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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OREWORD

自1980年建会以来，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已经走过30年风雨历程。三十年
的成长，使协会从“皮革科技人员之家”再起步，投身于我国改革开放洪流
中，在市场经济的时势下，由理念到功能、由资源到服务、由传承到创新，

序

经历了几十年的历练，才造就自身成为上海皮革界“创新、交流、咨询、服
务”的平台。如今，协会正沿着皮革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奋发前进，立足
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
2010年，协会迎来了建会三十周年华诞。幸运的是，协会步入而立之年之
日，正逢举世瞩目的上海世博会开幕之时，所谓千载难逢，今日恰遇，是巧

言

欤？是缘欤？毋庸置疑，世博会空前盛大的场景与活动将成为我们协会庆贺
生辰的宏大背景，世博前后所营造的高新技术、商贸契机以及和谐氛围将成
为皮革行业再铸辉煌的极好机遇。值此良辰，根据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二、
三次（扩大）会议的决定和部署，将在年内举办建会30周年的系列庆典活
动，并明确该系列庆典活动以“举办主题论坛、编印庆贺特刊、召开庆典大

Foreword

会”为主体。
庆贺特刊是在凝聚协会个人会员、团体会员和行业同仁友好的集体智慧、
人力财力的基础上策划、编撰的，属一次性，业界交流，与会共享。特刊力
求美观大方，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品味高雅，体现市科协二星级协会—上
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及其有关会员企业的形象与地位，兼有温故知新、留念
收藏的价值，也是协会对外交流的重要文献资料之一。特刊涵盖协会三十年
的成长历程，主要内容包括：贺辞题字、会长献词、协会简介、协会沿革、
组织结构、历届理事、规划纲要、媒体网站、大事记、我与协会、科技经
纬、专业著作、会员名录、珍贵图片、科技信息、横向合作等栏目，兼容业
界的宣传广告效应。
庆贺特刊是在“协会三十周年庆典筹委会”领导下组织、编印的，特刊总
制作李家鸽、总策划李方舟、总编辑温祖谋、总协理王建平、译审彭尚智、
摄影朱建国、刊务苗尚春。在特刊编撰过程中，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国
皮革协会、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国家制革新技术研究推广中心、四
川大学(轻纺与食品学院、锦江学院)、陕西科技大学、中国皮革协会技术委
员会、四川省皮革行业协会、河南省皮革行业协会、江苏省皮革协会、黑龙
江省皮革协会、《皮革与化工》编辑部等单位和许龙江、吕绪庸、石 碧、
胡家伦、杨承杰、王全杰、李志强、陈武勇、马建中、张晓镭、李开华、朱
岩、刘瑞国、贺富昌、温祖谋等有关领导、专家教授以及部分业界人士陈国
学、汪 岩、齐 红、张积恩、沈丽珠等企业家曾为特刊发来贺辞、贺诗和题
字,谨此表示由衷感谢。
鉴于组织编撰的时间仓促、资料不全，遗漏与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
大会员以及业界读者不吝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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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三十年

Foreword
Shanghai Leather Technology Association
(SLTA)has gone through its 30-year career since
its founding in 1980.At the beginning, the SLTA
was only a home place for leather scientists and
technologists. In the course of reform and opening
of China, the Association has remolded itself by
transferring simple ideas into practical functions,
resources into service and inheritance or traditions
into creative innovations. For several decades,
SLTA has strived to perform its mission and has
successfully enabled itself to become a platform
of leather industry for innovation, interchange,
consultation and service. Now the Association is
marching forward along the roa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with the standpoint of
using shanghai as foothold for rendering service all
over China and for opening to the world.
The year 2010 is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founding of SLTA. Luckily there is such a lifetime
chance that the anniversary coincides with the
grand world event of EXPO 2010 Shanghai, whose
magnificent scene and activities will undoubtedly
be a great background for celebration of the
anniversary as the harmonious atmosphere for
promotion of high technology and seizure of
commercial opportunities during while EXPO
period will be a rare chance for the leather industry
to reatart its step onto the path for new glorious
achieve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decisions and
arrangement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enlarged
meetings of the 8th council of SLTA, a series of
actives for celebration of the 30th anniversary will
be carried out with work focused on holding theme
forum, compiling special publication for celebration
and convening celebration meeting.
The special publication is a kind of special
issue planned and compiled for the purpose of
interchange among individual members, group
members and people of various circles of the
industry who have contributed their collective
wisdom, manpower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to
assist its publication. The issue is artistic and tidy
in appearance, excellent and splendid in essays
with picture illustration, rich and plentiful in content,
superb and elegant in style and thus embodies
prominent image and position of SLTA as a two-star
class unit under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and its group member enterprises.
The special issue has the value of memento and
collection for gaining new sights by reviewing the
past and will be one of main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exchange. It covers
overall 30-year career of SLTA with the following
contents: messages and autography, chairman’s
speech, organization profile, historical evolution,
organizational composition, plan and programme,
media and website, chronicle of events, superior
thesis, scientific column, specialist writings, name
list of members, scientific information, renowned
brands, transverse cooperation and some columns
for advertisement of the industry.
The issue has been arranged and compiled
for public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celebration of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SLTA. Its editorial department members include:
chief publisher Li Jia-ge, chief planning director
Li Fang-zhou, chief editor Wen Zu-mou, chief
assistant director Wang Jian-ping, associate senior
translator Peng Shang-zhi, photographer Zhu
Jian-guo and publisher Miao Shang-chun. During
compilation of the issue, many organizations and
units such as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China Leather Industry Association,
China Leather and Footwear Industry Research
Institute, National New Tanning Technology
R e s e a r c h a n d P r o m o t i o n C e n t e r, S i c h u a n
University, Shan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China Leather Industry Association
Technology Committee, Sichuan Province Leather
Industry Association, Henan Province Leather
Industry Association, Jiangsu Province Leather
Association, Heilongjiang Province Leather
Association, Leather and Chemicals Editorial Office
and relevant leaders, experts or professors Xu
Long-jiang, Lu Xu-yong, Shi Bi, Hu Jia-lun, Yang
Cheng-jie, Wang Quan-jie, Li Zhi-qiang, Chen Wuyong, Ma Jian-zhong, Zhang Xiao-lei, Li kai-hua,
Zhu Yan, Liu Rui-guo, He Fu-chang and Wen Zumou have sent their congratulatory messages or
autography to SLTA for publication. Here we give
full acknowledgement for their help.
Due to limited time and incomplete information
available for compilation, omissions and errors
can hardly be avoided. We hope that association
members and readers or the industry will not stint
their criticism on the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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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胡家伦
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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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皮革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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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谨向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

碧（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

祝贺成立三十周年

行业巨人领先行 时代重任落双肩
传承发展创佳绩 力攀高峰新纪元
许龙江（原中央轻工业部二轻局总工程师）
2010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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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绪庸（中国皮革协会顾问、本会名誉顾问）

杨承杰（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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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全杰（国家制革新技术推广研究中心 主任）

李志强（四川大学锦江学院院长、本会名誉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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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悉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喜迎30周年华诞，值此良辰，我
谨代表四川大学轻纺与食品学院及四川大学生物质与皮革工程
系向贵协会致以最诚挚的祝贺！30年来，贵协会致力于行为行
业科技进步和行业发展服务，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我
为你们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为你们做出的努力鼓掌，祝愿贵
协会节节高升，再接再厉，越办越好！！同时，预祝上海市皮
革技术协会创立30周年庆祝活动精彩、圆满、成功！
陈武勇（四川大学轻纺与食品学院 院长、
四川大学生物质与皮革工程系主任）
2010年3月

恭贺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创立三十周年

为科研计
为行业先
马建中（陕西科技大学副校长、本会名誉顾问）
2010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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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贺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成立三十周年

引领皮革三十载 开拓创新在未来
过去的三十年，上海皮革技术协会在科技、产业、市场、人
才培养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卓越业绩，引领行业快速发展。我们
相信在未来的三十年，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继续开拓创新，与
时俱进，将取得更加骄人的成就！
张晓镭（中国皮革协会技术委员会主任、教授）
2010年3月26日

李开华（四川省皮革行业协会 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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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岩（河南省皮革行业协会 理事长）

刘瑞国（黑龙江省皮革行业协会 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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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皮革协会

《皮革与化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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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富昌（原上海皮革公司 党委书记）

远 望
贺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成立三十周年

风华正当而立年，
人文光华承卅载，
才摘二星辞旧曲，
寰球频传生态革，

犹如骏马奋策鞭。
科技兴业赖诸贤。
恰逢世博开新篇。
远望神州浪接天。

温祖谋（本会第六届理事长、原上海富国皮革副总裁）
庚寅年春月 (2010年3月25日)
小识：
“二星”，系指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于2007年授予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为“二星级协会”，
获此殊荣，奋发务实，转变旧观念，努力求创新。
“世博”，指2010年，时值协会成立三十周年，恰逢举世瞩目的上海世界博览会春申揭幕，
千载难逢，盛况空前， 今日大上海，旧貌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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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成立三十周年祝贺 辞

学鞋楦设计企业。于2001年着手筹建， 2003年上海

上海国学鞋楦设计有限公司

国学鞋楦设计有限公司正式在上海松江九亭镇久富
值此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成立三十周年之际，

工业区成立，实现了回归上海的创业愿景。国学公

我谨代表上海国学鞋楦设计有限公司和全体员工，

司始终秉持一个理念：用我们的技术，凭我们的能

以及我本人致以热烈祝贺！

力，为中外鞋业提供一流品质的鞋楦及一流技术服

今年是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的三十周岁的“生

务，客户的满意是国学企业永远的追求！公司主要

日”，在这喜庆、祥和的日子里，国学除了献上一

服务于中高档的鞋业客户。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和

份真诚的祝福之外，还带来了对上海市皮革技术协

全方位不断的改进完善，公司已赢得了国外一大批

会的诚挚感恩。感谢协会对国学企业的关怀和支

顶级的客户资源。运动鞋有阿迪达斯、耐克、爱世

持，感恩协会与我们国学企业融为一体，使之成为

克私、卡帕、李宁、茵宝、迪亚多纳、禧玛诺等名

协会大家庭中的一员。希望我们在皮革行业快速发

牌企业；皮鞋有日本的中村、村井、内田、帕卡、

展的良好的环境下，共同努力，共同进步，共同成

尤尼恩；台资企业有裕盛、宜泰、台华、达芙妮、

长。

科通力、哈森，还有百丽等一大批名牌企业已经成

我是中国制鞋行业的一名老员工，从事鞋楦设
计和皮鞋设计工作已35年整，和上海有很深厚渊源

为了国学企业的长期业务的合作伙伴，等等。取得
这些成就，都离不开协会的支持。

和感情。我师傅田金凤20年代在上海学徒，解放前

国学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协会，皮革行业的

一直在上海老西门，在我的师爷王冒的鞋楦作坊工

健康发展离不开协会。在此，我不仅代表我自己，

作。王冒师爷的师傅是上海“沈记鞋店”创办人，

还代表我公司全体员工，衷心祝愿上海市皮革技术

是上海制作绅士鞋楦、绅士皮鞋第一人，他就是沈

协会越办越好，在明天的灿烂阳光下更加絢丽夺

炳根师祖。

目，英姿飒爽！

80年代我在江苏无锡从事鞋楦设计工作，从那

董事长：陈国学

时开始就已经和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有良好的交
流。1986年我被上海胶鞋研究所聘为技术顾问兼胶
鞋研究所的工程师，完成了训练鞋研究项目，曾为

上海达明贸易有限公司

胶鞋研究所设计的保暖鞋楦和制作的保暖鞋荣获部
优产品称号。90年代初曾为上海亚洲皮鞋厂制作女

世博期间，金秋时节，恰逢上海市皮革技术协

皮鞋设计女鞋楦，使该厂女皮鞋在全国评比中获得

会成立30周年。忆往昔，峥嵘岁月三十载；看今

国优产品称号。这些荣誉的获得都是来之不易，都

朝，励精图治更美好。首先，我代表上海达明贸易

离不开协会的帮助与支持。

有限公司全体员工，向一直关心和支持公司发展的

自80年开始，我与上海鞋楦厂王根大和他的弟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子们就有着良好的关系，我们既是同行又是朋友，

上海达明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是一家

你往我来关系十分友好，所以说我和上海皮革制鞋

专业从事各种皮革工业用化工材料经营的民营企

行业有着很深的渊源。引以为慰的是我本人溯源于

业。多年来，通过协会搭建的平台，公司获取了许

上海，发展一直和上海联在一起。1999年无锡华崎

多中外技术信息和创新思路，更新了公司营销战

鞋楦有限公司从国有企业转制为私有企业，我收购

略，促进了企业发展。我们公司无论是经营理念、

了该公司的经营权，从而就开始准备在上海创办国

核心技术，还是质量保证、客户服务，都取得了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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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业绩，率先成为皮革工业用化工材料的领跑者。

业知名人士参与，大力推动了皮革行业繁荣与发

经过十多年的不断努力与创新开拓，公司所经营的

展。

产品，种类不断完善，品质不断提高，新品与时俱

在贵协会历届领导的关心支持下，我公司的业

进，服务更加完美，目前已拥有制革过程中从水场

务向着国际化的发展越来越宽。近年来我公司作为

到涂饰各个工序的专用化工材料。现已成为多家国

中国总代理，组织数百家国内企业参展参观了如下

际知名皮化公司在中国的代理和经销商，其中包

知名的国外展览：美国拉斯维加斯春秋季国际鞋类

括：德国司马化学品有限公司、美国陶氏化学公

展览会(WSA)，意大利波罗黎各皮革展，意大利加达

司、美国3M公司、美国联合化工公司、美国派德化

Garda春/秋季国际鞋展，德国杜塞尔多夫国际鞋类

学公司、意大利凯米特皮化公司等。公司的营销网

展览会(GDS)，日本东京国际鞋展（IFF），俄罗斯

络在浙江、广东、河南、河北、山东、四川、福建

莫斯科国际鞋类展览会(MOSSHOES)等。我公司还在

等制革业迅速崛起的区域设有分公司、办事处和代

协会的组织下，参观香港亚太皮革展，远赴泰国、

理经销商。在产品推广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客户的

台湾等地，与泰国工业院、台湾制鞋业同业公会等

技术支持和服务。公司的技术服务团队力量雄厚，

单位洽谈合作。

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技术服务需求。作为专业的皮

在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的大家庭中，我们倍感

革化料经营公司，我们所经营的品牌知名度和企业

温馨与幸福！祝协会的事业枝繁叶茂，祝协会的工

美誉度正在业界与日俱增。

作越来越顺，祝协会成立30周年庆典活动圆满成

长期以来，我和我公司的伙伴与协会结下了深

功！

厚的友谊，协会不仅是我们皮革科技人员之家，也
是我们皮革企业开拓前进的向导，我真诚地期待着

总经理：齐 红

通过协会与企业的共同努力，必将掀开上海皮革历
史的新篇章！

上海倩女鞋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汪

岩

值此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成立三十周年之际，
上海倩女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积恩先生率旗下全
体员工谨致热烈祝贺！

上海雅辉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倩女”除了献上一份祝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在这美好时节，迎来了

福以外，我们还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回首企业发展历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成立30周年！值此良辰，我谨

程，倩女鞋业自1996年起成立至今，协会一直给予

代表上海雅辉展览公司向一直关心支持我公司发展

我司极大的支持与帮助，为我司创造了一个良好的

的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商业平台和市场氛围，让我司成功铸就了“以人为

上海雅辉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主办承办各

本、质量第一、顾客至上、优质服务、拓展市场、

类国际性大型展览会、博览会、贸易洽谈会、学术

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和销售宗旨，使得“倩

交流会等活动的专业企业。自2003年以来，由贵协

女”迅速地茁壮成长，现已成为独立拥有多个自主

会主办，我公司承办的上海国际鞋类皮革、箱包皮

品牌的知名企业，并取得了平均年销售额破亿的好

具展览会，一年一届，已成功举办了七届。七年

成绩。

来，协会和我公司亲密合作、真诚携手，精心策

在“倩女”迅速成长的十四年中，协会也同样

划、共谋发展，致使上海国际鞋类皮革、箱包皮具

给予我们鼓励和认可，对“倩女”的提升和发展起

展览会参展企业连年增多，展出规模不断扩大，国

到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而我们则以此为动力，在

际化程度逐渐加深，现已成为全行业内的知名品牌

不断创新提高同时，连续七年荣获“上海市市场畅

展览之一，得到了各级主管单位以及业内人士的首

销品牌”并多次被推荐为“上海名牌产品”且获得

肯。尤能同期举行各种主题的论坛，广邀全国的行

了“国家产品免检证书”与“中国商业名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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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荣获上海市场领军企业“金楹奖”，上海市诚信

发挥自身优势，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设计出设销

企业等多项殊荣，让“倩女”在广大消费者及业内

对路、更新换代的产品，满足市场需求，回报社会

专业人士前拥有了一个良好的品牌效应与企业形

关爱，不断增强企业发展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创造

象，为我司进一步发展壮大打下了殷实基础。

力，努力把企业做大、做强，不辜负协会对我们的

最后，我谨代表我公司全体员工和我本人衷心

厚望。
最后，预祝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成立三十年大

祝愿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越办越好、越办越成功，
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协会定能带领全体业内同行

会圆满举办!

再创佳绩!

董事长：张积恩

上海兄妹猫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风雨砥砺，岁月流金。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迈
着矫健的步伐，风雨兼程走过了三十个春秋。值此
美好时刻，上海兄妹猫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沈
丽珠率旗下全体员工，向一直关心和支持公司成长
和发展的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表示崇高的敬意！ 同
时，对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成立30周年，致以热烈
的祝贺！
兄妹猫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创建于1990年，是全
国集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童鞋生产
厂。企业的服务宗旨是：诚信经营，追求卓越，不
断创新，与时俱进，以一流的款式和品质，满足客
户的需求，为童鞋业的发展再创辉煌！企业的经营
理念是： 坚持诚信守法，以德治企，公平竞争，
合法经营，争做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范。多
年来企业依托协会，协会服务企业，协会给我司提
供了优质的服务平台，通过协会组织的形势研讨、
技术交流、市场分析与社会活动，我们在品牌、创
新、营销上得到了许多启迪，我们对企业的发展前
景充满信心。近几年来“兄妹猫”品牌的童鞋在万
商云集、品牌纷呈的上海脱颖而出，销售业绩红
火，荣登沪上著名商厦金银宝座，离不开协会的大
力支持。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品牌知名度的日益
飚升，“兄妹猫”品牌获得了诸多殊荣：三优品
牌、四十强品牌、热销品牌、著名品牌及上海市商
业“领头羊”品牌；连续多年荣获年上海市名牌产
品；荣赝优秀设计奖、创新设计奖和全国皮鞋设计
一等奖。2009由协会推荐被评为迎世博守诚信“上
海十佳诚信企业”之一。现在兄妹猫牌童鞋已成为
沪上童鞋最大的生产商和销售商之一。我们要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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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成立三十周年献词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理事长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自1980年成立至今已
经三十年了，这是上海皮革科学技术发展坦途
的历程，值此我代表协会，向协会的全体会员
和 工 作
人 员 致
以热烈的
祝贺和亲
切 的 问
候，向曾
为协会做
出贡献的
老领导，
老科技工
作者、老
会员表示
由衷的谢
意、向所有关心和支持协会成长的各级领导、
行业同仁和国内外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
的敬意。
回顾往昔，三十年来协会在探索中不断前
进，协会诞生之时正值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协
会的技术交流、培训和咨询等工作热火朝天，
呈现一派良性发展的势头，协会度过了第一个
辉煌开局的十年，为协会以后的发展和生存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
各类企业已成熟壮大，协会咨询服务工作的能
级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协会开始探索一条
自行创业之路。一路艰难，一路行，协会度过
了彷徨求索的第二个十年，经验和教训激励我
们继续前进。

李家鸽

本世纪初，协会引来了第三个“服务、创
新”的十年，协会积极参与对企业的服务，与
企业家、管理者交流；积极发展行业中各种所
有制单位的服务工作，积极走向全国，携手同
仁、合作共赢；以展览、网络、媒体等为依
托，积极参与调研服务和国际交流。协会投身
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十年来，协会重新得到
发展，在社会上和行业中又重树了良好的形
象。
感悟三十年的历程给我们深刻的启迪和有
益的帮助。展望未来，我们将迎来一个崭新的
时期，新的形势要求我们努力实践科学发展
观、构筑和谐社会、发展低碳环保经济，积极
投身于上海国际大都市新一轮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中，未来将赋予我们新的任务核心的使命。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协会要积极参与
和推广应用清洁化生产技术，加强污染治理，
最大限度减少制革对环境的影响，确保皮革工
业可持续发展，为绿色低碳经济添砖加瓦。
我们也要为培养一批具有“自主创新，新
品开发”的设计人才和造就大量具有市场应变
能力的营销精英提供学习平台。
我们更要为“打造自主品牌”跻身于国际
名品行列，为中国的皮革工业真正由大国走向
强国而呐喊、而服务。
让我们扎实工作，开拓创新，尽心尽力尽
责为进一步开创协会各项工作的新局面而共同
努力，我们深信协会的未来一定更加美好，更
加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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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Jia-ge(chairman of SLTA)
August 11,2010
Thirty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founding of Shanghai Leather Technology Association in 1980,
symbolizing a milestone in the progression of leath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dertaking of Shanghai. Now
let me on behalf of the association and I myself express warm congratulations and extend cordial greetings
to all the members and relevant office workers of SLTA, cherish deep memory of or extend hearty thanks to
leaders of all previous sessions of the association, senior scientific workers and senior association members
who have made contribution to SLTA and give thanks to leaders of different administration levels, colleagues
of the leather industry and friends home and abroad.
For the past thirty years SLTA has made steady strides forward through exploration. The association
was founded just when China began to carry out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world. Its work of
technical exchange, training and consultation was carried out in full swing to show its rapid and vigorous
development. As a home place for leather scientists and technologists, SLTA showed its brilliant beginning
during its first ten-year career which laid a sound basis for succession of its work and for its farther
development.
During nineties of the last century, with furth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various
enterprises had strengthened themselves in the environment of market economy, work of consultation
service of the association could no longer meet requirements of the leather industry, therefore SLTA
resolutely changed its role and began to explore a way of pioneering a new cause of self creation. Going
through difficulties and setbacks, SLTA passed its second decade career of dilemma and exploration.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taught us to unite ourselves together to get with enterprisers and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rendering work of service to enterprises of different ownership in the industry cooperation with
colleague enterprises all over China for double-win and providing service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in the
form of exhibition, web-site and media(magazine). All in all, SLTA has plunged into the work of rendering
service to the society. For the third decade of career, SLTA has regained its strength for development and
has established a good image of self cre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sperity of industry and rendering
service with sincerity in the industry and the society.
We can gain a good deal of enlightment from SLTA’s experience of its thirty-year career, which will
be quite beneficial to us. In the future, we would be given new tasks and missions. We are going to meet
an era of quire new situation which demands us to take the view-poin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put it
into practice, to construct a society of harmony and to develop environment-friendly low carbon economy.
Shanghai as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will begin a new run of transformation in the way of development of
economy, we should actively take part in it.
A long trip begins with the first step. We should do our work from the beginning. SLTA should actively
take part in the work of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leaner technology and promote the work of energysaving, pollution control and pollutant disposal. All these will maximize the decrease of the Impact of tanning
on environment and thus develop green low-carbon economy and ens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leather industry.
SLTA should train and bring up a talent force of designers and stylists for self-creation and new design
development and should build up quite a lot of marker-oriented backbone distributors and should also lay
platforms for them to have chances for learning, exchange and mutual action.
We should have our own independent brands for our leather products so that they can rank among the
world famous brands and in the aspect of leather product industry China will not only be a great nation but
also a powerful nation. SLTA should do much propagation and service for such purpose.
Let us do much solid job and open the way for new creation. We should whole-heartedly strive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work of SLTA. Now let us hold out a hope of a better and more brilliant future of the
association!

- 18 -

C
忆往抒怀

会 长 献 辞
hairman’s speech

薪火相传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李方舟
2010年7月15日

30年的沧桑变幻，30年的风雨兼程，上海

发和质量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行业中一

市皮革技术协会已经度过了整整30个春秋。30

批富有经验的退休科技工作者发挥余热、施展

年来，有许多珍贵的记忆在心中烙上深深的印

才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我作为青年会员，也

痕，抹之

参加了协会组织的各类培训和技术讲座，其中

不去，挥

“保毛脱毛法及其实践的研究”、“制革污水

之不散，

治理技术及其科研活动”等讲座对我的专业知

久 久 难

识的提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协会组织的

以忘怀。

与日本和歌山县皮革协会举办的为期一周的皮

上 世 纪

革学术交流会、巴斯夫、拜耳公司的“皮革化

七十年代

工新材料”的试验与应用研究等至今记忆犹

中期，经

新。1994年协会组织了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号

历了“文

召会员踊跃参加，后经评委会认真评选，我和

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我们的祖国正处在百废

兰幼民、温祖谋高工合撰的《论八十年代猪皮

俱兴的年代。1978年党中央召开的全国科学大

制革新技术》获得了一等奖。1994年10月，我

会制定了科学发展规划，吹响了我国向科学技

经协会推荐，被评为第三届上海市科技精英

术进军的号角，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随着“上

（提名奖）。1995年11月，我在协会第五届会

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在科学会堂大门前重新挂

员大会上首次当选为协会理事。

牌，标志着上海的科技团体在经历了十年浩劫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形势发生了变

后的再生，原先的老协会焕发了青春，又孵育

化，上海制革、制鞋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已逐

了许多新的协会。使人欣慰的是在皮革前辈张

步淡化，协会为了自身生存和增强自主能力，

西林先生的创导下，1980年11月上海皮革行业

迎着社会兴办“三产”的热潮，成立了“沪江

的科技工作者也有了自己的群体，上海市皮革

皮革技贸公司”，经营皮革及其化工材料，随

技术协会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拂煦下开始茁壮成

后又兴办了皮革服装厂兼营加工与外贸业务。

长。而就在那时，我从学校毕业，开始了与皮

由于办厂用人不当，经营管理不善，监督机制

革的不解之缘。

不全，结果导致严重亏损，使得95年以前还是

协会成立之初，上海的制革、制鞋技术在

一个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协会一下子陷入了困

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协会在技术咨询和技术服

境，协会办公地点也不得不几经搬迁。理事会

务方面得到蓬勃的发展，为乡镇企业的产品开

采取果断措施，如：停业整顿、查找原因、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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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欠款、法律诉讼等等。1998年2月，协会第

了 “协会动态”“会员之家”栏目。为适应

五届理事会召开全体理事会议，选举我担任协

信息化时代的需求，2006年协会创建了协会的

会秘书长，主持协会日常工作。其时，我又正

专业网站．在网站开通以后发布了行业内的新

担任红光制革厂总工程师一职。受命于危难之

的信息，为皮革行业的有关企业提供了服务。

际，我一筹莫展，如何开创协会工作的新局面

2007年初，为更好地提供行业内的各方面信

是摆在我面前显得十分迫切的任务。在理事会

息，协会又对网站进行了全面的改版，并命名

的坚强领导下，在老同志的传、帮、带下，我

注册为“上海皮革网”。如今，协会已形成了

紧紧依靠热心协会工作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开

以《上海皮革》杂志和协会网站为主要的信息

始了二次创业。在1999年11月、2004年3月和

交流、传播工具，为皮革行业的科技振兴与经

2008年4月召开的理事会议上我先后当选为协

济繁荣提供专业化、人性化、多样化的优质服

会第六、第七、第八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兼秘书

务。
在学术交流方面，协会也采取了多种方

长。
跨世纪的薪火相传，几十年的心怀感悟，

式。每年的展会安排专业的技术交流活动。协

不由我心潮滚滚，思绪绵绵，往事历历在目，

会的网站也设专门的交流窗口，将有价值的学

使命重重在肩。

术论文发布进行交流。2006年我们利用展览会

1、开拓进取，创协会自主品牌：协会认

期间，组织了二场专业的技术讲座。分别由上

真贯彻“科教兴市”战略思想，投身改革开放

海国学鞋楦设计有限公司高级设计师陈国学主

和科技创新事业，利用现有的专业技术人才及

讲“关于鞋的舒适与鞋楦设计的研究”、由德

科研、检测、信息、培训等优势，在实际工作

国司马化工公司上海代表处的技术代表胡小明

中既用于探索，又求真务实，根据市场发展的

主讲“司马油脂耐热黄变性能”。这二场专业

需要，结合协会的实际情况，逐步形成了五

的技术交流讲座共吸引了100多名专业人士前来

个“一”的战略品牌。即：一个展会、一个

听课，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 2007年我们在

网站、一本杂志、一个检测中心、一个培训机

展览会期间举办了全国性的“皮革创新技术”

构。努力实现协会的改革发展与综合能力建设

论坛。2009年1月针对金融危及席卷全球，举办

相结合，进一步形成面向会员，面向学科发展

了“皮革行业形势研讨会”。2010年5月23日协

与联络国内外，业内外合作共赢的模式。这五

会成功举办了“2010参与世博品牌、创新、营

个“一”品牌是协会工作的核心、也是协会对

销”主题论坛，3位著名专家、教授作了精彩的

国内外交流的平台、更是协会的经济支柱。在

演讲。出席论坛的近百位代表来自全国皮革行

工作实践中深深体会到转变观念是一切工作的

业相关企业的负责人及专业技术人员。论坛别

前提，目前协会的主要工作正按五个“一”的

开生面，注重务实，精简高效，是创新论坛和

品牌运转，收效良好。在学会改革与发展中创

信息发布于一体的多元化盛会，既是一次务实

出了一条新路。

的协会年会，又是一堂知识更新的现场培训，

2、加强交流，树协会良好形象：在创立了
协会自主品牌以后，协会注重抓国内外的信息

更是一场深入皮革市场、实现零距离接触的交
流活动。
近年来，协会还接待了日本、德国、西班

和专业的学术交流工作。利用协会的展会、网
站、杂志等进行交流，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协会主办的《上海皮革》刊物上，开设

牙、意大利、泰国专程来访的国外代表团和驻
沪领馆官员。 2007年3月份，协会组团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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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泰国和台湾地区。在这

工，尽管他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但他热爱行

过程中我们组织参观了香港亚太地区皮革展览

业、热爱协会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他每周定

会、访问了泰国鞋业商会和台湾地区制鞋同业

期到协会指导工作，重大活动他都亲自策划和

公会。2009年协会派员参观了意大利博洛尼亚

参与，而且在重要的环节上能从严要求，同时

皮革展览会。通过这些交流活动能树立协会在

又考虑十分周到。如协会近几年举办的展会、

国内外的良好形象，同时也能传递各方面的信

论坛，从筹备到布展直到开幕包括贵宾接待工

息。

作等都倾注了他的心血。由于组织工作周密细

3、合理投入，促协会管理升级：为了适应

致，举办的七届展会和三次论坛都获得了成

市场经济的需要和提升协会内部的办事效率，

功，今年举办的效果为历年最好。协会的经营

近年来协会投入了部分资金，配备了专用的电

状况不断改善，资金的积累不断上升，无形资

脑、打印机、传真机等办公设施。这些设施的

产也不断扩大。

配备为协会的管理上台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为上海市皮革技术

目前协会能按上级要求在网上完成年检、网上

协会的成立和皮革科技实业的发展呕心沥血的

报税等工作。

张西林、石祥麟等皮革前辈以及协会的前任领

协会的网站从开通运行到目前，在资金上

导兰幼民、吕均毅、季仁已离我们而去，我深

也投入了一定的量，它虽不能直接创造经济效

深的缅怀他们。没有他们当年的奠基和开拓，

益，但能与信息化时代同步，产生很大的社会

就没有协会历史辉煌的昨天；同时我们看到健

效应，无疑是有利于协会发展的。

在的老科技工作者虽然已经白发苍苍，但老

协会目前的管理工作也正向规范化、制度

当益壮继续焕发青春活力，没有你们的鼎力支

化方向迈进，协会继2006年被评为市科协系统

持，就没有协会成绩斐然的今天；同时也看到

一星级协会之后，2007、2009两年连续被评为

更多正在脱颖而出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企业

市科协系统二星级协会。

家在努力为协会的二次创业献计献策。没有你

4、务实从严，抓工作初见成效：协会作

们无私的奉献，就没有协会蓬勃向上的明天！

为社团组织，说到底，管理的成分很少，更多

三十年过去了，我也从一个青年学生伴随

的是服务。怎样搞好服务，确实值得我们深入

着协会一起成长，见证了协会的发展历程。现

研究思考。协会的同志时常埋怨工作难做，我

在已是年过半百的准老人了，而协会正当而立

想，协会工作确实有难度，化解困难的根本的

之年。道路曲折，前途光明。我们怀念过去，

出路在于改革。所以协会一定要增强改革意

珍惜现在，但更瞩目于未来。我衷心祝愿协

识，在体制、机制上出思路、出新招，真正把

会对皮革科技和行业经济的发展，作用越来越

改革创新作为协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大，社会地位越来越高！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

务实从严是协会历任领导倡导的工作作

成绩！`

风，由于我兼任上海皮革质量检测中心的主
任，平时的行政事务比较繁忙。但我每天抽出
一定的时间，策划协会的工作。组织学术交流
活动，将协会的主要工作内容及时在杂志和网
站上刊登，使信息能得到及时的交流。在这
里，我要特别感谢协会的高级顾问温祖谋高

- 21 -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

三十年

Recalling the past and passing the torch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Li Fang-zhou (vice-chairman and secretary general of SLTA)
July 15th, 2010

Time has brought great changes to China for
the past thirty years. Such thirty years are also the
unusual career of Shanghai Leather Technology
Association, which has engraved on my mind
and cannot be wiped away from my memory. As I
recall, in the middle of seventies of 20th century,
China has just got over ten years of upheaval
and full-scale reconstruction was under way, An
all-China science meeting held by the central
leading body of the party in 1978drew up a science
development programme which sounded the
clarion call to march toward the modern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us brought us a new
spring time for science development.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hung its
shingle a new at the gate of Shanghai Science
Hall thus symbolizing regene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ganizations after termination of tenyear catastrophe. Not only the original associations
radiated their vigor but also many new associations
were established. Initiated by our older generation
leather scientist Mr. Zhang Xi-Lin, Shanghai Leather
Technology Association was set up in November
1980to act as a home place for scientists,
technologists and technicians of Shanghai leather
industry and began to develop itself under the
spring sunshine of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Just
at that time I graduated from school and began my
career which has bonded me closely to the leather
industry.
When SLTA was founded, the tanning industry
and footwear industry of Shanghai were technically
at a leading position in China, so SLTA could
make great advancement in its work of rendering
technical consultation and technical service
which not only gave much contribution to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to township
enterprises but also provided wide space for retired
experienced technician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talent in rendering their afterglow service. At that
time, as a young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I
took part in various kinds of training and technical
lecture courses arranged by SLTA
and I was
very much impressed by some lectures such as ‘A
research on hair-saving unhairing and its practice”

and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works of tannery
effluent disposal”, which gave full promotion to my
learning of specialty knowledge. Some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SLTC still remain fresh in my memory,
such as a one-week scientific pursuit to make
academic exchange with Japanese visitors from
Wakayama Prefecture Leather Association and
application trials of newly developed Leather
chemicals of BASF and Bayer companies. In
1994, I joined the activities of excellent academic
thesis appraisal arranged by SLTA, the paper ’S
comment on novel pigskin tanning technology in
the eighties” written by two senior engineers (Lan
You-min, Wen Zu-mou) and me got first-class
award. In October 1994, with recommendation
by the association, I was appraised as one of the
backbone technologists of Shanghai (nomination
award) as granted for the third session, evaluation.
In November 1995, I was for the first time elected
council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during the fifth
general membership meeting of SLTA.
With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there was a quick
change in the situation of SLTA as the superiority
of leading position of the tanning industry and
footwear industry of Shanghai had lost. The
association was at crossroads and had to make
choice for its existence and independence. In the
trend of setting up third industry firms by many
manufacture enterprises, SLTA established a store
with the name of ‘Hu Jiang Leather Technology
Trading Company” for distribution of leather and
leather chemicals, and later a leather garment
factory was set up which also ran business of
processing on buyer’s material and foreign trade.
However, large financial deficits of such factory
due to misuse of key personals, improper handling
of business and the lack of supervision system
put such an association which before 1955 had
possessed fairly great financial strength in an
awkward predicament. In such situation, SLTA had
to relocate its office several times due to the lack of
money. Then council of the association had to take
resolute measures including winding up business
of the garment factory far reorganization, fi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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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 of the situation and demanding payment of
debts together with law suits. In February 1998,
a council member meeting was held and I was
elected secretary general of SLTA in charge of
daily work of the association and at that time I was
chief engineer of Hong-Guang Tannery. Accepting
assignment in such critical situation, I was anxious
to find way out. I knew that the pressing task was
to open up a new prospect of the association, so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uncil, with the help
of people of seniority and experienced colleagues
and with the support of vast number of technicians
who cared about work of SLTA, I began to bring
the work of the association to the path of creation
a new career. I was successively elected vice
chairman and concurrently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sixth, seventh and eighth councils during council
member meeting held in November,1999, March
2004 and April 2008 respectively.
Recalling the past, I am very much touched by
what I have experienced in the work of SLTA. Train
of thought and a tidal surge of emotion come to my
mind. Everything I recall is cleat in my memory. The
torch has passed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but the mission load is still heavy and the road is
long.
Now I would like to say something about
experienc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k of the
association.
A. Creation of independently owned brands
Just like a factory or store has its brand
of product, an association should also have its
brands of work pattern.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developing market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n the work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reation, we have followed the policy
of both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According to
requirements for market development and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utilizing talent of
available technicians and specialty personnel’s and
also our superiority in scientific research, testing,
information propagation and training, gradually we
have formed five strategic brands of work pattern,
namely, exhibition, website, magazine, testing
center and training facility. Such five brands are
core of work of SLTA the platform for domestic
and foreign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above all,
the financial mainstay of the association. They
are model forms of combination of reform with
comprehensive capability construct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ts daily work facing vast association
members for science development and also for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both hom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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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oad and both within or out of the industry with
the result of double win.
As the association have learned to pave a new
way for advancement i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now key work is done effectively by means of such
five brands.
B. strengthening of the work of academic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In addition to creation of brands, the
association also have paid much attention to
domestic and foreign academic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by means of exhibition, website and
magazine.
The association have started two columns
with the names of “Recent trends of SLTA ”
and “Home of association members” on the
magazine “Shanghai leather”. To suit requirements
of information age, in 2006, SLTA opened its
specialistic website to release news and information
of the industry thus rendering service to leather
industry and relevant enterprises. At the beginning
of 2007, for issuing much more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of the industry, the association made
rearrangement of overall web-pages and registered
the website as “Shanghai Leather Net”. Now the
magazine “Shanghai Leather” and SLTA website
have become main tools for facilitating in formation
exchange and propagation and thus rendering
multiple form human-oriented specialistic service
to leather industr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motion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In the aspect of academic exchange, several
forms of activity have been employed. During
each exhibition held by SLTA, specialistic technical
exchange was arranged. The website also have
issued better academic papers through its special
window for interchange. In 2006, during exhibition
of that year, we arranged two technological lecture
courses—“A study on footwear comfort and shoe
last designing” by senior designer Chen, Guoxue of Shanghai Gouxue last Design Company,
LTD. and Fastness to heat yellowing properties of
zschimmer&schwarz chemical company(Germany)
Shanghai office, with audience of more than one
hundred specialists. In 2007, during exhibition of
the year. SLTA held a nation-wide tribune of “Novel
Leather technology”. In 2009, In view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we held a meeting for discussion
on situation of leather industry. On 23rd of May,
2010, SLTA successfully held a theme tribune of
“Brand, creation and marketing for EXPO 2010
participation” giving lectures by three famous
experts/professors with audience of less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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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hundred people including leading cadres and
technicians of leather enterprises from all over
China. Such tribune have combined lectures of
creation with information issuance, embodying not
only an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or an on-thespot training, but also an information exchange
activity of zero distance contact deep into the
leather market.
In recent years, SLTA received guests of
foreign delegations from Japan, Germany, Spain,
Italy and Thailand and some officers of foreign
consulates in Shanghai. In March 2007, our
delegates visited Hong Kong, Thailand and Taiwan
area. During the travel, we took part in the visits
to APLF exhibition, Thailand Footwear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Footwear Trade Association of
Taiwan. In 2009, SLTA sent people to Italy for visit
of Bologna Lineapelle Fair. All these exchange
activities can not only establish good image of
SLTA home and abroad, but also can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of various aspects.
C. Upgrading management of SLTA
For the work efficiency upgrading of SLTA to
suit requirement of communication under marketing
economy condi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association
has allocated some fund to buy computers, printers
and fax machines for office work, which have
shown their function in management of SLTA. Now
the association can also perform the work of annual
inspection and tax declaration through its website.
As to the website, the association also has
invested some fund for its starting and running.
Though it cannot offer direct economic benefits,
it still has much social benefits in rendering
information service thus promoting development of
SLTA.
N o w m a n a g e m e n t o f S LTA i s o n t h e
road of upgrading through normalization and
systematization. In 2006, SLTA was appraised as
one-star class association and in 2007
D. Improvement of work style
I n m y p o i n t o f v i e w, S LTA a s a s o c i a l
organization, its daily work is not mainly for
management, but is for rendering service, How
to optimize our service is a theme worthy of
thinking. Actually there are difficulties in the work
of the association, yet the solutuin is reform.
Only enhancement of our idea of reform and
improvement of our work style can lead us to the
way of futur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Dealing with concrete matters and being
stringent in work have formed the work style
initiated by previous and present leaders of SLTA

and I follow suit. Though I am now busy with my
concurrent work as director of Shanghai Leather
Quality Inspection and Testing center, I still spend
some time for planning the work of SLTA such
as arrangement of academic exchange and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main activitie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publication on the magazine
and website. Here I will express my thanks to our
senior consultant senior engineer Wen Zu-mou.
His spirit and behavior of giving contribution to the
industry and association in his year of over sixty
age have kept me deeply moved. He comes to
the association office at certain definite tine every
week for guidance of our work. He has participated
in every main activities with guidance of planning,
preparation, Lay-out, opening. For instance, the
exhibitions and tribunes held in recent years
have been quite successful, among which the
7th inhabitation and third tribune this year are the
best and all these results have been partly due to
his help. As a result of these activities, SLTA has
upgraded its fund accumulation and intangible
assets and has improved its financial conditions.
Thirty years have passed and while. I recall
past en\vents of SLTA I also cherish the memory of
our seniors including people of older generations
of leather industry Zhang Xi-lin and Shi Xiang-lin
and previous SLTA leaders Lan You-min, Lu Junyi and Ji Ren who had given much contribution to
the work of the associ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eath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had passed
away. The association’s yesterday depended on
them. With the support of many veter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orkers, SLTA has got good results
in its work. The association’s today depends on
them. Yet much more middle-aged and you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orkers and enterprisers
are striving for new creation of career of SLTA. The
associations tomorrow will depend on them.
Thirty years have passed, from a young
student to a middle aged person of over fifty, I have
witnessed the career of development of SLTA.
The road is tortuous, but the prospects are bright.
We recall the past and cherish the present, yet we
should focus our eyes upon the future. I sincerely
hope that SLTA will give much more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leather science and leather
industry and get much more good results in its work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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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的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Shanghai Leather

间的合作和交流拓展空间。

Technoloyg Association-SLTA ）成立于1980年11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和人类社会文明进步，

月，是经上海市科协同意、上海市民政局核准注册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在上海市科协的领导下，顺应

登记的社团法人，是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所属的二

时代与行业的发展趋势，力求把时代精神、行业特

星级学会之一。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也是中国皮革

色和社会责任融入到协会的工作中去。根据《上海

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国皮革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是以全市制革、毛皮、制

行业“十二五”及2020远景发展规划》，编制并付

鞋、皮革制品和皮革五金、皮革机械、皮革化工、

诸实施《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十年发展规划纲要

鞋用材料等企、事业单位和专业科技工作者为主体

（2010—2020）》，改革和发展新的科技服务方向

所组成的社团，设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现有个人

与机制，发挥协会推动科技进步、促进行业管理的

会员240人，团体会员128家。协会与团体会员建

双重功能，以展览、网络、媒体等为依托，搭建协

立必要联系和业务指导关系。本会的主要业务范

会的行业信息、品牌营销、科技交流和综合服务的

围：包括四技服务、学术交流、技术咨询、专业会

大平台，充分发挥协会在科学技术与皮革专业上的

展、技术转让、技术培训等。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特殊优势，为企业、商界、社会及时提供在科技创

中国皮革协会、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四川

新、技术咨询、专业培训、科普教育等多方面的功

大学、陕西科技大学等全国业界知名专家、教授以

能性服务，开创协会功能创新与职能改革的新局

及上海皮革学科学术、技术带头人担任协会名誉顾

面，为实现中国皮革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多做贡献。

问。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以创新、交流、咨询、服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

务为宗旨，立足上海，辐射全国，放眼世界。积极

会址：上海市南塘浜路116号4号楼

开展国内外专业学术交流活动，组织本行业重点学

邮编：200023

术课题研讨和国内外科研考察；充分发挥协会优

电话/传真：021-63012804

势，多渠道、多方式的开展技术咨询服务；接受专

网址：www．slta．net．cn

业科技攻关和技术创新项目的咨询与论证，参与本

电子信箱：slta2008@sohu．com

专业学术成果、科研项目、技术创新以及新工艺、
新技术、新产品的评审、鉴定与验收， 提供本行业
各类技术人才的专业培训。
本会致力于强化信息交流的力度，提升技术经
济领域的服务效率与水准，以《上海皮革》杂志和
协会的专用网站《上海皮革网》www．slta．net．
cn 为主要信息交流工具与传播载体，以上海市皮
革质量监督站为公共平台，为皮革行业的科技振兴
与经济繁荣提供专业化、人性化、多样化的优质服
务，开展了多形式、全方位的技术经济工作。利用
本会的专业优势、行业影响和社会资源， 迄今已
连续七年每年一届举办了第一至七届“上海国际皮
革、鞋类、箱包制品展览会”，为企业提供展示平
台、营销渠道和贸易商机，为广泛开展阜际、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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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Leather Technology Association

Shanghai Leather Technology Association
(SLTA)founded in November, 1980, is a
legal person of registered mass organization
authorized by shanghai civil administrations
with the consent of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SSTA)and is one of the
two-star class associations under SSTA, also
the standing council member until of China
Leather Industry Association(CLIA).
SLTA is composed of 240 individual
members of specialist technical personnel
and 128 group member s of enterprises or
institutions of leather-making, for dressing,
f o o t w e a r, l e a t h e r g o o d s , l e a t h e r m e t a l
a c c e s s o r y, l e a t h e r m a c h i n e r y, l e a t h e r
chemicals and shoe material. Necessary
connection is needed between SLTA and
i ts g r o u p m e m b e r s so a s to g i v e th e m
vocational guidance. Main scope of business
of the Association includes technical service,
academic interchange, fair or exhibitio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echnical training.
Famous experts and professors of China
Light Industry Federation, China leather
Industry Association (CLIA), China Leather
and Footwear Industry Research Academy,
Sichuan University, Shan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and persons of Leading
role in academic and technological circle of
leather science in shanghai are invited to act
as honorable consultants of SLTA.
SLTA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bringing
forth new creation, exercising interchange,
practicing consultation and rendering service
with shanghai as foothold for spreading all
around China and the world. The Association
takes active parting activities of many aspects,
such as arranging specialistic academic
exchange, seminars on key academic subjects
of leather industry and domestic or world
scientific study tours; exercising its superiority
in technology to render multi-channel technical
consultation of various forms; giving advisory
evaluation and proof on key-task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jects or technical innovation
items; participating in examination, appraisal
and acceptance of leather industry academic

- 26 -

achievements, scientific projects, technical
innovations as well as new technological
processes, new projects of leather specialty;
providing professional training for leather
industry technical personnel of various
specialists.
SLTA strives to strengthen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enhance service in technical
and economic area by utilizing the magazine
of “Shanghai Leather” and special website
“Shanghai Leather Website”(www.slta.net.
cn) as means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carrier of propagation and using Shanghai
Leather Quality Monitoring Station as a
common platform to render varied humanoriented high-quality specialized. Service
for vital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leather industry and prosperity of economy
so as to enhance overall work of multiple
form in the area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y.
On the basis of utilizing its superiority in
specialty, influence on leather industry and
social resources, SLTA has so far held the
annual fair of 1st to7t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Leather, Footwear and Luggage Exhibition”
for seven years, which provides platform
f o r d i s p l a y, m a r k e t i n g c h a n n e l s a n d
opportunities for trading and also extends
space, fo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rchange.
With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progress
of human, societ, under the guidance
of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SLTA will go with the trend of
the times and leather industry and do its
best to reflect contemporary spirit of the
age, special feature of leather industry
and responsibility for society in its work.
In accordance, with “Medium and long
ter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gramme of Shanghai” and “20 th fiveyear and future development programme
for year 2020 of China leather industry”,
SLTA has drawn up a plan of “Tem-year
development programme of Shanghai
Leather Technology Association(2010-

O
2020) and put it into practice. Main points of
the plan include development of a reformed
system for rendering newly orient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rvice and exercise of double
function of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nd enhancing industry management. SLTA will
do its best to utilize exhibition, media and website
to set up a broad platform for industry information
collection, brand marke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 and comprehensive service
offering. The Association will give full play to its
special superiority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leather speciality in rendering functional service of
technical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consultation,

协 会 简 介
rganization profile

professional training,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to enterprises, commercial circle and the society.
SLTA will work hard for making further contribution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 Leather
industry by opening up a new prospect of functional
innovation and reform of the Association.
Shanghai Leather Technology Association
Address: Building 4,No.116 Nan Tang Bang
Toad, Shanghai
Zip code: 200023
Telephone/Fax: 021-63012804
E-mail: slta2008@sohu.com
Website: www.slta.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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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三十年沿革
Thirty Years of Shanghai Leather Technology Association
compiled by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special publication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自1980年建会以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的领导下，在老一辈皮革先驱的创建、
呵护和新一代皮革同仁的传承、耕耘下，已经走过30年不凡的敬业历程。三十而立，30年的成长，协会沐浴
阳光、经历风雨，青春闪耀、风华绽露，他像一尊上海皮革界老中青科技工作者的群体雕像屹立于东海之
滨。三十年来，协会不仅积极投身我国改革开放的洪流，经历上海皮革工业的繁荣与辉煌，而且自觉地接受
中国皮革协会发展全国和地方皮革行业的规划与部署；不仅使自身成为皮革科技人员之家，而且成为皮革企
业“创新、交流、咨询、服务”的平台；立足上海，辐射全国，放眼世界。我们协会积极开展国内外专业学
术交流活动，认真组织本行业重点学术课题研讨和国内外技贸考察；充分发挥协会优势，多渠道、多方式的
开展技术咨询服务；竭诚接受专业科技攻关和技术创新项目的咨询与论证，频繁参与本专业学术成果、科研
项目、技术创新以及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的评审、鉴定与验收，并提供本行业各类技术人才的专业培
训。科技接力，历史传承，协会理事会业已进入第八届任期；如今，已经评审蝉联为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
（以下简称：市科协）所属的“二星级协会”，也仍为中国皮革协会（以下简称：中皮协）的常务理事单
位。

改革开放初期
协会的第一个十年
Eearly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First decade of the Association
1980—1990

依靠四大支柱产业
营造科技人员之家
Relying on four mainstay branches of the industry
Establishing home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协会在第一个十年期间，根据1980年11月28日市科协下达“关于建立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的批复”（沪
科协80字第193号），“同意建立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由张西林等同志负责组建工作，并通过民主选举产
生理事会后，报市科协”。协会筹委会以上海皮革工业系统为主体，携手商业、军工、外贸系统，经过酝酿
协商提名，于12月15日，通过协会全体会员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其
后，先后经历了1984、1988年第二、三届理事会的换届改选，分别有张西林、兰幼民任理事长、季仁任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理事会聘请时任上海市皮革制品公司经理马广生为协会顾问。协会会址设在上海市黄浦区延
安东路335号。
协会成立之初，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科技春天来临之至，皮革界科技人员的热情空前高涨，“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初步确立，科技攻关与技术改造的氛围逐渐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协会按自然行
业划分制革毛皮、皮鞋、皮件、皮化、机械等五个专业学组，所吸纳的个人会员按学组归口，并把开展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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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技术咨询协作、专业技术培训等活动列

研发的“登云牌”女皮鞋，可与澳洲邓禄普产品媲

为协会的工作重心与服务主体，协会也自然成为皮

美，深受消费者青睐；上海益民制革厂“合成内底

革行业“科技人员之家”。

革”研制成功，上海鞋楦厂研制的“塑料弹簧楦”
的诞生，上鞋、一鞋、二鞋、宝屐、亚洲、上运等

发挥科技领先优势
参与皮革科技攻关

厂开发皮鞋生产流水线的纷纷成功到位和以上海皮

Exercising leading role and superiority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ticipating in work for tackling key problems
in leather industry

革化厂为创新主体所研发的一系列新型皮化材料为
制革新技术配伍、应用雪中送炭；皮革真空干燥
机、Y型试验转鼓等皮革机械新品的率先研发，推助
制革业插翅腾飞。这一切，使上海皮革行业呈现出
一派科技创新的繁荣兴旺景象。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皮革行业曾经先后承
担（由上海皮革公司承担、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众

推助援建项目建设
培育就造一批新人

多会员参加）过诸如：国家“六五”、“七五”、
“八五”时期科技攻关项目“高档猪正面革生产工
艺技术研究”、 “南方低次猪皮制革新技术研究
开发”；承担过多期联合国工发组织援助项目“轻

Enhancing construction of assistance projects;
Cultivating and bringing up a new force of
technician

工业部上海皮革技术中心”和“制革污染控制”；
以及地方行业改造项目和科技创新课题研究如上海
制革行业迁建改造项目、上海轻工赶超亚洲“四小
龙”项目、“高档、新颖、轻软、舒适”八字皮鞋
开发项目等等。其中，“六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
“高档猪正面革生产工艺技术研究”圆满完成，并
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猪皮软底革的研制”和“南方低次猪皮制革
新技术研究开发”项目的完成，解决了约70%面粗
质次南方猪皮原料皮资源的利用问题，并明显地提
升了研发产品的质量档次，开发了众多花色品种。
“新颖、高档、轻软、舒适”八字皮鞋的开发研
制，在男女童鞋全面展开。其中，上海第一皮鞋厂

1980年，协会理事长张西林作为中国皮革科
技界的杰出代表，在出席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会议、国际皮革专家组织会议商讨对发
展中国家提供旨在发展皮革的援助时，一举赢得了
UNIDO首次对华援助皮革项目，旨在创建“轻工业
部上海皮革技术中心”，并由他出任首任国家项目
主任。1981年初项目实施在即，亟需培养一批懂技
术、会外语的人才，协会和公司决定组织外语培训
班。首期培训班由项目主任张西林主持，协会特约
译审、公司外经科彭尚智为专职英语教师、资深制
革专家祝爱德为兼职皮革英语教师，为期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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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4月，项目第一期工程“皮革质量分析检测实验

探索对外合作交流
积极开展四技活动

室”筹建工作启动，地点设在上海红卫制革厂实验
室内。为加强管理，时任协会理事、上海红卫制革
厂副厂长兰幼民出任项目主任助理。协会会员温祖
谋、朱军、刘莉、姚培德、谢海宝五人被选派为实

Extending way of foreign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Taking active part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

验室成员，接受来华专家阿·勒休斯的现场指导，
并通过协会专业组活动形式开展对业界相关人员的

1983年，上海市皮革协会与日本和歌山皮革技

技术培训。11月，国家项目主任张西林宣布，经过

术协会在上海市科学会堂共同举办了国际皮革展览

选拔、考试，协会会员温祖谋、姚培德和朱军、谢

会，并取得圆满成功。这是协会首次与国外同行开

海宝4人受UNIDO派遣，分别赴布达佩斯和阿姆斯特

展的国际性科技交流和技术合作，虽然当时的皮革

丹进修皮革分析检测课程，接受国际标准化专业培

展览规模有限，但作为初次尝试获得成功，这为协

训，为时半年。1982年2月，协会副理事长、上海

会今后开展广泛的国际会展、科技交流和技术合作

皮革研究所所长石祥麟接任国家项目主任，继续实

奠定了良好基础，意义深远。此后，两个协会之间

施“轻工业部上海皮革技术中心”项目第二、三期

建立友谊，通过和歌山皮革技术协会的牵线，为皮

项目建设。1987年起由时任上海皮革研究所所长冯

革界的青年科技人才培育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时益

玉麟接任国家项目主任。1988年，项目建设全部竣

民制革厂的周跃庭等青年赴日学习和工作就是一

工，完成三方评审和项目验收，并交付使用。

例。

1998年12月，协会和上海富国皮革有限公司携

1984年，协会筹建了技术咨询部，开展“四

手承办由UNIDO与中国皮革协会主办的“制革工业职

技”（ 皮革专业技术转让、开发、咨询、培训）服

业安康及妇女就业培训班”。协会副理事长、上海

务，由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季 仁全面负责，技术

富国皮革副总裁温祖谋和协会理事、UNIDO国家项目

咨询部由徐建富、徐淇生主管。为组织力量协开展

副主任宋宪雯主持此次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制革厂

技术咨询服务，协会曾先后聘请王继铨工程师、朱

工作条件与环境保护、制革安全生产与劳动保护、

敏制革技师以充实技术咨询队伍，强化对外技术咨

参观上海制革污水处理厂、我国有关妇女法律、法

询力量，主要分管猪牛羊皮制革技术咨询方面项目

规选讲、制革基本知识与技能、制革女工保健护理

实施过程中的组织指导工作。
1986年，协会聘任已退休的王金龙工程师为协

等。
1999年、2004年，UNIDO官员布林先生应聘两度

会办事处主任兼学术部主任，分管协会下属五个专

出任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名誉顾问。2000-2003年，

业学组的技术讲座和学术交流工作。五个专业学

在中国皮革协会常务副理事长、UNIDO国家项目主任

组，每月在市科协会堂组织一次技术讲座，有计

张淑华领导下，由时任协会理事长、富国皮革副总

划、有论题、有主讲，参加者踊跃，人气旺，效果

裁温祖谋兼任UNIDO援助项目（制革污染控制、职业

好，对业内科技人员收获较大，讲座办得比较成

安全健康）上海大场示范点首席执行人，并被UNIDO

功。在1986—1990年的五年期间，每年按计划组织

聘为该项目的专家之一，先后协同项目专家克隆费

举办技术讲座，其中，据统计，1989年协会全年开

罗（意大利）、弗林茨（德国）的现场工作，执行

展学术研讨、技术交流、科技论坛共38次，参加人

项目“点上受援、面上受惠”的方针和项目成果在

数达1820人。其中：制革、化工学组14次，皮鞋学

海宁、辛集等地的推广应用。

组13次，皮件学组6次，机电学组5次。所举办的技
术讲座，不仅为贯彻“科技兴业”的方针迈出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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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伐，而且对于提升上海皮革界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起到积极作用，曾受到
市科协多次好评和广大会员的由衷称赞。1986—1992年间，根据上海市皮革中专职校
的提议和请求，协会与职校双方合作联办“皮鞋设计培训班”，并派出王金龙工程师
为该班的兼职技术指导，实际上从生源、师资、教材到校舍，一一落实，开办的培训
班运作正常，效果良
好。
同年，协会在上海
重革厂为制革界老前
辈、老专家金宗党高级工程师举办七十大寿
庆典活动，得到时任该厂厂长的陆德云先生
的大力支持，庆典热烈隆重，异口同声称赞
协会以人为本，为会员谋福祉，大大提升了
协会的人气和凝聚力。
1990年，协会面向全国皮革界（特别是
制革企业）的技术咨询工作蓬勃开展，收效
甚著，协会的知名度与日俱增。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曾向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提交了一笔人民币5，000元的
捐赠款，得到市科协的表彰，并获赠“捐赠奖杯”一座。

调整发展时期
协会的第二个十年
Period of adjustment and development
Second decade of the Association
1991—2000

服务企业推助行业
技术咨询业绩斐然

1998年）上海市宝山区南大路制革路84号（19982000年）。

Promoting advancement of the industry by
rendering service to manufacturers
Carrying out technical consultation with great
achievements

协会在90年代初，协会在上海皮革研究所合办
内刊《上海皮革信息》，几年后，协会向市新闻
出版局申请获得刊号，遂与上海皮革研究所联合
创刊《上海皮革》(刊号：K第0069号)，既是协会

在第二个十年期间，协会先后经历了1991、

会志，也是行业媒体，以促进科学技术的创新与传

1995、1999年第四、五、六届理事会的换届改选，

播，提供行业科技交流与信息媒介平台，为广大会

分别由吕均毅、陈定国、温祖谋任理事长、季仁、

员和皮革行业服务。1991—1993年，协会组织了一

李方舟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次皮革科技论文评奖活动，向全体会员发出通知，

协会会址几经搬迁，先后设在：上海市虹口区

广泛征集、鼓动参与，希望大家积极撰写论文（含

马厂路45号（1993-1996年）、公平路88号（1996-

1990-1993年间会员在专业杂志上以公开发表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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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专业技术培训
壮大技术骨干队伍
Strengthening technical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personnel
expanding the ranks of mainstay technical
force
协会注重科技领先，讲究务实创新，先后组织
举办诸如：绵羊风格的山羊服装革、普拉普、蜡
感、仿古等时尚效应涂饰技术、皮革发泡涂饰技

文著作）。最终评奖结果：获一等奖论文一篇，题
为《论八十年代猪皮制革新技术》（作者兰幼民、
温祖谋、李方舟）；获二等奖论文三篇题为《胶粘
绷尖机的液压系统》（作者唐牟）、《皮鞋榜样设
计循环比例入手》（作者王金龙）、《保毛浸灰工
艺》（作者陈定国）；获三等奖论文六篇、纪念奖
十篇、鼓励奖一篇，并向获奖者颁发证书。这一活
动对于推动科技创新和开展科普活动起到积极作
用。
1991年12月， 鉴于协会工作业绩昭著，尤其是
协会技术咨询部所开展的技术咨询活跃，推动行业
发展的功能作用突出，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的
“为一万个中小乡镇企业服务活动”中，荣获中国
科协颁发的第二届“金牛奖”。技术咨询部主任徐
建富同志荣获先进个人三等奖（含奖牌、奖金、荣
誉证书）。
1992年3月29日，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向协会
颁发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技术咨询部的“科技咨询
证书”（沪科咨证Q丙0943号），同意该部承担科技
咨询项目。8月，协会技术咨询部外派技术咨询服务
人员：张福生、蒋来星赴安庆市制革厂、董先棠赴
吴县第二制革厂。9月，协会牵头，由上海益民制革
厂与吉林通化皮鞋厂签订新建合成革车间项目，协
会理事、该厂的陈有文、顾广发高工等赴通化皮鞋
厂履约数月，帮助该皮鞋厂完成了合成内底革、主
跟、包头革的研制任务，并建立新车间予以投产。

术、等专业技术培训30多次；协会还会同企业工
厂，与诸如：巴斯夫、拜耳（朗盛）、斯塔尔、罗
姆哈斯、科莱恩、汽巴嘉基、德瑞、汉高等国外皮
革化工公司开展现场技术交流、新品研发试验累计
50多次。
1991—1994年间，据统计，协会学术部通过各
专业组组织学术交流研讨活动共62次，参加的科技
人员达2563人。其中：制鞋组19次，制革、化工组
17次，机械组13次，皮件组12次，反映良好，成效
卓著。其中，1992年11月2日，协会在上海柳莺大
酒店举办“国内外皮革化工新材及其应用技术交流
会”，全国有20个省市170多名技术和业务人员前来
参加，还有西班牙、德国、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
区的专家与外商10余人一起参加交流。交流新材料
如核壳结构树脂涂料、两性皮革加脂剂、白色革树
脂复鞣剂等；新产品如金属效应革、绒面油感革、
疯马时尚革、蜡感效应革等。交流会相当成功，与
会人士耳目一新。
自1993年起，协会在《中国皮革》、《制鞋科
技》等媒体、中国皮革工业协会职业培训中心、上
海皮革联谊会、上海皮革企业管理协会等兄弟协会
支持配合下，租借上海佳华酒店开始举办中级“皮
鞋设计培训班”，每年两期，每期近三个月。培训
班有王金龙工程师主持，全权负责从招生、教学、
实习到结业的办班全过程，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从
绘图、设计、出样均有具体要求和考核标准。为全
国皮鞋行业及企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技术设计人
才和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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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6月，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季 仁高级

议）、湖南省武冈县皮鞋厂（1993、9、10签署协

工程师、协会副理事长、上海六联制革厂厂长温祖

议）。此外，协会与位于浦东张江的德江皮革厂签

谋高级工程师应邀作为皮革专家赴江西省南昌市华

署技术合作协议，协会秘书长季 仁高工出任该厂技

商大厦参加“中国华商国际皮革工业城项目”可行

术顾问，并由朱 敏技师牵头实施技术咨询，帮助该

性研究报告评估论证会。专家组组长为中国工程院

厂开发山羊鞋面革、山羊服装革产品。同年，协会

段镇基院士、副组长中国皮革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吕
绪庸教授、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季 仁高工，专家组共13位成员组成。华商（集团）
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戴晓云、总工程师孙勇、专家
室主任吴铁龙高工。这次活动为拓展省际技术论证
与交流开创了先河。

还对江苏启东浩达制革厂实施山羊服装革开发生产
的技术咨询，前期工作由朱敏技师牵头，后期工作
由吉武秀工程师负责。
1994年2月25日，上海市黄浦区工商行政管理
局签发“上海沪江皮革技贸公司浦东经营部”的营
业执照（字012006202号），经济性质国有企业，
主营皮革及制品、皮革原辅料，经营方式零售、批
发、加工，负责人徐淇生，经营期限至1998年12月

成立皮革技贸公司
调整转型步入低迷

31日。同年，协会技术咨询部开展的“四技”（ 皮
革专业技术转让、开发、咨询、培训）服务项目

Establishing new firm for technology trading
Getting to downturn due to adjustment and
rearrangement

有：无锡吉祥皮革有限公司（合作生产销售猪皮二

自80年代后期开始，一方面因为制革业的发展

协议）、江苏省启东市制革厂（提高黄牛面革产品

受到产业优化与环境保护等政策的限制，另一方面

质量，1994、12、31签署协议）。据朱敏回忆，在

协会开展技术咨询的技术队伍出现了青黄不接，所

1993-1995年间，协会还先后与河南平顶山制革厂、

以技术咨询活动明显萎缩，进入一个较长的调整、

江苏苏州厢城制革厂签署过有关牛皮鞋面革生产的

转型时期。随着乡镇企业的成熟和退休人员的技

技术咨询项目。

层绒面革，1994、5、16签署协议）、沈丘县华联
贸易公司（承包经营水牛面革，1994、12、26签署

术老化，1993年以后，协会的技术咨询服务遇到

1995年1月17日，协会所属上海沪江皮革技贸

困难，逐渐萎缩，收入显著减少。而社会上开办

公司根据时势推出经营利润包干、超额分成的激励

三产、全民经商之风越刮越盛，在此时势的影响

机制，技贸公司总经理季仁与业务经营部经理耿炳

下，协会开始走上办技贸公司、经商办厂等探索

龙、技术咨询部经理徐建富，正式履行“1995年度

具有风险性的经营之路。1993年1月9日，上海黄

利润包干、超额分成协议书”。同年，协会或协会

浦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签发协会所属“上海沪江皮

技术咨询部开展的“四技”服务项目有：江苏省

革技贸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江都县皮革制品总厂（提高黄牛面革产品质量，

012006200），注册资金30万元，法定代表人季仁，

1995、1、1签署协议）、江苏省镇江市饶丰皮革有

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经营方式：服务、零兼批、

限公司（提高产品质量、健全技术管理，1995、2、

加工，主营皮革专业技术转让、开发、咨询培训与

5签署协议）、沈丘县华联贸易公司（原料皮保藏，

服务，皮革，皮鞋，皮革制品，皮革原辅料。同

1995、3签署协议）、上海宝林制革厂（技术合作，

年，协会或协会技术咨询部开展的主要“四技”服

1995、4、11签署协议）。此外，协会与山东定道

务项目有：上海兴中皮鞋有限公司（联营，1993、

县制革厂签署由“裘皮加工转为制革生产的设计改

3、12签署协议）、无锡县东北塘浦巷实业公司（联

造”技术咨询项目，由朱敏技师带队去当地实施。

合生产经营黄牛面革整饰加工，1993、4、20签署协
议）、江苏省南通市制鞋二厂（1993、8、10签署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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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主编周珂银为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协会理事们

投资办厂一度受挫
遭遇危难再次创业

深感时下正值协会危难之际，大家除了心情沉重

Suffering setbacks in investment for
establishing factories
Striving for creation of new career to get rid of
crisis

外，纷纷表示要同舟共济，共度难关。温祖谋理事
长在会上发言时强调指出：“当前的协会经济形势
十分严峻，协会多年以技术咨询所积累的资产，几
乎全部在办厂中毁于一旦，… …也就是说，协会
面临从头开始再创业、再积累的态势，面临在新形

早在协会调整转型时期，协会所属上海沪江皮

势下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当然，协会的其他方

革技贸公司（甲方，总经理季仁，主管耿炳龙）与

面如知名度、凝聚力以及服务功能依然如故，这是

徐连发、孙伟明二人（乙方，分别任厂长、销售主

一笔可贵的无形资产。所以，新一届理事会和全体

管）签署“皮革服装生产经营承包协议”，投资50

理事虽受命于危难之际，但应当树立信心、重振雄

万元，创办了一家专业皮革服装厂，重点开发和主

风、团结奋进，共度难关，为确保我们上海市皮革

要经营对俄罗斯市场的出口贸易。及至1995年9月，

技术协会在传承关头能前赴后继、大旗不倒。这一

由协会沪江皮革技贸公司创办的皮革服装厂，因用

点，我希望在座各位、大家能形成共识，以实际行

人不当、经营不善、贸易不实，出现了严重亏损，

动理解协会当前处境，支持理事会和秘书处勤俭办

货款无法回收，几经交涉无果，最后涉及诉讼，仍

会的宗旨得以顺利贯彻。明年2000年，是世纪之

无法追回货款，导致皮革服装厂歇业倒闭，协会

交，也是我们协会成立20周年，我们本着少花钱、

多年创业积累的资产造成约70万元的损失（含坏

多办事的原则，尽量把二十周年的庆典办得既隆重

账）。时任协会理事长的陈定国高工会同副理事长

热烈、又富有意义，争取出一本庆贺特刊，每个会

兼秘书长季仁，就投资办厂造成严重亏损一事组织

员人手一册，以资传承，留作纪念，也便于对外交

力量展开调查，一方面力争尽可能追回部分货款，

流。”

以减少损失；另一方面清查歇业倒闭的服装厂库存

1999年，协会与上海龙子太郎儿童用品有限公

原辅料、设备，采取妥善处置、变卖，以回收残余

司就其在皮鞋商品上使用“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监

资金。

制”的字样与实施技术监督开展技术咨询，并签订

1997年11月，陈定国理事长召开第五届理事会

了合作协议。

扩大会议，到会理事听取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季仁有

2000年9月，第六届理事会在上海市皮革研究

关办厂的专题报告，及相关工作人员的陈述，研究

所二楼会议室举行了以理事扩大会形式的“上海市

磋商涉及如何催讨货款、应对诉讼、处置资产及必

皮革技术协会成立20周年座谈会”，中国轻工联合

要的责任追究。季仁秘书长向理事会提交辞呈，措

会副会长、中国皮革协会理事长徐永、协会办公室

辞恳切，愿意引咎辞职，并全力协助协会对办厂一

主任陈兰芬以及市科协组织部、市社团组织管理局

案展开彻底调查。事后，陈定国理事长召开常务理

有关领导拨冗与会，回首以往，共话未来，团结奋

事会议讨论季仁的辞呈，会议决定原则同意季仁辞

进，再创辉煌。协会编印的《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

去兼任秘书长一职，但保留副理事长职务。秘书长

20周年特刊》也分发与会领导和协会理事，协会还

一职拟举荐由李方舟工程师出任。待适时召开下次

将特刊分发给全体会员，使成人手一册。

理事会时提请理事会商议、表决通过。1998年2月，
季仁副理事长辞去所兼任的秘书长一职，由李方舟
接任秘书长。为了节省开支，协会会址迁至南大路
制革路84号上海红光制革厂办公楼二楼201内办公，
红光厂作为支持协会工作，免收协会租金。
1999年11月，在六届二次理事会上，根据工作
需要，由理事长提名，理事会通过，决定增补上海
红光制革厂邓山春厂长为协会顾问、《上海皮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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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创业时期
协会的第三个十年

