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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纺协春节前开展调研工作

势，各项经济运行指标均实现正增长，部分指

狗年春节前夕，市纺协秘书处开展行业经

标增速较上年同期有所加快，运行质效稳步提
升，转型升级成效逐步显现。

营状况调研工作。他们多方收集了行业的经营
状况数据，走访了多家重点会员企业，重点了

纺织行业生产增速有所放缓，但国内外两

解企业去年及近期的经营状况、遇到的困难及

个市场销售情况均有所回暖，表明行业产能与

对政府的诉求。

供给结构正在不断优化调整。根据国家统计局

调研情况显示，2017 年，我市纺织服装行

数据，2017 年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工业增加值同

业 实 现 工 业 总 产 值 1314.35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比增长 4.8%，低于 2016 年同期增速 0.1 个百

7.32%，为我市纺织服装行业改革开放以来的最

分点。行业出口呈现企稳回升态势，根据海关

高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5.88%。

数据，2017 年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达 2745.1

产品出口 323 亿元，约 50 亿美元；比 201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较上年同期回升 8.8

年降低 8.08%，占全市出口的 10.24%；我市纺

个百分点。内需市场继续保持平稳增长，网络

织服装行业，在前三年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基础

消费仍增长较快，2017 年全国限额以上服装鞋

上，近十年首次出现下降的情况。

帽针纺织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7.8%，增速较上年
同期提高 0.8 个百分点，全国网上穿着类商品

企业的盈利水平，利润率在 3%左右，除少

零售额同比增长 20.3%，较上年同期加快 2.2

数企业外，大部分企业的盈利水平不高。

个百分点。

行业的经济运行状况，呈现如下的特点：
①产出基本稳定，销售持续，略有上升；

纺织行业运行质效基本良好，转型升级投

②重点企业规模稳定增长，且增速较大，

入持续增加。2017 年，规模以上纺织企业累计
实 现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68935.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企业规模效应越来越明显；
③生产企业的出口是稳定的，但跨境电子

4.2%，增速较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实现利

商务在前二年暴涨基础上逐步回落到理性状

润总额 3768.8 亿元，同比增长 6.9%，增速较

况，致使 2017 年出口明显下滑；

上年提高 2.4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企业销售利
润率为 5.5%，高于上年同期 0.2 个百分点；产

④行业的技改项目增加，投资扩大，特别

成品周转率为 20.8 次/年，总资产周转率为 1.5

是环保投入力度更大；
⑤走清洁生产、绿色生产、可持续发展的

次/年，均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三费比例为

道路，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行业的转型升

6.5%，略高于上年同期 0.1 个百分点。在运行

级前期投入在印染行业正在取得明显的效应。

平稳、质效较好好的情况下，纺织企业投资信

调研显示，当前，我市纺织服装行业经济

心总体稳定，2017 年全行业 500 万元以上项目

运行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达 13507.3 亿元，同比增

1

企业发展融资难的问题非常突出；

长 5.2%。其中，东部地区投资额同比增长 7.9%，

2

环保方面，由于一刀切的总量控制方

较上年同期加快 2.4 个百分点，占全国投资增
量的 87.2%，由于东部新增产能较少，投资增

式，使一批发展前景巨大的企业受到制约；
3

长较快表明企业转型升级投入积极性较高。

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其中，创新人才

2018 年，纺织行业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发展

缺乏是制约纺织、特别是服装行业转型升级的

的势头，经济增速预计与 2017 年基本相当。

主要问题。
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协会以书面的方

国际方面，全球经济呈现持续复苏迹象，经济

式，向政府有关部门作了反映，特别重点反映

增速或将较 2017 年略微加快，消费者信心将随

企业反映强烈的环保问题、融资问题、税费问

经济向好有所增强，大宗商品价格稳定也有利

题。（协会）

于生 产恢 复， 预计 纺织 行业 出口 情况 有望 较
2017 年进一步改善。国内方面，国民经济将继

2017 年纺织行业发展稳中有进

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为国内消费提供健康良
好的经济环境；“三品战略”持续推动，将促

CTEI 网讯 2017 年，我国纺织行业坚持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化解各种外部风险，

进纺织企业加快调整提升，不断丰富产品品种，

总体上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发展态

改善品质，提高品牌附加值，为纺织品服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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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销售额达 1.7 万亿元。

