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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学术委员会
“首届时尚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论坛”

1 Mirela BLAGA
Prof. Mirela Blaga

Gheorghe Asachi Technical University, Romania
President of AUTEX
Professor Mirela has expertise in the area of Knitting Technologies, CAD Systems,
Functional textiles, e-Learning applied in textiles. She is currently the President
of Association of the Textile Universities in Europe (AUTEX), President of Roma原
nian S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Knitting Technologists (IFKT),
Chartered Member of Textile Institute of Manchester (Ctext ATI).

她的报告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首先对罗马尼亚 Gheorghe Asachi 技术大学进行简要介绍，随后对 AUTEX 作了简介，
最后

对欧盟服装研究重点主题进行了介绍。

第二部分对欧盟的时尚市场进行介绍。Mirela 博士首先从塑造时尚产业未来的大趋势进行了分
析。她认为千禧一代、
数字化以及工业 4.0 是时尚产业当期的趋势。千禧一代追求个性化和完美贴合，
注重个性化品牌关系，对质量要求相对较高。
同时他们具有即看即买的购买特征，
注重店内
终极体验，
也注重在线购买方式。千禧一代占
世界人口的 20耀30%，他们是未来服装的主要
消费者。时尚数字化的转型是时尚市场的新趋
势，协同策略、大数据、3D 打印、智能分析、增
强现实与虚拟现实以及连接设备和物联网技
术在时尚产业中广泛应用，时尚进入数字化、
集成化制造时代。工业 4.0 注重数据收集和分

人员、
流
析、
敏捷制造、
新的能力和技能。因此，
程、技术符合工业 4.0 标准的技术是工业 4.0
的新要求。

第三部分对针织业的数字化与可持续发
展进行了介绍。Mirela 博士认为数字技术的利
用能够改变商业模式，提供新的收入和价值。
供应链透
同时数字化创新也是一种减少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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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化和定制的手段。另一方面，
数字化也可以解决与环境可持续性、
道德生产和库存相关的问题。在此
基础上 Mirela 博士介绍了 SHIMA SEIKI 针织技术以及Whole Garment 针织横机。该针织机实现数字

化，大规模定制、按需生产和准时制交货，形成了真正可持续的系统。随后 Mirela 博士介绍了 SDS-

ONE APEX 3D 系统。该系统支持产品规划、
设计和展示。虚拟采样使实际花费的时间和成本最小化，
缩短了交货期，
同时可生成真实的虚拟样本用于预售活动，提高产品质量和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实
现可持续生产。最后，
Mirela 博士介绍了 Whole Garment 中的 3D 成型技术实现针织物在工业纺织领域

的应用范围，使得部件都可以完整地生产，
所以没有需要切割或缝制的零件，边缘不需要任何进一步
的处理，从而实现可持续生产。Whole Garment 节省有限的资源，只消耗该项目所需的纱线数量。在

SDS-ONE-APEX 系列三维设计系统上创建的高分辨率虚拟样本足够逼真，可以替代需要大量时间、
可以优化库存，
减少浪费。
成本和材料的实际采样。将虚拟抽样和全套编织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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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avid Tyler

David Tyler

Professor ,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UK
Professor David has led University involvement in the EU -funded
project: Resyntex,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end-of-life clothing and
textiles and the circular economy. Specific interests have included
consumer knowledge, consumer purchasing behavior, and consumer
approaches to the disposal of unwanted products.

英国曼彻斯特城市大学时尚学院 David

我们离
Tyler 教授作了题为
“纺织品循环经济：

你有多远？”
的主旨报告。他分别从可持续性
的定义、产业生态和循环经济为切入点，对
Resyntex 项目的循环经济倡议进行了介绍。

Resyntex 项目涉及整个价值链，包括技术的

改进和新材料的使用等。David Tyler 认为循

环经济意味着各个企业将不是孤立的实体，
它们都嵌入了一个相互依赖的工业生态系统
中。生产者责任的延伸可以刺激设计师，促进
产品生命周期结束时的回收利用，并降低成
本。他认为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需要
零售商正确提供产品信息，使供应链更加融
合；
消费者需要正确做出购买和处置的选择；
政府需要支持这一工业变革，吸引投资；设计
师们也要接纳循环经济的理念，从而使可持
续设计成为主流。他最后强调技术上我们能
够实现时尚产品的可持续发展，但文化上我
们仍与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距离。

扫一扫，
听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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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ynda Grose

Lynda Grose

Professor, California College of the Arts, USA

Lynda Grose is professor and chair of the fashion program at
California College of the Arts, San Francisco. She has co原

founded ESPRIT's collection, which is the first ecologically
responsible clothing line developed by a major corporation,
and has framed an impacts approach to fashion and sustain原

ability which became adopted industry-wide. Grose is co-au原
thor of the book: Fashion and Sustainability: Design for

Change and co -founder of the Union of Concerned Re原
searchers in Fashion. Her current work is on designing gar原
ments to evolve over time in emergent service systems.

