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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对非织造产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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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研究意义]“新冠肺炎”
的突然爆发，导致各行各业的经济生活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而承担这次预防“新冠”主
工厂停工导致原材料缺失，
成本上涨；另一方面是急缺
力的非织造材料，也在这次疫情中饱受冲击。一方面是疫情严重，
的医疗防护用品，致使许多具备生产条件的企业转产。[研究内容]文章简述了非织造布和产业用纺织品的现状，同时结
合“非典”时期非织造和产业用纺织品的情况，系统分析了如今“新冠”期间对非织造的影响和不足之处。现阶段我国疫
情得到有效控制，
而全球疫情仍在蔓延，在未来短时间内，我国口罩以及相关防护物质的出口会达到一个高峰期，在这
个高峰期的竞争压力下，
我国非织造布和医用纺织品势必会达到一个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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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COVID-19 on the Nonwoven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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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dden outbreak of "COVID -19" has affected the economic life of various industries to varying degrees.
Nonwovens, the main part of the new prevention effort, have also been hit hard by it.On the one hand, the cost of raw
materials is rising due to the severe factory shutdown caused by the epidemic.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 shortage of
medical protective equipment, leading to many enterprises with the production conditions to switch production.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nonwovens and industrial textiles,combined with the SARS period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and shortcomings of nonwovens and industrial textiles during the period of "COVID-19".At present, the
epidemic situation in China has been effectively controlled, while the global epidemic is still spreading.In a short time in the
future, the export of masks and related protective substances in China will reach a peak period. Under the competitive
pressure of this peak period, Chinese nonwovens and medical textiles are bound to reach a new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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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 （Corona Virus Disease

势蔓延，保障居民以及在抗疫前线医护人员的健

冠状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主要传播途

病毒入侵人体的第一道大关卡，直接承担着最关

2019，
COVID-19），简称
“新冠肺炎”
，是指从新型
[1]

康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中口罩和防护服作为抵抗

径为直接传播、气溶胶传播和接触传播这三种 。

键的保护措施。在确定新冠病毒人传人后，一度

早期的新冠肺炎传播病毒处于快速变化阶段，
由

导致口罩和防护服脱销。目前为止，新型冠状病

于缺乏对新冠肺炎的认识和及时有效的防护措

毒肺炎仍在肆虐，中国疫情虽已基本控制，但防

施，
导致病毒通过人流大肆传染。随着病毒的强

疫工作不能放松，全世界对口罩、防护服等防疫
物资的需求依旧较大。以口罩为例，一般的口罩
主体防护层均采用纺粘布、
熔喷布和水刺布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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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非织造材料，
短时间内的自我保护措施就是戴
好口罩并及时更换，
因此对口罩的需求量实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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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相关非织材料的需要。这一突发性事件势必

限公司总经理。

会为非织行业和产业用纺织品带来不小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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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织造布产业现状
非织造布是指在织造中无需经过传统的纺

55

织造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目前随着产品逐渐趋
于专用化，
国际上对环境保护的关注也影响着纺

纱工艺，
将短纤维或者长丝按不同产品的需求进

织行业，纺丝成网在原料选择上更加绿色环保，

行排列，然后在用机械、热粘合或化学等方法加

成品的可回收和可再生性能也十分优异。因此拥

固而成的一种织物。与传统纺织加工技术相比，

有高附加值的纺丝成网法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依

其加工过程中摈弃了传统纺纱中的各种梳理工

旧是人们关注的重点[7]。

序，大大缩短了生产流程，如纺粘法非织造布省

1.2 国内非织造布产业现状

去了诸如纤维卷曲、打包、运送和梳理等繁琐的

中国的非织造市场是亚洲乃至全球最大的

中间过程，因此能够连续大批量生产，在非织造

“计划生育”的开放以及
生产以及消费地区，
由于

[2]