与此同时，纺织行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因

2017 年中国零售总额增长 4.6%，较 2016

素仍然较多，各种风险问题仍需加强关注

年的 4.5%，略有上升。

与应对。成本高企压力并未缓解，国内电、用

高端家电、新鲜食品、保健品等产品的销

工等要素价格与越南等国相比仍明显过高，融

售 额 增 长 速 度 极 快 ， 2017 年 同 比 增 长 超 过

资难、融资贵问题长期未能有效解决，“营改

70％。

增”对于纺织企业税收减负影响有限。国际市

中国商务部表示，跨境电商是 2017 年中国

场竞争更趋激烈，2017 年我国纺织行业在传统

电商市场的主要增长点之一。

市场所占份额仍在流失，1~11 月在美、日、欧

此外，苏宁、国美等拥有实体店的零售商，

三大纺织品服装进口市场所占份额较上年同期

在 2017 年线上销售额增长了 26.8％，比 2016

分别下滑 0.4、0.9 和 0.9 个百分点，这一趋势

年的增长率高 3.2％。

在 2018 年仍可能延续。国内环保监管措施更趋

商务部报告突出强调了中国小城镇和乡村

严格，纺织企业环保投入负担较重，部分地区

的电商业务发展，居住在非一线城市的个体电

仅以停产为单一监管手段，企业生产、投资活

商比 2016 年增长了 20.7%，达 986 万户。农村

动受限，成为纺织全行业平稳发展的瓶颈制约。

地区有 2800 万人受雇于电商企业，这在某种程

2018 年，纺织行业将按照稳中求进的工

度上反映了阿里巴巴和京东等电商巨头在扩张

作总基调，进一步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仓库和配送点。（来源：雨果网）

加快转型升级，积极化解各种风险矛盾，努力
确保行业运行基本平稳，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纺织品牌准入商务部直销管理系统

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近日，从商务部直销行业管理信息系统获

(来源：中国纺织经济信息网）

悉，在其公布的受理企业公示名单中，江苏紫

外媒：2017 年中国电商销售突破 1
万亿，热门品类包括高端电子产品

罗兰家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浪莎控股集团有

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电商零

到申牌的大军中，纺织或将成为直销家族“开

限公司、仙宜岱股份有限公司等纺织企业皆位
列其中。继药企之后，纺织类企业也开始加入

售总额达 7.18 万亿元人民币（约合 1.149 万亿

枝散叶”的新军。

美元），比 2016 年的 5.43 万亿元人民币增长

据了解，在商务部获批的 6 大类直销产品

了 32％，使中国成为第一个打破 1 万亿美元零

中，大部分直销企业的服装纺织类和家用纺织

售额的电商市场。

类产品划定在保健器材的分类下。业内人士表

不论是销售额还是增长率，中国远远甩开

示，纺织类产品与直销领域的结合在海外曾有

了全球第二大电商市场——美国。

过辉煌的历史，而纺织类产品销售采用直销的

虽然美国商务部还未发布数据，但据

方式，在近两年才刚刚开始。目前，除了中脉

Internet Retailer 估计， 2017 年美国电商市

专注保健家纺产品外，其他的直销企业则是推

场增长了约 15％，达 4550 亿美元。

出功能内衣、护膝裤等纺织品。

中国电商市场的增长，很大一部分来自居

据直销行业资深专家胡军介绍，在国内直

住在非一线城市的消费者，2017 年这些消费者

销市场，化妆品和保健品占据着行业大部分市

的网购交易额增加了 39%，达 1.245 万亿元，

场份额，因此它们也成为了直销企业开发新品

占网购总额的 17%以上。

的主攻种类。据悉，纺织类产品进入国内直销

据中国商务部报道，服装、纸巾等实体商

市场后，并没有达到各直企所预见的那样火爆。

品的电商销售额增长了 28%，达 5.48 万亿元，

外加保健品、化妆品市场的冲击，现如今仅有

占实体商品零售总额的 15%。2016 年，中国实

少部分企业仍然专注家纺类产品。

体商品电商销售额占实体商品零售总额的

对此，胡军介绍，目前获牌的 91 家直销企

12.6%。

业中，大部分企业涵盖了 3 类或以上的产品类

此外，游戏、视频和音乐等虚拟产品的电

别。纺织品可以成为直销企业产品线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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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大健康产业发展需求的、有一定保健功能

随着对产品质量的日益严格，服装电商入

的纺织品，会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来源：

驻阿里巴巴，开设淘宝店，需要有检测报告，

中国纺织报）

这为快检服务提供了空间。记者打开阿里巴巴
旗下商家服务市场，输入“纺织品类面料成分

“快时尚”加鞭服装业提速

检测”，进入后便可看到不少检测机构已进驻。

临近春节的沙溪富华车站一带，大大小小

中广测沙溪实验室检测的产品全面覆盖从

的布行处于一片忙碌中。“围绕着富华总站、

纺织纤维到纺织服装成品的家用纺织品和产业

沙溪车站，附近有富元国际服装写字楼、云汉

用纺织品，检测项目涵盖纺织服务的物理检测、

商贸服装批发市场以及众多的布行。”上周，

染色化学检测、成分含量检测及生态安全检测。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中山纺织服装快检实验

