确立了与澳大利亚可持
续绵羊生产有关的21个重点。这
些重点分为四大主题：绵羊养
护、改善环境和气候、关爱我们
的人员、顾客和社区、确保行业
具有财务韧性。
可持续性框架涵盖牧场工作（包
括饲料）、运输（包括活绵羊出
口）、售场以及澳大利亚绵羊羊
肉和羊毛加工商。但预计在未来
三年中，这一框架的范围将会扩
大到海外加工部门。
绵羊业在这些领域的长期表现将
证明行业对持续改善的承诺，并
将表明澳大利亚有一条朝可持续
绵羊羊肉和羊毛生产发展的明确
路线。
“随着消费者的兴趣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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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获得各种机会，包括获得
更大的市场和投资，建立人们对
绵羊羊肉和羊毛产品完整性的信
心，增强社区信任，”Mirams先
生说。“澳大利亚绵羊可持续性
框架的设计和制定让我们绵羊业
能够最充分地利用这些机会。”
澳大利亚羊毛生产商协会主席
Ed Storey对此表示赞同。他
说，这些消费者趋势和需求将为
澳大利亚绵羊业带来真正的机
会，让澳大利亚绵羊业能够更好
地讲述自己的可持续性故事，提
高透明度，这是取得成功的一个
关键部分。
“在我看来，透明度是澳大利亚
绵羊业抓住机会实现效益最大化
的关键，”Storey先生说。“这个
由行业牵头的框架让我们能够利
用最恰当、最强大的现有数据，
开诚布公地展现我们在实践和表
现方面的高标准。”
这一信息项目本身并非衡量澳大
利亚羊毛环境资历的统一标准，
但如果我们行业像新西兰一样决
定实施统一的计划，这就是朝正
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但澳毛购买商确实有许多独
立认证计划。AWEX实施的
Sustainawool是最大的计划，有
1000多位获得认证的生产商和供
应链合作伙伴参加。细内达集团
的Authentico计划有600多位获
得认证的细支羊毛生产商参加，
负责任羊毛标准（RWS）也越
来越受欢迎，澳大利亚所有主要
的羊毛出口商如今都提供RWS
认证羊毛。

新西兰
新西兰对结实羊毛采取了一项重
大行动，推出了新的国家羊毛标
准。这项认证将推行跨越多个行
业部门的统一保证标准，推动生
产商实施一致的标准，为新西兰
羊毛提供一个标准化平台，让新
西兰羊毛能够获得溢价，从而让
价值链中的生产商和认证公司
获益。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预计这项
计划都将为新西兰的所有羊毛类
型带来长期的可持续回报。所有
主要出口商和经纪商都与6500多
位羊毛生产商一道参加了这项
计划。
新西兰羊毛利益全国理事会
（NCNZWI）主席Craig Smith
说：“这对羊毛业来说是一个大
好机会，羊毛业能够在这一基础
上，建立与之相辅相成的国家羊
毛标准。建立统一的新西兰羊毛
保证标准，有助于新西兰羊毛在
国际市场独树一帜，加大需求。
这项计划是在参与者之外独立运
营的，因此能够避免自我运营和
自我管理的计划中存在的利益冲
突。请参阅后面介绍新西兰国家
羊毛标准的全文。

南非
南非羊毛局今年做出了重大举
措，与细内达集团（Authentico
完整性计划）和Segard Masurel
公司（Abelusi羊毛计划）签
订了协议，获得了他们平台对
南非可持续羊毛标准的认可，
并且还加入了负责任羊毛标准
（RWS）计划，成为供应具有

可持续性和可追踪性的南非羊毛
的认证来源。
南非羊毛局首席执行官Deon
Saayman说：“我们面对是全球
市场。要让南非羊毛的购买商对
我们的羊毛有信心，我们一定要
具备受人信赖并且统一透明的可
持续性标准。南非的美利奴羊毛
属于非割尾羊毛，本身就已经具
有优势，这些协议将为全球各地
购买南非羊毛的购买商带来更大
的便利性和一致性。”请参阅后
面介绍南非羊毛局通告的全文。

阿根廷
阿根廷是世界五大羊毛生产和出
口国之一，也是率先对羊毛实施
有机认证和RWS认证的国家之
一。Lempriere公司和Fuhrmann
公司（细内达集团）是阿根廷的
两个主要出口公司。公司出口获
得有机认证和RWS认证的原脂
毛和毛条。阿根廷羊毛联合会
（FLA）主席Marco Gallia说：
“我们率先推行有机认证和RWS
认证，早在2008年就开始对第一
批羊毛进行了认证。如今，我们
出口300多万公斤认证原脂毛，
出口量不断增长。我们未来的挑
战是开展官方的（私立/国家）
认证工作，降低成本，为行业建
立一项‘国家政策策略’。各项讨
论正在进行之中。我们还讨论了
一项全国动物福利规约，并已获
得各个绵羊养殖实体的接受。”

乌拉圭
乌拉圭环境条件优异，为羊毛生
产商创造了有利的生产条件。乌

拉圭羊毛秘书处（SUL）的最新
数字表明，获得RWS认证和绿
色标签认证的羊毛所获价格更
高。乌拉圭生产的羊毛100%属
于非割尾羊毛，畜牧业规范被公
认为世界最优规范之一。所有四
家毛条生产商都可以提供RWS
认证和GOTS认证。

美国
美国最新推出了美国羊毛保证计
划，旨在建立消费者对动物福利
的信心。如今，动物福利是消费
者做出购买决定时考虑的一项主
要因素。多达89%的客户在购买
之前都会考虑品牌的道德特点和
可持续性情况。从鞋类到手袋，
从家具到隔热产品，顾客日益提
出各种问题，包括产品是从哪里
来、产品是怎样生产的，这些问
题对于企业来说越来越重要。

美国羊毛生产商不但对这些问题
做出了很好的解答，而且致力开
展动物福利工作，因此倍受人们
瞩目。美国历经数代的羊毛生产
商都会告诉你，妥善爱护绵羊不
仅对绵羊有益，而且也是对业务
的健康运营至关重要。美国绵羊
业协会还是美国首个制定动物福
利指导准则的畜牧团体之一，具
有很强的知名度。如今，这些早
期的指导准则日益发展完善，
成为了美国羊毛保证（AWA）
标准。
这些保证标准是与科罗拉多州立
大学遵照“五不含原则”联合制定
的，不仅有助于美国羊毛生产商
持续改善最佳动物福利实践，提
高底线效益，而且还让世界各地
的购买商和顾客知道美国羊毛产
品是按照最佳动物关爱和处理实
践创造的，因此对美国羊毛产品
充满信心。
wool2yarnChin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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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一计划将
为所有用户创建统一的新西兰羊
毛保证标准，让新西兰羊毛在
全球市场更加独树一帜，与众不
同，同时增加对新西兰羊毛的需
求。”

新西兰推出国家羊毛标准
新西兰出产世界上最结实、最洁白的一些羊毛，在世界各地广泛用于生产地毯和室内
纺织品。细支美利奴羊毛部门接受了一系列完整性计划，但强力羊毛迄今在这一领域并不
积极，这种局面直到现在才改观！对新西兰羊毛推出独立的标准化质量保证计划，这对全球
各地的羊毛生产商、出口商和客户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这项计划将增强新西兰羊毛的环保
资历，进一步提升其作为地毯和室内纺织品的首选纤维的形象。

新

来价格溢价，让价值链的羊毛生
产商和获得认证的公司受益。这
一计划可望为国内外的所有新西
兰羊毛类型带来长期的可持续回
报。

认证工作将采用跨多个行业部门
的单一保证标准，以推动生产商
标准保持一致，为新西兰羊毛提
供一个标准化的平台。这可以带

这一计划将加入新西兰肉类产业
已经实施的现有保证计划的行
列，后者已经涵盖了新西兰的大
部分绵羊牧场。新西兰羊毛利益
全国理事会（NCNZWI）主席
Craig Smith说：“这为羊毛业在
此基础上建立国家羊毛标准提供

西兰国家羊毛标准
是按照现有的新西
兰农场保证计划
（NZFAP）建立
的，并将为新西兰羊毛用户提供
羊毛完整性、可追踪性、生物安
全性、环境可持续性以及新西兰
绵羊的动物健康和福利保证。

新西兰羊毛利益全国理事会
（NCNZWI）主席Craig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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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已有23家主要的新西兰羊毛
公司以及大约6,500家羊毛生产商
参加了这项计划。“参加新西兰
农场保证计划（NZFAP）的所
有羊毛公司可以即刻从这6500家
牧场获得牧场保证羊毛，”Craig
Smith说。“这一协作让羊毛业成
员能够采纳新西兰农场保证计划
来作为新西兰国家羊毛标准。这
项计划将独立运作，不受参与者
的影响，因此消除了自我运行和
自我管理型计划可能存在的任何
利益冲突，并且符合‘五项自由’
规定的所有要求，”他说。
这项计划受到了新西兰羊毛的主
要出口商的拥戴。“我们是率先
推行新西兰羊毛国家质量保证计
划的公司之一。我们认为，这项
计划对杂交羊毛具有非常积极的
影响，并将提升新西兰羊毛的
全球形象。这项计划费用低廉，
易于实行，我们非常高兴参加这
项计划，”新西兰细内达公司的
Peter Christensen先生说。

“在过去2-3年中，新西兰羊毛业
从客户群获得了明确的反馈，要
求证明生产其洗净的羊毛的绵羊
获得了良好的对待。因此，这项
计划将确保我们现在可以提供这
一证明，”新西兰最大的羊毛出
口公司 － 新西兰国际羊毛公司
首席执行官Geoff Deakins说。
新西兰唯一的洗毛公司 －
Woolworks公司的Rosstan Mazey
说：“从牧场到经纪人和经销
商，从洗毛厂到出口商，这项计
划将新西兰羊毛业的所有部门
联合在一起，让他们看到独立认
证羊毛对羊毛业的价值。这将对
我们的行业具有非常积极的影
响。”
新西兰Bloch & Behrens公司是率
先推出自己的新西兰羊毛完整性
计划的公司之一。“我们对这项
新的新西兰质量保证计划感到非
常乐观。这项计划将与我们的现
有计划相辅相成，让新西兰羊毛
的购买商获得独立于牧场之外的
审查，”Palle Petersen说。
新西兰羊毛出口公司 － John
Marshal有限公司的董事经理
Peter Crone百分之百认同这项新
标准。

“我认为这是一项真正的行动，
确保为我们的羊毛生产商提供
‘增值’效益。这让我们与志同道
合的人协作，共同创建新西兰羊
毛品牌，提供涵盖包括可追踪
性、可持续性和动物福利在内的
各个因素的最高标准，因此具
有非常积极的作用，让羊毛价
值链的每个部门都获得双赢的结
果，”Wright羊毛公司的Philippa
Wright说。
Bremworth是新西兰的一家主要
的羊毛地毯生产商。该公司最近
宣布将在地毯生产中100%使用
羊毛。公司发言人说：“新西兰
农场保证计划（NZFAP）针对
新西兰初级产业部门的产品，为
消费者提供完整性、可追踪性、
生物安全性、环境可持续性以及
动物健康和福利保证。通过加入
NZFAP计划，我们现在是新西
兰唯一的100％纯羊毛地毯生产
企业，这让我们能够为客户提供
达到可追踪性、真实
来源、动物福利标准的羊毛
产品。我们已经开始采购获得
NZFAP计划认证的羊毛，正在
向百分之百从认证来源采购羊毛
过渡。”

加入新西兰国家羊毛标准的新西兰羊毛公司
•
•
•
•
•
•
•

CP羊毛公司
Curtis羊毛直购公司（新西兰）
Devold羊毛直购公司（新西兰）
东海岸羊毛公司
Modiano公司（新西兰）
新西兰细内达公司
John Marshall有限公司 /
JOMA羊毛公司
• Kells羊毛公司

• 大陆羊毛公司
• 新西兰国际羊毛服务公司/
J S Brooksbank公司
• PGG Wrightson /
Bloch和Behrens公司
• Wright羊毛公司
• Segard Masurel公司（新西兰）
• WoolWorks 公司（新西兰）
• Yaldhurst羊毛公司

• Brian Redding公司
• Escorial公司
• Ken Milne羊毛公司
• Mulcahy羊毛经销公司
• Marlborough羊毛营销公司
• Wairarapa羊毛公司
• WS Hickey & Son公司
• Bremworth羊毛地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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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化学残留物
水平检测

国
新

西兰羊毛检测局每
年出版羊毛交易
日志。日志内容包
括：帮助本地和国
际客户联系新西兰羊毛检测
局和羊毛业的综合联系人名
单；一系列比较洗净率表；
新西兰羊毛检测统计趋势；
全国羊毛拍卖日期和预定拍
卖数量。

际环保机构纷纷要求对
羊毛化学（杀虫剂）
残留物水平做出严格监
管。新西兰羊毛检测局
和农业食品技术实验室（澳大
利亚）扩大了能力，能够分析来
自世界任何地方的原毛样本的化
学残留物。这为实验室广泛的服
务系列新增了一项喜人的服务项
目，提供准确、及时并且具有成
本效益的残留物检测，继续为国
内外羊毛贸易提供大力支持。
农业食品技术实验室位于澳大
利亚墨尔本，是世界唯一一家
获得按照国际毛纺织组织标准
DTM-59开展原毛残留物化学分
析的ISO 17025认证资格的检测
实验室。实验室按照澳大利亚联
邦科学工业研究组织（CSIRO）
颁发的许可证开展检测，对使用

专利设备和程序从新西兰羊毛样
本中提取的析取物进行分析。这
些系统由全国检测管理部门协会
（NATA）以及新西兰国际认证
协会（IANZ）开展独立审查和
认证。

织物和建筑产品阻燃
性检测
新西兰羊毛检测局（NZWTA）
还提供各种阻燃性检测服务，
为广大纺织品和建材行业提供支
持。此前，认证检测的范围相对
较小。但新西兰羊毛检测局最近
对其运营和服务开展了审查，并
因此投资购买新的检测设备，能
够扩展认证可燃性检测的范围。
这一认证将让客户对我们的检测
结果和知识充满信心。

羊毛交易日志还可以使用智
能手机、个人计算机、iPad
或平板电脑查阅电子版本。
客户可以在自己的智能手机
上创建快捷方式，与NZWTA
网站的任何网页直接链接。
这样就可以实时查阅新西兰
羊毛检测局的所有新闻和信
息，轻松访问MyWTA门户网
站来查阅检测结果。
如要索取免费日志，请与新
西兰羊毛检测局联系，
电邮：testing@nzwta.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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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推行先进的
可持续性计划
新冠疫情给一些羊毛生产国的认证计划工作造成了干扰，
但南非羊毛局继续为南非羊毛业推出新计划。
南非羊毛业非常荣幸地宣布与战略合作伙伴签订了多个新协议。

第

毛交易管理委员会未来能够为合
作伙伴提供南非产羊毛的可持续
性状态，目前正在研究最合适的
渠道，以提供直到终端消费者的
可追踪性。
“我们在国际市场开展业务，要
让南非羊毛的购买商对我们的羊
毛有信心，必须要有统一、透
明、得到信赖的可追踪性标准，
这一点很重要，”Deon Saayman
说。“为了确保南非羊毛生产商
平等进入市场，他们需要交付客
户需求的产品，而认证是最重要
的问题之一。南非美利奴羊毛已
经具有非割尾剪毛的优势，这
些协议将为全球各地的南非羊
毛购买商带来更大便利性和一
致性。”

“南非羊毛局可持续性标准将创
建可持续、可追踪的羊毛供应基
础，将其整合在一个单一的平
台，同时为羊毛出口认证纳入关
键的生物安全记录原则，”Deon
Saayman说。
“羊毛是一种品牌，我们在羊毛
品牌中创建信赖的工作始于牧
场。为了确保与消费者建立这份
信赖，我们需要确保整个供应
链都具有透明度，而这是从牧场
的可追踪性来源开始的，”Deon
Saayman接着说。“我们务必要
认识到，羊毛业接受的指导准则
和认证还必须让羊毛生产商可以
承受，做到透明，并且受到制造
商和品牌商的信赖。新的南非

羊毛局可持续性标准与价值链
合作伙伴一起，正在实现这个
目标。”
南非剪毛以美利奴羊毛为主，
净毛率高，60%以上剪毛的净
毛率至少为60%。南非大部分
剪毛的细度范围为从17 - 24微
米，98%以上羊毛的细度在24微
米以下。
“当今时装品牌倍受压力，必须
在具有可持续性的原材料供应链
方面保持不败之地。消费者希望
知道，他们可以信赖自己所购买
的品牌，确定自己穿着的产品是
采用合乎道德的方式生产的。因
此，南非羊毛受到世界各地众多
制造商的青睐。”

首席执行官Deon Saayman

一个协议是与Abelusi
签订的，后者是南非国
内的认证标准。按照协
议，南非羊毛局可持续
性标准（SCWS）和Abelusi标准
的评估得到统一，只需做一次牧
场审查，便可获得两项认证。
南非羊毛局今年还发布了另一
项公告。南非羊毛局首席执行
官Deon Saayman说：“南非羊毛
局与细内达集团及其Authentico
平台签署了协议，让南非羊毛局
可持续性标准在其平台上获得认
44 | wool2yarnChina 2021

STANDARD W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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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其与RWS羊毛一道成为
南非可持续性和可追踪性的认证
来源。”
第三个协议是与澳大利亚羊毛交
易管理委员会（AWEX）签订的

OU

TH AFRIC

A•

协议。按照这项协议，南非羊毛
局（CWSA）和AWEX联手开展
创新协作，确保整个羊毛价值链
的可持续认证来源具有更大的完
整性和可追踪性。通过建立一体
化的可追踪性平台，澳大利亚羊
wool2yarnChin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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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羊毛检测局

南

非羊毛检测局 (WTB）
位于南非伊莉莎白
港，是南非大陆唯一
获得国际毛纺织组织
（IWTO）认证的检测
机构，向南非地区的羊毛生产
商、经纪商和购买商提供全面的
采样、检测和认证服务。
伊莉莎白港是南非的羊毛活动中
心。所有主要羊毛经纪商和购买
商都设在这里，在整个羊毛季节
每周都举办拍卖会。毛包从该市
附近的港口直接运到海外客户手
中。南非羊毛检测局靠近主要经
纪中心，能够提供高效服务，缩
短周转时间，迅速提供检测结
果。所有主要客户都靠近检测中
心，南非羊毛检测局能够利用规
模经济，向所有本地客户提供具
有成本效益的服务。
2021年，南非羊毛检测局取得了
巨大成功。接受洗净率和纤维直
径 (Y&D) 检测的毛批总数增加
了1.7%，增至93100。接受毛丛
长度和强度（L&S）检测的毛批
数量增加了5.2%，增至62800。
作为Y&M毛批中接受毛丛长度
和强度检测比例的采用率增至
67％，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如
此高的采用率让羊毛购买商能够
利用客观的毛丛长度和强度信
息，预测羊毛交货批的加工性
能，从而能够优化进料选择，
同时遵守合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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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监督是国际毛纺织组织
（IWTO）认证程序的一个重要
部分。南非羊毛检测局的采样员
工会亲临经纪商的采样现场，确
保遵守正确的程序，从毛批中的
所有毛包获取具有代表性的检测
样本。这些员工还会测证抓样和
钻芯取样过程中采集的样本的完
整性。
南非羊毛检测局是独立实验室巡
回检测集团（ILRT）的成员，
并按其能力测试计划定期参与循
环检验。对于使用南非羊毛检
测局颁发的IWTO证书的客户，
参加ILRT的巡回检验让他们对
检测结果感到放心。南非羊毛

检测局颁发的所有IWTO证书都
可以独立验证，只需访问http://
verify.wtbsa.co.za网页并且输入
所要求的信息即可。
南非羊毛检测局积极参与国际毛
纺织组织的工作，确保在内部和
本地行业正确应用与羊毛检测
和认证相关的最新技术标准。
检测局参与国际羊毛实验室协会
（Interwoollabs）和ILRT小组的
能力测试计划，使检测结果与其
它主要国际检验机构一致。南非
羊毛检测局保持高水平的技术能
力，致力向南非羊毛业提供世界
一流的检测服务。

REGENERATIVE GRAZING

CARBON ACCOUNTING

REGENER ATIVE WOOL

再生农业
一道新的风景线
随着新的工具、指数、规范和政策层出不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
涌现，对于羊毛与其它天然纤维来说，是走有机或回收的道路，还是走传
统的道路，这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一方面，人们对标签开始有所倦怠；
另一方面，人们开始讨论透明度以及羊毛对气候的积极作用。
撰稿：Tone Skårdal Tobiasson

随

着各种标签与计划不断
增多，令人目不暇接，
去年的《羊毛至纱线》
杂志对羊毛完整性计划

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且介绍了欧盟
持续推进“产品环境足迹（PEF）”
计划的情况。但若将目光放到更远
处，我们便可以看到一些新的风景
线。在这里，那些“非入即出”的计
划日益失利，而那些以持续改善为
48 | wool2yarnChina 2021

目标的计划日益站稳脚跟。
这是一个复杂的局面，接受这种复
杂的局面其实非常重要。虽然我们
都向往简单而又直接的选择，但我
们必须接受的是，因为自然多样性

News）最近报道，Simon
Ferrigno在不莱梅棉纤维会议上指
出，有关可持续性的辩论大都呈现
出一种趋势，人们对以标准为主要
方法的兴趣日渐衰退，他试问这是

不胜枚举，对于天然纤维来说，可

否有可能开辟一个寻求务实解决方

能永远不会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

案的时代，让持有不同观点的不同

的计划。

团体之间开展更多的合作。

《生态纺织新闻》（Ecotextile

正如一些人可能注意到的那样，国

“

土壤中的碳储量是在增加还是锁定在土壤中?
后者可能也同样重要。绵羊及其生产的羊毛能否降低排放，
这是一个价值百万元的基本问题?

际毛纺织组织（IWTO）确实与其

复杂性。将其称为“新”的方法可能

”

它天然纤维机构开展合作，与HIGG

有点言过其实。很多人会辩称，再

的含义变化不定，涉及整个农场生

指数MSI（材料科学指数）和欧盟

生农业生产无非就是回归工业化时

态系统的提升：包括土壤、水源，

PEF开展讨论，以听取他们的意

代之前或生态农业的生产规范，也

甚至可包括负责任羊毛标准。

见。最近，Eco-Age公司新发布了

就是说，单一作物、合成肥料以及

此外，这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一份背景“白皮书”，突出说明PEF

过度放牧原本就是‘禁区’。对绵羊

而非所达到的目标。它需要‘动手

计划对服装及鞋袜业的一些弊端，

和羊毛而言，这可能意味着要采用

实践’，如检查动物数量及其移动频

并且指出“这种方法并不可信，可

季节移牧系统（根据季节变换在牧

率，看看新品种增加程度如何。”

能误导消费者选择对环境影响弊大

区移动牧群的传统系统）或其它移

后者意味着还可以数多少只蚯蚓，

于利的产品。”

动方式。纺织品交易组织实施了一

有多少鸟儿在鸣叫，野生动植物如

项名为“气候+”（Climate Plus）的

何成为特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牲

计划，对各种动物纤维的影响开展

畜可以吃地面上的作物，而不会杀

专项调查，并为此设立了一个工作

死作物的根系，然后通过粪肥将这

组，而“再生羊毛”就是其重点领域

些植物组织中的附加碳返回土壤，

之一。

从而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循环系统。

织将‘再生棉花’纳入了优选纤维清

“‘再生’一词频繁出现，但具体指什

这一系统有可能颠覆当前生命周

单。Anna Heaton做了一份详细的

么，却不尽明晰，”Heaton说。“它

期评估（LCA）工具的结果，这或

报告，说明了这种新的农牧方法的

不像‘有机’一词那么直接，后者有

许是其最令人振奋的潜力。相较

在纺织品交易组织（Textile
Exchange）举办的首次动物纤维
圆桌会议期间（2021年5月26日)，
再生放牧突然成为一个重要话
题。将近一年前，纺织品交易组

明确的界限与法律定义，而‘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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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行业建立的主流可持续性框架一直为品牌提供采购决策指导。
这一框架从未得到修改，以吸收新的科学发现成果，
而新的科学发现成果加深了我们对碳循环以及土壤碳封存作用的综合知识。

”

于合成纤维，这些结果将天然纤维

销售草饲羊肉和羊毛，”纤维组织

有效抵消牧场20年间排放的温室气

妖魔化，而这正是EcoAge的背景

创始人Rebecca Burgess写道。

体6-9.3次，相当于23,740辆汽车

白皮书想要解决的问题。人们日益
提出气候有益纤维及温室气体减排

碳循环研究所(Carbon Cycle

的排放量。

Institute)是纤维组织的另一个‘铁杆

在2013年，Burgess与Marcia

拍檔’。该研究所开发了碳耕法规划

DeLong博士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

规范，旨在营造更健康的土壤，将

克利分校的银色实验室(Silver Lab)

树木作物、灌木及多年生植物整合

开展合作，为土地管理及羊毛服

于农场与牧场运营系统中，通过牲

装的生产程序制作了数个场景模

畜放牧管理来提升碳捕集，改善流

型：“利用同行评审的土壤碳封存

域生态健康水平，支持生态系统功

研究为牧区开展评估，这是这种生

基本问题?