布领域市场占有率最高 。其次降低了生产成本，

市场上的多方需求，
近年来中国的非织造布生产

并且原料来源丰富，
被广泛应用于上述提到的医

量和消费量一直在稳步增长。2018 年在上海举

航空
疗卫生用纺织品，
以及安全防护、建筑基材、

办国际非织造材料展览会中，中国纺织工业联合

航天、
农业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20 世纪末是非

会副会长、
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会长李陵

织造产业的起点，在短短的 100 多年里，非织造

申明确指出，在“十三五”规划发展期间，中国的

布不断突破创新，
通过充分的市场开发和产品创

非织造行业将在市场的推动下，
优化供给侧改革

新，
现如今非织造布已成为各个行业中不可或缺

结构，抓住现阶段一切可发展的机遇，坚持自主

的产品，
由于其有别于传统纺织的方法和织物特

创新，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加强产需

点，
近年来非织造行业在全球市场上的增长超过

融合，
推动中国的非织造产业向中高端迈进[8-10]。

了同期的传统纺织行业，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图 1 是近年来中国非织造市场的产量和需

[3]

将保持这一趋势 。

求量，
从图中不难看出中国每年的非织造布产量

1.1 国外非织造布产业现状

均超出了需求量。基于非织造产品的性能以及生

据国外机构的统计和预测 [4]，近年来全球非

产工艺的优势，中国对非织造市场的投入逐年递

织造布所创造的价值每年增长率为 7.5%，其每

增，
从 2009~2018 年中国的非织造布总产量复合

这一增长趋势中，
一次性非织造布的需求尤为突

造产品中纺熔非织造布[11-12] 的产量占比最高，纺

年的产量增长率为 8.2%。从产品需求上来看，
在

增长率为 10.53%。按工艺分类来看，
在众多非织

出，
占全球非织造份额的 7.7%。随着生活水平的

熔非织造布的装备技术发展迅速，
在医疗、卫生、

改善，人们对卫生安全的意识在不断提升，无论

包装等领域独占鳌头，
能充分满足市场多元化的

是医疗护理还是家用卫生产品，
都大大刺激着消

要求。干法成网非织造布产量稍稍低于纺熔法非

费市场，
使非织造在一次性卫生用品方面得以强

织造布，
针刺非织造布在干法成网中所占产量比

[5]

劲地发展 。从地区市场上来看，
亚洲是全球非织
造生产最大的产能地，
随着亚太地区的工业增长
和市场投入，
该地区的非织造布市场一直在稳步
向前发展。主要的非织造布生产国家包括中国、
日本、
韩国、印度以及东盟地区，
其中中国所生产
的非织造布及其消费量均在全区非织造布的榜
首，日本和韩国则主要生产质量高、附加价值大
的非织造产品。由于中国纺织行业发展迅速，印
度的税制改革进一步刺激了非织造市场，近几年
对日本当地非织造市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也推
进了亚洲非织造市场的优化[6]。从工艺生产上来
看，纺丝成网非织造布的消费量占比最高，占非

图1
Fig.1

近年来中国非织造布产量和需求量

Production and demand of nonwovens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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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这得益于其广泛应用于汽车、工程和过滤
等工程领域。随着消费不断升级和中国产业供给