如，纺织服装物理性能测试、色牢度测试、成

室主任黄明华告诉记者，基于这种物流优势，

分分析、生态纺织品检测。为纺织服装及其电

大大小小的布行、电商选择在这里布局，据不

商企业提供检测技术服务，促进纺织服装产业

完全统计，周边布行约有 3000 家。

转型升级。

2016 年 6 月 1 日，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

黄明华介绍，现在有一些服装品牌已把二

中山纺织服装快检实验室在这里正式“开门纳

维码印在衣服上，去商场买衣服，只需扫二维

客”。近两年来，该实验室已为沙奚、大涌布

码，便可看到详细的检测报告。“检测是提升

行、服装企业，特别是全国各地服装类电商提

产品质量的重要工作，通过检测逐步培养企业

供了 4000 多份检测报告，促进了布料、纱线、

的质量意识。如果因质量问题导致产品下架甚

服装整体质量提升。

至销毁的话，对电商来说，损失就大了。”黄

“快时尚”对检测速度要求更高

明华说。

“不知道你留意没有?现在电视里，明星穿

业内观点“创新+品牌”提升传统产业“含

的衣服，没几天在淘宝上就有卖，服装行业已

金量”

进入快速时尚阶段。”黄明华啜了口茶，打开

服装行业专业人士郑政科介绍，现在服装

了话题：现在服装销售的周期越来越短，快速

行业不像过去，以大批量生产为主，现在行业

时尚推动服装这个传统产业加快技术更新、设

趋向“量小需求多”，即每一种款式生产量不

计生产的步伐。传统的服装品牌从 T 台上发布

大，但对设计、质量、颜色、款式等各方面要

潮流，然后出产品，到各专卖店、专柜上货，

求高。

一般需要好几个月时间，高档品牌甚至需要半

广东省政协委员、经济学博士史杰君认为，

年。但基于“快速时尚”，企业能够在极短时

在新形势下，要提高发展质量，最重要的两条

间内将产品概念转化成为消费品，现在最快的

路径是：创新发展与品牌发展。广东地区作为

企业 10 天便可做到。目前，在“快速时尚”上

改革开放首先发展起来的区域，广大中小企业

最具代表性的品牌主要有国外的 ZARA、H&M 、

依靠“三来一补”发展起来，其主要推动力是

KM 、优衣库和国内的 EMINU 等企业。

低成本的发展要素，如低劳动力成本、环保成

应行业需求，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将实

本与土地成本。加上低调务实的作风，在中小

验室 “前移”，选择了在中国休闲服装名镇—

企业品牌发展方面，近几年发展比较缓慢，在

沙溪镇设点。

很多细分市场，没有抓住机会，被长江三角洲

“之所以设点沙溪，主要是为产业提供便

企业超越。

利，这里布行集中，全国各地采购商到这里来

史杰君认为，在未来发展中，如果企业没

拿布料，过去对布料质量只能凭经验，现在有

有品牌，就会陷入价格泥潭，企业发展会越来

了快检服务，客户选好，通过检测，便可打包

越困难，没有利润，就无法支持企业的创新发

上车运往各地。”黄明华说，他们把检测的时

展，也会影响广东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目前

间缩至一个小时左右，这在行业内是少有的，

国内处于消费升级大浪潮下，内需市场本身就

赢取时间对采购商来说相当重要，不同程度上

有红利。而这个红利，只能通过创新和品牌发

带旺了周边布行生意。

展来摘取。(来源：中山日报)

扫扫二维码便可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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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量，目前只需要 100 多个工作人员，减

2018 年棉纺织行业迎来利好

少了近 95%的劳动力。

据中国纺织报了解，2017 年 1-12 月，我

在位于滨海工业区的浙江天圣化纤有限

国棉纺织集群生产经营稳中向好，从主要经济

公司内，“机器换人”的技术改造也正在如火

指标来看，棉纺织集群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及利

如荼地进行。生产线上一锭锭洁白的丝饼被自

润同比分别增长 7.4%和 8.2%，其中规模以上企

动落筒机准确无误地放置到筒架上。在包装车

业同比分别增长 8.2%和 8.0%。棉纺织集群企业

间里，也基本实现了机器换人，机械臂将 100

平均开工率在 90%左右，集群内企业总数及从

公斤的丝饼拿起放入传送带，包装全部自动处

业人员平均人数基本稳定。

理，一天可以完成 15 万个丝饼的包装。

国内棉纺行业的稳定运行离不开储备棉的

在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二期项目的

轮出，尤其是储备棉在稳定市场供给、调节棉

数字化电梯生产车间内，一只只机械臂忙碌着，

花价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中国棉花网了

工人只要轻按按钮，产品就源源不断地从生产

解，2017 年储备棉累计成交 322 万吨，成交率

线上生产出来，产品主要有自动扶梯系列、自

74%，其中新疆棉成交 183 万吨，地产棉成交

动人行道系列、客梯、货梯及主要电梯配件等，

139 万吨，累计成交企业数量 901 家。从成交

目前该生产车间的全自动化程度达到 60%。

价格看，成交平均价格 14754 元/吨。在国内植

为鼓励企业加快机器换人步伐，我区加大

棉面积下降，产量供不足需的压力下，储备棉

政策奖励扶持力度，2017 年，全区兑现印染集

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

聚项目设备投入补助 4835.39 万元，其它项目

此外，在国内棉价高于国外棉价的常态下，

设备投入补助 1288.4 万元，另外包括创新发

储备棉在价格调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降低

展、信息化、绿色制造等资金近 1000 万元。(来

了市场价格，保证了棉纺行业的稳定运行。据

源：柯桥日报)

