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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票中的化学纤维信息趣谈
王

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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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研究结果与结论]迄今中国发行了 7 枚关于化学纤维的邮票，它们都反映当时深刻的时代背景。其中“合成纤
维”
这枚邮票稍有遗憾，没有反映当时合成纤维工业的核心技术，但反映了合成纤维肇始的社会背景信息。5 枚横连票的
“化学纤维”套票和“仪征化纤联合公司”这枚邮票，
分别反映改革开放前我国“衣”生活的巨大需求引致的“化学纤维”工
这 7 枚邮票引发关于纺织纤维的再分类思考，文章认为再生纤维不应该归入化学纤维类，而
业发展的巨大前景。此外，
应成为并列的一大类别。
“仪征化纤联合公司”
；纺织纤维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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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ing Discussions of some Information on Chemical Fiber in Chinese Stamps
WANG Yana, YAN Ya-qib, LI Jian-qiangc

(a. Hubei Master Studio of Textile Science and Engineer; b. School of Fashion;
c. School of Textile Science and Engineer,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Up to now,Chi na has issued 7 stamps on chemical fibers,all of which reflect the profound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Among them, the "Synthetic Fiber" stamp is a bit regretful. It does not reflect the core technology of the synthetic
fiber industry at that time, but it reflects the social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synthetic fiber. The 5-piece
"Chemical Fiber" and "YiZheng Chemical Fibre Co.,Ltd" reflect the great prospect of "Chemical Fiber" industry caused by
the huge demand of "clothing" life in China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addition, the 7 stamps have triggered
reclassification of textile fibers.The article holds that regenerated fibers should not be included in chemical fibers, but
should be a major category as it.
Key words: the stamp "Synthetic Fiber"; the stamps "Chemical Fibers"; the stamp "Y iZheng Chemical Fibre Co.,Ltd";
classification of textile fiber

中国发行的邮票中有三套邮票直接涉及化

及其利用的画卷。第三套是 1990 年发行的
“社会

学纤维的内容，
第一套是 1964 年发行的“化学工

主义建设成就（三）”中的第 2 枚“仪征化纤联合

是 1978 年发行的“化学纤维”一整套 5 枚横连

业（图 3）。这几枚（套）邮票中的信息细细品味，
可

业”套票中的第 8 枚“合成纤维”
（图 1）；第二套

公司”
，它是我国有代表性的聚酯大化纤生产企

票，分别是“原料”
“抽丝”
“纺织”
“印染”
“成

引发我们对邮票中纺织信息的解读和邮票设计的

品”
（图 2），
5 枚一起展示了化学纤维生产、产品

这个名词的再考。
一些思考以及对
“化学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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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特 69“ 化学工业——
—合成纤维”
邮票

Fig.1 The stamp "Synthetic F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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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T.25“化学纤维”特种邮票

Fig.2

The stamps "Chemical Fiber"

批粘胶纤维厂 （粘胶笔者认为不是化学纤维，后
文将作解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当即
批示：
“我看是值得的，还有合成纤维也必须考
“建议及早动手，
迟办
虑。”
李先念副总理也批示：
于
不如早办好”
。

新中国的化学纤维工业（合成纤维工业），严
格地说是从维纶开始的，在此之前，我国有些小
图3

T.152“ 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三）”中的“仪征化纤工业联合

公司”
邮票
Fig.3

The stamp "Y iZheng Chemical Fibre Co.,Ltd"

1 对邮票中化学纤维信息的解读
的技术与
（1）邮票“化学工业——
—合成纤维”
社会背景解读。图 1 邮票名为“化学工业——
—合

成纤维”
，它向我们解释了合成纤维是化学工业
的一种产品类别。邮票主图是一名女工正在愉快
地展现织物。背景图左侧是满载筒子的筒子架，
右侧则是用于化
这里的筒子是一种长丝的卷装；
其下一名下蹲的
纤后加工的牵伸和卷绕的装置，
工人正在进行纺丝操作。可以认定这台装置是用
于化学纤维纺丝生产，
这与邮票发行的时代背景
有着密切的关联。
新中国成立的前 10 年，纺织原料一直受困

型合纤厂所用原料大都是进口的。1957 年秋冬，
周恩来总理指派由化工部副部长侯德榜带队的
化工化纤考察团赴日本考察，建设中国的化纤厂
发展化纤，
解决温饱问题盂。1962 年，
中日恢复民
间贸易，
1963 年 8 月 23 日，北京维纶厂动工兴
建，
该厂引进了日本年产 1 万吨维纶及其原料聚
乙烯醇的成套设备和技术，1964 年 9 月建成投