其中经编织物约占针织产品的 85%，是应用最为
广泛的方法，
也是产业用纺织品的主要发展方向

侧结构的调整，
非织造行业一直在不断适应市场

之一，如经编人造血管、
经编混凝土构件、经编增

和政策需求，预计未来几年，很可能有一系列具

强复合材料等。但中国的经编产业用企业普遍缺

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新产品将大规模取代传统

乏竞争力，
技术集成化和应用导向化仍需要进一

纺织品和传统工艺的非织造布产品。

步拓展[17-18]。受市场需求以及产品性能的推动，非

2 产业用纺织品及其医疗卫生用纺织品
2.1 产业用纺织品的构成及现状

织造已成为产业用纺织品不可或缺的材料，其中

是
产业用纺织品在国外也称作技术纺织品，
指经过专门设计、
具有特定功能，
应用于工业、
医
疗卫生、环境保护、土工及建筑、交通运输、航空

以生物基纤维（如黏胶、
Lyocell 纤维）、石油基纤
维（如聚酯 PET、
双组份纤维）、特种纤维（如聚四

氟乙烯纤维 PTFE） 和其他高性能纤维为发展主
体。黏胶纤维常与其他纤维混纺制备复合材料而

航天、
新能源、
农林渔业等领域的纺织品。按使用

使用量较大，国内粘胶纤维以常规为主，不及国

功能来分，中国的产业用纺织品一共包括 16 个

外先进水平，
因此仍需进口专用黏胶纤维来弥补

交通工具用纺
品；
土工用纺织品；建筑用纺织品；

PET 的产量在 3，
211 万吨左右，由于其的透气

大类：医疗与卫生用纺织品；过滤与分离用纺织
织品；
安全与防护用纺织品；
结构增强用纺织品；
文体与休闲用纺织
农业用纺织品；
包装用纺织品；
隔离与绝缘
品；
篷帆类纺织品；合成革用纺织品；
用纺织品；
线绳（缆）带类纺织品；
工业用毡毯（呢）
类纺织品；其他类产业用纺织品。按工艺生产分
类，
产业用纺织品主要包含机织、
非织造及以纺织
品为基材的各种经后加工形成的产品。其中，
非织
造布是产业用纺织品的重要组成部分[13-14]。产业用

市场缺失[19]。中国是 PET 生产大国，
2017 年国内

性、染色性以及含水率较差，市面上对改性聚酯
纤维的需求较大，
新型多功能改性 PET 也是未来
的一大发展方向，
如抗过敏 PET 纤维[20]。近年来国

内的聚四氟乙烯纤维的年产量约为 20，
000 吨，因

其环境友好、
耐高温抗老化等优良性能被广泛应

用于过滤领域，
常规过滤材料有 PTFE 纤维用膜，
复合 PTFE 纤维如 PTFE/聚苯硫醚和 PTFE/芳纶
等则在高温除尘过滤领域应用较广。此外国内聚

纺织品技术含量要求高，
应用市场广泛，
是现阶段

四氟乙烯纤维的部分性能已优于国际同类产品，

衡量一个国家纺织行业综合能力的重要标志。

还能出口亚、欧、美
在满足国内生产需求的同时，

中国产业用纺织品的概念是在 1984 年被提

出的，
短短 30 多年的历程，
产业用纺织品以其高

等多个国家和地区[21]。
总的来看，中国产业用纺织品已开启了新的

附加值、
高科技创新早已成为众多行业中的战略

篇章，向生产高质量、
高附加值产品方向发展，随

支撑力量。从 2010~2019 年，
中国产业用纺织品

着市场上各行业对高端产业用纺织品的需求，以

30%，位居全行业的第二位，且行业利润和产品

战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产业用纺织品一定能获

增值指标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机织产业用纺织

得更大的发展。

品因其稳定的结构性能，织造的宽幅（如今已远

2.2 医疗卫生用纺织品

纤维的生产量在纺织行业的占比从 20%增长到
[15]

超过 30m）厚重型复合织物作为基层被广泛应用

及国家“十三五”纺织行业的六大工程配套国家

在产业用纺织品的十六大类中，医疗卫生用

于航空航天、车船电子等行业，其中由高性能纤

纺织品占其重要的一类，它通常是指在医疗、防

维织造的三维立体织物，如机械零件等，是现阶

护、保健、生物医用和生活卫生用等方面的纺织

段主攻方向，也是未来行业发展的趋势；同时中

品总称，一般简称为医用纺织品 [22]，是以纤维为

国的机织产业用的织造设备无论是从型号还是

基础、纺织技术为框架、医疗应用为目的一类综

产品需求方面，均能满足国内外各行各业的需

合型纺织产品。在如今医疗技术日新月异的情况

求，技术方面已达到国外先进水平[16]。针织产业

下，医用纺织品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尤其是

用纺织品结构复杂，因此生产设备的种类最多，

可植入的人造器官和人造骨骼，因此对医用纺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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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对医用纺织品都十分关注，欧洲地区是医