悉国内外棉价差由年初最大 3000 元/吨以上逐

小单快返 引领服装产业智能制造

渐缩小至 300 元/吨以内，这为增强国产纱竞争
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棉纺织行业专家表

常熟将投资 1.3 亿元建服装智能综合体。

示，如果国内外棉价差控制在 1500 元/吨以内，

位于常熟莫城的云裳小镇的江苏智敏智能综合

就可以保证国内棉纺织行业的平稳运行。

体项目日前启动。据了解，该项目建成后将示

2018 年储备棉继续实施轮出政策，相信在

范引领常熟服装产业的柔性生产和智能制造。

国家宏观调控下，棉纺织行业仍将继续保持平

据介绍，江苏智敏智能综合体项目，由常

稳运行。（来源：中国棉花网）

熟志远股份公司牵头建办，项目总投资 1.3 亿
元，建筑面积 2.5 万平方米，设 8 条柔性快返

机器换人步伐加快

智能生产线和 3 条个性定制智能生产线，主要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承接国内外服装设计师品牌的高品快返小单和
轻奢品牌订单;3 条个性化定制线，生产西装、

记者从柯桥区经信局获悉，2017 年柯桥区有 9

西裤、衬衫等服装品类。

只项目列入省技改重点项目计划，107 只项目

常熟是我国纺织服装产业最发达的地区之

列入市“机器换人”技改重点项目计划。通过

一，作为传统产业，传统的服装生产企业越来

加大技改投入，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

越需要柔性制造。常熟志远股份公司总经理黄

级，智能制造水平和亩均效益也得到彰显。

贵介绍，所谓的柔性制造就是在品质、交期、

在浙江精功精密制造有限公司，年产 25

成本保持一致的条件下，生产线在大批量生产

万台机柜的智能化生产线一期最近刚刚投产，

和小批量生产之间任意切换。“小单、快返”