Period of creation of new career
Third decade of the Association
2001—2010
步增加到600余家，展出面积从8000平方米扩大到

创办皮革鞋类展会
搭建企业商贸平台

12000多平方米，展示了当时最新颖的鞋类、皮革、

Establishing Leather and footwear fair or
exhibition
Putting up platform of commerce for
manufactures

箱包等近千种产品。据统计，每届展会专业观众数
由2．1万人增至3．5万人，贸易成交额达4．5亿元
增至8亿元人民币。其中海外观众平均约5000人左
右，占观众总数的15-25%，海外观众主要来自俄罗

在第三个十年期间，协会经历了第六届理事会

斯、美国、日本、韩国、意大利、阿根廷、英国、

任期，以及于2004、2008年第七、八届理事会的换

法国、中东、欧盟、北美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等

届改选，先后由温祖谋、李家鸽任理事长、李方舟

地区，观众以实际买家为主，占65%，贸易及其它占

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第七、八届理事会还聘任温

35%。所以从综合效果看，堪称国内皮革界的一次盛

祖谋高工为协会高级顾问。协会会址设在：上海市

会。其主要特点是：1．展会规模、展商数量、有效

卢湾区南塘浜路116号4号楼（2001—迄今）。

商机逐届有所提高。2．展会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
升。来自海外的参展商和采购商数量都逐届有所增
加，同时组委会与众多海外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合作
关系。3．展品科技含量增高，自主创新产品及完全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均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
平。如防盗包、生物保健鞋等。
此外，协会于2008、2009年两年春季，协同日
本制靴工业协会在上海花园饭店举行了由日本制靴
工业协会主办、我会协办的年度秋冬“东京皮鞋精
品展会” 。

自2004年5月起至2010年5月，上海市皮革技术
协会与上海雅辉展览有限公司精诚合作已连续七年
每年一届成功举办了七届《中国（上海）国际皮
革、鞋类、箱包、服饰材料展览会》，展会由上海
市皮革技术协会主办、上海雅辉展览有限公司承
办，分别在上海世贸商城、上海光大会展中心举
行。七届展会始终得到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国
皮革工业信息中心、上海外经贸委展览有限公司等
诸多单位的悉心关怀和大力支持。参展企业282家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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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论坛，注重务实，精简高效，是一次集协会年

举办专题科技论坛
推助企业技术创新

会、创新论坛和信息发布于一体的多元化盛会，既

Setting up special subject scientific forum
Promoting techn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
新世纪以来，协会针对行业实际，整合资源，
组织举办了诸如“新世纪、新目标、新作为”、
“理智地参与竞争、稳步地走向世界”、“皮革创
新技术”“品牌与品牌建设”等科技论坛和专题研
讨会。例如，2006年5月在第三届中国（上海）国际
鞋类、皮革展览会期间，协会组织举办专题技术讲
座：如，关于鞋的舒适与鞋楦设计的研究，由上海

是一次协会内外的务实年会，又是一堂知识更新的
现场培训，更是一场深入皮革市场、实现零距离接
触的交流活动。再如，针对国际金融危机、行业陷
入低谷的情势，协会于2009年1月在市科学会堂思南
楼召开“2009上海皮革行业形势研讨会”，有关领
导、协会理事、部分企业以及《解放日报》、《新
民晚报》、《新闻晨报》、《劳动报》、《上海科
技报》、《上海皮革》、上海皮革网等媒体记者约
50人参加。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副秘书长郭巧林、
上海市国际科技交流中心主任姜福共、上海市质量

国学鞋楦设计有限公司陈国学高级设计师主讲；德
国司马油脂“热黄变”性能，由德国司马化学上海
代表处技术代表胡小明主讲。又如，2007年5月，
在第四届中国（上海）国际鞋类、皮革展览会期
间，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年会暨皮革创新论坛在上
海新苑宾馆召开，国家制革技术推广中心王全杰教
授、中科院成都有机所、全国皮革化料开发研究中
心刘白玲教授、陕西科技大学副校长马建中教授、

技术监督局监督处副处长殷鸿、上海市商业联合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刘荣明、上海市企业竞争力研究中
心主任范林根、本会理事长李家鸽、高级顾问温祖
谋、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方舟以及部分副理事长、
理事出席研讨会，协会老同志陈有文、顾广发、叶
兆舟等也应邀与会。研讨会由秘书长李方舟主持，
温祖谋高工作题为“皮革行业的现状、问题和对
温州大学浙江省皮革重点实验室主任兰云军教授等
应邀与会，并发表主题演讲。此外，大庆市肇源皮
革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张庆国先生、江苏太仓日夏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的郑世立先生也即席发言。演讲
和发言引起与会代表的高度关注与浓厚兴趣，通过
提问、作答及零距离的对话，增添了论坛的活跃氛
围。协会原理事长兰幼民、陈定国等老同志、李家
鸽理事长、李方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等出席，论坛

策”的主题报告、范林根博士作“当前经济形势、
企业过冬策略与金楹奖”主题报告。与会领导郭巧
林秘书长、姜福共主任、殷鸿副处长、刘荣明副会
长分别作了重要讲话。这次研讨活动非常及时，很
有针对性 ，对于皮革企业、商家如何面对国际金
融危机，迎战经济寒流，应对行业过“冬”很有启
发，有利于业界人士增强信心，主动出击，寻求突
破，争取早日走出低谷，无异于“雪中送炭”。

由协会温祖谋高级顾问主持。这次协会年会暨皮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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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介绍了企业的经营状况、鞋类产品的特点、产

开展对外技术交流
捕捉技贸合作商机

品出口的现状等。

Carrying out foreign technical exchange
Utilizing opportunities for technology-trade
cooperation

海浦东分会的邀约，在位于浦东的上海科技交流咨

为了推动皮革、制鞋企业开展科技创新、品牌

温祖谋、理事宋宪雯、王建平一行接待了西班牙佩

建设、市场营销、合作交流、拓展渠道，协会组团

胡皮革集团董事长佩德罗· 洛佩斯· 马丁内斯

先后出访意大利、美国、日本、泰国、越南及港台

先生，双方交流制革、毛皮生产技术与贸易合作意

地区的皮革商会、展会、专业市场及相关企业，进

向。该客商主要从事原料皮的加工和销售工作，来

行商务考察与双边洽谈。同时，通过直接或间接途

访主要目的是了解国内原料皮市场的供求信息，探

径，接待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日本、韩

索西班牙原料皮进入国内市场的可行性。

2006年9月8日，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

询中心，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方舟、高级顾问

国等国家和地区科技团体和商会、协会的来访与座

2007年3月31日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应泰国鞋业

谈交流，为企业引进先进技术、扩大出口创汇拓展

商会邀请，有李家鸽理事长率团一行14人赴泰国考

商机。

察交流，并在曼谷拜会泰国工业联合总会及鞋业分

2006年9月4日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假座上海科

会，受到总会秘书长PAIROJ KIATTIKOMOL先生、泰

技会堂会议室，接待了专程来访的德国工商鞋业代

国鞋业商会理事长李国彬先生等以及下属制革、制

表团一行。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方舟、高级顾

鞋企业家的热情接待。泰国鞋业商会是泰国工业联

问温祖谋、副理事长、上海一名鞋业有限公司董事

合总会下属的民间团体组织，其下属有400多家会

长张玉茹、协会理事、千贝鞋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员单位。主要包括制革、制鞋、鞋材、制鞋橡胶、

长陈重基、协会理事、办公室主任王建平等参加接

塑料材料等企业。其主要职能为协调制鞋流通领域

待。该代表团组成系德国鞋业零售商协会的主要成

的商务和各项技术问题。会晤双方在热情友好的气
氛中，对两国鞋业发展中的共同问题进行了广泛的
交流。4月2日，以李家鸽理事长为团长的交流考察
团，在台北市与台湾区制鞋工业同业公会进行了座
谈交流。台湾制鞋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林昭杰先生
接待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代表团一行。在热烈友好
的气氛中林先生首先介绍了台湾地区制鞋行业的发
展史，并重点介绍了创立品牌战略的先进经验。台
湾区目前90%左右的制鞋企业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增
加，都转移到我国大陆地区和越南地区生产，在转
移过程中比较注重品牌的打造，也积累了较丰富的

员，他们分布在欧洲15个国家和地区，有4000多家

经验。会晤双方对两岸制鞋工业的发展有了统一的

零售商。这次共有30多位代表来访并参加会晤。前

认识，并愿为携手发展两岸地区的制鞋业，造福两

来交流的主题为a．中国鞋类产品在欧洲市场的情况

岸人民而共同努力。

分析、b．中国鞋类产品出口欧洲市场的利弊分析、

2007年9月6日上午，协会理事长李家鸽、高级

c．中国鞋类产品出口的发展趋势。双方在热情友好

顾问温祖谋、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方舟在上海市科

的气氛中进行交流，德方与会者除了由衷致谢外，

学会堂接待了来访的日本皮革业代表团，日本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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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主要成员有：日本经济产业省主管皮革及皮革制

特殊需要提供服务，排忧解难，多作贡献。诸如：

品的企划官小滨昭浩、日本皮革产业联合会会长大

2007年2月，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方舟、高级顾

泽重见、东京都制靴工业协会理事长末崎勳等一行

问温祖谋、常务副秘书长王建平一行前往会员单位

6人。宾主双方从行业、技术、商业多方面广泛交

绍兴兰亭皮革有限公司走访考察，受到董事长陆礼

流，互通未来开展合作的意向。

兴的热情接待。2008年8月，由协会理事长李家鸽、

2007年10月，受上海国际科技交流中心邀请，

高级顾问温祖谋、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方舟、副理

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方舟、高级顾问温祖谋在

事长张玉茹、张积恩、副秘书长王建平一行去上海

市科学会堂会见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贸易官员保

国学鞋楦设计有限公司访问调研，受到协会副理事

罗．高佐里(Paolo Gozzoli)先生，为开展皮革商务

长、国学鞋楦董事长陈国学的热情接待。
2008年9月23-25日由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

合作和技术交流充分交换意见。
2008年9月，受上海国际科技交流中心邀请，协

方舟领队，协会高级顾问温祖谋、副理事长张玉

会理事长李家鸽、高级顾问温祖谋、副理事长兼秘

茹、张积恩、副秘书长王建平等一行赴温州参观温

书长李方舟、常务副秘书长王建平一行前往法国驻

州皮展、走访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和温州大学浙江

沪领馆会见法国皮革商会等业界团体来访，双方交

省皮革重点实验室、考察上海倩女鞋业有限公司平

流皮革科技、贸易等方面的信息。

阳工厂；受到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2009年在市科协组织的与西班牙瓦伦西亚技术

谢榕芳、皮革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兰云军、倩女

研究所代表团对口学术交流会上，协会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李方舟，副理事长陈国学与西班牙代表团成
员、进行了友好的交流。双方都表示今后加强联
系，开展更深入的专题合作。
2009年10月14日，应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
（上海代表处）的邀请，并由邀请方全额支付差旅
费用，作为特邀嘉宾，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鉴
正皮革质量检测技术中心主任李方舟，协会副理事
长、上海国学鞋楦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国学和协
会副理事长、上海倩女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积恩
三人前往意大利参加在布洛尼亚举行的国际皮革和
制鞋机械展览会，为期三天，满载而归，取得了诸
多合作意向。

深入企业面向社会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Striking root in enterprises and facing the
society
Exercising functions of bridging and linking
为了更好地发挥协会为团体会员的服务功能，
主动与政府职能部门、监测管理机构衔接、协调，
举办企业全面质量管理、企业内部质量监控以及
ISO9000质量管理认证宣讲咨询、实施服务等管理
培训12次。协会还面向社会，走进社区，利用自身
的专业优势与技术特长，为团体会员、企业同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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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正的立场，按国家统一的技术标准，并以科学

2008年11月日由协会理事长李家鸽带队，协会
高级顾问温祖谋、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方舟、副理

合理的方法开展鉴定和评估工作，得到了委托单位
的好评。

事长宫岩海、副秘书长王建平等一行赴河北省皮革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强烈地震，协会

“三都”白沟、辛集、肃宁考察市场、技术服务、

与全国人民一样心系灾区，经第八届理事会主要领

合作交流。

导磋商决定：其一，通过四川省皮革行业协会，及
时向地震灾区同胞表示慰问；其二，通过上海市慈
善基金会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5000元，以表心意。

2009年3月12日，李家鸽理事长、温祖谋高级
顾问、李方舟、张玉茹、张积恩副理事长一行冒雨
前往协会团体会员单位上海凌志鞋业有限公司作基
层走访，收到凌志鞋业董事长吕爱囡等企业负责人

2009年6月受上海市皮革质量监督检验站的委

的热情接待。通过下厂走走、座谈聊聊，其结果是

托，协会派出专家参与长宁区人民法院受理的皮革

启示多多、服务频频，协会为会员企业策划了一次

产品买卖纠纷的诉讼案的质量鉴定，其中对于产品

“小范围，大谋略”的对话活动。

质量的认定，由协会的专家组通过鉴定后出具书面

此外，协会承接法院、海关、保险公司等单位

意见，为法院判决时提供依据。

的技术咨询项目，诸如：2006年我们与平安保险公
司签定了长期的技术合作协议。

组织企业参与创优
推动创建诚信企业

2006年7月受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委托，协
会派出了3名制革专家，参与浦东新区法院受理的皮
革产品买卖纠纷的诉讼案的质量鉴定。
2008年，协会先后与上海海关归类分中心就来

Organizing manufacturers to produce excellent
results
Promoting work of trust enterprise creation

自阿根廷进口制革原料皮进行技术鉴定项目开展技

2008年7月日由上海市商业联合会主办、上海市

术咨询、与上海谛诚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就该公司承

皮革技术协会等单位协办2008上海家居、皮革市场

接了美国美亚保险公司有关浙江圣雄皮业有限公司

“金楹奖”活动，协会举荐上海地区的鞋类企业参

遭受台风袭击，部分原料皮受水受潮的的评损工作

加全程活动，结果，有10家企业分别荣获上海家居

组织技术鉴定与评估咨询、协会与大连海关化验中

市场“领军企业奖”、“畅销品牌奖”、“创意设

心就来自泰国进口制革原料皮进行技术鉴定项目开

计新品奖”。

展技术咨询，努力广为民众和社会服务。

2009年5月上旬，上海市诚信企业创建活动办

2008年协会受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委

公室授予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设立上海辖区皮革行

托，对皮革产品进行技术鉴定和评估工作。协会站

业归口的诚信企业创建办公室。并及时研究、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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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业内开展诚信企业创建活动。办公室根据协会

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委员。

秘书处的工作计划，向位于上海的协会团体会员单

2005年我会创建了“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网

位，以及部分业内知名企业发出通知，以及相关附

页，2006年在改版建站基础上，独立建设成“上海

件（企业申报表、相关运作程序等）。5月下旬，协

皮革网”。改版后，网站的信息量不断增加，围绕

会诚信企业创建办收到10家企业的申请参加创建活

本行业和协会的主要活动，及时发布和更新信息，

动的愿景，经协会对申请企业诚信资质初步审查、

利用网站宣传协会内团体会员单位的形象。凡加入

认可，并与市创建办汇报、磋商，为在业内起到示

协会的团体会员单位，用LOGO的方式将各单位的网

范作用，由协会举荐此10家企业直接纳入诚信企业

站与本协会的网站友情联接。开辟广告宣传的版

征信程序。

快，宣传企业的新产品、新材料、和新工艺。起到

2009年6月下旬协会收到上海市诚信企业创建
活动办公室的“复函”，皮革行业首批10家企业：

了相互沟通和了解信息的目的。以崭新面貌为行业
的发展，提供了动态信息管理与快键服务平台。

龙子太郎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上海倩女鞋业有限公

2006年根据市科协党组“关于在市科协所属学

司、上海金狮化工有限公司、上海德凯化学品有限

会中扩大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小组试点工作的实

公司、上海兄妹猫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上海润松鞋

施意见”的精神，为加强党对协会工作的领导，把

业有限公司、上海一名鞋业有限公司、上海凌志鞋

握协会的正确方向，经市科协学会党建工作领导小

业有限公司、克履仕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组同意，组建了中共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党的工作

永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排列不分先后）经征

小组。并由李家鸽理事长任组长。

信程序后荣获上海市“诚信企业”称号。

上海市科协对下属的协会运作有比较规范的要
求，每年要根据各学会（协会）的运行状况按组织

强化协会自身建设
保持星级协会声誉

管理能力、活动能力、经济能力、进行综合考评，

Strengthening task of self-construction
Keeping prestige of star-class association

自律，为了加入市星级协会的行列，抓了以下几项

然后评定星级协会。协会一贯注重自身建设和行为

工作：1．严格按市科协有关评定星级协会的标准来

协会诞生于上世纪计划经济笼罩的年代，长期
沿袭上海皮革工业、商业、外贸、军工四大系统的
制革毛皮、制鞋皮件、皮化机械、环保治污的基本
格局。及至世纪之交，在市场经济浪潮的推动下，
根据时势所趋，开始构建与时俱进的新格局，并逐
步明确自身的社会定位与服务功能。根据中皮协制
定、出台的《中国皮革行业诚信公约》，我会从严

开展平时的日常工作，并从硬件和软件上加大了投
入的力度。2．建立协会内部规范的各项管理制度，
如财务制度等。3．针对协会工作的薄弱环节进行整
改。由于采取了有效措施，通过了一星级协会的评
审。在2006年10月16日上海市科协学术年会开幕式
上，市科教党委副书记李铭俊向我协会颁发星级学
会铭牌。
2006年，协会李家鸽理事长、李方舟副理事长

要求，自觉、自查、自律，规范自身行为。
1984、1988、1992年，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季 仁连续三届光荣当选第三、四、五届上海市科学

兼秘书长光荣出席第八届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大
会，李方舟秘书长连续两届光荣当选为上海市科学
技术协会委员。在闭幕式上市科协和市人事局还表

技术协会委员。
2001年，协会温祖谋理事长、李方舟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宋宪雯（女）理事光荣出席第七届上海

彰了2001~2006年度上海市科协系统先进工作者和先
进集体，协会秘书长李方舟同志榜上有名，

市科学技术协会大会，李方舟秘书长光荣当选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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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升协会管理工作的能级，在制订

H
2007年度工作计划时，秘书处将申报二星级协会的

协 会 沿 革
istorical evolution

协系统“二星级”协会。

评审工作的重点，并按评审要求做好迎验工作。建

2009年8月31日，在中国皮革协会第六届理事

立和健全协会的各项管理制度，从制度上确保协会

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协会高级顾问温祖谋高工荣膺

的工作能正常运行。其中修订了协会的财务管理制

2009“中国皮革行业科技先导”荣誉称号。

度、制订了协会文件档案管理制度、秘书长的岗位
责任制等文件。协会在硬件上也投入了一定资金。
在内部的办事机构配置了电脑、传真机等设施。并
连接了英特网，提高了办公自动化的程度，加快了
网上办事的效率。主要的活动内容预先有详细的安
排，各项活动组织有条有理，活动后有分析总结，
所有的工作都比较规范。顺利通过了二星级协会的
评审。2007年9月22日在上海市科协第五届学术年会
暨第二届上海工程师论坛开幕式上，对首度获得称
号和星级晋级的学会进行了授证仪式，市政府副秘
书长李逸平、市科教党委副书记吴捷等有关方面领
导向我会等17家星级学会分别授予匾牌。

近几年协会在发展个人和团体会员单位方面也
做了很多工作。目前个人会员242名，团体会员单位
126家。实现了协会组织上有新的发展，功能上有新
的扩充，活动上有新的亮点，合作交流上有新的渠
道，实力上有新的增长；同时我会也坚持履行“桥
梁、纽带、服务、自律”的宗旨。

2009年6月，协会在经过认真自查、自评、自

编制十年发展规划
明确目标阔步前进

核的基础上，详细填写了“2009星级协会评估（复
查）申报表”，并准备了相关材料，正式向市科协
星级学会评估工作办公室提交了申报表及相关材

Compilation of ten-year development
programme

for marching forward toward a definite goal

料。9月，市科协会星级学会评估工作办公室发布
“2009年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星级学会评估、复查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和人类社会文明进步，

结果公示”，“对65个申报参加2009年星级学会评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在上海市科协的领导下，顺应

估和复查学会上报的资料进行了严格、认真、仔细

时代与行业的发展趋势，力求把时代精神、行业特

的审核，结果共有65个学会符合上海市科协星级学

色和社会责任融入到协会的工作中去。根据《上海

会的相应标准（其中：一星级学会21个，二星级学

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国皮革

会19个，三星级学会25个）。现将评估、复查结果

行业“十二五”及2020远景发展规划》，改革和发

予以公示”。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蝉联为上海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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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

三十年

展新的科技服务方向与机制，发挥协会推动科技

事以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发出邀请函，旨在邀请

进步、促进行业管理的双重功能，开创协会功能创

协会诸多老同志，对协会的30年沿革及大事共同回

新与职能改革的新局面，为实现中国皮革行业的可

首以往，提供资料信息。特刊编撰工作在各方支持

持续发展多做贡献，为保持上海市科协系统二星级

下，正在紧锣密鼓地顺利进行中。还有，计划于

协会声誉与创新实体而建功立业。为此，协会在原

2010年第四季度组织协会全体会员参加，隆重庆祝

2007发展规划纲要的基础上，根据当前及未来十年

协会成立30周年的庆典大会也已列入工作议程与运

的发展趋势，编制了《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十年发

作计划。

展规划纲要（2010—2020）》，包括指导思想、发

三十年来，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始终坚持以邓

展目标和主要措施三大部分内容。其主旨在于，以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

努力实践科学发展观、构筑和谐社会，切实贯彻市

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

科协“科技兴业”、坚持创新和中皮协的产业转

策，一方面遵照市科协指导，致力于倡导科技创

型、优化升级的战略部署，积极投入上海国际大都

新，推动科技进步，开展科学普及等活动；另一方

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的

面遵照中皮协部署，投身于皮革行业新时期“二次

建设，创造性地利用上海世博会和世博后的优势，

创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创建特色专业区域、

不断发展和壮大协会的服务功能为宗旨，努力加强

打造国际驰名品牌、传播制革清洁生产等行业可持

协会自身建设，发挥协会推动科技进步、促进行业

续发展的战略实践；前赴后继，奋发进取，为促使

管理的双重功能，开创协会功能创新与职能改革的

我国皮革可持续发展，由“皮革大国”迈向“皮革

新局面，为拓展上海皮革科技领先优势和实现中国

强国”而不遗余力。

皮革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多做贡献。

2010年，是协会成立30周年。为隆重庆祝建会
30周年，“协会三十周年庆典筹委会”已将系列庆
典活动（论坛、特刊、大会）列入2010年工作计
划。2010年5月协会在主办第七届上海国际皮革鞋类
展览会期间，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的指导下，由
中国皮革和制鞋研究院和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联合
主办的“Shanghai Expo．品牌、创新、营销”主题
论坛于5月23日已顺利举行，圆满成功。同时，为
编撰“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成立30年”庆贺特刊，
并编纂“协会30年大事记”，已向参与创建上海市
皮革技术协会的老同志和曾出任过协会理事（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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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织 结 构
rganizational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

三十年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第八届理事会

名

誉 顾

问：徐

永（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皮革协会名誉会长）

张淑华（女、国际皮革商贸协会主席、中国皮革协会理事长）
胡家伦（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段镇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技术总监）
吕绪庸（中国皮革协会顾问、成都培根皮革研究所技术总监）
李志强（四川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
马建中（陕西科技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
兰幼民（上海市皮革协会第二、三届理事长）
陈定国（上海市皮革协会第五届理事长）
高

级

理

顾

副

事

问：温祖谋（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第六届理事长、第七届高级顾问）

理

长：李家鸽
事

长：冯玉麟 李方舟 邹志文 何志伟 陈国学 张玉茹 张积恩 杨建国 宫岩海
(以姓氏笔画为序)

秘

书

长：李方舟（兼）

常 务 副 秘 书 长：王建平
常

务

理

事：冯玉麟 李方舟 李家鸽 邹志文 何志伟 陈国学 张玉茹 张积恩
杨建国

理

宫岩海 温祖谋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事：马运动 王建平 冯玉麟 李 岩 李方舟 李恒德 李家鸽 汪

岩 陆大徵

邹志文 何志伟 宋宪雯（女） 陈国学 陈重基 张文龙 张玉茹 张积恩
张建斌 吴智奇 杨建国 杨雪忠 芮鹤鸣(女) 周珂银(女)
宫岩海 顾

钟佩媛(女)

民 顾雪生 黄金昌 温祖谋 程梅平(女) 裴云海

(以姓氏笔画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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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组 织 结 构
rganizational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历届理事会
术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在上海市科学会堂召开第三届

第一届（1980．12—1984．8）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
员大会

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进行换届选举，产生由兰幼

1980年12月15 日下午1：30，上海市皮革

陈有文（女）、闻碧筠（女）、祝明先、顾广发、

民、陈定国、季

仁、陈鸿炳、王金龙、 温祖谋、

技术协会筹委会在上海市科学会堂召开第一届第一

夏

次全体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由张西林、石祥麟、陈

九鹏、朱义和、佘国庆等5名候补理事等组成的第三

定国、季

（女）、陈鸿炳、朱义和、龚炯智（女）、徐亚

届理事会。
次日上午9：00，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第三

先、侯金林、陆义家等14名理事组成的第一届理事

届理事会举行第一次全体理事会议，选举产生兰幼

会。

民理事长、陈定国、季

仁、兰幼民、叶兆舟、王金龙、陈有文

次日下午1：30，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第一
届理事会举行第一次全体理事会议，选举产生张西
林理事长、石祥麟、陈定国、季

梁、叶兆舟等12名理事和杨瑞铨、李福友、朱

仁、陈鸿炳副理事长、季

仁秘书长（兼）等协会核心领导层。根据秘书长提
名，特聘上海市皮革工业公司经理马广生为顾问。

仁副理事长、季

仁秘书长（兼）等协会核心领导层。根据秘书长提
名，特聘上海市皮革工业公司经理马广生为顾问。

第二届（1984．8—1988．8）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第二届第一次全体
会员大会
1984年8月12 日下午1：30，上海市皮革技

第四届（1991．1—1995．11）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第四届第一次全体
会员大会
1991年1月10 日下午1：30，上海市皮革技
术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在上海市科学会堂召开第三届
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进行换届选举，产生由吕均
毅、陈定国、裴云海、温祖谋、季

仁、王金龙、

术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在上海市科学会堂召开第二届

兰幼民、陈有文（女）、叶兆舟、杨瑞铨、黄康

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进行换届选举，产生由兰幼

毅、陈鸿炳、闻碧筠（女）、顾贤钧、顾广发、夏

民、石祥麟、魏庆元、陈定国、季

仁、叶兆舟 王

梁、屠振权、徐士尧、祝明先等19名理事组成的第

金龙 陈有文（女）陈鸿炳 朱义和 闻碧筠（女）谢

三届理事会。
次日上午9：00，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第四

尧贵 佘国庆 曹富民 夏

梁 朱九鹏等16名理事组

成的第二届理事会。
次日下午1：30，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举行

届理事会举行第一次全体理事会议，选举产生吕均

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理事会议，选举产生兰幼

仁秘书长等协会核心领导层。根据秘书长提名，特

民理事长、石祥麟、魏庆元、陈定国副理事长、季

聘上海市皮革工业公司经理马广生为顾问。

毅理事长、陈定国、裴云海、温祖谋副理事长、季

仁秘书长等协会核心领导层。根据秘书长提名，特
聘上海市皮革工业公司经理马广生为顾问。

第三届（1988．8—1991．1）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第三届第一次全体
会员大会
1988年8月2 日下午1：30，上海市皮革技

第五届（1995．11—1999．11）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第五届第一次全体
会员大会
1995年11月 3日下午1：30，上海市皮革技
术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在上海市科学会堂召开第五届
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进行换届选举，产生由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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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季

三十年

仁、温祖谋、裴云海 、陈鸿炳、叶兆舟、

第二、三届理事长）、陈定国（上海市皮革协会第

周福如、兰幼民、陈有文（女）、顾广发、李家

五届理事长）、季

鸽、李方舟、黄康毅、李恒德、王戎亮、钱福根、

三、五届副理事长、第一至五届秘书长）。
2000年，是世纪之交，也是我们协会成立20

唐

侔、陆莉英（女）18名理事组组成的第五届理

事会。

周年，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尽量把20周年

次日下午1：30，举行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
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理事会议，选举产生陈定
国、季

仁（上海市皮革协会第一、

的庆典办的既隆重热烈、又富有意义，争取出一本
庆贺特刊，每个会员人手一册，留作纪念。

仁、温祖谋、裴云海 、陈鸿炳、叶兆舟、

周福如七位常务理事和陈定国理事长、季
祖谋、裴云海副理事长、季

仁、温

仁秘书长（兼）等协

会核心领导层。
在1998年2月11日召开的全体理事会议上，
同意季 仁同志辞去所兼任秘书长一职，决定由李方
舟同志接任秘书长，并报请市科协审批。

第七届（2004．3—2008．4）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第七届第一次全体
会员大会
2004年3月18 日下午1：30，上海市皮革技
术协会第六届理事会在上海市科学会堂召开第七届
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进行换届选举，产生由李家

第六届（1999．11—2004．3）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第六届第一次全体
会员大会
1999年11月29 日下午1：30，上海市皮革

鸽、李方舟、冯玉麟、杨建国、张玉茹、裴云海、
温祖谋、吴智奇、陈重基、顾雪生、汪

岩、顾

民、邹志文、李恒德、王建平、宋宪雯（女）、周
珂银（女）等17名理事组成的第七届理事会。
次日下午1：30，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第七

技术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在上海市科学会堂召开第六

届理事会举行第一次全体理事会议，选举产生李家

届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进行换届选举，产生由温

鸽理事长、李方舟、冯玉麟、杨建国、张玉茹、裴

祖谋、李方舟、李家鸽、裴云海、冯玉麟、宋宪雯

云海副理事长、李方舟秘书长（兼）等协会核心领

（女）、杨建国、叶兆舟、王建平、陈重基、潘银

导层。会上，根据秘书长提名，一致通过第七届理

龙、顾洪良、吴智奇、李恒德、周福如等15名理事

事会特聘的协会名誉顾问、高级顾问的人选。
第七届理事会特聘的协会名誉顾问：徐

组成的第六届理事会。
次日下午1：30，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第六

永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皮革协会理事

届理事会举行第一次全体理事会议，选举产生温祖

长）张淑华（女、中国皮革协会常务副理事长）苏

谋理事长、李方舟、李家鸽、裴云海、冯玉麟副理

超英（中国皮革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曹振全

事长、李方舟秘书长（兼）等协会核心领导层。会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段镇基（中国

上还根据秘书长提名，一致通过第六届理事会特聘

工程院院士、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技术总

的协会名誉顾问的人选。
在六届二次理事会上，根据工作需要，由理

监）、吕绪庸（中国皮革协会顾问、成都培根皮革

事长提名，理事会通过，决定增补上海红光制革厂

官员）、比尔-凯瑞（国际原料皮委员会终身名誉

厂长邓山春为协会名誉顾问、《上海皮革》杂志主

主席）、霍建国（上海皮革公司总经理）、严慈亮

编周珂银为第六届理事会理事。
第六届理事会特聘名誉顾问：张淑华（女、

（富国集团公司董事长）、谭丹尼（上海富国皮革

中国皮革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布 林（联合国工业

第二、三届理事长）、陈定国（上海市皮革协会第

发展组织官员）、比尔-凯瑞（国际原料皮委员会终

五届理事长）、季

身名誉主席）、霍建国（上海皮革公司总经理）、

三、五届副理事长、第一至五届秘书长）；高级

邓山春（上海红光制革厂厂长）、何

顾问：温祖谋（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第六届理事

耿（上海富

国皮革有限公司总裁）、兰幼民（上海市皮革协会

研究所技术总监）、布

林（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兰幼民（上海市皮革协会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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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上海市皮革协会第一、

O

组 织 结 构
rganizational

第八届（2008．4—
）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第八届
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
2008年4月 28日下午1：30，上
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第七届理事会在上海
市科学会堂召开第八届第一次全体会员
大会，进行换届选举，产生了由李家鸽
等31名理事组成的第八届理事会。
当 天 下 午 4 ： 3 0 ， 举 行 上 海 市
皮革技术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
理事会议，选举产生了理事长、副理事
长、秘书长等协会核心领导层。根据秘

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主席台

书长提名，一致通过第八届理事会特聘
的协会名誉顾问、高级顾问和常务副秘
书长的人选。

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会场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委员李方舟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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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皮 革 技 术 协 会 十 年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10--2020）
2010年1月20日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和人类社会文明进步，

国皮革协会对全国皮革行业的引导方向，以整合资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在上海市科协的领导下，顺应

源、优化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为核心，以上海皮革

时代与行业的发展趋势，力求把时代精神、行业特

制品行业及市场流通为阵地，借助上海天时、地

色和社会责任融入到协会的工作中去。根据《上海

利、人和之优势，使协会的功能性服务立足上海、

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国皮革行

面向全国、放眼世界、服务全球。

业“十二五”及2020远景发展规划》，改革和发展

2．以超前意识与创新理念，开创协会功能创新

新的科技服务方向与机制，发挥协会推动科技进

与职能改革的新局面，紧密团结广大科技工作者、

步、促进行业管理的双重功能，开创协会功能创新

企业家和有识之士，树立科教兴业、人才强国和可

与职能改革的新局面，为实现中国皮革行业的可持

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有计划地开展国内外科技合

续发展多做贡献，为保持上海市科协系统二星级协

作与信息交流，创建上海皮革领域产学研联合的品

会声誉与创新实体而建功立业。为此，特编制《上

牌、创新、营销园地，营造和谐的协会工作氛围。

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十年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3．充分发挥企业和科技工作者自主创新、原始
创新和集成创新的能力，要结合皮革行业在实现资
源化、清洁化、节能化过程中存在的技术难关，组
织科技攻关、课题研究以及成果转化与生产应用，
为树立皮革行业和企业的新形象而不遗余力。
4．以展览、网络、媒体等为依托，搭建协会的
行业信息、品牌营销、科技交流和综合服务的大平
台，充分发挥协会在科学技术与皮革专业上的特殊
优势，为企业、商界、社会及时提供在科技创新、
技术咨询、专业培训、科普教育等多方面的功能性
服务。

（一）．指导思想

（二）．发展目标

以努力实践科学发展观、构筑和谐社会，切实

1． 加强协会的自身建设和行为自律，建立协

贯彻市科协“科技兴业”、坚持创新和中皮协的产

会功能创新与职能改革的机制，协会发展与壮大的

业转型、优化升级的战略部署，积极投入上海国际

模式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根据市科协的总

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

体指导方针，规范性地开展协会的日常工作，确保

心”的建设，创造性地利用上海世博会和世博后的

业已授予的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系统二星级协会的

优势，不断发展和壮大协会的服务功能为宗旨，努

实体和声誉，2020年内力争三星级(最高级，共设一

力加强协会自身建设，发挥协会推动科技进步、促

星至三星级)。

进行业管理的双重功能，开创协会功能创新与职能

2．为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不断提高学

改革的新局面，为拓展上海皮革科技领先优势和实

术交流的水平，针对行业主流问题，深入企业或现

现中国皮革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多做贡献。 总体思路

场调研或走访，及时组织专业性课题研究和学术探

如下：

讨，专题研讨或论坛每年一次。协力主办好每年一

1． 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

届的“上海国际皮革、鞋类、箱包制品展览会”，

神，遵照上海市科协重点部署的中心任务，围绕中

为企业提供展示平台和营销商机，为协会提升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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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影响力。

术交流要结合行业发展的特点，有选择性地进行。

3．促进科研成果与经济社会相结合，要通过整
合协会现有资源和社会公益资源，努力为本行业搭

交流的水平也要不断提高，使学术方面的新理念和
新思路能在行业内得到充分应用。

建有利于实现“三个提升”（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6．注重科技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利用现有的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市场应变能力）大平台，

培训机构，为行业培养专业科技人才和实际操作人

使协会为会员服务、为企业服务、为社会服务落到

才，重点培育中高级技术创新与专业设计人才。培

实处。

训机构要不断创新，探索“产、学、会”的联合模

4．注重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教育，想方设法通过

式，注重培训的质量，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不断扩

纵横交叉的途径和产学研联合模式，提升专业培训

大办学规模，从而使协会或联合的办学、培训机构

的能力和层次，为企业和行业造就一线操作、创新

提升知名度，创出自主品牌。

设计、研发市场等岗位的中高级人才；并在协会内

7．加强与上海国际科技交流中心、驻沪领馆和

形成表彰奖励优秀科技工作者的机制，建立科技人

商贸组织的联络，积极开拓对外交流的渠道。根据

才库，保护知识产权，维护科技工作者的权益。

每年的实际情况，组团赴国外与同行进行广泛的技
术和信息交流，将国外的行业信息及时在国内得到
应用，促使国内皮革行业的发展能与国际接轨。同

（三）．主要措施
1．不断更新观念，整合各种资源，增强与上海
雅辉展览公司携手合作的凝聚力，利用各种渠道与
伙伴，协力主办好每年一届的“上海国际皮革、鞋
类、箱包制品展览会”，为企业提供展示平台和营
销商机，为广泛开展阜际、国际间的合作和交流拓
展空间。
2． 根据皮革行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及时组
织相关的科技工作者、管理者及业界有识之士，对
形势进行研讨评估，针对存在问题，提出应对举措
和调整建议，与上海和全国皮革行业界共享。
3．深入开展科技咨询活动，结合皮革行业的特
点，选择有代表性的共性问题，进行科技攻关、新
品研发及综合咨询活动。例如，制革清洁化工艺、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鞋件制品的创新设计等科技成
果的推广应用等，根据其业务需要，及时为企业排
忧解难。
4．充分利用协会主办的《上海皮革网》（全天
候）和《上海皮革》杂志（双月刊）搭建好信息服
务和技术交流的平台。目前协会的团体会员单位的
在不断的增加，要通过信息服务使会员单位从中受

时妥善安排国外来访科技代表团、行业界商家的接
待工作，使涉外交流与商贸洽谈工作纳入协会正常
工作程序。
8． 进一步投身市场，深入基层，及时地、更
好地发挥协会的服务功能。根据市场或企业的实际
需求，通过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市场调研或企业访
问（或“现场会诊”），将技术咨询、科技服务送
上门，为企业科技创新、品牌建设和拓展营销做到
“雪中送炭”。根据政府、社会、行业的大势，不
失时机地帮助企业开展诸如承接科研项目、参与市
场竞争、征信诚信企业等活动，推动企业优化升
级。
“十二五”时期行将来临，新时期、新形势赋
予了我们新的任务、新的使命，同时也为协会工作
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要在市科协的领
导下，抓住全国皮革行业“开启复苏之旅”的大好
时机和上海新一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机遇，
依靠全体会员和全体理事，团结广大科技工作者、
企业家以及一切皮革业的同行，扎实工作，开拓创
新，为进一步开创协会各项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

益。网站和杂志的建设，力求扩大行业信息量，加
快更新率，努力反映上海皮革行业和企业的品牌、
创新、营销的业绩和动向，从而不断提高点击力和
内容的可读性。
5．加强学术交流的力度，每年要根据实际情
况，组织1-2次专题的学术交流活动或学术论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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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往事

感慨万千

王金龙（本会第1-4届理事、制鞋工程师）
2010年6月20日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于1980年成立，我有幸出席在上海市科学会堂召开的第一届
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并当选为协会首届理事会理事。此后15年，我连任了协会第
1--4届理事会理事，为协会的成长与发展聊尽自己的绵薄。我从上海皮革工业公司退
休后，还继续应聘负责协会的学术交流和技术咨询工作。后来虽年事已高，淡出理事
会，却仍然为协会继续发挥余热，专心致志地为协会举办皮鞋设计培训班，为上海和
全国制鞋行业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皮鞋设计人才。可以说，我与上海市皮革技术
协会结缘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这可是人生道路上能够用重彩浓墨书写的一段历史
啊！
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在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和协会三十年的成长发展中，有几件事印象深刻，难以磨
灭，回想起来，历历在目。
其一，为举办“皮鞋设计培训班”竭尽所能。当年根据上海市皮革中专职校的提议和请求，协会自1986
—1992年间双方合作联办“皮鞋设计培训班”，协会委派我为该班的主管兼职技术指导，实际上从生源、师
资、教材到校舍，我均一一帮助落实。自1993年起，协会在《中国皮革》、《制鞋科技》等媒体、中国皮革
工业协会职业培训中心、上海皮革联谊会、上海皮革企业管理协会等兄弟协会支持配合下，租借上海佳华酒
店开始举办中级“皮鞋设计培训班”，每年两期，每期近三个月，直至2003年因故停办。培训班有我全权负
责从招生、教学、实习到结业的办班全过程，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从绘图、设计、出样均有具体要求和考核
标准。为全国皮鞋行业及企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技术设计人才和中坚力量。
其二，为两岸皮革鞋业繁荣兴旺悉心尽力。1988年上海市天山中学校长的外甥张君达走访协会，咨询求
援。张君达自幼赴台，长大后一直在台湾经营出口皮鞋，拟回大陆在上海开办皮鞋厂，到协会来咨询办厂事
宜。考虑到两岸关系，协会一面向上请示，一面派我代表协会接待。经过艰苦努力，先后为其举荐了40多名
有技术的老师傅，六年后一家3000多人规模的台华皮鞋厂终于在佘山建成，产品远销欧美。而协会自始至终
无偿咨询、竭诚帮助。后来张君达当众称道：“是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帮助我起家的，饮水思源，我不会忘
记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也不能忘记大陆同胞的帮助”。记得1999年，台胞女青年张恬嘉欲报名来沪参加
“皮鞋设计培训班”，经书面报告上级得到批复后，同意接纳。为确保台胞安全，该期培训仅招收了4名学
员。结业时，其父张瑞珍是福州山一鞋业有限公司的台方经理，专程乘飞机来接，含笑称赞女儿经培训后的
设计作品。
其三，关于“用钩锥缝制皮鞋沿条”。上世纪60年代初，在皮鞋制底技术革新中涌现的“钩锥缝沿条”
新工艺，一改老工艺“对拔针”代之以钩锥缝制皮鞋沿条，新工艺省工高效，在制作上比用对拔针大大减轻
劳动强度，经实践、鉴定，产品质量合格优等。我的论文《用钩锥缝制皮鞋沿条》（见《中国轻工业》1964
年6月）发表后，竟然有人跳出来予以否定，说什么“用钩锥的做法不行的”。后来，内外销皮鞋生产的实
践证明，“钩锥缝沿条”新工艺是有生命力的，并进一步推广到当时的工业、商业、总后三个系统广泛应
用。
其四，关于“出口皮鞋保洁防霉”。1973年起，业界曾经流行“塑料袋包装皮鞋”，袋上印刷各种花式
标志，煞是好看，但却掩盖着另一种潜在隐患。不料，出口皮鞋运到国外，几乎批批发霉，退货、索赔接二
连三，弄得企业相当被动。查其原因，关键是皮鞋生产过程许多工序湿水、浸泡，甚至绷楦后水珠渗露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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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再加上后整理，产品含水量很高，尽管经过烘烤干燥，但热腾腾的产品，立即套上塑料袋，经仓储、运
输，货到国外开箱拆包，皮鞋不长霉才怪。这种现象其他皮件产品也时有发生。为此，整改措施很快出台：
废止：塑料袋包装；规定：车间半制品不落地，工序间必须架空传递，半成品保持干净，成品不得用水洗或
湿揩，控制成品湿度含水量不超过18%。
其五，关于“坦克松”新鞋材技术论证。1987年间时兴用“坦克松”作出口皮鞋内底，有人向上海商检
局举报有三大质量问题，且涉及江浙沪地区，量大面广，差一点影响华东地区皮鞋出口。在商检、轻工、皮
革公司和皮革技术协会联合调研、走访、论证、鉴定后，最后，由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组织行业专家和技术
人员对“坦克松”新鞋材进行技术论证，出具书面鉴定结论，签署盖章，最终得到商检认可，“坦克松”才
作为新材料投入应用。于是，我就此在刊物上发表论文《坦克松内底应用商榷》（见《四川皮革》1987年第
3期），后来，还应邀去四川成都作演讲。
其六，关于“765猪皮硫化皮鞋”风行一时。上海第六皮鞋厂（友谊皮鞋厂）原来专做线缝男皮鞋，厂
小，技术力量薄弱，后来向大裕橡胶厂学习取经，研制出765猪皮面料硫化底男皮鞋，当时售价每双7．65
元，由此开始，业界从俗称到冠名“765”，传得沸费扬扬。新闻记者秦绿之闻之，特地上门采访，在报纸
上发表一篇765皮鞋的文章，于是市场传开，家喻户晓。该产品特点是：价廉物美、晴雨两用，深受消费者
青睐，风行一时，供不应求。生产工艺由线缝改为硫化，企业既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由产品销售
畅销不衰，经济效益显著。该厂瞿金龙被轻工部请到北京向同行介绍经验。我通过皮革技术协会组织技术讲
座，推广制鞋工艺与技术个新的经验交流，是整个行业受益。还在杂志上发表论文《“低档产品”做出高贡
献》（见《制鞋科技》1982年第4期），从“四要”探索皮鞋市场要求（见《四川皮革》1992年第1期）。
人生如梦，往事如烟，我虽已耄耋之年，但我和协会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我和协会的缘分。记
得名医兼书法家裘沛然有句名言：“鸟托巢于丛，人寄命于群”，凡事要利国利民，才能仰不愧于天，俯不
诈于人，这是我的人生格言和希望。

协会中有我，我心中有协会
陈有文 （本会第1-5届理事、高级工程师）
2010年7月8日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简称：协会）成立于1980年，至今已30年了。30年来，
协会在上海市科协的领导下，在履行协会宗旨“创新、交流、咨询、服务”方面，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多次受到市科协的表彰，现已是市科协所属二星级协会之一
了。在协会进入而立之年之际，我衷心祝贺协会3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也为我是协
会的一员而高兴，同时也缅怀协会创始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张西林老前辈。
协会成立，把原来皮革行业分散在工业、商业、军需、外贸系统的各企事业单
位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科技工作者组织起来了，为大家进行技术交流、服务社会搭建
了一个平台，大家发自内心地把协会称之为“皮革科技工作者之家”。我从协会一
成立就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并在第一至第五届理事会中担任理事，亲身经历和体
验到30年来，协会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
协会成立时，正值国家改革开放初期，在那种大环境下，各地要求与上海联营，技术服务、科技咨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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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很多。协会把握住了这一有利时机，及时地、积极地组织会员和有经验的老师傅进行技术服务。这是一
件多方共赢的事。同时，也开展国内外及协会内的技术交流，协会创收所得一部分用作积累，一部分回馈社
会，大部分用于开展活动、为会员服务、以及必要的自身改善上。如：组织全体会员分期分批赴庐山休养，
召开全体会员大会时发放纪念品等。协会这一时期的工作搞得红红火火、名声在外，影响力扩大，凝聚力增
强，这是协会兴旺时期。我与闻碧筠高工是协会制革组组长。每年至少组织1-2次技术交流活动，如：稀土
金属在皮革工业中的应用。国内外皮革发展趋势，我讲过湿法合成皮革聚氨酯树脂的制备，汇报过美籍华人
杜书东博士来华在成都工学院讲学的主要内容等。闻工和我是女理事，我们还组织过庆祝“三八”妇女节活
动，全体女会员欢聚一堂，交流经验，增加了彼此间的感情。当时我在上海益民制革厂担任副厂长，主管生
产技术，我竭力为我厂30多名会员参加协会活动创造条件和提供方便。我和顾广发高工同是协会理事，1990
年夏，吉林省通化市二轻局局长和通化皮鞋厂厂长来沪要求我厂技术服务，建立一个合成鞋用材料（内底革
和主根包头革）车间，我们把要为协会办实事的愿望先向厂领导提出，然后由协会秘书长季仁与厂长商谈，
以12万元服务费的70%给协会。项目由我和顾工负责完成，由我们提供车间平面布置图及设备选型，待他们
设备安装完成后于1991年9月，我和顾工带队前往通化皮鞋厂进行设备调试和工艺试验直到投产，历时一个
半月。总之，我们能为大家庭做些实事而感到心安。
第四届理事会后期，协会投资办皮革服装厂失误，卖出的产品货款不能收回，把多年来的积累几乎消耗
殆尽，给第五届理事会开展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为紧缩开支，协会办公室地点几经搬迁，最后在邓山春厂
长大力支持下迁至红光制革厂，这是协会最困难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我很理解理事长难以开展工作的处
境和要把协会维持下去的心理。我仍积极参加理事会工作，和大家一起分析失误原因，讨论起诉买房、清仓
查账、盘清家底、开源节流渡过难关，并赞同李方舟工程师出任秘书长，负责处理协会日常工作。
第六届理事会就任于协会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挑起了一副沉重的担子。按新章程规定，我已经年过七
旬，不可能进入理事会，但作为老会员，对后几届理事会的工作仍然关注，通过看《上海皮革》、《上海皮
革网》、参观中国（上海）鞋类、裘皮皮革、箱包、皮具展览会（以下简称国际皮展）、参加第七届、第八
届理事会换届选举、应邀参加第八届理事会第二、三次（扩大）会议、2009年皮革形势研讨会、2010年参与
世博“品牌 创新 营销”主题论坛等活动，以及翻阅协会工作总结、发展规划纲要等文件，从中了解和感受
到协会最近10年的工作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和业绩。其中，应邀参加第七届理事会第四次（扩大）会议，给
我的印象最深刻。那是我不当理事后应邀参加在香格里拉度假村召开为期两天活动，我的第一感觉是协会有
钱啦！实际上只有一顿早餐，三顿正餐，正餐十菜一汤很普通的农家菜，住宿不是星级宾馆，虽然开支不
大，但我脑海里还是保留着协会困难时期开支捉襟见肘的情景。第二感觉是耳目一新，增添了许多新面孔。
后经介绍是新吸收的会员和团体会员代表。总的印象是协会已开始走出困境，又增添了生力军，我为我们协
会的发展也增添了信心。
此后，协会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我个人感受最深的是：协会通过《上海皮革》杂志和《上海皮革网》
建立了一个信息服务平台；通过国际皮展，给供需双方搭建了一个洽谈业务的平台，连续7届，已见成效；
发展了新的服务对象。如：成立了诚信企业创建办公室。可以向市诚信办推荐诚信企业；筹备主办“鞋类设
计师资格研习班”培养造就制鞋设计人才；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及行业发展趋势及时举办2009年皮革形势研
讨会、2010年世博与“品牌、创新、营销”主题论坛，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企业、行业迎战寒流而雪
中送炭；承担市科协“创建亚太地区（上海）皮革品牌、创新、营销总部（中心）可行性研究项目”软课
题，前瞻行业未来；制订了协会今后10年发展纲要，意识超前，开拓创新，目标宏伟，以完善协会服务功
能；按市星级协会标准的要求，持续两度被评为上海市科协所属二星级协会的荣誉。以上是我个人的体会和
认识，并非协会发展进步和取得成绩的全部。老同志们相见，都颌首称赞，协会工作搞得好、搞得活，开创
了协会的新局面。
我不当理事之后，仍然受到协会的关心、爱护，经常应邀参加协会活动，而我们老同志也是心中有协
会，一心向着协会。譬如，在会员大会上，理事会还特意安排我和顾工为第八届理事会换届选举监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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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是尊老，让我们感到还在为协会工作。顾工身体欠佳，坚持站着监票还协助统计选票，直到会议结
束。又如，李秘书长代表协会做了第七届理事会工作总结，考虑到这份总结要上报市科协，我发现一处内容
稍有出入，次日我电告李秘书长，他立即打开电脑做了校正。再如，按一位校友来电，要我帮他查核另一在
沪校友职称评定的原始记录，由此联想到上海二轻局和皮革公司系统高、中级职称评定工作随着机构撤销而
停止，我就建议协会创造条件，争取拥有技术职称的评审资格。还有，协会为编撰30周年特刊需要历届理事
长和秘书长的照片。其他人都有，唯独缺季仁秘书长的。我得知后，当晚查到季工儿子季晓的手机号码，立
即拨通说明原因，请他送照片去协会，事后温工告诉我照片收到，是季晓用快递把照片寄去的。总之，协会
对我关心爱护，我又能为协会做什么呢？只是几件小事，平淡之中见真情。我和我多年的工作伙伴顾工，都
是真心实意地为协会工作。年纪老了，我把参加协会活动看成是一种精神享受，还可以了解协会，增长知
识。我会把协会寄来的会议通知和国际皮展参观券放在家里比较显眼的地方或夹在台历中以免忘记。我与协
会30年用一句话来表达：协会中有我，我心中有协会。
最后，我祝愿协会在为中国皮革行业可持续发展方面多做贡献！

我 与协 会 三 十 年 同 行
叶兆舟（本会第1-6届理事、高级工程师）
2010年7月13日
在30年前的1980年，我接到上海皮革公司通知，说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可以申请参
加皮革技术协会，当时心里感到十分高兴。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简称：协会）是上
海皮革行业科技人员之家。之前，我们这些科技人员在厂里整天忙于技术工作，外面
的世界再精彩我们也是知之甚少，好像关在笼子里的一只小鸟。参加协会后，可以定
期参加由协会组织的科技活动进行各种科技交流，每次参加，真是有点像回家的感
觉。
由于工作需要，在第一届皮革技术协会全体会员大会上，我被选为协会首届理事
会理事。当时的理事长是张西林经理，季仁任秘书长。在首届理事会开会分工时，我
被推选为皮革机械专业组组长，全面负责皮革机械学组的有关技术交流活动。这对我
来说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感到压力很大。因为协会工作没有经验，我想，我只要依靠领导，跟季仁秘书长学
着干，不懂就向他请教。所以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我首先拟了一个计划，在季秘书长认可后，就慢慢开始工
作。我记得，第一次大型的皮革机械技术交流活动是在协会成立二周年之际，假座上海科学会堂的大礼堂举
行。由我主持会议，上海皮革机械厂王绪良工程师作“关于皮革真空干燥机、真空干燥原理”的报告，由顾
徳明工程师作“关于星型（Y）转鼓试制研究”的报告。我自己也作了“关于2000年上海制革厂设备改进发
展的概况报告”。我从制革厂现有设备，包括进口设备型号、规格、数量、先进性；国产设备型号、规格、
数量、先进性，制革厂自制设备的型号、规格、数量、先进性作了比较，并列表统计，加以详细说明，得出
的结论是：目前制革厂的设备是远远跟不上上海皮革行业发展的需要。从制革生产发展出发，到2000年还需
要新增哪些设备，建议进口哪些设备，自制哪些设备，国内选购哪些设备，等等。会后知道大家对这次技术
交流会很满意。我的报告后来刊于《中国皮革》杂志。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被一届又一届直到第六届一直被选为协会理事，同时，我对协会也越来越有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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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协会的工作也越来越热爱了，协会给我的工作我乐意去认真完成。
例如，1988年1月1日，季秘书长要我带队和益民厂的沈宗韵、红光厂的应书堃三个人去河南省平顶山制
革厂出差一次。由于当时该厂从意大利利兹公司进口一台1．8米片皮机，拆箱验收时发现有很多问题。所以
平顶山制革厂即向协会发出邀请函，请协会派出专家组前去作技术鉴定。于是，我们三人日夜兼程，及时到
达平顶山制革厂，顾不上路途劳累便立即开展工作。首先我们拟订了一个鉴定工作方案，然后根据方案认真
着手作技术鉴定。经过我们三人整整连续工作两天，终于检查出进口片皮机12项质量问题，机器无法正常使
用。其中，主要有片皮机压刀板及压刀板座严重锈钝，带刀刀轮亦有损坏、磨刀砂轮不能正常使用，电气箱
电线接头严重老化，防护装置防护失灵等。鉴定结论：意大利进口的1．8米片皮机有严重质量问题，不能正
常运转和使用建议作退货处理。厂方拿了我们的鉴定结论同意大利厂商进行交涉，经双方协商，最后意大利
厂商无奈，决定在原有基础上打了一个对折处理。就这件事，协会为平顶山制革厂追回了一笔很大的经济损
失，而我们此行也算不辱使命。
在我退休后，李方舟秘书长请我到协会走走，帮协会值值班。当时协会会址设在大场红光制革厂内，对
我来说办公地点离家是远了一点，交通条件也差了一点。但我还是乐意接受了，在协会值班大约二年时间。
后来，协会会址迁到上海市皮革研究所，我也跟了回来，又值了二年班。年龄不饶人，人是老了，我就又一
次退休回家休息了。一转眼10年又过去了。时间过的实在太快了。我们的协会成立至今已经整整30年了。在
协会建会3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作为一名协会的老会员真是感慨万千。首先，我感到自己在这30年中对协会
的贡献很少，感到很惭愧。同时又感到在这30年中我们协会从建会之初到发展壮大，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
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协会在以李家鸽为理事长、李方舟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的领导下，协会各方面的工
作有了很大变化，有了质的飞跃，真是欣欣向荣。
例如：在上海举办了七届国际鞋类皮革展；及时组织举办皮革行业形势研讨会；组织做好行业内外的交
流和技术咨询工作；积极参与创新课题研究，策划行业未来构想；加强协会自身建设，保持二星协会荣誉；
开展各种科普活动，努力办好“上海皮革网”和《上海皮革》杂志；等等。这些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的协会30周岁了，30岁对一个人而言正是而立之年，对于我们这些协会的老会员来说，做一个小结
也是很有必要的，以便今后更好的为协会服务好。其实，对于协会广大中、青年会员何尝不是如此呢！愿我
们的协会在第八届理事会的领导下，众志成城，与时俱进，以30周年庆贺为新起点，实现新的更大的腾飞。
愿我们协会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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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nicle of Events for Thirty Years of SLTA

创办皮革鞋类展会
搭建企业商贸平台
Establishing leather and footwear fair or exhibition,
Putting up platform of commerce for manufacturers,

第一届上海国际鞋类、皮革展览会
2004年4月19至21日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与上海雅辉展览有限公司首次开始合作。4月19至21日，由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主
办、上海雅辉展览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一届上海国际鞋类、皮革展览会》在上海光大会展中心隆重举行。参
展厂商有263家，展出面积7000平方米，展会成交额达到2亿元，专业观众人数约1．8万人。第一届展会主要
展出鞋类、皮革、制鞋技术和鞋类材料等，初次尝试的展出效果良好，得到了业界的普遍认可和称赞。

第二届上海国际鞋类皮革、箱包皮具展览会
2005年5月24-26日

上海世贸商城

本届展览共有参展企业282家，展台数356个，展出面积8000多平方米，并新增加了箱包皮具展区，展会
全局展示了当时最新颖的鞋类、皮革、箱包等近千种产品。据统计，前来参观的专业观众逾2万人，贸易成
交额达4．5亿元人民币。其中，海外观众近4000人，占观众总数的20％，海外观众主要来自俄罗斯、美国、
日本、韩国、意大利、阿根廷、英国、法国、中东、欧盟、北美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等地区。本届展会，
在上届成功举办的基础上，多渠道、广角度地聚集了海内外的资源，通过专业化的运作，为参展企业度身定
制个性化的展示空间，为参展品牌拓展市场通路，从而搭建一个集展示、交流、推广于一体的贸易互动平
台，为所有参展商提供一次更新塑造企业形象，提升自主品牌知名度，挖掘潜在客户资源的难得机遇。

第三届上海国际鞋类、裘皮皮革、箱包皮具展览会
2006年5月17-19日 上海世贸商城
第三届中国（上海）国际鞋类、裘皮皮革、箱包皮具展览会经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准，由上海
市皮革技术协会、上海外经贸商务展览公司和上海雅辉展览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举办。5月17日上午，组委会
在上海世贸商城北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典礼。开幕式由中国皮革协会科技委常委、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高
级顾问温祖谋先生主持，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副院长田美先生到会并致贺词，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方舟先生致开幕词，来自中国皮革协会、上海市科协、中国皮革工业信息中心、国家鞋类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鞋业协会、美中服装鞋业协会、河
北省肃宁县人民政府、河南、山东、温州、辛集等省市皮革
协会的近二十位领导和嘉宾出席了开幕式。
本届展会有参展企业312家，展出面积达10000平方米，
新增了裘皮皮衣展区，展示了当今最流行的鞋类、箱包皮
具、皮草皮衣等近千种产品。自本届起，展会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三大展区，即鞋类展区、箱包皮具展区、裘皮皮衣展
区。展会吸引了国内外一大批知名企业参加。华伦天奴、戴
维尔、香港KC、尼克莱炳哲、沐风、周氏世家、麦克顿、阿
拉斯娜等品牌的皮革裘皮服装纷纷在展会亮相； LNA、哥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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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斯（株式会社）、香港爱思康、珠海宝立、大连澳斯金、温州东
方集美、成都捷步等企业展出了当前最时尚的鞋类款式；展会还展
出了美帅叶浓、都彭、万里马、MOON、毕加索、卡迪奴、锦芳、鼎
恒等国内外知名的箱包皮具产品。其中，电热鞋、裘皮鞋、绿色保
健鞋、毛毛包、羊剪绒等新特产品，成为本届展会的一大亮点。国
内外数百家进出口公司诸如上海天帝进出口、安徽肥东进出口、浙
江华源进出口等也到会参展或参观。

第四届上海国际鞋类、裘皮皮革、箱包皮具展览会
2007年5月23-25日 上海世贸商城
本届展会设鞋类、包袋、皮衣三大展区，有410家企业参展，展出面积达12000多平方米，首次启用了上
海世贸商城一楼、三楼两个展厅，展区分配设置更加明确合理，展示了当今最流行的皮革、鞋类、箱包手
袋、裘皮等近千种产品，汇聚了来自韩国、意大利、法国、日本、美国、英国、香港、台湾等国内外的众多
知名品牌，共572个展位。据统计，专业观众超过3．1万人，意向成交额6亿元人民币。其中，海外专业观众
占21%，华东地区观众占68%，其他省市及自治区占11%。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在展会期间隆重召开了2007年年会暨皮革创新技术论坛。出席会议的有协会本届理
事会的正、副理事长、秘书长等协会领导和理事们，以及部分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单位的代表。应邀参加年
会和论坛的领导和嘉宾有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副院长严怀道高工、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学术部张世君
助理调研员、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制革技术研究推广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王全杰教授、中国科学院皮革化
工材料工程技术中心原主任、博士生导师刘白玲教授、陕西
科技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马建中教授等知名专家、以及
温州大学浙江省皮革重点实验室主任兰云军教授的研究生周
建飞、马建中教授的研究生鲍艳等后起之秀。应邀与会的还
有《中国皮革》、《上海皮革》等行业专业媒体的代表，共
70余人。论坛期间，与会领导和嘉宾光临本届展会，饶有兴
趣地观摩、评点了所展出的新品。

第五届上海国际鞋类、裘皮皮革、箱包皮具展览会
2008年5月23-25日 上海世贸商城
在组委会创新创意的引领下，自本届起，展会和日本
东京ISF鞋类博览会主办者相互合作，展会现场互派参展商，
相互组织买家，展会规模比上届明显扩大，国际买家明显增多，企业参展效果更加令人满意。展会的箱包皮
具展区，成为中国大陆最专业最具特色的专业品牌展，展会推出的环保手袋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效应。上
海电视台生活时尚频道对大会推出的时尚精品
作出专访，做成专题节目播出。实践表明，组
委会的首度尝试获得成功。
本届展会的许多参展品牌，不仅关注产品
质量及其实用性，更关注产品设计上的新颖美
观，强调产品的时尚元素和流行趋势，凸现个
性化。譬如：来自意大利的曼陀妮箱包，秉承
传统工艺经验，结合现代技术，在设计意念上
突出独特个性，更注入不少潮流元素，巧妙地
制造出令人赞叹的皮具产品系列；休闲包知名
品牌---优哈优哈，中国皮具设计大赛获奖品牌
―BAITE（百特），每件产品均展露其典雅高贵
的贵族气质，犹如艺术珍品；来自台湾的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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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诺汀汉，来自英国的鞋类品牌―SIS STAR女装鞋，天津健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将到会展示该公司的
新品―菲比健动磁健力鞋（该产品已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等等，不胜枚举。此外，来自台湾
的优柏纳斯在展会上展示了最为时尚新品及其网络平台、积分平台的架设等最先进营销策略。

第六届上海国际鞋类、裘皮皮革、箱包皮具展览会
2009年5月18-20日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迎战行业寒流的大背景下，本届展会迎难而上，保持往届规模如期召开，显得更
加特别的难能可贵。展会坚持内销和外贸并举，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往年只做外贸出口的公司今
年也进军内销市场，观众可以现场看到甚至买到各种设计精美，质地优良，真正厂家出厂价的各种鞋子。南
通萌生鞋业等公司在现场展出了各种销往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家
和地区的外贸鞋类品种。展会中除了展示各种真皮皮鞋以外，
还将有各种编织鞋、布鞋、木拖鞋等。
为了仔细发掘海外市场，全面开拓内销渠道，逐步改变中
国鞋业目前过分依赖美国、欧盟市场的状况，展会倾力加强对
日本、东南亚、中东、欧盟等国家采购商的邀请力度，组委会
不仅邀请国内一线城市的经销商代理商，而且直接邀请到大部
分二、三线城市及区县的代理商到展会上来洽谈采购与销售代
理事宜。展会主办者还通过相关渠道着力邀请上千家商场超市
到会参观、采购。

第七届上海国际鞋类、裘皮皮革、箱包皮具展览会
2010年5月22-24日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本届展会恰逢上海世博会同期召开，又时逢国际经济不断变暖的利好，所以展会得到众多参展商和采购
商的热情积极响应。展会活动精彩纷呈，名品新品琳琅满目，成为当前皮革鞋类品牌商贸的睛雨表与流行
时尚的风向标。与世博同行，借世博东风，共享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组委会专门成立国际招商部，
派出招商小组赴德国、西班牙、美国、日本进行招商
推广。展会规模势必成倍扩大，国际化程度得到进一
步加深。展会的参展商超过1000多家，展出面积超过
20000平方米，专业观众数达到十万人次，成交额突破
20亿元人民币。
雪地靴成为展会的一大亮点，澳大利亚原产纯进
口雪地鞋JUMPO UGG将在本届展会的精彩亮相，河南
隆丰皮草有限公司的皮毛一体雪地靴企业参加本次展
会，以及黛曦鞋业、华鑫、UGG（HK)、元杰、花得
起、凯日阳光、天角实业、新鹏翔、月华、优拓、康
海等几十家企业通过本次展会推出最新的雪地靴产
品。
来自法国的“名郎”品牌休闲鞋、来自英国的“托马斯与朋友”卡通品牌童鞋、来自日本的SONICE品牌
女鞋在展会上竞相交辉。广州锦龙鞋业行（飞龙堡）、烟台荣顺鞋业公司等将展出他们的获得金奖的产品。
展会同期举行了以“Shanghai Expo．品牌、创新、营销”为主体的高端论坛，该论坛由中国皮革和
制鞋研究院与上海皮革技术协会联合主办，论坛得到了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的大力支持，数百位专学学者
和嘉宾出席，上海市商业联合会、中国流行色协会、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的专家在论坛上发表精彩演讲。

- 57 -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

三十年

参与国家和地方科技攻关
推动联合国工发项目建设
Participating in national or local scientific research,
Enhancing implementation of UNIDO projects,

科 技 攻 关 与 新品研发
20世纪80年代一来，上海皮革行业（ 由上海皮革公司承担、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部分会员参加）在“六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
“高档猪正面革生产工艺技术研究”圆满完成，并获得上海市科技进
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基础上，继续先后承担“七五”、
“八五”“九五” 期间一系列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和地方科技创新课题研
究。

 “七五” 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南方低次猪皮制革新技术
研究开发”项目的完成，解决了约70%面粗质次南方猪皮原料皮资源
的利用问题，并明显地提升了研发产品的质量档次，为行业提供猪正
鞋面革、服装革的辊印、补伤、摔纹、压花及各种美化效应涂饰等新
技术，同时也研究了猪绒面革的防水、防污和耐水洗性能的新工艺技
术。

 上海市科委研发项目“新颖、高档、轻软、舒适”八字皮
鞋的开发研制，在男女童鞋全面展开。其中，上海第一皮鞋厂研发的
“登云牌”女皮鞋，采用黄牛全粒面革（不配用夹里）为面料，加上帮面时尚镶串，配用天然革内底和齿纹
防滑外底，款式新颖、鞋身轻、弹性好、透气卫生、穿着舒适，经评议、检测，可与澳洲邓禄普产品媲美，
深受消费者青睐。
上海鞋楦厂研制的“塑料弹簧楦”的诞生，上鞋、一鞋、二鞋、宝屐、亚洲、上运等厂开发皮鞋生
产流水线的纷纷成功、到位，使上海皮鞋行业一时呈现科技创新的繁荣兴旺景象。
以上海皮革化厂为创新主体，在研发全候型皮革涂饰剂系列、SE等加脂剂系列、丙烯酸填充树脂等
化料新品的研发成功，为解决皮革涂层冷脆热粘、满足制革新技术配伍应用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上海皮
革化工厂也因科技实力、创新能力和产品附加值的提升，跃升为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

联 合 国 工 发 项目建设
1980年，协会理事长张西林系中国皮革学会副理事
长、上海皮革工业公司副经理兼总工程师，作为中国皮革
科技界的杰出代表，在出席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会议、国际皮革专家组织会议商讨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旨在
发展皮革的援助时，他以中国猪皮制革在国际上的领先地
位和潜在优势，一举赢得了联合国工发组织首次对华援助
皮革项目，旨在创建“轻工业部上海皮革技术中心”，并
由张西林出任首任国家项目主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委
派的专家波·伦敦先生为项目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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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2月，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援助项目实施在即，亟需培养一批懂技术、会外语的人才，协会
和公司决定从系统内基层单位抽调20名中青年，组织外语培训班。首期培训班由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理事
长、上海皮革公司总工程师张西林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持，协会会员、公司外经科彭尚智译审为专职英语教
师，为期六个月，教室设在上海皮箱厂武定路车间一角。
1981年4月，联合国工发组织援助项目轻工业部上海皮革技术中心（筹）第一期建设项目之一“皮
革质量分析检测实验室”筹建工作启动，地点临时设在上海红卫制革厂实验室内。为加强管理，协会理事、
上海红卫制革厂副厂长兰幼民出任项目主任助理。协会会员温祖谋、朱军、刘莉、姚培德、谢海宝五人被选
派为实验室成员，接受来华专家阿·勒休斯的现场指导，并通过协会专业组活动形式开展对业界相关人员的
技术培训。
1981年11月，国家项目主任张西林宣布，经过选拔、考试，协会会员温祖谋、姚培德和朱军、谢海
宝4人受联合国工发组织派遣，分别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和荷兰阿姆斯特丹进修皮革分析检测课程，接受国际
标准化专业培训，为时6个月。
1982年2月，协会副理事长、上海皮革工业研究所所长石祥麟接任国家项目项目主任，继续实施
“轻工业部上海皮革技术中心”项目第二、三期项目建设。
1987年项目建设工程竣工，完成三方评审、验收。此后，项目主任一职由时任上海皮革工业研究所
所长冯玉麟兼任。
1998年12月14-16日，协会和上海富国皮革有限公司携手承办由联合国工发组织（UNIDO）与中国皮
革工业协会举办的“制革工业劳动保护及妇女就业培训班”。协会理事、联合国工发组织国家项目副主任宋
宪雯主持此次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制革厂工作条件与环境保护、制革安全生产与劳动保护、参观上海制革污
水处理厂、我国有关妇女法律、法规选讲、制革基本知识与技能、制革女工保健护理等。
1999年、2004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官员布林先生应聘两度被聘为上海市皮革技术协
会名誉顾问。
2000-2003年，在中国皮革协会常务副理事长、联合国工发组织国家项目主任张淑华领导下，协会
理事长、上海富国皮革有限公司副总裁温祖谋兼任联合国工发组织援助项目（制革污染控制、职业安全健
康）上海大场示范点首席执行官，并被UNIDO 聘为该项目的专家之一，为执行国家项目办公室“点上受援、
面上受惠”的方针和项目成果在海宁、辛集等地的推广应用，不遗余力。