Lynda Grose 以融合共生与共生为主题

进行了演讲。
从消费层面，
她鼓励消费者购买
不损害地球的产品，并呼唤大众进行理性消
她列举
费，
以减轻地球的负荷。从产业方面，
了有机羊毛、
有机棉、
羊毛回收、
非电镀纽扣、
低能耗染色等对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她详
细介绍了可持续棉花计划，该一计划提倡广
泛使用有机棉花，减少棉花种植过程中化学
肥料和杀虫剂的使用，并能使农民收益。此
外，由于每年被丢弃的服装造成大量浪费和
污染，她认为时尚产品必须从关注可持续产
品的口号转到关注服装制品的可持续回收，
同时，她
真正参与到服装的回收再利用中去。
认为不仅仅是服装材料方面要实现可持续
性，服装结构也需要践行可持续性设计以加
大成衣的利用率，最终实现服装产业可持续
发展。
她最后呼呼，
作为有责任感的时尚产业
人士，应致力于从根本上解决时尚产品的可
持续发展问题。

听讲座
扫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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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aul Fangueiro

Raul Fangueiro

Professor and Senior Researcher, University of Minho, Portugal
Professor Raul is currently professor and senior researcher in the
School of Engineer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ho, Portugal. He is the
Head of the Fibrous Materials Research Group of the same universi原
ty with expertise in advanced materials (nano, smart, composites) and
structures (3D, auxetic, multiscale) with 45 researchers.

Raul Fangueiro 做 了 题 为

“天然纤维：面向未来的可持续

智能材料”的报告。报告从纤维
角度对纺织品的可持续循环利
用进行了介绍。他认为黄麻、红
麻、亚麻等自然纤维具有海量、
环保、成本低、
安全等特点，
但同
时也面临着纤维长度的限制、
性
亲水性天然
能和特性的变化性、
纤维与界面结合不足、部分退化
等劣势。因此，
他认为为了增强
天然纤维的特性，适应可持续发
展需求，有必要对天然纤维加入
银、
氧化锌、氧化镁等化学元素，
疏
增强纤维的电阻性和压阻性、
水性、
抗菌性、
防晒性等。

听讲座
扫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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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olene Byrn

Nolene Byrne
Associate Professor, Deakin University, Australia

Professor Nolene leads research into the design of materials

for a circular economy at the Institute for Frontier Materials,

Deaki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understanding
process/structure/property relationships in polymers. She is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how sustainability and value can be
added to waste by innovative processing, material design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Nolene was a member of H&M Global
Change Award in 2017 for a denim recycling technology.

她的主旨演讲题目是“实现时尚可循环
的新进展”
。她认为时尚产业产生大量的纺织
废料，
同时消耗大量淡水资源，
全球范围内的
相关研究人员正努力使时尚产业向可持续性
时尚转型。为了实现可持续性时尚，
需要开发
新的技术来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资源消耗。
她介绍了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可持续纺织品前
沿材料研究所正在进行的研究，包括利用废
弃服装中颜色的重新着色方法，即将废弃服
装粉碎成小粉末，这些粉末可以作为新的纺
织品颜色的原料。同时还讨论通过开发先进
的纤维素材料，利用升级改造方法从纺织废
料中获取产品增值的新方法，利用这种技术
可以将原纤维或废纤维分离成新的纤维材
料，并详细介绍预处理的方法、聚合度的影
响、
试剂制备方法等。最后，
她以棉织物为例
详细介绍了废旧棉纺织品如何制成高级纤维
通过切碎、
预处理
素制品。利用废旧棉织物，
和溶解等流程再制成新的纤维和高附加值的
服装配饰。

扫一扫，
听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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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rik Bang

Erik Bang

Erik joined the H&M Foundation in 2014 to set up the H&M Foundation's
new business area Planet. He has created what has become the world's
biggest competition for early stage innovation - the Global Change Award.
Together with Accenture and KTH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e men原
tors start -ups with the highest potential to create competitive value for
people, planet and profit. He has also initiated and managed a pioneering
research program on textile recycling with The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原
tute of Textiles and Apparel (HKRITA) where they apply a software devel原
opment model to applied scientific research for increased pace and impact.

H&M 公司的 Erik Bang 对 H&M 基

金会进行了介绍。H&M 基金会是总部设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非盈利全球基金会。
由 Stefan Persson 家族、
H&M 集团创始人

和主要所有者私人出资。自 2013 年以来，
Stefan Persson 家族已经捐赠了 15 亿瑞
典克朗（约 2 亿美元）。其最终理想是推动

人类、社区和地球的积极变化；主要目标
是通过促进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成为积极变革的催化剂。H&M 集团在其
价值链上经营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工作。
H&M 基金会设立了全球变革大奖，鼓励

设计师创新，例如 2017 年全球变革大奖

颁给了意大利品牌 Salvatore Ferragamo，

因为他们推出了世界上第一种由柑橘类
水果副产品制成的面料，
该系列产品的外
观和手感都像丝绸。同时全球变革大奖也
非常注重生产过程，
位于香港大埔的装机

容量 100 公斤/日的水热分离试验厂于
位于香港的
2018 年 9 月开机运行。同年，
机械回收示范厂开业。H&M 基金会致力
于推动价值链以外的积极变革并支持全
球社区和整个行业发展。

扫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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