在厂区内的机柜自动化生产线上，10 多台机械

四个字利落地总结了当下服装工厂的需求。
“我

臂一刻不停地忙碌着，精准安装每一个零部件，

始终相信构建产业互联网+打造超级供应链是

这条生产线集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和自动

服装产业下一轮战略方向，智能制造是必要的

化为一体，技术处于国内领先，可年产 25 万台

手段和过程。”黄贵说，未来纺织服装产业将

机柜。机器换人使原先需要 2000 多人才能完成

是技术密集型和时尚创意型产业。
4

2018 年第 2 期

总第 159 期

据介绍，江苏智敏智能综合体还内设候鸟

国接轨。新生态标准中产品类别 I 的耐水色牢

设计师孵化、共享制版打样平台、国内外原创

度要求由原来的“3 级”提高到“3-4 级”，这

吧设计师 ODM 艺尚客厅、国际流行时尚款式快

样与我国强制性标 准“GB18401-2010 国家纺

返零批、个性定制体验中心、大数据集成展示

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对于婴幼儿要求实

中心等功能，致力于打造常熟服装产业新制造

现完全一致。第五，针对有机棉产品增加转基

标杆示范企业。江苏智敏智能综合体将于今年

因生物测试。有机棉比普通棉花综 合成本高出

建成 3.0 自动化示范基地，到 2020 年时升级为

约两、三倍，由于有机棉不使用转基因种子，

数字化工厂，

故新标准将针对有机棉产品增加转基因生物

2022 年 实 现以 规 模 化 成本 和 效 率 满足 大 规 模

（CMO）测试。

化

“Oeko-Tex”是目前全球纺织行业公认的

个性定制，计划达到工业 4.0 标准。

权威生态纺织标准，通过该项认证的产品素有

据悉，云裳小镇的未来愿景是打造中国服

“信心纺织品”的美誉。由于其每年持续参考

装产业新制造示范基地和服装产业时尚创意设

不同国家及组织关 于纺织领域的相关最新法

计之都。（来源：苏州日报）

律法规及标准要求，并及时修订，故欧美地区
许 多 大 型 采 购 商 都 将 Oeko-Tex Standard100

关注新版国际生态纺织品标准
五大变化

标准作为产品采购的技术依据。拥有
Oeko-TexStandard100 证书的生态纺织品市场

2018 年 1 月，国际环保纺织协会发布了最新

优势明显，不仅销路畅通，而且价格比普通纺

版 Oeko-TexStandard100 生态纺织品检测标准

织品要高出 20％-30％，强调产品的生态安全

和限量值要求。经过 3 个月过渡期后，新标准

性能已经成为国 际纺织品贸易的新趋势。不

将于 2018 年 4 月 1 日起 正式生效。新标准参

过，由于我国尚未完全摆脱以中低端纺织产品

考了国际上现行的各种法律法规，通过新增考

为主打的局面，在纺织品生态安全认证方面还

察物质并严格控制限量值，对纺织品中有害化

需要不断加以重视，做好推广挖 潜工作。
符合国际生态环保标准要求是纺织企业强

学残留监管达到了进一步的加严。
与 2017 版相比，最新标准对有害化学物质

化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相关纺织企业

的监管进一步升级，归纳起来发生五大变化：

绝不可含糊。在此，检验检疫部门建议纺织企

第一，部分现有限制化学物质限量值进一步收

业应及时了解最新 版 Oeko-Tex Standard100

紧。短链氯化石蜡 （SCCP）和邻苯基苯酚（OPP）

标准的参数要求，尽快改进生产工艺，加强产

限量值更严，如针对邻苯基苯酚，在产品级别

品生态安全把关，做到未雨绸缪，紧跟国际步

I 的限量值由 50mg/kg 调整为 10mg/kg，产品级

伐。同时，希望我国纺织企业积极 通过生态认

别 II 至 IV 的 限 量 值 由 100mg/kg 调 整 为

证以增强产品在国际的认可度，将提高产品附

25mg/kg，最高收紧程度下降了 5 陪。第二，新

加值和技术含量作为投身国际竞争的前提条

限制化学物质有所增加。新标准“其他残余化

件，从而确保我国纺织产品安全进入国际市场。

学物”项目中，新增加了苯酚、双酚 A 及限量

（来源：中国国门时报）

值标准。 另外，新增“受监测”物质喹啉，但

日本拟限制部分物质
在纺织品中的使用

目前尚未规定其限量值。这意味着在申请生态
纺织品认证的过程中，将随机对喹啉进行检测，
并将结果提供给申请 企业作参考。第三，同类

日前，笔者从厦门海沧检验检疫局获悉，

化学物受限制范围扩大。“残余表面活性剂润

为了降低和防止化学物质的潜在危害，日本拟

湿剂”项目中，烷基酚和烷基酚聚氧乙烯醚的

修订“化学物质评估及其生产规定法案执行令”

限量值虽然保持不变，但是酚的种 类扩大到庚

的通报，修订工作主要由日本经济产业省

基苯酚，支链和直链和戊基苯酚；“致癌染料”

(METI)、 厚生 劳动 省 (MHLW)以 及环 境省 (MOE)

限制种类上升到 18 种，比 17 版增加了 5 种；

负责。据了解，此次拟修订主要针对以下化学

此外，“致敏染料”限制种类比 17 版增加 1

物质：短链氯化石蜡(链长在 C10 到 C13 之间、

种达到 了 22 种。第四，纺织色牢度指标与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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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近年来国内装备制造业及其配套产

二苯醚(DecaBDE0)、全氟辛烷磺酸(PFOS)及盐。

业的发展情况，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

若此次修订生效，对纺织产品将带来以下影响：

业和信息化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能源局

一是含有短链氯化石蜡(链长在 C10 到 C13 之

等六部门日前共同印发《关于调整重大技术装

间、氯含量大于 48%的直链氯化烃)的纺织品阻

备进口税收政策有关目录的通知》，对重大技

燃处理用化学品以及皮革加脂剂将被禁止进口

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的 3 份目录进行了调整。

到日本;二是含有十溴二苯醚的阻燃纺织品以

此次调整在《国家支持发展的重大技术装

及纺织品阻燃处理用化学品也将被禁止进口到

备和产品目录》中增列了国内处于起步期或成

日本;三是任何企业，若进口短链氯化石蜡(链

长期的部分技术装备，删减了目前国内产业发

长在 C10 到 C13 之间、氯含量大于 48%的直链

展较好、上下游配套较齐全的部分技术装备，

氯化烃)和十溴二苯醚到日本，都需要获得相应

进一步明确政策支持方向。其中，自动络筒机

关于 I 类特定化学物质的授权。对此，海沧局

等纺织机械入选该目录。

提醒国内相关贸易及生产企业，现如今国外技

据《国家支持发展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

术性贸易措施频出，且较为隐蔽，针对此次修

目录》调整情况，相应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

订，建议国内的纺织品、皮革企业，尤其是阻

口关键零部件、原材料商品目录》，对确有必

燃纺织品生产企业，时刻关注产品中是否使用

要进口的零部件、原材料予以免税。自动络筒

或者添加了上述短链氯化石蜡和十溴二苯醚，

机的电子清纱器等入选该目录。对已具有较强

相关产品如出口日本，则需要开始着手产品升

竞争优势的部分技术装备，在《进口不予免税

级或物质替换，谨防在日本新法规生效后，不

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中明确其进口不

合规产品无法进入日本市场。
（中国国门时报 ）

予免税。棉纺精梳联合机、往复式抓棉机、棉
纺并条机、棉纺精梳机等进入该目录。修订后

纺织机械等重大技术装备
进口税收政策调整

目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来源：中国
纺织报）

论文园地
溶解法测定二组分纤维成分含量的不确定度评估
佛山中纺联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任敏