能等。这种方法的目的要么是减少

命周期评估的独到之处。这项生命

温室气体排放，要么是降低大气中

周期评估选取特定区域，涵盖加利

在2021年春季，加利福利亚纤维组

二氧化碳浓度。关键在于让这种方

福尼亚地区的一系列土壤类型，包

织（Fibershed California）在网上

法简单易行，让外行可以掌握这种

括从海岸到内华达山脉的地区。这

发布了多个有趣的项目。这些研发

方法，并向他人传播 – 因此必须

一地区每年生产逾100万磅羊毛，

容易入门。

占加利福尼亚年羊毛总产量的三分

的主张。“农场主的行动有可能增
进总体影响，”Heaton说。这个问
题仍然十分复杂，同样复杂的问题
是，“土壤中的碳储量是在增加还
是锁定在土壤中?后者可能也同样
重要。”绵羊及其生产的羊毛能否
降低排放，这是一个价值百万元的

项目不仅引人注目，而且还促使人
们对牲畜采取一种全新的态度。其

之一。”DeLong博士探索了七种场

中一个项目与葡萄园放牧有关：

Burgess还说明他们正在建立一种

“作为项目的一部分，我们上周在

方法，利用遥测影像与卫星技术来

Shannon Ridge葡萄园做了土壤取

验证葡萄园放牧系统的积极环境

样，旨在证明集成化作物 – 牲畜

影响。“这将提供一种成本低廉的

系统可对我们的农场和牧场带来有

方法，让我们可以对具有生态效益

益影响。具体而言，就是证明在葡

的大规模土地管理实践进行评估和

萄园放牧绵羊的有益影响。据Clay

验证。”但这与羊毛有何关系呢?

Shannon和Angie Shannon夫妇

在Burgess看来，这一切始于体育

称，绵羊对葡萄园的运营发挥了关

用品公司The North Face与‘气候

消费者与科学界对如何测量影响、

键作用 – 不但通过养分循环，改

有益羊毛’，‘气候有益便帽’应运而

改良或其它成果的意见是否一致？

善了土壤健康与肥力，而且还减少

生。从那时起，气候有益细支羊毛

答案是，毫无一致。正如Heaton

了杂草，降低了火灾隐患，并且减

库有20,000只绵羊，覆盖84,000

在纺织交易组织的讲座所述，测量

低了葡萄除叶所需的人工数量。此

英亩牧场用地。通过每年实施碳耕

技术比比皆是：“但许多因素都发

外还有其它许多益处。他们在占地

法，每年降低了13,000吨二氧化碳

挥作用，如植被多样性、物种、载

数千英亩的葡萄园中放牧了1200只

排放。对运营商Bare Ranch及其羊

畜率、轮换放牧、粪肥利用及其它

绵羊。除了销售葡萄酒系列外，还

毛生产而言，所计算的下降率可以

投入。测量可涉及大量实地与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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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包括土地管理、动物生产效率
与排放、原材料与加工材料运输、
员工通勤、生产系统以及终端用户
的服装护理。在这七种场景中，有
一种场景表明，除了抵消绵羊的甲
烷排放外，每英亩还可额外降低三
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可持续性：您的故事从我们开始
Stucken集团与南非羊毛和马海毛的故事紧密交织。作为集团的传统，
我们要求家族拥有的整个供应链都实施负责任并且透明的规范。
我们在天然纤维行业拥有150多年的知识和经验。我们知道，只有追本溯源，才能找到与来源的联系。
我们积极倡导可持续性，竭力在人与土地之间找到平衡。我们立足本源，
致力于创建垂直一体化的系统，同时无损子孙后代追求可持续的能力。

“

我们或许还需要改变观念，远离‘非入即出’的计划，对局部调整
（而非改变）抱持新的开明态度，奖励持续良好的管理，
同时探索不同的基础生物系统、不同的土壤和不同的气候。

”

操作，没有外部帮助，可能包括蚯

划是遮人耳目的计划，还是会被市

同时还与SustainaWOOL会谈，此

蚓计数、土壤蓄水能力、植被覆

场接受的‘必不可少’的计划？

外RWS工作组还将对更广泛的农牧

盖、类型等。测量也可更进一步，
提升到实验室检测、土壤有机物取
样 – 而这需要转换率 （一些转换
率的准确性优于其它转换率）与基
线指标。”牧场主有没有设定GPS
坐标点并且逐年都回到同一个点进
行测量?要了解土壤深处情况及土
壤生物特点、根系如何提供养分、
微生物如何茁壮生长，样本的深度
也同样重要，而这就意味着土壤检
测的成本更高。“纺织品交易组织
工作组将对所有界限进行评估，”
她解释说。

在标签计划领域，Savory研究院的
土地至市场生态成果认证 (EOV)、
都是主要的计划。后者属于最新

评估温室气体封存问题。因此，在

的权威认证计划，也是新西兰美

对羊毛纤维的生态资历辩论逾12年

利奴羊毛公司拥有的ZQ计划的

之后，羊毛业欣然接受再生农业的

新增项目，而且只对羊毛提供认

概念，核心就在于此。早在2010

证 – 另外两项认证还涵盖其它

年，荷兰机构Made-By就发布了一

农产品。新西兰美利奴羊毛公司

项工具。这项工具说羊毛在所有纤

公司与Allbirds、Icebreaker以及

维等级中表现最差，令羊毛业遭受

Smartwool品牌合作，提供再生

意外打击。自此，HIGG指数 – 材

平台，以作为一个监测与奖励机

料科学指数也持相同的立场，并且
扩散了影响。但在这一指数工具

针，对羊毛生产商进行评估，包括

中，丝绸和羊驼毛的表现比羊毛逊

动物福利、社会责任以及废料、水

色不少。这一立场受到了广泛批

问题。据称甲烷这种温室气体比碳

质和土壤健康问题。该公司有意向

评，通过再生规范可以为避开这

更具破坏性，但寿命也更短。我们

南非和澳大利亚等其它国家推广这

一问题带来了希望。最近，HIGG

在这方面也发现了分歧。现在存在

一模型。

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Jason

GWP*系统。后者将甲烷的较短寿
命因素考虑在内，因此对反刍动物

Zoom视频会议有可能召集350名
农场主，并且一夜之间让一半以上

架从未得到修改，以吸收新的科学

持续良好的管理，同时探索不同的

发现成果，而新的科学发现成果加

基础生物系统、不同的土壤和不同

深了我们对碳循环以及土壤碳封存

的气候。此外，现有方法还无法将

作用的综合知识。仅仅出于这一根

从化学品密集型转换为有机/再生

本原因，各公司就非常有必要用全

规范的土地，与一开始就非化学品

新的眼光，重新评估自己的采购决

密集型（又称为默认的有机、农业

策。”

生态或再生）土地区分开来。而且

示赞同。她告诉《卫报》说：

基于生命周期评估的传统工具无法

“如果一年前有人告诉我，通过

非改变）抱持新的开明态度，奖励

Kering集团的Helen Crowley对此表

有一个关键问题，即如何解决甲烷

暖化潜力100系统，一种是较新的

为品牌提供采购决策指导。这一框

土地至市场计划与ROC计划。

在测量绵羊及羊毛的总体影响时，

两种相互竞争的系统：一种是全球

入即出’的计划，对局部调整（而

系统开展调查：即Savory研究院的

再生有机认证（ROC）以及ZQRX

制 – 该机制对照15项关键绩效指

行业建立的主流可持续性框架一直

Kibbeyeven宣布：“我们只想从再
生农场的农场主获得资料，以证明
再生放牧可以带来怎样的改善。”

“可持续性时装业不仅仅在于减轻负
面影响。”而对于合成纤维，她指
出：“你可以减少某种负面因素，但
不会推动任何正面成果。”相比之

认证往往在牧场一级进行，而再生
方法的价值大都存在于乡土一级，
也就是法语所谓的‘风土’。因此，
我们是否还会看到与欧盟地理标志
保护系统相关的羊毛标签或手工制
品 – 如现有的Shetland有机羊毛
现有的标签以及Harris Tweed势必

下，天然纤维具有取得良好成果的

碳、高人力”的解决方案。
归根结底，再生农业在于让农场主
积极参与，密切关注以下结果：土
壤中的碳储量增多还是减少？，
蓄水量以及有机物含量是否增加？
为此，只需定期重复做一次土壤检
测便已足够。这可能不需要一种新
标准，实际上不需要一整套标准。
无论如何，许多农场主都对这种方
法感到不满。从业者希望有一套工
具，让他们可以针对本地问题与需
要迅速调整。另一方面，机构与品
牌希望设定标准，这无疑可以让他
们免受批评。但如果农场主能够对
变化情况进行测量和报告，我们需
要先确定规范，还是先确定要达到

巨大潜力。Kering集团致力于通过

获得的标签?

再生自然基金来实现这一潜力，这

实施再生农牧可能有一个副作用，

答。

即放牧承载力减弱或转为季节移牧

当然，目前推进的选项有数种：我

项基金将帮助100万公顷的作物与
牧场向再生农业过渡。有趣的是，

系统，放牧羊群的人力越多，可实

斯坦福大学最近将循环经济重新定

施再生农牧的压力就越小。若无法

义为“再生性，而非萃取性，”与这
种新的局面不谋而合。以欧盟为
主，人们对原生纤维征税做出了讨
论，但这类征税将对羊毛业造成重
创。因此，对循环经济做出定义，
不强调对回收含量的要求，具有积
极的影响。随着人们关注的焦点转
至生物多样性以及气候问题，那些
通过农牧规范有可能促进生物多样
性的原材料，就比那些无法做到这
一点的原材料更胜一筹。

的成果？这个重要的问题仍有待解

们是进一步研发生命周期评估工
具，以纳入包括碳封存和微塑料在

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继续利用化

内的新知识，还是承认生命周期评

学品开展农牧生产。这种具有全局

估在一些领域发挥良好作用，但在

观的旅程和理念，目标在于封藏有

其它领域使用其它工具效果会更

害排放，必须因地制宜，为本地的

好？若为后者，我们就需要对生

问题提供本地的解决方案。高科技

命周期评估成为评判环境影响的

设备与高成本投入不再关键。这要

唯一依据（如欧盟的PEF或HIGG

求人们有专业知识、创造力以及注

的MSI）提出质疑。正如Crowley

意力。正如《The Counter》杂志

最近指出的那样，对于实现具有透

最近的一篇文章所述，真正的再生

明度的影响测量与目标，生命周期

农业其实要求农业生产的孤立性和

评估“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我

自动化程度更低，但创造力与协

们还需谨慎，以免其成为绝对的真

作水平更高，并且采用所谓的“低

理。”

的农场主加盟我们的新计划，那我

当然，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学习一

会说这个人是痴心妄想。但这种情

整套新词语，如土壤碳、植物碳、

况确实发生了。目前，我们正在

免耕、轮换放牧以及覆土作物等，

有关甲烷以及如何根据气候差异与

开发工具，而非制定规则，”Dave

同时还要接受这是一套不断变化的

碳耗竭已发生的程度来开展碳质土

Maslen在IWTO会议期间说。根据

系统。此外，新的问题也在不断涌

再生农业缺乏明确定义，这是其受到的主要批评。

壤检测的讨论日趋激烈 – 这是因

这项工作，新西兰美利奴羊毛公司

现，如土壤中可存储的碳量是否有

再生农业可能导致其它反刍动物（主要是野生反刍动物，但也包括其它野生动物）流离失所。

为土壤可能是最大的碳汇 – 比海

在欧洲环保产品声明计划中发布了

最大限量？这就需要了解地球的生

再生农业其实就是重温生态农业或整体性土地管理，为何需要一个新名称？

洋更大，也比大气层更大。但另

一项新产品类别规则。这项规则已

物地球化学和物理特性及周期，帮

一些再生计划打算产生碳信用额以供出售，在碳捕集的实际潜力尚不清楚的情况下，有人质疑，这种计划是否可行。

一项讨论也同样重要：实行标签计

获得同行评审并已发布。他们与负

助我们清除大气层遗留的碳负荷。

世界许多地方都存在因为无法获得土地而带来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再生农业并未解决这个问题。

划，还是不实行标签计划。标签计

责任羊毛标准（RWS）密切合作，

纤维组织的Burgess说：“多年来，

在全球暖化影响方面，给出的分数
大大降低。

52 | wool2yarnChina 2021

我们或许还需要改变观念，远离‘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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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 – 负责任
马海毛标准取得进展

南

非在马海毛生产
上占据世界领先
地位，并引以为
豪。南非通过制

订可持续、合乎道
德的马海毛标准，

不断表明对马海毛行业的承诺。
南非马海毛局与纺织交易组织开
展了合作。作为一家非营利性全

球组织，纺织交易组织专门根据
最佳规范、动物福利与社会福利
开展研究，精心制订行业标准。

供一流工具，用于认可牧场主最

负责任马海毛标准（RMS）于
2020年3月17日正式推出，为马
海毛行业未来打开一个充满机遇
的世界。

及社会责任。在牧场之外，这项

负责任马海毛标准旨在为行业提

自RMS标准推出以来，南非

佳规范，确保马海毛生产牧场实
施先进的土地管理、动物福利以
标准还力求提供一套贯穿从牧场
到制成品的整个价值链的可追踪
性系统。

马海毛行业的主要重点是推广
RMS标准，帮助马海毛生产商
获得认证。为了加快这一进程，
南非马海毛局在南非马海毛生产
商协会（SAMGA）和行业兽医
Mackie Hobson医生的帮助下，
根据RMS标准有关安哥拉山羊
放牧工作的具体要求，制作了展
现最佳规范的一系列视频。此
外，南非马海毛生产商协会还在
各个马海毛产区主办了信息日与
牧民培训日活动，侧重宣传安
哥拉山羊的福利、健康与放牧
管理。
去年，认证机构工作十分出色。
目前，南非马海毛剪毛的60%左
右均已获得RMS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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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南非马海毛牧场主生
产了216万公斤马海毛。南非马
海毛行业力求在2022年底前达
到80%马海毛获得RMS认证的目
标。自RMS认证马海毛在拍卖
会上销售起，马海毛的市场需求
于2020年末急遽上升。
全球各地有600多家公司已获
得牧场后的RMS/RWS/RAS认
证，其中包括整个马海毛价值链
将RMS认证马海毛带给终端消
费者的各大公司。
对南非马海毛行业而言，以合
乎道德的可持续性方式生产马
海毛，这一点无可争辩，推广
RMS标准仍属一项优先工作。

创新 – Oritain合作项目
作为南非的马海毛行业机构，南
非马海毛局与开展科学追踪的
Oritain公司积极合作，不断加
强对可持续生产的承诺。
Oritain公司由新西兰奥塔哥大
学的世界一流专家兼联合国顾问
Russel Frew教授于2008年创建。
公司利用法证科学技术来确定产
品的原产地。Oritain公司的主
要目标是在科学验证产品原产
地方面成为世界上最受信赖的公
司。公司在新西兰、英国、澳大
利亚、美国和瑞士设有办事处。
目前，南非生产的马海毛约占
全球的50%，为南非人提供了
wool2yarnChin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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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您可信赖

“

专业检测服务

当今的年轻消费者深刻
意识到，自己的采购决定
对地球及子孙后代具有深远影响。
对具备社会意识的新一代消费者而
言，他们在做出选择时，非常重视
环境意识与可持续性原则。”
“负责任羊毛标准与负责任马海毛
标准的制订和完善，反映出这类不
容置疑的新要求，认证剪毛可以获
得高价，市场在这一方面发挥作
用，解决目前存在的供需不平衡问
题。RMS标准迅速获得采纳，这有
力说明南非生产商、经纪商与加工
商充分理解这一新现实，因此能够
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不断获
得激励，扩大市场规模。”
“作为具有独特品质的天然纤维，
羊毛和马海毛具有先天优势，可以
为当今世界提供具有可持续性和可
追踪性的负责任解决方案，而这两
个行业的长期成功也都取决于他们
如何接受世界所要求的变革。毫无
疑问，合规成本日益上升，供应链
各方都务必采取务实、负责的步
骤，避免重复、不合理的要求或不
可接受的成本。”
“但随着供应侧提高真正可持续原
材料的生产，规模经济效益将随之
而来，从而可以控制成本，同时创
建一个并非完全新颖的利基市场，
天然纤维将在这一市场发挥领导作
用，为具有较高要求的新型消费者
提供真正具有可持续性的选择。”
Anthony Kirsten
Stucken集团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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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TA原毛部－提供独立客观的
羊毛检测和认证服务
3 羊毛取样 3 净毛率和细度 3 纤维直径
3 草杂含量 3 毛丛长度和强度
3 套毛测量 3 杀虫剂检测

近30,000个工作岗位。马海毛被誉为‘贵重纤维’，这种纤维不
仅富有光泽与弹性，而且还有优异的颜色反射，因此享有高
檔豪华纤维的国际声誉。但更重要的是，马海毛具有可持续
性。
南非马海毛局对可持续生产做出长期承诺，确保生产达到最
高社会责任与道德水平，如今更要确保生产达到最高的可追
踪性水平。南非马海毛局与世界一流公司Oritain开展合作，
利用法证科学技术来验证产品及原材料的来源。
Oritain公司将法证科学与技术相结合，为马海毛纤维开展分
析，确切验证马海毛产自哪个国家。这让制造商、品牌商和
消费者放心地知道，他们在面料中采用的马海毛为100%南非
产马海毛 – 这也是世界上最合乎道德的可持续马海毛。
Oritain公司首席战略经理Rupert Hodges说：“南非马海毛局
致力于创新与可持续生产，这不仅对保护这种可持续的高档
纤维至关重要，而且还有助于推动行业以更创新、更可持续
的方式发展。我们十分荣幸能与南非马海毛局合作，保护南

AWTA Raw Wool
24 Robertson Street Kensington Victoria 3031 AUSTRALIA
电话：61 3 9371 2100 传真：61 3 9371 2190
电邮：awtainfo@awta.com.au

www.awtawooltesting.com.au

成功至关重要。
“马海毛作为具有完全可追踪性
的天然纤维，马海毛行业必须认
可并促进这种纤维向前发展，这
一点势在必行。随着透明度日益
重要，Oritain公司提供的技术
将促进行业在可持续采购领域的
未来，”南非马海毛局营销与通
讯经理Siobhan Momberg说。

非马海毛的国际声誉，支持他们
正在开展的广泛工作；我们支
持他们的赋能信赖项目就是一个
例子。”

南非马海毛局相信，开展知识共
享，对持续改善做出坚定承诺，
保持先进的、合乎道德的可持续
性态度，这些对马海毛行业取得

让贵公司屹立于
国际舞台之颠
wool2yarn

Speciality Fibres

Global

“南非马海毛局与Oritain公司合
作，不仅突出表明马海毛行业对
更可持续、更负责的行业发展
的承诺，而且与2020年3月推出
的负责任马海毛标准日益得到
采纳相辅相成。南非马海毛局相
信，可持续性是一段旅程，我们
的首要任务是将环境、动物和人
考虑在内。我们相信，通过与
Oritain合作，结合科学的可追
踪性技术，马海毛行业具有光明
的未来。”

创新 – 再生放牧

再

生农业已成为人们广
为谈论的话题。全球
各地的许多品牌商与
零售商日益向采用先
进的全面牧场管理规
范方法的牧场采购纤维和原材
料。这类规范有助于恢复土壤活
力，提升碳捕集成效，提高 食
品安全，同时储存水源，因此具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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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大多数马海毛牧场主都通
过某种方式，已经在开展具有全
面管理规范的牧业生产，但这
一方面尚未得到衡量，而这正
是马海毛行业下一步的工作。我
们的牧场主明白，如果不有效
管理土地，下一代就没有可用的
土地来开展牧业生产，”Siobhan
Momberg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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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期刊
将刊登宣传
中国主要纺织
出口商的
特别报告

W
TO

在《国际羊毛与纱线》杂志上刊登广告，
让贵公司屹立于万众瞩目的世界舞台 !
《国际羊毛与纱线》杂志每年九月出版一期。这本英语刊物向全球60个国家的3500多家
羊毛与纺织品公司发行，是接触世界各地新老客户的最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
读者群包括羊毛和特种纤维的主要进口商、毛条和粗纺毛纱生产商、纺纱厂、织造厂、
面料和地毯生产商、一流服装生产商以及主要品牌和零售连锁店。
如要了解更多情况或预订2022期杂志上的广告篇幅，请与我们联系：
电邮：info@wool2yarnglobal.com；网址： www.wool2yarnglobal.com
《国际羊毛与纱线》(wool 2 yarn Global) 和《中国羊毛与纱线》
(wool 2 yarn China) 杂志由澳大利亚墨尔本国际贸易出版公司出版。

可持续
天然纤维
与纱线

加拿大羊毛为中国加工厂提供多种选择
美国、埃及、乌拉圭和印度。多
年来，中国一直是加拿大羊毛的
最大进口国。
“澳大利亚、南非和新西兰羊毛
价格一直上涨 － 与加拿大羊毛
混合是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优质
选择，因此倍受全球各地的许多
羊毛加工厂家青睐。”

新

冠疫情给包括纺织
业在内的许多行业
造成了史无前例的
影响。如何有效地
恢复正常和盈利成为了一大挑
战。世界各地的纺织公司日益面
临运输和能源成本增涨的情况。
在现有供应链中增加替代性的羊
毛供应渠道，可以提供混合选
择，从而节省成本。
“加拿大羊毛提供了优异的选
择，既可与其它羊毛混合，也可
单独用于一系列产品，”加拿大
羊农合作社有限公司（CCWG）

总经理毕洁索先生说。“混毛选
择可以降低成本，同时无损产品
质量。”
“中国羊毛加工厂进口加拿大羊
毛已逾15年，并且用于各种用途
和混毛选择。加拿大羊毛的主要
特点是手感柔软，弹性高，能够
保留原形。”
加拿大羊毛细度从22－35微米不
等，所生产的羊毛大都在29－31
微米细度范围内。加拿大每年生
产大约1500吨羊毛。在加拿大羊
毛产量中，只有10%用于国内消
费，其余90%出口中国、欧洲、

CCWG的所有羊毛都经过称重和
分级，分成细支、中支和粗支类
别。对经过分级的毛包然后进行
钻芯取样，并由新西兰羊毛检测
局（NZWTA）进行客观检测。
原毛通过手工检查，按照纤维
平均直径和长度、颜色、色泽
与卷曲度（牢固度、天然弯度）
进行分类。经过分级的原脂毛采
用600公斤毛包打包，运往国际
市场。
“我们为每个销售毛批提供准确
测量，这种做法得到了中国客户
的赞赏。他们知道自己收到的是
经过精心准备的优质羊毛。”
详情请洽毕洁索先生，
电邮：ericb@wool.ca

79 Burman Road, Deal Party, Port Elizabeth, South Africa (南非)
P.O. Box 3446, North End, Port Elizabeth, 6056, South Africa (南非)
电话：+27(0)41 486 2433 | 传真：+27(0)41 486 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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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海毛生产商纷纷采纳
RMS认证标准

为

了与其它天然纤维行业保持
一致，马海毛行业已采纳统
一的独立认证标准。负责任
马海毛标准（RMS）将为行
业提供各种工具，以认可最
佳牧场规范，确保生产马海毛的牧场
实施先进的土地管理、动物福利以及
社会责任政策与程序。在牧场之外，这
项标准还力求提供一套贯穿从牧场到制成品
的整个价值链的可追踪性系统。
“马海毛具有轻质、耐用、抗皱以及非易燃特性，
倍受服装与工业用纺织品生产商青睐，”南非Samil
天然纤维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Mike
Brosnahan说。“RMS标准为马海毛
行业及其客户带来额外的效益，并
将促进南非马海毛作为可持续豪华
纤维的地位。作为获得RMS认证的
生产商，我们非常荣幸地参加了这
项计划，”他说。
在全球马海毛纤维总产量中，南非
生产和加工的马海毛分别占65%和
80%。Samil公司是面向全球市场的
主要马海毛毛条加工商与出口商。
公司开展垂直一体化运营，供应链
62 | wool2yarnChina 2021

