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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紧密纺纱技术在塔吉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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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泰丹加拉农业纺织产业园航拍图
2.   中泰集团董事长王洪欣先生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先生共同开机

中泰丹加拉农业纺织产业园规划总投资为3.2亿美金，项
目分三期建设包括1.5万公顷棉花农业园、11万锭纺纱，
织布、印染和成衣。2015年首期5000亩棉花试种，配套
建设完成2座轧花厂，6万锭纺纱项目于2015年开工建设，
于2016年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已被列入塔吉克斯坦  “国
家项目” 、“中塔合作重点项目” 。项目全部建成后，可有
效改善塔吉克斯坦农业种植结构，增强工业发展实力，带
动就业改善民生，提升塔吉克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

2016年5月28日，纺织项目一期6万锭紧密纺纱项目一次性
开车成功，并生产出优质纱线，纱线质量达到USTER 5%水
平，目前产品已远销埃及、土耳其、意大利、德国、俄罗斯、
白俄罗斯、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中国等多个国家。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部位于新疆首府乌鲁木
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前身是始建于1958年的新疆烧碱厂，
2001年12月完成股份制改造，设立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 “中泰化学” ），2006年在深交所上市。2012
年7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在中泰化学的基础上设立中泰集
团，是中泰化学的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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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 “富民、兴疆、强国” 为企业使命，秉承 “人为本、
公为上、和为贵” 的核心价值观，充分依托新疆的资源优
势，凭借 “脚踏实地、拼搏奉献、百折不挠、自强不息” 
的企业精神，利用资本市场平台，5次融资120亿元。现
拥有上市公司中泰化学（股票代码002092）及80多家控股、
参股子公司，在新疆米东、阜康、托克逊、库尔勒等地及
塔吉克斯坦建有10大产业园，形成年产230万吨聚氯乙烯
树脂（英文简称 “PVC” ）、150万吨烧碱、266万千瓦装机、
360万吨电石、200万吨废渣制水泥、40万吨粘胶纤维、
200万锭纺纱、21万吨棉浆粕的循环经济产业链。产业涵
盖氯碱化工、精细化工、电力能源、粘胶纺织、境外投资、
现代物流、现代贸易、现代农业等，成为全国氯碱行业龙
头和自治区重要的国有资产管理平台及投融资平台，实现
了新疆资源和东部技术、人才、资金、市场的有机结合。
公司管理总资产超过700亿元，实现销售收入300亿元，
员工3万余人，直接解决新疆少数民族就业近7 000人，间
接拉动就业3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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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开清

从纤维到棉条的完美工艺协调

立达纤维开清系统可确保纤维的柔和开松、高效清洁和集
中混合。操作的友好性和高效的清洁效率是生产高质量纱
线的条件。开清生产线中各工序之间的完美协调优化了原
料利用，使原料以准确的重量和要求的质量输送到后续工
序。立达梳棉机则以其1.5米的工作宽度和针布的自动磨针
系统保证了纱线的优质和高产。

所安装的机器

•  2 台全自动抓棉机A 11 UNIfloc

•  2 台预清棉机B 12 UNIclean

•  1 台废料开棉机B 25 

•  2 台多仓混棉机B 76 UNImix

•  4 台储棉机A 79 UNIstore 

•  4 台凝棉器A 21 

•  4 台异纤检除机 - The Vision Shield (Jossi)

•  11台梳棉机C 70

立达

专业创造舒适

立达是短纤纺纱领域领先的设备供应商。作为专业的合作
伙伴，立达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从最初投资建议直至纺纱厂
成功运作的广泛支持，从而使客户的生活更为舒适。立达
掌握从纤维到纱线直至最终织物的全面核心技术，为制造
创新性机器并确保稳定成纱质量奠定了坚实基础。

物超所值的系统设备

立达是全球唯一能够提供所有纺纱技术的纺织机械供应
商，因此能为客户提供切合需求的专业建议。立达机器具
有出色的性价比，原料利用率高，使用寿命长，设备投资
物超所值。自1795年在瑞士成立以来，立达一直致力于开
发高质量标准，所有制造设施均已通过ISO-9001认证。

令人信服的技术专长

立达具有全面的技术专长，涵盖所有四种纺纱工艺，直至
最终织物，因此可为客户提供建议，并帮助客户选择合适
的纺纱工艺。立达在在世界各地拥有5个纺纱中心，5个纺
织实验室，在温特图尔还设有一个现代化的培训中心，可
随时为客户提供纺纱试验和培训。