摘要：本文按照 GB/T2910.11-2009 标准测定纤维成分含量，以棉和聚酯的二组分混合纤维
为例，对该方法整个过程中产生的不确定定度进行了评估和分析，通过对各不确定度分量进行评
定及合成，计算出合成不确定度和扩展不确定度，从而得知影响结果的主要因素是测试过程中的
随机效应。

1 实验部分
1.1 测试依据
用 75%硫酸把纤维素纤维从已知干燥质量的混合物中溶解去除，收集残留物，清洗、烘干和
称重，用给定公定回潮率修正称量质量，计算其占混合物干燥质量的百分率。由差值得出纤维素
纤维的百分含量。
1.2 主要仪器和试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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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New classic 电子天平

上海梅特勒-托多利仪器有限公司；

电热鼓风干燥箱

上海一恒科技有限公司；

振荡试色机

厦门瑞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试剂：硫酸

总第 159 期

分析纯；

1.3 测试原理及简要过程
1.3.1 取样
按 GB/T 10629-2009《纺织品 用于化学试验的实验室样品和试样的准备》规定取具有代表性
的试样，每个试样去 1g，取 10 个平行样。于 105℃烘干并称重。
1.3.2 化学溶解
试样剪碎后放入三角烧瓶，加入约 200mL,75%硫酸溶液，塞上玻璃塞。充分润湿，在 50℃
±5℃的水浴振荡器中振荡放置 1h。
1.3.3 剩余纤维洗涤烘干称重
将残留物过滤到已称重的玻璃砂芯坩埚，真空抽吸排液，分别用硫酸溶液、稀氨水和冷水依
次洗涤。将装有残留物的坩埚 105℃烘干，干燥器中冷却后称重。

2. 定量测试数学模型
以净干质量为基础的计算方法：

P=
P—不溶组分净干质量分数，%；
m 0 –预处理试样的干重，g；
m1 – 残余物的干重，g；
d 不溶纤维在试剂处理中的重量修正系数。
以净干质量为基础结合公定回潮率的计算方法：

PM=

（2）

式中： PM—结合公定回潮率的不溶组分百分率，%；

P —净干不溶组分百分率，%；

a1—可溶组分的公定回潮率，%；
a2—不溶组分的公定回潮率；
以净干质量为基础，结合公定回潮率以及预处理中非纤维物质和纤维物质的损失率的计算方法：

P A=

(3)

PA-混合物中净干不溶组分结合公定回潮率及非纤维物质去处率的百分率，%；
P-净干不溶组分百分率，%；
a 1-可溶组分的公定回潮率，%；
a 2-不溶组分的公定回潮率，%；
b 1-预处理中可溶纤维物质的损失率，和/或可溶组分中非纤维物质的去除率，%；
b 2-预处理中不溶纤维物质的损失率，和/或不溶组分中非纤维物质的去除率，%。
第二种组分的百分率（P2A）等于 100-P A

3 不确定度来源分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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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上所确定的数学模型可认为本检测的不确定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1 操作过程的重复性不确定度
包括试样代表性、试样预处理、环境条件、试验时间、人员操作等。
3.2 称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主要由两次称量时引入的不确定度。
3.3 计算常数引入的不确定度
D 值、修约和公定回潮率等可能导致的不确定度。

4 试验结果与不确定度评定
4.1 试验结果数据
对同一个样品进行二组分含量定量测试，平行测试 10 次，按 2 计算结果（表 1）
表1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棉/聚酯纤维混纺产品各组分的百分含量

样品质量

聚酯纤维质量

聚酯净干

聚酯百分比含量

棉百分比含量

m0/g

m1/g

百分比/%

P1/%

P2/%

0.7200

0.4800

66.67

0.6200

0.4100

66.13

64.8

35.2

0.8000

0.5300

66.25

0.8500

0.5700

67.06

65.1

34.9

0.8500

0.5644

66.40

0.9200

0.6100

66.30

64.8

35.2

0.8530

0.5646

66.19

0.9230

0.6119

66.29

64.5

35.5

0.7000

0.4620

66.00

0.8000

0.5280

66.00

64.3

35.7

0.6500

0.4350

66.92

0.5500

0.3685

67.00

65.4

34.6

0.8600

0.5700

66.28

0.9000

0.6000

66.67

64.9

35.1

0.8700

0.5830

67.01

0.9200

0.6100

66.30

65.1

34.9

0.5305

0.3543

66.79

0.4920

0.3268

66.42

65.0

35.0

0.6200

0.4200

67.74

0.5200

0.3500

67.31

65.9

34.1

4.2 A 类不确定度（由随机效应引起的不确定度）评估
A 类不确定度主要包含操作过程中的重复性不确定度，d 值、修约和公定回潮率等因素为约
定规则，且其产生的不确定度较小，也纳入到随机效应引起的不确定度中评估。
8

2018 年第 2 期

总第 159 期

（1）组分聚酯纤维（棉）百分含量的重复性不确定度为：
u(P)= %=0.3380%
（2）则试是验过程中随机效应导致的聚酯纤维含量的相对不确定度为：

urel(P1)

u(P)
=

0.3380%
=

P1

=5.201╳10

64.98%

-3

（3）试验过程中随机效应导致的棉含量的相对不确定度为：

urel(P2)

u(P)
=

0.3380%
=

=9.652╳10

-3

35.02%

P2
4.3 B 类不确定度评估.