覆盖本地马海毛生产商直至毛条生产商、
纺纱商、染色加工商以及高档手工针织
纱生产商。在上一季，Samil公司收购
的马海毛占南非马海毛剪毛总量的41%
以上。
Samil公司从东开普和西开普地区采购
大部分马海毛剪毛，同时也向莱索托以
及公司在卡鲁地区的自有牧场获得马海毛
供应。“我们拥有很大的优势，不仅在于我们在南
非有专门的毛条生产与纺纱厂，而且还可以获得
本地生产的原材料，能够供应获得原产地保证的
毛批，这在当今的商业环境中实属难能可贵。”
“如今，我们自视为马海毛生产
商、加工商与消费者之间的一个
环节，”Mike Brosnahan说。“此
外，我们还履行重要的社会责任，
积极为在本国创造就业做出贡
献。”Samil公司在不同部门提供许
多就业机会，包括牧业生产、毛条
生产、纺纱、染色以及手工针织纱
生产。
“我们的供应链至关重要，尤其在干
旱期。我们的供应不会间断，加上

南非卡鲁地区的安哥拉山羊

Samil供应琳琅满目的各种手工针织、梭织和机织用纱

我们专门的毛条厂与纺纱厂都在一起，这是我们
为客户群带来的一大优势。
Samil公司拥有生产150万公斤马海毛毛条的产能，
产品大都出口国际市场，以意大利、中国和欧洲
市场为主。“我们的梳毛厂专门开展马海毛加工，
其中20%的马海毛毛条用于我们自己的纺纱生
产，”Mike Brosnahan说。
虽然Samil梳毛厂只开展马海毛加
工，但Samil纺纱厂开展纺纱业务，
满足高端时装业的艺术需求，对此
引以为傲。“我们有能力生产种类
繁多的混纺纱，主要混纺原料包括
天然纤维、羊毛、真丝、羊驼毛和
竹纤维，这些原料通常与马海毛
混纺，我们也生产100%马海毛纱
线。Samil还有能力生产尼龙和腈纶
等人造纤维混纺纱，但大部分纱线
生产以贵重纤维混纺纱为主。”
Samil公司的纺纱产能65%为花色

纱，35%为普通精纺纱。“我们积极顺应当前趋
势，致力创建花色齐全的优质针织纱，包括单色
和混色针织纱。纱支从1/40NM环锭纱到精细拉绒
花色马海毛纱不等，包括超细幼马海毛、羊毛、
真丝及其它纤维的混纺纱线，”Samil公司毛纱销售
经理Gina Moolman说。“我们有自己的染色厂，能
够为客户 － 尤其是手工针织业的客户 － 提供快
捷高效的定制色泽染色服务。”

Gina Moolman

“我们利用全天然纤维以及天然纤维
和合成纤维混纺，创建完美混合的
花色纱和精纺纱，生产柔软迷人的
手工针织纱线，既有球形纱线，也
有我们自有染色厂直接加工的花式
染色梭织筒纱。除本白（本色）毛
纱可供选购外，这些毛纱可以染成
单色或各种美丽的色泽。我们还推
出手绘纱线选择，为寻求天然、精
致外观的手工编织者创建独具特色
的效果，”她说。
wool2yarnChin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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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零售商/品牌商开始重返
市场，获得负责任马海毛标准
（RMS）认证的马海毛供应市
场，大大促进了市场需求。截至
2021年5月25日，平均市场指标
价格收于每公斤394.97兰特。

价值链有691家公司获得了RMS/RWS认证。截至2021年5月25日，
获得RMS认证的马海毛占南非销售的马海毛的64%。平均而言，
2021年夏季获得RMS认证的马海毛约占南非马海毛的60%。

成年细支马海毛价格下降了
2%，幼马海毛价格增长了2%。
显然，在过去两年中，由于南
非大多数马海毛产区持续遭受
干旱，马海毛剪毛的细度逐年
变小。
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买方市
场自2019年起变化多端，毛条生
产商所占市场份额高达83%，而
原脂毛购买商的市场份额仅占
17%。

马海毛市场报告

对

马海毛生产商而
言，2020年夏季马海
毛开局良好。当季
第二批销售的马海
毛价格上涨了29%。但后来，新
冠疫情肆虐全球，令世界经济遭
受重创，也给南非马海毛行业带
来直接影响。大宗商品价格急剧
下滑，全球零售需求崩塌，再
加上南非在硬封城期间，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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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Marco Coetzee

和出口受到限制，这些不利因素
导致在夏季的剩余期间，马海毛
价格持续下滑，平均市场指标价
格收于每公斤227.37兰特。2020
年冬季马海毛开局同样不利，
冬季第二批销售的马海毛价格
成为2020年整季的价格低点。
自2020年9月起，马海毛需求开
始逐步回升，2020年12月的月度
出口额达到2020日历年的最高水

平。此外，马海毛价格也从2020
年9月开始再度攀升。截至2020
年12月，平均市场指标价格达到
每公斤252.34兰特，与马海毛在
2020年冬季的开局相比，增幅达
到12%。
截至2021年2月末，马海毛价格
上升趋势明显，不仅需求保持
旺盛，价格也达到新高。随着

意大利仍是购买南非马海毛的
主要进口国，进口量占剪毛总量
的34%。中国的进口量比上一年
显著增长，依然是南非马海毛的
第二大进口国（31%）。英国的
进口量增长了24%，现已成为
南非马海毛的第三大进口国
(11%）。总体而言，从2019年到
2020年，马海毛出口略有增长。
2020年，南非马海毛剪毛总产量
估计在216万公斤左右，比2019
年增长了3.85%。这有力证明南
非马海毛生产商坚韧不拔的毅
力，他们面对大多数产区遭遇干
旱、新冠疫情造成马海毛价格下
滑的不利条件，不畏挑战，迎难
而上。
南非马海毛行业关注的主要焦点
是在合乎道德的环境中生产纤
维，重视可持续性及可追踪性。
负责任马海毛标准（RMS）的
认证工作进展良好，整个马海毛
wool2yarnChin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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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承蒙Bethulie 提供

再生性变革之风吹拂大地
Lindsay Humphreys – BKB - James Blignaut教授 – Integra信托基金

B

KB集团不断寻求新方
法，支持实施各种系
统，满足全球未来的采
购要求。作为南非最大
的经纪商，我们拥有由78000位
生产商组成的客户群，因此具有
巨大的责任。在做出决定和行动
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
将创新和可持续性放在首位。我
们注重探索和利用价值链中的增
效机会，促进更多提高效率和以
客户为主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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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BKB向南非牧场主
推行了全球负责任羊毛标准
（RWS），后于2020年推行了负
责任马海毛标准（RMS）。负
责任羊毛标准和负责任马海毛标
准都是纺织品交易组织的标准。
这个全球性的非盈利机构与行业
共同制定和管理广为国际市场接
受的主要标准。BKB拥有强大
的会员基础，代表了世界各大主
要品牌商、零售商和供货商。集
团与许多业内机构一起，建立了

一个全球性的负责任供应链，通
过集体的力量，实现任何个人或
公司所无法实现的成就，在此方
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这些全球性标准让牧场主有机会
向终端市场展示自己在土地管
理和动物福利方面的最佳牧场规
范，并且提供可靠的证明，为在
供应链移动的认证材料提供强大
的保管链。从牧场主开始一直
到最终的企业对企业交易，这

个标准要求所有场点都获得认证。对
于牧场之后的后续供应链阶段，则按
纺织品交易组织内容主张标准进行认
证，确保从牧场到货架都完全透明并
可追踪。

牧，为我们做出了巨大奉献；而我们
机构拥有100年的悠久传统，与我们的
绵羊和安哥拉山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BKB公司珍惜我们共同的传统，
把握我们共同的未来。

BKB与子公司 － 纤维之家经纪公司
（House of Fibre）一起，共有1,100多
家生产商，在700多万公顷土地上养殖
了大约300万绵羊和440,000只安哥拉山
羊，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的RWS羊毛和
RMS马海毛供货商。南非的生产商遵
守这项标准，并且占据有利地位，继
续供应负责任的优质羊毛和马海毛，
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当今时代召唤超乎寻常的环保使命。
我们致力于支持联合国的“生态系统
恢复十年”倡议，开始踏上土地再生之
旅。几十年来，气候变化和一系列市
场相关因素和非市场相关因素影响了
我们牧场的生产能力，再生行动势在
必行。因此，再生行动是一次修复之
旅，将为贫瘠的土地恢复生机带来真
正的希望。

现在是采取再生行动的时候了
我们的绵羊和安哥拉山羊在牧场放

Lindsay Humphreys

James Blignaut 教授

为此，我们可以帮助并加快碳吸收速
度，恢复生物多样性，降低土壤温
度，增强土壤的水份保持能力，同时
wool2yarnChin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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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美利奴
羊毛的新商标

南

非羊毛业推出了一
项重大的品牌标识
行动，为南非美利
奴羊毛注册了一个
独特的商标。“我
们觉得使用一个具有高辨识
度的品牌标志具有重要意
义。南非羊毛具有天然性和
可持续性，是一种合乎道德
的非割尾羊毛，因此具有很
高的知名度。这种羊毛品质
卓越，适合服装用途，倍受
全球赞誉。在世界各地的各
大羊毛消费市场注册这一商
标，将确保消费者很容易就
可以认出这一商标，”Deon
Saayman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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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Samantha Reinders, van Hasselt 牧业公司

适应当前的挑战。此外，这还需
要恢复退化的土地，改变放牧规
范，重新建立土生植被，对某些
牧场实施休牧期，延长采食之间
的休憩时间，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在牧场进行再生发电。

施再生性原则的牧场主、衡量和
监督进展情况的支持者、销售产
品的营销人员、制造服装的能工
巧匠、销售员、穿着服装的消费
者，全部都相互关联。

我们的土地再生呼唤，也是行动
的呼唤。我们的客户、市场、子
孙后代都理当能够从愈合好的土
地中获得纤维。因此，我们不但
承诺开展再生性改革，而且踏上
了再生性变革之旅，帮助推动和
监督这一变革，并且以经过科学
证明并且可以规模复制的透明方
式，向我们的朋友、同事和客户
群讲述土地修复的故事。

这就如同牧场再生生态系统，其
生物物理系统的各个方面相互关
联，这就是我们穿着的面料的生
态系统。这也如同绵羊和安哥拉
山羊并肩站立，共同面对风暴一
样。通过从动物身上学习宝贵的
成功经验，我们力求共同打造和
培养一群“再生主义者”。牧场的
成功，就是服装穿着者的成功，
也是牧场主的成功，而孕育这一
成功的因素就是集体的行动。

我们不仅希望让土地再生，采取
行动并且开展宣传，而且还希望
打造社区。在一个日益支离破碎
的社会，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再
生主义者”社区，建立一个志同
道合的人组成的社区，成员从初
级生产商到穿着以负责任方式
制造的服装的终端消费者不等，
他们全部都重视再生。对牧场实

这不仅仅是我们的梦想，也是对
我们自己、对纤维组织发出的紧
迫而又强有力的行动召唤。通
过汇集一群“再生主义者”，BKB
集团让整个价值链的企业参与
其中，共享成功，在南非大地共
创再生之辉煌。这是一个欢乐的
修复之旅，欢迎您加入我们的
队伍。

Matty Bovan荣获

2021年国际羊毛标志大奖
际羊毛标志大奖（International
Woolmark Prize）对展现澳大利
亚美丽诺羊毛用途多样性的时装
达人新秀做出表彰。数十年来，
荣获这一大奖的标志性时尚品牌有
Giorgio Armani、Gabriela Hearst和
Emily Bode。Matty Bovan是一位纽约设
计师，曾师从于Marc Jacobs。他在2021
年获得了这一最高殊荣。他以千变万化的
特色针织服装、宣言配饰和出乎意料的质
感等特点而著称。
Matty Bovan的美丽诺羊毛服装系列侧重于整个供
应链的可持续性和透明度。在创造这个系列时，他
与当地供应商协作，采用滞销面料，创造出六件提
花织造设计的服装，作品风格独创，设计精致，主题
包括海洋颂歌、避世、英国海军军官Horatio Nelson的
故事，并为此创作了一件网版印刷印有Nelson肖像并有
酸性染色扭绳花纹的海军夹克衫。
这个大奖的类别包括Karl Lagerfeld创新奖和新推出的羊毛标志供
应链奖，中国南山集团荣获了这些大奖。我们从来自55个国家的
380位申请人中选出了最终入围者，其中包括英国的Williams、法
国的Casablanca、尼日利亚的Kenneth Ize、加拿大的Lecavalier和
南非的Thebe Magugu。所有参赛作品都展示在一部电影短片中，
这部短片名为《通行》，由Solange新扩展的创意机构Saint Heron
制作，由赢得MacArthur 奖学金的艺术家曾吴执导，并由身穿这
些服装的音乐家和演员出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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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消费者直接销售英国羊毛

Matty Bovan的澳大利亚美丽诺
羊毛系列作品
Bovan说，这笔价值$300,000澳
元（$231,300美元）的奖金为他
进一步试验前卫创意提供了空
间。他希望能够向全新的观众展
示自己通过服装创造的世界。
“通过这次比赛，我学到了有关
原材料及其背后制程的许多东
西，”他说。“这次比赛打开了我
的眼界，让我知道自己如何能
够在这一方面成为甚至更好的品
牌和设计师。这是一项殊荣，我
对获奖带给我的前景感到非常
欣喜。”
随着英国Matty Bovan囊括2021
年国际羊毛标志大奖全球决赛奖
项，不但荣获主要大奖，而且还
荣获Karl Lagerfeld创新奖，世
界最负盛名的时装大奖再创历史
辉煌。在2019年，Bovan与英国
设计师同行Edward Crutchley一
起双双入围。在一次特殊的虚拟
大赛中，由行业巨头组成的小组
将他评选为获奖者。
“Matty能够凭借自己的创新和创
意赢得这两项大奖，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我真得认为他当之
无愧，”Carine Roitfeld说。“他
代表了纯粹的时尚，激发了我的
梦想，让我想起年轻的Vivienne
Westwood或John Galliano，当
今时尚界迫切需要这样的设计
师。”
他的提花织造设计技术先进，令
人惊艳，作品风格独特，设计精
致，富有故事性。他对针织和
织造技术的理解十分高明，色
彩组合强烈，对本地采购和生产
采取可持续的方法，因此备受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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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y Bovan

誉。Bovan对时装十分敏锐，并
且采取概念性方法，给评委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Thom Browne强
调说，这正是世界更需要的，尤
其是当今世界。
“看到你的系列作品，我看
到作品里前进的力量，真正
渴望向人们展示前所未见的
作品，这是当今世界真正需
要的，而且如此令人深受启
发，”Browne说。他与Carine
Roitfeld、IbKamara、Shaway
Yeh、Sinéad Burke、Tasha
Liu、Tim Blanks和Julie Davies
一起担任评委。“你使用羊毛起
来轻松自如，不费吹灰之力，
使用这种媒介得心应手。所以我
要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启
发，并且给自己的系列注入了强
大的生命力。”
“赢得这些大奖，我感到非常荣
幸，对这次获奖给我带来的未来
感到十分欣喜，” Bovan说。“羊

英
毛标志大奖的平台和经历让我喜
出望外。参加羊毛标志大奖确实
帮助提升了我的品牌，提升了自
己的意识和知识，让我知道如何
经营企业和品牌。这项活动十分
精彩，每一分，每一秒，都让我
满心欢喜。”

国羊毛理事会开展以消费者为重
的市场营销策略，推出了一个面
向消费者的电子商务网站。网站
向消费者直接销售琳琅满目的一
系列富含英国羊毛的产品，包括
服装、被褥、枕头、针织纱线、
隔热产品、甚至宠物狗床。市场
营销总监Graham Clark解释说：“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开发项目，有助于我们
推动消费者对英国羊毛产品的真正需求。一开
始，我们与10位许可证接受人协作，计划在未来
几个月扩大产品系列，提高这一需求。”
除了推动对英国羊毛制造的产品需求外，理事会
还对通过网站做出的每一笔销售获得佣金。这笔
额外的收入将返还给英国羊毛理事会的生产商。

这个网站将成为英国羊毛理事会未来工作的一个
主要部分，Clark解释说：“消费者不断向我们咨
询何处可以购买英国羊毛产品。这个网站让我们
可以将消费者引到只销售正宗英国羊毛产品的目
的地。我们计划将这一网站与我们的社交媒体计
划相整合，我们有115,000多位关注者，他们与我
们积极接触，是我们理想的目标观众。我们的网
站现在每个月收到大约14,000名访客的访问，其中
越来越多的访客是查询英国羊毛产品信息的消费
者。”
Clark最后说：“我们非常希望看到这个新网站成为
正宗英国羊毛产品的首选目的地，帮助我们推动
销售和需求，最终提高我们生产商从羊毛获得的
回报。”
这个网站的网址是www.britishwool.org.u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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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对产品进行追踪和验证
Haelixa公司开发了一种基于DNA的创新技术，
能够从产地到零售对产品进行标记、追踪和验证。
瑞士Haelixa公司营销总监Tanja Schlager介绍了这种
新产品，说明其如何可以让羊毛用户受益。

我

们可以为品牌、生产
商、系列产品、甚至
生产批次特别开发一
种独特的标记，用于

标记原材料或中间产品，让产品
具有可追踪性，并且创建供应链
的透明度。使用我们的DNA标
记，可以在产品通过价值链的整

个旅程，将产地和身份信息（公
司、纤维类型、质量、产品系列
等）安全嵌入产品本身。只需在
Haelixa或第三方实验室做一个
简单测试，便可在最终服装或中
间产品中进行验证。
这种独特的标记分散在水之类的
液体中，在羊毛收获后的任一刻

这种标签可以与链接特定登陆页面的QR代码配合使用，登陆页面有品牌的可追踪方法以及特定产品的可追踪性等信息

涂覆在羊毛上，便能够证明产品
的来源。这项工作通常是在牧场
或收集点进行。这种标记提供法
医式的证据，证明纱线或面料等
产品来自于特定供应商，从而能
够支持质量、动物福利、社会和
环境标准方面的主张。这种标记
方法可以轻松整合于粗梳或精梳
等现有加工程序中，但我们也提
供量身定制的自动化喷涂系统。
我们的标记对人体和环境无害，
而且十分牢固，足以承受机械和
化学纺织加工的影响。在这种背
景下，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标
记不含转基因生物（GMO），
符合素食主张，并且达到GOTS
和Oekotex 100 标准，不会影响
品质、外观和感觉等产品特性。

原材料信息在直到最终服装的整个价值链都嵌入产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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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elixa标记的主要优势在于能
够将产品本身转化为有关产地和

价值链旅程信息的载体。此外，
只有知道这种标记的人才能够检
测到标记（其作用如同钥匙和锁
系统），这让我们的可追踪性解
决方案能够做到防伪。与纸张类
的可追踪性解决方案相比，这是
一个明显的优势。前者将信息与
产品本身分离，因此有可能遭到
破坏。区块链的价值取决于所上
传数据的可靠性，这种标记可以
用作区块链的辅助解决方案。因
此，我们提供法医式证据来证明
产品名副其实。
Haelixa 开发了一种名为
‘Marked & Traced by Haelixa®’
（Haelixa®标记和追踪）的标
签，让制造商、品牌和零售商
能够利用Haelixa的强大技术基
础，证明自己的产品具有可追踪
性。这种标签可以整合在现有的

我们的可追踪性解决方案提供法
医式的产地证明，有助于中国制
造商进入欧洲和美国市场。随着
许多品牌对来自新疆地区的产品
表示关切，我们的解决方案能够
让客户放心地知道产品来自中国
哪个地区。通过提供产地证明，
我们还对中国羊绒和牦牛毛的文
化传统做出了礼赞。
Tanja Schlager

挂标或护理标签中。终端消费者
日益想了解自己的服装是谁制造
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制造的。为
此，我们还消除了与终端消费者
的沟通差距。除了标签本身外，
品牌/零售商标签还可以整合一
个QR代码，这个代码可以引到
一个提供产地和产品旅程的更多
信息的网站。

我们感到非常骄傲的是，
Haelixa是唯一获得Ecocert
Greenlife按照GOTS标准（全
球有机纺织品标准）颁发的化
学投入认可的标记。我们与各
标准机构以及Qima等审计公
司协作。Haelixa是获得验证的
GFA（全球时装议程）解决方
案的提供机构，也是纺织品交易
组织的成员。因此，我们能够促
进时装业做出积极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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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神节
豪华羊毛产品宣传活动

这一比例超出了行业平均水平。
中国零售市场对优质产品的需求
日益增长，本次营销宣传活动就
是响应这种情况而开展的。中国
市场目前十分旺盛，而世界各地
的其它许多市场因为新冠疫情仍
然动荡不安。因此，本次活动的
时机安排恰到好处。此外，中国
是世界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自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网上销售增
长幅度甚至更大。2020年中国网
上销售额达到1.17万亿美元。

AWI的市场营销分支部门 － 国际羊毛局与
两大时装电子商务平台合作，针对中
国各地女神节的购物热潮，推出了宣
传澳大利亚美丽诺羊毛的活动。

三

月八日国际妇女节是中国的女神节，
近年来日益成为一个购物节日。在这
一天，中国许多男性纷纷给女性购买
礼物，而女性也在网上购物来奖励自
己（女性员工放半天假）。

103
亿

2000
万

曝光次数

55%

- 在观看宣传后
更可能购买美丽诺
羊毛的比例

视频观看次数

150%

- 在Net-a-Porter上
出售的羊毛增长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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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市场营销宣传活动提高了人们对美丽诺羊毛作
为适合春夏服装纤维的意识，而且还推动了人们
购买一系列中国和国际品牌生产的服装。

150%

- 在Net-a-Porter上羊
毛相关搜索的增长比例

鼓励消费者购买特色美丽诺羊毛。
例图显示的是来自中国最大的社交媒体
平台之一 - 微博的截图。

在今年女神节，国际羊毛局与
电子商务零售商Net-a-Porter和
Farfetch以及国内外时装品牌合
作，对适合春夏季的一系列女装
产品开展宣传。
这次宣传活动的目的首先是让购
物者树立对用途多样的美丽诺羊
毛的意识，其次是提高消费者购
买美丽诺羊毛产品的意向。
来自本次宣传活动的初步报告表
明，消费者将美丽诺羊毛与“适
合春夏”、“透气”和“轻盈柔软”
等特性关联的程度大大提高。与
此同时，有55％的消费者说，在
看过本次宣传后，自己购买美丽
诺羊毛服装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国际羊毛局请女演员春夏担任营
销宣传活动的时尚大使。她的名
字字面意思就是春季和夏季，
十分应景。她拍摄了一些宣传
照片，并且出演了一部时尚短
片- 《春夏大动作》，突出展现
了美丽诺羊毛服装的轻盈、透气
和优异品质。
作为这一宣传活动的一部
分，Neta-Porter通过其T-mall
商店提供羊毛时尚建议，并
向购买Altuzarra、Vince、JW
Anderson和Ganni品牌羊毛产
品的消费者提供赠品。Farfetch
与包括AMI Paris、Comme
des Garçons、Alexander
McQueen、Isabel
Marant、Etro、Theory和Zegna
在内的品牌一道，在Farfetch中
国应用上突出展示春/夏羊毛服
装系列，同时由造型师现场提供
个人购物服务。本地高档女装时
尚品牌ICICLE、JNBY、Edition
和MEILLEUR MOMENT也参
加了本次宣传活动。

“美丽诺羊毛柔软、透气、环
保，是豪华时装品牌和设计师的
首选纤维，”AWI大中华区经理
马捷说。“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
春夏小姐担任时尚大使，感谢
Neta-Porter和Farfetch的大力支
持，帮助我们通过他们的平台接
触到更广泛的观众。”
本次春/夏宣传活动是国际羊毛
局六个月前在中国成功开展的
营销宣传活动的延续。上次宣
传活动是在秋/冬零售季节开展
的，在中国热门的电子商务平台
T-mall上宣传澳大利亚美丽诺羊
毛产品。