非织行业的现状
3.1 非典对非织造布及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的

用纺织品最为发达的地区，其次包括美国、加拿

影响

品的研究也在朝着新的科学领域迈进。目前全球

2003 年的
“非典”
从中国广东首发，短时间内

大、日本和澳大利亚，这几个地区的医用纺织品
销售量占世界总销售量的 90%[23]。中国虽是医用

扩散严重，
对中国各行各业的经济生活造成了巨

纺织品生产销售大国，
但涉及到科技含量较高的

大的损失。由于“非典”
的特殊性，医用纺织品方

产品仍需要靠国外进口。按照织造方式来看，医

面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在疫情传播迅速的紧急

疗纺织品分为针织、机织以及非织造三种，其中

情况下，
医用防护用品的需求迫在眉睫，口罩、医

非织造的性能和织造工艺满足医用纺织品的特

用防护服的短缺一度使部分纺粘非织造和熔喷

殊需求，因而应用最为广泛，占全部医用纺织品

非织造布供不应求[41-42]。中国当时的非织造布产

的 60%以上。

量虽已排居世界第二，
但大部分国内生产的防护

最新进展，
不难看出，
无论是针织还是非织造，因

其不同结构特性在医用纺织品中均占有一席之

紧缺的高效防护服和 N95 口罩依旧需要靠进口

地，
针织、
机织能满足管状结构特性，适合应用于

原料短缺，
订单大量减少，
出口商品受到限制，致

植入型医用纺织品，如人造血管和人造气管；而

使将近 70%~80%工厂停产[43]。同时国内许多企业

表 1 列举了三种不同织造工艺的特点以及

用具不足以保障医护以及感染人群的安全，
最为
来维持。在疫情蔓延的高峰时期，国内纺织企业

非织造则更适合应用于防护和过滤性材料上。中

生产的抗疫医疗卫生用品均不达标，这场疫情的

国的医用纺织品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
市场需求

来临，
很大程度上暴露了中国在医疗卫生纺织品

逐渐紧迫。国内的医用产品大多偏向防护和治疗

方面的短板。因此在此次疫情结束后，
国内对非

类，
对高技术类的植入型产品和人造器官等方面

调
织造材料在医疗方面应用的技术研究开始重视，

技术不成熟，
随着未来市场对产品质量和数量的

整生产模式，
随着疫情得到控制，
截止到同年 8 月

需求，会进一步加强推进国内技术的完善，为医
用防护领域提供更多的选择。

3 非典对纺织行业的影响以及新冠肺炎下

份为止，
非织造布的产量增幅已达到 30%以上[44]。
同年中国的水刺生产线新增了 18 条，纺粘生产
线新增了 60 多条。工业竞争不断发展，中国的非

表 1 不同织造工艺织物的特点及发展
Tab.1
织造工艺

特点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weaving processes
应用方面

研究近况
国内

国外

可设计网眼结构，透气
房 华 增 设 计 的 杜克大学和北卡罗莱纳州立大
医用敷料[26]；
织物允许间 在普 通的
透湿优良；
针织医用绷带，弹 学联合设计了一种专门针对较
[27]
[28-29]
人造血管 、
人造韧带
；
隔和三维编织，
抗压回 医用 防护
性优异负担小，适 大创口的针织结构，提高了织物
医疗保健类的床垫等
产品
中容
[24-25]
弹性好
合术后包扎
的耐用性和安全性[31]
易脱絮，
清
利用等离子喷涂、电喷涂、电纺
洗困难，
颗
杭
州
康
升
纺
织
公
丝、
模内浇注、3D 打印等一体化
粒污 染物
司
研
发
了
一
款
医
技术，
将内皮层、平滑肌细胞层、
结构紧实形状稳定不 危害 大容 医用绷带、床品、覆膜支架、
成本 成纤维细胞层、皮层层有序地排
用防护面料，
[32]
易残 留体 人造血管、气管等
易形变
低防护安全性高， 列在三维空间中，模拟天然血管
内导 致术
[33]
制造了一种可替代血管移植和
且环境友好
后并发症
修复的人造血管 [34]
[30]

针织

机织

非织

杭州纳尔森精细化
HOLLINGSWORTH & VOSE 公司研
工厂研发的新型防
制了一款适用于各种所需场合
[36]
成本低、表面毛羽少、孔隙率高，透 外科手术服 、尿 不湿、手 静电医用纺织品，
的防护服，在较恶劣的环境下也
气透湿性好，环境友好原料较多[35] 术过滤器材、医用绷带 [37-38] 抗静电，断裂强力
影响防护等级，能有效防止液体
高，
手感柔软亲肤，
飞溅[40]
[39]
吸水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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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行业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巾、酒精棉片等也处于有价无市的状态，这进一

3.2 新冠肺炎疫情下非织造产业的现状

步带动了水刺非织造行业的发展。在这场疫情

疫情初期阶段，虽然未收到官方明确通知，
但是互联网上已是铺天盖地的疫情信息，
短时间
内口罩已被炒成“天价”
，其中稳健医疗、
3M 等知

下，国人日常卫生习惯的改变今后也将会影响非
织行业内部结构的发展。
现阶段中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而全球新冠