1980年，出席在西德科隆召开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皮革协商会议部分代表合影
（左4本会理事长张西林高工、左7轻工业部王秀英局长、右1成都制革总厂徐明骥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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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对外技术交流
捕捉技贸合作商机

Carrying out foreign technical exchange,
Utilizing opportunity for technology-trade cooperation

1983年，上海市皮革协会与日本和歌山皮革技术协会在上海市科学会堂共同举办了国际皮革展览
会，并取得圆满成功。这是协会首次与国外同行开展的国际性科技交流和技术合作，虽然当时的皮革展览规
模有限，但作为初次尝试获得成功，这为协会今后开展广泛的国际会展、科技交流和技术合作奠定了良好基
础，意义深远。此后，两个协会之间建立友谊，通
过和歌山皮革技术协会的牵线，当时益民制革厂的
周跃庭等青年才得以赴日学习和工作，这对人才培
养起到了积极作用。

1983年5月，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与浙江
省皮革协会在宁波市举行首次学术交流会，协会顾
问、上海皮革工业公司经理马广生、副理事长陈定
国、季

仁（兼秘书长）、理事兰幼民、叶兆舟、

陈鸿炳、龚炯智（女）、闻碧筠（女）、徐亚先以
及魏庆元、金宗党、张觉民、贺健博、关汉余、徐
教生、郑阿毛、吉武秀等部分工程技术人员一行20多人参加，中国皮革科技情报站孙廷俞站长、朱孝于主编
等嘉宾与会。浙江省轻工厅、浙江省皮革塑料公司、浙江省皮革协会等有关领导出席交流会，柴元庆、杨增
民等部分工程技术人员20多人参加交流。

1980-1995年间，协会牵头组织、或配合上海皮革公司技术科为益民、红卫、红光、新兴、新艺、
久新、沪光、上重等制革厂分别与巴斯夫、拜耳、斯塔尔、罗姆哈斯、山道士、汽巴嘉基、汉高、罗姆等诸
多国外化工公司就皮革化工材料新品开展应用试验与技术交流，为制革企业的新品开发、科研攻关服务。

1989年，协会举办了一次国际性交流活动，由英国ICI公司主办，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和轻工业部
制鞋科技情报站协办。全国各省市皮革、制鞋系统选派代表近百人参加，德国、英国、新加坡、香港、台
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外商14名与会。交流主题为：聚氨酯鞋底材料。总结会上轻工业部制鞋科技情报站站长
邓启明同志说：“英国ICI公司能在上海交流，说明你们很有眼力，很有远见，这对全国制鞋业来说受益匪
浅”。

1992年11月2日，协会在上海柳莺大酒店举办“国内外皮革化工新材及其应用技术交流会”，全国
有20个省市170多名技术和业务人员前来参加，还有西班牙、德国、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与外商
10余人一起参加交流。交流新材料如核壳结构树脂涂料、两性皮革加脂剂、白色革树脂复鞣剂等；新产品如
金属效应革、绒面油感革、疯马时尚革、蜡感效应革等。交流会相当成功，与会人士耳目一新。

1993—1994年，协会开展国际性专业技术交流7次，如日本制革家荻原长一先生的制革技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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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罗姆哈斯公司的皮革化工交流，英国ICI公司的后续交流，德国拜耳公司的皮革化学品交流，台湾地区
的鞋用热熔胶交流，德国巴斯夫公司的皮革化学品交流、德国波美公司的皮革化工交流，等等。

1995年3月21日，协会在马厂路45号二楼会议室召开协会各专业学组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95）第19号文件：关于开展“科技传播
行动”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学组“继续发挥主动性，大力开展经常性的科普活动”，以实际行动组织广大科
技人员，积极参加上海科技节。会上，经过商讨制定出“白色运动鞋面革身骨柔软与颜色泛黄问题”等10项
科技传播行动计划，并组织力量，付诸实施。

1995年6月20日，协会秘书长季仁高工、协会副理事长、上海六联制革厂厂长温祖谋高工应邀作为
皮革专家赴江西省南昌市四纬路22号华商大厦参加由泰国华商投资的“中国华商国际皮革工业城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评估论证会。专家组组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段镇基、副组长中国皮革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吕绪庸、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秘书长季仁，专家组共13位成员组成。华商（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戴晓云、总工
程师孙勇、专家室主任吴铁龙。

2004年2月，协会组团赴澳大利亚、新西兰培训考察活动。
2006年9月4日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假座上海科技会堂会议室，接待了专程来访的德国工商鞋业代表
团一行。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方舟、高级顾问温祖谋、副理事长、上海一名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玉
茹、协会理事、千贝鞋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重基、协会理事、办公室主任王建平等参加接待。该代表团
组成系德国鞋业零售商协会的主要成员，他们分布在欧洲15个国家和地区，有4000多家零售商。这次共有30
多位代表来访并参加会晤。前来交流的主题为a．中国鞋类产品在欧洲市场的情况分析、b．中国鞋类产品出
口欧洲市场的利弊分析、c．中国鞋类产品出口的发展趋势。双方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交流，德方与会
者除了由衷致谢外，各自介绍了企业的经营状况、鞋类产品的特点、产品出口的现状等。

2006年9月8日，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浦东分会的邀约，在位于浦东的上海科技交流咨询
中心，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方舟、高级顾问温祖谋、理事宋宪雯、王建平一行接待了西班牙佩胡皮革集
团董事长佩德罗· 洛佩斯· 马丁内斯先生，双方交流制革、毛皮生产技术与贸易合作意向。该客商主要从
事原料皮的加工和销售工作，来访主要目的是了解国内原料皮市场的供求信息，探索西班牙原料皮进入国内
市场的可行性。

2007年3月31日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应泰国鞋业商
会邀请，由李家鸽理事长率团一行14人赴泰国考察交流，
并在曼谷拜会泰国工业联合总会及鞋业分会，受到总会秘
书长PAIROJ KIATTIKOMOL先生、泰国鞋业商会理事长李国
彬先生等以及下属制革、制鞋企业家的热情接待。泰国鞋
业商会是泰国工业联合总会下属的民间团体组织，其下属
有400多家会员单位。主要包括制革、制鞋、鞋材、制鞋
橡胶、塑料材料等企业。其主要职能为协调制鞋流通领域
的商务和各项技术问题。双方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对两
国鞋业发展中的共同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上海一名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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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公司、上海龙子太郎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向泰方介绍该厂制鞋产品特点与主导市场。泰方对这两家企业
的产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当场表示要进一步了解，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发展同上海制鞋企业的紧密合作，
为中泰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作贡献。考察团成员纷纷表示，走出国门可了解国外鞋业发展的状况，同时也可将
国内的鞋业发展思路进行广泛的宣传，通过交流和沟通，从中可得到很大的收获，因此，认为这次协会组团
考察是成功的，希望协会能为企业走向世界搭建更多的对外交流平台，为我国制鞋企业走出国门、扩大外贸
做出更大贡献。

2007年4月2日，以李家鸽理事长为团长的交流考察
团一行14人，在台北市与台湾区制鞋工业同业公会进行了
座谈交流。台湾制鞋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林昭杰先生接待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代表团一行。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林
先生首先介绍了台湾地区制鞋行业的发展史，并重点介绍
了创立品牌战略的先进经验。台湾区目前90%左右的制鞋企
业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增加，都转移到我国大陆地区和越南
地区生产，在转移过程中比较注重品牌的打造，也积累了
较丰富的经验。我们协会也向台湾地区的同仁介绍了协会
的职能和协会的发展方向。会晤双方对共同关心的有关制鞋品牌战略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通过交流，双
方对两岸制鞋工业的发展有了统一的认识，并愿为携手发展两岸地区的制鞋业，造福两岸人民而共同努力。
参与考察的代表也纷纷表示，要将台湾地区有关创立品牌的意识应用于各自企业，为实施品牌战略和打造自
主品牌而不遗余力。

2007年9月6日上午，协会理事长李家鸽、高级顾问温祖
谋、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方舟在上海市科学会堂接待了来访的日
本皮革业代表团，日本代表团主要成员有：日本经济产业省主管
皮革及皮革制品的企划官小滨昭浩、日本皮革产业联合会会长大
泽重见、东京都制靴工业协会理事长末崎勳等一行6人。宾主双
方从行业、技术、商业多方面广泛交流，互通未来开展合作的意
向。

2007年10 月，受上海国际科技交流中心邀请，协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方舟、高级顾问温祖谋在上海市科学会
堂会见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贸易官员保罗．高佐里(Paolo
Gozzoli)先生为开展皮革商务合作和技术交流充分交换意见。

协会应日本东京都制靴工业协会理事长末崎勳日本先
生的邀约，为日本东京都制靴工业协会在上海举办展会与论坛
提供必要协助，以尽地主之谊。2008年3月，日本东京都制靴
工业协会主办、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协办的“东京皮鞋精品展会”（论坛）在上海花园饭店举行。协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李方舟出席了展会开幕式。

2008年 9月，受上海国际科技交流中心邀请，协会理事长李家鸽、高级顾问温祖谋、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李方舟、常务副秘书长王建平一行前往法国驻沪领馆会见法国皮革商会等业界团体来访，双方交流皮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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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贸易等方面的信息。

2009年春季，协同日本制靴工业协会在上海花园饭店举行了由日本制靴工业协会主办、我会协办的
年度秋冬“东京皮鞋精品展会” 。

2009年7月5日-11日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方舟参加了由市科协副主席胡家伦先生率领的考察团
赴山东、陕西学习、考察。通过交流探讨新时期学会工作的新思路。

由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发布的国家标准《皮凉鞋》于2009年9月1日正式实施，协会与
上海市皮革质量监督检验站等联合举办了新标准
的宣贯培训，提升了企业按照标准化组织生产的
能力。

2009年在市科协组织的与西班牙瓦伦西亚
技术研究所代表团对口学术交流会上，协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李方舟，副理事长陈国学与西班牙
代表团成员、进行了友好的交流。双方都表示今
后加强联系，开展更深入的专题合作。

2009年10月14-16日，应意大利对外贸易
委员会（上海代表处）的邀请，并由邀请方全额支付差旅费用，作为特邀嘉宾，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鉴
正皮革质量检测技术中心主任李方舟，协会副理事长、上海国学鞋楦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国学和协会副理
事长、上海倩女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积恩三人前往意大利参加在布洛尼亚举行的国际皮革和制鞋机械展览
会，为期三天，满载而归，取得了诸多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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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专题科技论坛
推助企业技术创新

Setting up special subject scientific forum,
Promoting techn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

1986年，协会聘任已退休的王金龙工程师为协会办事处主任兼学术部主任，分管协会下属制革、化
工、机械、皮鞋、皮件等五个专业组的技术讲座和学术交流工作。

1986年协会的制革、化工、机械、皮鞋、皮件等五个专业组，每月在市科协会堂组织一次技术讲
座，有计划、有论题、有主讲，参加者踊跃，人气旺，效果好，对于提升协会个人会员和上海皮革界工程技
术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起到很大的作用。

1986—1992年间，根据上海市皮革中专职校的提议和请求，协会与职校双方合作联办“皮鞋设计培
训班”，并派出王金龙工程师为该班的兼职技术指导，实际上从生源、师资、教材到校舍，一一落实，开办
的培训班运作正常，效果良好。

在1986—1990年的五年期间，协会学术部每年按计划组织举办技术讲座。其中，据统计，1989年协
会全年开展学术研讨、技术交流、科技论坛共38次，参加人数达1820人。其中：制革、化工学组14次，皮鞋
学组13次，皮件学组6次，机电学组5次。所举办的技术讲座，不仅为贯彻“科技兴业”的方针迈出务实步
伐，而且对于提升上海皮革界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起到积极作用，曾受到市科协多次好评和广大会
员的由衷称赞。

1988年5月26日，协会在上海重革厂为制革界老前辈、老专家金宗党高级工程师举办七十大寿庆典
活动，得到时任该厂厂长的陆德云先生的大力支持，庆典热烈隆重，异口同声称赞协会以人为本，为会员谋
福祉，大大提升了协会的人气和凝聚力。

1991—1994年间，据统计协会学术部通过各专业组组织学术交流研讨活动共62次，参加的科技人员
达2563人。其中：制鞋组19次，制革、化工组17次，机械组13次，皮件组12次，反映良好，成效卓著。
1992年11月2日，协会在上海柳莺大酒店举办“国内外皮革化工新材及其应用技术交流会”，全国
有20个省市170多名技术和业务人员前来参加，还有西班牙、德国、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与外商
10余人一起参加交流。交流新材料如核壳结构树脂涂料、两性皮革加脂剂、白色革树脂复鞣剂等；新产品如
金属效应革、绒面油感革、疯马时尚革、蜡感效应革等。交流会相当成功，与会人士耳目一新。

1993年9月，协会组织了一次皮革科技论文评奖活动，向全体会员发出通知，广泛征集、鼓动参
与，希望大家积极撰写论文（含1990-1993年间会员在专业杂志上以公开发表的论文著作）。最终评奖结
果：获一等奖论文一篇，题为《论八十年代猪皮制革新技术》（作者兰幼民、温祖谋、李方舟）；获二等奖
论文三篇题为《胶粘绷尖机的液压系统》（作者唐牟）、《皮鞋榜样设计循环比例入手》（作者王金龙）、
《保毛浸灰工艺》（作者陈定国）；获三等奖论文六篇、纪念奖十篇、鼓励奖一篇，并向获奖者颁发证书。
这一活动对于推动科技创新和开展科普活动起到积极作用。

1995年6月20日，协会秘书长季 仁高级工程师、协会副理事长、上海六联制革厂厂长温祖谋高级工
程师应邀作为皮革专家赴江西省南昌市四纬路22号华商大厦参加“中国华商国际皮革工业城项目”可行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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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报告评估论证会。专家组组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段镇基、副组长中国皮革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吕绪庸教授、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秘书长季 仁高工，专家组共13位成员组成。华商（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戴晓
云、总工程师孙勇、专家室主任吴铁龙高工。这次活动为拓展省际技术论证与交流开创了先河。

2006年5月17日在第三节中国（上海）国际鞋类、皮革展览会期间，协会组织举办专题技术讲座：
如，关于鞋的舒适与鞋楦设计的研究，由上海国学鞋楦设计有限公司陈国学高级设计师主讲；德国司马油脂
“热黄变”性能，由德国司马化学上海代表处技术代表胡小明主讲。

2007年5月24日，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年会暨皮革创新论坛在上海新苑宾馆召开，国家制革技术推
广中心王全杰教授、中科院成都有机所、全国皮革化料开发研究中心刘白玲教授、陕西科技大学副校长马建
中教授、温州大学浙江省皮革重点实验室主任兰云军教授等应邀与会，并发表主题演讲。王全杰教授的论题
为“皮革工业是日不落产业”； 刘白玲教授的论题为“注重交叉、注重融合，提高我国皮化材料的市场竞
争力”； 马建中教授的论题为“高
新技术与皮革工业的发展”； 兰云
军教授的论题为“用现代制革理念知
道皮革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
大庆市肇源皮革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
张庆国先生作了题为“抢抓机遇，振
兴东北皮革产业”的发言；江苏太仓
日夏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的郑世立先生
作了题为“皮化产品与皮化市场”的
发言。以上演讲和发言，引起与会代
表的高度关注与浓厚兴趣，不时有人
提问，演讲者和发言人均一一作答，
零距离的对话，增添了论坛的活跃氛
围。协会原理事长兰幼民、陈定国等老同志、李家鸽理事长、李方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等出席，论坛由协会
高级顾问温祖谋高级工程师主持。这次协会年会暨皮革创新论坛，别开生面，注重务实，精简高效，是一次
集协会年会、创新论坛和信息发布于一体的多元化盛会，既是一次协会内外的务实年会，又是一堂知识更新
的现场培训，更是一场深入皮革市场、实现零距离接触的交流活动。
2009年1月15日下午2：00，协会在上海市科学会堂思南楼召开“
2009上海皮革行业形势研讨会”，有
关领导、协会理事、部分企业以及《解
放日报》、《新民晚报》、《新闻晨
报》、《劳动报》、《上海科技报》、
《上海皮革》、上海皮革网等媒体记者
约50人参加。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副秘
书长郭巧林、上海市国际科技交流中心
主任姜福共、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质
检处副处长殷鸿、上海市商业联合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刘荣明、上海市企业竞争
力研究中心主任范林根、本会理事长李
家鸽、高级顾问温祖谋、副理事长兼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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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长李方舟以及部分副理事长、理事出席研讨会，协会老同志陈有文、顾广发、叶兆舟等也应邀与会。研讨
会由秘书长李方舟主持，温祖谋高级工程师作题为“皮革行业的现状、问题和对策”的主题报告、范林根博
士作“当前经济形势、企业过冬策略与金楹奖”主题报告。与会领导郭巧林秘书长、姜福共主任、殷鸿副处
长、刘荣明副会长分别作了重要讲话。这次研讨活动非常及时，很有针对性 ，对于皮革企业、商家如何面
对国际金融危机，迎战经济寒流，应对行业过“冬”很有启发，有利于业界人士增强信心，主动出击，寻求
突破，争取早日走出低谷，无异于“雪中送炭”。

2010年5月23日下午，由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和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联合主办、上海国学鞋
楦设计有限公司和上海雅辉展览有限公司协办的2010“Shanghai Expo． 品牌·创新·营销”主题论坛在上
海光大国际会议大酒店隆重举行。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副秘书长郭巧林，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院长杨
承杰，国家制革新技术推广研究中心主任王全杰、中国皮革工业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谢衡，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轻工行业办副主任詹寒戈，新疆皮革协会理事长段齐，大庆肇源皮革园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张庆国，阜
新皮革产业基地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马
桂艳等来自黑龙江、辽宁、山东、广
东、河南、上海等地皮革同行的企业
家、科技工作者、原上海皮革公司的
老领导、皮革技术协会的老同志、协
会的现任领导、协会沈丘制革研发基
地的领导、以及协会部分团体会员和
个人会员120余人，是皮革界的一次
沪上盛会。协会理事长李家鸽因在术
后康复期未能与会，特请秘书长转达
对与会者的欢迎和问候！主题论坛由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李方舟主持。郭巧林副秘书长、杨
承杰院长和陈国学董事长分别致辞。接着，论坛特邀三位专家演讲：上海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商
学院客座教授、同济大学工程硕士生导师、上海石材行业协会秘书长范林根博士作题为《品牌、创新、营销
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的演讲；著名色彩营销战略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流行色协会培训部主
任崔蓓蓓教授作题为《全球竞争环境下的中国企业盲点－色彩营销战略》的演讲；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高级
顾问、四川大学轻纺与食品学院客座教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温祖谋高级工程师作题为《创建
亚太地区（上海）皮革品牌、创新、经营总部（中心）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演讲。最后，论坛主持人李方舟
先生，以一席精辟点评和心语感悟为本次主题论坛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他指出：让我们以上海世博会为契
机，对皮革产业的未来前景作深层次考虑与国际化构想，坚持务实，不懈追求，去创造皮革美好的未来，我
们的未来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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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专业技术培训
壮大技术骨干队伍
Exerting techn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trengthening mainstay technical force

1981年初，因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援助项目“轻工业部上海皮革技术中心”首期工程“皮革质量分
析检测实验室”的建设行将实施，亟需培养一批懂技术、会外语的人才，协会和公司决定从系统内基层单位
抽调20名中青年，组织外语培训班。首期培训班由协会理事长张西林总工程师主持，协会特约译审彭尚智为
专职英语教师，为期六个月，教室设在上海皮箱厂武定路车间楼上。
1986年，根据上海市皮革中专职校的提议和请求，协会自1986—1992年间双方合作联办“皮鞋设计
培训班”，并派出王金龙工程师为该班的兼职技术指导，实际上从生源、师资、教材到校舍，一一帮助落
实。

据王金龙工程师书面回忆，1988年9月，一日，来访者上海市天山中学校长的外甥张君达，自幼赴
台，长大后一直在台湾经营出口皮鞋，拟回大陆在上海开办皮鞋厂，到协会来咨询办厂事宜。考虑到两岸关
系，一面向上请示，一面派出王金龙工程师代表协会接待，经过艰苦努力，先后为其举荐了40多名有技术的
老师傅，六年后一家3000多人规模的台华皮鞋厂终于在佘山建成，产品远销欧美。而协会自始至终无偿咨
询、竭诚帮助。后来张君达当众称道：“是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帮助我起家的，饮水思源，我不会忘记上海
市皮革技术协会，也不能忘记大陆同胞的帮助。”
自1993年起，协会在《中国皮革》、《制鞋科技》等媒体、上海皮革联谊会、上海皮革企业管理协
会等兄弟协会支持配合下，租借上海佳华酒店开始举办中级“皮鞋设计培训班”，每年两期，每期近三个
月，直至2003年因故停办。培训班有王金龙
工程师主持，全权负责从招生、教学、实习
到结业的办班全过程，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从绘图、设计、出样均有具体要求和考核标
准。为全国皮鞋行业及企业培养、造就了一
大批技术设计人才和中坚力量。1999年，台
胞女青年张恬嘉欲报名来沪参加“皮鞋设计
培训班”，经书面报告上级得到批复后，同
意接纳。为确保台胞安全，该期培训仅招收
了4名学员。结业时，其父张瑞珍是福州山
一鞋业有限公司的台方经理，专程乘飞机来
接，含笑称赞女儿张恬嘉经培训后的设计作
品。

2004年，协会想方设法，重新启动组织举办中级“皮鞋设计培训班”，由袁菊萍老师主持。连续举
办了多期，至2007年因故再次停办。
2009年3月16日，协会与上海阳光进修学院、上海国学鞋楦设计有限公司三方携手磋商，就合作举
办“皮鞋设计高级研修班”事宜达成共识。旨在通过研习：（一）履行皮鞋设计师职业资格鉴定，可获由国
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权机构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二）是通过本班研修，将明显提升学员设计水准
和创意、创新能力。合作形式：明确对外统一为：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主办，上海阳光进修学院、上海国学
鞋楦设计有限公司协办；对内以三方联席会议及集体决策机制实施教务管理。经过半年的筹备，初定于国庆
前后开班，因故延期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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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四技咨询活动
服务企业助推行业

Promoting the work if technological consultation
Giving impetus to enterprise by rendering service

1984年，协会在技术咨询部开展的“四技”（ 皮革专业技术转让、开发、咨询、培训）服务的基
础上注册成立了上海沪江皮革技贸公司，由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季

仁任法人代表，并兼任该公司总经

理。技术咨询部由徐建富、徐淇生负责。
1985年8月15日协会所属上海沪江皮革技贸公司（甲方）与徐连发、孙伟明二人（乙方）签署“皮
革服装生产经营承包协议”。
1986年，协会聘任已退休的王金龙工程师为协会办事处主任兼学术部主任，分管协会下属制革、化
工、机械、皮鞋、皮件等五个专业组的技术讲座和学术交流工作。
1990年， 协会面向全国皮革界（特别是制革企业）的技术咨询工作蓬勃开展，收效甚著，协会的
知名度与日俱增。
1990年，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曾向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提交了一笔人民币5，000元的捐赠款，得到
市科协的表彰，并获赠“捐赠奖杯”一座。
1990年，协会特聘朱 敏制革技师以充实技术咨询队伍，强化对外技
术咨询力量，主要分管羊皮制革技术咨询方面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组织指导工
作。

1991年11月4日，上海市税务局签发上海市皮革技术协的税务登记证
（卢b0510字01999号），企业地址延安东路335号，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
注册资金一万三千七百六十五元，经营方式“四技”服务：主营技术咨询、
转让、培训、交易、服务。
1991年12月， 鉴于协会工作业绩昭著，尤其是协会技术咨询部所
开展的技术咨询活跃，推动行业发展的功能作用突出，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组织的“为一万个中小乡镇企业服务活动”中，荣获中国科协颁发的第二届
“金牛奖”。技术咨询部主任徐建富同志荣获先进个人三等奖（含奖牌、奖
金、荣誉证书）。
1992年3月29日，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向协会颁发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技术咨询部的“科技咨询
证书”（沪科咨证Q丙0943号），同意该部承担科技咨询项目。
1992年8月，协会技术咨询部外派技术咨询服务人员：张福生、蒋来星赴安庆市制革厂、董先棠赴
吴县第二制革厂。
1992年，协会牵头，有上海益民制革厂与吉林通化皮鞋厂签订新建合成革车间项目，协会理事、该
厂的陈有文、顾广发等人赴通化皮鞋厂履约数月，帮助该皮鞋厂完成了合成内底革、主跟、包头革的研制任
务，并建立新车间予以投产。项目所得的技术转让费和咨询费约达15万元，其中50%上缴协会。
1992年，协会开展的“四技”（ 皮革专业技术转让、开发、咨询、培训）服务项目：江阴市河塘
皮革化工厂（联合生产经营，1992、1签署协议）。
1993年1月9日，上海黄浦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签发协会所属“上海沪江皮革技贸公司”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012006200），注册资金30万元，法定代表人季仁，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经营方
式：服务、零兼批、加工，主营皮革专业技术转让、开发、咨询培训与服务，皮革，皮鞋，皮革制品，皮革
原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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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 协会或协会技术咨询部开展的“四技”（ 皮革专业技术转让、开发、咨询、培训）服务
项目：上海兴中皮鞋有限公司（联营，1993、3、12签署协议）、无锡县东北塘浦巷实业公司（联合生产经
营黄牛面革整饰加工，1993、4、20签署协议）、江苏省南通市制鞋二厂（1993、8、10签署协议）、湖南省
武冈县皮鞋厂（1993、9、10签署协议）。
1993年，协会与位于浦东张江的德江皮革厂签署技术合作协议，协会秘书长季 仁高工出任该厂技
术顾问，并由朱 敏技师牵头实施技术咨询，帮助该厂开发山羊鞋面革、山羊服装革产品。技术咨询费7-8万
元。同年，协会还对江苏启东浩达制革厂实施山羊服装革开发生产的技术咨询，前期工作由朱敏技师牵头，
后期工作由吉武秀工程师负责，技术咨询费5万元左元。
据朱敏回忆，在1993-1995年间，协会还先后与河南平顶山制革厂、江苏苏州厢城制革厂签署过有
关牛皮鞋面革生产的技术咨询项目。
1994年2月25日，上海市黄浦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签发“上海沪江皮革技贸公司浦东经营部”的营业
执照（字012006202号），经济性质国有企业，主营皮革及制品、皮革原辅料，经营方式零售、批发、加
工，负责人徐淇生，经营期限至1998年12月31日。
1994年， 协会技术咨询部开展的“四技”（ 皮革专业技术转让、开发、咨询、培训）服务项目：
无锡吉祥皮革有限公司（合作生产销售猪皮二层绒面革，1994、5、16签署协议）、沈丘县华联贸易公司
（承包经营水牛面革，1994、12、26签署协议）、江苏省启东市制革厂（提高黄牛面革产品质量，1994、
12、31签署协议）。
1995年1月17日，协会所属上海沪江皮革技贸公司根据时势推出经营利润包干、超额分成的激励机
制，技贸公司总经理季仁与业务经营部经理耿炳龙、技术咨询部经理徐建富，正式履行“1995年度利润包
干、超额分成协议书”。其中：协会年度预算57万元。利润包干指标（税后）：业务经营部30万元，技术咨
询部15万元，协会本部12万元。
1995年， 协会或协会技术咨询部开展的“四技”（ 皮革专业技术转让、开发、咨询、培训）服务
项目：江苏省江都县皮革制品总厂（提高黄牛面革产品质量，1995、1、1签署协议）、江苏省镇江市饶丰皮
革有限公司（提高产品质量、健全技术管理，1995、2、5签署协议）、沈丘县华联贸易公司（原料皮保藏，
1995、3签署协议）、上海宝林制革厂（技术合作，1995、4、11签署协议）
1995年，协会与山东定道县制革厂签署由“裘皮加工转为制革生产的设计改造”技术咨询项目，由
朱敏技师带队去当地实施。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一方面因为制革业的发展受到产业优化与环境保护等政策的限制，另一
方面协会开展技术咨询的技术队伍出现了青黄不接，所以技术咨询活动明显萎缩，进入一个较长的调整、转
型时期。
1999年，协会与上海龙子太郎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就其在皮鞋商品上使用“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监
制”的字样与实施技术监督开展技术咨询，并签订了合作协议。
2006年，协会与平安保险公司签定了长期的技术合作协议。

2006年7月，协会受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委托，派出了3名制革专家，参与浦东新区法院受理的
皮革产品买卖纠纷的诉讼案的质量鉴定。
2009年6月，协会受上海市皮革质量监督检验站的委托，参与长宁区人民法院受理的皮革产品买卖
纠纷的诉讼案的质量鉴定，其中对于产品质量的认定，由协会的专家组通过鉴定后出具书面意见，为法院判
决时提供依据。
2008年，协会与上海海关归类分中心就来自阿根廷进口制革原料皮进行技术鉴定项目开展技术咨
询。

2008年，协会与上海谛诚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就该公司承接了美国美亚保险公司有关浙江圣雄皮业有
限公司遭受台风袭击，部分原料皮受水受潮的的评损工作组织技术鉴定与评估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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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企业走向市场
实地调研上门服务

Paving path to market for manufacturers
Paying service visits for field investigation

2007年11月日，协会为了更好地贯彻为团体会员、所辖企业开展有效服务的宗旨，决定由协会理事
会核心领导层组成小分队，深入企业、走向市场、开
展有针对性的调研务实、上门服务工作。为此，协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方舟、高级顾问温祖谋、常务副
秘书长王建平一行前往协会理事单位绍兴兰亭皮革有
限公司走访考察，受到董事长陆礼兴的热情接待。考
察了该公司现有的生产能力与主导产品，并就其如何
开发新品、拓展市场等问题进行了座谈。
2008年8月日由协会理事长李家鸽、高级顾问温祖谋、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方舟、副理事长张玉
茹、张积恩、副秘书长王建平一行前往协会副理事长单位上海国学鞋楦设计有限公司访问调研，受到协会副
理事长、国学鞋楦董事长陈国学的热情接待。通过调研，对该公司所拥有的先进设备、企业文化、设计潜能
及其在行业中的领先优势有了实际感受，是今后开展皮鞋设计培训的可贵资源。
2008年9月23-25日由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方舟领队，协会高级顾
问温祖谋、副理事长张玉
茹、张积恩、副秘书长王
建平等一行赴温州参观温
州皮展、走访温州市鞋革
行业协会和温州大学浙江
省皮革重点实验室、考察
协会副理事长单位上海倩
女鞋业有限公司平阳工厂；受到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谢榕芳、皮
革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兰云军、倩女鞋业董事长张积恩等的热情接待。
2008年11月由协会理事长李家鸽带队，协会高级顾问温祖谋、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方舟、副理
事长宫岩海、副秘书长王建平等一行赴河北省皮革“三都”白沟、辛集、肃宁考察市场、技术服务、合作交
流。分别受到白沟镇镇长罗利、副镇长董文杰和经委主任金金雪飞、辛集市皮革城管委会党组书记赵鹏和肃
宁县县委书记安伟华、副县长耿树凯的热情接待，并先后参观考察了白沟箱包城、辛集皮革市场及名家名
品、肃宁毛皮城、皮毛集市、兔皮开剥工场，并与华斯集团董事长贺国英等座谈关于探索开展技术合作意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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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12月，2008上海家居、皮革市场“金楹奖”活动正式启动，协会举荐上海地区的鞋类企
业参加全程活动，结果，有10家企业分别荣获上海家居市场“领军企业奖”(上海倩女鞋业有限公司、上海
一名鞋业有限公司、上海龙子太郎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广州市兴昂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宁波市中迪鞋业有限
公司)、“畅销品牌奖”（PECD JIESON、路易缘梦、富罗迷、凌隆宝、蓝猫淘气）、“创意设计新品奖”（
“富罗迷”/宁波市中迪鞋业有限公司、“凌隆宝”/上
海凌志鞋业有限公司）。
2009年3月12日，李家鸽理事长、温祖谋高级
顾问、李方舟、张玉茹、张积恩副理事长一行冒雨前往
协会理事单位上海凌志鞋业有限公司作基层走访，收到
凌志鞋业董事长吕爱囡等企业负责人的热情接待。通过
下厂走走、座谈聊聊，其结果是启示多多、服务频频，
协会为会员企业策划了一次“小范围，大谋略”的对话
活动。

2009年4月上海市诚信企业创建活动办公室授予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设立上海辖区皮革行业归口的
诚信企业创建办公室。5月协会在履行初步征信程序后，正式
举荐所辖10家企业作为首批创建诚信企业活动，并在企业自愿
的前提下，及时做好申报手续。6月协会收到上海市诚信企业
创建活动办公室的“复函”，皮革行业首批10家企业：上海
龙子太郎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上海倩女鞋业有限公司、上海金
狮化工有限公司、上海德凯化学品有限公司、上海兄妹猫儿童
用品有限公司、上海润松鞋业有限公司、上海一名鞋业有限公
司、上海凌志鞋业有限公司、克履仕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
司、永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排列不分先后）经征信程
序后荣获“诚信企业”称号。7月初，完成首批十家“诚信企
业”的挂牌、证书发放及信息跟踪，并在“上海皮革网”上公
布。

 泰王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领事庄派吉博士一行4人
于2010年6月2日上午访问了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协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李方舟，协会办公室主任苗尚春与客人进行了友好
的交谈。
李方舟秘书长首先对客人的来访表示欢迎，并向客人介绍
了协会成立30周年来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和上海皮革行业的发展概况，愉快地回忆了2007年协会组团访问
泰国与泰国鞋业商会合作的情景。
庄派吉领事表示，在泰中建交35周年之际访问我会感到很高兴，并介绍了在上海举办的泰国商贸展的有
关情况，期待与我会在皮革领域更多的合作与交流。庄领事还热情邀请我会参加今年下半年在正大广场举办
的泰国商贸展的系列活动。
双方表示，通过此次会见，加强中泰在皮革领域的交流，合作双赢，共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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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敬仰
传承、光大

Cherishing memorial tribute and honors
Carrying forward traditions for future developments
（以出生年月先后为序）

张西林(1916-1982)
张西林，男，汉族，1916年出生于河北省盐山县。民盟成员，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1939年毕业于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化学系。解放前，历任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四
川乐山中央技专制革助教、重庆光华制革厂技术负责人、国民政府经济部重庆、上
海中央工业试验所化工工程师。1945年赴美国联邦皮革公司等制革和皮革化工单位
考察实习一年余。建国后，历任上海皮革工业公司、上海沪光制革厂工程师、上
海市轻工业学校制革专业主任、上海皮革制品公司副经理、高级工程师吗（教授
级）、总工程师。曾兼任轻工业部出版社皮革图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轻工学
会皮革学会副理事长、轻工业部皮革工业科学技术专家组副组长、上海市皮革技术
协会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长、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第四届皮革专业会议主席、联合国工业发展
组织援建皮革项目首任国家项目主任。1980年当选为上海市黄浦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撰著、出版
《铬盐鞣制》、《皮革染色》、《皮革施油》、《皮革涂饰》等专业著作，并主持参与《英汉皮革工业词
汇》编审和《制革手册》的编写工作。1982年元旦，因突发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不幸与世长辞，享年
66岁。上海皮革工业公司主持成立张西林治丧委员会，并向全国皮革界发布讣告。1月5日下午2时正，哀乐
低沉如泣，业界同仁云集，张西林同志追悼大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隆重举行。大厅正中悬挂黑色横幅：
沉痛悼念张西林同志。两侧大柱上，悬挂着由温祖谋撰联并亲笔隶书写成的巨幅挽联：“兴皮革 呕一生心
血 春耕秋耘 传承有方 誉满南北 惟真惟诚 鞠躬尽瘁 英明垂千古；育人才 历半世艰辛 言传身教 诲人不
倦 学贯中西 必耿必信 继往开来 伟业传万代。”协会领导曾前往慰问其家属子女，出席追悼大会暨遗体告
别仪式，敬送花篮。诚如业界名流、本协会名誉顾问吕绪庸教授所云：“张工为人正直，待人谦和；娴于辞
令，广于交际；学术造诣，炉火纯青；乐于奉献，诲人不倦；无愧于我国皮革事业德高望重、众人仰慕的奠
基人之一，在国内外皮革界享有盛誉”。

魏庆元（1916-2003）
魏庆元，男，汉族，1916年10月21日出生于河南省林县。中共党员，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1939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化学系，获理学士学位。1940—1949年间，历任
国民政府经济部重庆中央工业试验所（简称：中工所）制革工程师、北平中工所制
革工程师、上海中工所制革厂副厂长、工程师。建国后，任上海益民制革厂副厂
长、工程师。1978年调至上海市皮革工业研究所，先后任副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技术顾问。1981年被选为中国轻工学会皮革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皮革技术
协会第一、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1983年当选上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6年底退休。1962年“氧化脱毛新工艺”在上海益民制革厂试验成功，并应用
于生产。1964年，从事锆盐鞣革机理研究，初见成效。1978—1983年间，先后研制出合成鲸蜡油加脂剂、二
羧酸交联铬鞣剂、KS皮革光滑剂等诸多皮革化工新品；并为消除铬污染、提高成革质量而致力于研究“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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鞣革”，一改水相鞣革传统工艺新构想。魏工曾历时五年，在精选欧美及我国有关鞣制理论与实践的众多文
献、书刊的基础上，与1979年编撰、出版了50多万字的巨作：《皮革鞣制化学》（吕绪庸校订），深受全国
皮革界的关注和好评。1992年此书被收选入《世界百科名著大辞典》。1945—1982年间，曾在全国性皮革科
技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1996年被中国皮革工业协会授予“中国皮革工业科技先导”荣誉称号。2003年8
与3日病逝于上海，享年87岁。协会领导曾前往慰问其家属子女，出席遗体告别仪式，敬送花篮。

石祥麟（1919-1999）
石祥麟，男，汉族，1919年出生于上海市。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41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化学系，获理学士学位。1941—1956年间，历任上海
中华制革厂、天一制革厂、联合制革厂工程师、厂长。1956年，任上海轻工业研
究所皮革研究室主任。1957年科研成果“蒙囿铬-植速鞣水牛底革新工艺”在上海
华大制革厂投产成功。1958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苏联莫斯科参加第三届社
会主义国家国际皮革专业会议。1959年，任轻工业部组织的“美化猪革试点组”
组长，集中全国制革技术力量在上海进行美化猪革试点工作初见成效，为我国发
展猪皮制革生产起到先导作用。此后还致力于“锆盐鞣革”、“丙烯酸树脂皮革
涂饰”等研究，成效卓著，曾获轻工业部重大科技成果奖。1978年，上海市皮革
工业研究所成立后出任所长。1982—1987年，兼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援建的“轻工业部上海皮革技术中心” 第二任国家项目主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皮革及皮革制品专家组
组员、副组长、“六五”期间国家科技攻关项目“高档猪正面革生产工艺技术的研究”课题负责人、上海市
皮革技术协会第一、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皮革工业协会顾问。1996年被中国皮革工业协会授予“中国
皮革工业科技先导”荣誉称号。1999年3月14日因病抢救无效，在上海中山医院逝世，享年80岁。协会领导
曾前往慰问其家属子女，出席遗体告别仪式，敬送花篮。

陈鸿炳(1932-2009)
陈鸿炳，男，汉族，1932年8月9日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中共党员，高级工程
师。1951年曾在上海益民制革厂任职，1954年8月毕业于上海水产学院，1955—1959
年在上海轻工业研究所任职，1959年5月进入上海皮革化工厂工作，历任技术员、工
程师、研究室主任、总工程师等职，直至1997年9月光荣退休。凡四十年，作为轻工
部定点建设的全国第一家皮革化工企业的技术领军人物，领衔研究开发了数十种皮
革化工材料，诸如：合成鞣剂PA、MR—102、树脂鞣剂RS、RE、含铬鞣剂CR、皮革加
脂剂CS、OS、BS、磷脂加脂剂和多种丙烯酸树脂新品（如新软1、新软2、新填充、S
—3、C系列）以及可调型光亮剂M—3、滑爽剂330、无酪素颜料膏系列、软革封底剂
等。其中RE、MR-102等产品成为市场公认的国产皮化精品，多项产品填补了国内空
白，性能达到或接近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为上海和我国的皮革化工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曾先后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诸多论文和参加编撰《中国化工商品大全》（增补本、皮革化学品）、《制革
化工材料手册》（丙烯酸类涂饰剂）、（皮革加脂剂）等专著。鉴于他的突出表现和贡献，曾于1985年和
1987年两度荣膺上海市劳动模范光荣称号。曾任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皮革》
杂志名誉编委、中国皮革协会化工专业委员会专家组成员。2009年8月21日凌晨因突发心肌梗塞逝世，享年
77岁。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副理事长、上海皮革化工厂厂长杨建国致悼词，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方舟代
表协会出席遗体告别仪式，并敬送花篮，沉痛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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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1933-2004）
季 仁，男，汉族，1933年12月25日出生， 江苏苏州人。中共党员， 高级工
程师。1949年7月至1952年8月在苏州高级农业专科学校和上海水产学院求学；1952
年8月至1953年8月在广东顺德糖厂担任团干事；1953年8月至1964年8月在上海益
民制革厂任技术员；1964年8月至1995年退休，一直在上海皮革公司工作，历任科
员、副科长、科长、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副总工程师；中国皮革学会常务理事；
上海市科协委员；《中国皮革》杂志编委会副主任等职，毕生从事皮革科技事业。
五十年代从事皮革工业化学控制问题的研究；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进口红矾断
档，研究香料及其他原料自制红矾获得成功，被轻工业部交流组织全国推广应用；

七十年代从事皮革等防霉方面的研究；参加并完成轻工业部重大科技项目“酶制剂新菌种筛选和应用的研
究”，该项目成果在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上获奖。八、九十年代主管上海皮革行业科学研究的科技管理工
作。曾承担并完成“六五”时期上海市科技攻关项目“优质山羊面革”课题，获得轻工业部科技成果三等奖
及证书。先后曾在《化学世界》、《中国轻工业》、《皮革科技》、《工业经济管理》等学术杂志上发表了
十几篇论文，事迹被收入《中国工程师名人大全》、《群星灿烂》。长期以来，他除了在上海皮革公司履职
外，专心致志地投入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的创建和管理，期间担任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第一、二、三、四、
五届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为协会的创立成长、发展壮大以及开展各项皮革科技活动付出了千滴汗水和万般心
血，为协会赢得良好社团声誉，并荣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颁发的“金牛奖”。尤其，在协会当年开展技术咨
询服务、促进皮革产品升档升级、推动企业新品开发等方面业绩卓著。作为一名皮个人，他是我国皮革行业
的一位著名活动家，在我国皮革行业的实业界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他十分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经常同四川
大学、陕西科技大学和全国众多皮革研究所保持密切来往，被誉为行业界的良师益友，朋友遍南北，同仁全
行业。退休后，仍不忘发挥余热，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上海市离退休高级专家协会出谋划策。在患病期间
与病魔作斗争的同时，仍然关注皮革科技事业的发展。后因病医治无效，于2004年7月12日上午10时50分在
上海不幸逝世，享年72岁。协会领导曾前往慰问其家属子女，出席遗体告别仪式，敬送花篮。同时，协会还
在《中国皮革信息》上发表题为“我国皮革行业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季仁高级工程师逝世”的悼念文章。

段镇基（1934-2009）
段镇基，男，汉族，1934年2月19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中共党员，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1956年毕业于原成都工学院皮革及鞣皮剂专业。
毕业后一直在轻工业部皮革工业科学研究所（现为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
从事制革及皮化材料的科研工作，后出任该院技术总监。先后参与全国美化猪革
试点工作、参与“六五”、“七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研究、试制出高档猪软底
革、含有多元羟基和多元羧基的功能高分子—PAT助鞣剂，显著提高了汉口路山
羊皮革质量，曾多次荣获国家和部省级奖励。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先进个人奖、
1985年全国发明展金牌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6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94年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皮革协会名誉副会长、上海市皮革技
术协会名誉顾问、清洁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四川大学、陕西科大特聘教授、《中国皮革》
杂志顾问。2009年6月28日，因病抢救无效，与北京逝世，享年76岁。本协会发送唁电，并委托段院士治丧
委员会代办花篮。协会通过“上海皮革网”发布唁文，沉痛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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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均毅（1934-2008）
吕均毅，男，汉族，1934年10月出生于浙江省新昌县，中共党员，经济师。1951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后勤干校学员、兽医处、华东军区训练二团文化教员；
1955－1956年在上海财经学院学习。1956—1984年间先后在上海七联皮鞋厂、上海赤
卫皮塑厂、上海皮件十一厂、上海运动鞋总厂工作，历任组长、干部、副厂长；1984
—1995年调任上海皮革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1951年，他响应党的号召志愿参
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复员后，转入地方参加企业经营管理和领导工作。在担
任上海皮件十一厂副厂长期间，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时时处处以党员领导干部的标
准来要求自己，加强业务学习，加强调查研究，经常深入生产一线，发现问题及时解
决。1982年他奉命到运动鞋总厂针对鞋底脱胶等问题搞整顿，后留任副厂长。他凭着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
心，在提高产品质量和扭亏增盈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经常深入班组、加工组了解情况，加强外加工单位
的管理，制订了合理的指标，做到奖罚分明；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他大胆果断提出了把按工艺设置分厂改为
按品种设置分厂，加强了各分厂的责任心，产品合格率由50%上升到90%，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他工作热情
高、干劲足，思路清晰，在与外商洽谈业务和对外交流工作中，既能坚持原则，执行国家政策法规，又能灵
活机动维护企业的利益，为上海运动鞋总厂打质量翻身仗，实现扭亏增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91—1995年
曾兼任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中国皮革协会顾问。1995年退休。2008年7月19日因病逝
世，享年74岁。协会通过“上海皮革网”发布唁文，沉痛悼念，并派出代表出席遗体告别仪式，敬送花篮。

兰幼民（1936-2008）
兰幼民，男，汉族，1936年5 月出生于四川省荣经县，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
1957年9月毕业于成都工学院皮革工程专业。毕业后由组织分配到上海，长期在
上海皮革公司系统从事制革技术和企业领导工作。1957年10月至1983年7月先后在上
海制革厂、上海红光制革厂、上海红卫制革厂工作，历任技术员、工程师、副厂长。
1983年8月起调任上海皮革制品公司经理助理、上海皮革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曾兼任上海皮革研究所所长。期间，试验成功了制革转鼓滚灰、转鼓鞣制新工艺，既
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又简化了生产操作；在牛皮革生产方面总结出了“转鼓滚灰、
蒙囿鞣剂、树脂填充、重染轻涂”的16字诀；先后主持、组织、参与完成国家级的
“六五”、“七五”、“八五”的科技攻关项目；主持完成上海市科委下达的“皮革
一条龙”科技攻关项目（含11个子项目）；还致力于上海皮革行业新产品的开发、产品结构的调整、产品质
量的升级；协助完成了上海制革行业迁建改造项目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首期援助项目。先后发
表了《轻革红外线干燥》、《应用丙烯酸树脂湿填充》等科技论文。曾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轻工业
部“金龙腾飞”奖；局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励10项；“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局先进工作者”称号、“专业技术
拔尖人才”称号，“中国轻工总会重大科技贡献者”称号等殊荣。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
贴。1984—1991年曾兼任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第二、三届理事会理事长。1997年5月退休。晚年撰写了《毕
生躬耕为皮革》回忆录，发表在2008年《上海皮革》杂志上。2008年11月11日兰幼民因病不幸逝世，享年72
岁。协会领导前往兰幼民生前住所，慰问其家属子女，出席遗体告别仪式，敬送花篮；并通过“上海皮革
网”发布唁文，沉痛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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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皮革》杂志
2000年初，由上海皮革工业研究所和上海市皮
革技术协会联合向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申请，将《上
海皮革信息》改为《上海皮革》杂志，并取得了
《上海皮革》作为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的批准，该
杂志的主管单位为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单位
为上海皮革工业研究所和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其
性质为皮革行业内部交流刊物,主编周珂银。
《上海皮革》现为双月刊，创办至今有十余年
的历史，已成为皮革行业人士不可或缺的一方交流
平台。《上海皮革》重点报道国内外，上海市内外
的皮革、皮鞋、箱包、皮饰、皮革机械等方面的最
新动态，以快速传递信息、协助企业决策、帮助企
业策划形象、强化品牌宣传、加快产品创新、拓宽
经营视野为办刊宗旨，立足上海面向全国，全方位
地为皮革行业商家、企业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
《上海皮革》主要有“行业信息”、“企业
风景”、“市场传真”、“协会专栏”、“质检
窗”、“人才桥”、“皮革时尚”、“海外时
空”“现代管理”、“培训咨询”和“说皮道革”

等栏目。
《上海皮革》还设有明星与皮革等特色栏目，
令人神往，系刊物亮点之一；此外，还有特稿、论
坛、展事等即时性专栏。《上海皮革》发行面向全
国各大商厦鞋类箱包卖场、皮革类专业批发市场以
及皮革行业企业及相关产业，已形成了既实用又可
读的刊物特色。

《上海皮革网》简介
《上海皮革网》（全天候）上海市皮革技术协
会主办

了五个方面的工作：A．在网站上根据不同的信息来
源设立了多个点击窗口、如有介绍协会概况、会员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于2006年3月注册、开设了

单位介绍、学术交流等。B．经常收集行业内外有关

本协会的专业网站(www．slta．net．cn)，目的是

新政策，以及本协会和国家行业协会的活动内容以

使协会与信息时代同步，更好地为本行业的企业提

新闻的形式及时在网上发布。协会重大活动新闻还

供信息服务和交流的平台。网站在管理方面主要做

配上相应的照片，图文并茂，使内容更丰富。C．在
网上还应团体会员单位的要求，免费发布新产品的
供求信息，起到宣传团体会员单位产品、品牌和企
业形象的作用。D．对协会下属的团体会员单位凡有
网站的用LOGO的形式友情连接在协会的网站上，以
拓展信息领域。各会员单位只要点击协会网站相互
可了解兄弟单位的情况，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E．在
网上还经常开展科普宣传、专业小品、以及皮革制
品的使用、保养、维护等知识，以飨消费者。
2007年1月，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网站更名
为《上海皮革网》，并增加了信息发布量，做到每
周有信息更新。我们的宗旨是将网站办成为繁荣市
场、服务行业的专业信息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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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访“上海嘉宾”选录
（原载《中国皮革》杂志，以刊出先后为序）
《中国皮革》“科技经纬”栏目 特约主持人兼采编： 温祖谋

嘉宾金宗党(原载《中国皮革》2005年21期)

一位年逾古稀并亲身经历皮革“产、学、研”者的心语
——专栏采访金宗党高级工程师
人物小传
金宗党，男，1918年5月26日生，汉族，江西婺源人，出生地辽宁，高级工程师、中国皮革工业科技先
导。194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获理学士学位。毕生从事制革和皮革化工事业，先后在上海益民
制革厂任主任工程师、上海市轻工业学校皮革专业副主任、上海市皮革工业研究所情报室主任、山东巨野鲁
西南制革厂和浙江省皮革化工厂任技术顾问。曾兼任《皮革科技动态》、《皮革科技》、《中国皮革》编
委。先后发表科技论文、译文数十篇。参加过“六五”国家科技攻关，科技成果“猪油综合利用”的完成
者，“仿牛蹄油的制造方法”的专利发明人。《中国大百科全书》轻工卷《制革发展史》的编纂工者。1946
年马燮芳从美国学成归国，回到上海的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简称中工所），所长顾毓珍委派其
去接收一个日伪遗留下的军需制革厂，马接收后改名：中央工业研究所示范试验工厂。金宗党经亲戚介绍，
于1947年来沪结识马燮芳并协助其工作。该厂位于上海平凉路2535号，生产专供部队用的植物鞣底革和油浸
面革。1949年上海解放，政府接收后正式定名为：国营上海益民制革厂。此后，连年扩建改造，技术革新，
使之成为一个以生产轻革为主、轻重并举的大型综合制革厂。1958年，他被借调到上海市轻工业学校，协助
张西林筹办皮革专业，任专业副主任兼教研组长，为期近四年。后因专业调整，又回到益民制革厂，以技术
总负责人的名义主持以“氧化脱毛”为主的十大新工艺的技术改造，遂使该厂产量攀升，日产牛轻革达700750张/日，质量上乘，成为当年全国皮革行业中的“大哥大”。“文革”初期，时势所趋，他被安排下车间
从事体力劳动锻炼了三年。他在益民厂前后工作了22年，是这个厂生产技术领域的一名建设引领者，也是这
个厂兴衰起落的一位历史见证人。1969年，组织调动至上海皮革工业研究所，出任情报资料室主任，负责科
技情报工作，从搜集专业书刊和历史资料，到初步建立一个文种比较齐全的专业图书资料室，并配合中国皮
革科技情报站开展全国皮革科技情报的传播与交流。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皮革公司承担“六五”国家科技
攻关项目“高档猪正面革生产工艺技术的研究”，组织两厂（红光制革厂、新兴制革厂）一所（皮革研究
所）参与研发。其中“猪油综合利用”子项目由他负责完成，找到了一条可从猪油中分离出仿牛蹄油的途径
和分离办法，其产量接收达40%，其性能经分析检测与应用对比，应用效果可与天然牛蹄油相媲美，拓宽了
猪油综合利用的途径，提高了猪油的使用价值。该成果以“仿牛蹄油的制造方法”获国家发明专利，并获得
轻工业部科技进步奖。1988年左右，他受聘于山东鲁西南皮革厂任技术顾问。1992年受聘于浙江省皮革化工
厂，期间与该厂科技人员合作，研发出新产品“海光一号”皮革加脂剂，为该厂创造了可观效益。1997年年
届80岁时才正式离开为之敬业终身的皮革科技岗位，1998年被中国皮革协会授予“中国皮革工业科技先导”
荣誉称号。(2010年修订)

人物篇采访
金宗党高级工程师，我国皮革界一位年逾古稀、毕生从事皮革事业、亲身经历“产、学、研”
职业生涯的老前辈。在春华秋实之时，主持人怀着无限敬仰之情先后通过短暂会晤、以及电话、
书简等形式，终于在2005年9月初完成了对这位恩师的一次非同寻常的专栏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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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业创新勤自勉

温祖谋（以下简称温）：金老师，作为您的学生，能代表《中国皮革》杂志并以“科技经纬”
栏目特约主持人的名义采访您， 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的心愿。有道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金宗党（以下简称金）：谢谢您。《中国皮革》我已几年没有看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交谈。相反，有
您这位出色的热心人继续参与《中国皮革》的编审工作，为我国皮革事业服务，乃是上海皮革界的光荣，我
引以为慰。

温：您是中国皮革界被授予“中国皮革工业科技先导”荣誉称号者之一。对此您有何感想？
金：我一生从事皮革事业，不求惊天动地，只求兢兢业业，虽然努力付出，但贡献甚微。中国皮革协会
授予我“中国皮革工业科技先导”称号，给了我很高荣誉，我觉得很不敢当。

温：回首往事，能否请您谈谈您职业生涯中的闪光亮点？您觉得最能代表您事业成就的有哪些
事件？请您举例谈谈。
金：闪光亮点不好说。在皮革科技领域，我一生曾做过三件比较大的事情：第一件是早年在上海益民制
革厂任技术负责人时，曾经组织开展过一次大规模的、以“氧化脱毛”为核心的、涵盖十大新工艺的技术改
造。第二件是20世纪60年代初在上海皮革工业研究所任职时，曾参加过“六•五”国家科技攻关“提高猪正
面革产品质量”项目中的“猪油综合利用” 子项目的研究，我是该子项目的课题负责人和主要完成者，成
果获奖，还申请了专利。第三件是退休后应邀在位于舟山市的浙江省皮革化工厂担任技术顾问时，和该厂有
关技术人员合作，研发了一项新产品——“海光一号”皮革加脂剂，为企业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以上三
件事，涉及科技攻关、专利发明和“四新”应用，比较起来后者得以投产，并形成相当规模，产生了一定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温：您说的三件事之一“猪油综合利用”攻关取得突出成果，请问该成果的技术要旨是什么？
代表什么样的水平？作为专利，请您提示专利名称和代号？
金：“猪油综合利用”的攻关结果是找出一条新的技术路线，可以从猪油中提炼出接近40 %的仿牛蹄
油，其性能经过检验分析和应用对比，与天然牛蹄油十分相似，应用效果完全可与天然牛蹄油相媲美。实践
证明，可以代替牛蹄油或作其他用途，从而拓宽猪油综合利用的途径，提高猪油的使用价值。因为它是一项
独创性的科研成果，符合申请专利的“三性”（新颖性、先进性、实用性）要求，申请后得到批准，我作为
专利发明人被授予专利权。至于专利号已经不记得了，必要时可以检索查找，有专利说明书，专利名称为
“仿牛蹄油的制法”，且已于国家公布专利的第一年发表。不过，由于该成果的工艺路线较为复杂，当时商
家又偏于急功近利，加上成本尚未过关，未能形成工业化生产，深以为憾。

温：当前，我国皮革业尤其是鞋业面临着国际贸易壁垒的严峻挑战，如欧盟近期对中国鞋的反
倾销调查，我国鞋商正在积极应对。曾几何时，我国皮革出口也受到多种有害物限制的技术壁垒
的封锁。请您从制革技术角度谈谈我们当前和长远应该如何应对？
金:中国已经加入WTO，出口产品遇到各种壁垒是正常的，要按游戏规则办。比如中国人不太习惯用刀叉
用餐，时间长了自然会逐渐适应。要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和国际惯例去做，千万不能抱着侥幸心理“打擦边
球”，更不能弄虚作假，像国内市场上某些不法奸商那样唯利是图，假冒伪劣。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社会
法治化的趋于完善，人类对生态皮革及其制品的需求欲望与时俱进。明乎此，运用科技手段，开发无害皮
革、生态皮革，可以化解技术壁垒；提高科技含量、增加附加值、生产高档皮革制品，可以化解贸易壁垒。
平生躬耕产学研

温：您是一位皮革界知名的专家学者，也是“产、学、研”的亲身经历者，请问您想得最多
的、或者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金：的确如此，感触最深的是“产、学、研”三结合。我在工厂、教学和科研机构都工作过，深切感受
到凡事求成功必须依靠这3方面的力量，紧密结合，同时发挥作用。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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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形成的合力就是利器。学校出人才，科研出成果，企业出效益，相辅相成，互助互动，无坚
而不摧，共同为发展皮革事业多做贡献。

温：您当年在上海益民制革厂或上海皮革研究所任职时，身居要职，请问您当时是怎样应对日
常要务的？遇到过哪些突出困难？又是如何化解克服的？
金：相对而言，我在益民制革厂工作的时间最长，深感困扰皮革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产品质量和企业管
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水准不高，难以突破。我的一生是在皮革工业从非常落后发展为比较先进的过程
中度过的。那是上世纪计划经济的年代，中国尚未改革开放，也尚未加入WTO，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彻底解
放，经济体制和市场机制的改革进程，在我退休前尚处于萌芽状态。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只是依靠领导、依
靠群众，脚踏实地地做点工作，日复一日地面对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仅此而已。

温：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既参与过科技攻关，也承担过科研项目，您认为成功的关键在那里？
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情况下，成功的几率有多大？
金:关键是需要与可能2个方面的结合，失败乃成功之母。首先是需要，是选题调研。通过市场调研、分
析趋势、预测前景，证实所选之课题被市场看好，为商家需求，因为这是未来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进而产出
效益的前提。然后是可能，是选题立项。任何项目一开始是个待解的未知数，在选题前要做好文献普查，吸
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可以少走弯路，还能起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去粗存精、为我所用的作用。当然别人
的成果可以借鉴，但不能抄袭，更不能据为己有，这涉及科技界的职业道德。科研工作讲究智慧和创见，崇
尚独创性，一旦智慧闪光，离成功就不远了。上述2方面工作做得越好、越扎实，成功的几率就越大。

温：关注市场是个全方位的课题，经理人、营销者则首当其冲，作为技术工作者也不例外，您
觉得技术人员在产品开发、技术创新、工艺改革和品质保证等方面应该如何关注市场？
金：关注市场并不单单是经理人、营销者的事情，也是科技人员本身的要务。任何科研项目立项前首当
其冲的工作就是市场调研。不洞察市场，就难免陷入被动，甚至是无的放矢。

温：科学技术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在皮革行业的研究和应用领域，您认为哪些前沿学科或
者新兴技术正在崛起？未来趋势如何？请提供一、二个实例。
金：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我已步入古稀之年，好久没有条件查阅国内外科技资料，信息远远
落后于形势，至于新兴技术、前沿学科在皮革领域的研究与应用，怕难谈到点子上，难免信口开河了。譬
如，能否设想把生命科学、转基因技术应用到原料皮的品种改良上，培育无毛或稀毛动物，有助于改进制革
脱毛工艺；能否把纳米技术应用到制革湿加工中，以解决皮化材料的均匀渗透问题；等等。

但愿制革渐佳境
温：制革加工过程从传统的准备、鞣制、整理三大工程到如今的湿加工（水场操作）与干加工
（胚革至整饰操作）两大单元，尽管提法上不同，而本质上还是以鞣制与复鞣为关键，换言之均
以蓝湿革为基点，从未来发展看，您认为这个关键或者说基点是否会发生重大变革？为什么？
金：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制革工程不断演进是必然的规律。因此，制革工艺的所谓“重点”、“基
点”发生变化、转移也是不可避免的。早年认为“好皮出自灰缸里”，重点放在准备工程；后来又认为“复
鞣是制革炼金术”，于是转移成“蓝革”为基点；再后来丙烯酸树脂、聚氨酯等整饰材料和整饰技术的发
展，纳米技术推广应用取得突破，未来以干坯革为基点，通过组合整理和时尚涂饰，来适应和满足各种皮革
新品的市场需求，这种加工模式与供需格局的出现不是没有可能的。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而已。

温：制革业是污染相当严重的行业，从战略上和战术上考虑，对于“三废”治理和清洁生产，
哪些技术决策和工艺举措是当务之急？从生态环境考虑，您认为制革业要可持续发展，应如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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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理性思考？从而做出怎样的战略选择？
金：从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来考虑，理想的组合是制革业应和食品业紧密结合，重新规划，集中定点
屠宰、开剥生皮，让制革厂接近屠宰场，减少原皮商的中间环节，既保证原皮质量，又缩小污染范围，更有
利于集中治理。从长远发展来看，这是一种节省人力、物力、节约资源运输的好办法，也符合循环经济的政
策。但实行起来相当困难，必须由政府的决策部门牵头，地方各界、行业协会、企业商家联动，多方达成共
识，统筹规划，然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变为现实。

温:皮革化工与皮革机械曾被喻为制革的两翼，双翅振，则制革腾飞也。中国加入WTO后，国产
皮化与皮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洋货”的冲击，请您谈谈皮化业（或皮机业）该如何应策？哪些
技术举措是当务之急？
金:这是新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我想遭遇冲击的企业应该从2方面去努力。对内，改善经营管理，提高
产品质量，不断开发新品，努力降低成本，强化售后服务，一句话提升企业综合实力和竞争能力。对外，胸
怀全国，放眼世界，打破界限，广交朋友，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也是一句话建立以诚相待、互补双赢的战
略伙伴关系。

温：据报道，有关制革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研究成果很多，但转化为工业化生产及推广应
用的实例却不多，您认为真实的原因何在？时下政府正提倡实行循环经济，您认为怎样才能推动
“变废为宝”的实业尽快兴起？
金：关键原因在于研究与实业两厢脱节。推动“变废为宝”的确是节约资源的好办法，合乎循环经济规律。
但，其中有个市场问题和效益问题。没有市场，没有效益，谁也不肯干。另外还有个引导问题，需要全社
会、全方位形成合力。倘能有政府规划、社会关注、协会牵线、企业尝试的导向和合力，一旦各方尝到甜
头，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看得见，摸得着，那时谁也不肯撒手了。

温：就您所擅长的专业或所精通的技术领域，请您针对当前我国制革行业技术领域所存在的典
型通病作一次专家义诊，仅举一例，对症下药，作为您对行业的奉献，请您为之“号脉处方”？
不胜感谢。
金：制革业的通病在于工厂太多、太小，就像当年全民炼钢铁，遍地开花。经验证明，这是行不通的。
由于工厂太多，急功近利、竞争相当激烈，一方面工艺技术、花色品种大同小异，在低水平、低档次上竞
争；另一方面又各自为政、相互封锁、缺少交流、创新能力受到限制，一时难以找到新的增长点和突破口。
所以多数厂家规模上不去，效益提不高。出路只有一条——逐步走向合作化、集团化的发展道路，奋力创
新，打造品牌，上规模、上档次、多出口、增效益，只有合纵连横、做大做强，才能参与国际竞争，才能在
市场竞争中争取一席之地。
淡泊人生方致远

温：您平生最大的爱好是什么？您所执着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如不介意，可否知道您
的人生格言或者是座右铭？
金：我平生没有什么特别爱好，也没有什么特别追求。我主张，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有点责
任心、事业心和钻研心。我自己也是这样去努力实践的。“淡泊人生知足乐，何须华贵比人家”。这2句诗
可算是我的处世格言。

温：您是我国皮革界一位杰出的科技情报工作者，您曾参与许多国际皮革领域的科技交流活
动，请问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次或哪件事？为什么？
金：记得当年杜春晏老前辈在北京皮革研究所任所长的时候，曾组织过一次规模较大的皮革科技情报普查工
作，把京、津、沪、川等地的有关科技人员临时借调到北京，由所里安排住了3个月，集中到各大图书馆和
科技情报机构，专门调研国外有关皮革的图书、期刊、专利等相关资料，查阅当时国外科研创新动向，撰写
汇编专题综述与分析报告。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与这样的情报工作，对我影响极为深刻，使我认识到科
技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并决心终身为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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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请问您在情报普查中，最默契的合作者是谁？留给您印象最深刻、最有意义的是什么事？
何以见得？
金：在情报普查工作中我认识了沈瑞麟高级工程师。我们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在工作上也配合得
非常默契。沈工精通法语和英语，为人执着，待人诚恳，彼此都觉得志同道合、情趣相投，是位值得信赖的
长远合作者，从此，我们成了知音和好朋友。如今年迈了，联系少了，许多同仁逐渐疏远，目前还保持联系
者，唯他一人。当年锆鞣技术在国内推广应用，就是得益于那次情报普查，沈工和我都翻译过不少国外有关
锆鞣的技术资料。

温:据我所知，您有不少关于皮革方面的论文和译作，请问哪一篇（本）是您的代表作或者说
是您最喜爱的？为什么？
金: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有2篇，一篇是登载在胡乔木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轻工卷的“制革发展
史”；另一篇是发表在《中国皮革》杂志上的“猪油综合利用的途径”，但都很肤浅。前者使制革业进入百
科全书行列，后者是一项专利发明，适合中国国情。

温：记得我国著名散文家、诗人朱自清先生诗云：“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您
虽已步入耄耋之年，但仍心系皮革，且思路敏捷，睿智过人，令人肃然起敬。我想最后问一句，
您对我国乃至于世界皮革事业的未来有何嘱托？有何期待？
金:生命是短促的，事业是无限的。中国皮革事业的未来，寄希望于你们和年轻的一代！愿《中国皮
革》象高山流水，永葆青春，越办越好，为中国皮革事业的发展不断作出新贡献。

温：曹操的《龟蛇寿》诗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金老师，您对
我国皮革事业的贡献永远为后人所景仰。我和《中国皮革》编辑部的同仁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
晚境安乐。我们期待着在您九十初度之时能再度在刊物上相叙。

相关链接
●代表著作：《制革发展史》可查阅《中国大百科-全书》轻工卷

胡乔木主编；

●专利发明：《仿牛蹄油的制法》可检索1985年专利汇编 专利权人 金宗党；
●通讯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包头南路629弄12号401室

邮编：200433

（2）嘉宾李方舟（原载《中国皮革》2007年 1期）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专栏采访李方舟制革工程师
人物小传
李方舟，男，1959年9月16日生，汉族，浙江省上虞市人。中共党员，工程师。1980-2001年在上海红光
制革厂供职，从事制革科研和质量管理工作，先后任技术员、工程师、副科长、科长、总工程师等职务。
2001年因组织调动至上海市皮革质量监督检验站任常务副站长。现任上海鉴正皮革质量检测技术中心主任、
上海市皮革质量监度检验站站长，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皮革协会科技委委员，上海
市科学技术协会委员，《中国皮革》、《西部皮革》、《皮革与化工》杂志编委。曾因参加“六•五”国家
科技攻关项目“高档猪正面革生产工艺技术的研究”、“七•五”国家科技攻关“南方低次猪皮制革新技术
的研究”等多项科研项目的研制工作，先后荣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轻工业部科
技进步二等奖、中国青年科技博览会金奖。先后在《中国皮革》、《西部皮革》等杂志上发表了几十篇专业
文章，部分论文入选中国科协首届青年学术年会论文集、国际皮革科学与技术会议论文集。他是我国皮革界
自学成才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代表人物之一， 系皮革专业工具书《皮革工业手册（制革分册）》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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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皮革箱包质量管理》的参编者， 曾获得上海轻工系统先进工作者和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上海市新长
征突击手、上海市“十佳青年”、上海市科技精英提名奖、上海市劳动模范等多项殊荣。

人物篇采访
李方舟工程师是我国皮革科技界的一名勤奋好学、克己敬业、仪表平易、举止儒雅的制革工程
师，一位自学成才、有志竟成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20多年的默默耕耘，日复一日地进取积淀，
终于滴水穿磐石、铁杵磨成针，如今年近半百的他却迎来了春华秋实、功成名就的一天。笔者之
所以采访他，无非是想从他成长、成才的道路上寻找一些可供皮革界后来者借鉴的、有益的启
示。

只有启程

才能到达理想彼岸

温祖谋(以下简称：温)：您好!方舟。您是中国皮革科技界的一位后起之秀，如今可称得上是
行业界知名人士。您从一名普通制革工程师到一家地方协会的当家人。请问，对此您有何感触？
李方舟(以下简称：李)：惭愧惭愧。对于您的褒奖，我真的受宠若惊、愧不敢当。感触甚多，但一时不
知从何说起。这么说吧，是“六•五” 、“七•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培养、锻炼、造就了一批年轻的科技
人员，我只不过是其中之一。感到欣慰的是，我的付出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党和政府以及行业界给了我很多
荣誉，我惟有努力工作，为皮革行业的科技进步尽绵薄之力。

温：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或者确切地说在您成长的道路上，您想得最多的是什么？可否披露您的
若干心语？
李：与皮革界的许多科技精英相比，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20多年来涉足皮革科技领域，一直感觉忙忙
碌碌，有时也力不从心，但却与皮革结下了不解之缘。回头看看所走过来的路，有荣耀，有平坦，但更多的
是艰辛和坎坷，很多经历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我经常想的一句话是：“路是从荆棘丛生中走出来的”(鲁迅
作品语)。现在从事皮革质量和行业的管理工作，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把现职工作做好。尽管岗位在变，但
为行业服务的性质不变，为推动皮革行业科技进步和事业发展的宗旨不变。

温：能否请您简单谈谈您的职业生涯中的闪光亮点？您觉得最能代表您事业成就的标志性的业
绩是什么？
李：回顾投身于皮革科技事业近30年，没有闪光亮点，也谈不上事业成就，但我感到荣幸和自豪的是在
老一辈工程技术人员的带领下，参加了“六•五”、“七•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的研制，并主持了“八•五”
上海市科技攻关项目的研制工作，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皮革科技事业的蓬勃发展。