著名女演员春夏担任本次宣传活
动的时尚大使，并且出演了本次宣传
活动的短片和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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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具有独特品质的落毛。我们
最大的客户包括钢琴用的工业羊
毛毡的制造商。这一行业要求落
毛做到最清洁，未碳化的草杂污
染最少。世界各地只有少数几家
制造商能够达到。“此外，我们
随时备有大约600吨羊毛落毛存
货，终年都能选择最合适的落毛
进行混合，并根据每位客户的要
求，实现特定的成效。”
“中国其它碳化加工厂纷纷涨
价，但我们保持富有竞争力的价
格，”元广祐大先生说。“我们目
前的年产量超过了3000吨。公司
的上海办事处一直向世界各地的
客户开放，与客户直接沟通。”

碳化落毛需求日益增长

江

阴丰源碳化有限公司
是世界上最专业的羊
毛落毛碳化加工企
业。2004年，公司在
中国江阴成立，是三个国家的三
家公司成立的一家合资企业。这
三家公司分别是：日本元广株式
会社、意大利细内达集团和中国
江苏阳光集团。一开始，公司只
是向日本的公司供应碳化羊毛落
毛，但在一段时间后，公司扩展
了国际出口业务。目前，公司生
产的产品80％以上出口欧洲及其
它国家。Victor Chesky采访了日
本的元广哲也先生和驻上海的元
广祐大先生，向他们了解全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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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化羊毛落毛日益增长的需求。
“对纺织业来说，2020是最艰难
的一年，但我们看到毛毡公司和
粗纺公司对碳化落毛需求非常强
劲，这种情况将持续到2022年。
我们工业羊毛毡的需求最为强
劲，”元广哲也先生说。“工业羊
毛毡广泛用于过滤器、音响产品
和汽车行业。”
“我们在江阴的加工厂占据有利
地位，能够满足这一增长的需
求，”元广祐大先生从上海的
办公室说。“我们拥有特别的优
势，在羊毛落毛供货商中独树一
帜，与众不同。”

公司经理陆激和元广祐大先生在工厂仓库合影

Anniversary

“首先，我们拥有丰富的碳化羊
毛落毛的原材料采购经验。羊毛
落毛是毛条生产的副产品，我们
从世界各地采购羊毛落毛。因为
天气因素以及毛条制造商的不同
混合配方，每一批羊毛落毛都有
不同的品质和特点。我们掌握丰
富的知识，知道如何加工来自世
界各地的不同品质的落毛。”
“其次，我们精心设计的加工厂
配有来自印南制作所（日本羊毛
纺织厂）的全套碳化设备。除此
之外，我们还安装了台湾产的定
制设备，为毛毡生产商生产优质
产品，” 元广祐大先生说。“我
们利用专业设备，能够混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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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丰源碳化有限公司大约95％
的产能用于碳化羊毛落毛，其余
用于碳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原
脂毛。公司还供应羊毛脂和一些
副产品，这些副产品可以作为有
机肥料重复使用。废线和皮辊花
也回收为粗纺材料。
“作为一家公司，我们拥有非常
牢固的宗旨 － 可追踪性、动物
福利和环境可持续性对我们具有
极其重要的意义，”元广哲也先
生强调说。“在过去几年，我们
大力提高动物福利意识，特别注
重使用非割尾羊毛，”他说。
“欢迎有意购买我们江阴丰源碳
化有限公司产品的公司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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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外观与厂标

元广哲也先生最后说。请联系元广祐大先生（电邮：
yuta@motohiro.co.jp）或陈佳（电邮：yuanyuan@motohiro.com.cn)

中国企业生产获得
生态认证的纺织助剂
中国生产出口纺织织物和服装的制造公司日益明白，
他们在欧洲和其它地区的客户要求所订购的产品具有标示环境合规
和责任的证明。中国零售消费者 － 特别是年轻的消费者 － 在做
出购买决定时，也要求确立产品的环境资历。

因

此，在制造一级建
立并保持各项标准
不啻为一项明智之
举，这包括羊毛洗
涤剂、润滑剂、抗
静电剂、染色和后
处理处理助剂。浙江嘉兴市玛
特化工有限公司/浙江永进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大力士）拥有
Intertek生态环保认证，并且达
到欧盟环境标准。嘉兴市玛特化
工有限公司是最大的毛纺助剂供
货商，不但为中国各大毛条生产
商和毛纱生产商提供服务，而且
还供应欧洲、中东、新西兰和美
国的多家公司，出口业务十分
强劲。
中国制造公司可以从设在本地的
助剂公司受益，享受近水楼台的
优势。交货时间更快，物流问题
更少。没有语言差异，沟通顺畅
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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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供应绿色环保的羊毛纺织助
剂，超越他们的期望。”

使用不含有害废物的化学品可以
让任何一家制造公司受益。这样
就可以轻松遵守政府法规，消除
这一方面的各种问题。嘉兴市玛
特化工有限公司是浙江省首家成
功推出羊毛洗涤剂产品明确质量
标准的公司。
公司董事朱建坤先生说：“如
今，中国环保法律的执行力度极
其严格，在某些情况下，这些
法律甚至超过欧盟要求。”他指
出：“我们公司下定决心，继续
向中国国内客户以及全球各地的

“我们知道，羊毛清洗方法对洗
毛工艺至关重要。我们的生态
羊毛X100和X100Y助剂系列性能
优异，完全具有可生物降解特性
与环保特性，可以为洗毛、制
条和毛纱生产各阶段带来良好
成效。”
X100羊毛洗涤剂使用高级植物
原料制造，在毛纺业用作原毛
洗涤剂、羊毛炭化助剂和羊毛
染色洗涤剂。在使用之后，能有
效去除羊毛脂和灰份，使羊毛呈
现出自然的白度与光泽，纤维
松散、柔软，更有利于开松和梳
理。洗涤剂高效持久的洗涤、脱
脂效果，不仅能提升生产速率，
提高洗毛单位产量，而且不含
APEO、甲醛或磷酸盐等违禁化
学品，对环境十分安全。

“这种助剂既能有效乳化羊毛
脂，同时又能起到清洗作用，而
且不含碱性，不会分解羊毛中
的纤维蛋白质，也不会腐蚀机
械，适合各种羊毛洗净业务，尤
其适合较为寒冷的气候，”朱先
生说。
X100系列羊毛洗涤剂脱脂性能
稳定，让羊毛具有一流外观和
手感，特别适于高品质澳毛洗
涤。X100-Y环保羊毛洗涤剂特
别用于各类羊毛和羊毛产品的洗

毛加工。这种洗涤剂具有良好的
脱脂和洗净效果，在低温下具有
良好流动性，使加工的羊毛洁白
蓬松，富有弹性。
大力士抗静电剂在羊毛梳毛、制
条、纺纱、染色和后处理或混合
阶段抑制和消除静电，对合成纤
维、真丝和羊绒也非常适合。
公司还供应梳毛油，梳毛油能够
增加润滑，从而保护羊毛纤维，
改善可纺性，并且提高产量。

大力士染色和后处理洗涤剂系
列包括皂洗剂DX-5、洗涤剂
DX-7、脱脂剂DX-1、柔软剂
M50、亲水硅油YQ-1、增滑剂
M20、酮酸（冰醋酸替代品）。
柔软助剂使整理后的纤维十分蓬
松，手感良好。
欢迎与Jacky联系，
电话：573 88182111
传真：573 88188768
电邮：yongjin@dalischina.com
www.dalism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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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羊毛
－ John Semmelhaak访谈录

“对于细支羊毛生产商来说，羊
毛趋势长期向好，新冠疫情只
引起了短期中断。但对于德国
主要生产粗支羊毛类型的小型
生产商来说，这段时间度日维
艰，”John Semmelhaak说。国际
市场对德国羊毛的需求几乎完
全蒸发 － 只有Eider羊毛例外，
所有客户对这种羊毛依然保持
忠诚。”
“在这种时候，人们其实只有两
种选择，要么关闭企业，要么将
这场危机视为机遇，寻找做事情
的新方法，”John说。“前几年，
我们已经尝试加大在本地推销羊
毛的力度，提高羊毛的附加值。
欧洲加工能力不足，难以找到愿
意与我们开发新概念的生产商和
零售商，使得这项工作十分艰

我们德国羊毛。但我们往往需要
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
“我们在中东和远东的客户群需
求很小，我们别无选择，只好寻
找销售德国羊毛的其它解决办
法。这方面的重点日益放在具有
吸引力的价值链上。一旦我们能
够提供加工好的羊毛，我们就能
够赢得欧洲客户。我们开展羊毛
促销，强调羊毛的来源和历史地
位。我们发现行业对羊毛及其特
性知之甚少，往往感觉像是在讨
论一种全新的材料，这让我们感
到惊讶。
难。大多数生产商能够想出的产
品附加值很小，如化肥产品。我
们认为这些产品很浪费，不适合

加上交货快捷灵活，以此来利用
这一需求。”
Nordwolle公司的业主Marco
Scheel是最早认识到我们能够
提供的机会的人之一，他跟
我们拥有共同的商业远景目
标。Nordwolle公司总部设在德
国，公司制造高品质户外服装和
床上用品。他一开始就侧重于本
地古老的有色羊毛，并且熟谙
羊毛及其特性，拥有强大的本
地背景，能够发现客户和市场的
价值。
我们非常高兴与他合作，为他的
生产厂收购和分拣德国羊毛。我
们与他一起，成功地踏上了这
条道路。这一开始是服装行业

部门的小型利基市场，如今已经
扩展到其它行业部门。在这一旅
程上，我们将一如既往继续支持
他，同时继续寻找其它非竞争性
的合作伙伴来推销我们现有的羊
毛类型。
“人们不断重视可持续性和气候
保护，特别是在西欧，因此我们
要重视更多的地区性供应链，这
样才合乎逻辑。虽然我们仍然遭
受加工能力瓶颈的影响，但我们
也在加大力度，进一步开发各种
解决方案，尽可能避免或减少羊
毛送交进一步加工和后处理过程
中需要的较长运输时间。”
“随着所有原材料价格都在上
涨，羊毛替代材料的价格也在上

涨，人们对羊毛的兴趣逐渐稳步
增长，日益得到客户接受。多个
世纪以来，羊毛用途多样，作为
首选纤维已经得到证明，但这一
点往往被人们所遗忘。
如今，我们必须重新建立人们对
羊毛的认识。这里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粗支羊毛具有优异的隔热
特性。消费者渴望获得更多天
然、可再生的原材料，这有助于
促进对羊毛纤维的需求，尤其是
在中欧。”
“在2020年，我们有很多时间反
思和学习。这是重新开始的大
好时机。德国羊毛的未来前景
再度看好，”John Semmelhaak最
后说。

如今，我们谈论的不是羊毛的颜
色、强度和价格，而是讨论羊毛
纤维的优异特性、用途、来源，

Marco Sch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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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款梳毛机可以通过遥距诊
断来进行故障排除。
梳毛机喂料筒配有N.
Schlumberger开发的新型万用机
头。许多零件都与针梳机相同；
纤维通过控制盘控制。新型万用
机头的主要元件都有单独的驱动
器，从梳毛机控制面板屏幕可以
调整牵伸率和压力。渐缩头配有
一个抽吸除尘网络。万用机头之
后是一个输送1200mm或1600mm
直径条筒的圈条器，可以喂入多
达90公斤梳毛条子。在数台梳毛
机一起作业时，出来的每一个条
子都可以在一个共用传送系统上
传送，在喂给筒之前配有一个针
梳粗纱机。

南非Gubb & Inggs公司安装的Schlumberger精纺梳毛机

Schlumberger新款精纺梳毛机非同凡响

新

款Schlumberger
W235型精纺梳毛机
在2015年ITMA米
兰展览会上首次亮
相。这款单筒或双筒型梳毛机幅
宽3.5米，配有与Tecnomeccanica
Biellese共同研发的新式高容量
进料器，能够满足高水平生产要
求。这种梳毛机的连续流高容量
进料器含有一个进料斗，或可配
有一个进料空压机，主要元件单
独配有马达驱动器，能够将密度
一致的条块喂入梳毛机。
如果气动喂入梳毛机的纤维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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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Patrick Strehle

差异较高，梳毛机可以配备一个
X光型进料自动调平装置。
梳毛机的机身完全可以满足生产
要求：
• 2个锡林（一个刺辊锡林，
一个胸锡林）配有6个梳毛机
组，在去除毛刺之前高效开
松纤维。每个梳毛机组配有
一种布料类型，并且针对草
杂含量高达3-4%的洗净毛加
工进行完美调整。
• 串联毛刺辊增强了毛刺去除
能力，每个串联毛刺辊单独

将纤维送到一个毛刺辊。毛
刺辊的构造和概念设计达到
了所要求的设置精度。
• 梳毛机在一个锡林上开展连
续梳毛作业，达到较高周边
速度，表面负荷较低，纤维
传送到两个送料筒，送料筒
具有不同的设置、布料和直
径，让纤维能够得到轻柔处
理。
• 梳毛机配有单独的马达，从
一个触摸屏面板和储存大量
作业配方的储存库可以轻松
做出所有设置。

梳毛机使用一体化的抽吸网络，
梳毛机和喂给筒完全封盖，从而
将内部和外部污染保持在最低
水平。
实际实验和行业实验都表明，吸
入粉尘和短纤水平一直低于梳毛
机产量的1% (在0.3和0.8%之间)
，从而让梳条具有更佳清洁度，
对下游与羊毛纤维接触的所有机
械部件（如链条、针床）的使用
寿命都有积极的影响。
要实现较高生产水平和效率，需
要充分控制运行条件，特别是充
分控制气温和湿度，气温和湿度

Hm （mm）
草杂含量（%）
产量（公斤/小时）

Patrick Strehle

必须保持稳定，而且喂毛斗的羊
毛含水率必须保持较低的稳定
水平。
按照工作条件，梳毛机效率可超
过90-92%。
W235型梳毛机还可配有2.5米幅
宽及单喂给筒，并可为羊驼毛或
马海毛等纤维抱合力较低的纤维
专门建造特别的集毛装置。
这些梳毛机可以与
N. Schlumberger设计的全套梳毛
线以及GC 40系列和Era 40系列
梳毛机完美整合，让毛条制造商
能够对其羊毛获得最佳成效。

Patrick Strehle最后说，对于纺
织业来说，这一、两年十分艰
难，羊毛业 - 特别是精纺部门 深受重创。但我们非常欣喜地看
到，精纺部门如今正在从萧条中
缓慢走出来，而且手工针织部门
和技术纱线部门即使在新冠疫
情封城期间依然表现强劲。在此
期间，有些公司搁置了使用新纺
织机械对工厂进行升级的计划。
随着市场恢复正常，他们将重启
这些计划。Patrick Strehle督促
各家公司不要等太长时间再下订
单，否则可能会在漫长的等候名
单中排在后面。

W235型梳毛机–幅宽3.5米

常规梳毛机–幅宽3.5米

69.2 mm

69.3 mm

44.8

45.1

320 - 350

155

上表例举21.5微米、洗净毛草杂含量为1.2 % （澳大利亚套毛）的羊毛产量情况（相同毛批在相同条件下加工产量）。
请注意：如果纤维强度较高，而且洗毛程序和加油水平得到优化，新梳毛型梳毛机的产量水平可能大大超出表中的数字。
两种梳毛机的草刺清除率大约为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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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羊毛检测局
(WTAE)提供认证和
羊毛检测服务保证
欧洲羊毛检测局坐落于北威尔士海岸和斯诺顿山之间，

是北半球唯一一家鉴定合格的纤维检测实验室。董事经理
Courtney Pye博士畅谈了前一年的影响，并且保证
WTAE将不断为羊毛业提供支持和服务。

如

果说去年是前
所未有的一
年，这可能是
最轻描淡写的
说法。当然，
我们都知道新
冠疫情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从
个人代价到经济成本，生活的方
方面面莫不受到影响。我们都在
努力应对生活所受到的限制规
定，但WTAE还遇到英国脱欧带
来的额外障碍。尽管遇到这些挑
战，WTAE继续为英国、欧洲和
其它地区的客户提供优异的服
务，未来将继续长此以往。我们
地处全球的中心地位，距离世界
最大的交通中心并不太远。从世
界各地只需几天就可以将样本寄
到我们手中。我们力求达到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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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ney Pye博士

一个标准，即在收到样本的24小
时内向客户发出检测结果，客户
无需为此支付额外的费用。

鉴定合格的认证检测
和报告服务
只有检测方法得当，检测结果
才有效。正因为如此，我们保
有国际标准ISO 17025:2017认

证，并且是获得国际毛纺织组
织（IWTO）认证的实验室，
对此深感自豪。欧洲羊毛检测
局只使用获得国际毛纺织组织
（IWTO）批准的检测方法，
并且在近20年来，一直向羊毛
业颁发IWTO证书。我们的资
格鉴定由英国资格鉴定服务局
（UKAS）进行年审，年审报告
结果十分优异。欧洲羊毛检测
局还是ILRT循环检验小组的成
员。参加这些循环检验，可确保
全球各地颁发的检测结果具有一
致性。欧洲羊毛检测局是欧洲的
主要羊毛检测机构，这也为客户
提供进一步的保障。有关WTAE
所提供的检测服务详情，请访问
我们的网站：
www.wtaeurope.com。

欧洲羊毛检测局（WTAE）提供
公正的取样服务。WTAE掌控从
取样一直到颁发检测证书的整
个检测程序，提供完全公正的服
务，这对于检测局所提供服务的
完整性来说至关重要。羊毛购买
商和销售商可以完全放心，这种
公正的服务加上WTAE的技术能
力和优异的循环试验表现，能够
一次又一次提供可以依赖的认证
结果。
我们还提供检测报告服务，并且
按照IWTO的检测规定对所有样
本进行检测。这项服务大受欢
迎，特别是在本次疫情期间。在
如此艰难的经商时期，检测报
告服务让销售商能够继续对自己
的商品获得宝贵检测信息，而

无需支付获得IWTO认证的额外
费用。

WTAE门户网站和文件
验证服务
作为我们的一项服务，WTAE还
为所有客户提供一个门户网站。
通过这个门户网站，客户不但能
够在实验室完成检测时便可获得
检测结果，而且还可以获得和下
载检验证书、检验报告和发票。
这就是说，无论客户在世界何
地，都可以随时获得检测结果。
通过这个门户网站，客户还可以
对文件修正和核查检测提出请
求。我们还开展一项文件验证服

务。买方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提
出验证检查要求，以验证所购买
货物随附的检测证书的真伪。买
方只需要提交检测证书编号和文
件底部的验证代码，WTAE就可
以寄回在我们安全档案中保存的
文件。通过很快进行比较，便可
确认证书是否有效。
尽管疫情带来各种不确定性，
但即使在疫情最黑暗的时期，
WTAE也继续提供服务。我们敞
开大门，顺利通过了这场危机的
风暴。本人希望借此机会，亲自
感谢WTAE的所有客户和员工，
我们的员工在各种限制规定和戴
口罩的要求下，继续努力工作。
感谢各位！
wool2yarnChina 2021

|

89

新西兰羊毛检测局
任命新经理

SRL

Duane Knowles欢迎
David Alexander 加
入新西兰羊毛检测局
（NZWTA）的团队，
替代Phil Cranswick，
担任客户服务经理一
职，Phil 在今年早些时
候退休，曾经在这一职
位表现卓著，名闻遐
迩。David致力于天然
产品部门工作，在完整性系统以及羊毛和纺织
品检测增值工作方面拥有广泛的经验。
“我很高兴在这一领域工作，能够与优秀的人
士协作，将天然纤维开发成各种产品，为消费
者带来显著效益，同时让环境受益，”他说。
David成长于奥克兰南部普基科希附近的一个
业余农场，一向从事农场工作和有机蔬菜生
产。他对这一领域有着浓厚的兴趣，进而获得
了土壤和地质学专业的学位，大学毕业后在新
西兰南地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后来在澳大利亚
塔斯马尼亚州、西澳州、昆士兰州和新西兰从
事过农业工作。
Member of Beppe Ploner Group

David在有机和天然食品行业工作了14年，担
任商业开发和供应链管理工作。最近，David
还战胜了新冠疫情给物流带来的挑战，从14个
不同国家开展进口业务，并且改善了企业在包
装和废物方面的可持续性。
新西兰羊毛检测局为国际羊毛和纺织业提供检
测和认证服务，是一家提供纤维、织物、地
毯、阻燃性和羊毛脂等全套检测服务的主要检
测机构。新西兰羊毛检测局是国际羊毛实验
室协会的成员，并且是获得国际毛纺织组织
（IWTO）许可证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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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购买毛条的新平台

新

冠疫情可能造成一些公司搁置了自己
的计划，但伦普利公司保加利亚梳条厂
(Lempriere Bulgaria）勇往直前，为毛条
购买商推出了一个网上购买平台。“纺
纱厂订购毛条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们必须
先确定面料制造商的要求，然后回头找到价格最
优惠、最合适的毛条。伦普利公司新的网上平台
让纺织厂能够搜索所供应的毛条，查阅质量和价
格信息，在网上进行选购，即时安排交货。这一
平台还让织造商可以搜索和订购获得RWS等认证
的羊毛类型，”伦普利公司保加利亚梳条厂的Eric
Durand说。
“我们的目标是让交易轻松、方便、透明，并且实
时执行。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方式不同于当今
世界各地的其它毛条制造商。与客户开展透明、
快捷的沟通，这不仅对客户很重要，而且对我们
很重要。”
“如果客户需要非常规的产品，我们也可以向客户
提供各种选择，让客户实时、直接与我们商讨价
格，”他说。“客户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lemprieremarket.com。”
“随着毛条需求日益增长，我们注意到物流出现长
时间延迟，船运成本增加，这在决定何处购买毛
条时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相信，新的网上毛条
购买平台将促进快速周转，对我们的客户来说非
常重要。”

毛供应将会出现短缺，”他说。“我们从获得认证
的澳大利亚生产商采购RWS认证羊毛。虽然澳大
利亚获得RWS认证的牧场数量有限，但迄今我们
还是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

自三月底以来，针织行业部门对羊毛类型的需求
十分强劲。“我认为，需求如此强劲，出乎了所有
人的意料，”Eric Durand说。“细支服装部门的纺
纱厂需求一向较弱，但我们注意到这一需求现在
逐渐回升，部分原因在于人们从正式服装转向休
闲服装。”

RWS是一项广受承认的独立认证计划，获得了许
多人青睐，尤其受到欧洲纺纱厂的青睐。伦普利
公司保加利亚梳条厂还可以提供获得GOTS认证和
欧盟Flower认证的羊毛，并且还获得了国际羊毛
实验室协会（Interwoollabs）的正式认证。梳条厂
的年毛条生产能力为600万公斤，其中80%供应伦
普利集团，20%为委托加工。梳条厂靠近港口和公
路，与欧洲各国四通八达，能够向欧洲境内的时
装品牌商迅速交货。

“我们还看到，对认证羊毛的需求持续增长。伦普
利公司保加利亚梳条厂不断生产RWS认证毛条。
随着这一兴趣保持下去，下一季节的RWS认证羊

欢迎与Eric Durand联系，
电邮：Eric.Durand@lempriere.bg；
网址：www.lempriere-mark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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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驼毛检测

GS为羊驼养殖商和
羊驼毛出口商提供专
门设计的网上检测服
务。这项服务十分便
捷，易于使用，检测
结果既快捷，又有成

本效益。

在南美洲，SGS不但开展原脂毛
和洗净毛检测，而且还开展羊驼
毛、美洲驼毛和幼羊驼毛检测。
北美、南美、欧洲、北欧和澳大
利西亚的羊驼养殖商使用这项

服务的人日益增多。套毛检测使
用从个体羊驼剪下的样本进行检
测，使用各种专门设计的低廉方
法，为育种羊驼销售选择提供最
佳信息。
SGS的服务程序简单易用，可以
提供准确的检测结果，包括细度
（平均直径）、直径分布、曲
率、髓质、毛丛长度和强度、长
度/直径特征和净毛率。检测预
订十分简便，提供样本包装和发
运的完整说明，同时还有简单的
网上信用卡支付系统。

SGS的检测服务让买卖双方对销
售毛批和货物质量和数量感到放
心。SGS通过办事处网络，还可
以开展独立取样，并提供认证。
SGS的检测结果获得国际上所有
羊驼毛加工厂商认可。SGS羊毛
检测服务是一家获得ISO-17025
认证的实验室，具有提供IWTO
检测证书的正式许可。
有关SGS网上检测服务，请访问:
https://onlinestore.sgs.com/nz；
欢迎与Jeremy的团队联系，
电邮：woolonline@sgs.ecom