产。邓小平到该厂参观后说：
“这个厂可以扩建，
可以办它 10 个厂，以解决棉花不
一个厂一万吨，

足的问题。”随后，1965 年 4 月 30 日，我国第一
座国产维纶工厂建成投产（图 4）。这项工程是由
纺织工业部设计院和有
化学工业部第一设计院、
关部门设计的，工程所需的 1,300 多台设备，是

由北京、上海、沈阳、广州等地的 90 多家机械工

厂协力制造的。 这座工厂包括聚乙烯醇和纺丝

于纺织纤维农业作物的种植状况，生产原料的生

产“看天吃饭”
。这 10 年来纺织系统与化工部门

联手发展化纤制造业，
解决纺织工业大发展不可

或缺的纺织原料资源问题。1957 年，
我国逐步恢
复安东化纤厂（后为丹东化纤厂）和安乐人造丝
由当时民
厂（后为上海化纤四厂）淤。同年 10 月，

主德国帮助设计和提供设备建设的北京合成纤
维实验工厂和保定化学纤维厂同时破土动工，并
分别于 1958 年 12 月和 1960 年 7 月竣工投产。
这两个项目的建成投产拉开了新中国再生纤维

工业发展的序幕。1960 年 7 月纺织工业部向党
中央建议：
采用棉短绒、
木材为浆粕原料，新建一

图4

1965 年 5 月 5 日文汇报、人民日报刊登的“我国第一座维
纶工厂投入生产”

Fig.4

Some information on the first chemical fibre factory produc原
ing vinylon in China on some news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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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主要车间。目前，
全国共有十二家维纶厂，
产
量居世界首位。年产量可高达 16 万吨，
仍为我国

国民经济作出贡献。

化学纤维的生产，必须依托于两个技术：淤

依托于化学工业的高分子化合物的合成；于依托
于纺织工业的成纤高分子化合物的纺丝。我国的

合成纤维工业之所以选择从维纶开始，是因为生
产维纶的原料——
—聚乙烯醇可以从煤、石油、天
然气化工系统制取。聚乙烯醇（PVA）的生产工艺
石油乙烯直接合
主要有三种:电石乙炔合成路线；
而我国 20 世纪 60
成路线；
天然气乙炔合成路线，

年代初已具备了用电石制取聚乙烯醇，发展维纶

维纶成本较低，
适合我国当时的国情；
另一方面，

图5
Fig.5

朝鲜 1961 年维纶厂开建的纪念邮票（笔者藏品）

Some stamps commmemorating vinylon factory in Demo原
cratic People’
s Republic of Korea in 1961

图 2 中第一枚邮票原料，向我们展示的主图

性能优于棉花，符合当时国民生活水平需要。但

是高聚物料斗和纺丝流体，表明的是化工工序。

是我国纺织机械设备方面还与世界有巨大的差

一车车矿石和原煤，概
背景是矿山、
石油化工厂、

距，
我国此时在合成纤维原料生产方面是没有任

括地点明了化学纤维原料、燃料的来源；一排整

何问题，问题的关键是纺织机械设备，故向日本

齐的绿树，既点明木材是化学纤维原料、燃料的

引进的是纺丝设备，而非合成纤维原料制作设

来源，森林经过亿万年的地质作用可形成石化资

备。
“化学工业——
—合成纤维”
这张邮票发行的时

源，
同时木材也象征工厂的环境美化。

间是 1964 年，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设计出来的，
它

反映的是我国化学纤维工业肇始的故事。

第二枚邮票抽丝，
主图是化纤溶液或熔体从
纺丝泵的喷丝头喷出随后经一上二下的罗拉组

日本是当时化纤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我

合牵伸加工的情景，
表明的是化纤纺丝工序。背

国为了获得维纶生产设备，从 1963 年开始，
在与

既表现出了化学纤
景是合成纤维厂和绿色树木，

日本没有官方关系的情况下，通过民间渠道多方

维的生产规模，也象征着工厂的环境美化。可以

努力。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下，经过日本众

断定背景是维纶厂，
因为中国最早起步的化学纤

“廖承志-高崎达
多对华友好人士的帮助，最终以

维就是维纶。

之助备忘录”民间贸易协定方式，达成从日本进

第三枚邮票纺织，
主图从左到右是一上一下

口全套维纶生产设备。当时进口这套设备十分艰

的单钳口罗拉组合（表明导纱）、筒子、织梭、织

难，因为当时发达国家对中国有技术和经济封

机，描绘了化学纤维的

锁。而与日方艰苦谈判后，也是以远高出正常价

织前准备和织造过程；

格的代价才达成协议，
花费了当时国家极为宝贵

背景图是锯齿型厂房，

的外汇。

鲜明地表明纺织特性。

此外，
我国的合成纤维工业之所以选择从维

关于锯齿型纺织厂房

纶开始，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我们的邻

其实在 1954 年发行的

已经建成了维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国——
纶生产工厂，
这也在他们的邮票上有体现（图 5）。