温：在您的从业经历中，与皮革相关的最难忘、最默契的合作者是何人？留给您印象最深刻、
最有意义的是什么事？
李：在我的皮革生涯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启蒙老师就是您。您不仅传授给了我制革的知识，而且教会我
做人。您的为人师表、执着敬业、博学多才，令我尊敬和钦佩，多年来您一直是我的楷模。(温插话：岂敢
岂敢，快别这么说，就此打住! 你我都是自学为主过来的人，这一点也许有些影响，仅此而已。) 企业中对
我帮助最大的是祝明先高工，行业中要数兰幼民高工、季仁高工了，是您们的精心呵护和无私的奉献，把我
从一个幼稚的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制革工程师。饮水思源，有件事我一直难以忘怀，那就是承蒙您的错爱和
举荐，我就业时才有机会走进皮革实验室，才有机会参与后来的科技攻关项目，从此一步一个脚印，真正开
始结下此生与皮革科技事业的不解之缘。

只有拼搏

才能获得非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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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据我所知，您有不少关于皮革方面的论文和著作，请问哪一篇可算您的代表作？何以见
得？
李：我从事制革工作20多年，相继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了30多篇有关皮革技术、经济方面的文章，还参
与编写了《皮革工业手册—制革分册》。记得我的处女作是一篇题为《充分利用猪二层革》的专论。说到代
表作，我想那就是《质次猪皮的组织特征及其制革技术》一文，因为这篇拙作在应征论文与入选论文比例
14∶1的情况下，曾入选中国科协首届青年学术年会论文集，并且本人也荣幸地出席了在首都人民大会堂召
开的中国科协首届青年学术年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温：能否说说这30多篇论文中您最喜爱的是哪一篇？为什么？请您提示一下其中主要论点与独
到之处？
李：要说我最喜爱的论文是哪一篇? 无疑就是由兰幼民高工、您温老师和我三人合作撰写的题为《论
八十年代猪皮制革新技术》那篇了。这篇论文，算得上是集上海皮革公司旗下厂、所合作承担的“六•
五”、“七•五”时期两大国家科技项目“好皮精加工”和“次皮深加工”的猪皮制革技术之实践于一身，
熔上海“两厂一所”师徒两代人几度寒暑、一片苦心、上下求索之所获于一炉， 称不上杰作， 也算得上力
作。这篇文章着重阐述了以多阶段脱脂、臀部酶处理、低温长时间酶软、非均衡浸酸为特征的鞣前湿加工，
醛预鞣-轻铬鞣-聚合物鞣剂复鞣，挤水剖层以及重染轻涂、组合干燥为主体的“好皮精加工”新工艺，和分
别与交叉运用磨、涂、补、压、烫、抛、打、贴、印等表面加工整饰的“次皮深加工”新技术。

温：您当年在上海红光制革厂任总工程师时，曾一度遇上制革业不景气，请问您当时是怎么抓
新品开发的？是用什么“招数”扭转局面、摆脱困境的？
李：在我主管企业的技术管理工作期间，正是国家改革开放纵深时期，国民经济已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转变，国家取消了对企业的财政补贴，企业的生产经营陷入了困境：资金严重不足；能源供应紧张，材料
价格上涨；皮革制品的市场疲软，使制革生产处于低迷中徘徊；；品种结构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产品积压
增多；这一切集中表现为全国制革业的产销势头下滑。为了突破这种步履维艰的尴尬局面，使经济尽快走出
困境，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摆脱困境的措施，归纳起来大致是4句话：开发适销对路的新产品，走直接出口的
道路，以新取胜；加强关键基础工艺和技术的开发，促进产品整体水平的提高，以优取胜；强化质量管理，
扶优限劣，以质取胜；挖掘内部潜力，降低成本，以价取胜。

温：说得好，非同凡响!“新、优、质、价”，堪称四字取胜法宝了，从工艺技术、新品开
发、产品质量到成本管理，几乎包揽了企业经营要素和赚钱之道，看来这一招定使厂子走出困境
无疑了。据说，当时厂里还有个“七字经”的管理经验，可否披露端倪?
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坚持以科技进步为依托，采取“双向开掘”的方法，做到开发新品和促进产
品升级换代同时并举，从“准、新、高、特、全、快、质”7个环节入手开展具体工作。准，即准确捕捉市
场需求信息，选择最优开发目标。新，即调整发展的产品，要品种新、工艺新、材料新。高，即产品水平
高，重点发展优质、中高档产品。特，即要发展有特色的产品。全，即全方位的开发，形成产品系列化。
快，即缩短产品开发周期。质，即提高产品质量。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从单一的猪皮制革向猪牛羊皮
多品种转变，从单纯的生产到生产和来料加工相结合的方向转变。

温：关注市场是个全方位的课题，您觉得技术人员在产品开发、技术创新、工艺改革和品质保
证等方面应该如何关注市场？
李：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为中心，无疑也是科技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新理念和所必须关注的聚焦点。
为什么有些科研成果通过鉴定后就销声匿迹，不排除有同市场脱轨的情况，但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任何
科技成果只有转化为生产力，才能体现其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技术人员在产品开发上，应把用户的
需要作为自己的首选；科学技术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无论是新品开发，还是工艺改
革，除了关注市场，还要以人为本，人的因素是决定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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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播种

才能拥有丰硕收获

温：你平生最大的爱好是什么？无论是事业上还是生活上，您所执着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境
界？如不介意，可否知道您的人生格言或者是座右铭？
李：在事业之初，我没有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这也许是人生的一个缺憾。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在人到
中年之际，完成了大专课程的教育，并继续进行本科学习。我认为，内在的天赋和优越的学习环境是大多数
青年人成才的重要原因，而自身的刻苦努力加上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拼搏精神，也是青年人取得成功必不可
少的内在因素。立志欲坚不欲锐，成功在久不在速。我没有什么人生格言或座右铭，但我一直信奉“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日积月累，滴水穿石”。“怀天下之大志，行坎坷人生道”。只有启程，才能到达理想彼
岸；只有拼搏，才能获得非凡成功；只有播种，才能拥有丰硕收获；只有奋斗，才能领略人生辉煌。

温：怎么说没有人生格言，看您，这一套一套富有哲理的信条，不就是闪亮的格言嘛！后来，
由于工作需要您被调任上海市皮革质监站站长，几年的苦心经营，如今的面貌已今非昔比，时下
更具第三方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请问您采取了哪些举措？
李：根据上级安排，2001年6月我离开了学习、工作21年的上海红光制革厂，被调任市皮革质监站常务
副站长。2005年机构改革，成立了具有法人资格的上海鉴正皮革质量检测技术中心，董事会聘我任中心主任
兼市皮革质监站站长。在任职期间主要抓两个方面的工作： 1）机构建设与管理工作。为了进一步加强企业
管理，中心制订、健全了《员工守则》、《检验人员行为规范》、《签字用章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为
确保检验数据的科学性、正确性， 更大程度上满足社会需求，中心对影响检验数据的诸多因素进行全面控
制，如：对所有仪器、设备进行定期检查，对到期的仪器设备分别送有关单位校验或自校，确保中心的检测
仪器都在有效期内并保持完好状态。2）行风建设与经济工作。中心是依法设立和授权管理的第三方公正机
构，中心的工作质量直接影响到企业及消费者的利益，在执法公正、办事效率、清正廉洁、服务意识等方
面，制订了切实有效的措施。我们改变原来的工作作风，延长工作时间；星期六安排人员值班；缩短检测周
期。除此之外，还定期走访市场，协助做好售后服务工作，为消费者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

温：在其位，谋其政。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上海皮革公司任质量管理科长时曾兼任过该站的站
长，我有切身体会，除了您上面所说之外，质监站是个执法机构，标准化工作很重要，标准是执
法的准绳和依据，您能谈谈你们的标准化工作吗?
李：当然可以。标准化及标准管理是检测体系中一项十分关键的工作，为了确保已确认应用的标准现行
有效，在中心成立后，明确实验室使用标准的确定和收集，标准的变更，新增标准的管理，标准的标识和借
阅等各项制度，使标准管理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保证了中心范围内所有的标准现行有效。但是，我们清
醒地认识到，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加入世贸组织，许多经济活动规则都需要与国际惯例接轨，我们所
面临的对手不仅是外资机构，同行之间的竞争也是不可低估和忽视的。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观
念、管理、机制、技术、装备还有待突破和创新。

温：能否从你们检测的角度，结合当前我国皮革工业标准化的发展与完善工作，谈谈您的看
法？不妨说有何亮点?有何困扰?
李：现在改行从事质量检测，再谈一下标准化无妨。目前，皮革行业的标准标龄长，时效性差；标准的
结构和内容不能及时反映市场需求的变化，也很难体现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国际标准的转化速度较慢，不
接轨，不利于出口贸易；标准化方面的投入经费不足，缺少经费的支撑，或者说费用难以满足工作的需要，
更难参加国际交流活动。有些企业与相关部门对标准化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标准化作为市场经济的技术支
撑，可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途径，带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装备的推广应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在推动
市场经济发展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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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领略人生辉煌

温：制革业是污染相当严重的行业，从生态环境考虑，您认为“三废”治理和清洁生产与制革
业可持续发展有没有因果关系？您认为政府、社会、行业、企业应该如何形成合力? 采取哪些战
略决策和有效举措?
李：是的，人类已进入了21世纪。众所周知，鉴于环保、资源、劳工和市场诸方面的原因，世界皮革业
的重心已经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制革业是污染大户，近年来，我国制革工业投入了大量资金、技
术和人力来控制环境污染，但从全面来看，环境污染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越来越成为制约皮革工业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因素。我国是皮革生产大国，对于严重的环境污染，现在应该是理性考虑的时候了。首先，各级政
府要下决心，持之以恒抓环保，其次行业主管部门要积极推广清洁制革工艺。制革清洁工艺系统的研究是解
决制革工业污染的关键，开发制革清洁生产用化工材料是制革清洁化生产的重要保证，解决制革污染问题并
非是遥远的期待。

温：从科学技术角度，请问制约国产皮化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与国外相比，主要差
距在哪里？如何应对？
李：我国的皮化行业近年来也不断开发新产品，有些接近国外品牌的水平，但总体来看，与先进国家相
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新品开发和自主创新力度不够。企业只有不断更新产
品，才有发展壮大的生命力。国外皮化企业每年都要推出大量与市场流行同步的新产品，以维持其产品的市
场覆盖率和占有率。国内皮化企业每年也有新品推出，但与市场的同步性差，而且部分产品仅仅是市场流行
产品的仿制品，因此在市场上难有大的作为。2）应用推广及技术服务不到位。制革生产工序多，周期长且
工序间相互影响大，一旦工艺确定后，不轻易更换化工材料。所以皮化企业要推广新产品，仅提供产品说明
书和工艺配方是远远不够的。国外化工公司不论大小，都有设备齐全的应用实验室及大批有生产经验的技术
代表，而这些技术人员不仅直接服务于他们的客户，帮助客户开发市场需求的产品，指导客户正确使用其产
品，同时，也参与公司的新产品开发，许多新产品源于他们的生产实践。这一点是明摆着的，人所共知，可
就是做不到。我国皮化企业要树立动态化的市场观念，重视基础产品开发和复配技术，加强应用试验推广，
利用本地化生产的优势，积极参与竞争，我国的皮化企业定能发展壮大。

温：您是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可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这个协会的背景、
性质和功能？
李：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创立于1980年，是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成员。首任理事长是张西林教授
级高工，历届理事长先后是兰幼民、吕均毅、陈定国、温祖谋、李家鸽，秘书长先后由季仁和我兼任。协会
是由全市制革、毛皮、制鞋、皮件和皮机、皮化、鞋材、皮革五金等企、事业单位及科技工作者所组成的社
会团体法人、星级协会。本协会积极开展国内外专业学术交流活动，组织本行业重点学术课题研讨和国内外
科学技术考察，接受专业科技攻关和技术创新项目的咨询与论证，参与本专业学术成果、科研项目、技术创
新以及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的评审、鉴定与验收，提供本行业各类技术人才的专业培训，举办专业性展
览会，积极为会员提供科技、商贸、管理信息。以《上海皮革》杂志和协会网站为主要媒体传播工具，以上
海市皮革质量监督站为公共平台，为皮革行业的科技振兴与经济繁荣提供专业化、人性化、多样化的优质服
务，开展了多形式、全方位的技术经济工作。

温：那么，这个皮革技术协会与地方皮革行业协会究竟有何区别呢？专业化、人性化、多样化
的优质服务具体又如何开展呢?
李：与行业协会所不同的是：本会以科技人员为个人会员和企事业单位为团体会员所共同组成。我们将
利用现有的专业技术人才及科研、检测、信息、培训等优势，重点打造“五个品牌”，即： 一本杂志、一
个网站、一个展览会、一个检测机构、一个培训中心。在上海市科协的指导下，本会将努力实现改革发展与
综合能力建设相结合，进一步形成面向会员，面向学科发展与联络国内外、业内外合作共赢的模式，力争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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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组织建设上有新发展；服务功能上有新扩充；科技创新上有新亮点；合作交流上有新渠道；综合实力上
有新增长。

温：您的事业值炉火正红之时，希望您锲而不舍，激流勇进，我和《中国皮革》编辑部的同仁
衷心祝愿您鹏程万里。最后问一句，您对我国乃至于世界皮革事业的未来有何期盼？
李：谢谢。请转达我对他们的诚挚问候，也借此机会由衷感谢中国皮革工业信息中心、《中国皮革》杂
志社一如既往地对我们协会工作的支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皮革工业迅速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与
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缩小。当前，全国皮革行业正进行“二次创业”，任重道远，我和行业界同仁一
样，热切期盼我国从世界皮革大国早日成为世界皮革强国。

温：是的，这是大家的共同期盼!希望全国皮革人万众一心，不遗余力地去实现“二次创业”
的目标和任务，早日使期盼成真。

相关链接
代表论著：
•

《我国皮革工业的现状与出路》—《中国皮革》1990．12

•

《质次猪皮的组织特征及其制革技术》—中国科协首届青年学术年会论文集；1992；

•

《论八十年代猪皮制革新技术》—《中国皮革》1993．1；

•

《中国皮革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国皮革》1995．1；

•

《高档猪轻革制造工艺的技术关键》—《中国皮革》1996．1

科研成果：
•

南方低次猪皮制革新技术的研究—1991．4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

中高档猪绒面服装革及辊印涂饰箱包革— 1990．12上海市优秀新产品一等奖

•

次面猪皮磨花印花革工艺技术的研究 —1994．第一完成人

联系咨询：
地址：上海市南塘浜路116号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上海鉴正皮革质量检测技术中心
邮编：200023
电话：021-63012345

手机：13901904373

电子信箱：lfz1959@hotmail．com

（3）嘉宾陈有文（原载《中国皮革》2007年 5期）

让学问发光发热
把知识还给人民
——专栏采访陈有文高级工程师
人物小传
陈有文，女， 1933年5月31日出生， 汉族， 四川资中人， 中共党员， 技术职称高级工程师。1956年
毕业于成都工学院(现四川大学)，毕生从事皮革和合成革事业，是我国皮革科技界、实业界一位不多见的，
资深望重的，女性合成革研究者和实践家。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毕业分配至上海开始， 先后在上海皮革公
司实验室、上海轻工业研究所、上海东方红制革厂、上海益民制革厂供职。从研究组组长到技术厂长， 再
到退休反聘， 五十年如一日， 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 为皮革和合成革事业默默地奉献自己的壮丽青春和
毕生心血。1969年由她主持研究的猪服装革酶脱毛工艺在上海华森制革厂全面投产，是当年全国制革酶脱
毛研究成果的亮点之一。 20世纪70年代开始，转入合成革研究和实践， 80年代初， 参与创建并主持上海
益民制革厂合成革车间投产营运，业绩斐然。主要成果有

“单层结构抛光布” 获上海市手工业局优秀新

产品奖、国防部科工办科学技术成果四等奖(1979年获奖，1995年获专利证书)； “合成革(湿法)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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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中试)获轻工业部科学技术重大成果二等奖(1980年)； “大规模集成电路基础材料—双层结构抛光
布”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1987年) 。现系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会员，上海市退(离)休高级专家协会
会员。

人物篇采访
陈有文高级工程师是我国皮革科技实业界的一位资深专家，也是一位长期从事合成革研究与实
践的杰出女性。20世纪50年代初与黄其尧先生同班就读于成都工学院皮革专业，毕业后双双来到
上海就业，并永结同心成为伉俪。笔者1956年在上海轻工业学校攻读皮革专业时，黄其尧老师是
专业课教师之一，如今，黄老师已驾鹤仙逝，有缘采访身体尚健的师母大人，除了满腔喜悦，难
免还有几分思念，几分惶恐。

满腹经伦

为天然皮革增添七彩色

温祖谋(以下简称:温)：陈老师，您是我国皮革科技实业界的一位资深专家，您执着地从事皮
革和合成革事业，并几乎为之奉献您的毕生精力。对此，您有何感想？
陈有文(以下简称：陈)：感想太多太多，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记得在毕业分配的动员大会上，院长曾说
到：希望你们毕业后无论在哪个单位工作，都要有自己的劳动成果。还让我们学习了钱正英(原国家水利部
部长)的一篇题为《把知识还给人民》文章。就是怀着把知识还给人民和要有自己的劳动成果这两个基本理
念，开始了我此生挚爱的皮革和合成革事业。从1956年毕业分配到上海皮革公司研究室(上海皮革工业研究
所的前身)工作开始，到1988年5月在上海益民制革厂退休，直到反聘至今，整整半个世纪。无论体制怎样改
革，机构如何调整，我始终没有离开过皮革和合成革事业，可以这么说，除了短期的业内临时周旋外，大约
1/4的时间在皮革研究室从事天然皮革的分析和研究，3/4的时间在益民制革厂从事合成革的研究和应用。

温:那就请您先谈谈在上海皮革公司研究室从事天然皮革分析和研究的工作好吗?
陈：好的。在公司研究室，最初我的主要任务是每月抽取公司所属单位即各公私合营制革厂的皮革成
品，大约20～30个样品，进行规定项目的理化分析检测，然后将分析检测结果上报公司和反馈给工厂。同
时，为了提高所属各厂对产品质量的自控能力，我们还为各制革厂建立化验室，培训了两批化验员。

温:据我所知，您在天然革领域的科研成果也不少，请问您曾经参与过哪些科研项目? 最终有
没有投产?
陈：参加过全国美化猪革项目的研究和试验，并配合全国美化猪革上海工作小组对猪皮组织学的初步研究，
协助制作试验过程的猪皮组织学切片和显微观察。后来，先后通过合作，参与完成了丙烯酸树脂#75的研制
与应用、带鱼油精制与硫酸化产品软化鱼油的研制与生产、山羊皮聚氨酯漆革的试制与生产、聚氨酯防水球
革的试制与生产等等。记得1969年我被分配到上海华森制革厂参加劳动，当时厂里提出要搞猪服装革酶脱
毛，在学习了上海五一制革厂经验的基础上，花了大约一个季度的时间，就将华森制革厂的灰碱脱毛工艺全
部改为酶脱毛工艺。主要特点是酶脱毛后进行第二次碱膨胀，这在当时是工艺技术上的一个突破。实践证
明，酶脱毛工艺的产品质量提高了，连原本对酶脱毛工艺持异议的公司质量检验员，也在事实面前认可了这
一工艺(当时没有立项，也未鉴定，仅由上级公司检验员认可) 。这一工艺一直持续生产到华森制革厂并入
上海红光制革厂为止。

温:您在参加国际皮革技术交流时，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件事？为什么？
陈：印象最深刻的事是德国巴斯夫公司的拉逊来上海益民制革厂进行技术交流，带来了金属络合染料、硝化
棉光亮剂及无酪素颜料膏等产品，使我们看到了国产皮革涂饰剂与国外同行间的差距。张西林高级工程师慧
眼独具，在当时的沪光制革厂皮革研究室内，力排众议，坚持立项搞国产金属络合染料，并与华东化工学院
磋商联系，双方合作，派丁志杰同志参加，结果成功了，在这个项目上，张工是有功的。据说，后来金属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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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染料系列产品，曾一度成为上海皮革研究所的看家产品。承认落后，努力追赶，才能真正达到技术交流的
目的。

温：从天然革到合成革是专业上的一次转折与跨越，而合成革的研究与实践又几乎耗费了您近
四分之三的职业生涯，请问这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或者说是什么力量促使您作出几乎是改
变您未来事业轨迹的选择?
陈：当时的大背景是“文革”前后，在国企单位工作几乎是以服从为天职，作为党内知识分子，自然以
党的需要为己任。就我个人来说，我以为跨行业的合作和对未知领域的研究更富挑战性、更能锻炼人。何
况，天然革也好，合成革也吧，总还是皮革嘛!由于1971年我被调到益民制革厂时，就出任合成革研制组组
长，多年的探索和研究，在聚氨酯的合成和成型工艺方面也有一定的心得和积累，因此，1977年在全国计划
会议上定题立项，由轻工业部和上海市科委联合下达的国家重点项目《合成皮革(湿法)生产工艺及设备》
(中间试验)，主要指标是研制生产班产100m2合成鞋面革，适合制作男女皮鞋。该项目明确由上海益民制革
厂、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共同承担，上海塑料制品研究所为协作单位。所以，一是时
势所趋，二是箭在弦上，没有什么选择不选择的，只是帐下点兵，擂鼓上阵而已。通过3年多的共同努力，
各单位克服了不少困难，终于完成了任务。
一腔热血

与合成革结下半生缘

温:俗话说：没有回头箭，就这样您和合成革结下此生缘了，但您们终于获得成功，也为后来
的推广应用打下了基础。请问，中试项目是什么时候通过鉴定的? 技术要旨是什么？
陈：1980年2月，轻工业部受国家科委委托，组织了《合成皮革(湿法)生产工艺及设备》(中间试验)项
目的鉴定会，该项目通过鉴定，产品质量居国内领先地位。项目的技术要旨是：(1)根据当时国情，在制造
无纺布中加入部分高收缩涤纶纤维，使无纺布达到所需紧密度，并能连续化收缩;(2)使用耐水解能力的聚己
内酯型聚氨酯树脂;(3)采取聚氨酯浸渍涂布一步法。

温：那么从中试鉴定到应用投产，其中的难度恐怕远远大于小试和中试吧，因为，往往科研成
果转化为生产力更需要综合能力，远非一家工厂、一个企业单干所能为也，您说呢?
陈：虽然项目顺利通过鉴定，但并不等于万事具备，没有问题。比如：设备不配套，原材料跟不上，生产能
力不平衡等，这对推广应用来说是先天性的困难，再加上后天性的即在转化生产过程所遇到的技术、设备和
人财物投入等一大堆问题，许多具体困难在当时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但我们毕竟已逾越。中试成果的生产性
应用终于在1988年通过验收。由于当时烟台引进的合成革生产设备已经投产，而我们的产品质量和生产成本
根本无法与之相攀比，所以，验收后并没有马上投产。

温：您们的成果推广应用遇到半路杀出的“程咬金”烟台引进了合成革生产流水线，而无奈让
您们的工作成为好事多磨了。尽管如此，能否请您简要谈谈成果推广应用所遇到的主要难度?
陈：第一是浸渍涂布设备工作面拓宽难度。一家制革厂，要跨行业去找浸渍涂布设备的设计和制造单位
很难，即便找到了，要他们为唯一用户提供与我们中试工艺衔接，与我们投产规模相匹配的设备就更难，何
况有些参数还要通过试验来确定，那就难上加难了。后来通过上级公司和主管局的协调，总算落实上海机电
设计院设计，上海重型机床厂制造。第二是聚氨酯原料来源的困难。比如，己内酯本身就是试制品，合作单
位又不和我们同步搞成果推广。另外，国产MDI还没有精制品，即便后来烟台合成革厂投产了，正常黏度产
品他们自给不自足，只能向我们提供黏度范围不符合他们自用的聚氨酯树脂，而我们也只能通过高低黏度产
品搭配，自行调整黏度和总固量后使用，以解“无米之炊”。第三是高收缩涤纶纤维/无纺布没有来源。去
烟台合成革厂买来的因后处理工艺不同，只能用于调试设备。第四是经费问题。国家经委和上海市科委所给
的经费，连支付设备的设计费和制造费都不够，怎么办?天上不会掉下馅饼，最终我们争取到轻工业部军工
办下达的双层结构抛光布研制项目，与上述成果推广项目共同合搞，按上层意图，用中试设备投产的新产品
所获盈利，在项目中滚动使用。可是听来可行，实际操作起来却常常捉襟见肘，具体不细说，总之弄得我们
焦头烂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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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益民制革厂的合成革车间最终还是建成投产，科研成果还是转化为生产力了，您作为益民
厂项目负责人终于不辱使命，可否谈一点投产情况?
陈：中试项目是3个单位共同承担，这是一个平台，是集体成果，但定点在我们益民厂完成所有考核指
标，所以投产应用非上不可。由于种种原因，投产的规模和品种与后来的烟台厂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但毕竟代表了当时的能力和水平，更何况，在国内我们厂是首家这样规模搞的，也算是行业发展的一个里
程碑。屈指算来，参加推广应用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有50多人，最后形成一个拥有100多人的合成革生产车
间，先后开发产出的有合成内底革、鞋用主跟包头革、单层结构抛光布、合成球革、合成衬里革、合成手风
琴革、合成节能带革等新品种。其中， 单层结构抛光布、合成节能带革从1981年投产至今，20多年一直持
续不衰，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当然，这都是研制开发人员和全体参与者的集体成果，我个人
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温:我想，合成革研制项目无疑是您职业生涯中的闪光亮点，您终于让自己的学问发光发热
了，请问您最深切的体会是什么?
陈：通过合成革的研制，我体会最深的是：合成革是一个跨行业产品，它涉及化工、纺织、塑料和机械
等领域，在计划经济时期及政企体制条块分割的情况下，要想以一个天然革生产厂靠研制合成革来拉动整个
行业的发展是太难了，真是“难于上青天”了。虽然，想法很好，选题也正确，但由于条件不成熟，技术稍
超前，硬件跟不上，难免事倍功半。直到烟台合成革厂建立后，引进合成革生产流水线，以及同时引进的聚
酯多醇、MDI和聚氨酯树脂聚合3套生产设备和技术，使我国有了自己的聚氨酯工业基地，为合成革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何况在烟台合成革厂投产前，我们为他们培训了一批操作工人，接纳了成品检验人员来厂实习，
还给他们高层管理者提供不少参考建议，想到这些，能当铺路石子，也感到我们为合成革所做的付出和所承
受的压力，一个字：值!20多年弹指一挥而过，新一代合成革--超细纤维合成革已经问世，轻工总会把温州
命名为“合成革之都”。看到今天的发展，再想到自己曾经为合成革奋斗过、付出过，心中无限欣慰，但多
少也有点生不逢时之感，如果那时有现在的条件，也许我们可能做得更多、更好!

毕生耕耘

在科技实业两界奏和弦

温：您当年在上海益民制革厂任技术厂长时，是怎样应对日常要务的？遇到过哪些突出困难？
如何化解克服的？
陈：1981年，当时益民厂所承担的合成革项目进入成果推广应用阶段，需要有分管项目的厂级干部时，
我受命出任副厂长。主要分管合成革的生产、技术、科研、教育这一摊子，后来原分管天然革技术的厂长到
联营厂去了，才由我全面管理全厂技术。我当时的指导思想很明确：一是稳定天然革质量，开发新品种；二
是完成合成革成果推广项目，凡能投产的产品，创造条件尽快投产。益民厂当时的拳头产品是黄牛面革和猪
底革，产量大，质量好，全国闻名，特别是黄牛修面革，质量在全国居一类产品，名列前茅。我分管技术
后，决不能让产品质量下降，而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技术人才青黄不接。我自己长期搞合成革，牛面革几乎
没有搞过，深感责任重，压力大。于是，一方面依靠现有的工程技术人员，自己下车间跟生产批熟悉情况，
使技术质量问题做到心中有数;另一方面由厂部决策，采取了“拔”、“送”、“接纳”的办法尽快打造一
支技术队伍。“拔”就是从轻革车间选拔两名有实践经验的技工充当技术员使用;“送”就是选送4名业余读
完高中、生产表现出色的技工，到成都科大进修皮革专业；另送7名到公司制革中专学习;还有就是“接纳”
从成都科大、西北轻院、上海轻专毕业分配来的7名大学生，轮流在轻、重革车间实习一年后定岗。就是这
批生力军后来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力量，黄牛修面革、黄牛软面革在我任期内多次全国评比始终保持名列前
三甲。

温：制革加工过程从传统的准备、鞣制、整理三大工程，到如今的湿加工（水场操作）与干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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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坯革至整饰操作）两大单元，尽管提法上不同，而本质上还是同以鞣制为关键，从未来发展
看，您认为这个关键是否会发生重大变革？为什么？
陈：我认为制革加工过程分为湿加工和干加工两大单元不切主题，因为它们不能显示制革特点。许多行
业都有湿加工和干加工，如造纸业，打浆为湿加工，抄纸为干加工；纺织业，由纤维成纱为之纺，由纱成布
为之织；皮革由生皮变成革就是鞣制。我以为现在应突出涂饰工程，在涂饰前各种革都是毛坯革，相当于毛
坯房子一样，只有经过精心设计装饰，才能使人感觉到舒适美观，皮革就是这样。随着人类文明和社会的进
步，人们更加追求时尚美观、舒适享受。不仅如此，而且还要求通过涂饰，赋予皮革防污、防水、防辐射、
抗紫外线等特殊功能，显示出个性化、人性化来，所以皮革涂饰尤为重要。我更倾向于把皮革加工分为准
备、鞣制、整理和涂饰四大工程，即便行业界已认可湿加工和干加工的内涵，我还是建议至少要分成湿加
工、干加工和涂饰三大工程。

温：制革业是污染相当严重的行业，从生态环境考虑，对于“三废”治理和清洁生产，哪些技
术决策和工艺举措是当务之急？
陈：制革目前多采用灰碱法脱毛工艺，产生的废水及污泥最多，也难处理，是影响制革工业可持续发展
的因素之一。原益民制革厂所采用的氧化脱毛工艺，是我国唯一用于大生产的独特工艺，生产时间长达30多
年。氧化脱毛工艺的特点是：生皮经浸水恢复到鲜皮状态后进行氧化脱毛，结束时已是浸酸皮。与灰碱法相
比，污水少，易处理，缺点是对设备的腐蚀性大，要求设备的气密性高。在目前抗腐蚀材料和气密性技术都
可能解决的情况下，再启用氧化脱毛工艺，对减轻制革准备工程的污染，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温：您的从业经历中，与皮革相关的最难忘、最默契的合作者（或搭档、或知音）是何人？留
给您印象最深刻、最有意义的是什么事？何以见得？
陈：我最默契的两位合作者是顾广发高级工程师和钱鹤鸣技师。顾高工是工艺技术方面的知音，钱技师
是机械设备方面的拍档，两人都是皮革和合成革科研工作的合作者。早在1959年我们就开始共事。顾工他为
人忠厚，待人诚恳，热爱科技事业，刻苦学习外语，工作认真过细，手脑并用，长期的科研实践使我们彼此
加深了解，增进了同志加姐弟的友谊。从1964年合作研究开发丙烯酸树脂#75开始，到研制出第一张聚氨酯
漆革，再从合成革研制组成立，到一个又一个项目的初试、中试、完成及成果推广应用，他一直是我最好的
拍档。凡认识我们的同行、同仁都异口同声地说：“你们形影不离，合作几十年真不易!”就这样我们一直
干到退休，再反聘，至今仍在合作发挥余热。钱技师擅长设计、维修皮革机械设备，经验相当丰富，动手能
力很强。他不仅能按工艺要求设计制造所需设备，而且还能亲自下料加工制作。凡合成革试验、研制的关键
设备如聚氨酯聚合釜、原料精制设备、中试成型工艺中的浸渍涂布凝固等全套设备，都是他负责定制、安
装、试车的。在成果推广时他还积极配合上海机电设计院、上海重型机床厂工作，出色地完成任务。所以他
们两位是我在合成革研究工作中最直接、最有力的支持者。

有志竟成

将成果知识悉数还人民

温：中国加入WTO后，国产皮化不同程度地受到“洋货”的冲击，请您谈谈皮化行业和企业该
如何应策？
陈：国内皮化人员无序流动，产品低水平重复发展，且同行间相互压价，这种急功近利的竞争导致企业
互伤元气，缺乏足够的资金和人才投入新产品开发。要想摆脱如此局面，能否通过行业协会、商会联合工
商、物价部门采取必要干预，或者对相同性质的化料进行最低限价。国内皮化厂首先要看到国产皮化产品与
洋化料之间的差距，目前差距大的主要是涂饰材料及手感剂系列等，国产皮化要努力开发出具有特色的产品
来。可与化工行业皮化原料的生产厂合作，共同开发的经验值得借鉴，如生产丙烯酸酯单体及聚氨酯原料的
厂家。当然，也可以引进先进的技术投产应用，消化吸收后创造出自己的品牌。另外，企业与高校、院所结
合，形成产、学、研联合体的开发模式行之有效，既出成果，又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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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有关制革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研究成果很多，但转化为工业化生产时却遇到“瓶颈”，
您认为真实的原因何在？时下政府正提倡实行循环经济，您认为怎样才能推动“变废为宝”的实
业尽快兴起？
陈:原益民制革厂在废弃资源综合利用方面很活跃。(1)削匀废铬革屑曾供给洗涤剂厂制作雷米邦和洗涤
剂，该产品部分反馈在制革过程当脱脂剂和助剂使用过，效果也不错。(2)准备工段的皮边、脚爪、烂肉等
可制取蛋白胨，供医药业作某些抗生素培养基，投产多年，因市场变化而停产。(3)边皮及下脚料经处理后
溶解纺丝命名为“皮纶”，合成皮革在益民厂立项也是沿于此，将“皮纶”与羊毛混纺，可制成呢料，因为
存在一定的问题而终止了试验，其实还可以改进提高，真能将丝再用于皮革，那是具有研究价值的。(4)修
边碎革曾供给皮具材料厂制作再生革，后因档次不高和经济效益低而停产。总之，对革厂和皮鞋、皮件厂来
说，这些边皮、革屑、碎革等废弃物均已列入损耗，经济上已无所顾及，加上没有相应的不可废弃的法规约
束，所以对如何处置、如何利用不予重视，还认为加以处理利用得不偿失。建议在工厂较集中地区建立皮革
废弃物处理厂，高校院所介入研究，现有成果优先投产，政府、社会在出台限制随意废弃的法规同时，对资
源利用和变废为宝的企业采取一定的扶持政策如免税、补贴，久而久之，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必将蔚然
成风。

温:1988年，您因龄限而退休，但在益民厂回聘至今很快又要20年了，真是光阴似箭。在这段
不算短时间里，您仍在合成革领域继续发挥光和热，能否请您谈谈这些年来的作为和业绩?
陈：退休回聘后，行政上的事务相对少了，压力相对也轻了，搞项目也超脱一些。我和顾广发高工一
起，当过联营厂的技术顾问，在上海海富皮革有限公司兼职一年多，搞贴膜革技术工作，并开发了珠光革
及命名海富革的新产品，制订了贴膜革标准(草案)等。还搞过一个军工科研项目《123工程用锑镉汞探测器
直粘型抛光布的研究》。项目完成后，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军工办于2000年6月组织鉴定会，并通过技术鉴
定，现已成功地用于123工程。后来，在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又为该产品制订了一个军用标准：《锑镉汞探
测器晶片用直粘型抛光布规范》，已通过审查，在报批中。另外，又和全国塑料标准化中心合作制订了军
标：《单层抛光布规范》，最近已通过审查，现正在报批中。顺便说一下，通过几十年的工作，再回到开头
时所讲，要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和把知识还给人民，我自认为基本上做到了，但有的工作没有做好，有的工作
想做已没有精力了，岁月不饶人啊!

温:请您针对当前我国制革行业技术领域所存在的典型通病，作一次专家义诊，仅举一例，对
症下药，作为您对行业的奉献，请您为之“把脉处方”？
陈:现在制革过分依赖洋化料。其实，国产化料有许多产品的质量还是很好的，如鞣剂、加脂剂等。制
革原料皮本身就有质量差异，制革者应当因材施料，对洋化料应作具体分析，更不能迷信。可以这么说，目
前国产化料与洋化料主要差距还是在涂饰材料上，特别是聚氨酯材料方面。对洋化料我们要用其所长，补己
之短，根据品种的需要选而用之。据说，有家厂连醋酸都用进口的，实在大可不必，千万不要陷入误区。
温：岁月如流，浮生若梦。您虽已步入晚年，但仍心系皮革，还在敬业，令人晚生肃然起敬。我和《中国皮
革》编辑部的同仁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晚境安乐。最后问一句，您对我国乃至于世界皮革事业的未来有何
嘱托或期望？
陈:希望我国皮革科技界、教育界加强理论研究，培养创新型人才，帮助皮革实业界开发有自主产权的
产品和材料来，把“科教兴皮”的口号变为实际行动，推动我国由皮革大国发展成为皮革强国的进程。

温:谢谢您接受采访，让我们更多地了解您的昨天和今天，但愿您明日夕阳无限好!

相关链接
主要成果
•

“单层结构抛光布”，获上海市手工业局优秀新产品奖\国防科技成果四等奖(1979年);

•

“合成革(湿法)生产工艺设备”(中试)，获轻工业部科学技术重大成果二等奖(1980年);

•

“大规模集成电路基础材料—双层结构抛光布”，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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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技术
•

“单层结构抛光布研制”

专利号：CN 1140118A ，1995年

联系通讯
•

地址：上海市国顺路117弄18号401室

•

电话： 021-55057822

邮编： 200433

手机： 13818143981

（4）嘉宾兰幼民（原载《中国皮革》2007年13期）

毕生躬耕为皮革
投身科技建伟业
——专栏采访兰幼民高级工程师
人物小传
兰幼民，男，1936年5月出生，四川省荣经县人，汉族，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专业背景：皮革化学
与工程。1957年毕业于成都工学院（现四川大学）皮革工程系，自1957年分配就业到1997年退休，先后在上
海皮革公司所属制革厂和公司从事制革技术工作，历任制革厂技术员、工程师、副厂长、公司副总经理、总
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曾兼任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两届理事长。1992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他
几乎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上海皮革事业。凡40年，先后主持组织、参与完成“六•五”、“七•五”、“八•
五”期间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主持完成上海市科委“皮革一条龙”科技攻关项目（含11个子项）；致力于上
海皮革行业新产品开发和产品升级换代；参与完成上海制革行业迁建改造（大场）项目；协助张西林总工
程师等筹措并完成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首期援助项目；曾前往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等12个
国家和地区进行专业技术考察访问；成为上世纪下叶上海皮革科技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先后撰写、发表
《篮、排、足球革快速生产新工艺的研究》、《论八十年代猪皮制革新技术》等科技论文11篇；荣获上海市
科技进步一等奖、轻工业部金龙腾飞奖和局级以上（含局级）科技成果奖励10项。曾获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局
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和中国轻工总会重大科技贡献者等殊荣。

人物篇采访
兰幼民高级工程师，一位皮革科技界、实业界资深望重的知名专家，20世纪下叶上海皮革科技
界的领军人物之一。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孜孜不倦地活跃于皮革科苑，躬耕于制革园地，寒来暑
往，辛勤播种，期待着春华秋实。他思维敏捷，勤奋敬业，为人厚道，处事严谨。也许是缘分，
我们从相识、相知到相随、相辅，结下手足情谊，成为良师益友。作为他的部下，鞍前马后，跟
随他为上海皮革奋战了几十年。如今，我们都“解甲归田”了。今天，能以“科技经纬”栏目特
约主持人的名义采访昔日的上司，深感荣幸之至。
在基层一线上埋头苦干
温祖谋（以下简称：温）：您是一位我国皮革界科技攻关、技术创新的有功之臣，制革实业界
的资深专家，也是当年上海皮革科技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对此，您有何感想？
兰幼民（以下简称：兰）：您过奖了。自1957年从成都工学院皮革工程系毕业，我和同学、伴侣龚炯智
被分配到上海皮革公司系统工作，直至1997年退休，整整40年。前26年在基层制革厂从事一线技术工作，拾
级提升至工程师、副厂长；后14年在皮革公司，任总工、高工、副总经理。可以这么说：我的一生都献给了
上海皮革事业。回忆往昔，感概万千。首先要感谢母校恩师的培育和所在单位的信任，自己只是努力去做应
该做、想要做的事情。一个人，有了努力加机遇，才有望不虚此生。

温：传闻您曾有一段长途跋涉、勤奋刻苦的求学经历，据说是在考入成都工学院之前，这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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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么回事？如果不是隐私，愿闻其详。
兰：谈不上隐私，就是有一段步行千余里去“西昌技专”艰难求学的小故事而已。1951年春我初中毕
业，适逢学制改革，必须等到秋季才能报考高中，这样就白白浪费半年光阴。正巧西昌技专承诺优惠招生：
二年预备班、三年大专班，还可利用寒假补习，一年半学完三年高中课程，学杂费全免，还供食宿，借用课
本书籍及学习文具。如此优裕条件，欲求无门，结果就当机立断，长途跋涉去了西昌技专，寒来暑往，练就
了一双“铁脚板”。至于当时的环境之粗陋、学习之繁重、生活之艰苦，真是一言难尽，非三言两语所能尽
其详的。1953年又逢全国院系调整，预备班视同高中毕业，可参加全国高校统考，于是考入四川化工学院，
1955年调整并入成都工学院。

温:回首往事，能否请您简单谈谈您的职业生涯中的闪光亮点？您觉得最能代表您的事业成就
的标志性事件（或项目）是什么？
兰:在40年的职业生涯中，有几件事可算是有所作为的，也是对上海皮革业有深远影响的。其一，先后
主持组织、参与完成“六•五”、“七•五”、“八•五”期间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其二，主持完成上海市科委
“皮革一条龙”科技攻关项目（含11个子项）；其三，致力于上海皮革行业新产品开发和产品升级换代，开
发了当年风靡一时的上海产品“八字皮鞋”；其四，参与完成上海制革行业迁建改造（大场）项目；其五，
协助张西林总工程师等筹措并完成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首期援助项目等等。此外，还兼任了上海
市皮革技术协会两届理事长，为协会的建设与发展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温：您有哪些关于皮革方面的论文和著作，请问哪一篇您最喜爱？为什么？请您提示一下其中
主要论点与独到之处？
兰:结合自己所从事制革技术领域的科研课题，先后撰写、发表了技术论文11篇，大都刊于《中国轻工
业》、《皮革科技》、《中国皮革》等刊物上。其中《利用碳化硅板材试制安装罩盖移动式皮革干燥器》，
主要用于制造球革，高效地解决绷板后的定性干燥。与原蒸汽间接加热干燥相比，干燥时间从原来的4小时
缩短到10分钟，干燥效率提高了24倍。记得此项技术革新曾在1978年华东、西南九省一市制革技术协作会上
做了专题报告。其它如《篮、排、足球革快速生产新工艺的研究》、《应用丙烯酸树脂湿填充的研究》、
《白色革泛黄的研究》等对于改善和提高当时皮革质量与档次，以及解决行业存在的共性技术问题，起到重
要的导向作用。至于《论八十年代猪皮制革新技术》中所阐述的技术要旨，那是“六•五”国家科技攻关的
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您专栏采访李方舟工程师的对话中已有所谈论，恕我不再重复了。

温:想当年，上海产的“火车牌”蓝、排、足三大球举世闻名，远销欧美，而您当年在基层制
革厂供职时正主管牛皮球革生产技术，能否披露一点技术要旨？
兰:20世纪70年代前，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形成了上海产“火车牌”三大球主攻出口，而天津产“金杯
牌”则重在内销的格局。在“以进养出”的政策下，生产足球革的原料皮从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地进
口，盐腌皮再生产过程中分割成背臀部四方皮，其它部位生产鞋面革。技术标准主要还是依照轻工进出口公
司和球厂的质量要求。根据消费者和运动员的反馈，新足球质地佳、性能优、触感好、弹跳高，而长期使用
的致命伤是：涨大似篮球、变形如橄榄球。为此，通过“二合一”技术措施组织攻关会战，一是两手抓，一
手抓准备、鞣制、加脂，提高革身的丰满弹性；一手抓绷皮、干燥，采用远红外干燥机定型、快速干燥技
术，解决了延伸性过大或过小的问题。二是集中力量，采用防水处理解决遇水吸湿而涨大、变形。至于排球
革主要解决白色泛黄，篮球革主要采用压花套色，以增加美观。
在科技攻关中废寝忘食

温:您曾主持参与上海皮革的“六•五”、“七•五”、“八•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请问哪些
成果更为突出？技术要旨是什么？代表什么样的水平？
兰:“六•五”攻关项目（编号：65-9-1-1）课题名称为“高档猪正面革生产工艺技术的研究”。该项目
由国家经委立项，上海市科委同步下达。旨在针对我国猪皮资源及产量居世界首位，为符合国情，大力发展
猪皮制革，提高猪皮革质量和档次，要求针对猪皮组织结构、毛孔粗大、脂肪含量高、部位差明显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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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猪正鞋面革的生产，研究出一套提高猪皮革质量和档次的成熟可行的新技术和新工艺，最后形成一定规
模的生产线。该项目含3个相关课题，分列上海、杭州、成都3个攻关点，同步组织实施，当时的成都科大、
西北轻院、轻工部皮革所分别参与沪、杭、蓉三地承担单位协同攻关，以发挥产学研三结合的优势。上海皮
革公司组织所属“两厂一所”（即新兴厂、红光厂、皮研所，分别以曹德演、祝明先、温祖谋为代表），花
了近3年时间，终于获得成功，首先在上海红光制革厂投产，顺利通过上级（委、部和地方）组织的专家验
收。该项目荣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温：那么“七•五”、“八•五”攻关项目，能否请您简单谈谈其中技术要旨，或者某些关键性
的突破？
兰:“七•五”、“八•五”攻关课题可视为是“六•五”项目的延续或配套完善。比如“七•五”课题“南
方低次猪皮制革技术的研究”就是一例，如果说，“六•五”课题侧重于良好的猪皮原料、聚焦于“精加
工”，那么“七•五”课题则侧重于低次猪皮原料，着力于“深加工”。尤其在成革的表面整饰、美化上下
了苦功，取得成效。如磨绒、磨面、补伤、辊印、网印、贴膜、压花、套色、摔纹等整饰、美化方面，有不
少创新，研究出一系列配套的新技术、新工艺，大大提高了粒面有伤残缺陷的猪皮利用率。“八•五”课题
是跟踪开发猪革制品的“皮鞋机械化、装配化的研究”，结合市科委下达的“皮革一条龙”项目（其中新产
品开发5个子项、皮革化工6个子项），集制革、皮化、皮机及皮鞋制品为大成。项目完成投产后，真有“皮
革一条龙“的气势，对于提升上海皮革行业的生产能力与产品质量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温:能否请您就上述攻关项目在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方面的某些亮点，或者是有代表性的艰难环
节以及总体绩效？
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难度是人所共知的，一方面要确保小试、中试的技术参数、工艺规程、控制要
领等软件过硬，经得住放大生产时的考验而“不走样”，具有相对适应性与稳定性；另一方面投产单位的生
产条件、现场操作、员工素质等硬件过硬，确保从“小样”到“大样”不打折扣。凭藉集体智慧与团队精
神，我们终于逾越了许多难关，实现了项目计划任务书中所要求的投产规模。令人欣慰的是，我们更深层次
的思考也取得明显效果，也就是在猪皮攻关成果推广应用的同时，将某些新技术、新工艺和共性原理，举一
反三，扩大延伸，应用到牛、羊皮制革厂，一时间所属各厂遍地开花结果，诸如磨砂革、抛光革、摔纹套色
革、双色效应革等新品相继争艳，为当年上海皮鞋、皮件制品争创国优、名牌产品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猪、
牛、羊皮成品革。

温:20世纪80年代可为上海皮革的鼎盛时期，科技线条的掌门人由张西林总工过渡到由您领
衔，当时公司提出“上海皮革工业振翅腾飞”的战略方针是什么？科技领域有何新招？
兰: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皮革工业处于进口“洋货”与相邻乡镇夹击的态势，面临来自尚未规范的市场
竞争的严峻挑战，从企业的所有制层面上说，是一场“轻装”者与“重负”者之间的赛跑，作为后者，要想
取胜，难于蜀道，难于登天。为了生存、竞争和发展，公司提出：“以制革为基础、皮鞋为龙头、皮化皮机
为两翼，同步开发皮衣、皮件和皮革五金配件，完善业内成龙配套，实现上海皮革工业新的腾飞。”的战略
方针。作为公司的科技条块，当然是承担“先行官”的使命。一是优先发展上海皮化，研制、开发高效、缺
门的皮化材料，加快产品升级换代；二是巩固、扩展科技攻关成果，猪、牛、羊制革厂确保为革制品厂提供
时尚流行的花色品种的皮革；三是研究、制造高效、阔幅、精密的皮革和制鞋机械，为依赖引进减负；四是
集中业内优势兵力，研制、开发“新颖、高档、轻软、舒适”的“八字皮鞋”，为“龙头”注入新的活力，
以带动整个行业腾飞；五是梳理科技管理体系，建立科技激励机制，建设一支有抱负、富睿智、敢闯关、愿
流汗的科技队伍。

温:谈到“八字皮鞋”，这的确是一个亮点，当年的上海皮鞋几乎问鼎国内皮鞋市场，“金鹤
牌”、“美申牌”女皮鞋是国家金质奖产品，“牛头牌”、“远足牌”男皮鞋和“狼牌”旅游
鞋，还有篮、排、足三大球，都是国家银质奖产品，曾经各领风骚，风靡一时。请您就此作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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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兰：既定方针皮鞋为“龙头”，当然就劲往一处使了。上至轻工部、市二轻局重视，下到公司及基层鞋
厂实抓，我们面临背水一战。每周有局长现场办公会议，公司老总和相关厂长与会，雷打不动，听汇报、
抓进度、看实样、议问题，人财物统筹协调，许多难题迎刃而解。至于这8个字，是集思广益，最后局长拍
板。顾名思义，“新颖”指款式要时尚、创新，人无我有；“高档”指材质要真皮、质量要优异，区别于大
众化；“轻软”指鞋的重量要轻、材质柔软，追赶意大利、西班牙；“舒适”指楦型合脚、穿着舒服，让消
费者满意、称道。总之，目标是“八字皮鞋”能代表上海皮鞋的一流水准，出口国外不再摆地摊，能跻身专
卖店。可以这么说，“八字皮鞋”的成功为上海皮革制品的升级换代充当了开路先锋。

在迁建改造时出任指挥
温:谈到上海制革行业迁建改造，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曾有“八年抗战，一朝落成”之
说，轻工部和上海市府部非常关注，涉及行业规划与城市环境，不妨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背景情
况？
兰：上海是举世瞩目的国际大城市，制革业又是环境污染的大户，部分分布于上海各市区的制革厂严重
威胁城市环境保护和市民的安居乐业，上海制革业的迁建改造势在必行。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上海皮
革公司就开始规划、申报制革迁建改造工程，1979年国家计委以79718号文件批准立项，但好事多磨，直至
1985年上海市建委以85803号文件批准该项目扩初，公司才得以着手。首先，成立上海制革工程迁建改造筹
建组，着手调研走访、收集数据、酝酿布局、构思框架，做了大量前期工作。接着，与华东设计院挂钩合
作，进行总体设计与厂房（包括猪、牛、羊制革厂、锅炉房、自来水厂等）建筑设计。然后，与西南设计院
挂钩，委托对综合治理厂和三废治理的建筑物、构筑物提供完整设计。80年代末，为加快项目进度，公司又
成立了项目工程指挥部，并委派我兼任副总指挥。

温：您身为该工程副总指挥，在项目工程实施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比较突出或棘手的决策难
题？从技术角度有何重大调整？
兰：该项目的核心要旨是“迁建改造”，但在项目预算的分配上却出现重“迁建”、轻“改造”的倾
向，从全局来看，一旦按原预算计划完成迁建后，那么各厂的技术改造行将落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因为当时行业态势是：重革业已衰退，而轻革却快速发展，各类高档革、打光革、纳帕革纷纷亮相，开始抢
占市场。如果技术改造走过场，今后难免会陷于被动劣势。为此，经工程指挥部研究，火速打了“调整执行
方案”的紧急报告，砍掉项目中的重革厂部分，把这部分资金用于轻革厂的技术设备改造，新增3．5mX3．
5m大型转鼓135台、配套设备190多台套，形成了制革年产236万张（折合牛皮）的生产能力，集新建厂房、
技术改造、三废治理于一体，号称位于宝山大场的“上海制革城”。

温：换个话题，关于联合国工发组织（UNIDO)援助项目：“轻工业部上海皮革技术中心”的
事，您作为首期项目副主任，对此应该比较清楚，能否请您谈谈筹建情况，或者参与项目建设工
作的感想？
兰：UNIDO援助项目首期工程是公司张西林总工亲自缔结、亲手筹措的，我只是他的助手。首期项目旨
在建成应用国际标准与检测手段的皮革实验室，以期通过标准与检测为突破口，对外与国际权威检测机构加
强交流、跟踪信息、逐步接轨；对内倡导科学方法、完善检测、数据说话，以便了解世界各国皮革的理化性
能，分析原因，找出差距，有效对策，稳定提高上海皮革乃至于全国皮革产品的质量水平。在选址时，张总
强调项目基地一定要设在制革厂附近，便于为各厂提供近距离的技术服务。首期的皮革实验室，建立在我当
时所在的上海红卫制革厂专门改建的一栋三层楼房内。底层为工艺实验室；二层为皮革检测室；三层为国际
标准实验室与项目办公室。UNIDO项目专家B．伦顿博士、A．勒休斯先生，先后来此指导项目工作时曾肯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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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道。首期引进的检测仪器设施在“白色革泛黄研究”、“皮革耐光坚牢度检测”、“皮革涂饰材料筛选、
剖析及应用性能”等课题研究中，已初见成效。可惜，1982年元旦张总不幸病逝，接着项目移址，输送赴匈
牙利、荷兰培训的四名专业人员，也先后被调离，许多该做的工作中断，思之甚憾。

温:那么，后来您被调到公司出任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UNIDO项目后期情况应该有所了解，可
否简要谈谈？
兰：我虽去了公司，但因二期项目移址到上海皮革工业研究所，因各有分工，从此未再过问项目工作，
不过大致略知一二。二期项目旨在建立一个皮革生产样板车间；三期项目旨在建立男、女皮鞋装配化生产
线，选址在上海第一皮鞋厂和上海宝屐皮鞋厂。四期项目主旨在于制革污染控制和废水治理，辐射全国，改
由中国皮革工业协会牵头，分别在上海、北京、南京、西安设了4个点。上海定点设在原上海制革总厂综合
治理厂内，利用上海制革行业迁建改造时新建的污水处理厂，作为实施项目的基地。项目实施过程中正值中
外合资上海富国皮革有限公司开业，后阶段的实施工作移交转接尚属顺利，项目完成验收后，成为亚太地区
制革污染控制上海示范点。

温:在您的职业生涯中，与皮革相关的最难忘、最默契的合作者（如导师、搭档、知音）是何
人？留给您印象最深刻、最有意义的是什么事？何以见得？
兰：张铨教授是我国皮革教育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成都工学院53届学生是他解放后培育的第三批学子，
我有幸为其中之一。他教育、勉励我们要热爱科学，热爱专业，做一个正直的人，要不畏艰险、永远向前去
攀登科学高峰。他对课程中的难点和关键指出，总是亲自讲授，并详细解答学生的所有提问。我想，凡是聆
听他教诲过的学子一定毕生难忘。还有如徐士弘、张文德、乐以伦、何先祺等教授都是我的恩师，有的已经
故去，无限怀念。他们所讲授的专业课理论联系实际，所指导的实习课重在培养我们的思考能力与动手能
力，包括毕业设计与论文答辩，都充分体现了他们的循循善诱与严谨学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在公司
任职时，公司总经理赵德增是我的好领导、好上司。他平易近人、廉洁奉公、政策性很强，我们共事十多
年，言传身教，是我们领导班子里的楷模。至于我的战友、搭档，在上海皮革界的更多，老中青都有，如温
祖谋、周国华、李方舟等几位更亲密、更默契，他们堪称上海皮革科技界的精英人物，在我主持公司技术线
条工作中，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是真诚的，不遗余力的。

温:也许我的提问会触及您的伤痛，对于您的夫人、战友龚炯智高工的不幸病逝我深表悼念。
她不仅是您的大学同窗和生活伴侣，而且是您的事业最忠实的支持者，此刻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兰：龚炯智是我的同窗、战友和伴侣，她因身患绝症，救治无效，不幸病逝，我悲痛欲绝。她的一生献
给了上海皮革事业，从上海三友制革厂到上海重革厂，20世纪60年代初到上海红光制革厂直至1989年退休，
历任技术员、工程师、技术科长、高级工程师，参加过“六•五”、“七•五“国家科技攻关，在植物速鞣、
栲胶改性、树脂填充等方面颇有建树，在技术管理、质量检验、产品创优等方面业绩不菲，曾获上海市“五
好职工”、长宁区青年积极分子、企业先进工作者等殊荣。在家里，她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好祖母，就
在她病重弥留之际，还惦念着第三代的学业成长和一家老少的饮食冷暖，真是鞠躬尽瘁，她永远活在我的心
中。

在技术领域里统领一方
温:在您的从业经历中，您曾经多次出访欧美诸国皮革实业界，经历过许多国际皮革科技交流
活动，您一定有许多收获和感想，请问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件事？
兰：您这个问题有意思，改革开放以后，涉外交流有两种方式或两个侧面，国外考察访问叫做“走出
去”，邀请专家学者来华讲学叫做“请进来”。我先讲“走出去”吧。应UNIDO项目和公司扩大出口的需
要，我曾前往美、英、德、意、荷兰、奥地利、澳大利亚、捷克、南斯拉夫以及非洲等12个国家和地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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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考察访问，对国际皮革市场与著名厂商有了比较全面地了解，尤其对发达国家的皮革水平与技术状
况有了一定认识，这对于找差距、赶先进，振兴上海皮革工业无疑是雪中送炭的。如对山羊打光革、黄牛全
粒面软革、牛服装革产品的研制开发颇受启发。当然，意大利的皮革机械，德国的皮革化工，在我们“皮革
一条龙”项目上也有所借鉴。

温：那么，在“请进来”方面有些事么具体活动呢？
兰:改革开放后，国外皮革界著名人士来华交流活动逐渐频繁，除高校院所邀请的专家教授外，我印象
较深、受益较多的是UNIDO项目邀请的瑞士著名皮革家马克斯•梅（Dr．Max．May)。他的讲演内容丰富、充
实、精辟，尤其对制革生产过程的技术参数和质量控制要素的分析与阐述，深入浅出，令人折服。具体内容
已有专文报道，轻工业出版社也出过一本小册子。其他，如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部分制革厂、皮化厂、皮
鞋厂也曾组织过多次涉外皮革技术交流，受到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的欢迎和好评。
温：在我的记忆里，20世纪80年代中期，您曾为公司筹措在美国兴办实业而奔走过，一时几乎指手可及，怎
么后来会偃旗息鼓呢？如不介意，可否稍作披露？
兰：确有其事。当时公司为了拓展国际市场，打开窗口，拟在美国中部地区投资设点建厂。总体方案是
利用美国优质牛皮，生产高档皮革及其制品，然后分销至美国东、西部地区，这项实业的主要功能是：一是
“以工带贸，双管齐下”，大大减少中间环节，具有闪电般的应变能力；二是作为国外窗口，洞察世界，可
以最快速度了解国际皮革行业发展动态，及时反馈国际皮革市场信息。总之，对于加速发展上海皮革工业和
引领国内皮革时尚潮流是有重要作用的。至于后来搁浅流产的原因，关键在于决策层，还有投资股份问题，
国有企业办事节奏、效率等问题，您知道，商机往往是稍纵即逝的。

温：您曾兼任过两届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的理事长，这可是上海市科协旗下的皮革科技人员之
家，对于您后期领军上海皮革科技队伍定有助益，对此，您最想说点什么？
兰：我们协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自身的目标和任务，其核心是皮革科技。作为社会团体，协会自然就
该成为上海皮革科技人员之家。说句趣话，此乃上海皮革科技精英云集的藏龙卧虎之地，老、中、青几代皮
革科技工作者为协会（学会）的创建、发展、壮大而呕心沥血。我有幸曾任协会两届理事长，有更多的机会
和上海甚至全国皮革科技人员联系接触，交流共事，获益匪浅。例如：长期置身于科技人员之中，三人行必
有吾师，便于我把来自于群体的、源于实践的真知灼见，通过汇集分析，去粗存精，融化到我所主管的技术
工作中去，所以说，我的点滴成就也就是我们这个科技团队的成功。又如：紧密与科技人员长期相处的特定
环境，无异于在我的血液与肌肤中注入更多的科学元素，使我养成用科学的眼光去洞察事物，用科学的头脑
来思考问题，在我任上海制革行业迁建改造项目副总指挥时，清醒、敏锐地发现了“重迁轻改”的偏向，果
断、及时地调整总体方案，避免了一场因“改造走过场”而最终难以形成新的生产能力的尴尬局面。

温：制革加工过程正从传统方式逐步走向清洁化，尽管工艺技术不断改变，而本质上还是以鞣
制(含复鞣)为关键，即以蓝湿革为基点，从未来发展看，您认为这个关键或者说基点是否会发生
重大变革？为什么？
兰：我认为传统的说法：准备是基础，鞣制是关键，整饰下功夫，还是确切的，不会过时。比如：鞣制
是关键，符合事物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科学规律。在制革加工过程中，准备工序虽然漫长、复杂，只是
量变过程，而鞣制工序尽管短暂，却发生了质变，皮蛋白质与鞣剂作用的结果，使生皮变成了熟革。科技在
发展，时代在前进，制革清洁化生产是势所必然，传统的加工方式也必然会演变发展，但鞣制这个关键点在
短期内不会、也不可能改变。不存在鞣制，也就无所谓制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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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您虽已步入晚年，但仍心系皮革，夕阳正红。我和《中国皮
革》杂志编辑部同仁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晚境祥和。最后问一句，您对我国乃至于世界皮革事
业的未来有何嘱托？有何期望？
兰:感谢《中国皮革》编辑部同仁，也感谢“科技经纬”专栏和您的诚挚采访。 我已步入耄耋之年，能
有机会重温、回味自己毕生供职的皮革事业，深感荣幸。我虽已退休有年，但我却时时在关心着一个最突出
地、关系到制革业生存、发展的事情：即如何实现用清洁工艺来解决制革“三废”污染的课题。该课题已成
为行业的当务之急，污染治理，任重道远，殷望企业重视、行业策划，政府支持，社会关注，相关科技人员
群策群力，解决制革“三废”之日，就是行业腾飞之时。这与皮革行业“二次创业”目标的实现，与从皮革
大国迈向皮革强国梦想的实现，就为时不远了。

相关链接
代表著作：
•《篮、排、足球革快速生产新工艺的研究》，中国轻工业，1958年；
•《应用丙烯酸树脂湿填充的研究》，皮革科技，1979年；
•《白色革泛黄的研究》，皮革科技，1979年；
•《试论皮革工业的技术改造》，皮革科技，1984年；
•《论八十年代猪皮制革新技术》，中国皮革，1993年第1期。
联系咨询：
•地址：上海市万航渡路1523弄15号807室

邮编：200052

•电话：021-62122559

（5）嘉宾邹志文（原载《中国皮革》2007年19期）

海阔凭鱼跃 天高任鸟飞
——专栏采访邹志文机械工程师
人物小传
邹志文，男，1956年7月10日出生于上海，汉族。1975年毕业于上海红光制革厂技术学校，1986年毕业
于上海静安区职工业余大学机械制造专业。专业背景：皮革及皮革机械制造。1975-1992年在上海红光制革
厂动力车间、设备科供职，先后任班组长、科长；期间于1981年被上海皮革工业公司调派前往伊拉克援建制
革厂达两年之久。1992-1994年曾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深造，获机械工程师职衔。回国后，1994-2006年底，
参与创建外资企业意大利（上海）泰格有限公司，并先后出任该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该公司主业经
营意大利等国制造的皮革机械产品，兼营为国内皮革企业闲置进口设备的维修、改造、利用方面的综合服
务。2007年初因战略重组需要，开始执掌上海征凯有限公司，并出任该公司总经理。2003年起，兼任上海市
皮革技术协会理事、副理事长。

人物篇采访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邹志文是一位勤奋自学、矢志不渝的有志之士。他几
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孜孜以求，活跃于我国皮革机械行业。在他30余年的职业生涯中，既品
尝过失败的苦楚，也领略过成功的喜悦，如今，年已半百的他，正执掌着一家专营皮革机械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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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公司，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推动我国皮机行业的发展，是我一生的追求。我将一如既往，为
自己所热衷的皮机事业不遗余力，鞠躬尽瘁”。 笔者之所以采访他，不仅因为曾经是师生、同
事、挚友，而且更是因为他成长、成熟、成才所能给予人的思考与启示。

勤学励志

甘当普通一兵

温祖谋（以下简称：温）：您是我国皮革机械领域的后起之秀，对我国皮革机械行业曾作出过
不少贡献，对此您有何感想？
邹志文（以下简称：邹）：我只是皮革机械行业中的普通一兵，和我国皮机领域的老前辈相比，真是小
巫见大巫。譬如，四川大学的吴永声教授、陕西科大的李果教授、上海皮革的叶兆舟高工等等，他们对我国
皮机事业曾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当然，不管怎样，我也算在皮机行业工作几十年了，虽然谈不上什么贡献，
但却在努力为推进我国皮机行业乃至于整个皮革行业朝着更科学、更先进的方向迈进，做了一些自己应该做
的工作，而且，和这个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感情至深。说到感想，也十分深刻：失败者是我，成功者也是
我。我所说的失败，是指自己在此领域没有取得开创性的成功与业绩；我所说的成功，是指自己能够帮助不
少公司，也包括一些不起眼的公司，朝着科学现代化的方向努力成长，并以推广国际先进的皮机产品和应用
技术，来努力推动国产皮机行业的长足发展。

温:据我所知，您在皮机行业已有近30年的职业生涯了，能否谈谈您在职业生涯中的闪光亮
点？您觉得最能代表您的事业成就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
邹:在近30年的皮机生涯中，让我最难忘的还是在国企中的那段经历，在一个制革厂的机修车间，车钳
刨、小而全，自己年轻，也好学，能学到很多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在皮革机械维修、更新的实际工作中发
挥了一些作用。譬如，在师傅的帮助下，根据猪革生产的特点，自己设计、自己加工，制造出猪皮制革拔毛
机等小型机械，成本低、效率高、使用安全、方便，受到企业表彰和同行关注。

温:我知道，您并非皮革机械专业科班出身，但您毕竟自学成材了，而且成为执掌一家皮机公
司的“掌柜”，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在皮革机械方面是如何进行自学的吗？
邹:自学成材还不敢说。既然与皮机结缘，而且又无缘去大学专门深造，那就得靠自己下功夫学。究竟
怎么学？没有时间和条件去好好想，即是抓紧时间边做边学，大致是三个方面吧！一是学点专业知识，作为
入门和铺垫。譬如，认真读过您温老师编著的《制革工艺及材料学》，系统看过成都科技大学和西北轻工业
学院合编，由吴永声教授、王照临教授和李果教授所执笔编著的高校教材《制革机器及设备》，以及有关专
业著作。当然后来在静安区业余工大专修了机械制造。二是注重动手能力，在实践中锻炼提高。譬如，无论
在制革厂还是在皮机厂，一有机会就多动手，一有疑问就多讨教，从机加工到总装配，从安装调试到故障排
除，积极参与，亲自动手，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三是利用正常业务或市场营销的各种形式和渠道，捕捉各
种信息，以充实自己。譬如，利用业务恳谈、走访用户、调研考察、定位参展等活动，有意识地了解用户经
常遇到的技术性问题，尤其是对各大公司同类产品在性能特点方面的优异比较以及他们对使用性的评价，等
等。总之，“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久而久之，使自己有所积淀，有所提升。

温:在您的从业经历中，与皮革相关的最难忘、最默契的合作者（或搭档、或知音）是何人？
留给您印象最深刻、最有意义的是什么事？何以见得？
邹:在皮革行业中最让我难忘的事，应该是在国企中学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特别是在上海红光制革厂
就业供职的那段时间，与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共事合作，虽然条件艰苦，但心情愉快。譬如，已故的皮革机械
工程师程德祺先生，在技术、设计方面给予我多方位的帮助，特别可贵的是他能因势利导、循循善诱，根据
皮革行业的特殊性来指点我去怎样合理掌握这方面的技能。还有，如今尚健在的陈伟志老师傅，他的机械专
业知识、机械加工水准、实际操作技能可算当时业内一流，他诲人不倦，手把手地教我学会动手能力和操作
技能，使我在以后的皮革机械设计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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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往事历历在目，老前辈的帮助和指点，使我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方面，不断长进，受益匪浅。

温：您是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的应届理事，作为上海皮革机械行业的代表人物之一，您对当前
国内皮革机械现状和发展趋势有何评论？
邹：据报道，我国皮革和制鞋行业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已逾200家，机械设备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技
术能力居世界第二位，2005年年销售额超过30亿人民币，并已开始出口，参与国际竞争。但是，从20世纪末
到21世纪初，近一、二十年了，我并未发现国产皮革机械有更多的亮点，或者说能够足以代表我们皮革大国
水准的、闪光起眼的皮机产品。我认为，我国的皮机行业，总体投入匮乏，后劲潜力不足，专业人才不多，
专业的独立性不够，开拓、创新精神还比较欠缺，这也许正是为什么我国多年来仍以消化、吸收、仿制为
主，不太注重自主创新的症结所在。
目前国内皮机市场还很不成熟，一旦某种机型为客户所需，业内就会出现追风潮，步其后尘而仿制，市
场上也会出现恶性竞争，其结果，势必出现产品加工的粗制滥造，业务运作的竞相压价，以及许多奇怪的不
正当竞争接踵而来。这样的环境，很难打造我国皮革机械的民族文化的品牌；这样的无端内耗何时休？其结
果也只会使我国皮机产品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闯荡海外

昂首经受锻炼

温：据我所知，当年您去伊拉克是公司行为，是为打工；那么，后来去巴布亚新几内亚是自身
行为，是为深造。请问经受几年的海外闯荡经历，您的主要收获是什么？
邹：20世纪80年代初去伊拉克援外是由上级公司组织派遣的，当时很单纯，只想出去闯闯，见世面，开
眼界。而90年代初去巴布亚新几内亚，就不单是新鲜、好奇了，而是真正为了长见识、求深造。初来乍到，
艰苦难免，大有漂泊天涯、浪迹江湖之感。几年的折腾，持续的拼搏，终于能站稳脚跟，挺直腰板，堂堂正
正的做人，而且受益匪浅，收获颇丰。起先在一家类似“沃尔玛”的大商场打工，拾级而上，做到铺面经
理，独立主管从进、配、送货的物流到铺面营销综合调度与管理，尽管还算顺心，但专业不对口。后来，终
于去一家当地的外资机械设施公司供职，学到了不少专业知识，还得到一个参加机械制造专业培训进修的机
会，我非常高兴。尤其，在营销业务、售后服务等方面的国外理念和实践模式，从那时起就在我心里深深地
扎下了根。

温：您是何时加盟意大利独资的泰格实业(上海)有限公司的？当年泰格公司的性质、规模如
何？目前有何变化？有什么特点或独到之处？
邹：我是在1994年加盟泰格实业(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格公司)，也是创始人之一。由于本人学
的是皮革工艺及机械制造加工工艺，热衷于此行业，所以有心于并投入皮革行业之中。当初，泰格公司的主
要业务局限于皮机配件和制鞋机械方面。主要目标是挽救一批搁置的或已瘫痪的进口机械，利用我们公司在
境外的优势来服务于国内皮革业，让有些“死”机通过厂家花少量钱而被救活，以活化企业资产，降低企业
成本，让“死”而“复活”的皮革机械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之所以当时的泰格公司能慢慢发展，主要是想皮革企业之所想，急皮革企业之所急，以真诚为皮革及皮
革制品企业服务为宗旨、为准则，这一点“客户至上”是泰格成功的关键。从当初的年销售额200万左右，
到现在的年销售额亿元以上，可见公司的业务正在健康地、持续地发展。
泰格的特点是注重合理的销售模式，以零部件为主推动整机的销售，以售后服务为中心，致力解决客户引进
设备后的一切困难和疑问，彻底消除客户的后顾之忧。并让客户使用我们的皮机产品后真正能够出效益、出
成果，真正能体会到货真价实的好处。