B 类不确定度主要来源于电子天平的称量过程，包括设备示值的分辨率、设备的校准和测
量的重复性；由于测量重复性已包含在 A 类不确定度中，故这里只考虑另外两个分量。
4.3.1 电子天平分辨率导致的相对不确定度
本实验室使用的电子天平 d 天平 分辨率为 0.0001g，按平均分布，由该设备分辨率导致的相对
不确定为：

urel(d 天平)=

0.0001g

um(d 天平)

um(d 天平)
+
m0

=

0.0001g
+

m1

-5

-4

=7.725╳10 +1.161╳10 =1.933╳10

-4

4.3.2 电子天平校准导致的相对不确定度
根据校准证书，该天平不确定秤取 0.5g~2g 样品时，U=0.0005g（k=2）。测试过程中电子天
平需要称量称量瓶重量，干燥后样品净干重重量+称量瓶重量（差值得 m0），坩埚重量，干燥后
剩余纤维净干重重量+坩埚重量（差值得 m1）。由该设备导致的相对不确定度为：

urel(cm 天平)=

+
m0
-4

m1
-4

=4.730╳10 +7.108╳10 =1.184╳10
由电子天平称量引起的相对不确定度为：

urel(m 天平)=

=1.200╳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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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合成不确定度
聚酯纤维成分测试的相对合成测量不确定度为：
2

2

urel (P1 )  urel (m天平 )  5.338╳ 10-3

urel(P1)=

聚酯纤维成分测试的合成测量不确定度为：

uc(P1)=

urel(P1)

-3

╳ P1 = 5.338╳10 ╳65.9% = 0.3518%

棉纤维成分测试的相对合成测量不确定度为：
2

2

u rel (P2 )  u rel (m天平 )  9.726 ╳ 10 -3

urel(P2)=

棉纤维成分测试的合成测量不确定度为：

uc(P2)=

urel(P2)

-3

╳ P2 = 9.726╳10 ╳34.1% = 0.3317%

4.5 扩展不确定度
取扩展因子 K=2，则聚酯纤维组分含量的扩展不确定度为：

U 聚酯  ku（
c P1） 2  0.3518 %  0.7036 %
棉纤维组分含量的扩展不确定度为：

U 棉  ku（
c P2） 2  0.3317 %  0.6634 %

5 结论
从上述计算数值来看，由试验过程中引入的不确定度占较大的比例。由此可见，测试过程
中的重现性对结果影响较大。

邻苯二甲酸酯测试中膜材料选择和样品放置时间
对于测试准确性的研究
佛山中纺联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任敏