秘鲁羊毛打入中国市场

中

国大多数羊毛毛条生产
商向来都从澳大利亚、
新西兰或南非等传统来
源采购羊毛，但丰富羊
毛供应来源有时可能会
给他们带来好的结果。
“在羊毛组合中引入新的、不同
的羊毛规格，可以为毛条生产商
带来更有成本效益的新选择，”
秘鲁羊毛的主要出口企业 －
Tirzay公司的Jose Iturriaga说。
随着整个生产线的成本增加以及
运输成本的增长，要确保利润水
平不会下降，这才是合理之举。
获得更具有成本效益的羊毛供应
选择，就是其中的一种做法。
秘鲁以羊驼毛闻名遐迩，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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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杂交品种。这些品种结合
在一起，生产出柔软度非常好的
结实羊毛，非常适合各种广泛的
用途。

Jose Iturriaga

们在寻找替代羊毛供应来源时，
首先想到的可能并不是秘鲁。然
而，这里有1200万只绵羊，年产
羊毛1000万公斤以上。秘鲁绵羊
是最优秀的考力代羊和美利奴羊

大多数剪毛细度为23-26微米，
长度为60/65 hm，平均净毛率为
60％。Tirzay公司向大量小型牧
场收购羊毛，将羊毛运到一个中
央仓库进行分拣和检测。“我们
公司按照国际毛纺织组织的指导
准则开展经营，所有羊毛在出口
之前都获得新西兰SGS实验室的
检测。”
Tirzay公司使用训练有素、充满
热忱的工人开展羊毛分拣工作，
在这方面经验十分丰富。羊毛按
公认的羊毛类型进行分拣，可以

按照客户对色泽、长度或细度的
特定规格要求来进行选择。
Tirzay公司的羊毛成功出口到美
国、英国、意大利和中国毛条生
产商手中。“最近，我们向欧洲
客户发运了一批特定的有色羊
毛。我们的物流部门经验丰富，
能够满足客户所有的运输和单证
需要。”
Jose Iturriaga说： “秘鲁羊毛生
产商对羊毛销售具有很大的社会
经济依赖性。当地许多人都以小
家庭为单位，因此羊毛生产和收
获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来源。我们
公司一直与这些家庭协作，甚至
与有些家庭的两代人协作，我们
非常重视这一社会责任。”
千年来，绵羊一直在秘鲁高原生
长。这里的环境使羊毛不仅干燥

柔软，色泽良好，而且十分结
实，具有优异的卷曲度，既适合
单独使用，也适合与其它羊毛混
合，用于生产各种制成品。
“我们是一家拥有17名员工的小
型公司。作为一个家族小型企
业，我们能够提供周到的个性
化服务，并能与中国客户直接沟
通。无论市场行情和价格如何
变化，我们都信守合同，”Jose
Iturriaga说。
“秘鲁和中国有许多共同之处。
两国都拥有5000多年的历史，并
且还有一段共同的历史。这段历
史可以追溯到170年前。当时，
成千上万名中国人来到了秘鲁定
居。如今，秘鲁拥有拉丁美洲
最大的华人社群。据估计，秘鲁
10％的人口都有华人血统（超过

250万人）。华人社区有各种学
校、俱乐部、合作社和协会。中
国文化对秘鲁社会和菜肴都有深
远的影响。中国和秘鲁在2009年
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并于2010
年开始生效，迄今仍在实行。两
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强大。”
“在新冠疫情后，毛条生产商将
寻求替代性或额外的羊毛供应来
源。秘鲁羊毛价格富有竞争力，
运往中国的物流十分方便，因此
是一个良好的选择。我们竭诚欢
迎有意多了解秘鲁羊毛的羊毛购
买商查询，”Jose Iturriaga先生
最后说。
欢迎与Jose Iturriaga联系,电邮：
sales@tirzaycompany.com ；
或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 https://
tirzaycompany.com/chinese/
wool2yarnChin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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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MA羊毛不含有害物质
我们的羊毛达到
OEKO-TEX100标准

使用独特技术
生产最佳羊毛床上用品

J

Joma Wool®

oma Wool®是由一流新
西兰羊毛出口商 － John
Marshall公司为全球席梦
思和床上用品制造商开发
的专业产品。Joma Wool®
是新西兰生产的一种优质天然纤
维，具有完全的可追踪性。与其
它羊毛不同的是，这种羊毛经
过特殊的卷曲程序，大大增加
了强度和弹性，蓬松度增加了
40-50%。
“顾客打开一袋Joma Wool®羊
毛，看到羊毛一出来就恢复原来
的蓬松，一定会大吃一惊。卷曲
工艺使羊毛具有弹性和蓬松，因
此非常适合用于制造席梦思和床
上用品，”John Marshall公司董
事经理Peter Crone说。
Joma Wool®羊毛不仅具有天然
性和可持续性，而且经过彻底清
洁，不含过敏原，非常适合对
羽毛和鸭绒过敏的客户或者对合
成纤维制造的床上用品有反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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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ma Wool® Knops

Joma Wool® Batting

100%羊毛压条，可以提高各个
方向的耐撕裂性，适合用于建
筑、服装、室内纺织品和农业。

Peter Crone

客户。此外，这种羊毛也可以经
过超级清新（UltraFresh）、抗
微生物和抗真菌处理来提供额外
保护。
这种羊毛纤维可以用作松散填
料，也可以用作进一步制造的
原料。Joma Wool® Knops专门
设计用作室内装饰品的松散填
料。Joma Wool® Batting是一种
无纺、分层的100%羊毛条毯，
设计用于席梦思、羽绒被和室
内纺织品。这种产品可以添加高
达10％重量的羊绒和丝绸等外来
天然纤维。Joma Wool® 针刺羊
毛是一种经过密集针刺处理的

“千百年来，羊毛一直用于床上
用品，”Peter Crone说。“对睡眠
健康、卫生和环境可持续性的益
处有详细的记录。随着人们在家
里的时间更多，会更加了解可持
续、舒适、并且适合用途的床上
用品，并且会对其更加青睐。”
“我们所有羊毛都来自于新
西兰各地的获得认证的牧
场，”他指出。这种羊毛不含
APEO、NPEO、杀虫剂、致癌
着色剂和重金属，并且达到了作
为全球纺织品标准化的独立质量
标志的OEKO-TEX®标准 100。
这项认证意味着Joma Wool®达
到了针对数百种有害物质的非常
严格的极限值要求。
欢迎与Peter Crone先生联系，
电邮：info@joma.co.nz；或访问
www.joma.nz

喜爱Joma Woolp
席梦思床垫的诸多理由
正宗羊毛，获得证明
Joma Wool® 获得Oritain
的独立验证，是真正的新
西兰羊毛。

清洁羊毛，不会致敏
Joma Wool®是清洁羊毛，不会致敏。
这种羊毛还可以使用UltraFresh
抗微生物、抗真菌处理工艺进行
处理，提供额外保护。

安全阻燃
Joma Wool® 十分安全。这种
羊毛的角质含量和水分较高，
具有阻燃性，因此不需要使用
有害化学品。

温度调节
Joma Wool® 可以形成气窝，
创造稳定的微气候，让睡眠
者感到冬暖夏凉。

超级舒适
Joma Wool®的特殊卷曲工艺
使羊毛额外柔软，富有弹性，
长期抗压。

湿度控制
羊毛具有独特的天然特性，对表面
液体具有排斥性，但会吸收水汽，
让睡眠者不会感觉发黏或潮湿。

今天就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更多详情：
www.joma.nz

无缝系列的美丽诺
羊毛自行车服装
AWI与行业合作伙伴协作开发了两个新系列的创新自行车服装原型，

护，”Studio Eva x Carola 设计
室的Eva de Laat说。

自行车连身裤
（第一层）是
为女性骑行者设计
的。这种连身裤具有
胸罩塑形，不但可以
提供支撑，而且随身
体伸展，从而适合一系
列乳房尺寸。其上身
和腿部采用针织网格
图案，具有凸起结
构，能够增进透气
性和通风性。

服装制作使用的包缝技术是与意
大利公司MACPI协作开发的。
光边处理非常干净，不但消除了
缝合摩擦，而且还保留了骑行所
需要的灵活性和活动性。
面料表面有高品质反光胶带，这
是使用与S.E.C.配饰公司密切协
作开发的热传递技术创造的。
该公司与世界主要运动品牌都有
协作。

展现出美丽诺羊毛用于无缝系列的技术性能服装的充分潜力。

在

这两个系列中，一个
是女士自行车服装系
列，一个是男士自行
车服装系列，都是使
用南毛集团（Südwolle Group）
的美丽诺羊毛纱线开发，并且使
用圣东尼（Santoni）的最新针
织机针织而成。
这两个系列使用的面料都得益于
美丽诺羊毛柔软、透气、湿度管
理、弹性和抗异味的优异特点。
通过使用纱线开发和针织技术的
最新技术成果，美丽诺羊毛让现
代自行车服装具有优异的舒适
性、耐用性和性能。
“我们与主要行业伙伴开展这些
协作，展现出行业的技术发展
如何能够为高强度有氧活动创
建优异的功能性服装，同时结合
美丽诺羊毛的天然优势，”AWI
加工创新与教育扩展总经理Julie
Davies说。

左上图所示的短袖自行车背心（第二层）使用渐变纱线颜色，带有封闭网状本体，以
促进空气流动，实现多样化的透气密度。前部为半开拉链，后部有整体式置物口袋，
增加了功能性益处，同时采用包缝精整和无缝侧边，增加了舒适性和性能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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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服装远比合成纤维服务更环
保。美丽诺羊毛是一种具有可再
生性和可生物降解性的100%天
然纤维，不会产生微塑料，因此

自行车保暖袖套
使用纹理织物面
料，袖套顶部具有
反光细部和整体式
把套，以防止滑落，
同时采用针织结构
的肘部塑形，以提
供舒适性和包缝
处理。

具有优异的生态资历，对地球的
环境影响最低。
此外，与传统裁缝方法相比，
无缝针织技术可以减少布料浪
费 – 而且无缝针织采用成片式
批量生产方法，从而提供高度的
灵活性和个性化。

女士系列
女士无缝自行车服装系列由AWI
与创新针织设计室Eva x Carola
协作开发。该系列包含自行车连
身裤、背心、暖手袖套和袜子，
共同组成一套完整而又多层次的
自行车服装套件，可以实现终极
骑行表现（见对页）。

自行车骑行袜
具有细部针织图
案，袜口针织（而非
在顶部包缝或印花）
有反光细部，袜底采
用肋状结构，确保舒
适性、缓冲性和透
气性。

这些服装使用Santoni的Top2
Fast技术（单一背心机器）
针织而成。这种机器使用更细
的机号，比市场上主要使用的
机号更小，能够织出更轻质的
材料。
主要缝合结构包括促进表现和恢
复的压缩结构和促进通风和透气
性的开放结构，并且在面料内侧
和外侧还有促进隔热和保暖的蓬
松结构。
“这些服装精心选择合适的美丽
诺羊毛，创造美丽的纹理和蓬
松结构，不仅具有轻柔呵护肌
肤的舒适性，而且还具有耐用
性，可以在您骑行期间提供保

“服装使用的每一种纱线都有不
同的构成、重量和特点，可以让
每一件服装都有优化性能，”南
毛集团的Stefan Schöffel说。

男士系列
男士无缝自行车服装系列包含
自行车骑行背心和短裤，是由
AWI与香港中大实业有限公司
协作开发的。这一系列将南毛
集团的美丽诺羊毛纱线与Fulgar
的生态型EVO®纱线相结合，使
用Santoni’的Top2 Fast技术针织
而成。
Fulgar公司的EVO®纱线是从蓖
麻生产的一种纱线。与美丽诺羊
毛一样，这种纱线是一种完全可
再生的资源。与南毛集团的美丽
诺羊毛纱线相结合后，这两种纱
线创造出一种非常环保的产品。
Fulgar公司的EVO®纱线是一种
精细的高强度纱线，能够给产品
带来额外的拉伸性。
详见: www.woolmark.com/
seamlesscyc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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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Ajay Pradhan

印度 － 新兴的
羊毛生产中心
投资机会

印

度纺织贸易历史悠久，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
纪。从地毯到时装，纺织
业的各个部门反映了印度
的日常生活，并且主要在
于羊毛和棉等天然纤维领域。印度
是世界第二大纤维生产国。
印度羊毛几乎全部为粗支类型，用
于生产地毯和地垫。印度的绵羊存
栏总数字居世界第三，共有6150万
头绵羊，原毛产量为4500万公斤。
在这些国内生产的羊毛中，大约85
％为地毯等级的羊毛，5％为服装
等级的羊毛，10％为粗支毛毯等级
的羊毛。
印度羊毛业的产值估计为13.51亿美
元。羊毛业分为组织型部门和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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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部门。工业化加工厂和分散型
针织纱线部门所要求的本土细支
优质羊毛的生产规模十分有限。
印度细支服装等级羊毛的生产规
模相对较小，并且向澳大利亚、
新西兰、中国、中东和其它国家
进口大量羊毛。
按照印度的“国家纤维政策”
(MOT)，预计未来十年印度原毛
的消费量（生产＋进口）可能会
翻一番。
印度新西兰羊毛服务公司首席执
行官Dhiraj Bilandani说：“新西
兰杂交羊毛用于地毯和内饰行
业，而非服装行业。在新冠疫情
后，因为新西兰羊毛价格十分有
利，印度进口的新西兰羊毛大都
有所增加。这成为了主要的推动
力，大多数购买商都一改从其它
产地购买羊毛的做法，转为购买
新西兰羊毛。”
印度纺织和服装部门占印度国民
生产总值的5％，占工业产值的
7％，占印度出口收入的12％。
纺织业是印度第二大用人产业，
直接就业人口达到4500万人，联
合产业的就业人口达到6000万
人。作为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
印度纺织和服装的出口额预计到

2025-26年度将增至650亿美元，
复合年增长率（CAGR）达到11
％。印度是向全球各地出口纺织
产品的主要出口国。
除国内生产外，印度在2019/20
年度进口了价值86亿美元的纺织
和服装产品。因为新冠疫情的影
响，预计2020-21年度的进口额
将降低35％左右。
据印度羊毛出口促进理事会
称，2020年4月－2021年3月的原
毛进口额为1.34亿美元，与上一
年度的2.228亿美元相比有所下
降。
美国和欧盟是印度羊毛和混毛产
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印度出口
商正在打入中东、拉丁美洲、东
南亚和东亚等其它地区，在地理
上实现出口多元化，增大全球出
口范围。
印度是世界第七大原毛生产国，
占世界羊毛产量的1.8 %，绵羊
总存栏数占全球的大约4.2 %。
印度毛纺制造主要位于旁遮普
邦、哈里亚纳邦、拉贾斯坦邦、
北方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古
吉拉特邦。大约40%的毛纺厂位
于旁遮普邦，27％位于哈里亚纳

印度进口新西兰羊毛的情况
财政年度（七月－六月）

价值 ($000)

数量（吨）

2018-19年 (12个月)

$ 31,012

7,241

2019-20年 (12个月)

$ 36,884

8,952

2020-21年 (10个月)

$ 37,939

1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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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必须开发标准化的羊毛消毒认
证。消毒和有机认证将大大增加
此类羊毛的价值。”

前纺和后纺的
制造设施不
足，陈旧过
时，这也是一
个问题。制造
商需要实现机
械现代化，才
能生产优质的
制成品，在世
界舞台上具有
竞争力

Vishwas Surana进一步说道：
“对于地毯行业部门来说，我们
需要地毯等级的羊毛与不同材料
混合，获得独特的质地，从而能
够用不同的织造技术进行加工。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无论是从生
态方面来看，还是考虑到羊毛用
途多样，具有生物医药用途，对
羊毛的需求都将长此以往。”

印度地毯业

邦，10％位于拉贾斯坦邦，23％
的生产厂家位于其余各邦。

可以为促进羊毛出口提供新的
动力。”

从2020年4月到2021年1月，毛
纱、面料和制成品出口额为8825
万美元，2021年1月的出口额为
1070万美元。

印度以出口一系列羊毛产品而知
名，包括毛条、纱线、面料、现
成服装和地毯。地毯占出口总额
的绝大部分比例，但在过去五年
中有所下降。

印度羊毛总监Vishwas Surana
说：“对地毯来说，即使考虑到
新冠疫情的影响，目前的势头也
非常好。实际上，这一行业部门
为大量来自印度农村的人提供了
就业机会，在新冠疫情期间为他
们创造了收入。手工艺制品和
毛毡等其它羊毛产品的出口潜力
巨大。事实上，大量羊毛手工艺
制品已出口海外。开发使用羊毛
的新产品，用于全新的用途，

印度拥有一支强大的劳动力大
军，羊毛、艺术和创意知识根深
蒂固，这是印度的优势所在。但
印度缺乏先进的加工设施。前纺
和后纺的制造设施不足，陈旧过
时，这也是一个问题。制造商需
要实现机械现代化，才能生产优
质的制成品，在世界舞台上具有
竞争力。机械现代化不但将增加
本土产羊毛的用量，制造出对国

际市场更有吸引力的产品，而且
让本地羊毛生产商获得更好的羊
毛价格。
将原毛纤维加工成面料和针织产
品所需要的机械大都从欧洲、美
国和日本进口。但考虑到印度纺
织业的规模，新机械的采用仍然
不足，无法制造足够的出口品质
的产品。
在谈到吸引更多国际购买商时，
印度羊毛总监Vishwas Surana
说：“对于原毛和洗净毛来说，
关键在于有机认证。如果印度制
造商提供环保认证，产品就可以
获得更高价格。正确开展羊毛分
拣和分级，也可以确保本地制
造商获得一致的羊毛品质。此外

印度地毯业从十六世纪起兴盛。
如今，印度已经将古老的地毯编
织传统带到全球市场。在数量方
面，印度是世界最大的手工针织
地毯的生产国和出口国。在印度
制造的地毯中，90%出口到大约
200个国家。主要市场有美国、
德国、英国、阿联酋、意大利、
澳大利亚、土耳其、法国、加
拿大、比利时、巴西、日本、荷
兰、沙特阿拉伯和瑞典。
印度地毯以色彩鲜艳、品质优异
而举世闻名。印度西北部生产的
羊毛最适合制造地毯。这种羊毛
的特点是簇绒覆盖更佳，经久
耐用。
地毯行业是一个高度劳动密集型
的部门，为200多万编织工和工
匠提供了就业机会。地毯业大都
非工业化运营，以家族小企业为
主。这个行业是妇女就业的主要
部门，对千百万人来说具有很大
的经济价值，也是主要的出口创
汇行业。
wool2yarnChina 2021

|

103

如果这一行业部门充分实现现代
化，实现工业规模生产，就可以
为国内零售市场提供优异的增长
机会，并且具有巨大出口潜力。
印度制造商有机会通过网上平台
进行销售，将制成品出口到天涯
海角，这一行业部门现在正在飞
速发展。
印度在2019-20年度的地毯出口
额约为10.54亿美元。

手工业
羊毛手工业资本投入低，具有巨
大的就业潜力，这是这一行业部
门的主要优势。印度山区海拔较
高，气候寒冷，加上这里的高山
地形，促进了这一行业部门的发
展。手工业所需要的原毛大都来
自于当地盛产的绵羊、帕斯米娜
山羊和安哥拉兔。大多数原毛类
型用于制造毛毡片，然后用于制
造家用手工制品。印度手工业以
富有想象力的创新设计而知名。

披肩和被褥
羊绒毛来自于喜马拉雅深山地区
的卡普拉赫科斯山羊。帕斯米娜
羊绒就是使用这种山羊较细的内
层绒毛制造的。该地区的昌帕族
具有生产帕斯米娜羊毛的传统，
将帕斯米娜羊毛用于制作帕斯米
娜手工披肩。当地使用传统织
机，采用发展已久的编织技术，
生产帕斯米娜产品，成为出口创
汇的一大产品。
与合成材料相比，羊毛是一种具
有高度耐用性和透气性的纤维，
能够让人立即感到温暖，因此是
104 | wool2yarnChina 2021

一开始起，我们的宗旨就是让消费者了解
美利奴羊毛及其优异特性。我们希望让人
们知道这种羊毛的益处，由此在印度首创
了Neeman美利奴羊毛鞋。我们积极主动地
开启讨论美利奴羊毛的话题，我们的产品
就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好证明。超过96%的客
户将我们的羊毛鞋评为最舒适羊毛鞋，这
让我们大受鼓舞，”Neeman鞋业公司创始人
Taran Chhabra说。

手工业所需要
的原毛大都来
自于当地盛产
的绵羊、帕斯
米娜山羊和安
哥拉兔。大
多数原毛类型
用于制造毛毡
片，然后用于
制造家用手工
制品。印度手
工业以富有想
象力的创新设
计而知名

Taran 进一步谈到自己所遇到的挑战，并且
补充说：“消费者通常将羊毛与冬季联系在
一起，我们的责任就是开展教育，让消费
者了解美利奴羊毛及其适合一年四季的益
处。我们非常希望看到羊毛有一个美好的
未来，美利奴羊毛必将一马当先，在各种
不同的时装部门大量使用。”

AWI对印度羊毛业的贡献
国际羊毛局在印度已有五十多年的悠久历
史，这不但反映出印度丰富的纺织传统，

制造被褥和毛毯的理想纤维。印
度以木刻印染工艺而著名，这种
工艺用于制作色彩丰富亮丽的被
褥。斋浦尔是印度的被褥制造中
心，确保了拉贾斯坦邦在羊毛生
产领域的主导地位。如今，制造
商正在为这些产品增加有机认
证。这一透明度将进一步增加产
品对国际市场的吸引力。

羊毛卡迪布
卡迪布是印度和孟加拉出产的一
种手工布，大都使用棉织造，但
也用丝绸和羊毛织造。羊毛在名
为’Charkha’的手摇纺纱机上纺
纱，然后在手动织机上织布。

对印度来说，这是又一个推动经
济和促进就业的行业部门。最
初，羊毛卡迪产品是使用本土羊
毛制造的。但随着生活方式的转
变，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羊毛卡迪
产品，本土羊毛已经被澳大利亚
美利奴羊毛所取代。
如今，人们使用更加现代的
Amber Charkha纺车，用优质的
进口美利奴羊毛来制造羊毛卡迪
服装。人们最初使用查谟和克什
米尔邦出产的美利奴羊毛来手摇
织布，但随着时间推移，使用印
度羊毛和澳大利亚美利奴羊毛混
合纺织的面料证明更耐用，质量
也更好。羊毛和混毛市场不断扩

大，印度有能力利用这一增长带
来的机会。

鞋业
休闲鞋袜是印度鞋袜市场最大的
产品门类，在鞋袜总零售市场中
占有大约67%的份额。在这一市
场中，非真皮鞋类约占56%。随
着消费者将注意力转向更具天然
性和可更新性的纤维，羊毛是取
代鞋袜中合成纤维的一个明显
选择。
“美利奴羊毛是一种奇妙的产
品。几年前，在我们进入市场
时，印度只有几家企业从事美利
奴羊毛夹克衫的零售业务。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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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彰显澳大利亚和印度之间的
牢固纽带关系。澳大利亚羊毛生
产商和印度纺织业共同发展。印
度是率先参加Woolmark许可证
计划的国家之一。
AWI不仅与印度的整个羊毛供应
链协作，而且还与终端消费者接
触，提高人们对美利奴羊毛的认
识。印度的优势还在于拥有时尚
设计和纺织技术日益涌现的人
才。印度有三人荣获了国际羊毛
标志大奖，其中包括知名设计师
Rahul Mishra。在过去十年中，
印度00后的消费者追求优质产
品，推动了对羊毛纤维的强劲需
求。国际羊毛局与各品牌和设计
师的协作促进了这一增长。
“我们的当地办事处按照市场趋
势，致力利用先进技术，开发新
产品，传授行业知识。我们促进
了纺织专业学生的教育、时装界
和技工领域的工作。当地技工积
极寻求我们广大网络支持，帮
助他们与全球羊毛供应链建立联
系，”国际羊毛局印度办事处技
术经理Jyotiranjan Parida说。

新冠疫情之后
Grasim实业公司（Jaya Shree实
业公司）羊毛销售和营销副总裁
AlokeRoy说：“羊毛具有天然性
和可持续性，是最适合人类皮肤
的纤维，消费者趋势正在朝有利
于羊毛的方向发展。印度占据十
分有利的地位，能够利用不断
变化的消费者期望。印度的传统
知识能够与创新技术轻松结合，
迅速生产新的服装或工艺品。因
为疫情的缘故，对正式服装－特
别是对精纺西服的需求大大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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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羊毛
检测和验证