这对于我国而言是一个极大的刺激。

（2）邮票“化学纤维”的技术与社会背景解
读。图 2 中的信息向我们解释了化学纤维是怎么

8 枚一套
“经济建设”
邮

票中第 7 枚
“哈尔滨亚

麻厂”
中有体现（图 6）。
锯齿形厂房 （图 7）屋

顶外形呈锯齿形单坡

图6

生产出来的。它展现给我们的是化工—化纤—纺

多跨的厂房。通常成片 Fig.6

织—印染—服装的全产业链。

的纺织车间多采用此

邮票“哈尔滨亚麻纺织厂”
The stamp “Harbin Linen
Textile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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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公司”
，是我国有代表性的聚酯大化纤生产企
业，
展现看我国化学纤维生产起飞的前夜。
图 3 邮票的社会背景是纺织工业“七五”

“八五”
大中型项目基本上是化学纤维项目，
仪征

化纤联合公司使我国化学纤维生产能力在世界
化学纤维生产基本平稳的大形势下，一枝独秀，
图 7 锯齿形厂房
Fig.7 The factory building roof with the shape of saw-tooth

类形式。每跨星顶的斜坡面为屋面，垂直面为窗
面，
采光充足均匀。我国因地处北半球，
窗面多朝

技术档次也迅速提高。在 1986 年 4 月 2 日纺织
工业部采取“引进、消化、创新”方式研制出的年
产 1.5 万吨的大型涤纶成套设备，在江苏仪征化
运行稳定，
产
纤公司通过国家级鉴定。设计合理，

北。之所以多朝北，
在于中国季风的方向。由于水

品质量和主要运行指标都达到当代国际水平，由

和陆地的比热不同，
加之不同纬度受到太阳的热

此打开了化学纤维制造业大型成套设备国产化的

量的不同，陆地和海洋在冬、夏季形成交替变换

局面。这一年，
中国化学纤维产量突破 100 万吨。

的气压中心，
这样就形成交替变换的风向。如果
窗面朝北，
夏季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将无法将室
外的热量带进厂房；如果窗面朝南，反之季风将
热量带进厂房；如果窗面朝东或西，则面临东晒

仪征化纤于 1990 年全面建成一、
二期工程，形成

年产 50耀55 万吨化学纤维和化学纤维原料能力，
约占全国化纤产量 1/3 以上。其两大产品为聚酯
切片和涤纶短纤维。假设用这些原料纺织成布，
可

和西晒。因此，
对于位于北半球的中国厂房窗面

每年给全国每人增加二套服装的布。1990 年发

朝北是最佳的。

行特种邮票以纪念是十分及时和有意义的榆。

第四枚邮票印染，
主图是红、
黄、
蓝三个长方
形色块，代表颜料三种原色。颜料三原色
（CMYK）：
品红、
黄、
青(天蓝)。色彩三原色可以混

新中国建国后 60 多年间，
中国化学纤维制造

业从零起步，逐步发展到 1980 年的 45 万吨，
2000 年的 695 万吨，2015 年的 4，
832 吨。化学纤

合出所有颜料的颜色，同时相加为黑色，黑白灰

维在中国纺织工业“纤维加工量”中的比重，到

属于无色系。经过染色或印花，
白色的坯布就变

2010 年已达 70%。2015 年中国纺织工业
“纤维加

成五彩缤纷的色布或花布；背景是现代印染厂，
采用的是化学染色。
第五枚邮票成品，
主图是花色精美的布匹堆
满货架和一套鲜艳的衣裙。值得注意的是这套衣

工量”
5300 万吨中，化学纤维的比重更已高达

85%。很难设想：
如果不采取全力发展化学纤维

制造业这项大战略，中国纺织工业怎么能造成

没有
“世界工厂”
“衣被世界”
的大局面。可以说，

裙非常前卫，
时至今日也是很大胆的，
上衣无袖， “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并举”
、大力发展化学纤维
裙子超短，这似乎预示着我国改革开放，值得玩

制造业这项大战略，
就没有中国纺织工业如今的

味；
背景是服装厂房。

大局面。

笔者在此有必要说明一点，图 1 和图 2 比

较，
图 2 的设计明显要高于图 1。图 2 用几道核

2 对“化学纤维”分类的再思考
从以上邮票，
我们发现邮票的名称和图像信

心的工序将化学纤维的生产基本表达出来，
但图

息无一例外，指明化学纤维指的就是合成纤维。

1 中的设备其实并没有反映合成纤维生产的核心

虽然这些设计是无心之为，但让笔者对纺织纤维

工序，
只是将非合成纤维生产也用的工序设备表

的分类有一些新的想法。目前各种类型的高等院

达出来，这明显没有体现合成纤维生产的独特

校相关教科书中对化学纤维的定义都将再生纤

性，
这应该是一个不足的地方。

维归入到化学纤维中，
这是传承于前苏联的分类

（3）对邮票“仪征化纤联合公司”的技术与社
会背景解读。1990 年 6 月 30 日发行的 T.152“社

会主义建设成就（三）”中的第二枚“仪征化纤联

体系。这让人很难理解，其理由有二：淤再生纤

维，
如短绒、木材、芦苇等天然高聚物，只是提纯，
并没有进行聚合反应，
它们的分子式是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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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化，只不过在提纯过
程中加入一些化学试剂