温：你们泰格公司所经营的皮革机械有哪些板块?最有特色的产品是哪些?能否举例点评一下?
邹：目前，泰格公司所经营的包括制革机械、制鞋机械以及皮革化工等方面的产品。其中，皮革机械产
品主要还是以老品牌为主，如：GOZZINI、FLAMAR、MOSCONI、FINVAC、ROLLMAC、BAGGIO、SOLDANI、BA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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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例如，GOZZINI的皮革喷浆机颇具特色，它拥有浆料计量器，具有耗用浆料的计量功能，可以通过一天
的耗浆量来计算一天的喷涂用料成本；另外它的喷室全部采用不锈钢材料，便于维护保养，节电、省料，实
用性更强。又如，BAUCE的通过式皮革挤水伸展机，目前在全世界是第一流的。主要特点是更能减轻工作强
度，根据不同皮革的要求．可以选择不同的机型，以满足皮革工艺上的需求。再如，FINVAC是芬兰的皮革机
械。它的真空干燥机很适合中国皮革行业，原因之一是操作简单，一般技术工人很容易掌握；尤其适合国内
民营企业，维修方便、维修成本低。

温：泰格公司的业务范畴已从皮革机械扩大到皮革化工领域，目前该公司的皮化产品侧重于制
革水场方面还是整饰方面？有何特色？
邹：至于皮化产品主要侧重于水场方面，但涂饰方面也在努力地开发。公司有意在近期从意大利寻找涂
饰方面的高级工程师来中国，以进一步开发、拓展意大利皮革涂饰方面的特色。很抱歉，我的主要业务是在
皮革机械方面，所以皮革化工领域恕我不便展开。

温：您能否就意大利皮革机械领域的科技创新、新品开发做一些简单介绍，请举一、二个实例
给予点评？
邹：可以这么说，当前，意大利的皮革机械的总体水准和发展势头仍在世界前列，而且，其设计的科学性、
产品的功效性、以及对制造业的整体要求更加严密。尤其聚焦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力求更有作为，充分利用
和发挥天然资源，节约每英寸皮，这些都是他们每位科技人员的首选条件。
我国的皮革工艺水平已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接近，但在皮革化工、皮革机械方面远不如发达国家，差距较
大。特别是与意大利、德国相比，差距更大。现在意大利BAUCE公司生产的通过式挤水伸展机，就目前来说
是更先进、更合理的一种皮革机械产品。它的主要特征是根据不同皮张有不同机型来实现针对性的加工，其
伸展作用几乎达到能使“老纹皮”打开而不损坏、根据工艺要求可任意调节的、较为理想的境界。

温：西班牙的制革转鼓举世闻名，您能否谈谈其成功优势？
邹：西班牙的制革转鼓的确在目前世界皮机行业中占有一定的领先优势，虽然价格比较贵。但从社会公
益的角度、从环保意识角度、以及节能降耗、使用效果等方面综合考虑，应该说是物有所值的，明智的企业
家是忌讳单纯经济观点的。据说，上海富国皮革一次就购置了十几台。何况，使用西班牙的制革转鼓在皮革
染色时节约染料、在湿加工操作中化料、操作液有可能得以重复利用，这分明有利于节料降耗，降低生产成
本。

投身皮机

一心追求卓越

温：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最近闻讯您已离开泰格，成为上海征凯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征凯公司）的老总了，出于何因？除非隐私，愿闻其祥。
邹：总的来说是出于企业战略重组的发展需要。联系到我个人，其一，俗话说“创业难，收成（守成）
更难”。我这个人喜欢闯荡，或者说更善于创业，在一家外资公司呆久了，多了暮气，少了锐气。
人到中年，自我选择的机会尤其值得珍惜。做一辈子人，要能善待自己，起码总得让自己去做自己想做的
事。其二，要推动我国皮机行业长足发展，更需要有企业、有志士去探索、去实践。我前面谈到我国皮机行
业的后劲不足，缺乏开拓创新精神，亟待通过自主创新、打造品牌、保护知识产权等途径，以提升国产皮机
的整体水准。我选择一个中资企业，就是想去尝试，至少有了可供尝试的舞台。其三，做事业当然不能只凭
匹夫之勇，但无论想干成什么事，光有理念、构思是不够的，还要实践，还要身体力行，尽管其结果成败未
卜，但事在人为，更何况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嘛。

温：您在征凯公司身居要位，技术与经营统揽在手，请问您想得最多的是什么？做得最多的是
什么？
邹：我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合理引进国外高性能的皮革机械？希望通过国内同行的消化、吸收，最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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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主创新，从而使国产皮革机械从结构到机种、从形态到功能，登上新台阶，生产出具有特色、性能优
异、效果理想的皮革机械，最终能打造出我们自己的国际知名品牌。至于做得最多的，是如何做好客户的售
后服务工作。我本人曾在外企供职10多年，外企的特点和优势就是最大限度地做好售后服务工作，消除客户
的后顾之忧。只有供需双方共赢，获利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才能天长地久。在这点上，国产皮
机，国产皮化，至少目前还没能真正做到位。

温：您是一位对自己专业精益求精的人，您曾经因业务需要参与过许多国内外的国际皮革展览
会，对皮革机械的总体印象如何？可否略加点评？
邹：虽然我们每年要参加多次国际、国内皮革展览会，但给我的总体印象是国际皮革机械的发展正沿着
更合理、更科学的道路前进，而国内的皮革机械还相对比较缓慢、滞后。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借助于上海机床厂的设计与加工能力，曾研制过水准接近法国梅西尔的精密片皮机，
样机的使用效果不错，供不应求，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国产皮机行业内却无法组织顺利接产，结果名噪一
时，昙花一现，无功而告终。

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任何科技成果只有转化为生产力，才能体现其巨大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您认为哪些措施可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邹：谈到科技成果的转化，这个话题在国内皮机行业真是一言难尽。现在的“行情”主要是以民营企业
为主。我认为亟待加强行业发展的规划与协调，无序竞争，自生自灭。尤其要有强有力的支持空间，否则，
即便有市场看好的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生产力，谈何容易。

温：关注市场是个全方位的课题，经理人、营销者则首当其冲，作为技术工作者也不例外，您
觉得国产皮机行业应该如何关注市场？
邹：我认为，国产皮机行业的企业家们首先要关注整个皮机市场的发展现状和趋势。知己知彼，百战不
殆。认清自己的优势与劣势，扬长避短，研制开发有自身特点的、受制革厂欢迎的皮机产品。其次，在企业
内部，要加大投入，应该激励科技人员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让他们在技术创新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关注市场，旨在决策。企业要最大限度地调动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并拿出切
合实际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自主创新的实施计划与运作方案。此外，企业家要警惕急功近利，要崇尚水到
渠成，尤其在当今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场烈火真金的考验。

温：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您觉得在皮革科技领域
如何理解？如何营造这种以人为本的文化氛围？怎样才有利于皮革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邹：以人为本是实质，搞科学如此，搞企业何赏不是如此。没有高水平、高技能的科技人员，要发展我
国的皮机事业、乃至于整个皮革事业是句空话。那么，怎样来培养造就科技人员队伍？如何调动这些科技人
员的积极性？这个话题就比较复杂，政府乎？社会乎？我认为根本在于企业家们，在于企业的领导者。
这些年，四川大学、陕西科大、山东轻院等高校为皮革专业培养出为数不少的专业人才，有本科生，也有研
究生，可是多数企业却留不住，用不当，结果跳槽的跳槽，转业的转业，主要原因还是企业缺少魅力和磁
力，说白了还是缺乏应有的实力和机制。企业留不住人是企业的致命伤，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又从何谈
起？当然，政府、社会、学校、行业，应该努力倡导科学发展观，努力营造以人为本的人文环境，努力宣扬
科技人员的使命感和价值观。

展望未来

坚信前景美好

温：中国加入WTO后，国产皮化和国产皮机不同程度地受到“洋货”的冲击，请您谈谈皮革机
械行业该如何应策？哪些技术举措是当务之急？
邹：为了发展我国的皮革事业和做大、做强皮革机械产业，有必要引进国外先进的、关键性的皮机技
术。当然，引进的目的在于“知己知彼”和蓄势积淀，在于消化吸收后的自主创新，以此来推动国产皮机的
创新步子，提升国产皮机的创新能力，从而增添我国皮革事业的发展后劲。最近，看到《北京皮革》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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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期上有篇题为“浅谈中国皮革机械设备的改造”的文章（作者谢建成），对中国皮革机械设备亟待改造
的必要性、紧迫感以及改造的具体要求作了较为系统地分析和阐述，有一定的针对性，读后颇受启发。一
句话，国产皮机设备首先要立足于为中国皮革工业服务，这是根基、立足点；其次，引进的目的在于消化吸
收、自主创新，使国产皮机的设计和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是壮大自身；而后，才拥有自身优势，才可
能扩大出口，参与国际竞争。同时，我国的皮机行业亟待形成一个规范、有序市场竞争环境，共同营造业内
公平、自律的营销机制，最终使整个行业纳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温：您认为国内皮革机械企业如何谋求生存发展？如何参与市场竞争？或者，您觉得目前哪些
国产皮机产品还拥有赖以发展或参与竞争的某种优势？
邹：我个人认为，国产皮革机械要谋求生存、发展，首先要树立自主创新精神，要提高本土设计能力；
其次要有长期的发展眼光，努力打造自己的驰名品牌；再者就是要认真负责地、不分巨细地做好售后服务，
大力倡导让用户买放心。就像您发表在《西部皮革》上那篇“十思”文章标题所言：“理智地参与竞争，稳
健地走向世界”。制革业如此，皮鞋业如此，皮化、皮机也愈发如此。目前，国产的皮革量革机应该说还是
很有发展前途的，其整机精度、功能及价位都不在国外同类产品之下，甚至比意大利及其他国家更有优势，
但是，如何参与竞争？如何走向世界？还是大有讲究的，恕我直言，关键还得看谁来开发?谁来营销？

温：当然，事在人为嘛！那么除了经济体制、经营管理、不正当竞争等因素外，从科学技术角
度，请问制约国产皮机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邹：据我所知，国外皮机已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我国的皮机也有几十年的历史。要提高国产皮机的整
机水准，增加国产皮机的科技含量，亟需资源投入，也就是说是要靠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二者缺一不可。
但，现在我国的皮革行业以民营企业占多，很大一部分的领导者或经营者，资本有限，急功近利，很少能有
长远规划或远大目标。从目前我国的皮革市场来看，还没有一个专业的协调、管理机构，这是很不合理的。
而且，目前政府部门也不可能再来过问这方面的工作。所以，资源从何处来？投入又从何处求索？目前，国
产皮机行业不甚景气，一般企业的后劲状况堪忧，或以吸引外资投入成为合资经营，或从进口皮机中索取部
分合理成分作为补给，以此赖以生存、发展。显而易见，我国的皮机行业尚处于步履瞒跚之中，即便有所发
展，也是非常缓慢的。

温:请您针对当前我国皮革机械行业所存在的典型通病作一次专家义诊，仅举一例，对症下
药，作为您对行业的奉献，好吗？
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在快速发展，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更快。我国皮革机械行业要
能与时俱进，要有长足发展，关键是要有投入和产权，也就是要打造自主品牌，要形成知识产权的保护框
架，让拥有后劲的企业和有识之士去发展、去拼搏。据悉，中国皮革协会已经正式设立皮革和制鞋机械专业
委员会，这将有利于皮革和制鞋机械行业稳步、健康、有序地发展，尤其在引导自主创新和规范市场竞争方
面，将有望对皮机行业起到导向、协调乃至于局部监理作用。

温：您平生最大的爱好是什么？无论是事业上还是生活上，您所执着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境
界？如不介意，可否知道您的人生格言或者是座右铭？
邹：我终日忙于公司业务，平时四处奔波，生活在纷繁与疲惫之中，很少有个人的空间来享受生活中恬
静淡雅，偶有假期，也只能全然奉献给家庭子女，所以这方面想得极少。我想，包容而不自私，理性而不固
执，应该是我为人的一种准则。

温：您的事业正值炉火正红之时，我和《中国皮革》编辑部同仁衷心祝愿您一往无前。最后问
一句，您对我国皮革机械事业的未来有何期盼？
邹：由衷感谢《中国皮革》编辑部和“科技经纬”栏目组全体人员对我国皮机行业的重视和关心，推动
我国皮机行业的发展是我一生的追求，我将一如既往，为自己所热衷的皮机事业不遗余力，鞠躬尽瘁。从目
前皮机行业的发展趋势来看，不少皮机产品正朝着精密、宽幅方向发展。如：熨平机、削匀机、片皮机、以
及磨革机等，正在不断革新，快速发展。另外，我希望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能创建一个皮机专业的科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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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水准，通过产、学、研联合体的方式，运用某些高新技术，研制开发一批可与意大
利、德国同类产品相媲美的皮革机械产品来，有自己的驰名品牌，有自己的知识产权。

相关链接
联系咨询：
地址：上海中山北路2130号3楼

上海征凯工贸有限公司

邮编：200063
电话：021-62037306

传真：021-62051071

电子邮件：zhouzw2007@yahoo．com．cn

（6）嘉宾陈明月（原载《中国皮革》2008年 3期）

且将青春付皮化
几度夕阳别样红
——专栏采访陈明月高级工程师
人物小传
陈明月，男，1936年8月10日出生，浙江省上虞市人，汉族，民建会员。专业背景为皮革工艺、皮革化
工；技术职称为高级工程师。1953—1957年王和记皮鞋厂职工；1957—1960年上海市轻工业学校皮革工艺专
业毕业；1960—1961年上海制革厂供职；1961—1962年上海红旗重革厂助理技术员；1962—1963年上海淮海
化工厂助理技术员；1963—1996年上海皮革化工厂实验室主任、副厂长、皮化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
师、高级工程师，1996年退休。自上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凡40年，在上海皮革科技界、皮革化工行业
奋战拼搏，敬业创新，躬耕不辍。先后主持并完成上海市重大科研项目如：“合成皮革加脂剂SE”、“皮革
加脂剂SG系列”等研制和组织、指导相应成果的工业化生产，曾荣获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二、三奖。先后在
专业刊物上发表科技论文近10篇。现任上海华晶化工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人物篇采访
陈明月高级工程师，是我国皮革化工领域大师级人物陈鸿炳高级工程师的技术助手之一，还
有钱福根、唐自强等诸位，堪称当年上海皮革化工厂的技术中坚，领军人物。在陈鸿炳总工的统
领下，一队骠骑，初定江山，也算得上是上海皮革化工事业的奠基人。作为校友、同仁，我们同
在上海皮革界奋战、拼搏了几十年，见证了20世纪下叶上海皮革及皮革制品行业的昔日辉煌。如
今，我们皆步入晚年，已事退休，但幸得夕阳尚好，晚霞满天，偶有所晤，一如“酒逢知己”，
感叹乎？兴奋乎？然话锋所至断然还离不开上海皮革、中国皮革、乃至于全球皮革。值此采访良
机，权当我们彼此之间的一次短暂会晤与心灵沟通。

往事堪回首

各领风骚数十年

温祖谋（以下简称：温）：陈高工，您好！作为我国皮革化工行业的资深人士、科技创新的有
功之臣和上海皮革化工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您对此有何感想？
陈明月（以下简称：陈）：温高工，承蒙垂青，感激溢美。不过，三顶帽子太大，愧不敢当。从事皮革
化工至今，凡四十三年，只能说有些心得，也做过一点工作。说起上海的皮革化工行业，最早应推新华皮革
化工厂。该厂生产的揩光浆、颜料膏和软皮白油等早期产品，其中部分至今还在使用，当然其品质已经有所
改进。为了适应皮革行业的发展，上世纪50年代末，轻工业部定点在上海新建立一个皮革化工厂。时值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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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经济时代，一声令下，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前后花了约2年时间即告落
成。新建的上海皮革化工厂和新华皮革化工厂形成产品互补，各领风骚数十年，为我国皮革工业的发展起到
重要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市场重新“洗牌”，上海地区由原
来的两家变成数家体制不同的皮化企业。从目前情况看，虽然总的产量并未减少，技术力量也不算太落后，
但已失去往日之风光，更因时下的环保“风暴”，未来如何? 恐怕难免会落得“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温：回首往事，能否请您简单谈谈您的职业生涯中的闪光亮点？您觉得最能代表您的事业成就
的标志性事件（或项目）是什么？请您举例谈谈。
陈：我搞皮革化工能够做成一点事，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与皮革的渊源；我学徒加打工做皮鞋（制帮）4
年，半路出家学皮革专业3年，毕业后在制革厂呆了3年，后来又转行搞皮革化工，可以说吃了一辈子“皮
饭”。在当皮鞋工人的时候摸了不少的各种各样皮革，有国产的、进口的，对皮革的手感有比较深刻的理
解。三年制革专业的学习以及而后几年的实践，使我对制革工艺多多少少了解一点，这两种经验的组合，为
皮革化工新材料开发打下了一丁点基础，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条件。首先是皮摸得多了，基本了解了怎样的皮
才算是好皮；其次是懂得一点制革方面的知识，知道了化工材料如何与制革工艺能比较好的适应，及其在成
革后的表现；再则多了点共同语言，也有利于同制革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们沟通。就以我完成的“合成
加脂剂SE”项目为例，改革开放伊始，出口的皮革大量增加，当时非常需要一种能使成革特别柔软、绒面丝
光效应明显的皮革加脂剂。1977年，以此为题立项研究。根据皮革加脂的基本理论，我以碳链较短而渗透力
好的石油烷烃和合成酯为主要原料，辅以其它必要成分研制了该产品。其间多次往返各制革厂作加脂应用试
验，在制革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们的帮助、指点下，反复研究，不断改进，取得了成果。项目通过
鉴定验收后，1981年正式投产，产量连年直线上升。该产品不但代替了大量进口的“洋货”，也取得相当的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为此，项目获得了“上海市重大科研成果二等奖”。顶峰时期，该产品要和其它品种
“配套”才给供应，可说曾风靡一时。但时至今日已是明日黄花了，它不但生产成本昂贵，而且生产过程中
所产生大量的含氮废水，会影响环境保护，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其实，通过工艺的改进，
完全可以研制出具有相同性能的产品，当然它的名称就不叫“合成加脂剂 SE”了。

温：就您公开发表的有关皮革化工方面的论文和著作，请问哪一篇是您的代表作或者说哪一篇
您最喜爱？为什么？
陈：写过几篇短文。自己认为1997年发表于《中国皮革》第7 期上的题为“改革工艺，消除加脂剂生产
中的废水”那文章比较具有现实意义。到目前为止，我的观点还是；在科学研究或新产品开发时，应该尽可
能地把可能产生的三废问题考虑进去。若能在生产过程中避免“三废”的产生，是再好不过的事了，这应该
是个方向。

温：您在皮化领域的作为、业绩和贡献行业界是有目共睹的，请问哪些成果更为突出？技术要
旨是什么？代表什么样的水平？
陈：制革工业，实际上是把各种不同的皮(如：猪皮、牛皮、羊皮…)用不同的工艺和材料，制成不同品
种的革(如：鞋面革、服装革、包袋革…)。为此，在皮革加脂时，往往多则以七、八个，少则三、四加脂剂
混合使用，各种成分，取长补短，达到相关要求。问题是，各种不同加脂剂来自各地不同的厂商，使用种
类越多，其不稳定的因素就大大增加，是不言而喻的了。在承担‘八五’科技攻关项目“SG 系列皮革加脂
剂”初始，我就设想在系列中的每一个加脂剂包含针对某种成革加脂所需的不同的成分，这样，革厂只要选
择1-2个品种，就能达到某种皮革的加脂要求。这好比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或“联横”，两种不同策
略。在项目鉴定时，SG 系列有四个品种，它们分别单独用于牛面革和绒面革，均能达到相应效果。项目的
结果虽然并不尽善尽美，但这种研究方法和思路，经上海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手工检索和国际连机检索结
果证明，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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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诚艰难

守成自有后来人

温：创业难，守成更不易。当年在上海皮革化工厂正值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您想得最多的
是什么？做得最多的是什么？
陈：那段时间里，总想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能多研制一些新产品做一点工作，旨在缩短与国际
上的技术差距。在我分管技术那一摊子事时，自始至终没有放弃过对新产品的开发研究。在此期间还引进过
三名硕士研究生，他（她）们都有皮革本科以上的学历。我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搞皮革化工，对制革
的理解十分重要。当然，这个观点也许是经不起推敲的，但我却坚信不疑，不少硕果累累的皮革化工专家并
非个个都是化工出身，但不少却是学过点皮革的。在这期间我们还落实了一个中试车间，目的为了把科研成
果从小试过渡到大生产取得和修正必要的数据和经验，这一措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推动了科研成果转化为
生产力的过程。所以最多想的和做的也就是这些工作。

温:您当年在上海皮革化工厂供职时，曾一度位居实验室主任、技术副厂长，从事新品研发和
技术管理，请问您当时是怎样应对日常要务的？
陈： 宣布我为技术副厂长时，我正随团出国考察，回来得知，既然是上级任命，原来也打算集中精力把这
项工作做好。在领导的支持、同仁的帮助下干了四年多点的时间。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比如说；人与人之间
的沟通、协调，考虑问题的角度，某些想法、措施的落实，等等），我觉得再干下去变成一个负担，最后就
主动请辞了该职务。古人云：跳出红尘外，不在五行中。看来象我这一类人，还是专门从事本行自己喜欢的
工作为好。

温：曾几何时，上海皮革化工厂一度堪称全国皮化老大，当年的丙烯酸树脂软1、软2等系列产
品率先在国内问世，为取代蛋白质皮革涂饰剂开创先河，几乎与国外皮化亦步亦趋，竞相媲美。
除国企的体制、机制原因外，您认为哪些关键因素致使上海皮化陷入举步维艰的窘境?
陈：您真是一语道出玄机。当时上海的皮革化工厂能称全国皮化老大，就是因为有与国外皮化亦步亦
趋，竞相媲美的产品。回想建厂初期，戏称“十八罗汉斗大鹏”（即十八位工程技术人员共同承担一个科研
项目）的科研热情，与制革行业水乳交融的关系，值得回味。就如现今的段镇基院士和魏世林教授都来过这
个厂进行科研工作，往事历历在目，不堪回首。皮化厂的衰退，从大处看，优势的丧失是国企缺乏危机感，
加上跟不上改革开放的发展形势和缺乏随机应变能力。另外，与日后内耗增加和经营方针的偏颇，均不无关
系。简言之，体制、机制、人本，三合一使然。想当年，车间里生产热火朝天，销售人员颐指气使，厂外要
货的是车水马龙，产品供不应求。当时厂里提出口号；一切围绕供销（销售）转！并且为此出台了各种有关
措施。从此以后，科研人员与制革厂工程技术人员的相互直接交流日益减少；新产品开发立项如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提着新产品走街穿巷去制革厂应用试验的景象已一去而不复返了。不少经营者只知道卖掉产品能
挣钱，却忘了怎么样的产品才卖得掉。这可能也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之一。就说销售，也要讲究经营之道——
要把应用服务工作做到家，否则是功亏一篑。记得1999年，我曾经把一项非职务研究成果——磺化亚硫酸
化加脂剂项目——无偿转让给该厂（该消息记载于1999年4月3日该厂出版的《皮化报》），其中包括技术文
本、生产设备调整、直到生产出批量产品。最后据说已寿终正寝了。当然这可能是项目的技术含量太低所
致。不过，该产品目前是我公司的主销品种之一。

温：在您的经历中，与皮革相关的最难忘、最默契的合作者（或导师、搭档、知音）是何人？
留给您印象最深刻、最有意义的是什么事？何以见得？
陈：那太多了。首先，是已故张西林老师。记得在学校第一次去新艺制革厂（学校的实验工厂）回来，
大家都有不同程度情绪，就是因为看到了通常所说的脏、臭、累。我记得当时他大概是这么说：种瓜的说瓜
好，种豆的说豆好，我觉得搞皮革是很有前途，不少问题需要你们去解决！搞皮革是大有可为的，这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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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学习专业的信心。后来，张总一直任职于上海皮革系统，国内外皮革界颇有知名度，他经常不断给予指
导和帮助。在他病假期间，还参加了我的“合成加脂剂 SE”项目的鉴定会，给予鼓励和肯定。

温：提到张西林老师，恕我插话了。不久前，原广州人民制革厂的白坚厂长在丁亥中秋前夕
给我邮件，抄送当年他与张总的诗词唱和。愿藉此奉，以飨业界读者。张诗曰：感《制革手册》
出版赠白坚、小林。“《手册》付梓殊不易，皮革创业也艰辛。晚霞犹美吾老矣，振兴寄望后来
人！”。白词云：鹧鸪天——答张西林老先生（公元一九七七年八月，接张西林老先生赠诗，自
云老矣！余以为不然，特填鹧鸪天一词以奉之；兼送京津冯马庞赵诸老。）“京兆当年噪暮鸦，
时逢邦派乱吾华。修书有幸长相聚，指点江山任叱咤！华夏靖、动笙笳、城乡处处绽春花。鬓斑
犹可催天马，跃上峰峦见紫霞！”。好啦，对不起，请您接着往下谈！
陈：其次，是制革厂的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们。您知道，皮革化工新产品开发是的离不开应用
试验，每当我去制革厂，所到之处都能默契合作。其中，最难忘的是当时身为海宁制革厂技术负责人的于义
高级工程师。合成加脂剂-SE研制基本成型时，曾经去该厂猪绒面服装革（当时的国内金牌产品）上应用试
验，是他帮助一起制定试验方案：取6张胚革，分别一剖为二，置于一个双联小转鼓内，同等条件下复鞣、
中和、染色、加脂，与该厂实际使用的某进口加脂剂对比。成品后，请该厂总检验按手感和外观，从12片中
挑选出6片好的来，结果用合成加脂剂SE的占有4片，得出了SE好于同比那个进口加脂剂的结果，给出了一个
恰如其分的试验结论。他的科学的试验方法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使我永远铭记在心。再有，是我的搭档
任志萍助理工程师。三伏天，她几乎天天放弃中午二小时休息，经常下班赶不上厂车，放弃了提升副科长的
机会，协助共同完成一个又一个项目，直到我退休。所有这一切，让我毕生难忘。

此行有文章

面对挑战迎头上

温：您平生最大的爱好是什么？无论是事业上还是生活上，您所执着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境
界？如不介意，可否知道您的人生格言或者是座右铭？
陈：工作上爱琢磨新东西，希望今天做与昨天不一样的事，明天做与今天不一样的工作，更喜欢做试
验。记得刚进皮化厂，分配做分析检验。那时，检测丙烯酸树脂乳液中的未反应单体非常麻烦，分析一次需
要8-10个小时，冬季里还需要过夜，而且准确度很差。我借助资料和反复实验，得到一个新的检测方法，时
间缩短到2小时，准确度也大大提高。当时，国企时兴按业绩贡献发奖金，为此还得到一个季度一等奖。我
搞科研试验努力于精益求精，希望科研成果在投产时有良好的重现性，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业余爱好首推摄
影，拍几张照片，就是所谓的老有所乐。信奉“人贵有自知之明”的古训。

温：您虽退休多年，但仍在一家民营皮化厂施展才华、发挥余热，据说统领一方，自得其乐。
请问同是搞皮化，您认为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陈：这是我们三个伙伴共同投资的正规小厂，我不过想看看我退休后是不是还能干点事。在这里，最大
的好处是一切都是删繁就简。想做一件事---只要遵纪守法——不需要一连串的多次开会、反复研究、深刻
讨论。一切服从市场的需求，听命于制革行业的意见。当然，象我们这种民营小企业有致命的缺陷，开发新
产品的条件太缺乏：占有市场信息少、技术力量微薄、基本没有一件象样的仪器，且缺乏雄厚资金，前途是
险象环生。但是无论是国有企业或者民营企业，只要扬长避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九九归
一，劫后余生，总会有“达到成功彼岸”之日。真所谓：浪淘尽，方显英雄本色！上面我谈了上海的皮革化
工厂的盛衰因故，不久的将来我也会由别人去评判，这是很自然的事，可能还没有这个荣幸。

温：就您出访国外进行专业考察或技术交流的经历，能否谈谈您的所见所闻，或者收获感想，
请问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件事？为什么？
陈：主要去了德国的“汉高”公司。国外公司环境整洁，设备精良自不必说。在此期间，我们参观了一
个检测部门，许多人员在从事各种牌号的洗衣粉各项指标的检测。陪同人员介绍：他们有一个机构，不断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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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世界各地著名品牌的产品，分析它们的成分、成本和价格，找出细微的差距，然后制定相应对策。这种管
理，使我印象非常深刻。这样一个拥有四、五万员工、几千种产品的大企业，尚且有如此忧患意识，令人感
慨万千。

温：中国加入WTO后，您是否认为国产皮化将会面临挑战? 或者说将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洋
货”的冲击?
陈:加入WTO以后，各行各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洋货”的冲击，皮革化工当然也不能例外。关键是“狼
来了”，不要怕！怕也没用。积极应战乃为上策。知己知彼， 按照国际惯例和游戏规则，“与狼共舞”，
不亦乐乎！

温：从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应用性能角度考虑，国产皮化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是否存在差距?
差距在哪里？应当如何应对？
陈：其实，我觉得国产的皮化产品与“洋货”从品质和生产技术上来说，差距并不是很大，因为它们没
有什么特别高深的科技含量，而且主要原料范围相对较窄。以我比较熟悉的皮革加脂剂为例，首先是主要原
料种类不多，不外乎动植物油——甘油三酸脂、矿物油、蜡等，而且它们的地域和种类之间差别很小，不象
皮革原料那样；羊皮有汉口路、四川路、云贵路，牛皮分菜牛和耕牛，给制革工艺带来很大的麻烦。其次，
工艺方法也不多，不外乎硫酸化、亚硫酸化、酰胺化、磺化，更多的是复配手段。这些状况注定了不可能与
“洋货”造成很大的差距。由于研究的需要，本人曾经对十几种进口加脂剂进行分离、层析、检测，结果表
明，“洋货”绝大多数也是上述工艺和原料的组合物。即使存在产品品质上的差距，完全可以通过与“洋
货”切实的应用对比、分析测试，做到有据可依、成竹在胸，然后由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和皮
化企业的有识之士共同努力协作攻关予以缩小或消除。

温：如果我没有说错，承认差距，才意味着面临挑战，才可能正视所遭遇的不同程度的”冲
击”，您难道认为国内外皮化业彼此彼此吗?
陈：当然不是! 我认为最大的差距在于企业的经营理念与营销策略，亦即“洋货”厂商们的销售策略和
服务精神，特别是人家的技术服务，令人刮目相看。他们致力于把产品的营销服务做到终端；他们不仅拥有
技能娴熟的皮化人才，而且还拥有训练有素的制革行家，其中不乏原来就是这两个行业中的能人。这些行家
里手，不但把皮化产品的性能应用到极致，而且还能帮助开发新的皮革品种产品，深受制革厂欢迎。即使他
们的产品已经由经销商经销，他们也会把这项工作不遗余力地进行到底。这一招，就必须依赖于皮革化工企
业转变经营思路才能解决。倘若把产品向经销商一推了之，是绝难改变目前的尴尬局面的。

未来凭科技

以人为本开新天

温：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任何科技成果只有转化为生产力，才能体现其巨大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除政府政策与管理机制外，您认为哪些技术措施可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陈： 我认为还是科研结合生产实际的问题。科研单位有高深的理论知识和与之相适应的精密仪器，生
产单位有实际经验和生产设备，双方都占有市场信息，在市场需求的前提下，互相支持，才有利于科技成果
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这里所说的生产实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使用上的，就是说你的科研成果在实际使用
上应该具有某种特性——无论在工艺上或产品的品质上能有所体现。二是在实际生产上具有可行性，否则许
多不惜工本的科研成果往往不为生产单位所接受。举个事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拿
着一个获得部级科研成果三等奖的科研成果来我当时所在的上海的皮革化工厂要求扩大生产（当时很少谈转
让，即使转让要价也不高），它的主要成分是硬脂酸甲酯、油酸甲酯和亚油酸甲酯，为了所谓的精确比例，
声言必须逐个合成，不能变通。结果因为工艺复杂、工时长、成本高，未获投产，成果束之高阁。一般来
说，植根于本厂的科研成果，多数能得以较为顺利投产，是因为科研项目的承担者在这方面有一定的预见
性，并且省去了成果转让这一项既费时，又费钱的麻烦。所以国内外大型企业自己筹建研究机构应属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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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温： 科学技术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在皮革化工的研究和应用领域，您认为哪些新兴技术
正在崛起？未来趋势如何？
陈： 由于我的孤陋寡闻，未看到在这个领域有显著的新兴技术。那些纳米技术，光固化技术， 虽有文
著见之于报刊，还谈不上崛起。

温：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您觉得在皮革科技领域
该如何解读？怎样才有利于皮革和皮化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陈：以人为本，我的理解是：科学的发展和一切新技术创造都应该虑及人类的生存和健康。比如说，皮
革化工材料虽然不直接与人体接触，但它如果含有有害成分，用之于皮革就会产生对人体不良影响。众所周
知，许多皮革制品是直接用来穿着的，有的还制成内衣，因此皮革化工材料应该避免使用那些酚类表面活性
剂、有害的防霉剂、以及促使形成六价铬的化合物…等。当然，更重要的是如何解决工业生产过程中的三废
问题。对于皮革化工行业来说，只要措施得力，认真对待，应该不是十分困难的事。相对而言，要解决制革
行业的废水却不容乐观了，长期以来不少专家学者致力于此，至今尚未有一个行之有效的良策，看来只能寄
希望于“自有后来人”了。

温：当前，全球制革业正在努力通过清洁生产、资源重复利用等途径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应
策，我国有关“制革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已经出台，业内人士正见仁见智，对
此，您想说点什么？
陈：清洁生产、资源重复利用等途径是整个皮革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是制革业首当其冲而
已，皮化行业也不例外。长期以来，制革行业从脏、臭、累中走过来，能走到今天，能呈现当今这个面貌已
很不容易，可是还是跟不上社会、民族乃至于人类对环境改善的要求，因为，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全人类都
面临着可持续发展这个的严峻课题。譬如：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全人类生态平衡的问题，全社会节能减排
问题，等等。自然，制革业有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出台是好事，评价指标可供运作参照，实施有了规范，
督察有了依据，这是一个好的、新的起点。

温： 时下，我国皮革业尤其鞋业面临国际贸易壁垒的严峻挑战，我国皮革制品出口正受到多
种有害物限制的技术壁垒的封锁。请您从制革、皮化角度谈谈我们当前和长远应该如何应策？
陈：避开政策上的问题，实际原因您已经指出来了——多种有害物质，这就要找出在制革过程中可能形
成有害物质的因素和在所使用皮化材料内可能存在的有害物质，除了加强有关这方面的检测工作以外，更要
提请皮革化工厂商注意和重视。从长远看，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对有害物质要有预见性，避免被动局面
的产生。

温:您虽已步入晚年，但仍心系皮化，在岗敬业，真所谓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我和《中国皮革》编辑部的同仁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晚境安乐。最后问一句，您对我国乃至于
世界皮革化工事业的未来有何嘱托？有何期望？
陈：皮革是一种其它什么材料都替代不了的天然物质，因此制革工业永远不会消亡。希望能通过持续努
力，解决长期困惑制革工业的环境污染尤其是废水污染问题，使之可持续发展，并在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的
研究上有所突破，革新工艺，提高产品附加价值，皮革工业必将走出一片新天地。借此机会，感谢您和《中
国皮革》杂志社给我提供这个机会，能与各位前辈和同仁进行一次交流。以上所述，不少是一孔之见，有些
是语焉不详，更多的也许是在姑且妄言，见笑了。

相关链接
代表著作
•

陈明月（执笔）“合成加脂剂 SE的研制” 《皮革科技》1982年第8期；

•

陈明月（执笔）“阳离子加脂剂粒径的显微摄影研究”《北京皮革》198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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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明月 “皮革加脂剂 SF的研制” 《皮革科技》1986年第11期

•

陈明月“关于合成加脂剂” 《皮革科技》1987年第8期；

•

陈明月 “SG 系列皮革加脂剂的研制” 《中国皮革》1995年第3期；

•

陈明月 “擦色革涂饰材料国产化及其应用” 《中国皮革》1995年第7期。

联系咨询
•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奉松公路2995号

上海华晶化工有限公司

•

电话：02157590050（o），13671565817（m)；

•

电子邮件E-mail： mingyue_chen1936@yahoo．com．cn

（7）嘉宾钱福根（原载《中国皮革》2008年 7期）

但得夕阳无限好
料当春风拂紫霞
——专栏采访钱福根皮化工程师
人物小传
钱福根，男， 1938年5月23日出生，浙江慈溪人，汉族，中共党员。专业背景为分析化学、皮革化工；
研究方向为丙烯酸树脂、皮革涂饰剂、纺织助剂。技术职称为工程师、企业特聘高级工程师。1953—1956年
上海万邦印刷厂职工；1956—1959年上海市轻工业学校分析化学专业毕业；1959—1960年上海新华皮革化工
厂（原信发化学工业社）供职；1960—1998年上海皮革化工厂供职，拾级提升为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
师；曾任该厂技术科长、特聘高级工程师；自学成才，注重学科交叉、洋为中用和实践出真知。1998年退
休。自上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凡四十年，在上海皮革科技界、皮革化工行业奋战拼搏，躬耕敬业、探
索创新。先后主持完成部、市级重大科研项目如：“丙烯酸树脂SB”、“乳化蜡A ”等皮革涂饰材料的研制
和组织、指导相应成果的工业化生产，曾荣获轻工业部科技成果四等奖、上海市优秀新产品二等奖。

人物篇采访
钱福根工程师，是我国皮革化工领域大师级人物陈鸿炳高级工程师当年的技术助手之一，和技
术团队的其他成员一起，堪称当年上海皮革化工厂的技术中坚，领军人物。他中专学历，却自学
成才，尤其注重学科交叉、洋为中用和实践出真知。自上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凡四十年，
在上海皮革科技界、皮革化工行业奋战拼搏，躬耕敬业、探索创新，为当年上海皮革化工厂的鼎
盛，竭尽所能，无私奉献。作为校友、同仁，我们共同见证了20世纪下叶上海皮革及皮革化工行
业的辉煌。如今，彼此虽均已“解甲归田”，然目睹我国皮革行业正处于蒸蒸日上、走向全球的
历史新时期的新景象，老怀欣慰，莫以名状。但得夕阳无限好，料当春风拂紫霞。

流光四十付皮化

奉献敬业未闲暇

温祖谋（以下简称：温）：钱工，您好！您是我国皮革化工行业的资深人士，也是上海皮革化
工厂（以下简称：上海皮化）技术团队的元老之一。对此您有何感想？
钱福根（以下简称：钱）： 温 老师，您好！承蒙抬爱对我采访，出于礼貌，恭敬不如从命。不过，
“资深”、“元老”之说实在愧不敢当。其实，我只是一个多年工作在皮革化工行业的老兵而已。虽然，屈
指算来，涉足化学领域、供职上海皮化达四十余年，但建树无多，贡献绵薄，只能说我在职期间克尽职守、
竭尽所能地去做好本职工作，努力去完成生产任务，直至退休，问心无愧，仅此而已。

温：回首往事，能否请您简单谈谈您的职业生涯中的闪光亮点？您觉得最能代表您的事业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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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志性事件（或项目）是什么？请您举例谈谈。
钱：人生似水流年，四十年弹指一瞬间。回首往事，“闪光亮点”谈不上，但有几件事印象较深。其
一，60年代上海皮化建厂初期，在从事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作时，大胆地提建议、搞革新，改革了丙烯酸树脂
乳液的生产工艺。其二，70年代间，面对人才匮乏，青黄不接，上海皮革化工厂开办了2届技工学校，自己
培养了80余名学生，毕业后大半留厂就业。后来，他们相继成为生产和管理骨干，从技术员、工程师到主
任、科长、直至副厂长、厂长，确实成了厂里的栋梁之材、精英人物。我曾兼任技工学校的专业课教师，看
到他们成才、成器，想到事业后继有人，心里感到无限欣慰。其三，80年代初，运用改性技术，成功研发了
“SB丙烯酸树脂”新产品，有效地改善了皮革传统树脂涂饰后出现的“热粘冷裂”（尤在我国南、北方地
区）现象，明显提高了丙烯酸树脂涂饰剂的耐候性。

温：您所说的建厂初期，改革丙烯酸树脂的生产工艺是怎么回事？具体表现在哪些工艺环节
上？
钱：当时厂里的主要产品是丙烯酸树脂乳液，起初设计的是“一次放热”工艺，其特点不仅生产工艺较
难控制，而且难以大量投料生产。生产一釜化料，其总量只占总容积的50%；换句话说，一吨的反应釜，最
多只能生产500公斤 产成品，生产成本高、生产效率低。经过近二年时间的实践、摸索、试验、积累，本人
曾提出多项改进建议，如：将原热水加热改为直接蒸汽加热，总固体含量从25%提高到38%；更主要的是将
“一次放热”工艺改成“单体滴加”工艺，从而，不仅使树脂乳液颗粒更细微，提高了产品质量，而且明显
增加了投料量，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约了大量包装材料和运输储存成本，并在全国同行中相继推广，一直沿
用至今。

温：曾几何时，上海皮革化工厂堪称全国皮化老大，风光无限，后来峰回路转，亦曾陷入举步
维艰的境地，这一切您都亲身经历。此时此刻，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钱：人类历史是螺旋形向前发展的。皮革化工行业不会消失，这和皮革行业不会消失一样。随着社会的
发展，科技的进步，企业机制的转型，市场格局的变化，也许皮革化工企业有可能会作为一个大、中型化工
企业（集团）的一个部门、一条分支，例如拜耳公司、巴斯夫公司、罗门哈斯公司那样，皮革化工只是一个
部门、一条分支。国内的四川亭江皮化与广东德美化工公司合并、上海皮化厂携手兄弟厂家随同上海皮革公
司一起加盟富国太平洋集团，应该说都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也是时势所趋。

温：上海皮化的“爱使牌”注册商标与企业品牌一度闻名中外，由此可见贵厂历届领导或企业
高管颇具远见卓识，早就注重知识产权与品牌经营意识。就此，能否请您谈谈贵厂或皮化企业该
如何实施品牌战略和品牌建设？
钱：“爱使牌”商标的初稿是当时厂里在技术科工作的一名非专业技术人员提出的。顾名思义，爱使、
爱使，制革行业，人人爱使。其中，S是上海的拼音Shanghai首位字母，寓意自然是突出上海产品，打造上
海品牌。至于外围状似三角形，其实设计构思源于大写的“A”，形神兼备，象征着高端和品位；而外面的
圆环则象征地球、宇宙，潜意识地在表明：上海皮化的产品最终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上海皮化这个商标
在皮革行业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上海皮化人努力进行自主品牌建设的心仪与路径。

驾轻就熟定工艺

探索试验创新葩

温：就您有关皮革化工方面的论文和著作，请问哪一篇您最喜爱？为什么？请您提示一下其中
主要论点与独到之处？
钱：本人才疏学浅，喜欢动手，不善动笔。有关皮革、皮化方面的文章有一篇题为“提高丙烯酸树脂的
耐候性研究”，发表在《皮革科技》1982年第2期上，后来被转载在化工部的《聚合物乳液通讯》1983年第4
期上。该拙作的要旨在于：一是有效地提高丙烯酸树脂的耐候性，以改善皮革成品的涂饰性能；二是利用高
分子接枝共聚技术以拓宽高聚物的玻璃化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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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您从就业到退休，几乎毕生在上海皮革化工厂供职，位居技术科长，长期从事技术管理和
新品研发。据说，业界有人戏称您为上海皮化产品的“老经验”？请问您介意否？
钱：戏称，毕竟是老熟人开玩笑而已，不必太认真。至于“老经验”，从何谈起？愧不敢当。我是一名
长期工作在生产第一线的科技人员，所以我对上海皮化厂的大多数产品可说是了如指掌，尤其是生产技术比
较熟悉，因为我曾多次负责制订、编写全厂产品的操作规程和产品说明书。同时，对所用的原材料、中间体
的性能、特点，也比较清楚，对于每一个产品在制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基本了解。所以，生产工人遇到难
事常来问我，技术队伍里同事碰到问题也习惯来问我，而我呢，力求有问必答，有求必应。其实，厂里日常
生产与正常运作，是我每天的首要任务，也是我每天的必修课。

温：上海皮化厂是上海轻工系统的“高新技术企业”之一，想当年，上海皮化厂新品开发层出
不穷，从鞣剂、加脂剂、涂饰剂到助剂系列，每年有不少新产品鉴定投产，您认为形成这一盛况
的关键因素何在？
钱：我是这样想的，其一，是当时厂领导能知人善任，团结科技人员的大多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科技人员的研发创新的积极性很高。其二，当时技术团队中科技人员充实，研发能力充沛，和睦团结，合作
默契，所谓“人心齐，泰山移”嘛。其三，上级公司、局、市科委重视科技创新和新品开发，年年有计划，
月月有目标，加上层层落实，上有压力，下有动力，上下敦促，身在船上，一旦扬帆，根本没有驻足的余地
嘛！

温:据说，当年德国拜耳化工公司曾有意在沪寻找合作伙伴，并和上海皮化厂多次洽谈合作项
目和方式，最终未成的原因何在？左右的是外方，还是贵方？
钱：当年与德国拜耳化工公司洽谈合作项目最终没有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当时计划经济的影响还很
深，一谈合资合作，涉及上下左右，方方面面，绝非某一个人所能左右的。从主观、客观上分析，能左右的
重在外方，后来转向，花落无锡。

温:据我所知，上世纪末国内某地有家皮革厂的产品发生脱层（俗称“掉浆”），无端归罪于
贵厂所提供的丙烯酸树脂乳液SB所致，遂拒付货款，结果导致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案，及至年前
才得以还贵厂一个清白。您认为业界人士从中应吸取什么教训？
钱：此事相隔有年，未曾直接参与，来龙去脉不详。这一事件，折射出当时我国市场经济方兴未艾，法
制不健全，质量监督薄弱，地方保护主义的色彩很浓，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下，个别唯利是图的商家指鹿为马
的伎俩乃司空见惯。尽管此事经我厂依法维权，最终真相大白。但前车之鉴，我认为业内应倡导依法、有序
竞争，企业更要严于自律，为商讲究诚信。

有道勤奋能生智

自是友朋本无价

温：在您的从业经历中，与皮革相关的最难忘、最默契的合作者（或导师、搭档、）是何
人？留给您印象最深刻、最有意义的是什么事？何以见得？
钱：其一是季仁高级工程师，曾任上海皮革公司技术科长、总师室主任，全国皮革行业知名人士。他为
人师表，敬业务实，是我心目中所尊敬的师长之一。其二是上海益民制革厂的莫柏林技师，制革经验丰富，
助人为乐，SB丙烯酸树脂能顺利研发成功，和他的热心帮助是分不开的。其三是西北轻工业学院的 魏世林
教授，堪称第二代丙烯酸树脂---“填充树脂”的开拓者之一。当年，他带领学生下厂实习，经常抽出时间
来和我们沟通交流，切磋技术，我从中获益匪浅，令我终生难忘。

温:您平生最大的爱好是什么？无论是事业上还是生活上，您所执着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境
界？如不介意，可否知道您的人生格言或者是座右铭？
钱：本人喜爱学习，学习是我的第一爱好。我认为：博览群书是学习，下车间、到生产现场也是学习，
向业内外专家、名人请教更是学习。不耻下问、不厌上请、“三人行必有吾师”，才能弥补自己的才疏识

- 112 -

S

科 技 经 纬
cientific column

浅，才能使自己从不知到真知，从知之甚少逐步走向科学真理。

温：您最感兴趣或最热衷参与的是哪些方面的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是学术界?商界?还是社会
团体活动?有何突出的受益或启示?
钱：我并不刻意去参加某一社会团体或某种社交活动，曾是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会员，这是地方性的、
本行业的、以科技人员为核心的群体性的社团组织。此外，我更注重业内外、学科间的自由交流，或者说是
学术界的个人交往。譬如：我曾多次拜访过国际著名有机化学家、华东师范大学 顾可权 教授，请教有机合
成方面的技术问题；拜访过上海市催化剂学会主任、华东化工学院 汪仁 教授，请教他对骨架铜催化剂的研
制与应用方面的经验。在行业内，中国工程院段镇基院士是我在皮化领域的良师益友。他精通制革、皮化，
对皮革化工的理论与实践，尤其对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知识，造诣很深。我有幸和他合作过几年，深得
他的教诲，受益匪浅。

温：据我所知，除了皮革化工，您在化工领域涉足深广，能否披露您在该领域中对行业交叉的
实践与心得？
钱：其一，上世纪70年代中期，作为高分子化学与精细化工的前沿产品聚丙烯酰胺，美国和日本同期在
1974年开始投入大型生产。而上海皮化厂于1976年已研制成功，并投入大型生产，年产量逾3000吨规模，成
为我国首创的技术成果。然而，鉴于当时企业计划经济的模式，无奈而停产。其二，本世纪初的6年间，全
国皮化业无序竞争越演越烈，本人有意避实就虚，更多地从纺织助剂方面求索，先后研制和投产的产品有纺
织浆料、静电植绒粘合剂、涂料印花粘合剂、无纺布粘合剂、高效水性增稠剂等。其三，值得一提的还有阻
尼粘合剂，作为电声材料，从低频率50--60 赫兹（hz）系列开发到高频率200--250赫兹。国内低频率目前
只能做到80赫兹。

温：就您当年多次参与的国际皮革科技交流活动，能否谈谈其中突出的收获或感想，请问您印
象最深刻的是哪件事？为什么？
钱：印象最深的是国外同行来沪交流的科技人员，通常均属能文善武的，既懂得基础理论，又擅长实际
操作。说实话，每次对外技术交流，我都很投入，一边参与，一边琢磨，尤其在产品性能、配伍组分、应用
技术等方面都力求有所认识，有所感悟。因为，当时限于历史条件，我们这些所谓“中层”人物很难走出国
门，既然能有“请进来”的学习机会，当然十分珍惜。

但得夕阳无限好

料当春风拂紫霞

温：科学技术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在皮革化工行业的研究和应用领域，您认为哪些前沿学
科或者新兴技术正在崛起？未来趋势如何？请提供一、二个实例。
钱：在皮化领域，就皮革涂饰剂中重要的成膜物质而言，当前，应该说仍是以PU和AA两大类为主。本人
认为，二者并存，很难完全取代其一；或曰：二者很难完全互相取代。从多年的生产和科研实践，以及查阅
大量文献资料来看，本人经思考认为：PU和AA可以互相改性，当然不是指一般的简单拼混。其梗概依据和主
要技术措施，有二种可能性：其一，是合成兼有聚氨酯和丙烯酸酯双重化学官能团的新化合物，尔后，再合
成高分子化合物。其二，是利用LIPN ( Latex Inter—Penetration Polymer Network )即乳液互穿聚合物
网络技术，可以提高改善当前普遍使用的纯PU和纯AA的性能，从而提高皮革的使用价值。本人在阻尼涂料和
胶浆印花涂料的研发过程中已有所突破。

温：丙烯酸树脂的生产技术可算是您更擅长的一个侧面。对于她的发展和未来，譬如说升级换
代吧，请问您有何见教？
钱：在皮革涂饰剂中，作为成膜物质或粘合剂，丙烯酸树脂沿用已久，一直是主流组分。据我一管之
见，丙烯酸酯乳液的生产技术当然可以升级换代，合成微乳液产品，在诸多方面会显示出更多的优越性。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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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提高光亮度，增加粘合能力，既易于让涂饰组分渗透，也可更适宜制造苯胺革。

温:那么着色材料呢？除了金属络合染料，传统的颜料膏也是沿用已久的产品，不过如今更时
尚用无酪颜料膏，请问是何种组分取代干酪素的呢？
钱：在无酪颜料膏中取代干酪素的物质，已有发现，它在纺织主机产品中已广泛应用。例如，在纺织品
胶浆印花工艺中所采用的胶浆，它的外观和颜料膏很像似，但它确实不用干酪素，而是采用丙烯酸树脂或聚
氨酯乳液，或二者合用的办法。又如，在电声材料中布盆喇叭或纸盆喇叭在涂胶工艺中采用的胶浆，也没有
干酪素的，同样采用上述办法。另外，在上世纪70--80年代，北京等地也有采用聚丙烯酰胺作为无酪颜料膏
的成膜助剂。我认为这也是一条技术路线，当然不是简单的聚丙烯酰胺，而应该是经过高分子结构改性，使
其具有类似干酪素主要成分氨基酸类型的分子结构。这样，根据“结构决定性质”的原理，不失为是一条可
以探索的途径。

温:中国加入WTO后，国产皮化不同程度地受到“洋货”的冲击，请您谈谈皮化行业该如何应
策？哪些技术举措是当务之急？
钱:我国加入WTO后，大批“洋货”的涌入，国内皮化行业遭受冲击，这是客观事实。我想：祸福相依，
挑战与机遇同时存在，关键是我们以什么姿态来对待。古人云：“临渊而羡鱼，不如归而结网”。我们自己
要承认不足，要承认差距，然后积极地、努力地迎头赶上去。也就是说事在人为，有了目标，又有行动，迟
早有望赶上。至于具体措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笼统很难谈得清楚。

温：就您所擅长的专业领域，请您针对当前我国皮化行业技术领域所存在的典型“通病”作一
次专家义诊，仅举一例，对症下药，作为您对行业的奉献，请您为之“把脉处方”？
钱：我国皮化行业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资源整合、品牌打造、供应链构建等经营之道上确实值得深
思。譬如，人力资源开发与高端人才培养。据我所知，老一辈专家如乐以伦、沈一丁、魏德卿、 李英等教
授，或有炉火纯青的余热待释；中青年著名学者如石碧、马建中、 刘白玲等教授，或有出类拔萃的成果可
供；还有诸多头顶着博士、硕士、学士等学位帽子的莘莘学子，正当年华，总之涉足皮化行业者，大有人
在。问题是如何整合？谁来整合？又如，物业资源开发与科研手段利用。国内、业内有条件涉足科技前沿
的、拥有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的院所如四川大学教育部皮革化学与工程实验室、陕西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学
院、中科院成都有机所、丹东轻化院、安徽科大、轻工部皮革与制鞋研究院等都是颇有皮化渊源的研发基
地，正可谓人才济济、兵强马壮。同样的问题是如何整合？谁来整合？还有一个不太成熟的建议，可否请段
镇基院士牵头领衔，对国内皮化行业所急需重点攻关、寻求突破的若干项目，组织攻关，并将科研成果嫁接
皮化企业，开花结果，以加大追赶国外先进的速度和力度。我深信，我国皮化业的前途是光明的，未来前景
是灿烂的。

温:钱工，您虽已步入晚年，但仍心系皮化，关注行业，精神实在可嘉。我和《中国皮革》编
辑部的同仁衷心祝愿您身体健康、晚境祥和。谢谢您能接受专栏采访。

相关链接
代表著作


钱福根，“提高丙烯酸树脂的耐候性研究”，《皮革科技》1982年第2期

联系咨询


地址：上海市浦东潍坊路 89弄15号303室



电话：021-58361273

邮编：200122

（8）嘉宾李家鸽（原载《中国皮革》2008年13期）

为制鞋机械早日腾飞
愿皮革行业更加辉煌
——专栏采访李家鸽高级工程师
- 114 -

S

科 技 经 纬
cientific column

人物小传
李家鸽，男， 1940年2月23日出生，浙江宁波人，汉族，中共党员。专业背景为机械制造、制鞋机械、
企业管理；技术职称为高级工程师。从业经历：1957—1958年上海万信刀模厂职工；1958—1994年在上海皮
鞋厂供职；先后从模具工、检修工、机械制图与设计、安全设备科副科长、综合计划办公室主任拾级晋升为
厂长助理、总工程师。期间，于196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夜大学部）机械专业；1981-1983年赴伊拉克
皮革公司出任机械工程师；1987-1989年出任中澳合资邓禄普鞋用部件公司经理。1995-2005年调任上海皮革
工业研究所所长。现已退休，仍兼任中国皮革协会科技委委员、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理事长。自20世纪70年
代以来，主持参与制鞋机械的技术革新、科研攻关项目，分别研制完成的“双头液压钳帮机”获轻工、化
工、商业等五部举办的“四新”展览会“新成果奖”、“带刀披皮机”获轻工业部科技进步四等奖。曾参加
当年轻工业部组织的《皮鞋机械设备丛书》的编撰工作。先后曾获得上海市“技术革新积极分子”、上海市
手工业局“技术革新能手”、上海市轻工系统“先进科技工作者”等殊荣。

人物篇采访
李家鸽高级工程师，是我国皮革科技界的杰出人士、上海制鞋行业和鞋用机械领域的知名专
家。他为人谦和、敬业执着，他注重技术革新、洋为中用，长期深入生产一线，从事鞋用机械的
设计和制造，坚持实践出真知。自上世纪60年代至本世纪初，四十余年，在上海皮革科技界、制
鞋行业奋战拼搏，探索创新，为当年上海皮鞋厂的鼎盛，为“牛头牌”男皮鞋、“花牌”女皮鞋
和男女运动鞋、旅游鞋的一度崛起，作出自己的无私奉献。作为同仁，我们共同见证了20世纪下
叶上海皮革及制鞋行业的昔日辉煌。如今，我国鞋业巨头如百丽、康奈、奥康、双星以及不少新
兴品牌和企业早已在国内称雄，并已跻身世界行列。然而，时代的演进，历史的传承，总能让人
想起过去，也许是通过追溯探源，为行业兴盛、社会和谐、祖国繁荣、民族复兴而感到自豪吧！

刻苦钻研

一心为制鞋机械

温祖谋（以下简称：温）：您是中国皮革实业界制鞋机械的杰出代表、资深的专家学者之一。
对此您有何感想？
李家鸽（以下简称：李）;谢谢您给我提供一个回顾过去从业生涯的机会。我是1958年9月进入上海皮鞋
厂五金车间工作的。先后干过模具工、检修工、机械制图及设计。当时的五金车间最好时有100多人，机加
工设备及工种齐全，像个小机械厂，在行业界也有一定的名气。车间的职能除负责全厂机械设施的日常维护
外，还制作鞋用模具及工具，也制造皮鞋设备。我谈不上什么专家，只是长期从事制鞋机械的设计和制造而
已。现在回忆起来，在我人生年华最美好的时光，我将所有的心血付诸于此。当时无名无利，实在是出于对
技术的爱好和钻研，不过，当时的领导也很支持，否则也无法做出这些成果。

温:那么，后来上海皮鞋厂曾一度成为全国皮鞋行业的知名企业，机械化程度较高，你们团队
在这方面有哪些作为？
李：由于当时市场上皮鞋设备供应很少，而又正值“大跃进”、“技术革新”的年代，在“奋发图强、
自力更生和洋为中用”的口号下，上海皮鞋厂于上世纪60年代从西德引进了一批制鞋设备。这是一批专供加
工制造“胶粘皮鞋”的制鞋生产设备，其中：很多设备我们车间也几乎生产过，可有些设备的技术精度和制
造难度还是比较高的。譬如，在60年代末，在制造“气动高速压合机”时（要求将鞋帮、鞋底和液态胶粘剂
组合在一起的加工设备），其中“气动三大件”，亦即“空气过滤器、压力调节阀、油雾雾化器”。当时，
气动元件市场上还没有上市供应，于是，我们就设法自己制造。还有，电磁换向阀，我们也自己做。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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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部件，直到十几年后，才慢慢成为市场上的商品。说真的，该设备的气路控制系统，至今还在专业机械
厂生产的设备中继续沿用，如果当时就注重知识产权，提倡申请专利的话，那么，也许某些元件、器械、和
控制系统早就成了我们的发明专利了。

温：回首往事，能否请您简单谈谈您的职业生涯中的闪光亮点？您觉得最能代表您的事业成就
的标志性事件（或项目）是什么？请您举例谈谈。
李：设计和制造了15台“数控液压单头磞楦机”。这是70年代初我们按照上海皮革公司设备科安排的
“大会战”任务，也是继公司下达制造10台“液压后帮机”任务完成后的又一重大突破。这一设备虽未获科
技成果奖，但它却充分体现了机械、液压、数控、光学、电加热等多种技术的综合运用，涉及机械零件近千
个，难度很大，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当时我们部门的技术设计和制造能力攀上了顶峰。这些设备当时在行业
中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借此机会，我们要感谢公司设备科蒋许大同志的很大支持。

温：您在皮革或制鞋科技攻关、科研创新方面成果不少，请问哪些成果更为突出？技术要旨是
什么？代表什么样的水平？
李：70年代中期，设计和制造了“双头液压钳帮机”，曾获轻工部等五部委颁发的“四新”（新工艺、
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成果奖。80年代初，设计和制造了“带刀披皮机”，曾获轻工部科技进步四等
奖。

温：就您公开发表的皮革科技论文和著作，请问哪一篇是您的代表作或者说哪一篇您最喜爱？
为什么？请您提示一下其中主要论点与独到之处？
李：那年代更流行写总结、听汇报，而我更喜欢动手实干，不在意写论文发表。后来被点名要参加轻工
业部出版社组织的《皮鞋机械丛书》的编写工作，内容是叙述性的，不得已而为之。这也要感谢当时轻工业
出版社的赵振环总编和安娜编辑，正是由于他（她）们的帮助和鼓励，才算为行业多做了一件有益的事。

钟爱事业

甘愿呕毕生心血

温：您当年在上海皮鞋厂任职时，身居重要技术岗位，请问您当时是怎样应对日常要务的？遇
到过哪些突出困难？如何化解克服的？
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皮鞋设备也逐步市场化、商品化，而我也被提干转向抓
管理、搞行政，这样也就慢慢疏远了与皮鞋设备直接打交道的年代。自80年代后期起，从技术一线逐步转向
技术管理，需要参与全厂综合计划的编制与安排，着重抓引进设备的消化、使用和皮鞋生产线的机械化工
作。当时业内传统的手工操作观念很顽固，同时外延式发展生产、加工场遍地开花等做法一度阻碍了实现制
鞋机械化的前进步伐，再加上当时的工艺、配件、材料等等，配套不齐全，商品种类、规格有限且质量差，
如此等等，确实给制鞋机械化带来很大困难。及至90年代初，在上海皮革公司以皮鞋为“龙头”振兴行业的
战略引导下，厂部在注重协调生产计划、技术质量、供应销售的基础上，加大了推进机械化的步伐，先后形
成了日产800双运动鞋生产线和日产500双男皮鞋生产线。我深切体会到，一项新的生产方式的形成，不仅需
要企业内部上下左右齐心协力，而且也需要社会大环境、大气候的理解和支持。

温：在您出任上海皮革工业研究所所长之时，已由“事转企”改为自负盈亏，请问你们是如何
应策既抓科研创新、又搞自食其力的？
李：组织调动到了皮革研究所，当时采取了四项决策，实施原则是先易后难，持之以恒，不达目的，
决不罢休。其一，将皮化产品的开发营销定位所里的主业，开发新品作为所里的科研创新。具体措施是：
（1）所里投入资金，组织科技人员选题开发攻关，并和所外科技人员合作，以弥补所内科技力量之不足；
（2）强化科技人员的市场意识，实行产品工程师负责制，参与开发、生产、营销全过程，在奖惩上实行一
条龙考核机制，并提倡全所二线为科技人员服务。其二，积极盘活所里的房屋资产，富裕存量出租。尽管
1995年初，此举所内很多人还不理解，阻力很大，但实践证明这是一项投资少、收效大的措施，有力支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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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里的创收，拓展了财源。其三，调动所里其他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所部支持“放水养鱼”，发挥特长，单
体承包。当时，制革、皮鞋、包袋、质监、资料、机械等职能部门均进入市场，承包核算。其四，压缩二线
人员，节约行政开支，做好资金运作。当时正是上海皮革行业最困难时期，国企改革，职工下岗，我们所和
大家一样，想方设法，共度难关。

温：作为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理事长，您想得最多的是什么？您对协会的功能、作用及其在业
界的影响有何评述？
李：上海皮革技术协会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老一代领导为我们打下基础，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协
会也面临不断更新观念，转变工作方式，更好地为行业服务和自食其力的新问题。在近二届理事会的努力
下，我们转变思路，扎实工作，时下已呈现好的发展趋势，2007年，我们协会被上海市科协评为二星级协
会。我想，我们的协会今后应继续成为“科技人员之家”、“企业家的沙龙”和“科技创新、企业经营的交
流平台”，我们一定会踏踏实实地做好上述各项服务工作。因为，只有服务好了，让全体个人会员和团体会
员满意了，才是对我们理事会工作的最好评价。自然，协会在行业界的作用和影响也会逐步增大，我们自己
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过起来。今后，在协会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将在网站上增加科技创新成果、经营管理案
例、国内外行业信息等内容，在《上海皮革》杂志里不定期增辟皮革文化、科普教育、技术培训等专栏或专
业性、技术性副刊，让皮革行业创新发展的成果和信息，业界人士能共享，也为后人留下一些有益的财富。

温：作为中国皮革协会科技委委员，您对科技委在引导行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有何评论？
李：惭愧、惭愧，身为中国皮革协会科技委常委，因工作在上海，参加活动不多，有时候业务羁身走不
开，有些事心有余而力不足。十多年来，中国皮革协会科技委在开展国际皮革科学技术交流方面令业界瞩
目，特别是亚洲以中、日、韩皮革科技界为主体的科技交流活动，二年一度，已持续了七届，内容丰富、形
式活跃，能坚持下来确实很不容易。可以这么说，每次交流的课题和论文，或启迪，或借鉴，对于行业界和
彼此间的科技创新具有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

温:当前，以一代宗师张铨先生名字命名的张铨基金奖和以中国工程院段镇基院士名字命名的
段镇基科学技术奖倍受业界人士关注，请问您对创立和实施这一奖项有何评论?
李：这是一件好事，既肯定了我们皮革界科技精英人物所作的贡献，为全国的皮革人树立了楷
模，又筛选、评出成效卓著的科技成果，为企业和市场举荐，推动皮革行业的科技进步，而且也
有利于对青年一代的培养。

执着敬业

不惜奉此身余热

温：您平生最大的爱好是什么？无论是事业上还是生活上，您所执着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境
界？如不介意，可否知道您的人生格言或者是座右铭？
李：我个人的爱好和兴趣并不广泛，在年轻从业时曾执着地追求机械技术，有时专注得几乎废寝忘食。

温：就您出访国外专业考察或技术交流的经历，能否谈谈您的所见所闻，或者收获感想，请问
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件事？为什么？
李：我曾经于1995年底赴英国皮革工业学校学习皮革清洁工艺一个多月。亲眼目睹英国同行专业基础知
识扎实，技术人员的动手能力很强，学校科研设施和技术资料齐全，用各种动物皮制成的皮革样本相当精
美、纤巧、完好，还详细附有各种技术参数。英国是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之一，然而他们的科研人员商业味并
不浓，更多的还是对自己专业的敬业精神。

温：在您的从业经历中，与皮革相关的最难忘、最默契的合作者（或搭档、或知音）是何人？
留给您印象最深刻、最有意义的是什么事？何以见得？
李：年轻时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师傅们、领导们、同仁们很多，一起合作设计和制造鞋用机械，大家不为
名、不为利、不计报酬、不讲时间、不争荣誉，以钻研技术为乐趣，以成功完成新设备为目的，现在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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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无私无畏和团队合作的精神，真是难能可贵啊！岁月如流，现在有的已经故去，有的身在异国，如今还
健在的能常见面的也不多。这是人世间一段难忘的历史，也许，有时在梦境中还会偶尔浮现。

温：记得当年制革行业地区性技术协作活动相当频繁，请问，皮鞋行业如何？就鞋用机械而
言，有何启迪？
李：皮鞋行业也有行政大区的技术协作活动，当时是计划经济，技术完全公开，提倡无私援助和通力协
作。此外，全国皮鞋行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交流也相当活跃。我记得，有的活动也参与了，上海皮鞋厂和北
京第一皮鞋厂、北京东单皮鞋厂、天津鞋厂、杭州红蕾皮鞋厂、以及军需系统的上海3516工厂，都有密切
的、经常性的技术协作和交流活动。虽然，制鞋机械和皮鞋设备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很小，在整个社会上作用
不大，但皮鞋却是老百姓尤其当初的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消费品。而且由于皮鞋类别、形状、款
式复杂，因此机器的类型、结构也相对复杂，大量运用了机械凸轮结构技术，后期又引入了气动、液压及电
子技术。所以，鞋用机械这一行业大有文章可做。

温：据我所知，您当年曾赴伊拉克援助过当地的皮革和制鞋事业，有何心得或感触？
李：我在1981年底曾去伊拉克皮革公司服务过二年，当时他们已引进成套西德的制鞋设备，而国内极
少，甚至没有见过。我曾利用业余时间作了不少笔记和资料，以便回国后作为参考或加以利用。

温：前不久，我国皮革业尤其鞋业面临国际贸易壁垒的严峻挑战，如欧盟近期对中国鞋的反倾
销调查，我国鞋商正在积极应对。曾几何时，我国皮革出口也受到多种有害物限制之技术壁垒的
封锁。请您谈谈我们当前和长远应该如何应策？
李：首先，要保证生产的产品在有害物质的监控上符合欧盟标准，亦即皮革要采用清洁工艺生产，确保
不含被限制的有害物质，而制鞋过程及所用胶粘剂要确保无毒或低毒不超标。其次，发展和经营自己的品
牌，由低档鞋逐步转向为中、高档鞋。再者，由于目前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皮革行业理应逐步向
中、西部地区战略转移。尤其，在转移过程中不是简单的重复，而应以新工艺替代老工艺、新设备替代老设
备。总之，迎接挑战并不轻松，更非一蹴而就，只有逐步从皮鞋大国发展为皮鞋强国，这些问题才能逐步得
到解决。

寄望新人

担当起历史使命

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任何科技成果只有转化为生产力，才能体现其巨大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您认为科技人员应该如何关注市场？又如何协调他们与经理人、营销者的合作关系？
李：只是个人的一管之见，与大家探讨而已。（一）要选择正确的课题。所选课题一定要符合市场需求，略
有超前性，并有一定经济性和潜在市场。在技术上是适用的，可操作的。（二）要强化科技人员的市场意
识。科技人员一定要参与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全过程，并在利益上有所体现，也就说要树立科技人员创
业的事业心，同时也要顾及他们的实际利益。（三）技术人员应和经理人、营销者站在同一条线上，团结合
作，甘苦共尝。提倡换位思考，相互体谅，亦即既讲究成果的先进性和技术含量，也讲究市场的流通性和经
济效益。这样，
这个团队才具有战斗力，就有可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温：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简称：纲要）精神，您觉
得在皮革科技领域该如何解读？怎样才有利于皮革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李：这个纲要很重要，所含涵盖内容也很丰富，是我国到2020年以前这一阶段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奋
斗目标、实践规划。它符合中国所面临经济发展模式的七大转变，即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
变，由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由技术引进型向技术创新型转变，由外需拉动型向内需
主导型转变，由投资拉动型向居民消费拉动型转变，由资本引进象向资本输出型转变，由倾斜型发展战略向
均衡型发展战略转变。纲要明确号召全民族、全社会注重科技创新，提倡科技创新、自主创新应以企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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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并组成产、学、研联合体，十分强调在自主创新中应重视对关键共性技术的开发．等等。据我肤浅的理
解，我国皮革行业更要在自主创新方面下功夫，特别是在“以企业为主体，并组成产、学、研联合体”上下
苦功夫，力求在诸如制革污染治理、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节能减排、清洁生产等方面有较大突破，为企业自
主创新开辟路径、树立标杆。