各大电商和
名度较高的医疗用品已被抢购一空，

疫情仍在不断蔓延，各国对于口罩、防护服等医

药店紧接其后，
此次虽未出现
“非典”
时期医疗纺

疗物质的需求也在飞涨，并且将持续至 2020 下

织品在技术上的缺失，
然而疫情之下医用防护物

是全球医疗卫生非织
半年。在未来一段时间里，

质匮乏依旧形势严峻。随着国家紧急出台相关政

造布发展的契机，防疫物资的应急生产基地和储

策，呼吁社会企业春节复工，相关纺织企业联合

备基地已经在国家层面规划，
近期会逐步安排落

多个企业跨界生产，
以此来缓解医疗防护用品的

实，有序地进行区域性保障建设和规划。中国将

供需缺口。根据中国证券报报道，
中石化将利用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口罩生产国、消费国、进口国

自身原料生产优势，快速建设 10 条熔喷非织造

和出口国。这次疫情带来的资源投入将会极大的

布生产线，来缓解全国疫情的严峻形势。截止

推动非织造产业向前发展，
国产熔喷生产线中喷

2020 年 2 月 7 日，全国除中石油、中石化、小米、

丝头和高压静电驻极的两大难题，按照现阶段行

比亚迪、
富士康、
上汽通用五菱、
格力等超大型知

业的发展，
这两方面也很有可能会被国内的企业

名企业大规模增加口罩生产外，已有 3，
000 多家

突破。生产效率方面，以前 80~120 片/分钟的口

还有多地在申请
设立的非织造产业的检测中心，

求，为此华南最大规模的纸尿裤和卫生巾生产线

设立医用防护物资的应急储备生产基地和仓储

设备制造企业——
—广州兴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基地。然而相较于各大生产商，
原材料的缺失和

投入过千万改造口罩机生产工艺，打造出了世界

技术不够完善，
才是这场战役的关键问题。

上坐高速的口罩生产线， 每分钟生产不少于

企业新增了“口罩、防护服”等业务，除仙桃地区

以口罩为例，在原材料方面，市面上的医用
口罩主体一般为纺粘层——
—熔喷层——
—纺粘层

罩机是行业内的常态，然而疫情期间一“罩”难

1，
000 片的高速口罩生产线，让世界再次见证中
国制造速度。随着大量企业结构的调整，比如转

构成的夹层结构，其中熔喷布是医用口罩的核

产口罩之类防疫产品，
将会迅速提升中国的口罩

心。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非织造生产国，据中国产

生产力，同时也会提升行业内的生存竞争力，进

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的统计，2018 年国内非织造

一步促使企业加大研发力度，
从而提升这一板块

生产量约 594 万吨，而熔喷非织造布仅占 0.9%，

的产品质量和性能，
使中国从非织造生产大国变

服装、
这些熔喷布不仅用于口罩，还要满足环保、

为非织造优质产品强国。

过滤等行业的需求，
因此无法满足疫情所需要的

4 思考以及未来方向

防护量。另外疫情爆发的突然性直接加大了熔喷

此次疫情波及甚广，如今中国疫情虽然已得

布的消耗，
使得其价格一路上涨。在疫情初期阶

到控制，但全球疫情才刚刚开始。在这次新冠肺

段由原来的 1.8 万元/吨上升为 2.9 万元/吨，随着

炎的肆虐下，中国的许多行业，如餐饮、铁路运

情况进一步恶化，部分地区甚至上涨至 20 多万

输、农业以及旅游业都遭受了比
“非典”时期更为

口
元/吨，
综合来看，
熔喷布十分紧缺。除此以外，

严重的损失，一部分中小型企业已然面临破产。

罩的表面纺粘层材料也出现了价格飞涨，供不应

，
后有
“新冠”，
灾难之后应痛定沉思，
前有“非典”

求的现象，防护服、手术服和隔离材料的需求也

我们要从斗争中反思过程，获取经验，展开新一

在不断增加，由于人员紧缺物质运输困难，行业

轮的科研任务，才能更快更好地推动中国非织造

复工阻力大，导致各类非织造布生产要素成本居

和医用产业纺织品向前发展。

高不下，除所需必要医疗物质外，其他非织造产

（1）要重视突发性大型传染疾病医疗卫生用

品均受到一定影响。日常卫生清洁产品如消毒湿

品的应急措施。
“非典”
时期由于中国在医用非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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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方面的安全性还不够完善，因此疫情突然来