低。”半正式休闲服装、运动休
闲服装和家居服装日益受人欢
迎。羊毛服装具有可机洗和易护
理的特性，非常适合在这一新
兴的居家工作服装中占据醒目的
地位。

SGS羊毛检测服务公司开展原脂毛、洗净毛和毛
条的独立检测，迄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我们
在印度本地的办事处使检测程序轻松便捷、直截
了当。我们的服务收费具有竞争力，检测结果受
到全球纺织业认可，”新西兰SGS羊毛检测服务
公司商业经理Jeremy Wear说。

“在家用纺织品方面，羊毛也因
为其特性和优点而倍受重视。印
度的后端加工技术很好，但在后
处理、设计和创新领域需要加强
一点。”

SGS羊毛检测服务公司是一家获得ISO-17025认
证的实验室，具有提供IWTO检测证书的正式许
可。SGS通过广泛的办事处网络，在全球各地开
展独立采样服务。公司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
旁遮普邦、古吉拉特邦、泰米尔纳德邦、哈里亚
纳邦、拉贾斯坦邦和北方邦等主要羊毛生产中心
设有办事处和实验室。

Bhuttico公司所有人Shivani
Thakur补充说：“当今的消费者
对消费深思熟虑，把钱花在可持
续的商品上，投资于合乎道德的
做法。对他们来说，羊毛是最实
用、最自然、100%合乎道德的
选择之一。印度的可持续方法无
疑将为这一行业带来一个充满希
望的增长领域。”
“无论新冠疫情出现与否，印度
羊毛业都因为缺乏系统性的外商
投资，比中国发展缓慢。世界应
该看到印度的潜力，并且利用印
度的工艺水平和能力。促进印度
制造业的发展，现在正逢其时。
印度拥有绝佳的机会，可以借此
机遇成为一流的纱线供应国。为
此，印度可以利用现有的后端加
工能力，在价值链中逐渐向前发
展。此外，海外投资日益增加，
加上印度与目标市场签订了自由
贸易协定（FTA），这些应该会
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羊毛业的基础
结构，并推出各种激励措施来吸
引新的投资，”Aloke Roy进一步
补充说。
据Vishwas Surana称，尽管新冠
疫情造成影响，但“地毯业一直

很幸运。因为位于农村地区，所
受影响要小得多。相比之下，织
造工人纷纷返乡，加上工厂关闭
和船运服务减少，织造业受到的
负面影响高达20%。所有大型工
厂都与当地管理部门合作，安排
员工接种疫苗。集装箱位短缺给
出口造成了的影响最大。旅行限
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通
过虚拟会议来做生意成为了一个
新趋势。这对于无法触摸产品的
购买商来说并不理想。”
作为迈向更清净、更可持续的生
产的一步，许多印度制造商可望
采取环保规范。有些企业通过降
低能耗、使用清洁能源、减少加
工和精整用水，已经走在了这条

路上。如今，印度之所以落后于其它国家，
主要原因在于羊毛产品的精整质量。
随着产业实现现代化，本土羊毛的使用量应该
会有所增加，印度的羊毛产品在国际上会更有
竞争力。这样也有助于羊毛生产商获得更好的
价格，并且让卡迪和手摇纺织部门能够获得优
质的原毛。
印度纺织业在许多领域都存在一流的机会，其
中包括家用纺织品、医用纺织品和防护纺织
品。这些行业呈现出增长的势头。印度政府通
过中央羊毛开发理事会正在实施各项计划，以
提高本地羊毛的数量和质量。
政府还开办了各种培训项目来改善草场、牧场
和基础设施，同时鼓励私营公司投资研究和新
产品开发，并且开办各级羊毛纺织品生产的检
测中心。

为了与印度开展的广泛服务相辅相成，SGS还
开展了一项网上检测服务。“我们新推出网上羊
毛检测服务，为羊毛和羊毛产品出口商提供更大
方便，费用也更便宜。这项服务如今已完全投入
运营，通过一个简单易用的分步程序，为羊毛
和其它动物纤维的买卖双方提供方便，”Jeremy
Wear说。
羊毛检测可以说明羊毛是否适合用途，确保获得
适当的商业收益。此外，羊毛检测还可为加工厂
商提供宝贵信息，有助于提高纤维加工效率。客
户一提出采样请求，我们就可以开始网上服务。
在完成检测时会生成一个安全并可验证的电子
证书，直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客户。“我
们与主要特快专递集团设有特殊安排，发送羊
毛样本进行检测非常快捷，十分省心，”Jeremy
Wear说。
有关SGS网上检测服务，请访问：
https://onlinestore.sgs.com/nz；
欢迎与Jeremy的团队联系，
电邮：woolonline@s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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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买卖羊毛不费吹灰之力
“我们的网上羊毛购销平台轻松
简单，为用户带来巨大优势，”
国际贸易出版公司 (ITP)首席执
行官Victor Chesky说。

完全免费。迄今为止，还没有
独立的网站免费提供在线销售
平台。

“这个平台供买卖双方免费使
用，并有中文版本，为有意在网
上销售产品的中国羊毛、毛条和
毛纱销售商大开方便之门。”

“我们的woolbuy.net网站促进购
买商与销售商之间直接建立联
系。我们并不参与买卖双方之
间的任何财务交易，”Chesky先
生说。

只需登录，便可看到可供购买的
产品，或者出售自己的羊毛。这
一全天候互动平台易于使用，

“若有意查询或购买羊毛，您可
以直接与卖方联系，没有其他
方参与其中。”

Woolbuy.net还为羊毛出口商、
加工商和纱线出口商提供网上广
告旗标，广告旗标可以链接到贵
公司的网站。 国际贸易出版公
司还出版一份在线月刊通讯－
www.woolnews.net以及国际贸易
杂志－《羊毛出口商》与《国际
羊毛贸易》杂志。

称量、溶解和输送

在woolbuy.net网站轻松开展原脂
毛、毛条及毛纱买卖销售目录网
页－购买商和销售商可查看销售
目录所列产品的照片和规格。

称量和溶解

输送

创始于1970年，真正的意大利品质和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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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具有廉宜性和一致性
的纺织品染色解决方案

L

awer公司是设计和生产
自动染色机的标杆企
业。自2004年以来，公
司就一直为中国一流纺
织品制造商供应粉状和液体染料
的称料和送料设备，并且是一家
主要的供应商。
如今，中国许多公司都在生产
中使用Lawer设备，其中包括宁
波康赛妮集团、江苏倪家巷集
团、鲁泰纺织有限公司。亚洲其
它纺织品制造商也纷纷开始转用
Lawer设备来实现染色制程的自
动化，其中包括山东亚光家纺、
芜湖富春染织公司、浙江中鼎纺
织公司、日喀则Bayacheng公司
（西藏）。

新设立的绍兴分公司

染色作业可能并非易事，有时候
甚至具有危险性。全自动系统提
供一个安全工作环境，让人们无
需在厂房内作业，从而也可以消
除错误和事故。

和废水问题是行业面临的主要问
题。Lawer设备不但用水很少，
而且对用水回收再用于清洁管
道。总体而言，最终的结果是可

符宁接着说：“Lawer公司的最新
设备还可以帮助中国公司在生产
中推出环保制程。Lawer设备不
同于其设备，用水很少，而供水

如今，Lawer公司在中国设有两
分公司，一个在上海，一个在绍
兴。“新设立的绍兴分公司备有
全套配件，并有多名技术人员为

以节省成本。”

客户提供全套服务，包括新设备
设计支持、安装、启用和售后
服务。”
如要了解这些系统的详情，
请与符宁先生（电邮：
fn@sinoca.cn）或Massimo
Graziano先生（电邮：
sales@lawer.com）联系，
网址：www.lawer.com

Dos Chem – 全自动DYEMATIC系统确保粉状染料称料、处理、溶料和送料的高度自动化、灵活性和最大效率。
这套系统采用机器人料斗、自动送料和冲洗，并且提供隔离工作区，确保理想的环境和安全条件。
这套系统可以用于大量染色机器，配有特殊阀门和接头，可以实现最大效率，消除污染风险。

“纺织品制造商对自动化染色系
统的兴趣越来越大，” Lawer公
司驻上海的中国代理－中加贸易
有限公司的符宁先生说。“中国
是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制造国，所
制造的许多纺织品都出口到欧美
主要品牌。这些主要品牌要求达
到的品质水平，只有自动化染色
系统才能实现。中国国内市场对
高品质和一致性也有要求。”

参加中国上海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ITMA亚洲展览会
的中加贸公司中国员工在TD-LAB系统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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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er公司的所有系统都在意大
利制造。这些全自动染色制程确
保从一个批次到另一个批次的产
品，年复一年保持品质一致。
wool2yarnChina 2021

|

111

防缩羊毛更上一层楼
澳大利亚羊毛创新公司（AWI）与行业合作伙伴协作，对可机洗羊毛服
装的新防缩技术进行商业化。与传统防缩工艺相比，这项技术复杂程度
更低，不但可以降低成本，而且还可以降低水、化学品和能源消耗。

可

机洗羊毛（有时称为防缩羊毛）在近50
年前得到开发，彻底改变了羊毛业的面
貌。这项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消费者
能够在家用洗衣机中轻松清洗一系列羊
毛服装，不用担心出现产品萎缩、失去形状或出
现毛毡的情况。

优于传统防缩处理工艺的优势
• 用水更少 • 化学品更少 • 能耗更少
• 更加简单 • 更加方便

AWI一直致力于尽量降低羊毛在整个供应链的环
境影响。为此，AWI最近与西班牙机械制造商
Jeanologia一起完成了一个项目，开发了让羊毛服
装可机洗的一项更环保的新工艺，并对这项工艺
进行商业化。
这项名为“WoolUp”的工艺具有很大的生态优势。
与传统方法相比，这项工艺使用的化学品、水和
能源大大降低，环境影响也非常低。
此外，这项工艺的复杂程度也比传统工艺低得
多，而且方便得多，适合工业规模使用。

新的处理工艺是如何运作的?
若未经处理，羊毛纤维表面的细小鳞片在遇到水
份以及搅动时会相互锁在一起，产生毛毡。洗衣
机是产生这种毛毡作用的完美环境，因此可造成
服装萎缩。新的WoolUp处理工艺是一种较为简单
的干燥工艺，这种工艺使用臭氧处理方法，对羊
毛纤维表面做出改变，去除鳞片尖端，使纤维变
得平顺，让纤维相互打滑，而不会相互锁定，以
防止出现毛毡和萎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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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I与Jeanologia公司开展协作，开发了一种让羊毛服
装可机洗的新技术，并对这项技术进行商业化。

WoolUp工艺可用于处理精纺和粗纺服装（100％
羊毛服装和混毛服装），但这项技术是一项突
破，尤其对有意进入羔羊毛针织服装市场的公司
来说更是如此。在羔羊毛针织服装市场，因为所
要求的精整性质及其复杂程度，可机洗的主张在
以前是难以做到的。
WoolUp工艺通过检测和评估，成功获得了验证。
如今，AWI的工作重点是鼓励全球各地的服装制
造商采用这项技术。

OFDA – 开展纤维测量逾三十年

羊

毛价值与羊毛规格
直接挂钩。为了准
确衡量羊毛参数，
就必须对羊毛进行
检测。在南美，一些羊毛生产商
集中资源成立了一家羊毛合作
社，以便能够将羊毛从不同的小
牧场运到一个中心来进行妥善分
拣和检测，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边远地区开展羊毛检测，这
对羊毛生产商来说向来是一个
问题。有时候，他们只能将样本
发送到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检
测实验室进行检测，既耗时，
又有额外的费用。据OFDA技
术发明人、生产OFDA的BSC电
子公司首席执行官Mark Brims
称：“OFDA 2000检测仪为这一

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法。OFDA
2000检测仪十分便携，能够用于
最艰苦的环境和牧场条件，为改
善牲畜种群质量提供了更好的机
会，是为牧场主改善产品和收入
的重要一步。”

维，并且做到绝对准确，这是唯
一能够测量整根毛丛的纤维直径
的检测仪。新款OFDA2000的体
积只有原来便携型和台面型的三
分之一。

OFDA 2000便携式检测仪能够
用于内陆环境中，既可以用于
蒙古的剪毛棚或车辆中，也可
以用于秘鲁安第斯山脉的牧场
中。“羊绒和羊驼毛等一些特种
纤维或稀有纤维非常昂贵，容
不得出差错。使用获得IWTO认
可的精确检测设备可以节省数钱
元，”Mark Brims说。

Mark Brims补充说：“使用
OFDA 2000检测仪在牧场检测，
还有助于羊毛生产商改善牲畜种
群质量，这是改善羊毛生产成果
的关键步骤。一根毛丛的直径
差异可能高达50％。在极端情况
下，牲畜在一年中一次可能生产
20微米的纤维，而下一次可能生
产30微米的纤维，这通常是因为
饮食造成的。”

最新的OFDA 2000型号比原来的
型号体积更小，更易便携，只
需30秒便可测量多达10000根纤

“秘鲁政府推出了一项行动，鼓
励羊驼毛生产商使用OFDA检测
仪来改善羊驼毛纤维分拣。蒙古

羊毛和羊绒生产商也在日常牧场
实践中使用OFDA检测仪来改善
生产成果，”他说。“今年是第一
台测量羊毛直径的OFDA100图
像分析仪售出31周年。自那时以
来，OFDA为羊毛、羊绒和羊驼
毛提供了使用最广泛的直径测量
方法，如今全球各地有300多台
仪器在使用中。”

OFDA4000
分析和测量毛条纤维的直径、长
度、豪特值和巴布值，这是从羊
毛到服装的整个生产链的核心
需求。
“对于纺织厂、科研机构和仲裁
机构来说，OFDA 4000检测仪可

Mark Brims– 新款OFDA2000
如今体积更小，更易便携,
同时具有一样优异的性能

以通过一次操作，直接并且实时
检测纤维直径、长度、豪特值和
巴布值，因此打开了一个充满无
尽可能的世界。”
“OFDA4000分析仪一次便可测
量毛条直径、长度和豪特值等主
要参数，是唯一能够直接测量长
度和短纤含量的检测仪，”Mark
Brims说。“这种检测获得了
IWTO-62检测方法的批准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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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于处理天然纤维的任何商
业公司来说都必不可少。”
“如果您是使用我们检测仪的众
多用户之一，无论您需要更新软
件或技术，还是需要维修，都请
与我们联系。”
如要了解OFDA的详情，可以访
问www.ofda.com查看所有OFDA
产品，或者与Mark Brims先生
联系，电邮： info@ofda.com
wool2yarnChin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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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
从利益婚姻走向痛苦离婚

我

受邀撰文讨论英国脱
欧对英国羊毛纺织业
的影响，当时并没有
想到这个问题有多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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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有趣的是，在五年前首次宣
布英国脱欧的投票表决结果时，
这位编辑就请我谈谈这对羊毛业
会有什么影响。

“英国向欧盟购买大量商品，
无法想象欧洲国家会不想跟我们
保持牢固的贸易联系。同样，我
们也向欧洲出口许多商品和服

务，我看不出这方面会发生变
化。这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机
会，让我们能够与一些国家签订
新的贸易协定，而过去因为物流
原因向这些国家出口货物存在困
难，但如今全球贸易便利程度要
大得多。船运业已经变得非常有
效率。我们已有时间解决这些
难题。”
五年听上去的好象是很长一段时
间，但政客们做事情似乎很少有
紧迫感。谈判工作旷日持久，大

部分都是浪费时间和资金。当
然，如果企业像政客一样做事

情的话，是不会活到今天的。这
些政客让我们勉力自行解决问
题，接受他们交给我们的一切。
因为种种困难，我们无法对英国
脱欧的影响做出任何结论，其中
之一便是与此同时世界遭遇到了
新冠疫情。要准确、确凿地理清
这些影响是不可能的。

撰稿：Martin Curtis

在羊毛业的原毛部门，英国羊
毛理事会首席执行官Andrew
Hogley说： “虽然英国和欧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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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关闭了12家分级仓库中
的四个分级仓库。洗毛厂可以获
得的羊毛数量也有所下滑。如果
这一趋势继续下去，英国羊毛加
工的可行性将受到重大影响。
在英国脱欧之后还出现了其它一
些问题。北爱尔兰绵羊牧场主需
要将羊群从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
之间移动，他们在这一方面面临
重大的挑战。这些尤其影响到种
畜从苏格兰进入北爱尔兰，这一
贸易对保持良好的羊群遗传特性
来说至关重要。
原脂毛出口欧洲面临额外的海关
检查。海关检查增加造成费用和
管理增加。为了尽量降低费用，
客户现在要求我们将羊毛装入船
运货柜，而非拖挂货柜。如今，
出口欧洲的羊毛需要有VET证
书，这就增加了费用，降低了客
户的支付能力，进而降低了生产
商的回报。

间的羊毛贸易未受到直接影响，
但英国脱欧对英国羊毛理事会及
其供货商和客户仍然具有重大影
响。这对英国羊毛理事会以及更
广泛的英国羊毛贸易来说都有破
坏性的影响。”
Andrew接着说：“第一个主要问
题是，英国脱欧给绵羊牧场主带
来了不确定性，并因此造成英国
羊毛产量下降。随着我们摒弃共
同农业政策，过渡到公共商品补
贴体系，但补贴制度的变化并不
明朗，这是给绵羊牧场主造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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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的第二个主要来源。
绵羊饲养是否具有财务可行性，
在这一问题上缺乏透明度。因
此，英国的羊群总数在过去三年
中出现下滑，这也就不足为奇。
根据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部
（Defra）的农业普查，英国育
种母羊的数目在过去三年中下降
了8％。
这进而给英国羊毛产量产生了重
大影响。因此造成英国羊毛理事
会的每公斤处理成本增加，并且

在英国脱欧之后，多个出口健康
证书都被改变。其中最重要的改
变是出口中国的洗净毛的EHC
证书。行业只是提前几天得到通
知说EHC证书不再有效。当时
不但没有替代证书，而且没有
建立英国洗毛厂的认证系统。此
外，新的EHC证书不允许英国
产羊毛与其它产地的羊毛混合。
这一改变对英国羊毛加工产业具
有很大的破坏性影响，英国羊毛
理事会与行业协作，游说政府做
出改变。政府批准了短暂延期，
并且确立了洗毛厂的审批程序，
但APHA对这一改变缺乏沟通，
对需要为大量出口订单生产的行

业来说仍然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影响。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政府所做的
沟通甚少。在英国脱欧之前的
两年中，英国羊毛理事会参加了
与英国脱欧牲畜工作组举行的多
次会议，但环境、食品和乡村事
务部（Defra）的官员大都无法
提供行业所要求的透明度和确定
性，这使得绵羊牧场主和初期羊
毛加工厂商举步维艰。”
在另一方面，Ulster地毯公司住
宅销售总监Jeremy Wilson说：
“新冠疫情对我们企业影响很
大。疫情使得零售业关闭，影响
了与我们签约的大部分企业（酒
店、赌场、会议中心、邮轮、餐
馆、酒吧等）。这些企业深受新
冠疫情的影响。许多企业业务都
在回升，特别是零售和一些签约
企业，但要从这一巨大影响中完
全恢复还需要数年时间。”
他接着说：“在那之后，英国脱
欧的影响只是一时的变化！虽然
政府在最后一刻才达成协议，我
们一直很迟才知道协议情况，但
我们做出了大量的规划，并由公
司不同部门的人员组织了一支的
内部的英国脱欧工作小组。我们
的制造业务遍及英国、北爱尔兰
和丹麦，因此需要处理很多复杂
的情况。
尽管如此，我们几乎按时做好了
一切安排，过渡非常顺利，所有
问题都迎刃而解。这大都归功于
我们内部团队的工作以及提前做
好的规划。迄今为止，在我们与
欧洲打交道时，北爱尔兰规约发

挥了作用。然而，大多数欧洲并
不了解这一规约。我们因此仍有
一些问题，但这主要是因为缺乏
理解和沟通造成的。我们正在努
力改善，迅速解决这一问题。
总体而言，英国脱欧的主要影响
是增加了文件和行政管理工作，
并且增加了运输和处理成本。
即使情况稳定下来，我们也不相
信这些成本会降下来。
从网上销售的角度来看，Adam
Curtis在线公司董事经理Adam
Curtis发现欧盟内部的一些国家
比其它国家问题更多！
Adam说：“在英国脱欧后，我们
与欧洲的贸易工作大都保持不
变，但我们注意到欧盟订单增
加，特别是在2021年1月1日之前
的一段时间。尽管疫情造成价格
急遽上涨，我们的船运收费向来
收取成本价格。这使我们的价
格十分廉宜，对业务肯定有所
帮助。”
他接着说：“令人遗憾的是，欧
盟客户遭遇到重大变化，海关代

理迂腐不堪，只想阻遏欧盟公民
购买英国产品，他们一派官僚作
派的无稽之谈，在边境给客户造
成许多毫无意义的麻烦。
在另一方面，其它国家处理了大
量的订单，毫无任何差错或问
题；西班牙和荷兰的货物抵达预
期目的地的速度特别快。”
从Jeremy Wilson 和Adam Curtis
的话中似乎可以看出，对英国脱
欧做出充分准备并且付出努力的
公司，比那些没有准备的公司做
得更好。Adam说：“在对英国脱
欧做好准备方面，我觉得应该把
即将发生的事情预先通知，越多
越好。”
我接着问他，同时爆发的新冠疫
情有没有加剧各种问题？Adam
说：“谈到这次疫情，企业是兴
盛还是下滑，这好象是随机的彩
票游戏，大都取决于员工、休假
和供应。我们的企业得以幸存，
但有很多地位稳固的实体似乎莫
名其妙地就消失了。我相信，英
国产业在疫情之后的恢复，对
国际贸易的影响将超过英国脱欧
的影响，希望本地出产/生产的
产品需求增加，并且获得优先
考虑。”
已有数家公司表示，由于本次疫
情和英国脱欧的双重影响，他们
需要更多地向本国寻求原材料和
食品供应。

Jeremy Wilson － Ulster 地毯公司

在整个英国脱欧期间，毛纺业内
部的不同部门有着不同的际遇。
听到这一点也就令人不足为奇。
塔姆沃思市HFD （Headlam地
板覆盖材料分销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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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和新西兰 － 造成了巨大的损
害，我怀疑一些国家仍未原谅英
国。后来，欧洲其它国家也被
“带入这场联姻”，并且通过了新
的规则、条例和法规。
作为一个贸易集团，欧盟变得在
全球举足轻重。欧洲内部的一些
国家（和公民）对于这场婚姻的
走势并不满意，希望改变规则或
者分道扬镳。当时的英国首相大
卫•卡梅隆请求欧盟帮助，让英
国获得更好的待遇，但欧盟嗤之
以鼻，为这次离异拉开了序幕。

Mike Dobson说： “平心而论，
英国脱欧使得产品出口欧盟难上
加难。发运任何非英国生产的商
品，除了需要支付更多行政管理
费用外，还要支付8％的关税，
这就降低了我们的竞争力。我们
离开欧盟将近5个月，然而政府
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货物运往
爱尔兰岛的情况仍然不明。我们
大部分进口货物来自于欧盟或土
耳其，因此与澳大利亚等国签订
的任何贸易协定对我们的业务方
式影响有限。”
那些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公司都有
一个共同点，即缺乏政府指导，
而且欧盟抱持特别强的保护姿
态，这些都给企业带来了许多问
题，让他们不得不勉力应对。英
国和欧盟双方让经济的龙头处于
如此地步，完全不合情理。
Stonecroft实业公司是经营原材
料、纺纱和织造业务的SIL集
团的母公司，公司首席执行官
120 | wool2yarnChina 2021

Andrew Seal说了一些措辞严厉
的话：“新冠疫情是人们对自己
失败信手拈来的借口。英国脱欧
和单证也是如此。基本上就是，
作为欧盟一员， 你可以怎样做
错事而不被惩罚。如果对欧盟有
任何批评的话，就是欧盟太开
放，边境控制太松。但控制就会
造成延迟。这值得吗？在我看
来，不值得！”
显然，英国脱欧谈判达成协议十
分匆促，留给牧场主、加工商和
制造商的时间不足，因此给一些
公司造成了重重困难。还有许多
问题有待人们商议、讨论和解
决。英国脱欧是一次非常痛苦的
离婚。欧盟遭受损失，英国遭受
损失，似乎只有官僚、政客、律
师和会计师获益！
一开始，在英国加入共同市场
时，人们预期这是欧洲少数国家
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这给英国
以前的贸易伙伴 － 包括澳大利