温：制革业是污染相当严重的行业，制革业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行业的当务之急与热点话题，
业内人士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此，能否听听您的理性思考？
李:目前国家对环境保护非常重视，政府已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明令限制年产3万标准张皮以下的制革
厂开业，并出台新的制革污水排放标准，倡导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这样，在技术上、资金上迫使规模小的
制革厂逐步被淘汰，此举也将有利于大企业的整合与发展。同时，有一定基础和相当规模的制革企业，要积
极主动地变压力为动力，要率先采用清洁工艺，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污染产出，提高皮革及其制品的安全、卫
生性能，这是大势所趋，别无选择。一个企业，只有科技领先，才有可能以先进技术和卓越工艺来保证产品
领先，也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温：中国加入WTO后，国产皮革和制鞋机械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洋货”的冲击，请您谈皮机或
鞋机业该如何应策？与国外相比，主要差距在哪里？如何应对？
李：事实上，国内设备在制造精度及使用稳定性方面与国外先进设备确实存在差距。我认为我们应该承
认差距，迎头赶上。也就说应该努力提高机械材料及制造工艺的水平，敢于选用国外的配套件以及电子控制
元件为整机配套，以尽快提高整机水平。

温：您虽已步入晚年，但仍心系皮革，服务行业，真所谓“老夫喜赋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
明”。我和《中国皮革》编辑部同仁衷心祝愿您健康安乐。最后问一句，您对我国皮革事业的未
来有何嘱托？有何期望？
李：我年轻时总感到皮革行业的科技资料、科普图书、教材读物很少，制鞋方面更少。随着这些年我们
行业得到长足发展，我想，皮革界如中国皮协、相关高校、院所、以及志士仁人，能否把先进的、实用的科
研成果、专业论著、科技信息等汇集、编撰成图书教材，用以培育皮革行业的年青一代。

相关链接
代表著作
《皮鞋机械设备丛书》，轻工业出版社1982年
联系咨询
地址：上海市安远路 800号5座7C（西部俊园）
电话：021-62315186；

邮编：200060

手机：13701625503

（9）嘉宾顾 民（原载《中国皮革》2009年 7期）

位居总工八方顾
心系皮化一介民
——专栏采访顾 民高级工程师
人物小传
顾 民，男， 1960年1月2日出生，上海市人，汉族，中共党员，技术职称：高级工程师。专业背景：无
机化学与化工工程；从事专业：皮革化工产品研发、生产实践与技术管理。1982年于华东理工大学无机化学
与工程专业本科毕业，学士学位。同年8月进入上海皮革化工厂，从此就与皮革化工结缘。历任专职TQC管理
员、工艺技术员、检验科科长、技术检验科科长、研究室主任、副总工程师、厂长助理、管理者代表、副厂
长等职。2005年任总工程师。从业二十多年来，勤奋敬业、学以致用，在工厂的质量管理、技术检验、科研
开发等岗位上业绩斐然。尤其出任总工后，在领军技术团队上肩负传承创新的重任，克尽职守，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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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完成上海市科委系统的科研创新与新品开发项目如：溶剂型纤维素脂涂饰剂、水性光亮涂饰剂、皮革涂
饰填料等项目，并荣获上海市科委颁发的科技成果完成者证书。相继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科技论文如“溶
剂型纤维素酯涂饰剂”、“聚乙烯蜡乳液及其皮革涂饰用填料”等多篇。现兼任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理事。

人物篇采访
顾民高工是一位为人低调、埋头敬业、做人淡定、做事利索的人。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从大学
毕业来到工厂，几十年如一日，刻苦钻研，学以致用，从技术员到总工程师，拾级晋升，一步一
个脚印地走向人生知命之年。我们同在上海皮革界相处、共事，免不了会经常打交道。他学识颇
深，见地独到，待人谦和，处事认真，凡有事合作，总能根据原先的承诺，到时按质、按量、按
时地兑现，甚至有些难度的差事居然也能有惊无险地搞定，常使人感到始料所未及。他性情平和
内敛，极少有锋芒毕露之状，若遇要务，必思索再三而后行。他谨默自处，睿智过人，每有所见
必入木三分。笔者所以采访他，缘由之一自然是希望能从深层次获取有关皮化行业（或企业）今
天和明天的洞察力。

凸显人文关怀
历练人格魅力
必有助于自己被行业同仁所认可
温祖谋（以下简称：温）：您是我国皮革化工行业的知名人士，也是上海皮革化工厂（以下简
称：上海皮化）当今技术团队的领军人物。对此您有何感想？
顾

民（以下简称：顾）：温老师过奖了。有道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知名”可能是因为参加

过国内外行业界一些交流活动，名字上过几次相关的期刊杂志而已；至于“领军”实为领导和同仁的厚爱，
所谓才能和机遇之说，也许机遇的成分更多一些。当然，我在工作和学习等方面感觉一直还算蛮努力的，对
周围事物也思考不断，略有愚见；此外，掌握一定的人文知识以及在日常工作中能时常体现出对人文的关
怀，也有助于自己被行业、同仁所认可，所接纳。

温：作为我国皮革行业国企代表之一的上海皮化，其知名度和吞吐量当年曾雄踞全国皮化榜
首，后来峰回路转，亦曾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这一切您都亲身经历。此时此刻，您最想说的是
什么？
顾：“大江东去”，成因颇多。首先，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加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皮革业的重心向发
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战略转移，中国制革业突飞猛进，中高档产品已渐据主导地位，而在中高档皮化材料方
面，与国外公司相比国产皮化除占有本土优势外不及其余，因此，既然抗衡还谈不上，那么市场竞争的结果
就可想而知了。其次，制革业的发展，皮化产品的短缺以及产业政策的松动引发国内民间资本对皮化产业的
激情，加之国内皮化产业门坎较低，所以内战愈演愈烈。第三，上海皮化受制较重，思敏而行钝，攻守之势
自然渐明。第四，随着开放的深入，国内皮革业历经变革，私有化进程基本实现，而上海皮化体制、机制依
旧，难免有“道不同难以相谋”之嫌。

温:想当年，上海皮化厂新品开发层出不穷，从鞣剂、加脂剂、涂饰剂到助剂系列，每年有不
少新产品鉴定投产，您认为形成这一盛况的关键因素何在？
顾：“盛况”是诸多因素的综合结果，改革开放使得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之风盛行，科技是第一
生产力的理念深入人心，众多科技人员的回报社会，百鸽争先之情得以迸发和施展，社会渐入佳境是因素之
一。当时国产皮化在产品的品种方面空白很多，研发空间较大是因素之二。上海皮化对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
较为重视，人员配备相对充足是因素之三。上海皮化内部创新氛围较浓，研发工作环境相对宽松，科技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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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争相竞技为荣，加上新产品的市场化进程比较便捷，可谓相得益彰，此为因素之四。

温：上海皮化厂是上海轻工系统的”高新技术企业”之一，可否请您点评一下其中“高”与
“新”的标志或体现？
顾：“高新技术企业”的评定是上海市实现“科教兴市”的战略举措之一。上海皮化自上世纪九十年代
中期开始着手于该项工作并获得成功。尽管考核评定的规定条件和软硬指标多多，这对于拥有相当基础与科
技潜力的上海皮化来说，还是应了“事在人为”这句话嘛，有志者事竟成。“高”科技、“新”技术充分反
映了上海皮化众多产品的科技含量，获奖情况及市场声誉，同时也是上海皮化的整体盈利状况，研发投入、
科研队伍建设以及新产品销售规模的综合反映与形象体现。

温：恕我苛求，能否请您梳理一下贵厂的各类代表皮化产品，并就其性能、特点和客户或市场
的认可度略加点评？
顾：合纵连横，上海皮化集近五十年之功，合两代人之力，产品门类较全，品种繁多，影响深远。在此
仅举数例，不及其余。上海皮化的大类产品以复鞣剂、加脂剂和涂饰剂为主。例一，复鞣剂中以树脂鞣剂RE
和填充复鞣剂TA最具代表性。RE是国内同类产品中的开拓者之一，丙烯酸类聚聚合物，特别适合于铬鞣革的
复鞣，填充性能优越，成革粒面细致；其生产工艺和配方较为典型，衍生品种很多，同名产品也较常见。填
充复鞣剂TA为水溶性的乙烯类单体与马来酸酐的共聚物，选择性填充功能卓越，特别适合鞋面革和浅色革；
因其配方和工艺特殊，生产厂家极少，至今畅销不衰。例二，加脂剂方面以合成加脂剂SE最负盛名，其虽冠
“合成”之名，但已具“复合”之实；乳化和渗透性能出众，广受市场褒奖。例三，涂饰剂产品则以软1和
填充树脂最为经典，前者延伸率很高，成膜柔软且富有弹性；后者渗透力适中，能有效改善松面现象；两者
历经时势变换，累计销量可观，不失为国内丙烯酸类涂饰剂产品杰出的根基之作。此外，上海皮化还于改革
开发以后开发了不少能够反映当时国内外先进水平的高科技产品，体现了企业在产品技术方面的持续发展，
例如，集种子聚合、核壳结构和环氧改性于一身的A系列丙烯酸树脂乳液、具有中空颗粒结构的增白复鞣
剂、丙烯酸类单体与不饱和脂肪酸衍生物共聚而成的加脂复鞣剂RL和RW等等。这些产品的生命力能耐一定时
效，并非昙花一现。

26年耕耘不辍
自顾业绩平淡
宛如浩瀚星空中时隐时现的微光
温：回首往事，能否请您简单谈谈您的职业生涯中的闪光亮点？您觉得最能代表您的事业成就
的标志性事件（或项目）是什么？
顾：“闪光亮点”谈不上，完成学业之后就参加工作，来到上海皮化已二十六年有余，时光如流，弹指
一挥。期间主要从事技术管理和新品研发工作：其一，曾经组织、协调我厂承担的上海市“八五”科技攻关
项目，确保付诸实施与完成，直至顺利通过鉴定验收；其二，主持企业有关“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
工作，其三，作为企业管理者代表，主管企业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工作，推动企业顺利实现达标认
证；其四，努力做好岗位职能工作，如：落实企业年度科技工作，协调解决相关技术问题，对外技术交流和
参与皮化行业初期检测标准和产品标准的制订等等。上述各项均为自己分管的份内工作，责无旁贷，在此屈
指道来虽“如数家珍”，然绝无“王婆卖瓜”之意。回顾业绩，平淡无奇，宛如浩瀚星空中几点微光，时隐
时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迫于时势，管理研发一手抓，在管理之余，立项进行硝化棉和醋酸丁酸纤维素的
改性研究，这是为我首次亲自主持和完成的科研项目。自此以后，研发历程从未间断，由产品研发过程中逐
步形成的创新理念和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通过积淀得以提升，正是由于知识面的拓展和价值
观的认知，使自己在专业技术和研发创新方面乃至于人格魅力经受前所未有的历练，良夜静思，深感受益颇
多。

温：就您有关皮革化工方面的的论文和著作，请问那一篇您最喜爱？为什么？请您提示一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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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要论点与独到之处？
顾：说来惭愧，自身水平有限，加上文笔拙劣，懒于笔耕，故论文甚少。其中之一如：“溶剂型纤维素
酯涂饰剂”一文，发表在《中国皮革》(1996年第3期)上，主要探讨多种粘度规格之硝化棉或醋酸丁酸纤维
素单独或混合用作皮革涂饰剂的特点和工艺配方的取舍。之二如：“聚乙烯蜡乳液及其皮革涂饰用填料”
发表在《中国皮革》(1998年第12期)上，主要涉及合成蜡以及多种无机填料的性能和在皮革涂饰中的单独或
混合应用效果。

温:您在皮革化工领域的科研开发,技术创新方面成果卓著,请问哪些成果更为突出？技术要旨
是什么？代表什么样的水平？
顾：亲历研发工作近二十年，主要涉足过水（油）性硝化棉和醋酸丁酸纤维素、合成蜡乳液及其复合填
料，油性和水溶性丙烯酸树脂、丙烯酸树脂乳液及其改性等课题。近年来已将主要精力集中于丙烯酸乳液聚
合领域并在逐步探索其高固体和脱挥问题。课题不少，成果寥寥；究其原因，并非人力愚钝、懈怠不力所
致。譬如，多种粘度规格之硝化棉或醋酸丁酸纤维素的单独和复合使用，至今在皮化行业报道很少；粘度规
格的选择，改性剂的配伍以及乳化体系的筛选等也少有问津。又如，蜡的应用领域很广，合成蜡在其中已占
据主导地位，单独或与其他材料复合应用则变化多端，国产皮化在此方面有一定的潜力。再如，各种类型的
丙烯酸树脂及其改性产品的应用性能各异，相关技术日新月异，根据最终用途设计产品的工艺和配方并实现
产业化，有待长期关注和探索，而创新和把握细节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除了应用性能外，丙烯酸乳液的高
固体和脱挥两大课题在国内皮化行业且尚未受到重视；高固体方面国际实验室水平已达百分之七十以上，百
分之六十的丙烯酸乳液早已实现了工业化生产；而聚合物的脱挥已成独立学科，发展空间较大。

温：当今的上海皮化已加盟富国太平洋（Richina Pacific Group）旗下，目前上海皮化的稳
步前进战略如何解读？您所领军的技术团队在技术创新方面有何亮点？有何待开发的潜力？
顾：“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加盟”未触根本，因此上海皮化仍将循其原有轨迹“到中流
击水”，竭力前行。一管之见是：皮化为主，他业为辅，相辅相成，相机而动，也许此可为上海皮化在今后
一段时期的总体战略。如今下游产业高峰暂过，需求总量明显下降；上游产品价格飙升，成本压力屡屡告
急。应对如此情况，上海皮化的技术创新工作于主业方面已经并将继续集中精力，积极探索新原料、新工
艺，稳定和提高品质，降低产品消耗，以争取主动；而在纺织、造纸等辅业方面，则一如既往地拓展空间，
以期扩大成效，促进主业。

温：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乃千古绝响，但难辞低沉哀婉，此时势使然也。您就任上海皮化的总工
程师一职后，就技术管理和新品研发而言，您最想说的是什么？无论是人，还是事，悉听尊便？
顾：管理和研发均为系统工程，人、机、料、法、环，全面质量管理五要素，事事皆关键。从另一个角
度讲，当事人的观念和态度最为重要，因为观念与时俱进，成事有望；而态度又可决定一切；两者之后策划
为重；最后，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竭力前行总比原地踏步要强。至于具体工作过程中，流程再造，把握细
节，PDCA循环等方法的反复运用定能起到事倍功半之效。此外，每言成功、盛况必及风气之正大，心想事成
之中必有人文理念的积淀和支撑，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找准自我座标
坚持自主创新
在与狼共舞中寻求合作共赢之路
温：您是一位富有睿智的人，每有所见必入木三分。就我国皮革化工领域而言，您对当今国内
市场上流通的国内外皮革化学品有何评论？
顾：皮革化工可粗分为制革（裘）化工和革制品化工两大门类，两者互有关联但又不尽相同。制革化工
是皮化业的基础和主体，其制造技术与产品系列相对成熟、稳定，而制品化工是随着皮革制品的发展应运而
生的，整体上处于萌发、上升状态，产品系列、类属尚处于朦胧之中。具体点说，制革化工以国产加脂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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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目前突出凸显以下状况：一是原料价格大幅上涨，用于生产合成加脂剂的传统原料一重腊，其价格在半
年多的时间内涨幅已达50%左右；动植物油脂价格的涨幅从有关肉类食品和食用油价格波动情况的媒体报道
中已可见一斑；其他类型原料的价格状况也大同小异。二是由于品牌、品质及竞争等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因
原料上涨而产生的成本未能及时和完全传递至成品价格上，产品毛利微薄。三是因为成本压力趋重和竞争之
需，产品的总脂量渐降，价格明跌暗升，总脂量90%的产品在市场上已属罕见。四是誉满市场的新品少见，
主因恐为研发投入不够和在注重廉价的市场氛围中品质至上也只能让位于次席。五是品种繁多，但高性能复
合型产品很少，基础产品品种大致齐全之尽，复合技术可能成为提高产品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至于制品
化工，鞋用化料目前占据主要地位。产品种类众多，从清洁剂、填充剂、上光剂、蜡水到蜡块应有尽有，部
分产品的名称以约定俗成为主，概念模糊，术语待撰。比如蜡水，其实就是鞋用水性整饰剂，主要成份为成
膜物质，而产品的技术参数相当缺乏，应用效果的界定、评价全靠眼看手摸，检测项目、指标和手段有的竟
付诸阙如，一句话标准化工作还未相应到位。此外，产品的相关知讯较为闭塞，综合归口管理和分类及评价
体系有待建立和完善。仍然，制品化工在产品研发和应用服务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

温：科学技术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在皮革化工行业的研究和应用领域而言，您哪些前沿学
科或者新兴技术正在崛起？未来趋势如何？请提供一、二个实例。
顾：科技创新能力的强弱维系着整个行业的兴衰，皮化领域的研究和应用工作任重而道远、空间广阔。
诸如生物技术、蛋白质及其衍生物的变性技术、提纯或净化技术、自动化和智能化装备技术、仪器检测技术
等应用于工业化生产正日益普及，此乃大势。至于皮化领域，现代合成技术将会进一步受到重视并得到综合
运用，以提高皮化产品的性能和生产效率，使皮化产品的生产和使用过程更加经济、可靠、环保、安全和卫
生，有利于逐步解决硫化物脱毛和铬鞣等所招致的污染问题，促进制革行业简化工艺，、清洁生产、节能减
排，不断提高和赋予成革及其制品更高、更多的性能，比如：时尚、保温、隔热、抗菌、阻燃及防污等等。
温：就您多次参与的国际皮革科技交流活动而论，有何突出感受?请问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件事?为什么?
顾：工作二十余年，交流活动不少，收益颇丰。尤其是与皮化同行之间的交流，比较突出的感受是“差
异”。所得信息之中，无论是企业发展历程和规模，产业链长短，研发的投入，广度和深度，知识产权的保
护，产品性能及定位，检测、应用及服务水平，装备情况，市场运作方式等方面都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而
众多活动之中尤以1995年参加第二届亚洲皮革科技交流大会的印象最为深刻，会议的盛况足以见证当时国内
皮革工业之发展，国产皮化之壮大以及上海皮化之成就。

温：在您的从业经历中，与皮革相关的最难忘、最默契的合作中（或搭档、知音）是何人？留
给您印象最深刻、最有意义的是什么事？何以见得？
顾：俗话说：一座篱笆三根桩。从业以来，自感每一次进步或成功总有长者指点，领导提携及同仁相助
伴随左右，难以一人以蔽之，只是篇幅有限，还望未被言及者见谅。初创之际，技术科老科长王志卫女士在
工作方法以及对人的关怀等方面曾给予我悉心指导，言传身教，受益匪浅。自立前后，主管领导陈明月先生
的力荐和坚挺使自己在科研、技术工作上时有进取，顺顺当当。新老交替之际，风华正茂的杨建国厂长在工
作上提携，生活上眷顾，使我由此既遇挑战，又获机遇，视野更广、更高。研发之中，助手李申伟先生十五
年鞍前马后，配合默契，使自己的部分设想得以实现，学术水平持续提升。二十六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现
今虽已时过境迁，但众多往事仍旧历历在目，影响久远。想当年工作之初，参与企业整顿工作，专职TQC，
历练以广阔的视角、综合的方法对待具体问题，由此乃始于良好开端，遂渐入佳境。还有，曾经从事产品检
验管理工作数年，化学分析的方法之严谨、精确与准确之兼顾于潜移默化之间，赋予自己以人生与事业之启
迪。

温：您最感兴趣或最热衷参与的是哪些方面的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是学术界？商界？还是社
会团体活动？有何突出的受益或启示？
顾：信息对于工作和生活的影响众所周知，而人际交往则是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交往有赖
于机缘和时势。至于交往对象，则芸芸众生，难取伯仲，然则“三人行必有我师”。而且经济、技术二者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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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分，小局、大势均宜关注。说得具体一点，与上游产业人士沟通，了解原料状况以便于适时采用；与皮
化同行交流有利于杨长避短，错位竞争；与下游产业人士交往则有益于寻求机会，挖掘潜力；与相关行业人
员的切磋也常有触类旁通之效。窃以为在与各届人士的交流之中，人文知识和创新理念的获取至关重要，不
仅有助于提升自我，而且更利于建设团队。当今时尚白领、蓝领之说，有时为填平“蓝白鸿沟”，营造和谐
氛围，不得不刻意择机与一线兰领多对话、多接洽，于微细之中也常存真知灼见。据本人亲身体验，此举尤
其利于把握诸多管理细节，利于了解某些运作奥妙。

以创新求发展
以服务谋稳定
皮化行业将再度展现其巨人风采
温：中国加入WTO后，国产皮化不同程度地受到"洋货”的冲击，请您谈谈皮化行业该如何应
策？哪些技术举措是当务之急？
顾：“冲击”是我国制革及其制品工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国产皮化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差距的必然结
果；同时，国产皮化在“冲击”的过程中也逐步找准了座标，学到了很多东西，长进不少。“冲击”与反
“冲击”尚未达到平衡。国内皮化行业需要更加注重品牌建设，加大研发、应用研究及员工培训的投入，积
极采用新原料、新工艺和新装备，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性能及产品附加值，把产品、质量及有关社会责
任的认证工作落到实处；结合实际、瞄准“洋货”，全方位逐一攻关赶超、长期跟踪，以期在总体上接近或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温：在供需关系中，某些大型制革企业确实存在不惜舍近求远，拒土好洋的皮化采购倾向，您
认为其原因何在？国产皮化如何积极亮相、推销自我？
顾：“舍近求远、拒土好洋”只是暂时性的倾向，权宜之计；择优采购、优胜劣汰才是根本。究其原因
大致为：其一，虽然部分国产皮化的产品性能不逊于国外同类产品，但国产皮化品牌的国际认同度较低，顾
客心存疑虑，特别是出口型制革企业。所以国产皮化亟待持续提升自我形象。其二，国产皮化产品大多缺乏
系统的环保、安全等方面的基础检测工作，产品认证急需重视。同时国产皮化的生产技术和装备水平相对落
后，导致产品品质不高，技术攻关、设备更新有待坚持。其三，国内皮化企业内部高水平应用人才匮乏，难
以做到长期蹲点制革现场及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同时，应用研究的投入也需加大。其四，国产皮化产品售
价较低，价格战盛行，企业利润微薄，因而市场开发工作投入较少，有待改善。国产皮化企业与某些制革厂
商的沟通程度不深、范围不广，通俗地讲就是不到位；除了文化差异之外，相互之间长时间、多层次的了解
和沟通有助于市场拓展的成功。此外，所谓内争内行、外争外行，国内皮化企业大都集中主要精力用于相互
之间的竞争，对外部竞争往往显露出心有余而力不足。总之，国产皮化必须至少和国外同行做得一样出色，
甚至更加出色，才能有更多、更好的机会。

温：就您所擅长的专业领域，请您针对当前我国皮化行业技术领域所存在的典型“通病”作一
次专家义诊，作为您对行业的奉献？
顾：改革开放以来，国产皮化技术领域不断创新，成绩斐然，但欠缺之处也在所难免，所谓的“通病”
就在于“通”字。首先，人才层面，通才居多专才缺乏；企业层面，掌握的专有技术很少，通用技术很多。
其次，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迅猛，知识更新速度加快，人才精力有限，企业实力有度；因此面面俱到，知识面
顾此失彼，不利于突破赶超，与时俱进。再者，家家产品齐全，产业面应接不暇，无益于精品战略，错位竞
争。仅以丙烯酸类聚合物为例，目前在皮化行业内至少可涉及到分散剂、加脂剂、复鞣剂、涂饰剂、消光
剂，增稠剂及流平剂等大类品种，各大类品种按具体性能还可细分，看似同宗，但技术关键相差甚远，若照
单全搞全上，结果可想而知。我以为，企业当奉行“扬长避短，不断创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经营宗
旨。当然，此话说来容易，做起来就很难，且常常会走偏了。总的来说，我认为皮化行业，或者说皮化企
业，在目前制革行业面临挑战、处境低迷的严峻态势下，更应该克服急功近利的急躁思维，倡导发展共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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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理念，以创新求发展，以服务谋稳定，以实力助腾飞。

温:您平生最大的爱好是什么？无论是事业上还是生活上，您所执着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境
界？如不介意，可否知道您的人生格言或者是座右铭？
顾：掌握一定的人文知识，以便在工作中更好地体现对人文关怀，这应该成为当代专业技术人才的重要
标志之一，而知识的获取则以阅读较为便捷有效，工作以后更是如此，只是心领神会之境界，有时往往也免
不了可望而不可及。当今社会，图书馆和电脑网络的资源极为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岁月斗转星移，
人也耳濡目染，近年来比较希望自己能进一步心平气定，行学合一，以便更好地溶入社会，和谐共赢，平流
缓进。至于为人处世之道，简提十六字与大家共勉：工作积极，学习努力，心地善良，生活简单。

温：您虽已年近半百，但却仍身负重任，为了上海皮化的明天勤耕不辍，我和《中国皮革》编
辑部的同仁衷心祝愿您的事业一帆风顺。最后请问，您对我国皮革化工事业的未来有何思考？有
何期盼？
顾：中国皮化工业历经风雨，硕果累累，征途漫漫，前景光明。如今，随着国内制革（品）工业的高
峰，至少是阶段性高峰已过，经济形势和产业政策的变化以及社会责任成本的日益加重，传统意义上的中国
皮化工业面临调整，行业有望加快优胜劣汰、资产重组以及企业再造的步伐，以期再展宏图。同时，由于本
土化进程的基本实现和不断完善，海外公司在华企业也将逐步融入“国军”行列，两方面合力将会使中国皮
革化工产业以更加强大、完整的阵容，在世人面前展现其巨人的风采。
最后，感谢《中国皮革》编辑部同仁和温老师所主持的专栏为我提供回顾反省的机会，倘有妄论之处，
还请海涵、雅正。顺此祝愿《中国皮革》杂志日升月恒，越办越好！

温：谢谢顾工在百忙之中接受本专栏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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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亚太地区（上海）
皮革品牌 创新 经营总部（中心）的可行性研究
A feasibility study on the estabilishment of Asian-Pacific area
(Shanghai) head office of Leather Brands Creation and Business Centre.
1*

李方舟、

1**

温祖谋、

陈国学

2

Li Fang-zhou Wen Zumou Chen Guoxue
（1、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 上海200023；2、上海国学鞋楦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201615）
(1,Shanghai Leather Technology Assosiation,Shanghai200023;2,Shanghai Guoxue Shoelast Design
Co.,Ltd. Shanghai201615)

摘要：本文对“创建亚太地区（上海）皮革品牌、创新、经营总部（中心）可行性研究”项目提出的背
景机遇、课题目标、调研重点、可行性分析和关键性问题作了系统地阐述和论证，通过研究结论，揭示了该
项目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前瞻性、率先性和针对性。
Abstract: The paper is a feasibility study on the estabilishment of Asian-Pacific area (Shanghai) head
office of Leather Brands Creation and Business Centre. Systematic exposition on such project in the
aspects of background, objective, favourable circumastances, main points of investigation, feasibility study
and key problems is made for demonstration.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the project is not only feasible,
but also forethoughtful, initiative-taking and target-oriented.
关键词：创建、皮革、品牌、创新、经营、总部（中心）、可行性
Key words: establishment; leather; brands; creation; business; head office (centre); feasibility

项目来源：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2009年重点课题研究类项目。本文刊登于2010年11月《西部皮革》杂志
* 第一完成人简介：李方舟，男，1959年生，大学专科，工程师
** 通讯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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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全球的经济发展和世界皮革业重心转移所呈现的历史机遇，大力推动了我国皮革产业
30年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皮革加工中心暨贸易中心。据统计，2008年皮革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完成工
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了157倍；利税总额比1978年增长了85倍；其中利润总额比1978年增长了87倍；出口
创汇比1978年增长了175倍；皮革行业拥有中国名牌产品47个，产业集群的皮革特色区域17个。这些增长数
字足以显示我国皮革业的兴盛与壮观。然而，中国皮革业的长足发展也为之付出了资源与环境的昂贵代价，
从发展趋势来看，皮革业还存在社会意识上的误区，头上还被戴着“一资二高”（资源性、高能耗、高污
染）的帽子，正处在国家政策杠杆的风口浪尖上，压力与风险可想而知。为此，中国皮革业必须在大力推动
结构调整、产业转移、优化升级的同时，继续推动节能减排和资源重复利用，走循环经济发展道路，努力打
造清洁生产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皮革产业，塑造企业自主品牌，在拓展内需市场的同时，积
极参与国际竞争，这也是中国皮革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上海是我国近代皮革业的发祥地。建国以来，上海是我国轻工生产与出口的领先高地，而上海皮革产业
则具有技术领先的历史渊源。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皮革业在“二次创业”时期得到迅猛发展，上海
皮革业通过“六五”、“七五”时期的国家科技攻关，相继涌现出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在自主创新、技术设
计、品牌建设等方面仍具备全国皮革行业的领先优势。因此，把握当今上海正在建设国际大都市和创建国际
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的历史机遇，利用建国以来上海皮革产业技术领先的优势，通过创建亚太
地区（上海）皮革品牌、创新、经营总部（中心），搭建服务企业转型升级、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繁荣我国
皮革经济的大平台，有助于推动新时期中国皮革行业的持续发展，进而，早日从世界皮革“制造大国”跨入
世界皮革“创造强国”之列。

1．背景机遇
中国已成为世界公认的皮革大国，但还不是皮革强国。如何使我国皮革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强国”
的跨越，是我国皮革行业所无法回避而又必须面对的新课题，也是我国当代皮革人所肩负的光荣而又艰巨的
历史使命。
针对目前皮革产业“一资二高”加“三低”（产品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品牌能级低）的行业现状，
尤其制革产业面临淘汰落后产能的挑战，亟待寻找契机、突破瓶颈，摆脱产品过剩、经济效益匮乏的局面，
中国皮革协会在牵头贯彻《轻工业调整与振兴规划》的同时，正在编制《中国皮革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及2020年远景规划》，确立在新时期更好地引导行业实现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实现“结构调整、产业转
移、优化升级、持续发展”的目标，并推出三大举措，开展“摘帽子”工程，启动环保自律行动，以发展符
合循环经济的绿色皮革行业。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30年前，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皮革重心向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这
意味着把资源与能源消耗、把生产与加工制作、把粗放与低值经营、把生态失衡与环境污染转移出去，而把
品牌、设计、营销等核心技术留下并倾力打造，保持自身获得高值赢利的各种优势；而我国皮革业把握了这
一机遇，却实现了粗放型、低值数量型的大发展。如今，中国皮革业如何借鉴历史经验，加快结构调整、产
业转移和优化升级的步伐？如何探索、部署产业集群、产业转移和承接转移的格局？如何使产业逐步转向集
约型、质量效益型的可持续发展？正面临极好的历史机遇。同样，曾经拥有过昔日辉煌的上海皮革产业，如
何紧随全国皮革行业的发展大势、如何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同时，努力实现上述目标，显然是一个兼具前瞻性
和开创性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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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题目标
课题目标的最佳选择是：瞄准在三个“提升”与一个“平台”上。
三个“提升”：一是提升品牌建设能力；二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三是提升市场应变能力；
一个“平台”：是领先一步，为国内外皮革企业和厂商，以及业界有识之士搭建获取更大成功的平台。

3. 调研重点
3-1. 国家、行业、地方的宏观政策与调控举措
3-1-1.国家宏观政策以及相应的调控举措；如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要旨，长三角规划发展蓝图等国
策背景。
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与2009年3月6日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公开了“4万亿投资清
单”。会议期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上海要：迎难而上，坚决贯彻“四个着
力”、“四个确保”；坚定信心，扎实推进“四个率先”、“四个中心”。以及长三角规划的启动等信息。
3-1-2.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轻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推动产业有序转移：引导制革和制鞋行业集中的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其优势重点从事研发、设计和贸
易，将生产加工向具备资源优势的地区转移。
稳定和开拓国际市场：一是支持骨干企业通过多种方式“走出去”，在主要销售市场设立物流中心和分
销中心；二是建立经贸合作区，积极推进海外工业园区和经贸合作区建设；三是继续支持外贸专业市场建
设。
3-1-3.上海地方政府有关政策，如限制性政策、法规，优惠性政策、信息等，上海（浦东）投资指南、
上海新城市发展部署、新时期上海保经济、保民生的举措、2010世博会后的后续动作等战略定位。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上海今年要实现“四个确保”；要扎实推进建设
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战略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实现。
3-1-4.上海“十二五”时期，重点是调结构、促发展，明确驱动上海经济未来的新战略和2009年岁末上
海经济工作会议的主旨。
市委书记俞正声指出，实现上海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五个必须”：必须在发展中实现转变；必须在开
放中实现转变；必须在发挥优势中实现转变；必须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中是现状边；必须在改革创新中实
现转变。市长韩正表示，2010年是上海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巩固扩大经济回升势头、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
构调整的关键之年。特别是世博会举办、国务院“两个中心”政策落实、浦东扩区后体制和政策优势释放、
高新技术产业化加快推进等，都将为上海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拓展新空间。
2010年1月12日，2010年国资国企工作会议披露，上海国资将在3年时间内涉足的79个行业减少到54各行
业，今年国有资产将从皮革、毛皮、木材加工、造纸及纸制品等7个行业退出。
3-2.皮革行业发展中长期规划、产业结构调整模式与趋势
了解掌握中国皮革行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如，中国皮革行业“十二五”及2020远景发展规划）、中国
皮革协会上海年会、每年春秋季先后举办的国际皮革展览、多元化产业集群的皮革特色区域的建设信息等。
主要是上海地方和全国皮革行业出台的、指导性的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调整模式、产业转移升级模
式，以及当前的趋势和动向。如，“承接转移”的辽宁阜新全国制革示范基地的亮相、富国皮革工业（阜
新）股份有限公司首期投入1500万美元项目工程已于2009年11月在阜新基地奠基启动，等等。
3-3.皮革行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行业标志性事件与动向
在中国皮革协会的引领下，已成立制革行业环保自律行动小组，开展“摘帽子”工程，并针对“一资二
高”的社会意识误区，以实际行动“摘帽子”，通过媒体理直气壮地为行业正名：皮革行业是有污染的，但
不是“重污染”行业；皮革行业的污染是可以治理的，成本上可以接受，技术上可行；皮革产业不是一个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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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产业，而是一个符合循环经济的、常青的时尚文化创意产业。
及时了解、关注在行业“洗牌”中出现的业界巨头、知名企业的转型、转移等信息与动向。如，2006年
富国太平洋集团收购上海皮革有限公司、2007年深圳百丽鞋业收购江苏森达鞋业、2008年浙江海宁卡森实业
战略性转业经营，等等。
3-4.皮革行业相关的、必要的社会调查
3-4-1.行业巨头的动向。如：宝山大场上海富国皮革巨额投资辽宁阜新中国皮革示范基地、青浦台资永
恩集团“达芙妮”鞋业新建总部大楼、松江日资爱思ACE品牌箱包集团新一轮拓展规划、台资台华皮件制造
规划的新蓝图、九亭国学鞋楦老总访问意大利合作意向、南汇康桥红蜻蜓鞋业过渡性决策、等等。
3-4-2.社会公众性的关注。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呼声、公众关注的、人心向背的热点、焦点等。
如：个别制革、鞋材、橡塑制造加工企业的环境污染、废气异味，对周边居民、学校造成的不良影响等。
3-4-3.国外知名皮革化工公司等在沪设立分支或派出机构。例如，巴斯夫（BASF）、德瑞（TFL）等国
际著名的皮革化工厂商，其中国有限公司或品牌营销中心设在上海。
3-4-4.皮革行业外省市企业在沪开设专卖店、创立经营中心及分公司。例如，“中国真皮领先鞋王”、
十大“真皮鞋王”、 “真皮衣王”、 “裘皮衣王”、“真皮箱包领先品牌”中某些企业已率先在沪设立专
卖店或营销中心。
3-4-5.通过外国驻沪领馆、贸委会、商会以了解境外企业进军大上海的意向。如：意大利、法国、西班
牙、澳大利亚等皮革同行的沪上信息。

4. 可行性分析
4-1.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地理环境、政策倾斜、科技创新、品牌营销等得天独厚优势。
众所周知，被世人誉为“东方明珠”的上海，在改革开放30年来，经历了几个“三年大变样”的洗礼，
正迎来举世瞩目的“世博会”，目前正在按照中央和地方的规划，建设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
启动长三角经济开发区，打造国际大都市。如今的上海，在国家政策和地方规划的宏观调控下，占有天时地
利人和之优势，被国内外有识之士所看好，聚焦上海，抢占高地已成大势所趋。作为上海这座城市的目标
是：立足上海、面向全国、放眼世界、服务全球。
4-2. 世界知名跨国公司、国内鞋革顶级企业相继云集上海、抢占高地的新趋势。
通过调研发现，并得以证实，诸如：意大利卡帕(KAPPA)的总部已率先注册在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区；阿
迪达斯（Adidas）亚太地区营销中心落户在上海徐家汇港汇广场；全球汽车装饰用革的生产经销商美国鹰革
-沃特华(Eagle Ottawa)皮业有限公司落户在上海闵行经济开发区；富国（Richina）太平洋集团旗下的上海
富国皮革有限公司十多年前就落户在上海宝山区大场“皮革城”；上市公司台资宝成集团旗下的多个制造
厂分布在昆山、太仓，但其品牌总部却选址在上海虹桥经济开发区；台资永恩集团（“达芙妮”品牌）鞋业
在中国大陆开设300多家专卖店，但其总部已迁至上海青浦赵巷，并已盖建了总部大楼;日资爱思(ACE)集团
（中国）箱包有限公司在国内开100多个大中城市设了500家ACE品牌的销售网点和专卖店，但公司总部却落
户在上海松江；全国十大鞋王之一红蜻蜓鞋业集团的工厂留在温州，而其品牌、设计、营销中心大楼却新建
在上海南汇康桥。所列举的这些企业行为，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一种必然的历史新趋势。
4-3. 我国皮革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移、优化升级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大势所趋。
在全球金融危机尚未见底而中国皮革业已开启复苏之旅的2009年岁末，行业与市场已出现企稳回升的势
头。但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行业长期以来积累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尚未彻底解决，中国皮革协会在牵头
贯彻《轻工业调整与振兴规划》的同时，已经编制了《中国皮革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及2020年远景规
划》，以便在新时期更好地引导行业实现“结构调整、产业转移、优化升级、持续发展”的目标，并推出三
大举措，以发展符合循环经济的绿色皮革行业：其一是加大政策和标准执行力度，坚决淘汰落后产能，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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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6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发布，其中，明确了淘汰年加工3万标张以
下的制革生产线；其二是行业上下齐心开展“摘帽子”工程，“制革环境自律小组”牵头行动；其三是一
“承接转移”---中国制革示范基地“阜新”为试点，探索集中治污新模式。同时，在全行业积极探索以低
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模式”，继续推动节能减排和资源重复利用，走循环经济发展道
路，努力打造清洁生产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皮革产业，塑造企业自主品牌，在拓展内需市场
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使中国皮革行业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4-4. “总部”（中心）的基本架构与运作模式(侧重于内部)
注册一个类似于皮革商会或联谊会属社会团体性质的“总部”（中心）筹备机构，在实施筹备过程中，
逐步酝酿、确立“总部”（中心）的基本架构。
设立一个“总部”（中心）临时性、过渡性的工作班子，开始纵向、横向的联络、宣传与筹备业务。
4-5. “总部”（中心）的网络形态与沟通方式（侧重于外部）
纵向：主要是政府部门、上级主管及相关机构，其中，行业纵向，如：中国轻工联合会、中国皮革协
会；地方纵向，如：市府各委办及行政主管局、市科协、市社团管理局、市国际科技交流中心，等等。
横向：主要是业界、社团、商场、企业，如：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上海市皮革行业协会、上海市商业
联合会、上海市企业竞争力中心、位于上海的皮革城、鞋城、大卖场、专卖店、以及国内外皮革、制鞋、皮
具行业的知名企业，等等。
4-6. “总部”（中心）的常设机构与场馆，初步酝酿如下：
4-6-1.功能性机构：包括新产品研究开发、高端创新设计、高级人才培训、品牌建设企划、产学研联合
创新平台、以及商务、信息、服务、联络等功能性机构；根据实际需求与运作条件，成熟一个设立一个，逐
步完善。
4-6-2.企业形象展示平台：包括企业品牌、创新、营销需要组织的各种发布会、交流会、洽谈会、订货
会及品牌形象、创意设计、研发新品的陈列展示；除“总部”（中心）的多功能厅、会议室外，根据实际需
要可临时约定租借如上海世贸商城、光大会展中心、浦东国际展览中心的展示场馆。
4-6-3.上海皮革沿革与行业文化传承：上海皮革业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公元1878年，英商全美洋行在
上海浦东开设上海硝皮厂，全国第一只篮、排、足球和第一双运动鞋诞生在上海，全国第一双现代皮鞋和第
一家前店后工场的“沈记皮鞋作坊”于公元1876年在上海崭露头角。所以，皮革行业的历史文化传承亟需寻
找载体，为此拟筹建皮革文化馆或陈列室。
4-6-5.皮革文化艺术沙龙：拟筹建便于信息交流、行情披露、商务沟通等内涵的企业家俱乐部；同时设
立音乐茶座、媒体采访、商务休闲等时尚文娱活动场所。
4-6-6.产业创新园区：如创造条件，积极加盟有市府统筹规划、牵头部署的产业创新园区，争取建立一
个“皮革品牌创意设计园”。
4-7. “总部”（中心）的推助创建的机制与策划咨询
推助机制与策划咨询的主线：中国皮革协会、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层）---中国皮革信息中
心、上海国际科技交流中心（中层）---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及其它合作社团、企业（基层）。 上海市
皮革技术协会及基层合作者，可与上述两个中心携手，通过中皮协、市科协的支持与帮助，形成推助创建机
制，建立策划咨询机构。
4-8.

2010上海世博会“会前氛围”与“会后活动”的机遇

捕捉机遇的主渠道：上海市世博局---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主要在于“世博
会”的“会后活动”，如，信息交流、商机渠道、场馆利用，以及国内外皮革行业商会、社团的联络渠道
等，以便创造商机、争取加盟、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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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键性问题论证
5-1. 关于亚太地区和全球性的问题
中国皮革业30年的快速发展，在制造、贸易、消费方面举世瞩目，业已崛起成为世界公认的皮革大国。
与此同时，科技交流、贸易合作等领域的区域性格局已经形成并正在拓展。自1992年始，由中、日、韩三方
轮流主办的亚洲国际皮革科学技术会议迄今已成功举办了七届，会议建立旨在促进亚洲各国和地区进行皮革
科技交流、推进亚洲皮革工业发展的重要平台。目前印度正在筹办第八届会议。会议还受到欧美等国家和地
区的皮革科技界同行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业已成为当今重要的国际皮革科技会议之一。2009年10月号称
世界皮革科技“奥运会”---第30届国际皮革工艺师和化学家联合会（IULTCS）大会首次在中国首都北京举
行，近300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和教授与会，交流研讨皮革业的科技创新、节能减排、资源化利用、清洁化生
产以及生物技术在皮革上的应用。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皮革专家石碧教授当选为下届会议主席。2010年6
月上旬，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第五次ISO/TC137技术委员会有关皮革、制鞋标准会议已在北京召开。由中
皮协主办的主题为“皮革业的低碳方略”的2010第四届皮业国际论坛于8月31日在上海虹桥宾馆开坛。
5-2. 关于“总部”（中心）的问题
先注册一个类似于皮革商会或联谊会属社会团体性质的“总部”（中心）筹备机构，在实施筹备过程
中，逐步酝酿、确立“总部”（中心）的基本架构。这可由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牵头发起，联合上海当地的
社团组织、皮革、制鞋企业或外省市驻沪企业中有意者共同筹备，率先注册。
再设立一个“总部”（中心）临时性、过渡性的工作班子，开始纵向、横向的联络、宣传与筹备业务。
并从筹备机构成员单位中抽调若干人员，着手启动相关筹备工作。
5-3. 关于三个“提升”的问题
其一，关于提升品牌建设能力；关键在于能否更新理念，谋划策略、营造态势、增加投入、高效地强化
品牌建设。
以市场为导向，从提高创新设计水平和新品研发能力着手；充分理解“品牌是消费者感受的总和”的品
牌理念，“品”和“牌”，品位质量加上诚信形象，即为品牌。明白品牌建设的基本策略包括市场化策略、
国际化策略和人性化策略。塑造品牌，要注重文化内涵，不忘美学、禅意、哲理等元素，体现积极向上的价
值观，不断提升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联络上海皮革行业中的驰名品牌（含市优质产品、是名牌产品）企业共同策划旨在强化品牌建设的创新
计划；促使拥有高端设计实力的企业，组成设计创意研究小组，开展设计练兵、竞赛活动。
其二，关于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关键在于能否坚持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实现产学研结合，进行自主创
新、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
以企业为创新主体，构筑产、学、研联合体的研发模式，提高创新设计水平和新品研发能力，提高产品
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在拓展创新理念和丰富创新内涵的基础上，立足于科技创新、品牌创新、设计创新、
营销创新，同时，更注重企业构筑包括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的创新机制。
以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为初始依托，策划科技创新示范点与模式，推动创新务实活动。
其三，关于提升市场应变能力；关键在于能否建立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营销决策机制，从而全方位地
提升市场应变能力。
从以消费者为主体、服务为宗旨的营销理念，从专卖店、大卖场、网上购物到出口内销的营销渠道，从
新款设计、渲染时尚、引领潮流到奢侈消费的媒体效应，全方位地提升市场应变能力。新品研发旨在造就
“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变，人变我精”的市场应变能力；加快营销网络建设，在努力扩大内需市场
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综合实力。
在进一步调研的基础上，交流经验，策划营销理念，拓展营销渠道，搭建新的营销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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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结论如下：
6-1. 鉴于世界皮革业的重心转移、中国崛起成为皮革大国和科技交流、贸易合作等领域的区域性格局
已经形成并正在拓展的态势，本项目的提出是顺应皮革行业新时期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和必然趋势的，是
基于先进理念与超前意识，对皮革产业的未来前景所作的深层次考虑与国际化构想，具有前瞻性。
6-2.创建亚太地区（上海）皮革品牌、创新、经营总部（中心），保持上海皮革行业核心技术（即在自
主创新、技术设计、品牌建设、营销网络等方面）和在全国皮革行业中的领先优势，是调整皮革产业结构、
推动皮革产业转移、实现企业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决策，既可为皮革行业拓展内需市场，又
利于皮革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具有针对性。
6-3.上海创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和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历史使命，我国皮革行业新时
期的结构调整、产业转移、优化升级、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世界知名跨国公司、国内鞋革顶级企业相继
云集上海、抢占高地的新趋势，形成了“三重奏“的聚焦，造就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历史机遇，为本项目
在上海实施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上海皮革界理当率先为国内外皮革企业和厂商，以及业界有识之士搭建
获取更大成功的平台，具有率先性。
6-4.本项目在课题研究中所提出实施方案与运作模式，原则上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新建的上海皮
革商会（或联谊会）为纽带和桥梁，通过交谊联络、统筹协调的形式，逐步聚集商情人脉、激励行业人气、
营造创新氛围，直至水到渠成地形成这个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皮革品牌、创新、经营“总部”（中心），
具有可行性。
有鉴于此，本项目具有前瞻性，犹有针对性和率先性，而且可以付诸运作，具备可行性。

参考资料
《解放日报》、《新民晚报》，2009年1月-2010年6月；
《中国皮革网》、《皮革世界》刊物，2008年1月-2010年6月；
《中国皮革和制鞋信息网》、《中国皮革》等刊物，2008年1月-2010年6月；
《上海皮革网》、《上海皮革》刊物，2008年1月-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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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箱包质量检验
温祖谋、李方舟、谭杰炜 编著
前

言

《皮革箱包质量检验》是应北京市皮革工业学校与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合作课题而编撰的。2006年秋，
北京市皮革工业学校为了加强皮革制品设计专业教学，充实专业教学内容，提高实践教学水平，提出《皮革
箱包质量检验》编撰课题，通过友好协商，提请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承担该课题，并组织力量完成该课题之
编撰任务。
质量检验是质量管理的一个内涵、一条分支、一种手段。质量检验，就是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测定产品的质
量特性，并将测得的结果同该产品的规定标准或技术规格相比较，从而判定单一或批量产品合格与否(即：
合格品与不良品或不合格品)的过程。然而，产品质量，与赖以加工制作的原、辅材料、生产工艺、机械设
备、以及生产者的操作技艺是分不开的。用全面质量管理学的语言来说，即人、机、法、料、环。所谓“巧
妇难为无米之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以说明产品质量关系到生产全过程，优良品质主要来
自于科学、合理、严格、求精的加工制作，而质量检验，只是一种品质把关的手段而已。
讨论一个行业的产品质量检验，涉及的知识领域不仅是本行业、本产品的特殊范畴，而且必然与相应的
学科知识息息相关。譬如，质量检验与质量管理，产品标准与标准化工作，检测手段与检测工具及检测器
械，等等。又如，相关行业的产品如原、辅材料、附件、配件的产品标准、检验规则等等。另外，即便在行
业范围内，实施质量检验，也必然涉及工艺技术、标准计量、行业术语、以及在行业内已经约定俗成、形成
共识的行业术语等专业知识，譬如，潜在的、常见的产品瑕疵与缺陷，等等。可以这么说，了解上述相关知
识，是正确履行、顺利实施本产品质量检验的前提。
基于上述，《皮革箱包质量检验》旨在综合相关学科知识与箱包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扼要介绍质量检验
导论、标准概述、箱包分类、箱包结构分析方法等相关知识，着重阐述皮革箱包产品的外观质量检验、物理
性能检测、和原辅材料进货质量检验、生产过程在制品质量控制检验以及成品质量检验把关。
《皮革箱包质量检验》由温祖谋、李方舟、谭杰炜编著，全书共分10章。第1、2、3、4、5章和第6、8章部
分内容由温祖谋执笔，第7、9章和第8章部分内容由李方舟执笔，第6章部分内容和第10章由谭杰炜执笔，全
书由温祖谋高级工程师统稿、校订，并为之撰写前言、沿革与展望。在编撰过程中曾得到北京市皮革工业学
校于百计副校长的大力支持与热情帮助，谨此致谢。限于时间仓促与作者水平，不妥与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祈请读者不吝指正。

2007年5月
编者注：原作曾在2007-2008年《西部皮革》杂志上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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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包袋产品质量检验流程与规则

5-1．缺陷的概念

背提包工艺流程与检验方法示例

5-2．箱体外观与制作上的缺陷

（见表10-6-1）

5-2．五金配件与装配上的缺陷

公事包工艺流程与检验方法示例

5-3．缝纫操作不当所致缺陷

（见表见表10-6-2）

5-4．理化性能方面的问题

展望

6． 箱包外观质量要求及检验方法

参考文献

6-1． 箱包外观质量总体要求
6-2． 箱包外观质量要求
6-3． 箱包外观质量检验
6-4． 箱包外观质量检验示例
7． 箱包物理性能要求及检验方法
7-1． 物理性能检测项目
7-2． 物理性能总体要求
7-3． 物理性能检测方法
8． 箱包质量试验方法
8-1． 常规试验(标准试验)
8-2． 型式试验
8-3． 监督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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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包沿革
箱包，顾名思义，是人们居家生活、经商旅游藉以存放衣饰、文牍、贵重物件和生活用品的日常盛物用
具。皮革箱包最初归属于日用皮件产品，其生产历史悠久。国产皮革箱包，从家庭作坊到专业工厂，从内销
的“中式皮箱”到出口的“西式皮箱”，从家用衣箱到旅行软箱，从当年的真皮公文包和架子包到时下的牛
津背提包和电脑包，从另一侧面勾画出我国民族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壮大的发展轨迹。
据古籍记载，人类祖先原始人在生活与劳动实践中学会以树叶蔽身，以兽皮御寒，用麻藤之类植物纤维
编织

渔网和盛物用的袋兜。至于箱的制作，可以追溯到漆器制作开始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从盛唐到明

清，源于宫廷服饰的演绎，丝麻编织、精细刺绣、小巧玲珑的小荷包、香垂袋，逐渐成为仕女衣饰的佩挂饰
品或随身饰物；与此同时，富于民族特色、精选紫檀、红木、花梨等优质木材制作的硬木衣箱，纹理自然、
线条流畅、精雕细琢、华贵庄重，堪称形式与功能的完美结合。
另据记载，我国箱子的制作、生产迄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公元1861年我国最早的中式衣箱问世。公
元1875年（清光绪元年）浙江海盐人朱氏在申城上海开业箱号，生产经营以木板为骨架外包皮革的传统中式
皮箱和以纸板为骨架外包皮革的西式皮箱。鸦片战争以后，大批洋人涌入中国，西式皮箱和公文包逐渐开始
风行。
据资料介绍，1936年，我国创办的第一家皮件工厂开始生产上流社会人士跳舞时携带的小皮包，产品数
量稀少，非常珍贵。从1939年，早期的箱子如以牛皮材料制成的软、硬盖皮箱，以及圆角箱、航空箱、鞋帽
箱、化妆箱等品种已陆续开始生产。1946年，我国已自行设计生产专供皮包使用的金属提手架子，进一步开
拓了我国箱包的设计、生产领域。
“一唱雄鸡天下白”，解放后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下，我国皮革工业发展迅速，箱包产品逐
渐丰富，基本能满足社会需求。到上世纪80年代，皮革工业的长足发展带来皮革制品呈现繁花似锦，丰富多
彩的景象。箱包行业的壮大发展、箱包产品的时尚流行与出口创汇景令人瞩目，在国内外皮革市场和整个轻
工行业中占据重要地位。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皮具、箱包企业相对集中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并逐步形成了某些基地群。据权
威部门统计，到1997年，全国年销售收入在100万元以上的皮件、皮具企业约有3000多家，年皮箱产量达到
4233万只，包袋产量达到13亿个，年销售收入约250亿元，占全国皮革行业总额的1/6。到1999年，全国年销
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皮件、皮具企业约有773家，箱包的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品种款式系列化拓展，出
口创汇坐标线攀升，全国皮革行业跨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鼎盛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广州羊城的箱包闻名全国，饮誉世界。当今的产量仍居全国之首，品种以中高
档为主，尤其是真皮箱包，卓尔不群，深受消费者青睐。如今，广州花都已被打造成为特色生产贸易基地，
鳞次栉比的商城市肆，形成一座偌大的皮具城，曾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皮革协会授予“中国皮具之
都”的称号。而位于花都区、号称东方“佛罗伦萨”的狮岭镇，作为花都皮革皮具产业主要承托基地的狮岭
（国际）皮革皮具城，是全国最大的皮具生产销售中心和皮具原辅材料集散地，从事皮具生产、经销以及原
辅材料批发的厂家和商行超过4000家，年产值超过60亿元，年交易额超过百亿元，年产箱包、皮具超过4亿
个，占全国皮具产品的三分之一，占欧洲中低档市场份额的70%，拥有路达思、威王、斐高等十几个知名品
牌。目前，已经形成了集皮具设计、生产、加工、销售、信息交流以及五金、缝纫、物流等关联产业相配套
的发展体系。
1994年正式启用营运的河北白沟箱包交易城，逐鹿中原，以白沟为中心，辐射周边5个县、50多个乡镇、
500多个自然村，形成从业人员达到30多万人的区域特色经济格局。据说，当地有个体、集体生产箱包的企
业多达8437家，日交易额达900多万元，国内市场占有率约达20%，外销东欧市场为主。
跨入新世纪后，位于上海市大柏树商业圈曲阳商务中心地区的“上海国际皮具箱包展示交易中心”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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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相，旨在建设皮具箱包产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位于上海奉贤区奉城中心镇的“上海箱包城”粉墨登场，
旨在营造国际皮革、皮具商群；相映江浙，共同打造“长三角”经济开发区的箱包、皮具行业的国际航空母
舰。

1. 质量检验导论
1．1 质量定义
何谓质量? ISO 9000：2000标准中关于“质量”的定义是：“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其中，
“固有特性”是本身具备的，是产品(过程或体系)的属性。如药品的疗效，建筑物的高度，化学物的浓度，
箱包的可容纳性，而不是人为赋予的特性，如产品价格。
质量，反映为满足要求的程度。而且，质量是相对的，动态的。因为其中，“要求”可包括很多方面，
如规定的要求，特定的要求，明示的要求，习惯上隐含的要求，相关方的要求，必须履行的需求和期望等。
必须指出，这里的 “要求”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概念。不同的国家地域、社会阶层、环境条件、消费水
平、风俗习惯，“要求”也就不同，为保证质量，应满足这些不同的要求。为此，应注意评审“要求”，持
续改进。
质量，可使用形容词如优秀、好、差或优、劣来修饰，通常所说，质量的优劣是满足要求程度的一种体
现。它须在同一等级基础上做比较，不能混淆等级概念。

1．2 产品质量
何谓产品质量? 美国J．M朱兰博士论著《质量控制手册》中关于“产品质量”的定义是：该产品在使用
时能成功地适合用户目的的程度，称为适用性”。
中国质量管理协会曾为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明确过如下定义：
其一，产品质量，是指“产品满足使用要求所具备的特性，即适用性，一般包括性能、寿命、可靠性、
安全性、经济性”。
其二，服务质量，是指“服务工作的质量一般包括服务态度、服务技能、服务及时性等所体现的服务效
果”。
我国质量管理领域，现阶段仍然沿用与流通上述产品定义。
必须指出， ISO 9000：2000标准中关于“产品”的定义是：“过程的结果”。认为通用的产品类别包
括：硬件、软件、流程性材料、服务四种。产品是过程的结果，产品的质量取决于过程的质量; 产品是过程
的结果，而体系是由 “过程”网络所组成，所以产品的质量也取决于体系的运行质量。基于产品是过程的
结果，因此也可以理解为产品是一组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活动的结果。

1．3 质量检验
1-3-1．质量检验的定义
何谓质量检验? 所谓质量检验，就是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测定产品的质量特性，并将测得的结果同该产
品的规定标准或技术规格相比较，从而判定单一或批量产品合格与否(即：合格品与不良品或不合格品)的过
程。根据这一定义，质量检验的工作内容，大致包括：确定适用标准(技术要求)，实施检验过程(检验、测
试、分析)，记录与数据处理，对照适用标准(技术要求)进行比较，判定判定单一或批量产品合格与否，对
不合格品进行处理(如标识、复验、返修、报废)，编制检验报告，并进行反馈，跟踪。

1-3-2．质量检验的目的
质量检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决定产品(包括原辅材料、生产过程的半制品、入库或出厂前的制成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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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符合规定标准或技术规格，通过检验，查出不良品或不合格品，把好质量关，以免向用户(包括下道工序)
提供不符合规格要求的产品，使企业的产品得到质量保证，维护企业的市场信誉，提高企业的公众信用度。

1-3-3．质量检验的职能
一般来说，质量检验有保证职能、预防职能和报告职能等三项职能．

1-3-3-1． 保证职能
通过检验和测试，查出不合格品，把住质量关，确保不符合规定标准或技术要求的不合格品，不送到下
道工序或用户手中。

1-3-3-2． 预防职能
采用先进的检验方法，跟踪监督生产全过程，防止产生不符合规定标准或技术要求的不合格品，减少企
业的经济损失。

1-3-3-3． 报告职能
把在履行检验工作中的数据、情况详细记录下来，进行分析和评价，向有关部门反馈，向上司报告。
由此可见，质量检验是企业全面质量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企业质量保证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

1-3-4．质量检验的分类
质量检验的分类方法很多，仅介绍几种常用的分类方法作为参考。

1-3-4-1．按产品生产流程顺序分类
有进货检验，工序检验，成品检验。
进货检验：主要是针对采购进货的原辅材料和外购另配件，外协件等货物，按相关标准或供需合同约定
的技术规格进行抽样检验（通常使用的是计数抽样法）或全数检验，结果合格，方可验收。进货检验也可通
过首件(批)检验和成批检验的方式实施。
工序检验：主要是针对生产过程各道工序的在(半)制品按工序加工质量要求或技术规定进行首件检验、
逐件检验、巡回检验或定点检验。其目的在于：一是防止不良品流入下道工序导致成批返工，或产生大量废
次品造成经济损失；二是及时发现与质量有关的工艺、设备、材料等技术要素方面的问题，以便决定是否需
要暂停生产，起到预防作用。工序检验也可通过自检、互检和抽检、专检的方式实施。
成品检验： 成品检验亦即出厂检验，检验内容主要包括产品外观、性能、规格、安全性等方面。成品
检验主要是针对制成品在入库前或出厂前的一次全面检验，一般按照产品的企业标准或行业标准，以及用户
定货约定的技术条件，进行包括产品外观要求、规格型号、理化性能、安全可靠性等全项目检验。通常成品
的外观检验(又称感官鉴定)凭藉检验人员的感官进行，以目测、手摸、鼻嗅为主;而理化性能是通过物理检
测和化学分析进行测试;安全可靠性则须按照政府或行业规定的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进行检验。成品检验是
产品到用户手中之前所进行的最后一次检验，故也称最终检验。

1-3-4-2．按检验产品的数量分类
有全数检验，抽样检验，审核检验，免检产品。
全数检验：主要是在特殊情况(如：质量信誉很差、不良品出现混淆、首次进货需要等)下，按照相关的
质量要求和技术规定或供需合同约定，对成批产品(含在制品)逐一进行检验。
抽样检验：主要是在特定条件(如：履行进货验收、巡回检查、监督检验等任务时)下，从批量产品中按
照相应规定抽取检验样本，然后对样本进行全数检验。常用的抽样方法是计数抽样法。
审核检验：主要是指对已经检验过的产品，其检验结果存在质疑、分歧或争议时，需要通过主管部门或
权威机构进行审核检验，以最终确认该批已检产品的质量合格与否。审核检验带有一定评判裁决的性质。
免检产品：主要是在特定情景(如：商检海关、质量监督、固定用户授权或认可等)前提下，对某一产品
(一般不含在制品)的质量表示满意，信得过，予以豁免放行，不再例行检验。免检产品的生产企业应持有相
关机构签发的授权或认可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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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3．按工厂全员参与质量管理活动常规模式分类
自检、互检、专检。
自检：主要是指生产过程各工序操作工针对自身加工操作的在(半)制品按质量要求和技术规定进行自我
检验。
互检： 主要是指生产过程各工序操作工针对上工序流转入本工序的在(半)制品按质量要求和技术规定
进行接收检验;同样本工序的在(半)制品也将接受下工序操作工的检验。
专检： 主要是指专、兼职车间或工段检验员针对生产过程各工序操作工所加工的在(半)制品按质量要
求和技术规定进行巡回检验或抽查检验。

1-3-5 质量检验的方法
1-3-5-1 感官检验方法
感官检验是利用人的感觉器官与专业经验来检验、鉴别产品质量合格与否的方法。感官检验常用的手段
主要是目测、手触、鼻嗅、耳听等感官效应，必要时，辅以简单的测量器具（如钢皮尺、卷尺、游标尺、量
规、测厚仪等）。目测，通常有一定的光照度、视距等规定要求。

1-3-5-2 理化检测方法
理化检测是采用物理或化学方法对产品进行测试或分析的检验方法。理化检测需要借助于量具、仪器、
仪表、机器等规定的检测装备，在实验室里实施。所用检测装备及实验室技术条件必须符合相关的计量、标
准规范与实验室认证要求。
理化检测的具体方法因受检产品、质量特性、检测项目不同而异。

1-3-5-3 使用检验方法
使用检验，顾名思义是属于穿用试验范畴的一种市场化、人性化的新兴检验方法，也是一种通过使用实
践来直接证明产品质量特性的可靠的检验方法。产品通过实际使用，如邀约使用人、在规定时间内、对使用
过程中产品的质量状况进行跟踪、检查、记录，然后汇总、对比、评审，从而获得使用检验结果，以确定产
品最终的适用性。

1-3-5-4 其他检验方法
其他检验方法如：用于观察、检验皮革、人造革、合成革、纺织物纤维结构状况的显微结构检验。

1-3-6．质量检验的若干术语
1-3-6-1．检验、试验与验证
检验：通过观察和判断，适当时结合测量、试验所进行的符合性评价。
试验：按照程序确定一个或多个特性。
验证：通过提供客观证据对规定要求已得到满足的认定。

1-3-6-2．合格、不合格与缺陷
合格：合格（复合）是指满足要求。
不合格：不合格（不符合）是指未满足要求。
缺陷：缺陷是指未满足与预期或规定用途有关的要求。必须指出，区分缺陷与不合格的概念是重要的，
因为缺陷会涉及产品责任问题和法律内涵，故应慎用“缺陷”一词。

1-3-6-3．返工、降级、返修与报废
返工：为使不合格产品符合要求而对其所采取的措施。返工仅指为消除已发现的不合格所采取的纠正措
施。
返修：为使不合格产品满足预期用途而对其所采取的措施。返修与返工不同，返修可影响或改变不合格
产品的某些部分。
降级：为使不合格产品符合不同于原有的要求而对其等级的改变。降级仅指对原有等级作下降性的改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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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废：为避免不合格产品原有的预期用途而对其所采取的措施。例如，将不合格产品进行回收或销毁。

1．4 质量管理
1-4-1． 质量管理的定义
广义的质量概念不仅是指产品的适用性，而且还包括交货期、价格、服务，统称广义质量的四要素。如
所周知，产品质量要靠工序质量来保证，而工序质量又要靠工作质量来保证，所以，人们常说：产品质量是
工作质量的体现，工作质量是产品质量的保证。
何谓质量管理?我们可以通过下列定义来加深理解：
其一，日本工业标准JISZ8101中的表述是： “所谓质量管理，就是用经济的方法，生产出质量满足买
方要求的产品所采用的全部手段的综合体系。
其二，中国质量管理协会的表述是：“企业全体职工及有关部门同心协力，综合运用管理技术、专业技
术和科学方法，经济地开发、研制、生产和销售用户满意的产品的管理活动”。

1-4-2．质量管理体系
何谓质量管理体系? 根据ISO 9000：2000标准中关于 “质量管理体系”的定义是： “在质量方面指挥
和控制组织的管理体系”。换言之，即：建立质量管理体系，首先要建立质量方针和目标，并对组织中相互
关联或相互作用的一组要素进行指挥和控制，使之形成协调一致的体系，从而达到实现质量目标的目的。也
可以说， 质量管理体系是建立了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并为实现质量目标而持续运行的体系。
质量管理通常包括质量策划、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和质量改进等活动。 关于质量管理体系的运行和一
系列质量活动的开展，J．M． 朱兰博士指出： “研究质量管理问题的一个好办法是沿螺旋形的上升过程来
研究一系列质量管理活动”。体系运行和管理活动，可以采用“质量螺旋形的上升过程的螺旋形图”来作形
象描述(见图1-1． 质量螺旋形的上升过程示意图)。
至于质量管理体系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可以用如下供应链表述： 供方—组织—顾客。也可采用“质量循
环图”来作形象描述(见图1-2．质量循环图)。

1-4-3．质量管理原则
为了更有效地知道组织实施质量管理体系，必须有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并普遍适用的管理理论作支
撑。为此国际标准化组织TC176曾成立了一个英文缩写编号为WG15工作小组吸收国际上最受尊敬的一批质
量管理专家的意见(如：戴明博士的14句质量箴言和PDCA循环、朱兰博士的 “质量三部曲”、费根堡姆的
“全面质量控制”、石川馨的 “全员参与”的全面质量管理思想等)，整理了八项质量管理原则。
八项质量管理原则的具体内容是：
原则一．以客户为关注焦点。即：组织依存于顾客．因此，组织应当理解顾客当前和未来的需求，满足
顾客要求并争取超越顾客期望。
原则二．领导作用。即：领导者确立本组织统一的宗旨及方向．他们应当创造并保持使员工能充分参与
实现组织目标的内部环境。
原则三．全员参与。即：各级人员都是组织之本，只有他们的充分参与，才能使他们的才干为组织带来
收益。
原则四．过程方法。即：将活动和相关的资源作为过程进行管理，可以更高效地得到期望的结果。
原则五．管理的系统方法。即：将相关联的过程作为系统加以识别、理解和管理，有助于组织提高实现
目标的有效性和效率。
原则六．持续改进。即：持续改进总体业绩应当是组织的一个永恒的目标。
原则七．基于事实的决策方法。即：有效决策是建立在数据和信息分析的基础上。
原则八．与供方互利的关系。即组织与供方是相互依存的，互利的关系可增强双方创造价值的能力。

1-4-4．质量管理的若干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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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1．质量策划、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和质量改进
质量策划：质量策划是质量管理活动的一部分。质量策划致力于制定并为实现质量目标所开展的一系列
活动。质量策划的结果会形成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如质量手册、程序文件、质量计划等文件。
质量控制：质量控制是质量管理活动的一部分。质量控制致力于满足质量要求，如，使整个生产全过程
纳入控制程序，并使过程的每个环节符合质量要求和技术规范。
质量保证：质量保证是质量管理活动的一部分。质量保证致力于提供质量要求会得到满足的信任。
质量改进：质量改进是质量管理活动的一部分。质量改进致力于增强满足质量要求的能力。

1-4-4-2．PDCA循环
PDCA循环又称戴明博士的科学循环，是“以过程为基础的质量管理体系模式”，反映组织在规定输入要
求时，应考虑顾客的要求，同时，应对顾客是否满意进行监视、测量和分析，并持续改进质量管理体系。
Ｐ--策划：根据顾客的要求和组织的方针，建立提供结果所必要的目标和过程；
Ｄ--实施：实施过程；
Ｃ--检查：根据方针、目标和产品要求，对过程和产品进行监视和测量，并报告结果；
A--处置：采取措施，以持续改进过程业绩。
图1-3．PDCA循环箱子的开关方式（以过程为基础的质量管理体系模式）图示

1-4-4-3．质量管理的过程实例
实例一，某公司质量目标展开示意图
图1-4．某公司质量目标展开示意图
实例二，某公司质量检验和改进控制图
图1-5．某公司质量检验和改进控制图

附图：图1-1． 质量螺旋形的上升过程示意图 (见朱兰：<质量管理>P．3)
图1-2． 质量循环图 （见《质量讲义》P．80）
图1-3． PDCA循环（以过程为基础的质量管理体系模式）图示（见《标准问答》P．32）
图1-4． 某公司质量目标展开示意图（见《标准问答》P．56）
图1-5． 某公司质量检验和改进控制图（见《标准问答》P．59）

*****此文在《西部皮革》 2007年 第08期上起始连载

2. 标 准 概 述
编者注：本章略，详见《西部皮革》 2007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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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箱 包 分 类
3-1．箱子分类
大约在20世纪初，中式皮箱已逐渐退出国内市场，而被结构合理、款式新颖、时尚流行、美观大方的西
式 皮箱所取代。在20世纪70-90年代间，国产皮箱从面料到款式出现划时代的革新和突破， 一度在国际市
场上享有盛誉。当时国产的家用箱已发展到旅行箱、公文箱，诸如ABS塑料拉杆走轮箱、人造革模压箱、多
拉链航空箱、多功能挂衣箱、密码锁公文箱，等等。

3-1-1． 按品种规格分类
箱子按品种规格分类大致有：家用衣箱、旅行衣箱(硬箱)、旅行软箱(软箱)、公文箱、其它用途的箱子
等。
家用衣箱：如真皮家用衣箱、人造革模压衣箱、格子布家用衣箱；
旅行衣箱(硬箱)：如压花真皮旅行衣箱、PVC人造革旅行衣箱、格子布旅行衣箱、ABS塑料拉杆走轮箱；
旅行软箱(软箱)：如拉锁软箱、牛津布软箱、多拉链航空箱；
公文箱：如密码锁公文箱、男用公文箱、女用公文箱；
其它用途的箱子：如化妆箱、仪表箱、摄影用箱、医疗用箱。

