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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茨纺织  欧洲领先的纤维素纤维纱线制造商

一直以来，林茨公司的指导性原则就是持久、稳定及长期合作。这项原则至今还体现在公司的日
常业务中。林茨纺织永远是纺织行业的一个健康企业和强大的、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对现有市场
需求的敏感性，以及高效地为客户打造合适的，高品质产品的能力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是您
纺织领域最佳的合作伙伴。

中国纱线品质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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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z
Textil

欢迎来到我们的纺织技术中心！

2007年，我们开始在南京新建一家一流的纱线纺织技术中心，这也是我们在欧洲之外设
立的首家技术中心。

企业概况: 

林茨（南京）于2007年成立，2009年正式投产，年产8000吨高端纤维素纤维纱。2016年5

月，国际领先的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集团于南京宣布完成收购林茨（南京）粘胶丝线

有限公司的多数股权。

2007
林茨（南京）粘胶丝线有限公司在中国南京注册，这是林茨纺

织在欧洲以外的第一间子公司。

国际领先的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集团于南京宣布

完成收购林茨（南京）粘胶丝线有限公司的多数股权。

林茨已经在维也纳挂牌上市了。

1872

2009
林茨（南京）粘胶丝线有限公司正式投产，并在技术，质量和生

产力方面已建立了良好的基础。

2016

1838
Anton Wöß（安东·沃斯）先生和Johann Grillmayr（约翰·格林玛耶）

先生共同在Linz/Kleinmünchen（林茨/小慕尼黑）成立了林茨纺织的

最早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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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得利是纤维素纤维行业的全球领导者。赛得利生产天然的纤维，广
泛应用于纺织品，服装面料，婴儿湿巾及其他卫生用品领域。赛得利
坚持使用100%纤维素溶解木浆，具有与棉相似的吸水性和透气性。

赛得利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率先签署“建立绿色企业宣言”的
公司，并积极促进负责任的森林管理。2015年6月发布木浆采购政策，
与供应商共同推动木浆全球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2016年初，公司发
布可持续发展政策，适用于赛得利的所有木浆供应商。

TO U C H I N G  L I V E S  E V E RY W H E R E  E V E RY  DAY
舒 适 天 然  时 刻 相 伴

林茨—全球优质纤维素纤维纱线供应商，拥有最先进纺纱工艺技术，按照欧洲标准生产

的高品质 ( 原白 ) 纤维素纤维纱线得到了长期的市场验证。我们使用的转杯纺 , 涡流纺及

紧赛纺工艺设备均来自于业界著名制造厂家。坚持不懈地在线和离线监控程序保证了杰

出的质量标准。

作为纤维素纤维行业全球领导者—赛得利集团的成员，100%采用优质的赛得利纤维素纤

维是我们纱线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林茨使用100%赛得利纤维素纤维生产的纱线产品，使

服装面料具有天然、柔软、舒适、色彩鲜艳等特质。高品质的纤维原材料经过先进纺纱技

术加工，在林茨造就了一流的纱线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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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Trützschler BLENDOMAT BO-A抓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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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梳理工艺处理的纤维素纤维

梳理工艺被认为是纺织厂的核心要素，因而称为纺织工序的质量控制环
节。梳理工艺是利用松散的棉簇复合物生产出连续棉条的第一道工序，其
作用是打开棉簇，梳理成单条纤维并使其平行，同时去除棉结和杂质。

Trützschler是一个家族经营的跨国集团，其生产设施和服务机构遍布各大纺织中心。世界各地
的纺织厂都在使用Trützschler出品的人造纤维开包机、混棉机、清花机、梳棉机和并条机技
术。该集团以最新技术、最新材料和最先进的生产工艺为依托，力图成为长盛不衰的行业专家。

优势一览

Trützschler—行业专家

优质纱线的基础

触摸屏计算机控制

用于高精度短时匀整的一体化喂棉盘SENSOFEED

设定优化工具T-CON

精确盖板调节系统PFS

盖板测量系统FLATCONTROL TC-NCT

磁力盖板系统MAGNOTOP

棉结传感器 NEPCONTROL TC-NCT

精确除尘刀设定系统 PMS

Trützschler BLENDOMAT BO-A抓包机绝对堪称“功能强大”。它不仅达到了
极高的安全标准，而且还拥有独一无二的补偿式反转机构、实用直观的运行操
作，当然也具备Trützschler闻名遐迩的稳定性。

高品质的原材料和创新技术



立达纺织系统是领先的产品和专业技术供应商， 经营范围涵盖整个纺织流程，
有能力为客户开发完善的解决方案。立达进入中国已80余年，是短纤纱线和非
织造物生产领域领先的纺织配件、纺织机器和纺织系统供应商之一。

立达纺织系统- 领先的全球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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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新型RSB-D40并条机，立达在并行技术领域再次实现巨大飞跃。

出色的扫描精度和自动匀整动力为生产品质卓越的棉条提供了保障。高效的
牵伸系统吸风可成就出色的Classimat设定值。AUTOhelp波谱图诊断系统
可将故障原因以图形方式显示在机器面板上。