口罩短缺期间，出现很多给口罩消毒的“好方

袭，导致市场上各种口罩滥竽充数，甚至奋斗在

用酒
法”
，
比如将口罩放在锅里蒸的高温消毒法，

一线的医护人员所使用的不少防护服并不符合

精喷洒口罩两面的酒精消毒法。还有人认为多戴

医用卫生标准，
因此“非典”
之后中国对非织造材

几层普通口罩其效果和 N95 一样，
由此可见我们

料加大了研发力度，避免再次出现防护不利的劣
质产品。反观这次的
“新冠”
疫情的爆发，
中国的非

在研发新产品的同时，
也要加大相关防护知识的
宣传，使资源得到合理的使用。

织造市场已是亚洲乃至全球最大的生产以及消费

（3）要重视发挥互联网强大的信息传递和应

各大电商平台和实体
地区，
然而在疫情初期阶段，

还是
“新冠”
时期，由于隔
急作用。无论是“非典”

经营店的口罩早已售空，导致抗疫医护人员的防

离措施，使得实体经济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国
护用品极度短缺，
一时间只能求助于社会援助，

而与之相反互联网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一次全民

家不得不紧急号召相关纺织厂在春节假期间开厂

抗疫的顺利进行，很大程度上是互联网上对预防

生产，
以此来缓解人们的基本防护需求。

和控制
“新冠”
病毒相关措施的及时推送。在疫情

以史为鉴，同样的问题不能再重复第三次

发现初期，
相关机构就发布了一系列的应急和防

了。近年来流感爆发日渐频繁，
因此我们应当重

全国开始戒严，
御措施，
紧急排查病毒接触患者，

视突发性传染病的应急措施，条件允许的情况

阻止了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同时，也为医疗防护

下，
在各市各县的疾病预防中心囤积一批保质期

用的非织造材料做了很好的宣传。然而，利用网

较长，实用有效的防护用品，减缓突发性疫情的

络舆论哄抬物价、造谣伤人等等一系列事件也在

防护压力。重视非织造材料在医用纺织品方面的

网上发酵。因此，目前信息网络仍需要进一步加

基础研发，
比如延长一般口罩仅使用八小时的使

强。

用期和保质期，兼顾安全性和经济性，开发符合

首先对基本流感的防护措施要积极宣传，唤
起社会对公共卫生的共识。对相应的医疗防护非

我国基本国情的非织造医用防护品。
（2）要加强中国基础性医疗卫生纺织品的研

织造产品，也要抓住机遇进行相关科普，比如非

发以及宣传，
保质保量，
增强民族自信心。中国的

织造的结构和产品的种类以及适用场所，避免使

非织造行业起步于上世纪 50 年代，经过 60 多年

用劣质口罩以及相关产品而导致防护失败。其

的发展，
如今已是世界最大的非织造生产和销售

次，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应急作用，除了疫前防

国，
在即用即弃产品方面中国年销售量已远远超

护还有疫中、疫后。如疫情期间可以网上预约领

过 1，
200 亿元，是全球增长速率最快的国家 。

口罩，疫情后预约返工时间，错开时间分批次大

[45]

然而在日常所需的一系列非织产品，如纸尿裤、

大减缓了疫情传播风险。

卸妆棉、面膜等，多数情况下人们更愿意选择国
外的产品，
2019 年淘宝
“双十一”
活动中纸尿裤销

这并不能说明中
售排名前十几乎均为国外品牌，
国缺乏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产品。中国非织造起步

较晚，因而国外品牌占据了初始市场并延续至
今，
同时在国人眼中似乎更信赖各种国际知名品
牌。一方面是产品的质量保障和品牌效应，另一
方面也是中国市场产品良莠不齐，导致大家对国
针对中国基础性医疗卫
产持怀疑的态度。因此，
生纺织品的研发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以国际
先进水平为参考点，为国货保质保量，进一步增
强民族自信心。另外在疫情期间，很多人并不知
晓口罩的正确佩戴方法和相关防护知识，
以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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