3-1-2． 按面层材质分类
箱子按面层材质分类大致有：以真皮革、人造革、合成革、各种纺织品以及塑料等为面料的家用箱，旅
行箱，公文箱等。
以真皮革为面料的皮箱：如真皮革密码锁公文箱、真皮革航空箱；
以人造革、合成革为面料的箱子：如PVC人造革软箱、合成革旅行箱；
以各种纺织品为面料的箱子：如牛津布软箱、格子布旅行软箱；
以塑料板材热压成型的箱子：如ABS塑料拉杆走轮旅行箱。

3-1-3． 按箱胎材质分类
箱子按箱胎材质分类大致有：纸板胎硬箱、胶合板胎硬箱、塑料旅行箱等。
纸板胎硬箱(黄纸板—即稻草纸板、麦杆纸板、白纸板、提箱纸板)：如。。。
胶合板胎硬箱(三层胶合板、五层胶合板)：如。。。
塑料旅行箱：如ABS塑料旅行箱。

3-1-4． 按制作工艺分类
箱子按制作工艺分类大致有：缝制与粘缝结合、模压、真空成型工艺等制作的各种箱子。
缝制与粘缝结合
模压
真空成型
注塑

3-1-5．按箱体外型分类
箱子按箱体外型分类大致有：按主体型式区分、按箱角形态区分、按箱盖软硬区分三大类。
按型式区分大致有立式、卧式、手提式、拉杆式等各种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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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箱角区分大致有直角与圆角、有包角与无包角等各种箱子。
按软硬区分大致有软盖与硬盖箱子。

3-1-6． 按实际用途分类
箱子按实际用途分类大致有家用箱、旅行箱、公文箱以及其他用途的箱子如化妆箱、摄影用箱、医疗用
箱。

3-2．包袋分类
包袋发展至今已不仅人们生活、旅行之盛物用品，而且更成为人们追求时尚、美化生活、装饰仪态的工
艺品包袋的门类品种大致有：公事包、背提包、拉杆包、架子包、滑轮包、旅行包、休闲包、商务包、夜宴
包、书包、挎包、提(拎)包等等。

3-2-1． 按品种规格分类
包袋按品种规格分类大致有：旅行包、公事包、背提包、其它各式包。
旅行包：如人造革旅行包、牛津、帆布旅行包、拉杆旅行包、背提旅行包；
公事包：如真皮革公事包、合成革公事包、牛津布公事包；
背提包：如牛津、帆布背提包、学生背提书包；
其它各式包：如休闲包、日常用包、时尚礼仪包、特殊用途包等。

3-2-2． 按主体材质分类
包袋按主体材质分类大致有：真皮包、人造革、合成革背提包、织物面料背提包、其它材料背提包等。
真皮革提包：如羊皮架子口手挽女包、剖层革背提包；
人造革、合成革背提包：如人造革硬壳背提包、合成革背提包；
织物面料背提包：如各式牛津布背提包、尼龙背提包、帆布背提包；
其它材料背提包：如镂空网兜背提包。

3-2-3． 按制作型式分类
包袋按制作型式分类大致有：带有各种背带的肩背包、带有各种提把的手提包、带有各种背带和提把的
背提两用包等。
带有各种背带的肩背包：如职业包、电脑包；
带有各种提把的手提包：如拎提包、商务包；
带有各种背带和提把的背提两用包：如双肩背提包、单肩背提包。

3-2-4． 按时尚用途分类
包袋按时尚用途分类大致有：日常用包、公事包、学生包、时尚礼仪包、其它特殊用途包等等。
日常用包：如职业包、时装包、休闲包、旅行包等；
公事包：如办公包、商务包、电脑包等；
学生包：如拎提包、单肩包、双肩包等；
时尚礼仪包：如晚装包、夜宴包、化妆包、密扣架包、精制挎包等；
其它用途包：如医用急救包、宠物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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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箱包结构分析方法
编者注：本章略，详见《西部皮革》 2008年 第02期

5. 箱包产品质量缺陷
5-1缺陷的概念
在讨论箱包产品质量缺陷之前，应当就此论题作出必要的说明。根据国际标准ISO9000-2000质量管理体
系中关于“不合格”与“缺陷”的定义阐释：“不合格”—即未满足要求；“缺陷”—即未满足于预定或规
定用途有关的要求；两者概念有别。该标准特别注明，区分缺陷与不合格的概念是重要的，这是因为其中有
法律内涵，特别是与产品责任问题有关。而且，顾客希望的预期用途可能受供方信息的内容的影响，如所提
供的操作或维护说明。因此，术语“缺陷”应慎用。基于上述，既然，“缺陷”是指未满足于预定或规定用
途有关的要求，那么，它是一种特定范围内的不合格，涉及到产品的责任。预期用途可能会受供方提供信息
的影响，作为组织或供方应予以关注。例如：在药品的使用说明书中没有提及服用注意事项及服用禁忌，一
旦病人服用不当，造成安全事故，将导致产品责任的法律纠纷，这就是缺陷。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缺
陷”往往涉及产品责任，有法律内涵，应慎用。
鉴于箱包行业现行有效的行业标准QB/T3639—1999《箱包工业术语》的规定，以及行业内长期约定俗
成，该标准中所涉及的缺陷概念已成为行业界的共识，其中缺陷视作瑕疵、伤残的代名词，仅指“不合格”
亦即“未满足要求”。这是笔者的理解，最终解释权应属该标准起草人和归口单位全国皮革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
依照《箱包工业术语》以及行业内长期约定俗成的缺陷概念，箱包产品的质量缺陷可归纳为来自产品设
计、用料配件、工艺操作、缝纫装配等多方面。产品设计、用料配件所产生的缺陷可比作是先天性的，最终
将会影响产品的外观和品位，也会导致产品使用时不方便，或者影响产品的使用寿命；工艺操作、缝纫装配
所产生的缺陷可比作是后天性的，多数是由与工艺失调、操作不当、技术不精、装配马虎所造成的。

5-2 箱包外观与制作上的缺陷
1．造型差：造型观感差，造型不合理。
2．结构不合理：产品结构上有明显的不足之处，材料选用不当，配件牢固问题突出等缺陷。
3．合包不正：产品的外观造型歪斜不正，严重影响外观质量。
4．色差：外观颜色差别大或有花斑。
5．长度超差：长度尺寸超出公差范围。
6．超重：产品自重超过标准规定指标。
7．歪斜：产品主体部分不方正，又高低不平现象。
8．起泡：箱面与箱壳之间没有粘平服牢固，纸板、箱壳本身未裱牢而起层，外表看形成一个鼓起的气
泡。
9．箱角皱折：在箱角处，面料拉伸不好粘的不平服形成的皱折及箱壳本身模压不好起的皱折。
10．面料划伤：操作不当，划伤面料有明显的痕迹。
11．掉口：箱铝口装配不牢固，与箱壳脱开。
12．箱口缝合间隙达：箱口合缝超过标准规定的间隙公差。
13．箱体变形：在规定的受外力范围内，箱体有明显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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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箱体塌陷：产品在规定的允许承受的外力范围内，箱体有明显的塌陷。
15．开裂：箱体在规定受理范围内，箱壳与箱帮开裂。
16．松面：大面于帮墙配合不好，大面明显不平服，没绷紧。
17．疙瘩：面料上有大于3平方毫米（mm2）的凹凸疙瘩。
18．印道：面料折叠放置压出的死折痕迹及人造革工艺过程所带的印迹。
19．帮面不平：接帮出接茬没片平接齐，有较明显的接帮痕迹。
20．帮墙面纵：帮墙周长大于大面周长过多，合活后帮墙起皱折，形状似荷叶边。
21．衬里翘边：里子粘贴不平服，有翘边的现象。
22．透胶：里子刷胶过多或胶过稀，透过里子有明显的浆痕。

5-3 五金配件与装配上的缺陷
1．五金件砸伤：操作不当，在配件上游工具杂的印痕。
2．五金件色花：五金件电镀色泽不一致，出现翻色现象。
3．五金件划伤：五金件在箱、包组装及本身深产装配过程中。造成明显机械划痕伤迹。
4．五金件烧焦：配件电镀层在局部上有电流烧成的乌点、乌斑，没有通常的电镀光亮、色泽。
5．五金件针孔：五金件电镀后，外观有针孔状的小坑。
6．五金件起皮：五金件产品电镀层之间，镀层与底层之间未镀牢，其中有翘起的镀层小片。
7．镀层起泡：五金件电镀层之间，镀层与底层之间起的空气小泡。
8．漏镀：五金件表面局部每镀上某种电镀层。
9．铝口花：氧化电镀不好，有明显的氧化斑花。
10．配件不对称：相同的配件安装在一件产品上，与中心位置距离超过对称公差范围。
11． 配件松动：配件铆合、安装不牢固、不实。
12． 箱锁失灵：锁芯转动不灵活，甚至打不开，锁不上；密码锁出现跳号、脱钩现象。
13． 掉泡钉：安装不牢，在正常使用情况下，泡钉从箱、包上掉下来。
14．铆钉歪斜：安装时因铆钉过长、垫块不平或按压不正所致。
15．掉轮：安装不牢，正常使用时，在允许承受的外力情况下，走轮从箱、包上脱落下来。
16．掉把：安装不牢固，在允许承受附中情况下，箱把丛箱体上掉下来。
17．走轮损坏：在规定的允许赴中行程中，走轮损坏失灵。
18．拉链掉牙：拉链缺少链牙。
19．拉链涩：拉链拉合不滑顺，超过轻滑度的指标。

5-4 缝纫操作不当所致缺陷
1．跳针：没有缝合上线迹。
2．翻面线：上下线不合，在上线或底线上出现未缉紧的线套。
3．翻底线：上线过紧，是底线从针眼孔中翻出。
4．露针眼：面料重新缝合线迹时，没有重上所有的旧针眼，露出原针眼。
5．线迹不直：线迹有明显的偏斜。
6．针距不匀：在单位距离内，针具有大、有小。
7．针距过大：在单位距离内，针数少于规定的针数。
8．针距过小：在单位距离内，针数多于规定的针数。
9．露牙子线：合活时，缝纫线合的过浅。
10．露线头：箱包外面不洁净，又残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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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双线宽不一：双趟缉线，间距明显宽窄不一。
12．拉锁缝制不平：缝纫操作时两手用力不协调或压脚、送料有问题所致。
13．扇面拐角不圆：因缝纫参照线不准确、缝制时拐角太急所致。
14．明袋外协、有皱褶：因漏粉线、规矩点不正或缝制史料片被压脚推拉变形所致。
15．包边漏空：因包边嘴器出问题或包边使操作手法不当所致。
16．墙子歪斜扭曲：因刀口不正、墙子两端折边不一或缝制操作不当所致。
17．牙子线外露：因上牙子时缝量不均匀、合包时缝量过小所致。

5-5 理化性能方面的问题
1．湿度大：产品含水量超过18%。
2．缝合强度差：片材缝合后，在单位长度内结合强度达不到一般标准规定的指标，容易破断。
3．铝口软：箱铝口硬度低于布氏45度。
4．锁耐用度差：锁的开关次数达不到标准规定的次数即损坏。
5．耐腐蚀性差：在规定的盐雾试验中大面积生锈。
6．软箱帮变形：软箱在规定附中范围内，箱帮有明显的变形。
7．背带钩环变形：箱、包上的钩环，在允许负重范围内，产生严重变形，不能恢复原状，影响使用性
能。
8．拉链平拉强度差：拉链拉合后，未达到规定平拉拉力，拉链就开口了。

6. 箱包外观质量要求及检验方法
6-1． 箱包外观质量总体要求
箱包产品外观质量的总体要求，侧重于产品给人的整体形象、直观感觉和综合效果。鉴于箱包产品的用
途不同、品种繁多、材料各异、产地不一、制作有别，其外观、造型、结构、性状大相径庭，但从外观质量
总体要求上来说更多是属于共性的，即产品质量应满足使用的要求。为了检验箱包产品外观质量，通常，借
助于检验人员的感官（如目测、手摸及简单测量工具，从箱（包）体、箱（包）面、箱口、箱（包）里、线
迹、拉链、配件（含五金配件、提把、拉杆、锁、钩、环、其它装饰件等及其装配）、标识等方面，逐项作
出定性描述，予以综合评价，以确定产品是否满足预期要求。
箱包产品外观质量的总体要求，大致为：箱（包）体，要求形体端正、饱满、匀称，轮廓清晰，线条平
直，粘合平服，四角对称，着地平稳，无高低不平现象；箱（包）面，要求面料色泽相称，无明显色差，不
得有明显伤残、凹凸疙瘩、印道、断经、断纬、跳纱、裂匹及其它疵点，缝合、镶接平复、牢固、对称、平
直，接点无明显错位，整体整洁、无污迹；箱（包）里，要求用料合适、色泽基本一致，缝合、粘贴牢固，
平服周正，整洁干净；线迹，要求针距均匀，平直，上下线吻合。关键部位不得有空针、漏针、跳针、断
线；拉链，要求缝合平直，边距一致，拉合滑顺，无错位、掉牙现象；配件，要求电镀层光亮，无锈残，无
漏镀，不得有起泡、起皮、划痕，喷塑件的表面色泽均匀，无漏喷、挂滴、起皱、起皮，提把、拉杆、走轮
伸缩灵活、顺畅，扎实、牢固；零部件安装要求平复、牢固，基本对称；标识，要求正确，清晰。

6-2 箱包外观质量要求
6-2-1． 箱子外观质量要求
1．箱体：箱子成型后的主体部分。
旅行软、硬箱要求：形体端正，牙子平直；直立平稳，无高低不平、歪斜现象。
家用衣箱要求：形体饱满、匀称，轮廓线条清晰，四角对称，圆角圆正，方角方正，着地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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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箱要求：轮廓清晰、两角对称、弧线自然、粘合边角整齐、无高低不平现象。
2．箱面：箱子的面层。
旅行软箱要求：面料色泽相称，缝合部位不得有明显纵褶、弓皱，整体整洁、无污迹。皮革面料不得有
明显伤残；人造革、合成革面料不允许有明显的凹凸疙瘩、印道；纺织品面料主要部位不得有断经、断纬、
跳纱、裂匹及其它疵点，合格品次要部位允许有轻微缺陷2处。
旅行硬箱要求：箱面不得有凹凸不平、裂纹、变形、烫伤、划伤等缺陷，整体整洁、无污迹。
家用衣箱要求：箱面无明显色差，纹路清晰，无污点、划伤；胶粘平服不歪斜，无波浪状；各部镶接平复、
牢固、对称、平直，接点无明显错位；箱面允许有不明显疵点：盖面、前帮面、侧帮面2处，底面3处，后帮
面4处，但均不允许疵点集中在400cm2(平方厘米)内。
公文箱要求：分面料叙述如下：
天然革箱面：表面光洁，无明显刀伤、粗糙大斑块、污点、霉斑及人为的损伤，色泽基本一致。粘贴平
服，边、角部位不允许有皱褶、翘边。相帮后面上不允许粗糙斑块多于三处，每块面积不大于9mm2（平方毫
米）。
人造革箱面：质感好、色泽一致、花纹清晰、粘贴平服、牢固、不起泡。边、角部位不允许有皱褶、翘
边、擦伤。相帮后面上4mm2（平方毫米）以上疙瘩不超过三处，小于70mm（毫米）的印道不超过二处。
ABS箱面：表面色泽均匀，花纹清晰，不得有凹凸、裂纹、变形、明显烫伤、污块、擦伤。
3．箱口：箱底、箱盖启合开口间装置的铝口、铁口和木口。
旅行软、硬箱要求：配合紧密。对口箱底、盖口缝间隙不大于2mm，掩口箱合缝间隙不大于3mm，箱口与
箱帮装配紧密、周正。箱铝口不允许有砸伤、划痕、毛刺，金属表面保护处理层色泽一致。
家用衣箱要求：组装紧实牢固，开启自如，间隙不大于4mm。
公文箱要求：装配紧密牢固，相对配合。对口箱的底、盖合缝间隙不大于1．5mm。木胎箱子口底、盖合
缝间隙不大于2mm。箱铝口不允许有砸伤、划印、毛刺。
4．箱里：箱子内部粘缝的内衬部件。
旅行软、硬箱要求：缝合、粘贴牢固，平服周正，整洁干净，面料不允许有断经、断纬、跳纱、裂匹等
缺陷。
家用衣箱要求：整洁，色泽基本一致，粘贴牢固，无严重擂印。
公文箱要求：粘贴牢固、端正、整洁。
5．线迹：箱子上缝纫线的轨迹。
旅行软、硬箱要求：针距均匀，平直，上下线吻合。关键部位不得有空针、漏针、跳针、断线；次要部
位允许有2处，每处不得超过2针。
家用衣箱要求：针码排列均匀，线迹平直，无跳针、松线、翻线等现象。箱面针距为（18+/-2）针
/100mm；箱里针距为（25+/-2）针/100mm。
公文箱要求：针距均匀、平直、吻合。不允许有2针以上跳线、断线。
6．拉链：缝合平直，边距一致，误差不大于2mm；拉合滑顺，无错位、掉牙。
7．配件：
旅行软、硬箱要求：（配件指提把、拉杆、锁、钩、环、装饰件等）表面平滑，无毛刺。金属镀件镀层
光亮，色泽均匀，无漏镀，无锈蚀，不得有起泡、起皮、划痕，喷塑件经喷涂处理后，表面涂层色泽均匀，
无漏喷、挂滴、起皱、起皮。
家用衣箱要求：（此指五金配件装配要求）组装对称、合理、牢固，开启灵活；表面无损伤脱皮，不歪
斜弯曲，铆钉平服。
公文箱要求：（此指五金件电镀质量、配件安装、箱锁使用性能）光亮、无锈、，不允许有针孔、烧
焦、起泡、漏镀、划伤。着色配件不允许有明显色花。安装牢固，铆钉平服、不歪斜，布局合理，拔锁于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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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间隙不大于2mm。箱锁开启灵活，轻便自如。密码锁不准跳号、脱钩。密码锁连续开关500次，其它锁连续
开关1000次。
8．标识：正确，清晰。

6-2-2． 包袋外观质量要求
1．包体：包袋成型后的主体部分。
旅行包：形体端正，牙子平直；直立平稳，无高低不平、歪斜现象。
背提包：优等品：形体饱满，弧线自然，粘贴平服，角对称，端正，整洁干净。合格品：形体饱满，弧
线自然，粘贴平服，角对称，基本端正，整洁干净。
公事包：形体饱满，弧线自然，粘贴平服，角对称，基本端正，边角部位不允许有明显皱折、翘起现
象，整洁干净。
2．包面：包袋的面层。
旅行包：面料色泽相称，缝合部位不得有明显纵褶、弓皱，整体整洁、无污迹。天然革面料不得有明显
伤残；人造革、合成革面料不允许有明显的凹凸疙瘩、印道；纺织品面料主要部位不得有断经、断纬、跳
纱、裂匹及其它疵点，合格品次要部位允许有轻微缺陷2处。
背提包：优等品：天然革面料厚薄均匀，无裂面、裂浆、脱色现象；表面平服，前、后大面无伤残，不
允许有明显的印道、折痕。人造革、合成革面料不得有印道、凹凸、疙瘩。织物面料无断经、断纬，不得有
跳丝、跳线、印道、污点、瑕点。合格品：天然革面料同优等品，但后大面、底部上允许有粗糙斑2处，面
积不大于9mm2；允许有不明显印道、折痕2处。人造革、合成革面料不得有明显印道、凹凸、疙瘩。织物面
料无断经、断纬，不得有跳丝、跳线、明显印道、污点。
公事包：天然革厚薄均匀，无裂面、裂浆、脱色现象；正大面、皮盖（指包的前身）无明显松面，无边
肷，无明显道痕。人造革、合成革色泽一致，花纹清晰，不得有明显印道、凹凸、疙瘩。纺织品面料主要部
位不得有断经、断纬、跳纱、裂匹及其它疵点。
3．包里：包袋内部粘缝的内衬部件。
旅行包：缝合、粘贴牢固，平服周正，整洁干净，面料不允许有断经、断纬、跳纱、裂匹等缺陷。
背提包：选用适合所用面料、里料质量的缝线，质量、色泽与各部位相适应。
公事包：粘贴平服，无气泡，缝纫牢固、端正、整洁。
4．线迹：包袋上缝纫线的轨迹。
旅行包：针距均匀，平直，上下线吻合。关键部位不得有空针、漏针、跳针、断线；次要部位允许有2
处，每处不得超过2针。
背提包：优等品：上下线吻合，线迹平直，针距一致。背提包表面不允许空针、漏针、跳针，不允许有
线迹歪斜。合格品：上下线吻合，线迹平直，针距一致。背提包表面不允许空针、漏针、跳针，不允许有超
过15mm长的线迹歪斜。单只产品上空针、漏针、跳针各不得超过一处，空针、漏针、跳针各不得超过2针。
公事包：上下线吻合，线迹平直，针距一致。真皮公事包每只产品允许跳针1处；其它每只产品上不得有2针
以上连针跳线，跳针不得超过2处。
5．拉链：无错位、掉牙，缝合平直，边距一致，拉合滑顺。
6．配件：
旅行包：配件、装饰件表面平滑，无毛刺。金属镀件镀层光亮，色泽均匀，无漏镀，无锈蚀，不得有起
泡、起皮、划痕，喷塑件经喷涂处理后，表面涂层色泽均匀，无漏喷、挂滴、起皱、起皮。
背提包：优等品：光亮无锈残，无漏镀，无毛刺，不允许有针孔、起泡、起皮、脱落和明显划伤；配件安装
平服、牢固。合格品：光亮无锈残，无漏镀，无毛刺，不允许有起皮、脱落现象；配件安装平服、牢固。
公事包：配件电镀要求光亮，无锈残，无漏镀。零部件安装要求平服、牢固，基本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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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标识：正确、清晰。

6-3． 箱包外观质量检验
6-3-1检验手段与条件
6-3-1-1检验手段
箱包外观质量检验的手段主要是感官检验，辅以必要的测量器具。
感官检验是凭人的感觉器官与专业经验来鉴别判定产品外观质量是否达标？是否合格？如：目测、手
摸、耳听、鼻嗅等感官检验手段。在运用感官检验手段实施外观质量检验时，人的这些感觉器官的感受需要
借助于专业经验，才能准确地通过综合、辨识、认定，然后得出正确的鉴别与判定。
6-3-1-2检验条件
感官检验应在标准状态下进行。如：目测，通常有一定的光照度、视距等规定要求。辅助测量器具如：
钢皮尺、卷尺、木尺、三角尺、游标尺、量规、测厚仪等也要符合计量器具统一校正规定。
检验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在自然光线或规定照度下，选择能看清的视距；
以目测、手摸等感官为主，并结合量尺检验；
箱口合缝间隙用塞尺测量。
6-3-2检验内容与方法
6-3-2-1检验内容
箱包外观质量的检验内容，按照产品标准规定内容以及行业约定俗成的外观质量检验职能，应是涵盖了
除理化检验项目以外的检验项目，换言之，即涵盖凡感官检验所能完成的检验项目。归纳起来大致包括产品
造型、尺寸规格、外观瑕疵、内部缺陷、工艺操作五个方面质量检验内容。
实际上，外观试验的具体项目，通常是根据箱包产品的产品标准规定或供需双方特别约定进行。
6-3-2-2检验方法
箱包外观质量检验旨在检验箱包产品的整体形象、直观感觉和综合效果。检验方法就是利用感官检验手
段实施外观质量检验，也就是说，凭藉人的感觉器官与专业经验，辅以必要的测量器具，来检验和测量箱子
或包袋的表面轮廓、形体状态、尺寸规格、部件材质和内衬组合等表观质量要素。例如，通常采用箱包设计
样板，检测开料的准确性; 用肉眼检查线头是否修剪清洁和包袋折叠是否挺刮平服;用手触摸检查箱包面料
的平整度、光洁度、软硬度；用钢皮尺测量箱包边势宽度和缝纫针距针迹;用卷尺测量箱包长、宽、高尺寸
规格;用游标卡尺测量五金配件规格;用手启试配件装配牢固程度;等等。
产品造型
检验箱包产品质量标准和技术要求中规定的结构造型。如：产品的造型、结构是否合理？表面是否饱
满、均匀、自然？角度是否对称、平整？体形是否翘裂、裂缝? 折叠是否平服、整齐？轮廓线条是够平直、
匀称、清晰？等等。然后，根据产品标准和技术要求，判定首检产品是否合格。
尺寸规格
箱包产品的尺寸规格，凡有产品标准的原则上应参照标准有关规定，供需双方另有约定者除外。
详见相关的产品标准（略）。
外观瑕疵
检验箱包产品质量标准和技术要求中规定的，来自用料、配件以及制作、装配等主要加工操作所致的外
表瑕疵。如：天然皮革及其它面料本身是否存在松面、粗面、裂面、僵硬、色花、脱层等伤残？配件本身是
否存在的生锈、脱色、起泡、斑点、划伤、瘪堂等缺陷？制作、装配等生产过程中是否产生加工操作所致的
浆渍、水渍、色差、变色、划伤、擦毛等瑕疵？等等。
内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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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箱包产品质量标准和技术要求中规定的，影响整洁美观、使用寿命的内在质量缺陷。如：内层里料
是否存在浆渍、水渍、色差、皱褶、跳纱等质量缺陷？内层夹里是否存在缝线跳针、针码歪曲、起壳、起
楞、夹里露底、修口、修边歪曲、夹里口边不齐等缺陷？等等。
工艺操作
检验箱包产品质量标准和技术要求中规定的，来自制作、装配等主要加工操作所致的质量缺陷。如：是
否存在缝线浮底面线、跳针、并线、断线、针码歪曲等缝制质量缺陷？是否存在修边毛糙、弯曲、起线不
清、烙线焦面、包边空松、折边脱胶、修边刀伤、镶边阔狭、涂色暗淡等操作质量缺陷？是否存在铆钉松
动、铆钉弯曲、铆钉脱头、表面铆瘪、钮扣松动等配件组装所产生的质量缺陷？等等。

6-4箱包外观质量检验示例
示例1，皮箱外观质量要求（控制点）和检验方法
表6-1
检验项目
箱体

质量要求(控制点)

检验方法

形体端正、饱满、匀称，轮廓线条清晰，胖
度、弧线均匀，箱角成型、四角对称、圆角
圆正、方角方正，着地平稳，无歪斜、翘裂
现象，箱体整洁、干燥。

箱面

箱口

箱里
箱壳

面料：面料质感良好，具体分别为：
1真皮革：革身平整、丰满，手感舒适，花
纹、色泽一致；
2人造革：色泽一致，无明显印条、斑点、起
泡、分层等现象；
3纺织品：色泽一致，不脱色、无跳纱、不抽
丝等现象；
4塑料：色泽均匀，花纹清晰，无明显烫痕，
檫伤等疵点。
组合：各部件镶拼平服，接点无明显错位，
箱面匀称。
配合紧密，组装牢固，弯角成型周正，开启
自如，铁口焊接牢固，铝口金属保护层色泽
一致，无砸伤、划痕等；
合拢缝隙：公文箱<1．5mm， 对口箱<2．
0mm，
掩口箱<3．0mm，家用箱<4．0mm
．
里料色泽均匀，缝合牢固，粘贴平服，整洁
干净，无皱折、翘边等现象。
成型平服，支撑牢固，弧线自然，角度匀
称，无歪斜、箱壳变形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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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测：箱体的形体、各结合点平整，箱角成
型、模压成型状况、有无弓皱现象；
手模：箱体表面的平整度、匀称度，胖度均
匀、无凹凸感，无歪斜、翘裂现象；
测定：箱体含水率< 18%

目测：面料表面质量如：色差、疵点、痕迹
等，以及加工过程所产生的面层材料上的缺
陷；
测量：用标准刻度尺，检测各部件组合、镶
拼接点误差。

目测：箱口表面平整，角度配合，箱子呈自
然态、开启、闭合自如；
检测：箱盖启合是否平稳自如；
用塞尺度量合拢间隙。

目测：里料的色差、痕迹、疵点等。
目测：木壳变形，多层纸板裱粘分层，凹凸
不平，成型不牢固；铁架、钢架防锈处理完
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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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迹

针距均匀，针码清晰、美观，针迹平直，缝
合牢固，无针码大小、线迹弯曲、线头外露
等现象。

拉链

拉链缝制牢固，规格、尺寸相宜，布基缝制
平整，无松紧现象，拉合滑顺。

配件、附
件及组装

配件、附件布局合理，装配牢固，使用方
便，金属配件表面无伤残、划伤等现象，附
件边缘修饰光滑，染色光亮，厚薄均匀。

标识

花纹、图文清晰、端正，金属标识安装牢
固。

目测：针距、针码、针迹应符合要求，无翻
线、跳针、回针不牢、露针眼等现象；
检测：任取50mm实样，测量针距、线迹弯
曲。
目测：拉链平整，无波浪状；
手感：拉合滑顺，无阻、涩感。
目测：配件表面质量，镀层光亮完好，无伤
残、划痕；附件边缘修饰；
手感：箱锁锁芯转动灵活，密码无跳号、脱
钩；拉杆拉合顺畅，无卡阻；走轮灵活，
不失灵；提把不变形；配件各结合点拨动牢
固，灵活耐用。
目测：标识清晰，高频热压纹络深浅均匀，
印刷颜色无掉色，套色无重叠等现象；
测量：标识位置无高低歪斜现象

示例二，包袋外观质量要求（控制点）和检验方法
表6-2
检验项目
包体

包面

质量要求（控制点）
形体端正，牙子平直；直立平稳，主体
成型，弧线清晰，角度对称，无歪斜，
包体整洁，无明显褶皱、翘裂等现象。
面料：面料质感良好，具体分别为：
1真皮革：革身平整、丰满，手感舒
适，花纹、色泽一致；
2人造革：色泽一致，无明显印条、斑
点、起泡、分层等现象；
3纺织品：色泽一致，不脱色、无跳
纱、不抽丝等现象；
组合：包面形态组合布局合理，各部件
镶拼平服，接点正确，无明显错位，包
面匀称。

检验方法
目测：形体、牙子、弧线、角度及主体成型是否
符合规定要求；硬体包袋造型饱满，软体包袋形
体平整，无歪斜。

目测：面料表面质量如：色差、疵点、痕迹等，
以及加工过程所产生的面层材料上的缺陷；
测量：用标准刻度尺，检测各部件组合、镶拼接
点误差。

目测：针距、针码、针迹应符合要求，无翻线、
跳针、回针不牢、露针眼等现象；
检测：任取50mm实样，测量针距、线迹弯曲。
拉链缝制牢固，规格、尺寸相宜，布基 目测：拉链平整，无波浪状；
拉链
缝制平整，无松紧现象，拉合滑顺。
手感：拉合滑顺，无阻、涩感。
目测：配件表面质量，镀层光亮完好，无伤残、
配件、附件布局合理，装配牢固，使用
划痕；附件边缘修饰；
配件、
方便，金属配件表面无伤残、划伤等现
手感：包锁锁芯转动灵活，密码无跳号、脱钩；
附件
象，附件边缘修饰光滑，染色光亮，厚
拉杆拉合顺畅，无卡阻；走轮灵活，不失灵；提
薄均匀。
把不变形；配件各结合点拨动牢固，灵活耐用。
目测：标识清晰，高频热压纹络深浅均匀，印刷
花纹、图文清晰、端正，金属标识安装
颜色无掉色，套色无重叠等现象；
标识
牢固。
测量：标识位置无高低歪斜现象
最后，根据质量检验的职能要求，履行质量检验后，应将检验结果，以书面表格的形式，填写产品质量
线迹

针距均匀，针码清晰、美观，针迹平
直，双线间距一致，缝合牢固。

检验原始记录表。有关产品质量检验原始记录表格形式，各箱包皮具生产企业可根据质量控制点的设置及相
应检验规程的具体适用情况自行设计，原则上应包含受检产品名称、批号、日期、车间工序、受检项目、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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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类别、检验方法、检验结果、改进建议以及操作者、检验者等基本要素，对于具体格式和细目未作统一规
范，也未见强制规定。

7．箱包物理性能要求及检验方法
7-1 物理性能检测项目
7-1-1公文箱物理性能检测项目：
1、负重
2、粘合强度
7-1-2旅行箱包物理性能检测项目：
1、负重（箱体或包体；背带；提把、侧提把；侧拉带、侧拖把）
2、走轮、拉杆耐磨耐震性能
3、硬箱箱体耐静压性能
4、耐冲击性能
5、硬箱箱面耐落球冲击性能
6、拉链平拉强力
7、缝合强度
8、箱铝口表面硬度
9、箱锁（保密性、灵活性、耐用度）
10、五金配件耐腐蚀性
11、旅行包
7-1-3背提包物理性能检测项目：
1、负重（静止、跌落试验；摆动试验）
2、缝合强度
3、配件
4、拉链耐用牢度
5、摩擦色牢度
6、五金配件
7-1-4公事包物理性能检测项目：
1、负重
2、配件耐用度
3、拉链拉合轻滑度
4、皮革表面颜色摩擦牢度
7-2 物理性能总体要求
7-2-1 公文箱物理性能要求：
7-2-1-1

公文箱负重

407—470mm公文箱负重5kg。483—534mm公文箱负重7kg。正常使用条件下，要求箱把不掉、不断裂，箱体无
明显变形、脱开现象。
7-2-1-2

粘合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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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面与箱帮结合处粘合、粘合强度在[（50×（11±1））mm2粘合面积上不低于50N。
7-2-2 旅行箱包物理性能要求：
7-2-2-1

负重性能

7-2-2-1-1

箱体（包体）负重性能

应符合表7-1中的规定。
表7-1

单位为千克
规

定

负

重

规格/mm
优 等 品

合 格 品

≤455（18英寸）

14

12

455～535（18英寸～21英寸）

18

16

560～610（22英寸～24英寸）

20

18

635～710（25英寸～28英寸）

22

20

735～785（29英寸～31英寸）

28

25

≥810（大于32英寸）

30

28

负重性能要求不包括箱体、包体自重。
7-2-2-1-2 背带负重性能
在规定负重条件下试验后，背带表面不断裂、不开线。背带钩环无变形、松动、损坏。
7-2-2-1-3 提把、侧提把负重性能
在规定负重条件下试验后，提把、侧提把无断裂、损坏、固定件不变形、不松动、无损坏。箱体及
金属衬架不变形。
7-2-2-1-4 侧拉带、侧拖把负重性能
在规定负重条件下试验后，侧拉带、侧拖把表面不断裂、不开线，固定件、连接件不变形、不松
动、无损坏。
7-2-2-2

走轮、拉杆耐磨耐震性能

在规定负重条件下试验，合格品连续行走测试8kg，优等品连续行走测试12kg。测试后走轮转动灵
活，无卡阻、变形；轮架、轮轴无变形、开裂；走轮磨损不大于2mm。拉杆拉合顺畅，不变形、不松
动、无卡阻，拉杆与箱体结合部无开裂、松动。
7-2-2-3

硬箱箱体耐静压性能

硬箱箱面按规定负重在4h内连续承受静压，箱体、箱口不变形、不开裂，箱壳不塌陷。
7-2-2-4

耐冲击性能

在规定负重条件下进行跌落试验后，箱体、箱口、金属衬架不变形、不开裂，走轮、轮轴、支架不
变形、断裂，固定件、连接件、锁不变形、不松动、无损坏，箱（包）锁开启灵活。
7-2-2-5

硬箱箱面耐落球冲击性能

硬箱箱面经4000g钢球冲击后箱面不变形、开裂。
7-2-2-6

拉链平拉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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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表7-2、表7-3的规定
表7-2

平拉强力（一）

单位为牛顿
拉

类

别

链

型

号

2

3

4

5

6

8

9

10

注塑拉链

—

≥220

≥250

≥350

≥380

≥450

≥520

—

尼龙拉链
表7-3

≥250

≥340
≥380
≥500
平拉强力（二）

≥550

≥600
单位为牛顿

≥650

≥700

拉
化
类

别

2

纤

化
棉

3

纤

化
棉

4

纤

链
化

棉

型

号

5

纤

化
棉

纤

6

化
棉

纤

8

化
棉

纤

9
棉

金属拉
链
7-2-2-7

缝合强度

软箱、旅行包缝合强度不小于196N。
7-2-2-8

箱铝口表面硬度

不低于布氏硬度40度。
7-2-2-9

箱锁

7-2-2-9-1

箱锁保密性

密码锁正常使用不准跳号、脱勾、乱号。
7-2-2-9-2

箱锁灵活性

钥匙插取通畅，锁心转动灵活。
7-2-2-9-3

箱锁耐用度

密码锁任意组合各位数码，分别开、关试验30次不失效。其他锁连续开关50次不失效。
7-2-2-10 五金配件耐腐蚀性
镀铬件测试12h，镀锌件测试6h，镀层腐蚀面积不大于4%。
7-2-2-11 旅行包皮革摩擦色牢度
干擦不小于4级，湿擦不小于3级。
7-2-3 背提包物理性能要求：
7-2-3-1负重
在试验条件下，提把、背带、钩环不掉、不坏，包体不开裂。各类起连接作用的带袢类不允许发生
30%以上的变形。
7-2-3-2缝合强度
面料之间的缝合强度在60mm×60mm有效面积上不低于196N。
7-2-3-3配件
装饰锁、插件、磁扣件等能正常开关，无异常。
7-2-3-4拉链耐用度
100次，无掉牙，无错牙，无损坏。
7-2-3-5摩擦色牢度（皮革、合成革， 人造革、织物料）
干擦：≥4级；湿擦：≥3级
7-2-3-6五金配件
符合QB/T2002。1—1994中第5章、QB/T2002。2—1994中第4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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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公事包物理性能要求：
7-2-4-1 负重：320mm—390mm公事包负重2kg，390mm—440mm公事包负重3kg，提把不松动，提把铁条不
出现明显弯曲，背带袢不断、不裂，提带不掉、不坏，公事包底部不明显下垂。
7-2-4-2 配件耐用度：装饰锁、插接件、磁扣件等正常开关、开合使用500次后，无异常。转钮钩子正常使
用一年无损坏。
真皮公事包正常开关、开合使用900次，转钩、钩环正常使用二年无损坏。
7-2-4-3 拉链拉合轻滑度：不大于10N。
7-2-4-4 皮革表面颜色摩擦牢度：不小于4．0/3．0级（干/湿）。
7-3 物理性能检测方法
7-3-1 公文箱物理性能检测方法：
7-3-1-1 公文箱按规定负重，手提并做60度角任意摆动往返3次。
7-3-1-2 粘合强度
取公文箱同类面料两块，面积120mm×60mm。按同类粘缝工艺制做小样，夹具夹量50mm宽，深度29mm，
公差±2mm。用皮革拉力机测定。拉伸速度100mm/min。
7-3-2 背提包物理性能检测方法：
7-3-2-1 负重
7-3-2-1-1 静止、跌落试验
测量背提包上起连接作用的袢的长度后，背提包按规定负重的1．2倍负重，悬空挂起（背带处于最长
状态），背提包底底离地面（地面表面为普通瓷砖）高度60cm，呈静止端正状态，使其受力均匀，30min后
垂直落下。检验背带、提把、钩环是否牢固，在2min内测量起连接作用的袢类部件的长度，与原袢长度相
比，其变形是否超过30%。
7-3-2-1-2 摆动试验
背提包按规定负重，分别试验背带、提把：悬空挂起，背带处于最长状态，或提把与摆动轴的距离为
50cm～60cm摆动20次（往、返记作一次），摆动角度为60O±3 O，摆动停止后检验背带、提把、钩环是否
牢固，在2min内测量起连接作用的带袢类部件的长度，与原袢长度相比，其变形是否超过30%。
7-3-2-2 缝合强度
取背提包主要部位上缝合面料两块，面积60mm×60mm，上下夹具夹量宽50mm，深（30±2）mm，用拉力
机测试，拉伸速度（100±10）mm/min，至拉断（线或面料）为止，结果取最低值。如果拉力机显示数值超
过缝合强度规定数值，而试样未断，可中止试验。
7-3-2-3 配件
密码锁类用手拨动字轮，其他品种锁用钥匙插入后，开、关记作一次，插接件、磁扣件手动开合记作
一次，测试200次。
7-3-2-4 拉链耐用牢度
选取拉链长度20cm，以20次/min的速度进行测试，开、合记作一次。拉链长度不足20mm，在拉链最大
长度范围内进行测试。
7-3-2-5 摩擦色牢度
在背提包大面上直接下样试验：
a) 皮革各人造革、合成革按QB/T2537的规定进行检验，干擦50次，湿擦10次；
b) 织物料按GB/T3920—1997的规定进行检验。
7-3-2-6 五金配件
按QB/T2002．1—1994、QB/T2002．2—1994的规定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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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家用衣箱物理性能检测方法：
7-3-3-1 衣箱按规定负重，手提并作60O任意摆动5次。目测，检验衣箱负重。
7-3-3-2 衣箱箱面受均匀负重30kg（460～610mm）、40kg（635～915mm），受压4h，除去负荷后，目测，
检验耐静压。
7-3-3-3 衣箱按表中规定负重，使后帮离地300mm自由落地，目测，检验耐冲击。
7-3-4 旅行箱包物理性能检测方法：
试验前，按规定的负重，将负重物均匀地摆放在箱内、包内，进行试验。
7-3-4-1 背带负重
将背带调节到最大长度，按规定负重的120%负重，在吊架上悬空静止悬挂30min。
7-3-4-2 提把、侧提把负重
按规定负重，模拟手提，在垂直平面内做60O±3O纵向摆轴心与提把的垂直距离（50±3）cm；往、返
记作一次，共5次，分别测试提把、侧提把。
7-3-4-3 侧拉带、侧拖把负重
按规定负重的120%负重，将被测样品置于地面，通过吊架吊住侧拉带（侧拖把），使箱体（包体）一
端悬空，距地面200mm，另一端着地，静止悬挂30min。
7-3-4-4 走轮、拉杆耐磨耐震
7-3-4-4-1 拉杆箱、带拉杆的旅行包
按规定负重，将拉杆全部拉出，并在拉杆与箱体、包体连接的伸缩节处另外加载8kg负荷，直轮置于走
轮试验机（按附录A的规定）的测试辊上，将拉杆把挂在支撑架上，调整拉杆与水平面角度至45O±2O，合
格品连接试验2h，优等品连续试验3h。
7-3-4-4-2 有走轮、无拉杆的旅行箱、旅行包
按规定负重，将走轮置于走轮试验机（按附录A的规定）的测试辊上，合格品连接试验2h，优等品连续
试验3h。
7-3-4-5 硬箱箱体耐静压
将空箱平放，在硬箱箱面四边各预留20mm，将负重均匀码放至规定质量（使整个箱面均匀受力），规
格为535mm～660mm的硬箱负重（40±0．5）kg，685mm～835mm的硬箱负重（60±0．5）kg ，连续受压时间
4h。
7-3-4-6 耐冲击
按规定负重，用夹具夹住提把、侧把，使箱底面（包底面）（走轮最底点）距水泥地面300mm，待箱体
（包体）稳定后自由落下，分别测试提把、侧提把各一次。
7-3-4-7 硬箱箱面耐落球冲击
冲击钢球质量为（4000±10）g，直径（100±2）mm，调整钢球最低点与箱面中心的垂直距离至
（500±2）mm，自由落下，冲击1次。
7-3-4-8 拉链平拉强力
测试设备及夹具应符合QB/T2171—2001、QB/T2172—2001、QB/T2173—2001中规定。在被测样上取大
于100mm的拉链一段，夹装在宽25mm的夹具中，装夹时应将链牙脚和夹具的夹口部位对齐靠紧。开启拉力
机，拉伸速度为300mm/min，测试至脱牙或纱带破损为止，拉力机显示的最大数值即为平拉强力值。
7-3-4-9 缝合强度
在软箱、旅行袋主要缝合面的任意部位截取大于100mm、两边宽度各大于20mm的小样。装夹时应将小样
的合缝与夹具的夹口部位对齐靠紧。开启拉力机，拉伸速度为100mm/min，测试至缝合的两块面料脱开破损
为止，拉力机显示的最大数值为缝合强度。
7-3-4-10 箱铝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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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布氏表面硬度计测试。
7-3-4-11 箱锁
密码锁用手拨，转动字轮；其他品种锁，钥匙插入后，开、关记作一次。密码锁任意组合各位数
码，分别开、关试验30次；其他锁连续开关50次。
7-3-4-12 五金配件耐腐蚀性
按QB/T3826—1999进行检验，按QB/T3832—1999进行评定。
7-3-4-13 旅行包皮革摩擦色牢度
在旅行包大面面积上直接下样试验，按QB/T2537的规定进行检验，测试头质量1000g，干擦50次，
湿擦10次。
7-3-5 公事包物理性能检测方法：
7-3-5-1 负重：真皮公事包按规定负重的1．5倍，其他公事包按规定负重，手提并做60O±3O角往返摆
动五次（往、返记作一次）。
注：无专用手提部件及背带的公事包不做此项。
7-3-5-2 配件耐用度：密码锁类用手拨动字轮，其他品种锁用钥匙插入后，开、关记作一次；插接件、
磁扣件手动开、合记作一次。
7-3-5-3 拉链拉合轻滑度：按QB/T 2171、QB/T 2172、QB/T 2173进行测试。
7-3-5-4 皮革表面颜色摩擦牢度：按QB/T1327进行测试。
(注：此项检测在皮革裁剪、制作以前进行。)

8．箱包质量试验方法
编者注：本章略，详见《西部皮革》 2008年 第14期

9．箱包质量检验规则
箱包的外观质量检验应在室温18℃~25℃条件下，用目测方法在自然光线下进行，室内光线应充足照度
不低于750 lx（原稿：lk），目测一般视距为400mm（原稿：目测视距应为500mm）。规格采用分度值为1mm
的钢板尺或专用尺测量。试验前，被测样品应在规定的环境中放置1小时以上。
9-1公文箱检验规则
9-1-1检验组批
公文箱在同一原料，同一加工工艺生产条件下，数量1000为一批。
9-1-2出厂（交收）检验
产品出厂前必须经过逐件检验。检验项目中二项略有缺陷，应视为合格品，加盖合格章。
9-1-3型式检验
9-1-3-1型式检验应包括标准中规定的全部技术要求。产品遇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产品结构、工艺、材料有重大改变时；
b) 正常生产时，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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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产品停产间隔半年以上再恢复生产时；
d)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e) 新产品的试制定型鉴定；
f) 供需双方的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试验有较大差异时。
（注：上述e、f两款在特定情况下进行。）
9-1-4-2用作型式检验的产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其数量不应少于2~4只。若抽检产品物理性能
中出现不合格项目，或其它项目出现二项以上不合格。可加倍抽取，对该不合格项目复验，如仍不合格，则
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9-2旅行箱（包）检验规则
9-2-1检验组批
以同一种原料投产、按同一生产工艺生产的同一品种的产品组成一个检验批。
9-2-2出厂检验
每批产品出厂前应对产品逐件进行外观检验，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9-2-3型式检验
9-2-3-1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详见9-1-3型式检验（略）
9-2-3-2抽样数量
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即抽取3只进行检验。
9-2-3-3合格判定
9-2-3-3-1单只判定规则
a) 优等品：外观质量和物理性能全部达到优等品要求，判该只产品为优等品；
b) 合格品：物理性能指标如有一项不合格，即判该产品不合格。
技术要求中其它各项累计超过3项（含3项）不合格者，则判该产品不合格。如产品出现影响产品使用功
能的缺陷即可判该产品不合格。
9-2-3-3-2批量判定
a) 优等品：三只被检测样品全部达到优等品要求，则判该批产品为优等品。
b) 合格品：三只被检测样品全部达到合格品要求，则判该批产品合格。如有一只（及以上）不合格，
则加倍抽样进行复验，复验全部合格，则判该批产品合格。
9-3家用衣箱检验规则
9-3-1检验组批
以同一种原料投产、按同一生产工艺生产的同一品种的产品组成一个检验批。
9-3-2出厂检验
每批产品出厂前应对产品逐件进行外观检验，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9-3-3型式检验
9-3-3-1型式检验应包括标准中规定的全部技术要求。产品遇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详见9-1-3型式检验（略）
9-3-3-2抽样规则
产品每1000只（或不满1000只）为一批，随即抽取3只，物理机械性能每次抽1只。
9-3-3-3制定规则
标准技术要求中的五金配件组装、物理性能、干燥度为主要项目，其他为次要项目。产品如有一项主要
项目，单个产品五项以上次要项目或累计批超过十项次要项目不合格，允许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加倍复验，复
验合格则判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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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背提包检验规则
9-4-1检验组批
以同一种原料投产、按同一生产工艺生产的同一品种的产品组成一个检验批。
9-4-2出厂检验
9-4-2-1产品出厂前应经过检验，经检验合格并附有合格证（或检验标识）方可出厂。
9-4-2-2检验项目
外观质量：按标准规定的要求逐件检验
负重、配件、拉链：在外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3件，按标准的规定进行检验。
9-4-2-3合格判定
9-4-2-3-1单只判定
负重、配件、拉链、外观质量中的主要指标有一项指标不合格，即判该只产品为不合格。外观质量中的
次要指标不合格项不超过两项、判该只产品为合格。
9-4-2-3-2批量判定
三只产品全部合格，则判该批产品合格。
9-4-3型式检验
9-4-3-1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详见9-1-3型式检验（略）
9-4-3-2抽样数量
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即抽取3只进行检验。
9-4-3-3结果判定
9-4-3-3-1单只判定原则
a)优等品：外观质量和物理性能全部达到优等品要求，判该只产品为优等品；
b)合格品：外观质量中的主要指标、物理性能指标只有一项指标不合格，即判该只产品为不合格。
外观质量中的次要指标不合格项不超过两项、判该只产品为合格。
9-4-3-3-2批量判定原则
a)优等品：三只产品全部达到优等品要求，则判该批产品为优等品；
b)合格品：三只被检测样品全部达到合格品要求，则判该批产品合格。如有一只（及以上）不合格，则
加倍抽样进行复验，复验全部合格，则判该批产品合格。
9-5公事包检验规则
9-5-1检验组批
以同一种原料投产、按同一生产工艺生产的同一品种的产品组成一个检验批。
9-5-2出厂检验
9-5-2-1产品出厂前必须经过逐件检验，经检验合格并附有合格证方可出厂。
9-5-2-2检验项目：感官检验。
9-5-2-3合格判定：检验项目中三项略有缺陷，应视为合格品。
9-5-3型式检验
9-5-3-1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详见9-1-3型式检验（略）
9-5-3-2抽样数量
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即抽取3只。其中负重、配件耐用度、拉链拉合轻滑度各检验两个样品，如
果有一个样品不合格，则检验第三个样品。
9-5-3-3结果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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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3-1单只判定原则
物理性能中有一项不合格，即判该产品不合格。技术要求中其它各项累计超过三项不合格者，则判该产
品不合格。如产品出现影响使用功能的缺陷，即判该产品不合格。
9-5-3-3-2批量判定原则
a)天然革公事包：在三只被测样品中，如只有一只不合格，则判该产品合格；如有二只不合格，则加倍
抽样

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验。复验中如有五只产品合格，即判该批产品合格。
b) 人造革、合成革公事包：在三只被测样品中，三只全部合格，则判该产品合格；如有一只不合格，

则加倍抽样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验。复验中如有五只产品合格，即判该批产品合格。

10． 箱包生产企业质量检验流程与规则

10-1概述
10-1-1生产企业质量检验工作的任务
生产企业质量检验工作的任务是：建立能够稳定生产合格品和优质品的生产系统和相应的品质监控体
系，严格执行技术标准和产品标准，抓好每个生产环节的质量检验，把好质量关，并将质量检验系统纳入企
业全面质量管理体系，以保证产品质量达到（甚至超过）标准规定的要求，实现降低不良品或不合格品，减
少或消灭废次品，生产合格品和优质品的目标。
10-1-2生产企业质量检验的基本方法
生产企业质量检验的基本方法是：按产品生产流程顺序，实施进货检验，工序检验和成品检验。（详见
本书：1-3质量检验）
10-1-3工序控制（点）的设定
工序控制（点）是企业在生产制造过程中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不合格品，减少废次品的重要途径。在实
际生产过程中，从原辅材料的投产，经过生产工人在各道工序进行加工制作，直到成品入库或出厂，这是生
产全过程的三大基本环节。其中，按生产工艺流程依次相衔接的许多加工工序，尤其是某些关键性工序，一
旦疏漏或失控，就会直接影响成品质量，或者导致不合格品或废次品的产生。因此，工序控制（点）的作用
在于：必须按生产工艺流程建立覆盖全部加工工序的工序质量控制，确保每道工序的在制品（半制品）合乎
质量要求，下工序对上工序实施验收监控（如红色拒收、黄色警示、绿色通过等），使生产过程纳入良性质
量流动轨道。对于其中某些关键工序或质量敏感点，列为重点工序控制（点），通过增加巡检、抽检、专检
等方式以强化质量监控。以上措施，通常视为工序控制（点）或重点工序控制（点）。
由此可见，产品是一组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活动的结果，产品是过程的结果，因
而，产品质量取决于过程质量。
10-2

原辅材料进货检验
编者注：本节略，详见《西部皮革》 2009年 第5期

10-3 在（半）制品检验
编者注：本节略，详见《西部皮革》 2009年 第5期
10-4

成品检验
成品检验： 成品检验（包括入库检验和出厂检验），检验内容主要包括产品外观、性能、规格、安全

性、可靠性、使用寿命等方面。成品检验主要是针对制成品在入库前或出厂前的一次全面检验，一般按照产
品的企业标准或行业标准，以及用户定货约定的技术条件，进行包括产品外观要求、规格型号、理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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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可靠性等全项目检验。通常成品的外观检验(又称感官鉴定)凭藉检验人员的感官进行，以目测、手摸、
鼻嗅为主，实施全数检验;而理化性能是通过物理检测和化学分析进行测试;安全可靠性则须按照政府或行业
规定的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进行抽样检验。成品检验是产品到用户手中之前所进行的最后一次检验，故也称
最终检验。
10-4-1成品检验的基本要求
成品检验人员应了解箱包产品制作工艺现状，通晓产品质量标准和技术要求，熟悉产品的性能、规格、
特征，具有娴熟的质量检验技能，并持有质量检验资格证明或上岗证书；
成品检验人员应严格按照成品检验指导书（或检验规程）所规定的检验内容、项目、程序、方法履行检
验，不能漏检、错检，更不得夹杂主观任意性，严肃、认真地判定检验结果；
成品检验是实物产品检验的一种形式，必须例行与首件样品或定货封样进行比照，严格把好质量关，以
切实维护客户利益和企业信誉；
针对成品检验中出现的质量病疵或缺陷，通过分析整理，判定单一产品和批量产品合格与否，填写成品
检验报告，主要内容包括检验结果合格与否、返修或降级处理意见、存在问题、预防措施等，及时提交主管
部门；
发现重大质量问题，如外观质量致命缺陷，规格有差错，安全可靠性有问题等，应立即做好区分标识，
及时组织质量分析或会诊，查清原因和责任，断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重蹈覆辙。
10-4-2成品的外观质量检验
详见6．箱包外观质量要求及检验方法（略）
10-4-3成品的理化性能检验
•• 详见7．箱包物理性能要求及检验方法（略）
10-4-4成品出厂前的质量抽查
成品出厂前的质量抽查，其方法基于抽样检验；其目的在于对已检成品在出厂前进行例行性的监督抽
查，再次把好质量关。
质量抽查，通常按照事先确定的抽样方案，从出厂成品批中随机开箱按规定比例抽取，然后对所抽取的
样本，进行全数检验，并根据检验结果对该批产品作出合格与否的判定和评价。
质量抽查的注意事项大致如下：
成品出厂前的质量抽查是例行性的监督抽查，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项质检程序，应严格按照规范执行；
质量抽查应有针对性，重点要针对关键工序的加工质量和直接影响箱包产品使用功能的检验项目，包括面料
要求、缝制强度、配件功能、装配牢度、拉链顺畅等等；
质量抽查寓有随机性，但抽样方案应尽可能科学合理，抽样比例、数量应基本覆盖该成品批；如果抽检
产品在质量和数量上与事先确定的抽样方案不符（指缺陷较多、数量较大）时，则应考虑调整原抽样方案，
或者加严检查，即增加抽检数量和抽检项目，并根据检验结果，判定该批产品合格与否。
10-5． 皮箱产品质量检验流程与规则
家用衣箱工艺流程与检验方法示例
表10-5-1
工艺流程
箱面、箱里裁料
机械、手工裁料
刀模下料
箱壳 裁料
机械、手工裁料
刀模下料

原辅材料及部件
面料：真皮革、
人造革、尼龙等
里料：棉布、羽
纱
纸板、箱壳支撑
材料等

检验项目（工序控制点）

检验方法

规格尺寸，纵横丝缕，色泽
花纹，面料伤残

目测：检片，面料伤残；
测量：尺量规格尺寸；
样板、刀模、图纸：核对几何料片

规格尺寸，划线定位，材料
平整，无起壳分层

目测：材料平整，无疵点
测量：尺量规格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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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削
机械、手工披削

皮革、纸板

胶粘
平面、立面胶粘

皮革、人造革、
纸板等材料粘合

零部件制作
（小料）

皮革、人造革、
纸板、尼龙等

缝制成型
机械、手工缝制

箱面、箱壳、箱
里裁料的缝制、
组合

装配、铆合

五金、塑料配
件、零部件组
装、铆合

修饰、整理

箱体内外整形，
修饰、整理

披削厚度控制，披削面平
整，斜披坡度均匀，无高
低，无起楞
材料粘合平服、牢固，立体
面粘合，形体饱满、不变
形，粘合面层不起壳、不起
楞、无浆迹，面层光泽、无
水迹、无推拉痕迹
裁、切、披、扦边缘整齐、
形状端正、精细，规格尺寸
正确，厚度均匀，烫线、染
色清晰，接点正确
箱体缝制成型观感舒适、牢
固，轮廓、弧线清晰，拗
转自然、角度对称，针距均
匀，针花清晰、美观，手工
缝制针花美观
配件、零部件布局合理，装
配牢固，使用方便，配件表
面无伤残，箱体平稳，提把
垂直、耐重，箱锁锁芯转动
灵活
箱体整形，胖度匀称、端
正，箱面疵点修饰，配件、
零部件表面清洁，浆迹、水
迹清理，干燥处理

目测、手感：披削面平整
测量：测厚仪测定厚薄

目测：粘合表面无所列疵点

目测：小料制作外观
测量、样板：形状、厚度

目测：缝制成型、形体观感
测量；针距

目测：铆合、外观
手感：装配牢固、提把箱锁、使用
方便
测量；组装布局误差
目测：箱体内外观感
测量；含水率 <18%

旅行箱工艺流程与检验方法示例
表10-5-2
工艺流程
箱面、箱里裁料
机械、手工裁料
刀模下料
箱壳 裁料
机械、手工裁料
刀模下料
零部件制作
（小料）

原辅材料及部件
面料：人造革、
尼龙等
里料：棉布、羽
纱、海棉
木浆纸板、ABS塑
料板材等
人造革、尼龙、
纸板等

模压成型

木浆纸板模压成
型，
ABS塑料板材吸塑
成型

胶粘
平面、立面胶粘

面层材料、
箱壳粘合

检验项目（工序控制点）
规格尺寸，纵横丝缕，色泽
花纹，面料伤残
规格尺寸，箱壳支撑材料弹
性强，不变形，箱壳面层花
纹清晰，无伤残
零部件装饰造型美观，布局
合理，镶拼平服，镶拼接点
正确，边沿整齐
箱壳成行形体饱满、端正，
角度圆整无皱褶，弧形曲线
清晰，定型牢固无翘裂、变
形，箱壳弹性好，强度高
材料粘合平服、牢固，立体
面粘合，形体饱满、不起
壳、无皱褶、无浆迹，面层
光泽、无痕迹，夹里平整、
无皱褶、歪斜翘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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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
目测：检片，面料伤残；
测量：尺量规格尺寸；
样板、刀模、图纸：核对几何料片
目测：材料平整，无起壳分层
手感：耐压、弹性强
测量：尺量规格尺寸，划线定位
目测：小料制作外观
测量：接点误差
目测：箱壳成型外观匀称
手感：耐压、弹性好、无塌陷

目测：粘合表面无所列疵点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

缝制（组合）

箱壳、箱里缝制

装配、铆合
弹撑成型

箱体、箱壳、配
件、部件组合

修饰、整理

箱体内外整形，
修饰、整理

三十年
箱体点、线、面缝制连结，
胖面边沿四周平整，塑料筋
与墙条组合，曲线自然，缝
制平服，针距均匀，针花清
晰、牢固
弹撑成型，箱体撑实、饱
满，角度正确、圆整、匀
称，形体无松紧、歪斜、变
形，配件铆合牢固、布局合
理，拉杆顺畅，走轮灵活，
使用方便，箱体平稳、无塌
陷，配件表面无伤残
箱体整形，匀称、端正，箱
内外干净，箱面疵点修饰，
配件、零部件表面清洁，

目测：缝制外观
测量：针距

目测：铆合外观，箱体形态
手感：装配牢固，使用方便，拉杆
顺畅，走轮灵活
测量：组装布局误差

目测：箱内、外的观感

公文箱工艺流程与检验方法示例
表10-5-3
工艺流程
箱面、箱里裁料
机械、手工裁料
刀模下料

原辅材料及部件
面料：真皮革、
人造革、尼龙等
里料：棉布、羽
纱

箱壳

钢丝、钢架、塑
框、纸板、胶合
板等

零部件制作
（小料）

皮革、人造革、
尼龙、纸板等

缝制（组合）

胶粘成型

箱体、箱里、拉
链、零部件的缝
制成型
皮革、人造革、
箱壳材料，
粘合剂（选用）

装配、铆合

五金、塑料配件

修饰、整理

箱内、外修饰、
整理

检验项目（工序控制点）
规格尺寸，纵横丝缕，色泽
花纹，面料伤残
规格尺寸，支撑材料牢固，
轮廓清晰，钢丝、钢架弹性
强、不变形，角度圆整、正
确，无凹陷
零部件装饰造型美观，布局
合理，镶拼平服，镶拼接点
正确，边沿整齐
箱面平整，嵌线轮廓突出
箱面、箱体粘合平服、牢
固，形体端正、匀称，角度
圆整，箱沿弧线线条圆润，
整齐美观，接点平服，无皱
褶、起楞、翘裂不平现象，
胶粘不起壳，夹里平整
配件布局合理，铆合牢固、
布局合理，箱锁锁芯转动灵
活，号码锁不失灵，使用方
便，配件表面无伤残，箱体
平整、无翘裂不平
箱面疵点修饰，箱内、外清
洁，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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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
目测：检片，面料伤残；
测量：尺量规格尺寸；
样板、刀模、图纸：核对几何料片
目测：箱壳材料、轮廓
手感：耐压，弹性强
测量：规格尺寸
目测：小料制作外观
测量：接点误差
目测：缝制外观
测量：针距

目测：箱体胶粘表面疵点，起壳

目测：铆合外观
手感：装配牢固，使用方便
测量：组装布局误差
目测：箱体内外观感
测量；含水率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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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包袋产品质量检验流程与规则
背提包工艺流程与检验方法示例
表10-6-1
工艺流程

原辅材料及部件

检验项目（工序控制点）

面料、里料裁料
机械、手工裁料
刀模下料

皮革、人造革、
织物等

真皮革：革身平整、丰满，
手感舒适、滑爽，厚薄均
匀，花纹、色泽一致，前后
大片无印道、折痕，其余部
位无明显伤残疵点；
人造革：手感滑爽、平整，
色泽一致，无明显印条、斑
点、起泡、疙瘩和表面分层
等现象；
纺织品：色泽一致，无色
差、不脱色、无跳纱、污
迹、抽丝等现象。

目测外观：表面无裂浆、脱色，
伤残选用合理，主要部位无明显
伤残；
量尺：规格、尺寸；
样板刀模：料片几何形状相符。

硬壳包、内胎

纸板、塑料板
材、泡沫片材

材料选用合理，厚薄均匀，
粘贴平服，形体端正、饱
满。

目测外观：包体支撑定性牢固、
不变形，形体弧线自然，无高低
不平、歪斜现象。

面层材料、纸板
等

部件材料色泽相似，厚薄均
匀，披接平服，边缘整齐、
光滑，上色清晰、明亮，部
件镶拼平服，包体合活、折
叠灵活，

目测外观：部件制作工艺精细，
组装粘贴平服，接点无明显误差
和弓皱现象。

包体表面缝制针码排列均
匀、线迹平直、美观，包面
针迹不能有空针、跳针、回
针，不重叠，缝制牢固；
拉链缝合边距一致，拉合滑
顺，无长短、松紧和波浪
状；

量尺：针距均匀，圆角转弯针迹
无大小，针码边距一致，无弯
曲；
手感：拉链拉合滑畅，转角拉合
无涩感。

提把、锁件、
钩、环等

配件组装牢固，装配合理、
对称，使用方便，配件表面
镀层光亮、表面平滑、色泽
均匀

目测外观：金属配件镀层明亮、
无锈蚀、起泡、划痕等疵点，塑
料配件无毛刺，锁件开关灵活，
提把耐重，不变形，铆合牢固。

包体内外

包体形状、体形端正、饱
满，弧线自然，角度对称，
边缘整齐，配件明亮，使用
方便，拉链滑畅，缝制牢
固，线迹美观，夹里平服，
内外清洁。

目测外观：包体形态端正、无高
低不平、歪斜、翘裂现象，表面
胶粘平整、无弓皱、污迹和透胶
现象，配件安装牢固，开启方
便，拉链滑畅，缝制牢固，针码
美观，内外清洁。

部件制作、组合

包体缝制、
缝制、组装
拉链缝制

五金配件

修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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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包工艺流程与检验方法示例
表10-6-2
工艺流程

面料、里料裁
料
机械、手工裁
料
刀模下料

部件缝制

包体缝制、组
装

配件

修饰、整理

原辅材料及部件

检验项目（工序控制点）

检验方法

真皮革：革身平整、丰满，手感舒
适、滑爽，厚薄均匀，花纹、色泽
一致，前后大片无印道、折痕，其
余部位无明显伤残疵点；
人造革：手感滑爽、平整，色泽一
致，无明显印条、斑点、起泡、疙
瘩和表面分层等现象；
纺织品：色泽一致，无色差、不脱
色、无跳纱、污迹、抽丝等现象。

目测外观：表面无裂浆、脱
色，伤残选用合理，主要部位
无明显伤残；
量尺：规格、尺寸；
样板、刀模：料片几何形状相
符。

各部件缝合、拉链
缝合

扣兜（内外小袋）、兜盖缝制位置
正确，织带、嵌线、夹里缝制平
服，、包紧、包实，边缘整齐、镶
拼平整。

目测外观：部件缝制、组合、
拼装定位正确，无歪斜、高低
不平现象， 嵌线边距一致，
角度圆整，接点正确，针迹均
匀，线迹平直 ，双线间距一
致，拉链拉合滑畅。

整体缝制

包体合活边距一致，嵌线突出平
直、均匀，角度对称，圆角圆润，
翻活定性牢固，包体直立平稳，形
体端正。

目测外观：包体成型不歪斜，
无高低不平现象，包沿边缘无
松紧、粗细现象，角度正确。

提把、锁件、钩、
环、走轮、拉杆等

配件组装位置正确、牢固，使用方
便，拉杆顺畅，走轮灵活，牵带拖
拉自然，扣件收放自如，配件表面
镀层光亮、表面平滑、色泽均匀，
塑料件无毛刺。

目测外观：金属配件镀层明
亮、无锈蚀、起泡、划痕等疵
点，塑料配件无毛刺，锁件开
关灵活，提把耐重，不变形，
拉杆伸缩顺畅，走轮活络，牵
拉灵活。

包体内外

包体形状端正、形体饱满，弧线自
然，角度对称，边缘整齐，部件缝
制接点正确，功能使用方便，拉链
滑畅，配件明亮、安装牢固，夹里
平服，内外清洁。

目测外观：包体形态端正、无
高低不平、歪斜、翘裂现象，
表面胶粘平整、无弓皱、污迹
和透胶现象，配件安装牢固，
开启方便，拉链滑畅，缝制牢
固，针码美观，内外清洁。

皮革、人造革、织
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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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望

有史以来，箱包设计与生产技艺的进化、发展，与同期的衣着服饰、手工艺品的设计与制作，以及当时
社会文化、传统习俗的演进、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可以这么说，箱包产品既是人类艺术设计的物化形式，也
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传承载体。有人说：“衣着服饰是社会发展一面镜子”，此话当真，十分精辟。历史上每
一次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都会从当时的服饰文化与衣着风格的革新、演变上得到充分反映与尽致彰
显。古往今来，包袋设计与制作的变化，伴随着服饰文化与衣着风格的变迁，充分体现在造型、款式、色
彩、功能，以及取材和装饰手法等方面，所以千变万化、五彩缤纷的包袋产品，成为人们衣着服饰追求时尚
的装饰物和必需品。
有研究认为，21世纪的箱包设计与制作，取材从原始的青铜、金属、皮革、木制等天然材料，发展到现
在的天然、人造纺织材料、皮革、合成或人造、塑料、金属等材料并重的局面；品种从家用衣箱、真皮衣
箱、ABS旅行硬箱、牛津布、塑料涂布软箱、各种皮革、合成革、人造革的旅行箱和公事用箱，到时下令人
眼花缭乱的化妆箱、衣饰包、休闲包、宴会包、工艺箱以及各式专业用箱与时尚包袋，倾注了设计师、工艺
师的创新理念与艺术匠心。从发展态势来看，箱包生产正向着多材料、多类型、多花色、多品种的综合运用
的方向发展；其制作的工艺技术也由简单的手工制作向机械化、模具化生产的方向发展。令人瞩目的是某些
科技元素、高新技术正在被融入箱包产品的创新开发。有报道称，美国的Voltaic Systems、Juice Bags 公
司新近研发的太阳能背包已经面世热销，这种背包吸收太阳光所产生的电能，足以为手机等小型设备充电，
未来有望进一步向研制足以支持笔记本电脑需电量的目标而努力。总之，箱包产品渗透到新世纪人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舒适与方便，既装点了个性追求与风俗人情，也演绎着社会风貌与时尚趋
势。
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箱包生产出口大国。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约有2万多家一定规模的箱包生产企
业，全球约有三分之一的箱包是中国制造。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推进与国内买方市场日益成熟，产品
质量的法律责任与质量“三包”等售后服务已被与时俱进地提到重要议程上，也已成为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
与用户、消费者满意、放心的焦点。更有无公害、人性化、买放心等绿色保健产品等营销战略的出台，这对
于日用消费品来说，其售后服务与社会责任将与日俱增，作为箱包生产企业和经销单位，无疑将面临日益尖
锐的社会监督与用户投诉，也不可避免地将面临国际范围的市场竞争与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
展望未来，前景无限美好。我国当代的皮革箱包业、皮具业，一方面正在努力遵循科学发展观，朝着中
国皮革行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的战略目标描绘未来蓝图，实施企业内强素质、外塑形象，以培育自主品
牌为突破口，注重自主创新和新产品研发，主动调整产品结构，提升产品档次和核心竞争力，从本土企业起
步，做自己的品牌，为国产箱包寻找突围之路，逐步使自身融入国际化。另一方面是国内的造型设计师与制
作工艺师，正在认真思考自己的审美文化传统，充分发掘传统美学和哲学的深厚蕴涵，努力汲取科学发展、
人类进步和社会繁荣的文化精髓，从美化生活、展现个性、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持续发展观，以刷新自
己的审美观念，更新自己的设计理念，从而创新、开发出一批又一批既有数量、又有质量；既有“阳春白
雪”、又有“下里巴人”；既满足市场需求、又富含时代精神的箱包产品，为皮革箱包、皮具行业发展的划
时代跨越谱写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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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英制鞋词汇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Footwear Industry
前

B

言

PREFACE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鞋业中心，我国与
国外的贸易往来、技术合作与学术交流都要求有更多
的制鞋行业工具书，为此特编写这一本《汉英制鞋词
汇》，供制鞋行业科研、生产与贸易的人员使用。本
词汇共收录词目2500余条，内容包括制鞋工艺、材
料、机器等。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同音异
词的汉字按声调顺序排列。
本词汇如有错误与疏漏之处，尚待批评指正。