以最高效率确保优质生产

WWW.L I NZ CHI NA .CN



全自动R40转杯纺纱机 最多可 配备4个高速机 械手，拥有巨 大的生 产潜力。先 进的纺纱技术 和
AEROpiecing气动接头工艺可成就无痕接头纱线，其均匀的成纱质量始终居于行业领先地位。

全自动纺纱技术，成就永恒卓越

计算机控制的c420转杯器，可配备2个或4个机械手

机械手接头和更换纱筒的时间非常短

SC-R纺纱器具有高度的纺纱稳定性，成就卓越的纱线品质

SPEEDpass, Bypass和固定给棉板确保稳定、超卓的成纱质量

独特的AERO气动接头工艺可获得无痕接头纱线

采用先进的变频驱动技术，可在机器显示屏上快速实现批次更换

专家接头系统（XPS）使机械手调节十分简单易行

针对中粗支纱线需求的客户

纱线毛羽较少,布面干爽

可以满足客户对成本控制的需求

立达R40转杯纺纱机

优点一览

气流纺纱线的特点Linz
Textil

同时运行的立达R40转杯纺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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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全新的纺纱方式VORTEX涡流纺

优点一览

VORTEX涡流纺纱线是村田机械（MURATEC）的“VORTEX涡流纺纱机”纺出的纱线。利用空气的
涡流旋转做出纱线的VORTEX涡流纺纱机是全世界只有村田机械开发和制造的纺纱设备。

VORTEX涡流纺是利用压缩空气的涡流使每一根纤维的头部向纱线的中心聚集，因此纱线中心的
纤维均是无捻状态。纤维的尾部缠卷在后续据进来纤维就形成纱线的外层。「用涡流旋转纺出纱
线」这样一个新的纺纱原理纺出来的新型纱线即为VORTEX涡流纺。

在纺纱过程中，较短的纤维被压缩空气吹散。每根纤维都被往纱线的中心捻进去，被后续过来的纤
维覆盖包紧。因此每根纤维的头部保持在纱线的内层里，形成了纤维不易滑动的结构，从而成为毛
羽最少的纱线。

优异品质的保证涡流纺纱机VORTEX870采用

STS系统(纺纱张力稳定系统)

纺纱张力传感器

MSC(MURATEC电子清纱器)

VORTEX涡流纺纱线具有充满功能性并富有时尚性。

毛羽少,布面外观光洁

优良的抗起球性和耐磨性

优良的吸湿性和耐洗涤性

不易变形

低扭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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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赛纺纱线的特点

JWF1562沿用了经纬细纱机优秀的纺纱断面，采用新型机架适应高速
纺纱，满足用户对高速的要求。整机采用节能设计，可高速、高效、低耗
运行。重点提高了整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可大幅降低用户的使用维
护成本。减少用工人数，提高劳动生产率。

经纬JWF1562型环锭细纱机搭配
村田公司自动络筒机

具有更广泛的应用性

相比其他粘胶纱,毛羽更少

可以满足客户细支纱的需求

可以满足客户更高强力的需求 

纱线结构紧密,布面更光洁

可靠稳定的机架

精密的车头传动

经纬精品无机械波罗拉

新型气架里外摆机构

功能完善的电控系统

稳定可靠的理落管系统

高速、节能、低噪音运行的前提

高品质纱线的基础

高品质纱线的保证

集体落纱的核心

高效运行的保证

保证纱管充足而又快速的供应



乌斯特技术公司（Uster Technologies）是世界纺织质量控制市场上的
领先企业。借助乌斯特提供的系统设备和服务支持，纺织工业能够制造
出质量最优且富有竞争力的“从纤维到织物”的产品。在超过60年的时
间里，我们的测试和监控方案为生产出最精细的纤维、纱线和织物创造
了条件。在全球范围内，乌斯特拥有3个技术中心、6个地区服务中心和
50个代表处，以此帮助客户从实际知识和经验中受益。

800米/分的测速
独特的毛羽测试技术
基于专业知识的系统简化了纺纱机故障检测程序

最丰富多样的纱线质量评估选择
波谱图和散点图有助于确定周期性疵点
多达40个管纱的自动引纱装置

电容式和光电式基本清纱
质量监控涵盖整个生产流程
无可匹敌的精度- 最畅销的清纱器

出自纺织实验室的渐进式面条和纱
线质量控制，保证最佳纺纱机设定
和达到标准的质量水平。以实验室
试验结果确保优质质量。

Uster Quantum 2 Uster Tester 5

Uster Tensorapid 4

USTER® —为质量控制树立全新标准

凭借行业领先技术
保证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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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纺纤维纱

涡流纺纤维纱

紧密赛络纺纤维纱

Ne10/1-Ne50/1 针织和梭织时尚纺织品、工业纺织品 出色的抗起球性能

针织和梭织时尚纺织品、工业纺织品 抗起球性更佳，手感柔

软，强度更出色。

抗起球性更佳，手感柔

软，强度更出色。
针织和梭织时尚纺织品、工业纺织品、家纺

Ne21/1-Ne60/1

Ne30/1-Ne80/1

光滑、柔软、舒适的纤维，
                 为你造就精美的织物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 推荐应用 产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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