我相信，如果欧盟了解英国的情
况，脱欧的表决结果可能截然不
同。我还相信，为了杀鸡儆猴，
让其它国家不提出脱欧要求，欧
盟对英国的退出态度恶劣，采取
了强硬立场。这在许多方面都可
以视为欧盟的工作失败，人们才
会如此不满。同样，如果欧盟一
些未经选举的谈判人员和员工的
官僚作风、傲慢和自满不是如此
令人讨厌的话，我们仍然还会是
其中一员，并且可以按照初衷共
同繁荣。
成为欧盟一员有许多好处，包括
自由贸易、人员自由移动、在面
对其它贸易集团的各方面竞争时
具有全球实力。俗话说，人多力
量大，未来与欧盟和世界其它国
家打交道时都不应该忘记这一
点。英国正在与欧盟以外的其它
国家签订新的贸易协定。这些协
定将对毛纺业有何影响尚不得而
知。但毫无疑问，双方都应该从
这场失败的婚姻中吸取教训，友
谊之桥是可以重建的。

开展自动
装料机创新

问与答

T

Tecnomeccanica Biellese公司
Mario Ploner访谈录

五

十多年来，
Tecnomeccanica
Biellese公司一直为羊
毛业供应纺织机械，
客户群包括Loro
Piana、Zegna、Botto Giuseppe
Reda、Marzotto、Benetton、
Miroglio、中国康赛妮集团、
天宇公司及其它多家主要品牌
商。Victor Chesky采访了Mario
Ploner，请他谈谈公司如何应对
新冠疫情挑战。
Mario Ploner说：“在本次疫情期
间，Tecnomeccanica公司的业务
依然十分繁忙，在全球完成多

Tecnomeccanica公司在保加利亚伦普利羊毛EOOD工厂安装的
除尘设备与过滤系统

康赛妮集团总经理薛惊理先生与Stefania Ploner 和Mario Ploner
庆祝最新安装设备投入试运行

个项目。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在康
赛妮集团的工厂以及亚洲与欧洲
其它地区完成安装我们的纺织机
械。这是一段艰难的时期，我们
需要在新冠疫情的环境下开展工
作，在封城期间及封城之间遵守
各项规则和规定。此外还要应对
运输延迟问题，但我们仍然按时
完成了所有这些安装项目。

Tecnomeccanica公司在ITMA亚洲展览会的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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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流的纺织机械意大利制造
商，我们很高兴能够参加今年在
上海举办的ITMA展览会。
我们的零备件部门保持不间断运
营，继续交付现有客户的设备升
级项目，没有出现任何拖延。
Tecnomeccanica Biellese公司的
业务范围遍及短纤加工行业的各
个部门，并且为毛纺与半精纺部
门生产半自动和全自动制备、混
合、除尘设备以及梳毛机自动给
料设备。公司为非织造产品部门
供应不同自动化阶段的纤维混合
设备、自动梳毛给料设备、称重
料斗给料机生产线以及修边抽吸
装置。
他说：“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
纺织品生产商现在不断寻求在纺
织厂升级改造和安装新设备，因
此我们日益将注意力转到这一方
向。西班牙纺织品生产商积极投
资安装短纤及混纺新设备。最近
几个月，我们已向西班牙交付了
两条生产线。”

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的许多活跃客户都在生产中使用了合成
纤维。去年大部分时间，毛纺部门持续疲弱，但我们也看到，
欧洲的兴趣和活动缓慢回升，因此我们保持乐观的态度。
随着天然纤维成本不断上涨，旧设备造成的错误可能代价不
菲，同时还可限制生产商开发当今客户需求的新产品的能力。
这正是生产商安装最新技术的原因所在。例如，我们的自动混
合系统流程非常精确，可以按照准确规格混合纤维，确保生产
链下游的生产顺利运行。
在纺织品生产中，尤其在初期阶段的生产中，员工安全是一个
重要方面。采用最新除尘设备，确保工人获得纤维及灰尘的安
全防护，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的除尘系统提供洁净空气，确
保工作环境安全。我们在包括中国、南美和欧洲在内的世界许
多国家都安装了这套除尘系统。
Mario Ploner指出：“在当今时期，可持续性是未来十年的关键
重点，日益获得欧盟关注。我们也积极采取行动，实施内部完
善，提高公司效率。我们的太阳能电池板每年可以省电97.500
KW，节省28,500欧元。我们还利用屋顶采光，减少人工照明的
使用。此外，我们还投资安装了两台新型自动车床，车床与工
厂系统相连接，不仅易于使用，而且还可以增加产量，降低消
耗。我们还设计了缩短设备清洁时间的新零件以及易于更换的
新型消耗部件。我们所有员工都有福利与健康保险，这也是公
司可持续运营的一部分。”
Mario Ploner最后说：“对当今的任何纤维用户而言，采用最新
纺织机械，在商业上势在必行。竞争日趋激烈，环境认证日
受认可，这些因素有力推动许多公司加快实施生产设备升级改
造。我们为制造商提供最新技术选择，并根据他们的空间和特
定需求来开展设计。”

ecnomeccanica公司
不断创新，确保下游
程序的品质。“自动
装料机开展精细操
作，”Mario Ploner解释说。“用
于羊毛和羊绒等的长纤管理，
而长纤市场是我们的主要本土
市场，此外还用于TNT面料生
产，这些操作需要混合不同成
分，要求比例做到非常精确并且
具体。”
在颜色一致性或不同成分比例方
面，制成品要求品质稳定；品质
控制越高，能够获得品质成效就
越好。
如今，装料设备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用于电池单元。根据成分
数量，能够根据不同成分比例准
确分配剂量。装料机可以安装在
称重传感器上，在整个毛包装到
机器上时，测量和验证各种成分
的数量。
这一系统让操作员可以直接在装
料台上分配成分剂量，然后开始
加工周期，不会造成任何中断，
能够实现高批量生产效率。
此外，Tecnomeccnica公司还应
客户要求开发了一种测量方法，
这些客户不要求生产效率达到很
高水平，但要求更细致地检查需
要加工的混合物成分比例。而第
二种系统不是在装料时称重，而
是通过可以打开的磅秤，在装料
机外进行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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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纺钢领 － “一劳永逸”

中

国纺织业在新冠疫情
后迅速恢复，速度之
快，令人惊叹。中国
经济的实力以及对国
内消费者对纺织品的强
大需求起到了推动作
用。“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
纺纱厂，未来的优质产出和效率
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在整个
过程中，让纺纱机械以更快速度
无故障运行，并且确保质量，
这对于保持竞争力来说至关
重要，并将继续成为中国纺纱
厂考虑的重要因素，”Prosino
Borgosesia钢领公司首席执行官
Pietro Prosino博士从公司在意大
利的总部说。
PROSINO公司从1946年开始
制造精纺钢领，年产9,000,000
个钢领。公司专长于制造长
纤、短纤和技术纱线的任何纺
纱机使用的精纺钢领，向包
括ZINSER、COGNETEX和
GAUDINO在内的原始设备制造
商（OEM）供货，并且与世界
各地的许多一流制造商协作。
“中国纺织厂可以买到更便宜
的精纺钢领，但Prosino精纺
价格
PROSINO钢领 6.00欧元
中国本地烧结
的金属钢领

1.50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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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高性能水平，确保最佳纱线品质标准。”
无论是长纤还是短纤，Prosino Borgosesia公
司的钢领都是Zinser、Cognetex和Gaudino纺
纱机械的优选钢领。所有Prosino钢领都使用
100Cr6 滚珠轴承钢制造。所有Prosino钢领都
使用100Cr6 滚珠轴承钢制造。PROSINO公司
为短纤及长纤部门供应全套系列的钢领固定
座及钢领轨道，并为包括地毯、玻璃纤维、
合成纤维在内的技术纺织品供应烧结金属
钢领。
天然纤维价格将继续高企不下，生产流程
需要做到持续不断，这对于世界各地的任
何纺纱厂来说都很重要。因此，中国一流生
产企业纷纷在所有纺纱机械中转用我们的
Borgosesia钢领，其中包括新澳纺织公司、
南山集团以及其它许多企业。
“Prosino锥面钢领可以提供额外的速度，减少
纱线断裂，降低纱线起毛情况，延长纺织机
的使用寿命。用户可以预期这些钢领将连续
发挥优异性能长达10年，”他说。“使用一段时
间后，产生的磨损会改变钢领的几何结构，
表面会失去初始特点和粗糙度。钢领和钢丝
圈之间的摩擦系数开始改变，因此断裂的可
能性增加，对纺纱程序的控制性降低。”

马飔冲先生和Pietro Prosino先生

钢领经久耐用，久经证明，”
PROSINO公司中国和香港代表
马飔冲先生说。“在纺纱制程中
使用劣质钢领，长久来说可能并

使用寿命
> 10年

≈ 1.5年

钢领更换成本
无
> 机器中断6次以上
3欧元

不划算。特别对羊毛、马海毛和
羊绒等天然纤维的纺纱而言，任
何错误都可能影响赢利。我们的
钢领确保纺纱制程运行顺利，达

其它成本
无
- 起毛
- 纱线断裂
- 纱线疵点

10年后每件钢领的总成本
6.00欧元
13.00欧元（更不用说与
纱线质量有关的各项成
本.....）

“Prosino 钢领还非常适合中国纺纱机械设备，
可以为中国纺纱厂带来优势。中国各地的
零售消费继续增长，消费者日益增多。在许
多情况下，他们的购买力日益用于购买更优
质的产品。而更优质的产品要求更优质的制
程。此外，对于向欧洲出口纱线或面料的中
国公司，转用Prosino钢领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和质量，让他们受益非浅，”马飔冲先生说。
欢迎联系：马飔冲先生 －
手机：13310885610；
电邮：bestexhkg@yahoo.com.hk （香港）；
徐淑娴女士 － 手机：13789820698；
电邮：cassieyz@163.com （山东）；
Prosino博士 － 电邮：pprosino@prosino.com
(意大利）

Whatsapp nr: +39 335 8361291
www.prosino.com - info@prosino.com
wool2yarnChin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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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诺羊毛的3D打印技术
三维（3D）打印是纺织设计与制造最新的一项创新技术，高档时尚
界对直接打印到基础面料的3D打印技术表现出浓厚兴趣。

同时不失这种纤维的优异舒适
性、可穿戴性和性能，”Birgit
说。

该公司与国际羊毛局和3D打印
机制造商Stratasys协作，开展了
一个名为“针织未来 – 3D打印
遇见美丽诺羊毛”的项目。

3D打印的特点

这个项目邀请了三位国际设计师
和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的四名学
生参加，请他们在Dyloan的生
产企业 - Bond工厂生产的美丽
诺羊毛针织服装上创造3D打印
设计。

当今的3D打印技术可以做到细
致入微的准确性。设计师拥有完
全的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创造复
杂的形状和质地。创造精致细密
的细节和装饰特征成为了可能。
除了使用复杂的形状外，设计师
还可以采用最广泛的色彩系列，
包括多重色彩、独特渐变色彩和
透明度。
在基础面料上进行3D打印，可
以营造出新的视觉表现，譬如服
装在身体上动的时候会产生摇曳
不定的神秘效果。
通过将技术整合在设计过程中，
可以将生产时间和环境成本（浪
费更少）降低到最低水平。这也
为量身定制和开展个性化设计带
来了无尽的可能性。

“针织未来”项目
据澳大利亚羊毛创新公司（AWI）的欧洲研发经
理Birgit Gahlen称，设计师可以尽享3D打印带来
的美学自由，同时保持美丽诺羊毛和混毛面料的
舒适性、美丽悬垂和天然性能。

3

D打印技术正在应用于从航天、汽
车、医疗到牙科应用等一系列行业。
最新的3D打印技术也非常适合用于美
丽诺羊毛制造的面料，并可能为这种
纤维打开新的机遇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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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直接打印到美丽诺羊毛的基础材料，可以
为新的视觉效果、动态和活动带来无尽可能性，

“

3D打印与针织的结合将为时
装业带来一场革命
Matteo Cibic – 设计师

”

Dyloan的城市实验室D-house一
直在研究如何将3D打印技术应
用于美丽诺羊毛和混毛针织产
品。
为了展现多种多样的可能用途，

这三位国际设计师分别是：意
大利创意与试验针织服装设计
师Vittorio Branchizio、意大利
跨媒介艺术家和设计师Matteo
Cibic、伦敦针织服装设计师
Laura Theiss。皇家艺术学院
的四名学生分别是：Katharina
& Cissel Dubbick、Amaranthe
Frost、Oliver Hurdman和María
Fernanda Nava。
这个项目得到了以下纱线
供应商支持：Manifattura
Sesia、Tollegno 1900、Zegna
Baruffa Lane Borgosesia、南毛
集团、CoatYarn、Expotex和
Fulgar。项目还获得了以下针织
企业支持：Alessandro Simoni、
Artemaglia、Effebi、Mas、
Miles和Ribknit。

伦敦针织服装设计师Laura Theiss的设
计作品（左）和特写镜头。“3D打印为
新的可能性打开了大门，”Laura 说。

皇家艺术学院学生Katharina Dubbick
的设计作品 – “肌肤之下”的特写镜
头。“技术将为我们提供新的创造
方法，帮助我们开拓工匠设计的边
界，”Katharina说。

详见：
www.woolmark.com/3Dprinting

“

技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既要掌握最新技术，
又要培养更传统的工匠精神，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觉得，这种新与旧结合最为引人入胜，令人着迷。
Amaranthe Frost –时装专业学生

”

皇家艺术学院学生María Fernanda
Nava的设计作品 – “洋葱礼服”的特写
镜头。“我认为技术与可持续性之间的
差距变得越来越小，”María说。
wool2yarnChin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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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舒适度检测仪
今年推出新型号

预

测未来实属不易，
但有了羊毛舒适
度检测仪（Wool
ComfortMeter），

对羊毛针织品开展舒适度检测就
变得容易多了。这种检测仪于数
年前研发，现已获得升级。新的
型号采用时尚的机械设计，配备
现代化的触屏界面，测试头的运
动控制更加稳定。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作为关键部件的测试头获

得全面重新设计，设置和检测更
加准确。据最近完成的循环试用
表明，检测仪之间的差异显著降
低。此外，升级型号还可检测纱
线、面料及服装的舒适度。
“在羊毛舒适度检测仪问世前，
羊毛业无法为整个羊毛供应链开
展客观的舒适度测量。以前只能
通过触摸方式来获知舒适度。当
然，这种做法非常主观，”参与
羊毛舒适度检测仪升级型号设计

与测试工作的AWTA研究科学家
Henry Wang博士说。
纱线、面料或服装中突出的纤维
可造成不适或刺激，羊毛舒适度
检测仪旨在确定这类纤维的数目
及弯曲刚度。在分析表层时，检
测仪会给这类纤维打分，分数越
低，消费者舒适度就越高；分数
越高，不适度也越高。
羊毛舒适度检测仪可为纱线及服
装生产商带来以下优势：
• 在批量生产前检测试点样本
• 明确供货商所要求的纱线品
质
• 在创新与研发阶段进行检测
或者对现有产品进行检测

AWTA的研究科学家Henry Wang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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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供应链指定舒适度分数，
以达到特定的标准

• 监测每个批次的一致性，
确保不同批次货物之间品质
一致
• 设定消费者群体的舒适度
目标
• 指定舒适度来控制生产成本
时装和活力型服装大致有三种舒
适度。这让零售商能够设定最适
合生产成本及消费者目标的舒适
度目标。
“这项检测属于无损检测，并且
高度准确，可为供应链提供简单
快捷的结果。在评估或预测服装
的最终结果和手感时，这项检测
有助于避免主观猜测。”
“羊毛业拥有从原毛至成衣的很
长生产链，羊毛在生产链的每
一环节移动时，产品质量均可

受到影响。设计师
和终端用户可以利
用这项技术，在新
产品开发的设计阶
段指定一个舒适度
分数，依靠羊毛舒适
度检测仪，在纱线及面
料阶段就可以对成衣的舒
适度做出预测，”Henry Wang
说。
“羊毛舒适度检测仪让零售商和
生产商能够开发和营销贴身羊毛
服装，用科学手段证明这类服装
能够提供更舒适的穿着体验。这
就意味着零售商和生产商可以依
据优异的舒适度来指定和推销服
装产品。我们预计，随着羊毛用
于贴身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使
用羊毛舒适度检测仪进行客观检
测将成为行业规范，”他说。

羊毛舒适度检测仪可以对其他纤
维和面料进行检测，如亚麻、大
麻和竹纤维产品等天然纤维，而
且还可以利用不同的检测配置，
为纸制品开展毛羽度或光滑度
检测。
有关详情，请发送电邮至：
manufacturing@awta.com.au
或浏览网站：
www.woolcomfortandhandle.com
wool2yarnChina 2021

|

129

中国依然是我们的最大客户

中

国率先摆脱新冠疫情引
起的经济下滑，经济表
现十分强劲，促进了对
澳大利亚羊毛的需求。
“中国在新冠疫情影响
之后，经济恢复增长，形势喜
人，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泰克羊毛贸易公司（Techwool
Trading）创始人Rod Franklyn
说。“我在1990年代初就开始定
期拜访中国加工厂，与这些具有
开拓精神的客户建立了牢固的关

Rod Franklyn
Managing Director

Evan Croake
Export Trading Manager

系。历经多年之后，这些最初的
中国客户依然与我们保持业务往
来，这让人倍感欣喜。”
在过去一年半中，中国是唯一一
个大量购买澳毛的国家。从今年
七月起，其它市场也表现出了一
些兴趣。但中国的需求十分强
劲，使得羊毛价格保持坚挺，尤
其是细支羊毛类型。
“在新冠疫情开始时，澳大利亚
羊毛业遭受了一些干扰，主要是
在羊毛从牧场到拍卖会的运输方
面，价格也急剧下降，但这种情
况并未持续很久。羊毛价格迅速
恢复，势头迅猛，羊毛生产商对
目前的价格水平大都感到满意，
于是将羊毛送去拍卖，并未保留
羊毛待价而沽，”泰克羊毛贸易
公司出口经理Evan Croake说。
泰克羊毛贸易公司是最大的澳毛
出口商，每年发运 270,000多个
毛包。公司经销从13.5微米到40
微米等各种细度类型的原脂毛、
美利奴套毛、边坎毛、杂交羊
毛、粗梳羊毛和碎毛类型。
“如今，泰克羊毛贸易公司有一
支年轻并且富有活力的管理团
队。我很高兴能够将自己的经
验传授给这一代年轻人。归根
结底，我们的成功在于与本地
羊毛生产商和中国客户建立互
惠互利的合作伙伴关系，”Rod
Franklyn说。
“我们的购买选择多种多样，可
以在季节性羊毛类型和质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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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客户提供灵活性。我们是拍卖
会的最大买家，在澳大利亚各地
都有大规模的直购业务，”Evan
Croake说。
“从羊毛生产商开始的羊毛可追
踪性也非常重要，”Evan Croake
补充说。“我们拥有强大的直购
能力，这确保我们供应的羊毛不
但完全可以追踪，而且还是以合
乎道德的方式生产的非割尾优质
羊毛。我们获得了负责任羊毛标
准（RWS）认证，并且是首批
获得澳大利亚政府‘可信赖交易
商’注册的公司之一。我们的‘可
信赖交易商’地位对于中国购买
澳毛的购买商来说非常重要，可
以减少手续，加快交货速度。”
Evan Croake说：“当今羊毛价格
高企，毛条制造商知道在购买原
脂毛时，任何差错都可能造成很
高代价。我们泰克羊毛贸易公司
的团队努力确保满足客户需要，
无论在规格要求还是交付时间方
面都‘超越他们的期望’。我们全
心全意采购适合用途的合适羊
毛。无论是从牧场直购还是在拍
卖会购买，我们对所购买的每个
毛批都亲手检查，并按客户订单
进行分级和估价。最终而言，我
们交付一流的羊毛，努力满足制
造商的需要，对此感到自豪。”
详情请访问泰克羊毛贸易公司网
站www.techwool.com.au，或者
与出口贸易经理Evan Croake
联系，电邮：
exports@techwool.com.au

澳大利亚出口公司
新增私人采购选择
从左到右：Phil Schultz、
Josh Lamb和Geoff Stevens在
Endeavour公司的新仓库合影

Josh Lamb与中国加工厂商合作
了20多年，在中国远近闻名。他
经常去中国拜访客户，向他们提
供建议，告诉他们什么羊毛最适
合其生产。

Endeavour羊毛出口公司 (EWE)
于四年前成立。公司在短短四年
中，就发展成为澳毛的主要出口
公司之一。去年，公司一举建立
了一个私人采购部门，与其拍卖
采购相辅相成。
EWE公司董事经理、澳大利
亚羊毛出口商理事会会长Josh
Lamb说：“私人采购让我们现有
的服务如虎添翼，尤其是让我们
能够在拍卖暂休期间向中国客户
供货，不会出现中断。澳大利亚
拍卖系统每年关闭7周时间。为
了确保我们的客户连续不断地
获得供货，直购方式让他们能
够一年52周连续采购。EWE公
司每年出口150,000多个澳毛毛
包，占澳大利亚羊毛产量的
9％。公司的主要出口市场是中
国、欧洲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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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也增加了我们的能力，让
我们能够按照中国毛条生产商的
要求，提供他们欧美客户所要
求的从牧场开始的可追踪性，”
他说。“世界各地的羊毛用户
日益要求透明度和可追踪性认
证。因此，EWE公司在今年获
得了负责任羊毛标准（RWS）
认证。我们拥有直购能力，可
以提供可追踪性和RWS认证，
并且渴望与中国出口公司发展
额外的业务，这些公司日益要
求羊毛有环境认证。我们还供
应获得澳大利亚羊毛交易管理
委员会（AWEX）认证的非割尾
羊毛。”
最近，EWE公司喜迁新址。新
址拥有更大的仓储能力，能够为
直购业务提供必要支持，同时保
存羊毛现货，随时供应客户。

“我们对中国市场非常了解，无
论是对出口市场，还是对日益发
展的国内市场，我们都对最适
合客户不同加工需要的羊毛类
型了若指掌，非常乐于与客户分
享整个生产季节可供羊毛类型的
信息。”
“行业必须接受可追踪性和环保
认证 － 如果你认为当今客户具
有很强意识，那么未来的消费者
更是如此 － 我们需要行业未来
具有透明度，”Josh Lamb说。
“我们经营了四年时间，建立了
庞大的客户群，这是因为我们注
重为中国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个
性化服务。我们按照客户的规格
要求，提供具有一致性的供货。
我们供应14.5 - 36微米的各类澳
毛，一向乐意与客户分享信息，
让他们掌握最新市场行情，了解
整个季节的可供羊毛类型。”
欢迎与Josh Lamb联系，电邮：
wool@ewexports.com.au

纯净的澳大利亚羊毛
悉尼
Stuart Greenshields
+61 488 095 006
wool@ewexports.com.au

墨尔本
Joshua Lamb
+61 419 841 609
wool@ewexports.com.au

36-40 Jessica Way
Truganina Victoria 3029
Australia (澳大利亚) ＋61 3 8375 1571

为澳毛用户提供更佳解决方案
各种羊毛品种，从羔羊毛直至美
利奴杂交全套毛以及当恩斯羊毛
不等。
David Ritchie补充说：“我们知
道，在中国对标准澳毛品种进
行炭化加工可能有多种选择。但
对于需要特别关注的特定羊毛
品种，在澳大利亚开展炭化加工
更为合理。我们在这方面拥有专
长，能够加工这类特定的羊毛品
种。在当今市场，羊毛价格持续
攀升，任何错误都可能造成高昂
的代价。”

David Ritchie （总经理）和Myungjin (Jim) Kim （董事长）

据

维多利亚羊毛加工
商公司（VWP）的
David Ritchie称，与
购买原脂毛相比，购
买炭化羊毛具有明显的优势。
“随着劳动力及能源成本不断上
涨，再加上运输延误以及环境合
规的成本，中国市场的澳毛进口
商日益考虑在澳大利亚开展羊毛
的炭化加工。”
“我们可与澳大利亚羊毛出口商
以及中国纺织企业积极合作，提
供一步到位的服务，采购来自澳
大利亚任何产区的原脂毛，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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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规格要求开展炭化加工，并
且交付到中国任何地方。通过在
澳大利亚开展炭化加工，中国客
户不仅可以减轻运输重量，而且
还可以收到完全符合规格的炭化
羊毛。”
维多利亚羊毛加工商公司的炭
化加工厂位于墨尔本。Jim Kim
先生于1990年成立了这家公司。
近四十年来，公司一直开展炭化
羊毛贸易与加工业务，同时提
供全面的原脂套毛实盘与代购服
务。公司的采购员遍布澳大利亚
各大羊毛产区，负责为客户采购