摘要：由于 PTFE 膜这种材料购买比较困难，而 GB/T20388-2016 中要求在超声水浴时使用 PTFE
膜对反应器进行封闭，这与 PTFE 膜具有独特的结构是分不开的。本文另外选用了两种材料膜，与
PTFE 膜进行对比测试，研究 PTFE 膜在测试中是否可以被替代。
关键词：PTFE 膜、邻苯二甲酸酯、加标、回收率
前言：在邻苯二甲酸酯测试中经常会遇到这些问题：PTFE 这种膜材料不是很容易买到，但是
GB/T20388-2016 中要求使用 PTFE,但是又没有，可不可以用其他膜代替，下面就对几种膜材料做
了一下测试对比；有时候因为测试样品多而导致样品需在常温下放置好几个小时才能进样，这样
会不会对测试造成影响。
先来认识一下 PTFE 为聚四氟乙烯，英文名为“Polytetrafluoroethylene”，简写为 PTFE,聚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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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乙烯一般称作不粘涂层或者易清洁物料。这种材料具有抗酸抗碱、抗各种有机溶剂的特点，几
乎不溶于所有溶剂。
分子结构：聚四氟乙烯的化学结构是把聚乙烯中全部氢原子用氟原子取代而成，F 原子把 C-C
键遮盖起来而且 C-F 键的键能特别高，除碱金属与氟元素外它不被任何化学药品侵蚀。又由于氟碳链分子间作用力极低，所以聚四氟乙烯具有不粘性。所以对于 GB/T20388-2016 该标准会用到
PTFE 膜和它独特的结构是分不开的。
1. 实验部分
本次实验选用加标验证和溶解验证两种方式，其中加标验证选用峰型较好的邻苯二甲酸二丁
酯（DBP）进行讨论，用该标准物质进行加标前处理。
1.1 仪器与试剂
仪器：气质联用仪，可控温的超声波发生器，频率为（40±5）kHz
具塞玻璃反应器 60ml，圆底烧瓶 100ml，移液管 5ml、10ml，容量瓶 100ml，旋转蒸发器，离
心装置
试剂：内标物 1000mg/L 的储备溶液，四氢呋喃，正己烷，邻苯二甲酸酯的混合标准溶液
1.2 气质联用仪的分析条件
毛细管色谱柱：DB-5MS 30m×0.25mm×0.25μm；进样口温度：300℃；升温程序：100℃保
温 1min，以 15℃/min 的速度升至 180℃，并保温 1min,再以 5℃/min 的速度升至 300℃，气相与
质谱连接线温度：280℃；载气：高纯氦气（≧99.999%），流量 1.2mL/min；进样量：1μL；进
样方式：不分流进样。
质谱条件：离子源温度：250℃；溶剂延迟：3min；扫描方式：定性为全扫描、定量为 197u
离子扫描。
1.3 实验步骤
1.3.1 加标验证
试样制备
取空白布样，将其剪碎（尺寸不大于 5mm×5mm），混匀后称取 4 份，各（0.30±0.01）g，
分别置于四个 60ml 的反应瓶中，向其中加入含有 5mg/L 的内标的四氢呋喃溶液 10mL，该溶液中
含混合邻苯二甲酸酯（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的浓度为 3ppm，萃取时 1 号反应器使用 PTFE 膜、2
号反应器使用普通滤膜（PA6 材料）、3 号反应器使用透明胶带密封（BOPP 膜材料）、4 号反应
器不密封。
萃取过程
将反应器放入超声波发生器中，于（60±5）℃下萃取 1h±5min。取出反应器，静置萃取液，
冷却至室温。
用移液管分别向每个反应器中逐滴加入 20mL 含有 5mg/L 内标的沉淀剂。
剧烈振摇反应瓶（可放在漩涡振荡器上）至少 30s，静置（30±2）min 使聚合物沉淀。
以不小于 700g（例如：离心半径 10cm，转速 2500r/min）的相对离心力分离至少 10min，使
悬浮在有机相中的聚合物沉淀至瓶底，以获得澄清的有机溶液。吸取有机溶液到色谱进样瓶中，
用于 GC-MS 分析。
1.3.2 溶解验证
试样制备
取 3 个反应器，分别加入（0.30±0.01）g PTFE 膜、滤膜和透明胶带。
萃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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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反应器放入超声波发生器中，瓶口敞开，于（60±5）℃下萃取 1h±5min。取出反应器，
静置萃取液，冷却至室温。
用移液管分别向每个反应器中逐滴加入 20mL 含有 5mg/L 内标的沉淀剂。
剧烈振摇反应瓶（可放在漩涡振荡器上）至少 30s，静置（30±2）min 使聚合物沉淀。
以不小于 700g（例如：离心半径 10cm，转速 2500r/min）的相对离心力分离至少 10min，使
悬浮在有机相中的聚合物沉淀至瓶底，以获得澄清的有机溶液。吸取有机溶液到色谱进样瓶中，
用于 GC-MS 分析。
2.数据处理与分析
2.1 邻苯二甲酸酯密封材料加标验证对比
DBP 在各种材料下的回收率表
PTFE 膜
加标浓度
（mg/kg）
DBP 峰高
峰面积
浓度
(mg/kg)
回收率
（%）

1

1

5.63×
10

5

胶带材质

（PA6）

(BOPP 膜)

1

5.58×
10

聚酰胺滤膜

5

1

7.58×
10

5

1

7.53×
10

5

1

5.94×
10

不加膜

5

1

5.86×
10

5

1

5.96×
10

5

5.91×
10 5

115703

115701

151568

151567

128852

1288850

1288860

1288858

3

9

9

7

0

3

9

6

0.94

0.94

1.27

1.27

0.99

0.99

0.99

0.99

94

94

127

127

99

99

99

99

2.2 结论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标准 GB/T20388-2016 测量邻苯二甲酸酯时使用的 PTFE 膜所得到的回收
率最低。在前处理用四氢呋喃超声溶解塑化聚合物的过程中，使用材料 2 密封的反应器中溶液的
损失最多，当把密封的材料取下时，材料 2 腐蚀严重，材料 2 使用的是聚酰胺滤膜，滤膜上面有
很多小孔，导致溶液体积减小，回收率偏大。3 普通胶带 BOPP 的成分是均聚物聚丙烯为主料，不
溶于四氢呋喃，辅料聚乙烯可溶。回收率增大不是很明显。4 没用密封材料的反应器，虽然四氢
呋喃是难挥发性试剂，但是水浴超声过程也有可能溅出导致回收率增大。密封材料 1 与 2、3、4
相比优点就很明显，同时它的回收率也是最接近真实值的。所以之前在邻苯二甲酸酯测试中因为
买不到 PTFE 膜而用聚酰胺滤膜代替非常不可取的，这样将使得测量的结果严重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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