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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直到现在，2020 年仍是

极具挑战的一年。全球范围内的各行各业都受

到了很大的影响。而中国的纺织服装产业也不

能例外。 

 

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情况相对良好且稳

定。得益于政府多项防疫政策和措施的实施，

从开年的复工，到复工后的市场回暖。中国纺

织服装产业虽还未完全熬过寒冬，但离暖春已

不远。 

 

外贸纺织行情回暖喜人 

 

据海关统计，2020年 12月我国出口纺织纱线、

织物及其制品 122.91 亿美元；2020 年 1-12 月

我国出口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 1539.60 亿美

元，同比增长 27.98%；而 2019 年 1-12 月我国

出口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 1202.98 亿美元。 

 

 

中国纺织服装产业虽还未完全熬过寒冬， 

但离暖春已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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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2 月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出口走势图 

 

但其中需要留意的是，今年的纺织纱线、织

物及其制品的出口中，口罩占比极大。作为

世界最大的口罩生产和出口国，中国口罩的

年产量占全球约 50%。今年 3 月份国内疫情

控制稳定后，国内口罩产能逐步恢复，而国

外疫情爆发，因此口罩出口占比节节攀升，

5 月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68.35%。因此，整体

来说，截至今年 12 月份，除口罩外，传统的

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的出口量与往年相

比是有所下降的。 

 

 
2020 年 1-12 月口罩在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 

的出口中的占比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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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少外贸人在经历了 5、6 月份“订单荒”

的至暗时刻后，终于在 7、8 月份、传统的外

贸淡季感受到了暖意。而从纺织市场看，的

确外贸纺织行情回暖喜人，有不少纺织老板

都接到了订单。 

 

一家外贸企业的经理表示：“我公司以出口美

单为主，今年年初以后美单方面的订单就全

部停了。5 月开始美单陆续恢复，断断续续

接到了一些订单，但最近一段时间下单频繁，

已经排到了 10 月底。” 

 

内销市场需求持续增长 

 

新冠疫情的突然来袭，导致年初国外市场需

求骤降，一些本以外贸订单为生的企业面临

订单取消的状况。为了拓展销路，他们开始

着力探索此前并不熟悉的国内市场。 

 

而随着疫情的稳定，以及政府各类经济内循

环措施的实施，内销市场的需求持续增长。 

 

一家内销企业的负责人表示：“今年虽然整体

行情不理想，但对我们小公司影响不大，还

是陆续有单子在做。最近内销市场的秋冬面

料开始生产了，而我公司就是以秋冬面料为

主，因此近几日是接到了好几个订单，单量

也从几千米增加到几万米。” 

 

中国对于疫情的管控和经济复苏的速度好

于全球其他国家。从目前看，市场对于经济

V 型反转已经形成共识。中国稳定的经济与

社会，再加上完备的工业体系、基础设施，

使得疫情后时代“中国制造”仍保有巨大的竞

争力。 

 

 

随着疫情的稳定，以及政府各类经济内循环措施的 

实施，内销市场的需求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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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IES 在中国的纺织相关业务中的良好发展

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很多 ILLIES 客户今年

仍持续订购经编设备，提升产能并开拓市场。

而 ILLIES 也根据不同地区客户的市场需求为

他们推荐了更有针对性的经编设备。 

 

浙江及江苏地区 — 特里科经

编设备广受欢迎，家纺市场越

来越火 

 

受疫情的影响，人们在家待的时间增加了，

加上人们对生活品质有所提高，对家居用品

更换速度变快，导致家纺产品需求量扩大，

部分产品如仿麻布、麂皮绒、桃皮绒、绒雪

纺等都出货良好，厂家顺利去库。 

 

一位家纺面料生产厂家的负责人表示：“今年

家纺产品确实比较好卖，4、5 月份的时候客

户停了我手里几个服装的单子，加紧让我生

产家纺面料。我们厂里的机器都是全开的，

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也没有降过开工，库存

基本没有，这些产品都是销往美国沃尔玛

的。” 

 

一位深耕外贸市场多年的老总也坦言：“今年

我们的家纺产品销量要比往年更加可观，主

要是美国市场下单量比较多，主要是供货给

宜家、沃尔玛，进而销往医院、酒店。由于

我们的产品是做床上四件套，多为一次性产

品，因此在疫情严重的时候反而‘捡漏’了。”  

 

 

2020 年家纺市场销量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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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反馈情况可见，家纺市场火热，一方

面是受疫情的影响，人们对床上用品更换较

勤，以及医院、酒店多使用一次性床上用品，

因此对家纺产品消耗速度较快，需求量较大；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企业客户稳定，同时，客