纺织纤维的分类

The classification of textile fibres

Tab.1

棉、木棉等
种子纤维：

对纤维进行溶解，这可
从从物理反应和化学反

直接可获

应的区别上得到启发，

取的天然
纤维

完全可以将再生纤维排

叶纤维：
剑麻、蕉麻等

植物纤维

麻等
茎纤维：葛、
毛发：羊毛、牛毛、免毛、骆驼毛、骆驼绒

动物纤维

分泌物：蚕丝等
矿物纤维：石棉

除在化学纤维之外，说
到底它本质是天然纤维
的再生，
物质不变，
只是
改变了长度、细度等尺

纺

再生纤维素纤维：粘胶纤维、富强纤维、铜氨纤

织 间接可获

维、Tencel 纤维等

纤 取的天然

再生蛋白质纤维：酪素纤维、大豆纤维、花生纤维
等

维 纤维

度，把不能纺织加工的

玻璃纤维、
陶瓷纤维、金属纤维、碳纤维等

再生无机纤维

普通合成纤维：
涤纶、
锦纶、腈纶、丙纶、维纶、氯纶等

天然高聚物，制造为适
应纺织加工产品。只不

再生有机纤维

耐高温纤维、
高强力纤维、高模量纤维、耐辐射纤维、耐高温耐腐蚀纤
合成纤维 特种合成纤维：
弹性纤维、高绝缘纤维等
维、防火纤维、导电纤维、光导纤维、

过采用现代的技术进行

再生合成

浓度的提纯而生产出来

纤维

的。于欧美的纺织纤维
的分类体系，将天然纤维、再生纤维和合成纤维
这三类并列类别，
而他们所指合成纤维就是我们
所指的化学纤维。因此，笔者认同将再生纤维与
合成纤维并列。
但笔者对欧美的分类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

再生聚酯纤维等

3 结语
本文通过研究认为：淤1964 年发行的“化学

、1978 年发行
工业”套票中的第 8 枚“合成纤维”

的“化学纤维”以及 1990 年发行的 T25“ 社会主

义建设成就（三）”中的第二枚“仪征化纤联合公
司”
，
其发行都有其时代背景。
“合成纤维”
这枚邮

纺织纤维依高聚物来源可分为两类：天然高聚

票体现我国合成纤维工业开始于维纶；而套票

物、
合成高聚物。因此，
在天然纤维中根据有无采

“化学纤维”则反映了改革开放前人民“衣”生活

用现代技术可分为直接可获取的天然高聚物纤

的需要没有得到极大满足，
需要大量耐用且价廉

维和间接可获取的天然高聚物纤维。在直接可获

的化学纤维织物来满足，
这个时代的需要被深刻

取的天然高聚物纤维中包括直接可获取的天然

“社会主义建设成
地反映在这一时期的邮票上。

有机纤维、
直接可获取的天然无机纤维。间接可

就（三）”
展现了我国合成纤维工业变大变壮的历

获取的天然高聚物纤维包括再生有机纤维、再生

程。于
“合成纤维”
这套邮票设计展现了纺织全产

无机纤维。之所以笔者在这一分类中强调
“直接可

业链的“大纺织”
思想，
但并没有真正反映当时的

获取”
“间接可获取”而不将此两类一起并入“天

合成纤维工业的技术核心，
这是一点小遗憾。盂这

表明自然界
然纤维”
这一大类，
因为
“间接可获取”

几枚小小邮票引发对纺织纤维相关定义的思考，

并没有这种纤维外观形态存在，
它是人造纤维，
故

对再生合成纤维未来的发展有着美好的期许。

名
“再生”
。但它的化学组成却能在自然界找到，
故
在于它的基
名
“天然”
。笔者将合成纤维归入大类，

注释：

本结构是人工合成得到的，在自然界不存在。此

淤70 年 70 事：不负光阴 不忘初心 —中国纺织工业进阶四部
——

那就是再生合
外，
笔者认为将还会存在一类纤维，
成纤维，它以合成纤维为基本结构进行人为的再
生制作，
它既有合成纤维的特点，
又有再生纤维的
特点，
如再生聚酯纤维等（表 1）。随着绿色环保活

动的深入，再生合成纤维也如星星之火，正方兴
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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