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立达的销售和服务中心遍布世界各地，致力于为客户提供
高品质服务。客户在购买立达机器的几十年中都可从立达
获得涉及整个纺纱流程的支持，从而受益于立达的全面服
务网络。

相信立达的专业服务，尽享立达为您带来的舒适！

3.   VARIO柔性开清
4.   梳理面积达1.5 m的高性能梳棉机C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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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前准备

最高产量下的完美条子质量

多年来立达一直是纺纱准备领域的全球市场领导者。立达
精梳机能够保证无与伦比的纱线质量，同时拥有一流的原
料利用率。立达并条机经久验证的技术和创新型工艺部件
保证了稳定的高质量。立达自调匀整并条机具有出色的检
测精度和匀整动力。均匀优质的棉条可改善后道加工的操
作性能。粗纱机则可向环锭细纱机输送高品质的粗纱。

所安装的机器

•  6 台并条机SB-D 22

•  4 台条并卷联合机E 35 OMEGAlap

•  21台精梳机E 80

•  5 台自调匀整并条机 RSB-D 24c

•  10台粗纱机F 36 

5.   使用1 000 mm大条筒的最经济的纺纱准备流程
6.   精梳机E 80 - 质量、产量与用棉皆达高度的灵活性
7.    机器每侧独立的保养维修，灵活高效
8.   双眼自调匀整并条机RSB-D 24c
9.   独特的卷绕技术实现最佳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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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纺

最佳的纤维利用率和完美的纱线结构

立达紧密纺纱机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纺出完全集聚的高品
质纱线。在紧密纺中，边缘纤维被完全包缠在纱线中。以
这种方式纺出的优质Com4®紧密纱具有独特的纱线结构无
与伦比的纱线性能和最佳的纤维利用率，非常引人注目。
立达紧密纺纱机极佳的灵活性和经济性不仅体现在这种机
器可以纺出多种紧密纱，具有广泛应用，而且还体现在这
种纱线在加工过程中具有很高的可靠性，且生产成本低。

紧密纺纱机K 42 — 经济地生产完全集聚的紧密纱

紧密纺纱机K 42是成功的立达紧密纺纱机在经济性方面的
进一步发展。机器最长可达1 824锭，设立了集聚与经济性
方面的新标准。K 42也为高品质纱线提供了最高的灵活性。
集聚系统配带孔金属吸风鼓的机器理念可选配双侧吸风，
与其他集聚系统相比，该机器的能耗需求减少，维护保养
成本低。

所安装的机器

•  37台紧密纺纱机K 42

10.   操作友好性为挡车工创造了最佳的工作条件
11.   紧密纺纱机K 42
12.   SERVOtrial粗纱纱管自动运输系统
13.   中间驱动确保灵活性和质量
14.   SERVOdisc可靠的管纱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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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丹加拉

现代化顶级一体化纺织产业园区

中泰新丝路塔吉克斯坦农业纺织产业园项目是塔吉克斯坦
最大的外资项目之一，总投资20亿元人民币。鉴于塔吉克
斯坦棉花成本、质量、运输、水土光热及国家政策扶持等
优势，中泰集团选择了棉花种植及棉花深加工项目。项目
将建设15万纱锭，4座轧花厂，年生产棉纱2.5万吨，生产
棉布5000万米，配套种植25万亩棉花，生产籽棉8.6万吨。
一期项目投资15万纱锭，两座轧花厂，种植25万亩棉花；
二期项目投资织布、印染深加工。

中塔共筑新丝路

中泰新丝路塔吉克斯坦农业纺织产业园项目采用世界先进
农机设备和先进的立达纺纱设备，同时利用塔吉克斯坦适
宜棉花种植的气候优势，研发培育优质棉花品种，致力于
建立塔国国内成品一流，纺织技术国际领先、工厂管理世
界先进水平的纺织一体化产业园。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实现
年销售收入20亿元人民币，可提供塔国当地3 000余人就
业岗位。该项目的成立，也填补了塔吉克斯坦在先进纺织
技术上的空白，为塔吉克斯坦棉纺轻工业带去了突破性的
发展。中泰集团依托新疆多年的棉纺织产业、区位、技术
优势，结合塔吉克斯坦的环境、市场、人力资源优势，搭
建起了互通有无、互利共惠的中塔新丝路。

15.   中泰丹加拉先进的实验室
16.   严格的质量控制确保纱线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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