户在一时之间也难以找到优质供应商，毕竟

即使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进口，它们的产业

链并不完整，原料基本都要从中国进口，而

因为疫情原因，人工、物流都成了阻碍，因

此选择之前的供应商是很多客户的选择。 

 

而 ILLIES 为客户推荐的卡尔迈耶特里科机型

特别适用于生产各类经编家纺面料。 

 

今年，ILLIES 合作伙伴 — 卡尔迈耶推出的

第三代升级版机型 TM 3 正式投放市场，更

是深受客户的欢迎。 

 

这一升级版机型门幅宽达 290 英寸，超宽的

工作门幅和稳定的高速运行，可以显著提升

客户的生产效率。此外，TM 3 可满足多种产

品应用，是高效与精准的完美结合。 

 

首台设备已在八月初交付给客户，到目前为

止已成功运行一个月。在客户工厂，该机以

2200 rpm 的机速稳定生产，生产效率比第一

代 TM 3-186"提高了将近 2 倍。杰出的性能

吸引了大量投资者的兴趣，客户纷至沓来。 

 

 

 

卡尔迈耶特里科经编机 T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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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 3 设备优势： 

⚫ 门幅：280“(+10”) 

⚫ 机号：E28, E32 

⚫ 操作系统：KAMCOS® 2- N 型横移机构 

⚫ 经轴架：3x32" (1x40"+2x32") 

⚫ 机速：2200 转/分 

 

11 月，卡尔迈耶集团还推出了工作门幅最

宽达 300 英寸的 HKS 3-M ON 高性能三梳特

里科经编机。这款设备拥有更快的运行速

度、更强大的提花能力，更好的用户操控

体验。 

 

HKS 3-M ON 280” (+10”/+20”) 设备优势： 

⚫ 与工作幅宽为 280 英寸的 HKS 3-M 相

比，生产速度提升了 15% 

⚫ 工作幅宽可以从 280 英寸拓宽 10 英寸

（总门幅 290 英寸）或 20 英寸（总门

幅 300 英寸），灵活适应织物的幅数和

幅宽需求 

⚫ 可安装 14 个外挡宽度为 21 英寸的盘

头，或 7 个外挡宽度为 42 英寸的盘头 

⚫ 新型拉簧装置使梳栉的拆卸和安装更

加快捷、安全 

⚫ 全新的经轴架设计，使工人更容易在

经轴固定位置开展作业和更换盘头 

 

 

 
 

高性能三梳特里科经编机 HKS 3-M ON 280”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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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科技”为您的生产注入更多灵活性 

 

⚫ 云端的工艺数据库和不受地理限制的

工艺开发/合作模式——SwapKnit 和 k.

创新，让您具备适应新商业环境所必

须的灵活力 

⚫ 更强大的提花能力、迅速的产品工艺

变换，您能更快适应市场行情变化，

减少机器停机时间 

⚫ 更换产品工艺时，降低了对高级技术

人员的依赖，同时也减少了由于工艺

变化导致的出错 

 

福建地区 — 双针床拉舍尔经

编机更受青睐，适用于生产运

动鞋面料 

 

福建的制鞋业一直鼎鼎有名，去年实现

了营业收入 3618 亿元，运动鞋类规模

居全国第一。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福建的鞋类市场已

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成为其应对疫情危

机的最大底气。  

 

比如福建知名的鞋类企业安踏，在疫情

期间，通过发动公司及加盟商开启“全员

零售”模式，加快了产能的回复，5 月开

始就实现业绩与上年持平，6 月势头迅

猛，特别是 6.18 大促期间，电商累计成

交 14.3 亿元，同比增长 78%。  

 

在福建地区，双针床拉舍尔经编机受益

其产品的广泛应用更受用户青睐，销量

相对平稳。  

 

 
运动鞋上的经编间隔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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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编间隔织物由正反两表面以及位于中

间的间隔层组成—  —这三部分可以根

据需要形成各种结构。间隔织物的表面

特征取决于线圈的排列密度，间隔层由

间隔丝的排列角度和密度所决定。通过

这种方式，不仅能决定间隔织物的外

观，还能赋予间隔织物独特的内在特

性。  

 

高性能的双针床拉舍尔经编机可以生产

多样化的间隔织物。  

 

 

 

 

 

 

 

 

 

 

 

 

 

 

 

 

双针床拉舍尔经编机 RD 7/2- 

 

 

 

 

 

 

 

 

 

 

 

 

 

 

 

 

双针床拉舍尔经编机 RDJ 6/1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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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卡尔迈耶双针床拉舍尔经编机可以为