“对于为欧洲或美国品牌商供应
产品的中国毛条生产商而言，使
用澳大利亚炭化羊毛可以提供最
佳保证，确保他们获得按规格要
求制备的优质、正宗澳毛，让他
们可以放心。对于具有敏锐环保
意识或要求环保认证的品牌商来
说，他们的羊毛在认证条件下获
得加工，让他们也可以放心。”
“大多数澳大利亚加工商都具
备GOTS、Sustainawool、RWS
及其它各种环保认证，”David
Ritchie说。“羊毛在澳大利亚加
工，可追踪性既清晰又透明。使
用澳毛的中国毛条生产或纺纱企
业应该将我们的价格与亚洲加工
价格进行比较。您就会看到，我
们不但富有竞争力，而且还确保
您获得100%澳毛，保证不会与
其它产地的羊毛混合。此外，我
们还可应客户要求提供非割尾羊
毛证书。”

购买新西兰洗净毛可以节省成本

新

西兰羊毛的平均净
毛率超过77%。
“因此，从新西兰进
口原脂毛到中国，
进口商会收到23%
的尘土、草杂和其它污染物。这
在商业上没有合理性。羊毛可
以在新西兰洗净，客户将收到
100%洁净并且即可使用的新西
兰羊毛，”WoolWorks公司首席
执行官Nigel Hales说。“当前的
物流费用高昂，支付额外的船运
费用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是可以
避免的。”
在新西兰羊毛中，75%以上是以
洗净毛形式出口海外。“中国进
口新西兰洗净毛的公司还可以获
得另一项好处，即收到未与其它
国家的劣质羊毛混合的100%新
西兰羊毛，”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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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gel Hales与中国代表团在WoolWorks公司合影

“中国洗毛成本增长，一些洗毛
厂纷纷关闭。考虑各种因素，我
们的洗毛价格非常有竞争力，比
亚洲更便宜。此外，羊毛即可用
于进一步加工，不会有任何延误
和麻烦。我们的洗净毛品质一
致，长度和色泽统一，一定达到
客户的规格要求，”Nigel Hales
说。
WoolWorks公司在北岛有两个洗
毛厂，在南岛有一个洗毛厂，对
各类羊毛开展洗净加工，从服装
用的细支美利奴羊毛一直到地毯
用的粗支羊毛不等。公司的年加
工能力为1亿公斤原脂毛，并且
有电脑控制的原脂毛混合系统。
“我们为每一位客户提供量身定
制的羊毛加工服务。我们还拥
有高度发达、精心调整的 “Top
Master洗毛机”，能够洗净细支

羊毛。我们的羊毛洗净程序能
够达到世界上最低的纤维残留
水平。”
Nigel Hales指出：“作为一家独
立的洗毛企业，我们与客户没有
利益冲突。所有客户规格都会获
得保密。”
在洗净之后，每个毛包会做水
分、残留油脂、颜色和重量检
测。WoolWorks公司获得了新
西兰SGS公司和新西兰羊毛检测
局（NZWTA）的批准，可以对
所有毛包做钻芯检测。公司获
得了全球有机纺织品（GOTS）
的“100%有机认证新西兰洗净
毛”和RWS认证。
欢迎与WoolWorks公司联系，
电邮： contact@hbws.co.nz；
网址： www.woolworks.co.nz

为世界各地的客户
提供方便而又及时的
认证羊毛检测服务

现

如今，制造商不大可
能使用不符合期望或
达不到订单参数的羊
毛，让自己的生产成
果受到风险。正因为如此，90％
以上的羊毛都得到新西兰羊毛检
测局（NZWTA）等认证羊毛检
测机构的检测。新西兰羊毛检测
局不但提供原脂毛和洗净毛的钻
芯检测、原脂毛的毛丛长度检
测、洗净毛的纤维长度检测和个
体动物的套毛检测，而且还提供
纤维、织物、地毯、阻燃性和羊
毛脂等全套检测服务。公司位于
新西兰纳彼尔，是国际羊毛实验
室协会成员，并且获得了国际毛
纺织组织（IWTO）认证。
“如果销售商的羊毛得到了检
测，购买商和加工商就可以放心
地知道羊毛加工性能会符合自己
的期望，销售商就会获得更好的
价格，”新西兰羊毛检测局客户
经理说。“如今，大多数加工厂
商使用的各种精梳羊毛类型更加
多样。对所有毛批进行检测至关
重要。与套毛品种相比，边坎毛
品种销售毛批的差异性更大，因
此开展毛丛长度与强度检测尤为
重要。随着当今的制造商从世界
各国采购羊毛，购买商在购买之
前往往看不到羊毛，因此羊毛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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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可以为购买商提供确定性，同
时也让纺织厂能够预测制成品的
质量。”
“新西兰羊毛检测局能够为世界
各地的客户开展检测服务。在世
界各地，有些羊毛生产商和加工
商可能在本国无法获得可以信赖
或获得认证的检测机构的服务。
我们为国际客户利用牢靠的检疫
程序提供方便，服务迅速，开展
一系列主要检测，提供本国无法
获得的优质认证，因此在国际上
建立了优异的声誉。”
“我们能够获得便利的国际货运
服务，因此能够为越来越多的国
际羊毛和纺织品客户提供羊毛检
测服务。我们经常为来自智利、
福克兰群岛、美国、加拿大和肯
尼亚的羊毛开展检测。所有这些
国家的客户都十分信赖我们广泛
而又独立的检测服务。”

公司的检测系列范围广泛，包括
洗净率、草杂含量、细度、毛丛
长度和强度、公定重量。如果存
在感知的问题（如色泽），而非
实际的问题，就可以使用其它宝
贵的检测项目。其它实验室并未
广泛开展这些检测项目，但新西
兰羊毛检测局的客户经常使用这
些检测，以便对其羊毛提供更好
的说明。对于一些羊毛生产商来
说，感知问题可以得到量化，从
而尽量降低影响。
新西兰羊毛检测局网站推出的证
书验证服务非常受人欢迎。羊毛
购买商可以在此验证他人通过传
真或电子邮件发来的证书，确保
证书不是伪造的。在网站上输入
证书上的检测号码和验证代号，
就可以使用这一验证程序。一份
加密的证书就会通过电子邮件发
送给客户。

英国羊毛理事会
的分级系统

英

国羊毛理事会是代
表35,000位成员的牧
场主合作机构，负
责对英国剪毛进行
收集和分级，然后
通过拍卖会进行销售。英国羊
毛理事会每年经销2500万公斤羊
毛，这些羊毛来自于多种绵羊品
种，羊毛类型多种多样，具有一
系列长度、颜色和纤维直径，纤
维直径从25微米到35+不等，从
而为购买商提供了广泛的选择。
鉴于羊毛品种多种多样，英国羊
毛理事会开展分级工作，确保产
品的品质和一致性，并且以此为
豪。
英国羊毛理事会的分级系统按
照羊毛类型、特征和品质进行
分类。英国羊毛有七种主要类
型：细支羊毛、中支羊毛、杂交
羊毛、有光羊毛、山地羊毛、高
山羊毛和羔羊毛。对于每一种类
型，我们根据一系列物理特征来
进行分级，包括毛丛长度、细
度、强度、颜色、一致性、卷曲
度、光泽、手感和缠结度。英国
羊毛分级需要有高度的技能，每
一张套毛都经过具有正式资格的
分级员评估。有经验的分级员都
接受过英国羊毛理事会三至五年
的培训。
英国羊毛理事会在英国各地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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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羊毛公司
领先一步，卓越超群
标准羊毛公司拥有200多年的行业经验和最先进的技术，
业务遍及30多个国家，越来越多的客户找我们来满足其对羊毛的要求，
一点都不足为奇。
WWW.STANDARD-WOOL.CO.UK

八个分级仓库，分级团队在这些
仓库检查当地出产的羊毛。羊毛
然后会打包成单一等级的毛批，
重量为4吨或8吨。每一个毛批然
后由欧洲羊毛检测局进行钻芯检
测，并按照国际毛纺织组织标准
进行检测和认证。在羊毛拍卖时
提供净毛率、细度、颜色和草杂
含量等检测结果，售后向购买商
提供获得认证的检测证书。
如果牧场具有获得认证的有机资
格，我们对其羊毛就会单独进行
分级和销售。每个牧场的有机资
格必须每年续新，才有资格获得
有机羊毛分级。
英国羊毛品种多样，广泛用于一
系列产品，如地毯、服装、针织

服装、隔热、内饰或交通工具纺
织品（伦敦地铁的车厢座椅其实
使用的就是英国羊毛）、席梦思
和床上用品。
英国羊毛理事会羊毛销售经理
Richard Alderson说：“我们对羊
毛进行分级，将羊毛分成大约
100种不同品种，但目前中国市
场大量购买的只有其中20个品
种，主要是32-35微米细度范围
的中支羊毛等级和杂交羊毛等
级。”他接着说，“我们的上海办
事处可以解答有关不同等级的查
询，提供样品，帮助您与能够供
应英国羊毛来满足您的要求的供
应商取得联系。只需发送电子邮
件到sandymi@britishwool.org.uk
即可。”

标准羊毛公司(南京)
+86 25 5807 1182
标准羊毛公司(英国)
+44 (0)1274 756600

对羊毛充满热情

英国羊毛理事会
新任首席执行官
Andrew Hogley

采访录
英国羊毛：
您的背景？
我来自于哈德斯菲尔德，毕业于
剑桥三一学院，毕业后开始职业
生涯，我一开始在剑桥担任证券
研究分析师的工作。在伦敦生活

16年之后，约克郡吸引了我的目
光，我在2017年就任英国羊毛理
事会羊毛销售与生产商服务总监
一职。从2020年11月以来，我一
直担任首席执行官一职。

羊毛市场显然经历了一段
艰难的时期，情况有没有
开始恢复？

美观经典，多用途，耐用，
自然的产物。

过去一年半非常具有挑战性。在
因为新冠疫情第一次封城期间，
我们许多客户都停止了加工业
务，英国羊毛理事会基本上没有
了销售市场。在2020年夏季市场
重新开启时，我们的羊毛严重积
压，但销售市场十分低迷。我很
高兴地说，市场行情如今正在改
善，拍卖价格开始回升（从低位
上升了40％），我们已经清空了
2020年生产季节的存货。
委托制造地毯市场（酒店、游
轮、机场和赌场）是深受新冠疫
情影响的一个主要市场部门。出
于明显的原因，疫情期间需求急
遽下降。在未来6－12个月中，
受到抑制的需求逐渐恢复，我们
对此行业部门的恢复感到乐观。

地毯 / 家具 / 成衣
从时装，地毯到家具，英国羊毛比你想象的更持久耐用。它是自然的产物，同时具有挺括，
耐磨，阻燃的特性。请使用英国羊毛创造出更多亲近大自然的产品。

可以说，这还有一段路要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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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知道更多关于英国羊毛的特性请点击我们的网站 – britishwool.cn
或者 发邮件至 sandymi@britishwool.org.uk

卓越的梳理工艺
奥蒂尔：粗纺，精纺，半精纺。
www.autefa.com

我们相信在新的生产季节，价格
将继续恢复。

英国羊毛理事会对未来有
什么计划？
作为一家牧场主合作社，我们的
主要目标是让35,000位成员获得
最大羊毛回报。我们的所有计划
都以这一目标为核心，无论是最
大程度增大我们处理的羊毛数
量，降低处理成本，还是促进对
我们产品的前端需求都是如此。
我们将英国羊毛理事会打造成一
个消费者品牌的策略在英国日益
引人瞩目。关注我们社交媒体的
人数如今超过了11.5万。我们最
近推出了英国羊毛电子商务网
站。我们的网站展示了英国羊毛
所用于的优异产品范围，同时让
我们的许可证接受人通过销售，
146 | wool2yarnChina 2021

满足消费者对富含英国羊毛的产
品的需求。希望在一段时间之
后，我们的网站发展成为英国羊
毛的首选目的地。
今年，我们开展了可追踪羊毛试
点项目。我们还非常乐于与供应
链下游协作开展此类项目。随着
消费者对起源和动物福利日益关
注，我们认为这一领域未来几年
具有重大的发展潜力。我们希望
与终端品牌商和加工商协作，以
理解并满足这一需求。我们的期
望是在未来几年让所有英国羊毛
都做到可以追踪。
羊毛需求日益增长，这是企业关
注的主要重点，我们为此开展了
多个产品开发项目，从增大英国
羊毛在现有产品类别的使用到支
持开发羊毛的创新用途不等。这
个领域多年来缺乏投资，但仍是

企业未来关注的一个主要重点。
最后，我们努力在中国这一全球
最大的羊毛市场吸引英国羊毛的
新用户，我们的中国办事处将发
挥巨大的潜力。

您认为杂交羊毛市场的前
景如何？
羊毛是一种奇妙的天然产物，无
论从环境角度来看，还是从生命
周期的角度来看，都符合所有的
标准。随着消费者要求更多以合
乎道德的方式生产的产品，羊毛
占据利用这一机会的有利地位。
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信息十分丰
富，我们所面对的消费者越来越
有清楚的认识，他们十分了解油
基合成产品和微塑料给环境造成
的损害。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而羊毛应该成为解决方法的一
部分。

奥特发公司生产的奥蒂尔梳毛机能梳理由极粗到极细的羊毛、羊驼毛、羊绒、
人造纤维、以及混合纤维，并且能纺出一流的产品。奥蒂尔梳毛机能保证生产
出最稳定和最均匀的条子和纱线，完全乎合客户的所有要求。

“

我们的梳毛机系列能够加工从最细支到
最粗支的纤维，确保羊毛、羊驼
毛和羊绒取得优异的品质成效

”

在

Giacomo Meucci

更细支的羊毛
需要特别护理

全球美利奴羊毛总产
量中，中国的购买量
占80％以上。但中国
现在购买的羊毛细度
范围更小，这在过去
两年变得十分明显。值得一提的
是，随着中国消费者日益追求更
优质的服装，尤其是更精细的羊
毛服装和针织服装，大多数羊毛
如今都由中国国内市场消费。
“我们看到这一趋势持续下去，
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地的纺织
厂都是如此，”AUTEFA公司的
Giacomo Meucci说。

使用。我们还在蒙古的Gobi和
Goyo纺纱厂安装了四台新的粗
纺梳毛机，这让我们感到特别欣
喜，”Giacomo Meucci说。“这是
我们最大的发展领域之一，我们
注意到对羊绒和其它天然纤维的
需求正在日益增长。”

“我们的粗纺、精纺和半精纺梳
毛机一直倍受中国使用较细支羊
毛的毛条生产厂和纺纱厂－特别
是羊绒生产厂的青睐。我们在中
国宁波的康赛妮集团安装了10台
新的粗纺梳毛机，现已全部投入

“我们的梳毛机系列能够加工从
最细支到最粗支的纤维，确保羊
毛、羊驼毛和羊绒取得优异的品
质成效。这些机器能够按精确速
度运行，保证毛条和纱线生产均
衡一致。毛条长度将比能够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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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最优质纱线超出大约2-3毫
米，”Giacomo Meucci说。“我们
相信，更细支的纤维在AUTEFA
梳毛机上加工更好。正因为如
此，纤维用户－特别是羊绒生
产商－更喜欢使用我们的梳毛
机。”
“毛条长度是决定毛条生产商盈
利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毛条
越长，洗净率越好，毛条生产商
的财务回报就更好。我们的梳毛
机加工更细支羊毛、羊绒和马海
毛更加轻柔，”Giacomo Meucci
指出。“这就让纱线生产商能够
更少加捻便可获得更佳效果。我
们的草刺搅打机经过精心设计，
可以清除草杂，比其它机器的清
洁效果更好。”
“我们知道，每家毛条生产商和

采用粗纺/精纺/半精纺技术加工羊毛和合成织维的AUTEFA 梳毛机

纺织厂都有自己特定的加工要
求，不能一刀切。因此，我们在
安装机器时一向采取非常个性
化的方法。我们熟谙每个加工
程序，为每位客户量身设计适
合这一程序的每一台机器－这就
是AUTEFA的宗旨，”Giacomo
Meucci说。
OCTIR-Dragon Multitrave精纺
与半精纺梳毛机确保高生产效
率，同时不降低毛条品质，因此
可以生产纤维细度14.5 – 40微
米、纤维长度40 – 220毫米的优
质产品。
AUTEFA成套毛纺梳毛机配备的
喂料圆筒可以减至108mm，能够
改善纤维控制，生产的毛纱更
加均匀，并且改善CV值和Uster

值。这类梳毛机配有更简便的开
盖，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混
纺工序，并且采用触屏式控制面
板，可以轻松纳入管理故障讯息
等各项功能。侧门在地板上没有
滑轨，对粗梳部件进行清洁和维
护能够做到快速便捷。
OCTIR-Dragon Multitrave毛纺
成套梳毛机既可配置搓条机单
机或双机装置，也可以配备横
动式大纱架或串行式纱架。就
OCTIR系统而言，两个梳毛装
置之间实施机械同步（断条装置
和整理装置），这是不同成套梳
毛机圆筒达到完美同步的最佳
方式。
OCTIR成套粗梳技术适合用于
各种纤维。如果纺织厂加工羊

毛、贵重纤维和合成纤维等各种
不同纤维，那么使用一家公司提
供的机器，就可以简化纺织机械
需要，改善运营方式。
AUTEFA解决方案公司制造用于
加工细支和超细支羊毛、羊绒
和丝绸的成套OCTIR粗纺梳毛
机，能够生产高品质的织造和针
织用纱。公司的产品系列不但包
括加工地毯和毛毯用的标准羊毛
和合成纤维的成套梳毛机，而且
包括加工高品质织造和针织用纱
所使用的羊毛、马海毛、安哥拉
羊毛、羊绒、合成织维和丝绸的
精纺梳毛机。
如今，AUTEFA解决方案公司已
经成为供应配备先进机电技术的
梳毛机的优选合作伙伴。
wool2yarnChina 2021

|

149

在中国开展优质
羊毛加工教育
澳大利亚羊毛创新公司（AWI）向中国纺织工程专业的学生开展
羊毛加工科技教育，确保毕业生拥有优异的技能和知识，
增强中国羊毛加工厂使用澳毛生产创新优质产品的能力。

“AWI开办这一项目，以确保未
来的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了解澳毛
品质，知道如何将这种纤维加工
成优质产品，让他们掌握各种工
具开展创新，为市场制造新型羊
毛产品，”他说。
这个教育项目体现了AWI对促进
下一代教育的承诺和奉献，确保
像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市场随时可
以获得羊毛技术教育。

以行业为重的羊毛教
育项目
这一项目通常为期三个学期，授
课方式包括面对面讲座、辅导
教、实践课、作业和AWI设置的
一系列书面考试。此外作为大学
课业的补充，还要求学生成功完

“
烟台南山学院纺织工程与设计
系系主任刘美娜与AWI的Allan
De Boos博士（在线）向大学生
宋迪（译音）颁发证书。

澳

大利亚羊毛生产商为
生产世界最优质的羊
毛而自豪。为了确保
消费者能够购买到优
质的终端产品，妥善加工澳毛也
非常重要。
大多数澳毛都在海外加工，中国
是主要的加工国。让中国加工澳
毛的人员了解澳毛特性的一切知
识，了解加工澳毛使用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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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符合澳大利亚羊毛生产商的
利益。
澳毛总产量的80％以上是在中国
加工的。因此，在2014年，AWI
在中国开启了Woolmark科技设
计教育项目。AWI负责开办这一
教育项目的Allan De Boos博士
称，让中国羊毛业未来的技术人
员了解羊毛及其潜力，这一点至
关重要。

教育。学院与中国最大的羊毛
织造企业之一的南山集团联系
密切，对羊毛具有特别浓厚的
兴趣。
“南山集团的工厂距离学院只有
半公里，为学习羊毛加工技术的
实践内容提供了一个优异的环
境，”Allan说。
“修读项目课程的学生通常都是
纺织工程专业的二年级和三年级
学生。那些已经进入羊毛业工作
的毕业生都认为这些课程非常
有益。”
AWI与学院教师密切协作，将这
些羊毛课程纳入纺织工程专业的
综合课程之中。
羊毛教育项目的部分内容还在中

有30名三年级学生完成了这一项
目的五个高级课程，有51名二年
级学生完成了两个入门课程。
在所颁发的252个证书中，有23
名学生获得了一项或多项“表彰
结业”证书，这要求学生达到学
院要求的综合成绩的80分以上。
有两名三年级学生（宋迪和纪倩
如（译音））在修读的所有高级
课程中都达到了这一分数。
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各项限制
给我们带来了很大挑战，学生不
得不在家在线学习。即便如此，
她们还是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
不仅归功于她们的毅力和勤奋，
而且还归功于学院员工付出的额
外努力。

Allan De Boos博士
AWI热切希望确保澳大利亚羊毛生产商生产优质羊毛，同时确
保澳毛原毛得到充分利用，生产出优质的羊毛产品。
－ Allan De Boos博士, AWI

”

成在线Woolmark学习中心的相
同课程。

国其它大学开办，其中包括嘉兴

目前，这个项目含有七个课程：
羊毛纤维科学；羊毛加工入门；
原毛洗净；精纺毛条制造；粗纺
和精纺；羊毛染色；羊毛面料精
整。AWI还开办为期两天到两周
不等的强化课程。

企业之一的新澳纺织公司具有牢

山东烟台南山镇的烟台南山学院
是开展这一项目的主要机构。该
学院的设立宗旨就是开展纺织品

学院。嘉兴学院与中国最大纺纱
固的联系。

烟台南山学院颁发
Woolmark证书
在2020年，烟台南山学院有81名
纺织工程专业的学生成功完成了
课程，并在今年三月获颁证书。

自1967年起，Allan就一直从事
羊毛业工作，这贯穿了他的整个
职业生涯。他毕业于新南威尔士
大学（纺织化学专业）和曼彻斯
特维多利亚大学（理化系）。在
2002年，Allan加盟了AWI，此
前曾就职于澳大利亚联邦科学工
业研究组织（CSIRO）羊毛技术
部，先是开展羊毛服装的可机
洗研究，后开展羊毛面料精整
研究。
在AWI，Allan最初的工作重点
是管理研发项目，最近负责管理
大学一级的教育项目。Allan还
担任国际毛纺织组织技术和标准
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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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广告确有收效？
业务好时，广告带来收益；
业务不好时，广告必不可少。

毫

无疑问，如果购买商从未听
说过贵公司，很可能就不会
购买您的产品。但要亲自联
系两万人，简直是一件不可
能的事情。但在羊毛与纱线
杂志上做广告就可以做得到。通过广
告，您可以向新的市场宣传自己的产
品，并且让老客户感到放心，知道向贵
公司购买产品是正确的选择。

国家的5000家羊毛和纺织品公司发行
的英语杂志，通过直邮方式发送到各大
羊毛和特种纤维进口商和出口商、羊毛
炭化厂、毛条生产厂、纺纱厂、织造厂
以及面料、服装和地毯生产厂手中。
《中国羊毛与纱线》杂志向中国5000
多家羊毛进口商、羊毛加工（洗净和炭
化）厂商、毛条生产厂、纺纱厂、织造
厂以及面料、服装和地毯生产厂发行，
通过南京羊毛市场送到中国读者手中。

杂志广告具有针对性，能够建立产品意
识。要传达信息，您就必须树立自己的
形象，让现有客户和潜在客户都能够看
到，从而能够轻松与您取得联系。

《中国羊毛与纱线》杂志还分发给参加
一年一度的南京羊毛市场会议的所有代
表（500多位）。南京羊毛市场会议是
中国羊毛和纺织业的主要国际会议，与
会者包括从原脂毛进口商和加工厂到服
装厂的中国各大公司。

《国际羊毛与纱线》和《中国羊毛与纱
线》杂志每年出版一期。每年在这两种
杂志上做广告，您就可以与使用羊毛和
特种纤维进行生产的各大羊毛公司保持
联系。

有关详情，请访问
www.wool2yarnglobal.com

《国际羊毛与纱线》是面向全球60多个

我们的读者群
纱线制造商

服装/地毯零售商

7%
服装/地毯制造商
政府机构

11%

21%
16%

面料制造商

4%
17%

24%

进出口商/代理商
羊毛和毛条加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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