全新的设想和解决方案提供广阔的空

间，生产出来的经编间隔面料也具备多

种优势：  

 

气候调节  

⚫ 优良的透气性  

⚫ 定向的水汽和热量交换  

⚫ 湿气与热量的绝缘区和缓冲区  

 

压缩弹性  

⚫ 间隔丝提供杰出的填充性能  

⚫ 由于接触面较大，能有效地减轻负

载  

 

拉伸性能  

⚫ 良好的纵横向弹性  

 

设计潜能  

⚫ 灵活的表面提花和三维结构  

⚫ 较低的单位体积重量，并可集成功

能性特征  

 

广东地区 — HKS 2-SE 销量喜

人，适用于生产运动面料及内

衣和泳衣面料 

 

在广东的 ILLIES 客户，更专注于生产经编弹

力面料，这类面料非常适用于开发运动服饰、

内衣及泳装。 

 

 
经编弹力面料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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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客户需求，ILLIES 为客户推荐了卡尔迈

耶的两梳特里科经编机 HKS 2-SE。这款经编

设备非常适用于生产光滑、弹力和无弹织

物。 

 

两梳特里科经编机拥有最佳的生产力水

平，是生产简单、轻质面料的优质机型。 

 

而其中的 HKS 2-SE 是生产弹力织物的专

家，树立了面料产量和品质的全新标准。 

 

 

⚫ 高性能经编机，具备广泛的产品适应

性 

⚫ 更宽泛的花型和产品类别 

⚫ 优异的操作可靠性 

⚫ 长久的使用年限 

⚫ 全新的人体工程学设计，具备更佳的操

作性 

⚫ 卡迈酷斯® 2 界面让机器操控更加简

便，同时支持移动设备 App 

⚫ 集成式监控系统，提升生产效率–照相

自停装置用来监控布面品质–激光自停

装置用来检测断纱 

⚫ 应用了 LEO®低能耗技术，降低能源消

耗 

⚫ 多功能 LED 照明系统 

 

 

两梳特里科经编机 HKS 2-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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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用纺织品成新的增长极 

 

近两年来，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尽管

面临复杂的全球局势和经济发展环境，

但由于主要市场的需求比较稳定，以及

国内坚持以创新为导向推动行业转型升

级，因此仍保持了稳定的发展。  

 

我国产业用纺织品纤维加工量在纺织行

业中的占比从 2010 年的 20%持续增长到

了 2019 年的 30%左右，位居纺织行业三

大终端应用（服装、产业用、家用）的

第二位。  

 

今年适用于生产产业用纺织品的多轴向经

编机销量喜人，这主要是受益于各地基建工

程复工复产，下游市场需求增加，形势向好，

销量同比有一定增长。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购买多轴向经编机的客

户主要是将其用于风力发电行业。近年来，

中国风能事业发展非常迅猛，由此也带动了

下游整个产业链的持续发展。 

 

作为风机的重要组成部分，风机叶片多使用

经编玻纤基布。从 10 年前主流叶片 1.5MW

近 40米长，到如今的 2MW长度超过 60米，

不仅玻纤等增强材料的力学性能需得到提

升，织物结构的工艺性能改进也显得尤为重

要，而卡尔迈耶多轴向经编机的可靠性和灵

活性恰恰能满足这些更高的要求，因此深受

客户的认可。 

 

 
近年来，中国风能事业发展非常迅猛， 

由此也带动了下游整个产业链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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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签署仪式以视频方式进行 

 

整体市场前景预测 

 

从 10 月的行情来看，今年终端客户下单一

改往年提前备货的操作，而是实行“小单、

快反”的节奏。在冷冬预期下，不少前期搁

置的订单在近期集中下达，从而导致了市

场行情明显升温。最后三个月，借助这波

行情，纺织老板们极有可能抓住机遇，借

力突围！ 

 

近日，市场上还突然传来了 2020 年纺织行

业最大的利好。11 月 15 日，《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仪式以视频

方式进行，15 个成员国经贸部长正式签署

该协定。15 个成员国 GDP 总和超 25 万亿

美元，涵盖全球 30%人口。该协定的签署

标志着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成员结构最

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东亚自贸区建设成

功启动。 

 

相信这一协议后续也将直接增加中国纺企

竞争力。因为在协议签署以前，东南亚国

家想要生产一件衣服，就需要从中国进口

面料，而这部分面料是需要交关税的，而

一些类似羊毛、棉花之类的原料从国外进

口同样需要关税，但是协议签署之后，这

部分关税就可以得到减免，等于直接加强

了纺织企业的竞争力。相信接下来国内的

纺织市场行情会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