									
彭尚智
2009年4月
China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regions of
footwear industry in the would. With the progress of world
footwear trade and more intensive technical cooperation
and academic inter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much more refernce industry is therefore
compiled and published for its useby scientific research,
production and trade personnel of the industry. Some 2500
words and terms including those for footwear technology,
materials and machinery are collected for the dictionary,
and they are arranged according to sequence of the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and also the tone of same
Chinese character.
As omissions and errors can hardly be avoided, it is
sincerely hoped that readers of the dictionary will not stint
their criticism if any.
Peng Shang-zhi
Shanghai, April 2009

A
阿 ā
阿根廷布帮薄底鞋

zapatillas

矮ǎi
矮胖跟 chunky heel
矮胖小跟 squat kitten heel
矮小跟 kitten heel
安 ān
安全鞋 safety boot
鞍ān
鞍青鞋 saddle shoe
按 àn
按扣 snap button
暗 àn
暗缝外包头 reversed toe-cap
暗接缝 closed seam；blind seam
暗拉链 invisible zigger
暗线缝边 bagged edge
暗鞋底边 close sole edge
暗鞋跟边 close heel edge
暗鞋跟 blind eyelet

芭 bā
芭蕾舞鞋 ballerina
芭蕾舞鞋式女便鞋 ballet slipper
拔 bá
拔楦 last slipping
板 bǎn
板球鞋 bowler shoe
板式绷尖机 bed lasting machine
半 bàn
半长插跟[=半坡跟] semi-wedge heel
半高跟 vienna heel
半高筒靴[=半筒靴] half boot
半尖头 half pointed toe
半截鞋垫 half sock
半宽沿条 pump welt
半明底边 bare-free sole edge
半内底[=半托底]
shank stiffener;shank piece;shank
半圆圈鞋带扣 D-ring lace hook
半圆头 half round toe
半月形外包头 crescent toe-cap
半整衬舌 half bellows tongue

reinforecement;shank board

绊 bàn
绊带凉鞋 strap sandal
绊带鞋 strap shoe
半条绕脚式凉鞋 bare-foot sandal
帮 bāng
帮 upper;shoe upper
帮包内底缝粘结合法
sewn and cement construction with upper margin stitched on
inside
帮部件 upper components; upper parts
帮茬 upper bevel edge
帮衬 upper backer
帮衬里[=帮里] upper lining
帮夹衬[包括主跟内包头] upper reinforcement
帮件裁断下料机 upper clicking press
帮件回软 upper mulling
帮件结合垫口护条 upper stay
帮脚 upper margin
帮脚成型边缘 feather edge
帮脚打褶 upper margin pleating
帮脚起毛 upper margin roughing
帮脚涂胶 lasted upper bottom cementing
帮脚熨平 bottom ironing
帮口定型 topline shaping
帮料 upper stock
帮面 upper outside
帮面件打缺口标记 upper notching
帮面件片边 upper skiving
帮面熨平 upper ironing
帮样[=鞋帮样板] upper pattern
帮样取样楦面展开半面图样 forme
帮样取样楦面展开比楦法 forme-making by paper drawing
帮样取样楦面展开画样糊纸法
forme-making by paper drawing and sticking
帮样取样楦面展开平面切割法 forme-making by slotted fabric
帮样取样楦面展开平面设计法 forme-making by flat representation
帮样取样楦面展开三角逼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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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e-making by triangular approximation
帮样取样楦面展开实心法 solid-forme
帮样取样楦面展开贴胶带法 forme-making by taping
帮样取样楦面展开脱壳法 shell forme
帮样取样楦面展开鱼骨法 herring-bone forme
帮样取样楦面展开粘贴法 forme-making by sticking paper or fabric
帮样取样楦面展开真空法 vacuum forme
帮与内底垫缝合套楦成型工艺
sewn-in sock construction;strobel method

编织的鞋面 plaited upper
编织凉鞋 woven sandal
编织网眼鞋帮 plaited mesh upper

棒 bàng
棒球鞋 baseball shoe
棒状鞋跟 striped heel

标 biāo
标称鞋楦展开图样 mean forme
标样楦 template last for copying
标准弹簧楦 standard hinged last
标准鞋楦 standard last model
标准鞋楦校正展开图样 standard forme
标准样板 standard pattern

包 bāo
包边 binding
包跟机 heel covering machine
包跟皮 heel cover
包口皮 topline binding tape
包木跟 heel covering
包内底 insole binding
包内底楞 rib reinforcement
包绳缝纫 piping;cording
包绳绕缝 piped seam
包头toe cap;toe tip(外包头);toe puff;box toe(内包头)
包头长度[外包头] cap depth
包头成型机[内包头] toe puff shaping machine
包头冲孔[外包头] toe cap punching
包头活化[内包头] toe puff activation
包头片茬[外包头] toe cap skiving
包头软化[内包头] toe puff softening
包头下部边沿线 cap line
包头印置机[内包头] toe-puff applying machine
包头蒸湿[内包头] toe puff steaming
包子式鞋 moccasin
包子鞋 moccasin shoe

扁 biǎn
扁形鞋头 flat toe;flat toe-end
便 biàn
便鞋 casual shoe

冰 bīng
冰刀鞋 ice-skate shoe
冰球鞋 hockey shoe
冰上曲棍球鞋 ice hockey shoe
冰鞋 skating shoe
冰靴 skating boot
病 bìng
病房拖鞋 ward slipper
病脚鞋 freak shoe
波 bō
波纹侧边压型沿条 top-notch storm welt
波纹外底 ripple sole
波状包跟 foxing counter
波状衬里包头护条 shield toe tape
波状鞋跟 fancy eyelet
补 bǔ
补跷 supplementary spring
补强衬带 reinforcement stay
补鞋用革 shoe repair leather

保 bǎo
保暖鞋 warm-lined shoe
保险皮 back-strap;back-strip
保育员鞋 nersery shoe
刨 bào
刨楦 shoe last planing
背 bèi
背跗线 ball-instep line
背中线 front curve line of last
背中线凹凸度 curvature of front line of last
绷 bēng
绷帮[=绷楦] shoe last planing
绷帮吊正机 pull-over machine
绷帮机 lasting machine
绷帮钳 lasting pineer
绷帮用擦板 wiper
绷帮余量 lasting allowance
绷衬里 lining lasting
绷跟 heel lasting;seat lasting
绷跟机 heel seat lasting machine
绷好帮的鞋底盘 lasted bottom
绷后帮 heel seat lasting
绷尖 forepart lasting;toe lasting
绷尖机[绷前帮机] forepart lasting machine;toe lasting machine
绷头帮 forepart lasting;toe lasting
绷腰[绷中帮] side lasting;waist lasting
绷腰机 side lasting machine;waist lasting machine
绷中后帮 side and seat lasting
绷中后帮机 side and seat lasting machine

不 bù
不绷帮成型套柜工艺
slip-lasted process;forced-lasted process
不绷帮成型线缝胶粘鞋工艺 california process
不绷帮成型鞋 slip-lasted shoe;forced-lasted shoe
不打刺孔印配帮件法 held-together method of upper closing
不对称帮样 asymmetric upper pattern
不对称拼接鞋前帮 asymmetric vamp
不对称鞋帮 asymmetric upper
不开槽缝合外底 fair stitching
布 bù
布帮面 fabric upper;cloth upper
布帮拖鞋 fabric slipper
布夹送布 clip feed
布里 fabric lining
布面系带半筒靴 brodeguins;buskins
布面胶底轻便运动鞋 sneakers
布面凉鞋 cloth sandal
布前帮 fabric vamp
布鞋 cloth upper shoe

C

比 bǐ
比楦取样法 paper forme making by drawing on last

擦 cā
擦板[绷楦机用] wiper
擦底面 sole bottom burnishing
擦蜡抛光外底边 sole edge wax burnishing
擦鞋 shoe polishing
擦鞋光亮剂 shoe shine
擦鞋油 shoe polish

编 biān

裁 cá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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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底料 bottom stock cutting
裁断[=下料] cutting
裁断刀模 cutting die
裁断垫墩 cutting block
裁断件刺孔标记 notching;prick mark
裁断套排 nesting
裁断鞋帮 upper clicking
裁断鞋底 sole dieing-out
裁口条机 topline tape cutting machine
裁切沿条 welt stripping
裁主跟牙口机 stiffener gimping machine

衬 chèn
衬半内底 shank-board backing
衬垫片 underlay
衬件[=鞋面鞋里间中衬] interlining
衬里 lining
衬里裁断 lining cutting press
衬里打印机 lining stamping
衬里拉伸 lining stretching
衬里修边 lining edge trimming
衬里沿口 top edge of lining
衬主跟 counter backing

彩 cāi
彩色鞋底 coloured sole
彩色鞋跟 coloured heel

撑 chēng
撑帮 pre-lasting
撑具[=鞋撑] tree; stretcher

槽 cáo
槽纹勾心 fluted shank
槽纹外底 ribbed sole

成 chéng
成帮检测 closed upper inspection
成年人鞋 adult shoe
成品鞋 finished shoe
成品鞋装箱盒 boxing up
成人脚 adult foot
成套截断 cutting in pairs
成鞋检测 finished shoe inspection
成鞋胶底耐磨性试验
abrasion resistance test on rubber sole of finished shoe
成鞋胶底耐折性试验
flexing resistance test on rubber sole of finished shoe
成形 shaping
成型 moulding
成型底 unit sole
成型底打印 unit sole marking
成型底磨光 unit sole buffing
成型底模压成型 unit sole moulding
成型底片材截断 unit sole sheet cutting
成型底片平 unit sole splitting
成型底起毛 unit sole roughing
成型底制灰 unit sole brushing
成型底涂色 unit sole inking
成型底修边 unit sole trimming
成型机 moulding machine
成形外底 moulded sole
成型性能 moulding properties
成型压型底 unit moulded sole
成型主跟 moulded counter

草 cǎo
草拖鞋 straw slipper
草鞋 straw shoe
侧 cè
侧衬 side lining
侧撑条 side stay
侧缝半筒工作靴 plow boot;plough boot
侧空系带便靴 open-shank tie boot
侧空鞋 open-shank shoe
侧面系带鞋 side-laced shoe
侧面扣带鞋 side buckle strap shoe
侧面拉链靴 side zipped boot
侧面松紧带靴 side elastic boot
侧面中衬 side interlining
侧面中线[跖趾突点至后跟突点的线] side line
测 cè
测前跗骨围长 instep girth measuring
测楦跗围 waist girth measuring
测跖趾关节围长 joint measuring
层 céng
层压内底 laminated insole
插 chā
插板[=擦板] wiper
插板绷帮 wiping-in
插板拉伸 wiping
插根[=插鞋跟皮] wedge lift; middle lift
插根中底[=运动鞋坡形中底] middle wedge
插坡跟[=坡跟=锲形跟=长插跟] wedge heel
插入的脚弓内底垫 footbed
插绳条 cording
插条接缝[=嵌条接缝] welted seam
插腰板[=勾心垫片] shank board

城 chéng
城市上街穿的轻便浅口鞋 city shoe; street shoe; town shoe
尺 chǐ
尺寸测量 size measurement
尺寸低于标准 undersized
尺寸过大 oversize
尺寸简易标记 size marking
尺码 size
尺码分类 size run
尺码符号 size mark
尺码系列 size range

叉 chā
叉带式凉鞋 cross-strap sandal
叉带式鞋 cross-strap shoe

齿 chǐ
齿形边 serrated edge

长 cháng
长包头[=翼型外包头] wing cap
长插根[=坡跟] wedge heel
长尖头 long pointed toe
长筋皮[=后筋皮] back strap
长舌鞋 long-tongue shoe
长筒靴 long boot
长途步行靴 trekking boot
长鞋头楦 extended last

赤 chì
赤脚尺码 nude size
赤脚凉鞋 bare-footed sandal
赤脚拖鞋 bare-footed slipper
赤脚鞋 bare-footed shoe
冲 chōng
冲锤 punching hammer
冲卷跟皮 sole-flap trimming
冲孔 punching; perforating
冲孔冲模 punching die

车 chē
车胎底 tyre sole
车削木根 wood heel tu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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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孔砧板 punching block
冲浪鞋 surfing shoe
冲里边 lining edge trimming
冲外底残余硫化胶料 trimming of rubber residue on outsole
出 chū
出边外底 extended sole
出边鞋 wide-edged shoe
出边鞋跟 extended heel
出楦[=脱楦] last slipping
穿 chuān
穿花 rand treatment
穿花埂 rand treatment on apron seam
穿花围盖 rand treatment on wing cap covered vamp
穿花镶盖 rand treatment on apron covered vamp
穿条 rand treatment
传 chuán
传统烧麦式鞋 typical moccasin
传统式鞋楦 conventional last
传统式样鞋 conventional type shoe
船 chuán
船型男便鞋 slip-on
船型女便鞋 step-in
船型女高跟鞋 court shoe; pump shoe
船用鞋 boat shoe
锤 chuí
锤平外底槽 sole channel beating
锤平沿条 welt beating
次 cì
次品鞋 low-grade footwear
粗 cū
粗麻布衬里 dowlas lining
粗棉织鞋里布 wigan
粗线绳状装饰缝 cording

D

大盖前帮式鞋 apron-fronted shoe
大盖前帮式鞋接帮点 tab point
大盖前帮鞋舌 apron tongue
大盖鞋 apron-fronted shoe
大学生鞋 camp shoe
袋 dài
袋翻法暗缝 roll-bagged seam
袋翻法缝鞋沿口 bagged topline
带 dài
带软垫外底 cushioned sole
带扇形流苏鞋舌 fringed tongue
带舌头室内便鞋 Albert slipper
带式凉鞋 strap sandal
带式鞋 strap shoe
带头加箍机 tagging machine
带围条的鞋底 randed sole
带有卷舌的高跟鞋外底 Louis sole
带有前掌的外底 double show
带掌铁的鞋跟 tap heel
带掌铁的外底 tap sole
带掌铁鞋tap shoe
单 dān
单层衬里 single layer lining
单层底鞋[无内底] single sole shoe
单层内底[无勾心垫板] single layer insole
单层外底明绱鞋 single sole stitch-down shoe
单层鞋跟[=平跟] single-lift heel
单夹钳绷帮机 hand method lasting machine
单破缝沿条内底楞贴布机 welted insole-rib laying machine
单刃面刀模 single-edge cutting die
单头冲孔机 single-cut punching machine
单头铆钉机 single-cut riveting machine
单线链状缝纫 chain-stitch
单鞋眼的[一副鞋眼]one-eyelet
单针平台缝纫机 single-needle flat-bed sewing machine
单装置硫化机 unit vulcanizer
档 dǎng
挡泥条[帮脚边沿以上的护条] mudguard

搭 dá
搭跗带[=横条] bar; bar piece
搭跗绊带 instep strap
搭跗绊带鞋 bar shoe; front strap shoe; instep strap shoe
搭接缝 lapped seam
搭扣 buckle
搭扣带 buckle strap

刀 dāo
刀模 cutting die; press die

打 dá
打钉绷帮机 tack lasting machine
打钉绷腰机 tack side lasting machine
打花孔机 gimping machine
打裥机 pintuck machine
打剪口 serration
打孔 punching; perforation
打孔前帮 gimped vamp; brogued vamp
打孔外包头 gimped cap; punched cap
打孔鞋舌 perforated tongue
打蜡鞋底 waxed sole bottom
打猎靴 hunting boot
打鞋眼机 eyelet punching machine
打鞋掌铁 tapping
打眼孔衬垫皮 underlay
打印商标 brand stamping
打印鞋尺码 size marking
打褶三角形料 gusset

倒 dào
倒三角形跟 inverted pyramid heel
倒针加固缝 back tacking

大 dà
大插根[=长插根=坡形跟] wedge heel
大盖 apron

导 dǎo
导缝器 edge guide for stitching
导线器 thread guide
导针器 needle guide

登 dēng
登山靴 mountain boot; climbing boot
低 dī
低帮鞋 low-cut shoe
低档鞋 low-grade footwear
低跗脚 low-arched foot
低跟 low heel
低跟轻便鞋 low-heeled walking shoe
低跟轻软舒适便鞋 comfort shoe; lounging shoe
低弓脚 low-arched foot
低口门鞋 low-cut shoe
低筒靴 low-leg boot
低鞋口鞋 low-top shoe
低沿口高腰鞋 low riser
底 dǐ
底边 sole edge
底边粗锉削 sole edge ras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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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边锉磨 sole edge setting
底边抛光 sole edge burnishing
底边涂色 sole edge inking
底边铣削 sole edge trimming
底边熨烫 sole edge searing
底料 bottom stock
底料裁断 bottom stock dinking
底面花纹图案 sole tread pattern
底盘[=膛底楞] bottom; shoe bottom
底盘帮脚起毛 bottom roughing
底盘帮脚涂胶 bottom cementing
底盘周边 bottom edge
底盘周边线 bottom line
底台[凉鞋弓形内底与外底合成的底] footbed-sole
垫 diàn
垫外底[=中底] mid-sole; middle sole
垫心料[=填心料] bottom filler
雕 diāo
雕花 gimping
雕花皮鞋 brogue
雕花鞋帮 brogue shoe upper
吊 diào
吊正绷帮机 pulling-over and lasting machine
吊正机 pulling-over machine
叠 dié
叠层跟[=积层跟] built-up heel; built heel
丁 dīng
丁带式鞋 T-strap shoe
钉 dīng
钉鞋 riveted shoe; spiked shoe
钉子 nail; tack
钉 dìng
钉插根[=钉坡跟] wedge lift tacking
钉钉绷帮 littleway staple lasting
钉钉绷帮线缝鞋 staple lasted shoe
钉钉绷帮线缝沿条鞋 staple lasted welted shoe
钉钉绷腰机 tack side lasting machine
钉钉胶粘绷帮机 cement staple lasting machine
钉钉结合 nailed process
钉钉结合鞋 nailed shoe
钉钉螺钉与线缝结合靴 riveted serewed 安定 stitched boot
钉勾心 shank riveting
钉螺钉上鞋底工艺 screwing process
钉内底机[=钉膛底机] insole tacking machine
钉盘条机 rand tacking machine
钉外底机 sole riveting machine
钉鞋跟机 heel nailing machine
钉鞋跟面[=钉掌面] top-lift slugging
钉鞋跟面用金属丝 slugging wire
钉鞋跟面用销钉 slugging pin
钉鞋跟用栓销 spigot
钉鞋眼机 eyelet setting machine
钉掌条机 rand tacking machine
钉掌铁 clout nailing
钉组合外底 pieced-sole tacking
定 dìng
定做的鞋 tailor-made shoe
兜 dōu
兜缝[=袋翻法暗缝] roll-bagged seam
兜跟围长[=后帮上口线] quarter curve
短 duǎn
短跑鞋 sprinting shoe
短筒靴 boote
短统靴[=短靴] ankle boot
断 duàn

断帮脚 broken upper margin
断底 broken sole
断跟 broken heel
缎 duàn
缎帮面鞋 satin shoe
缎拖鞋 satin slipper
对 duì
对称鞋帮 symmetric upper
对称楦 symmetric last
对缝 open seam
对接缝 butted seam
多 duō
多层外底截断机 multiple sole cutting machine

E
耳 ěr
耳式鞋 shoe with facing
耳钎式鞋 shoe with buckled facing

F
帆 fān
帆布帮面橡胶底鞋 plimsoll shoe
帆布帮面橡胶底运动便鞋 sneakers
帆布帮面鞋 canvas shoe
翻 fān
翻帮脚 stitch-down flanging; veldt-seat flanging
翻帮脚绱鞋法 ideal working
翻帮脚压条发 stitch-down process; veldtschoen process
翻帮脚压沿条法 welt stitch-down process
翻槽机 channel opener
翻缝 round-seam
翻口 cuff
翻口高筒靴 cuff-top high boot
翻口靴 cuff-top boot
翻起的内底卡口 opened lip
翻绱法 turn-sewing
翻绱系带浅帮鞋 turn Oxford
翻绱鞋 turn-sewn shoe
反 fǎn
反缝鞋前尖 reverse toe-end
反缝沿条 reversed welt
反脑[=内包头] toe-puff
反绒面草鞋 suede shoe
方 fāng
方口式鞋 square-throat shoe
方鞋头鞋 square toe-end shoe
防 fang
防护金属外包头 valve cap
防滑鞋 anti-slipping shoe
防碰撞鞋包头 blocked toe-cap
防热防油底防砸包头安全靴
heat and oil resistant safety toe-cap shoe
防水鞋帮面 waterproof shoe upper
防水靴 waterproof boot
仿 fǎng
仿叠层跟 spectro heel
仿路易斯卷底高跟鞋 mock Louis shoe
仿皮底 man-made leather sole
仿烧麦式鞋 imitation moccasin
仿沿条 imitation welt
仿沿条胶粘鞋 welded welt shoe
纺 fǎng
纺织品帮面 fabric u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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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fang
放样 pattern grading
放样样版 grading pattern

跗面横条 instep bar piece
跗面线 front line
跗围[=楦跗围] waist girth
跗腰控制线 instep-waist control line

飞 fēi
飞行用靴 flying boot

斧 fǔ
斧形跟 continental heel

鲱 fēi
鲱鱼骨人字形取样 herring-bone forme

复 fù
复合送布 compound feed

肥 féi
肥脚鞋 stout shoe
肥瘦度测量 width measuring
肥瘦度系列
腓 féi
腓骨 fibula

覆 fù
覆外底 sole laying; sole attaching

分 fēn
分怀处理 inside-outside presentation of forme
分节楦 sectional last
封 fēng
封闭跗面鞋设计 close-in front design
封住的内底槽卡口 attached rib
缝 féng
缝帮 closing
缝帮机 upper stitching machine
缝包跟 quarter foxing closing
缝包头 cap stitching
缝保险皮 back-strap stitching
缝衬里 lining stitching
缝衬里后缝 quarter lining backseaming
缝衬里前边 toe lining seaming
缝反里 reverse side stitching of lining
缝反面 reverse side stitching of upper outside
缝埂 plug open seam stitching
缝埂式鞋 open seam plug vamp shoe
缝合缝 seam
缝合后缝 backseam stitching
缝合前帮 vamp stitching
缝合双层外底机 clumping machine
缝后帮 quarter closing
缝后筋皮 back-strap stitching
缝护条皮 staying
缝拉链 zipper assembling
缝内底 upper-insole stitching
缝内底垫[缝鞋垫] sock sewing
缝内线机 inseaming machine
缝粘结合法工艺 California process
缝盘式外底机 Opanka sewing machine
缝前帮里 vamp lining stitching
缝筒口 leg closing
缝外底 outsole stitching
缝鞋舌 tongue attaching
缝沿口条 topline stay binding
缝沿条 welt attaching
缝圆形整前帮 golosh closing
缝褶 tuck sewing
缝之字缝 zigzag stitching
缝中埂 vamp front open seam stitching
缝装饰线 fancy stitching
缝 fèng
缝[=接缝] seam
缝端加固 bar tacking; barring
跗 fū
跗骨 tarsus
跗脊线 instep line
跗面 instep
跗面鞍形帮面件 saddle

G
盖 gài
盖式前帮鞋 apron-fronted shoe
盖饰[=翼型外包头] wing cap; wing tip
橄 gǎn
橄榄球鞋[美国用语] football shoe
钢 gāng
钢勾心 steel shank
高 gāo
高帮鞋 high-cut shoe
高档鞋 high-grade footwear
高跗脚 arched foot
高卷跟 Louis heel
高筒防水胶靴 wading boot
高筒系带靴 high-lased boot
高筒胶靴 high overshoe
高通橡胶套鞋 galoshes
高筒靴 high boot; knee boot
高突沿条档泥鞋 meld-guard shoe
高鞋口 high-top
高沿口鞋 high-riser
高腰绊带式 ankle strap bootee
高腰大橡筋式 gore bootee
高腰拉链式 zipped ankle boot
高腰旁扣式 side-fastened bootee
高腰旁拉链式 side-zipped bootee
高腰钎式 buckle-fastened bootee
高腰橡筋鞋 gore ankle boot
高桩柱式缝纫机 post-bed stitching machine
歌 gē
歌舞鞋 opera shoe
跟 gēn
跟部 heel seat
跟部绷帮 heel seat lasting
跟部绷帮机 heel seat lasting machine
跟部成型 seat bedding
跟部高度 heel height
跟部掌铁的楦 seat plated last
跟骨 heel bone
跟腱垫 Achilles tendon pad
跟口成型机 spooler; heel breast forming machine
跟面[=鞋跟面皮=后跟掌面] top-piece
跟面热抛光 top-piece setting
跟皮[=鞋跟里皮] heel lift
跟条[=跟条式鞋跟里]
seat lift; skeleton lift; split lift
工 gōng
工艺给跷 additional spring for construction
工作靴 work shoe; duty shoe; service shoe
工作样板 actual pattern
弓 gōng
弓形垫 arch support; cook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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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gōng
公务员制式工作鞋 uniform shoe
勾 gōu
勾心[=钢条]shank
勾心安装机 shank attaching machine
勾心半内底[=勾心垫片=半内底]
shank piece; shank board; shank reinforcement
勾心部位 shank; waist
勾心固定 shank fitting
勾心铆接 shank riveting
钩 gōu
钩钉 staple
钩钉绷带 staple lasting
钩钉绷腰 staple side lasting
钩钉固定内底机 insole stapling machine
钩眼[=钩状鞋跟] hook
钩眼护条 hook stay
沟 gōu
沟纹外底 fluted sole
骨 gǔ
骨架式内底沿条鞋 skeleton welted shoe
鼓 gǔ
鼓岗 ball
滚 gǔn
滚边 binding; slip-beading
滚条 binding tape
滚压齿纹的沿条 wheeled welt
滚压花纹的外底 wheeled sole bottom
H
海 hǎi
海军海员用鞋 navy shoe
合 hé
合槽 channel closing
合成革内底 synthetic leather insole
合成革鞋面 synthetic leather upper
合后缝 closing of backseam
合后缝衬布 backseam stay
横 héng
横条 bar; bar piece
后 hòu
后绊带式凉鞋 back strap sandal
后帮 quarter
后帮成型机 backpart moulding machine
后帮耳前端点 quarter corner
后帮高度 quarter height
后帮机[=绷后帮机] heel-seat lasting machine
后帮拉伸 backpart stretching
后帮里 quarter lining
后帮片边 quarter edge skiving
后帮上口 quarter topline
后帮提耳 pult-strap
后帮外包跟波形翼 counter wing
后帮预成型机 backpart premoulding machine
后插跟[=插跟=插鞋跟皮] wedge lift;middle lift
后插掌[腰窝跟部内外底间填隙片] Dutchman
后缝敲平贴条机 backseam pounding and taping machine
后跟 heel
后跟高 heel height
后跟弧度 heel curve
后跟里[=鞋跟里皮] heel lift
后跟面[=鞋跟面皮] top-piece
后跟条[=围条、盘条、掌条] heel rand

后跟突点 mid-point of heel curve
后跟腰窝铁掌楦 heel and waist plated last
后跟掌口外底卷边粘贴 heel breast flap pasting
后跟子口压平机
shoe bottom heel feather edge leveling machine
后跟座 heel seat
后跟座成型机 heel-seat forming machine
后跟座敲平 seat pounding
后跟座修削 seat paring
后跟座压沟纹 seat beading
后弧中点 central point of heel curve
后筋皮 back-strap
后空后带式女鞋 sling-back
后空前空鞋 open-toe and open-back shoe
后空前满鞋 open-back and closed-toe shoe
后空鞋 open-back shoe
后空中空前满鞋 open-back open-waist closed-toe shoe
后跷 pitch; heel pitch
后跷高 heel pitch height
后容差 back allowance
后身高 back height
后掌[=鞋跟] heel
后直高鞋 straight back heel
后中帮 quarter insertion
厚 hòu
厚底鞋 platform shoe
护 hù
护耳皮
护口皮
护士鞋
护条皮

facing stay
topline stay
nurse’s shoe
upper reinforcement stay

花 huā
花结 knot; bow
花孔鞋 brogue
花样鞋舌 kiltie tongue
花样鞋跟 ornamental eyelet
花样沿条 ornamental welt
划 huá
划面 lay-out and marking of upper
滑 huá
滑冰鞋 skating shoe
滑动弹簧楦 slide hinged last
滑雪靴 ski boot
画 huà
画样糊纸取样法
forme-making by drawing and sticking paper on last
踝 huái
踝带鞋 ankle-strap shoe
踝骨 ankle bone
踝围长 ankle girth
回 húi
回针 back-stitching
活 huó
活动鞋跟 loose heel
活盖楦 cone last

J
击 jī
击剑鞋 fencing shoe
机 jī
机缝反绱鞋 machine-sewn turn shoe
机缝工艺 machine-sewn construction
机缝鞋 machine-sewn shoe
机缝鞋绷帮 machine-sewn la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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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缝沿条鞋 machine welted shoe
机器放样 machine grading

交叉对缝缝合 cross butt stitch
交替送布 alternating feed

积 jī
积层跟 built heel; stacked heel

胶 jiāo
胶底[=橡胶底] rubber sole
胶底帆布运动鞋 sneakers
胶底起毛机 rubber sole roughing machine
胶底鞋 rubber-soled shoe
胶底修边 rubber sole edge trimming
胶粘 cementing
胶粘绷帮 cement lasting
胶粘绷帮鞋 cement lasted shoe
胶粘绷尖 cement toe lasting
胶粘绷腰 cement side lasting
胶粘钉钉绷帮 cement staple lasting
胶粘覆外底 cement sole attaching
胶粘工艺 cemented process
胶粘剂 adhesive; cement
胶粘结合 cement attaching; adhesive attaching
胶粘接缝 adhesive joint
胶粘扣底机 cement sole laying machine
粘胶力试验机 peel testing machine
胶粘强度 adhesive strength
胶粘拖鞋 welded slipper
胶粘外底机 cement sole attaching machine
胶粘外底鞋 cement-soled shoe
胶粘鞋 stuck-on shoe; cemented shoe
胶片包边帆布鞋 rubber foxing taped canvas shoe
胶鞋[=橡胶鞋] rubber footwear
胶鞋硫化 rubber footwear vulcanization

畸 jī
畸形脚 talips; club foot
麂 jǐ
麂皮鞋 buckskin shoe
系 jì
系带高筒靴 high laced boot
系带钩扣 lacing hook
系带环扣 lacing loops
系带浅帮鞋 Oxford shoe
系带鞋 laced shoe
系扣鞋 buttoned shoe
系上鞋带 tying over
技 jì
技巧运动鞋 mat shoe
加 jiā
加固缝纫 barring; veeing
加固缝纫机 bar-tacker
加州式平台线缝胶粘套楦工艺
California Process; slip-lasted platform shoe process
夹 jiā
夹钳绷帮机 consolidated lasting machine
家 jiā
家用平底拖鞋 scuff
家用拖鞋 house slipper
家用鞋 house shoe
假 jiǎ
假积层跟包跟皮 sliced leather block sheet heel cover
假积层跟包跟皮切片机 leather block slicing machine
假烧麦式鞋 mock moccasin shoe
假鞋带 tassel
假沿条 mock welt
假沿条鞋 loose-lined welted shoe
驾 jià
驾驶员鞋 driving shoe
尖 jiā
尖跟铁掌楦 toe and teel plated last
尖口鞋 tapered-throat shoe
尖头鞋 pointed toe shoe
尖头楦 tapered-toe last
尖细高跟 spike heel
剪 jiǎn
剪里[=剪多余衬里] lining trimming
简 jiǎn
简易坡跟 scooped wedge
腱 jiàn
腱 tendon
健 jiàn
健美操鞋[=有氧鞋] aerobic shoe
健身鞋 fitness shoe
降 jiàng
降跷 descended spring of forme
交 jiāo
交叉绊带鞋 cross-strap shoe

铰 jiǎo
铰接楦 hinged last
铰链楦[加州式鞋用] slide-o-matic lasc
脚 jiǎo
脚底 bottom of foot
脚弓 arch of foot
脚弓垫 arch support; cookie
脚弓内底垫 footbed
脚腕[=踝] ankle
脚腕围长 ankle girth
矫 jiǎo
矫形垫 arch support; cookie
矫形后跟 corrective heel
矫形内底垫 footbed
矫形坡跟 Thomas wedge heel
矫形鞋 orthopedic shoe
矫形楦 shoe lengthener
接 jiē
接帮点[鞋耳开口最下端] tab point
接帮量 lapped seam length
接缝 seam
接缝撕破强度 stitch tear strength
接近大趾的脚掌鼓岗部位 ball of foot
金 jīn
金属防护外包头 protective metal cap
金属勾心 metal shank
金属偏掌 steel heel tip
金属丝卡钉 wire staple
金属鞋楦 metal last
锦 jǐn
锦羊皮[=小山羊皮鞋面革] kid upper leather
经 jīng
经向排列划料套裁 warp system
精 jīng
精致低跟鞋 dress flat shoe
精致家用便鞋 boudoir sli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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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浅帮系带鞋 dress Oxford
精致鞋 dress shoe
距j ù
距骨 talus
锯 jù
锯齿形边 serrated edge
锯齿形缝纫 zigzag stitching
卷 juǎn
卷边缝 hem
卷底 Louis sole
卷底包掌口机 sole-flap heel-breast covering machine
卷底高跟鞋 Louis shoe
卷底高跟鞋跟面 Louis heel top-piece
卷底高跟鞋跟面修削机 Louis heel top-piece trimmer
卷底女凉鞋 Sahara sandal
卷底砂光 stripping
卷底舌 Louis sole flap
卷跟 Louis heel
卷跟冲边 heel breast flap trimming
卷舌式鞋 curled-tongue shoe
卷轴形高跟 spool heel
卷掌 Louis sole flap
绝 jué
绝缘鞋 insulating footwear
军 jūn
军靴 combat boot
军用鞋 military shoe
军用鞋后跟 military shoe heel
军用鞋内包头 arms boot toe-puff
军用靴 military boot

K
开 kāi
开槽 channel cutting
开槽机 channel cutting machine
开模 mould opening
靠 kào
靠模样板 template pattern
靠模样楦 template sample last

扣 kòu
扣按扣鞋 bottoned shoe
扣底[=扣外底] sole laying
扣前掌 resoling
快 kuài
快速系紧解开的鞋带 speed lace
宽 kuān
宽边底[=出边外底] extended sole
宽出边 extension edge
宽底边鞋 wide-edge shoe
宽卡口沿条内底 wide-rib insole
宽勾心 wide shank
宽口出边 square edge
宽口门 decolletage
宽头外底 wild-toe sole
宽沿条 wide welt
宽圆头型鞋楦 balloon-toe last
宽圆形鞋头 balloon toe
宽圆形上口高筒靴 broad-top boot
扩 kuò
扩缩仪 pantograph

L
拉 lā
拉帮 pulling over
拉帮绷帮机 pulling-over and lasting machine
拉帮机 pulling-over machine
拉链高筒靴 zip-fronted boot
拉链式短靴 zipped ankle boot or bootee
拉伸鞋帮 upper stretching
拉绳绷帮法[=拉线绷帮法] string lasting
拉绳绷帮家用便鞋 Dowie slipper
拉绳绷帮鞋 Dowie shoe
篮 lán
篮球鞋 basket-ball shoe
懒 lǎn
懒汉鞋[=平跟船鞋] loafer; coin shoe
榔 láng
榔头皮鞋[=鎯头皮鞋] bump toe shoe

可 kě
可拆式后跟 detachable heel
可拆式后跟面 detachable top-piece
可拆式鞋跟掌 detachable heel piece
可拆楦[=铰接楦] hinged last
可更换外底 renewable sole

浪 làng
浪板鞋 wave-lashing board type sole

刻 kè
刻木跟机 wooden heel turning machine
刻双槽沿条内底凸条贴衬机 lip line machine
刻双道破口机 apex channeler
刻楦机 last turning machine

老 lǎo
老人鞋 gelont

空 kōng
空跟满头鞋 open-heel full-toe shoe
空手道鞋 Taekwondo shoe
空头空跟鞋 open-toe open-heel shoe
空头满跟鞋 open-toe full-heel shoe
空心金属楦 hollow metal last
空心绳装饰缝纫机 air-cord stitcher

擂 lèi
擂平接缝 seam pounding; seam rubbing down

口 kǒu
口门 throat
口门长 throat length
口门宽 throat width
口门位置 throat position

劳 láo
劳保鞋[=劳防鞋] protective footwear; safety shoe
劳保靴[=劳防靴] safety boot; working boot

烙 lào
烙平接缝 seam leveling

垒 lěi
垒球鞋 softball shoe
楞 léng
楞[=内底开槽凸条] rib; lip
楞钉钉上的外底 blinding sole
冷 lěng
冷粘胶粘鞋 cold-cemented shoe
冷粘外底压合机 stick-on press
礼 l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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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鞋[=精致鞋] dress shoe

M

连 lián
连环铰链楦 circular hinge last

麻 má
麻编凉鞋 alpargata
麻底布鞋 espadrills

廉 lián
廉价不系带船形平跟便鞋 loafer; coin shoe

马 mǎ
马球靴 polo boot
马蹄形鞋跟掌铁 calk
马靴 horse-riding boot
马靴筒口 hussar boot-top

链 liàn
链状单线缝结合外底 chain-stitch bottom
链状单线缝纫机 chain-stitch machine
链状单线缝沿条机 chain-stitch welter
凉 liáng
凉便鞋 sandalette
凉鞋 sandal
凉鞋插绊条内底样板 insole pattern for strap inserted sandal
凉鞋内底 sandal insole; runner
凉鞋内底插条打孔 runner edge perforation
凉鞋内底銧槽 sandal insole channeling
凉鞋条带穿插不齐 unlevel arrangement of sandal straps
凉鞋用棉织绊带 sandal web

满 mǎn
满帮鞋 closed shoe
满跟空头鞋 open-toe full-heel shoe
满前帮鞋 full vamp shoe
满头空跟鞋 full-vamp open-back shoe
满头满跟空腰鞋 full-vamp full-heel open-waist shoe

两 liǎng
两步绷帮法 two-operation lasting
两对鞋眼系带鞋 twin-eyelet shoe
两节楦 two-part last
两片料间嵌条的接缝 welted seam

毛 máo
毛皮靴 fur boot

缭 liáo
缭边接缝 overcast-stitch seam
缭缝 over-stitch
缭缝机 whipping machine

密 mì
密缝对针缝 silked seam

菱ling
菱形鞋头diamond toe
流 liú
流苏[=穗饰] fringe
流苏式口门装饰件 fringe tab
流苏式扇形鞋舌 fringe tongue
流苏饰带 tasseled lace
硫 liú
硫化底胶鞋 vulcanized sole rubber shoe
硫化底沿条鞋 vulca-welt shoe
硫化底沿条鞋制作工艺 vulca-welt process
硫化法 vulcanization process
硫化罐 vulcanizer
硫化皮靴 vulcanized leather boot
硫化橡胶底 vulcanized rubber sole
硫化橡胶底鞋 vulcanized rubber sole shoe
六 liù
六队鞋眼鞋 six-eyelet shoe
龙 long
龙门下料机 travelling-head cutting machine
旅 lǚ
旅游鞋 jogging shoe
铝 lǚ
铝楦 aluminium last
轮 lún
轮式溜冰鞋 roller skate
轮胎底 rubber-tyre sole
螺 luó
螺钉钉跟机 heel screwing machine
螺钉结合的外底 screwed sole
螺钉结合靴 screwed boot
螺钉上外底工艺 screwed process

慢 màn
慢跑鞋[=旅游鞋] jogging shoe

铆 mǎo
铆勾心 shank riveting

绵 mián
绵羊皮鞋面革 sheep upper leather
绵羊皮正面软革 sheep nappa leather
棉 mián
棉皮鞋 winter ankle boot
棉鞋 cotton-padded shoe
面 miàn
面革[=鞋面革] shoe upper leather
面革裁断 upper leather clicking
面送布[=上送布] top-feed; upper-feed
抿 mìn
抿边[=折边] folding
抿边机 folding machine
明 míng
明槽 unstuck channel
明底边 scotch edge
明缝 outseam
明绱鞋[=翻边压条鞋] stitch-down shoe
模 mó
模板 template
模具楦 model last
模压工艺 mouded construction
模压底 mouded sole
模压底鞋 mouded sole shoe
模压机 moulding press
模压橡胶底皮鞋 moulded rubber sole leather shoe
模压鞋 moulded shoe
磨 mó
磨底边 sole edge scouring
磨掌口机 heel breast scouring machine
莫 mò
莫卡辛式鞋 moccasin shoe
木 mù
木底皮鞋 sabot
木底鞋 wood-soled sh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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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钉或铁钉钉外底半筒工作靴 brogan
木钉结合 pegged process
木钉结合靴 pegged boot
木钉上底机 sole pegging machine
木跟 wood block heel
木跟车削机 wooden heel turning machine
木跟挖窝机 wooden heel seat hollow beading machine
木勾心 wooden shank
木屐 clog
木鞋楦 wooden shoe last

内底用纸板 insole board
内底整片贴楞工艺 all-over gumming of insole rip
内底纸板截断 insole board cutting
内底纸板片平 insole board cutting
内底纸板涂胶 insole board cementing
内耳式系带鞋 Balmoral shoe
内耳式浅帮系带鞋 Balmoral Oxford
内耳式鞋 Balmoral
内翻足 varus
内后筋皮 inside back–strap
内怀 inside of the foot or last
内踝骨关节 inner ankle joint
内抿边沿口 rolled-over edge topline
内线绷腰机 inseaming and side lasting machine
内线缝底机 inseaming sole sewer
内线机 inseaming machine
内主跟 inner stiffener

牧 mù
牧童高筒靴 vaquero boot
牧童靴 cow-boy boot

N
耐 nài
耐寒防水橡胶套鞋 arctics
耐汗内底 perspiration absorbent insole
耐油外底 oil-resistant sole
耐油橡胶底 oil-resistant rubber sole
耐油鞋跟 oil-resistant heel
耐砸钢包头 impact-resistant steel cap

牛 niú
牛筋底[=绉胶底] crepe rubber sole
牛皮皮鞋 bovine leather shoe
牛剖层革鞋 bovine split leather shoe
牛绒面革鞋 bovine suede shoe
牛鞋面革 bovine upper leather
牛仔靴 cowboy boot

男 nán
男时装鞋 men’s fashion shoe
男童鞋 boy’s footwear
男鞋 men’s shoe
男鞋号 men’s size
男鞋楦 men’s last

农 nóng
农村厚底皮鞋 brogue

内 nèi
内包头 toe-puff; box toe; toe stiffener
内包头片边 toe-puff skiving
内包头软化 toe-puff softening
内包头软化机 toe-puff softening machine
内包头湿热处理 toe-puff streaming
内包头印制机 toe-puff applying machine
内衬[=中衬] interlining; inner lining
内成型工艺 slip-lasted process
内成型鞋 slip-lasted shoe
内底[=托底] insole
内底半内底粘合 adhesion of shank board to insole
内底衬垫 insock
内底成型 insole moulding
内底垫[=鞋垫] sock; sock lining
内底垫打印机 sock stamping machine
内底垫涂胶 sock pasting
内底跟部修削机 insole seat trimming
内底横向刻槽机 insole incising machine
内底勾心料裁断 shank board cutting
内底后部修削片薄机 insole backpart trimming and leveling machine
内底挤埂 insole channel lip raising
内底刻槽 insole grooving
内底刻切口 insole notching
内底楞涂胶 insole lip cementing
内底铆勾心 shank riveting
内底粘埂[=内底贴楞] insole channel lip lining
内底结合勾心垫片 adhesion of shank board to insole
内底破缝 insole channeling
内底破缝起楞 insole channel lip raising
内底起埂 insole channel opening
内底卡口 insole lip; insole rib
内底砂光 insole buffing
内底双破缝 economy insole channeling
内底双破缝贴楞 economy insole gumming
内底双破缝涂胶 economy insole lip cementing
内底烫号码标记 insole stamping
内底贴凸条 insole rib reinforcing
内底凸条 insole lip; insole rib
内底凸条涂胶 insole rib cementing
内底涂胶机 insole cementing machine
内底修削腰窝后跟部位 insole waist and heel reducing

女 nǚ
女便鞋 mules
女船型便鞋 step-in shoe
女系带鞋 colonial tie shoe
女凉鞋 ladies’ sandal
女坡跟鞋 wedge heel shoe
女浅口高跟鞋 pump shoe; court shoe
女青年鞋 maids’ shoe
女时装鞋 ladies’ fashion shoe
女室内浅帮便鞋 buskin shoe
女鞋 ladies’ shoe
女鞋号 ladies’ sizes
女鞋内底 ladies’ insole
女鞋楦 ladies’ last
女靴 ladies’ boot; bootee
女运动鞋 spectator sports shoe

P
爬 pá
爬山靴 climbing boot
拍 pāi
拍跟机 heel attaching machine
排 pái
排球鞋 volleyball shoe
排揎[=套楦] forced lasting; slip lasting
排揎成型 forced lasting; slip lasting
排揎成型鞋 forced lasted shoe; slip lasted shoe
盘 pán
盘绕式烧麦鞋 swirl moccasin
盘条 rand
盘条铣刀 rand cutter
盘形底 Opanka sole; dish sole
盘形底缝制工艺 Opanka working
盘形底与鞋帮缝合机 Opanka machine
旁 páng
旁开口式鞋 side-opening ankle boot
旁扣式鞋 side-fastened ankle boot
旁拉链式鞋 side-zipped ankle boot
跑 pǎ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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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跳鞋 running shoe; track shoe
跑鞋 running shoe; racing shoe
泡 pào
泡沫内地[=发泡内地] foam insole
配 pèi
配帮 upper fitting
配帮车间 closing department
配帮里 closing of upper; lining
配帮面 closing of upper outside
配底 bottoming
配底操作 making operation
配底车问 making room
配底件 bottom fitting
配后帮 quarter fitting
配后包根 counter pocket fitting
配后跟 heel building
配料 upper and bottom stock preparation
配双 pairing
配组合内底 unishank assembly
皮 pí
皮底 leather sole
皮革后跟 leather heel
皮革积层跟 leather built-heel
皮革内地 leather insole
皮革运动鞋 leather sports shoe
皮革中底 leather midsole
皮革主跟 leather stiffener; leather counter
皮切跟 leather built-heel
皮鞋设计师 shoe stylist
皮鞋硬衬 shoe stiffener
皮鞋主跟 leather counter
皮靴 leather boot
皮靴提耳 boot loop
劈 pǐ
劈缝 open-stitched seam
偏 piān
偏掌 heel steel tip
片 piàn
片半内底 shank piece reducing
片边[=片茬] skiving
片插根 wedge lift skiving
片卷底 sole flap skiving
片内包头 toe-puff skiving
片内底 insole skiving
片盘条 rand skiving
片外底 sole skiving
片沿条 welt skiving
片主跟 counter skiving
片主跟内包头机 counter and toe-puff skiving machine
拼 pīn
拼跟 sectional heel
拼缝 pique seam
拼合内底 blended insole
拼合内底下半部硬质料 insole backer
拼合鞋跟里皮 sectional heel lift
拼接外底 neolite sole
拼接鞋跟 neolite heel
拼前帮 split vamp
拼制鞋舌 pieced tongue
平 ping
平板绷尖机 bed-lasting machine
平板拉伸的鞋头部 bed-lasted toe
平板硫化机 vulcanizing press
平板楦 flat last
平板楦底盘 bottom of flat last
平槽[=外底合槽] channel closing

平槽机 channel sleeker
平槽轮 channel closing wheel
平车[=平台缝纫机] flat-bed sewing machine
平底板[=厚软底] platform
平底板包卷边 platform covering
平底板包卷皮 platform cover
平底板套楦成型覆掌式鞋 California shoe
平底板涂胶机 platform cementing machine
平底便鞋 casual shoe
平底反绱便鞋 cosy slippers
平底系带步行用轻便鞋 walking shoe
平底室内女拖鞋 mules
平底无根鞋 flat-soled heelless shoe
平底橡胶套鞋 foothold
平底鞋 flat shoe
平对接缝合 jockey seam
平缝 flat seam; butted seam
平缝后缝 backseam rubbing down and sewing-up
平缝机[=平车] flat-bed sewing machine
平跟 flat heel
平跟女船鞋 cutter shoe
平跟平底室内女拖鞋 mule
平勾心 flat shank
平后缝机 backseam rubbing-down machine
平厚底鞋 platform shoe
平面切割取样法 slotted fabric forme
平跷 level spring of forme
平台[=平底板] platform
平台式缝纫机 flat-bed sewing machine
平台式片边机 flat-bed skiver
平台式鞋 platform shoe
平头接缝 butted seam
平沿条机 welt flattening machine
平针缝纫 plain stitching
平跖足矫正垫 arch support; cookie
平足 flat arch foot
坡 pō
坡边外底 bevel-edge sole
坡跟[=长插根=大插根=锲形跟] wedge heel
坡跟鞋 wedge heel shoe
破 pò
破缝[=沿条内底开槽] channeling
破缝机 welted insole channeller
破缝沿条内底 lipped insole

Q
骑qí
骑兵半高筒靴 jodhpurs
骑兵长筒靴 Hessian boot
骑马旅行软靴 Kothornos
骑马用鞋 stirrup shoe
起 qǐ
起埂机 ribbing machine
起楞 channel opening
起楞机 channel opening machine
起毛 roughing
起毛的帮脚 roughed lasting margin
起毛的鞋底盘 roughed bottom
起毛机 roughing machine
气 qì
气垫夹层底 air-cushioned sole
气垫鞋 air-cushioned shoe
卡 qiǎ
卡钉 staple
卡钉绷帮 staple lasting
卡钉绷帮机 side staple lasting machine
卡钉固定 stapling
卡钉固定勾心 shank sta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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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钉固定内底机 insole stapling
卡钉沿条结合鞋 littleway welted shoe
卡口 insole rib
卡口贴衬并与内底粘合机 rib laying and cement attaching machine
卡盘[=插板] wiper
前 qián
前绊带式 front-strap shoe
前绊带式凉鞋 front-strap sandal
前帮绊带鞋 front-strap shoe
前帮绷楦 toe lasting; forepart lasting
前帮边 vamp edge
前帮衬里 vamp lining
前帮打花孔 vamp perforation
前帮点 vamp point
前帮垫口 vamp stay
前帮垫口粘金 vamp stay cementing
前帮方口门 square throat line
前帮缝合 vamp stitching
前帮盖 apron; plug
前帮盖与鞋舌的接帮点 tab point
前帮尖口门 peak throat line
前帮尖柱钉式凉鞋 toe-post sandal
前帮控制线 vamp control line
前帮口门 vamp throat curve
前帮口门线 front edge; facing line
前帮里 vamp lining
前帮里缝线边余量 vamp lining underlay
前帮面 vamp outside
前帮面缝线边余量 vamp outside underlay
前帮曲挠点 vamp breaking point
前帮扇 front facing
前帮深度 vamp depth
前帮伸展 vamp stretching
前帮围 vamp wing; wing cap; wing tip
前帮围盖式鞋 apron-fronted shoe
前帮翼[=鞋羽=前帮端两翼] vamp-wings
前帮余量线 vamp score line
前帮园口门 round throat line
前帮中缝 front-seam; center-seam
前不空凉鞋 closed-toe sandal
前插掌 half midsole
钱跗骨突点高度 instep height
钱跗骨围长 instep girth
前后帮合缝余量 underlay
前后帮合缝余量标记 underlay marking
前后空叉带式凉鞋 open toe and heel cross-strap sandal
前后空丁带式凉鞋 open toe and heel T-strap sandal
前后空后绊带式凉鞋 open toe and heel back strap sandal
前后空前绊带式凉鞋 open toe and heel front strap sandal
前后空式凉鞋 open toe and heel sandal
前后空中满式凉鞋 open toe and heel closed waist sandal
前后满式凉鞋 closed toe and heel sandal
前后满中空式凉鞋 closed toe and heel open-waist sandal
前尖按扣式凉鞋 toe-peg sandal
前尖绷楦机 toe lasting machine
前尖部位 toe-end
前尖插板绷帮 toe wiping-in
前尖夹钳 toe-pincer
前尖卡带式凉鞋 toe-band sandal
前尖柱钉式凉鞋 toe-post sandal
前开口式靴 front opening boot
前空船形高跟鞋 sally shoe
前空鞋 open-toe shoe; peep-toe shoe
前跷 spring; toe-spring
前跷高度 toe-spring height
前跷角 toe-spring angle
前条 front-seam stay
前条高腰式 ankle boot with front-seam stay
前条花孔式 brogue shoe with front-seam stay
前条皮 vamp front-seam stay
前掌 half sole; half middle sole
前掌踏地部位 tread part
前掌铁板 toe plate of last

钳 qián
钳帮[=绷帮] lasting
钳帮绷帮法 flat lasting
钳帮机 lasing machine
钳帮余量 lasting allowance
钳好帮的鞋底盒 lasted bottom
浅 qiǎn
浅帮系带耳内式鞋 Oxford shoe
浅帮鞋 low-cut shoe
浅口丁带式鞋 low-cut T-sharp shoe
浅口舌式鞋 low-cut tongue shoe
浅口一带式鞋 low-cut one-bar shoe
浅口中钎带式鞋 center buckle strap low-cut shoe
浅圆口鞋 low-cut round throat shoe
嵌 qiàn
嵌条接缝 welted seam
嵌中线 piped front seam
嵌中线高腰前开口式鞋 front piped seam and front opening bootee
嵌中线镶花圆口式鞋
decorative trimming and front piped seam round throat count
shoe
墙 qiáng
墙式外底 walled sole
墙式外底压合机 walled sole attaching press
跷 qiāo
跷差 difference of curvatures
跷度倾斜低跟 spring heel
跷势[=前跷] toe-spring
敲 qiāo
敲平沿条 welt hammering
切 qiē
切包跟[=防积层跟] spectro heel
切跟[=积层跟] built heel
切割缝纫接缝边沿机 under trimming machine
切条机 tape cutting machine; strap cutting machine
切外底刀s ole rounder
切鞋跟掌口机 heel breasting machine
切沿条刀 welt cutter
切沿条内线缝纫的边沿 inseam trimming
切掌条 rand cutting
轻 qīng
轻便短筒女靴 bootee
轻便鞋 casual shoe
轻便靴 light walking boot
轻便运动鞋 sneakers
轻便运动鞋式鞋 sporty casual shoe
轻舞鞋 light dancing shoe
轻型鞋靴 light-weight footwear
轻质鞋底 light substance sole
曲 qū
曲棍球鞋 hockey shoe
曲面展平 flat presentation of curved surface
曲跷 curvature of surface of last
曲跷角 angle of curved surface of last
曲跷中心 center position of curvature on surface of last
曲折缝[=之字缝] zigzag stitch
曲折缝缝纫机 zigzag stitching machine
曲折缝缝制工 zigzag stitching
取 qǔ
取跷 determination of the amount of spring
圈 quān
圈形鞋钧环 loop h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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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quán
全胶粘制鞋工艺 all-cement process
全粒面牛皮鞋面革 full-grain rind-box leather
全坡跟鞋 full-wedge heel shoe
全天候鞋 all-weather footwear
全橡胶鞋跟 all-rubber heel
全鞋垫[=整鞋垫] full-length sock

三角布[=衽裆] gusset
三角形打褶料 gusset
三节头耳内式鞋 Balmoral Oxford
三节头皮鞋 toe-cap Oxford
三节头外耳式鞋 Blucher Oxford
三眼式鞋[=三对鞋眼鞋] three-eyelet shoe
三针缝纫机 puritan stitcher

拳 quán
拳击用鞋 boxing shoe

散 sǎn
散排揎 cap spring last

裙 qún
裙式扇形鞋舌 apron tongue
裙式前帮 apron-front vamp
裙式前帮烧麦式鞋 apron-fronted moccasin
裙式前帮鞋 apron-fronted shoe
裙式前帮皱头式鞋 apron-fronted moccasin
裙形花边的 scalloped

僧 sēng
僧侣鞋 monk shoe
沙 shā
沙滩拖鞋 beach sandal
沙滩鞋 beach shoe

R
热 rè
热硫化结合上鞋底 direct moulding sole attaching
热硫化皮靴 vulcanized leather boot
热硫化橡胶底靴 direct moulded sole boot
热硫化橡胶靴 vulcanized rubber boot
热硫化靴 vulcanized boot
热硫化压机用的金属鞋楦 press last
热粘合 hot cementing
热抛光的高跟掌面 Louis top-piece
热抛光外底边机 Regal setter
热溶包头 thermo-cement toe-puff
热溶包头涂敷印置机 thermo-cement toe-puff applying machine
热溶主跟 thermo-cement counter stiffener
热熔胶粘剂 hot-melt adhesive
热熔性的 hot-melt
热塑性包头 thermoplastic toe-puff
热塑性包头涂敷印置机 thermoplastic toe-puff applying machine
热塑性反脑 thermoplastic toe-puff
热塑性聚氨酯 TPU
热塑性橡胶 TPR
热塑性主跟t hermoplastic counter stiffener
人 rén
人造革 PVC-coated fabric
人字形[=鲱鱼骨形] herring-bone
人字形展平楦面取样 herring-bone forme

砂 shā
砂半内底 shank-board buffing
砂帮脚 upper-margin buffing; bottom roughing
砂底边 sole-edge scouring
砂光 sanding; scouring
砂光轮 scouring wheel
砂内包头 toe-puff sanding
砂内底 insole buffing
砂内底边 insole-edge scouring
砂外底 outsole buffing
砂沿条 welt scouring
砂主跟 counter buffing
山 shān
山地滑雪靴 ski-mountain boot
山地靴 mountain boot
山羊皮苯胺鞋面革 goat aniline shoe upper leather
山羊皮衬里革 goat lining leather
山羊皮短筒女靴 goat leather bootee
山羊皮仿皮底鞋
goat leather upper imitation leather sole shoe
山羊皮抛光变色革鞋 goatskin brush-off leather shoe
山羊皮绒面革鞋 goat suede shoe
山羊皮网眼满头空跟鞋
goatskin plaited mesh upper full-toe open-heel shoe
扇 shàn
扇齿形边 scallop-finish edge
扇形高跟 scalloped heel
扇形跟 scallop heel
扇形鞋舌 apron tongue

绒 róng
绒面鞋面革 suede upper leather

上 shàng
上盖护条皮 overlay
上后带 backstrapping
上后跟 heel attaching
上后跟座机 seat-fastening machine
上后掌里 bottom lift attaching
上街穿的便鞋 street shoe
上口 top edge of upper
上口护条 top stay
上口线 top curve
上墙式外底机 wall sole attaching press
上跷鞋头 turn-up toe
上送布 top-feed
上锁口线 barring
上外底 sole attaching
上下送步与针送布 top，bottom and needle feed
上橡筋机 elastic gusset attaching machine
上斜长 instep curve of last
上沿条 welt attaching

软 ruǎn
软底[=软外底] flexible sole
软木底[=软木鞋底] cork sole
软木鞋垫 cork sock
软木鞋跟 cork heel
软木主跟 cork counter
软式绷帮法 flexible lasting
软性内底 flexible insole
软性外底 flexible sole
软性橡胶外底 flexible rubber sole
软性主跟 flexible counter

S
赛 sài
赛车鞋 cycling shoe
赛马鞋 Derby shoe
赛马靴 Derby boot; horse-racing boot
三 sān
三板硫化机 three-platen vulcanizing press
三步绷帮法 three-operation lasting
三角逼近取样法 forme-making by triangulation approx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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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 shāo
烧麦式鞋 moccasin
勺 sháo
勺形跟 scoop heel
少 shào
少女鞋 girl’s shoe
少女靴 girl’s boot
舌 shé
舌扣式鞋[=舌钎式鞋] buckle-tongued shoe
舌头[=鞋舌] tongue
舌头衬里 tongue lining
蛇 shé
蛇皮鞋 snake-skin shoe
设 shè
设计 designing
设计式样 styling

双破缝机 apex double channeler
双破缝起楞机 double lip turner
双破缝沿条内底 economy insole
双破缝沿条内底贴楞机 economy insole gemming machine
双线单面缝 lock-stitch seam
双线缝合鞋底 vertical attaching of sole
双线明扎缝 lock-stitch
双线锁缝机 lock-stitch machine
双眼式鞋[=双对鞋眼鞋] twin-eyelet shoe
双针缝纫机 twin-needle stitcher
四 sì
四点平测量仪
leveling device for four points at ball portion and heel
area of last bottom
四柱模压机 four-post moulding press

射 shè
射击鞋 shooting shoe

松 sōng
松紧布 gusset
松紧带条块 elastic panel
松紧口 elastic topline
松紧口鞋 gore shoe
松紧口靴 gore boot

社 shè
社交鞋 congress

送 song
送针间距 feed movement

深 shēn
深帮鞋 high-cut shoe
深船形女便鞋 step-in shoe

素 sù
素前帮 plain vamp
素式船形高跟女鞋 plain pump; plain court shoe
素头 plain vamp
素头搭跗带半高腰男鞋[=僧侣鞋] monk shoe
素头高腰耳式鞋 plain vamp and facing ankle boot
素头高腰开口式鞋 plain vamp and front opening ankle boot
素头高腰橡筋式鞋 plain vamp gore ankle boot
素头系带内耳式浅帮鞋 plain-front Oxford
素头系带外耳式浅帮鞋 Derbty shoe
素头小橡筋式鞋 smell elastic panel plain-front shoe
素头鞋 plain-front shoe; plain vamp shoe

升 shēng
升跷 lifting spring of forme
绳 shéng
绳编外底鞋 rope-sole shoe
时 shí
时装鞋fashion shoe; dandy shoe
实 shí
实用鞋样板 actual pattern
式 shì
式样 style
式样设计师 stylist
室 shì
室内女便拖鞋 ladies’ slipper
室内拖鞋 house slipper
室内无后跟女拖鞋 mule
室内鞋 indoor shoe
手 shǒu
手缝反绱鞋 hand turn shoe
手缝沿条鞋 hand-sewn welted shoe
手工绷帮 bench lasting; hand lasting
手工绷帮鞋 hand-lasted shoe
手工裁断 hand cutting
手工抿边 hand folding
瘦 shòu
瘦脚 bony foot
摔 shuāi
摔跤鞋 wrestling shoe
双 shuān
双摆臂式鞋帮料裁断机 twin clicking machine
双层式外底 full double sole
双层外底外翻帮边式凉鞋 double-soled stitch-down shoe
双辊式绷腰机 twin-roll side lasting machine
双行缝线 double stitch
双破缝 double channel

塑 sù
塑料外底 plastic sole
塑料鞋 plastic shoe
塑料鞋跟 plastic heel
塑料鞋楦 plastic last
塑料主跟 plastic counter
穗 suì
穗饰式扇形鞋舌 fringed tongue
锁 suǒ
锁边缝 overcast stitch seam
锁缝 overcast stitch
锁缝缝纫机 overcast stitching machine
锁口线缝纫 barring

T
踏 tà
蹋地部位 tread part
踏地外底底面花纹 tread pattern of sole
台 tái
台式缝纫机[=平车缝纫机] flat-bed sewing machine
台式双针缝前帮机 two-needle vamping flat-bed sewing machine
台式双针密缝机 two-needle flat-bed staying machine
太 tài
太极鞋 Chinese sporting shoe
弹 tán
弹簧铰接楦 spring hinge gap last
弹簧楦 hinged last
弹力沿条 spring w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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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内包头 flexible toe-puff
弹性内底 cushioned insole
膛 táng
膛底楞[=鞋底盘帮脚边线] feather line
烫 tàng
烫帮脚 ironing of bottom; upper margin ironing
套 tào
套帮[=吊正] pulling-over
套帮绷帮机 pulling-over and lasting machine
套帮机 pulling-over machine
套裁 nesting of pattern; interlocking of patterns
套结机 stitching seam barring machine
套排 layout of patterns
套鞋 overshoes; galoshes
套楦绷帮 slip-lasting; forced lasting
套楦绷帮工艺 slip-lasted process; forced-lasted process
套楦绷帮鞋 slip-lasted shoe; forced-lasted shoe
套楦绷帮鞋与帮缝合的内底垫 in-sock; sewn-in sock
套楦成型平台底鞋 California shoe
特 tè
特长鞋耳系带鞋 lace to toe shoe
特大号 oversize
特厚鞋底 clump
特种硬纸板 fibre board
踢 tī
踢跶舞鞋 tap shoe
提 tí
提耳 shoe pull-strap; boot loop
体 tǐ
体操鞋gymnastic shoe
田 tián
田径鞋 track shoe
填 tián
填底芯 bottom filling
填底芯料 bottom filler
填隙片[=后插掌] Dutchman
条 tiáo
条带编织的 interlaced; plaited
条纹布帮面鞋 ticking shoe
条形码标签 bar-code ticket
条形鞋跟 striped heel
条状压条外翻凉鞋结构 almalf; construct
跳 tiào
跳伞运动鞋 parachutist shoe
跳跃运动员鞋 jumper’s shoe
贴 tiē
贴包头 toe-puff application
贴边缝 overseam
贴衬带 reinforcement tape
贴衬件 backing part
贴夹里 lining cementing
贴胶带取楦样法 taping forme
贴楞 rib applying
贴楞机 lip lining machine
贴楞内底 gemmed insole
贴楞条涂胶 gem duck cementing
贴内底垫[=贴鞋垫] sock sticking
贴卡口用带 rib tape
贴前帮[=贴头帮] vamp sticking
贴前掌的鞋外底 double sole
贴商标得鞋衬里 window lining
贴上假破缝的沿条内底 attached rib

贴凸条 rib
贴凸条用带
贴主跟包头
贴住的卡口

applying
rib tape
toe-puff and counter application
attached rib

同 tóng
同步送布 unison-feed
同步送布平缝机 unison-feed flat-bed sewing machine
童 tóng
童凉鞋 children’s sandal
童鞋 children’s footwear; children’s shoe
童鞋尺码系列 children’s range of size
童靴 children’s boot
统 tǒng
统帮便鞋[=整帮便鞋] whole-cut slipper
统口 top of last
统口边缘 edge curve of top of last
统口长 length of top of last
统口高 height of top of last; quarter height of shoe
统口后点 back point of top of last
统口后高 back height of top of last
统口宽 width of top of last
统口前点 front point of top of last
统口线 top curve of last; quarter line of shoe
统口中心点 center point of top of last
统前帮样 whole golosh pattern
统头帮[=整裁前帮] whole-cut vamp; seamless vamp
统一规格内底 caster insole
统一规格外底 caster sole
统一规格外底裁断刀模 caster die
统一鞋号 standardized shoe sizes
筒 tǒng
筒[=靴筒] leg of boot
筒翻口 cuff top of boot
筒高控制线 leg height control line
筒式缝纫机[=大轴缝纫机] cylinder-bed sewing machine
头 tóu
头帮[=满帮] vamp
头帮绷楦 toe-lasting
头帮口门边 throat edge
头帮线 vamp line
头帮翼轮廓线 wing curve
头帮折边 vamp folding; vamp flanging
头帮折叠线 vamp crease line
头厚 toe thickness of last
头空鞋 peep-toe shoe; open-toe shoe
透 tòu
透缝 Mckay seam
透缝法 Mckay method
透缝工艺 Mckay process
透缝内线机 Mckay sewing machine
透缝鞋 Mckay-sewn shoe
透空帮女高跟鞋 semi-pump shoe
透空鞋 open shoe
透空饰帮面的鞋 ventilated upper shoe
透空织物 mesh fabric
透针缝鞋 through-sewn shoe
透针装饰缝 gypsy seam
凸 tū
凸凹度 concavity and convexity
凸条[=内底楞] lip; rib
凸沿条 storm welt
凸缘形跟 flange heel
腿 tuǐ
腿肚高度 calf girth height
腿肚围长 calf gi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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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 tuō
托马式鞋跟 Thomas heel
拖 tuō
拖鞋 slipper
拖鞋式样 slipper fashion
脱 tuō
托壳取楦样法 shell forme
脱模 removal from mould
脱模剂 mould releasing agent
脱楦 last slipping
脱楦机 delasting machine; last slipping machine
椭 tuǒ
椭圆形鞋 oval toe

W
外 wài
外包跟 outside counter; counter pocket
外包头 cap; tip; toe-cap; toe-tip
外包头花孔 medallion
外底[=大底] outsole; sole
外底边 sole edge
外底边刻纹 sole edge carving
外底边磨光 sole edge setting
外底边磨轮廓线 sole edge contouring
外底边抛光 sole edge polishing
外底边喷漆 sole edge vanishing
外底边热抛光 sole edge burnishing
外底边砂磨 sole edge lapping
外底边涂黑 sole edge blacking
外底边涂色 sole edge inking
外底边铣削 sole edge milling
外底边修饰 sole edge paring; sole edge trimming
外底边压纹 sole edge carving
外底边压型 sole edge shaping
外底边与沿条铣削 sole edge and welt milling
外底截断 sole rounding
外底截断刀模 block knife
外底截断下脚料 soling waste
外底槽 sole channel
外底槽底 sole channel bed
外底槽口 sole channel lid
外底槽深 sole channel depth
外底槽涂胶 sole channel cementing
外底成型 sole moulding
外底打号 sole stamping
外底底面划线 sole bottom pattern marking
外底底盘磨成形 sole bottom contouring
外底定位 sole positioning
外底反槽 sole channel raising
外底防滑性 skid-resistance of sole tread pattern
外底缝合 stitching for sole attaching
外底浮石磨光机 naumkeag
外底擀平 sole pounding
外底跟部端面花轮压花 seat wheeling
外底跟部片薄 sole heel part splitting
外底跟座起毛 sole heel seat roughing
外底刮槽 sole channel scouring
外底滚花 sole knurling; sole bunking
外底合槽 sole channel closing
外底厚度 sole thickness; sole height
外底回潮 sole wetting
外底加固件 sole reinforcement
外底胶膜活化 sole cement activation
外底卷底 sole flap; sole tongue
外底卷底成型 sole flap forming
外底卷跟包鞋跟掌口机 sole-flap heel breast covering machine
外底开槽 sole channel grooving
外底刻槽 sole grooving; sole channeling
外底拉槽 sole channel cutting
外底平槽 sole channel closing

外底起槽 sole channel raising
外底起毛 sole roughing
外底前掌着底部位 sole tread part
外底切开机 sole incision machine
外底曲挠度 amount of twist of sole
外底砂槽 sole channel scouring
外底砂底面 sole bottom sanding
外底砂光 sole scouring
外底涂胶扣合机 sole cementing and laying machine
外底围条 sole rand
外底修平与起毛 sole equalizing and roughing
外底压槽纹 sole bunking
外底压合 sole laying
外底压花 sole embossing
外底压型 sole shaping
外底腰窝部位成型 sole waist bedding
外底腰窝部位磨光 sole waist scouring
外底腰窝部位抛光 sole waist polishing
外底腰窝部位片边 sole waist reducing
外底腰窝部位铣削 sole waist trimming
外底与鞋跟擦亮 sole and heel polishing
外底与鞋跟压花纹 sole and heel knurling
外底与沿条铲平 sole and welt evening
外底着地花纹 sole tread pattern
外耳式鞋 Blucher
外耳式浅帮系带鞋 Blucher
外耳式素头花孔浅帮系带平跟鞋 Gibson shoe
外耳式素头浅帮系带平跟男鞋 Derby shoe
外翻帮鞋[=压条鞋] stitch-down shoe
外翻包缝 roll-bagged seam
外翻鞋或凉鞋中底 runner
外翻足 valgus
外缝 outseam; prick seam
外钢包头 steel toe-cap
外怀 outside
外踝 outer ankle
外踝帮高 lateral malleolus height of upper
外踝高度控制线 lateral malleolus height control line
外踝骨高度 lateral malleolus height
外踝突点 outside joint position
外卡口 outer lip
外跷 spring
外线机 out-seam sewing machine
外中底[=中底=垫外底] mid-sole
弯 wān
弯折线 line of instep front point of top of last
晚 wǎn
晚会鞋 evening dress shoe
网 wǎng
网孔织物 mesh fabric
网球鞋 tennis shoe
网纱 mesh
网眼鞋 mesh upper shoe
微 wēi
微孔发泡鞋底 blown shoe sole; expanded sole
微孔橡胶底 expanded rubber sole; blown rubber sole
围 wéi
围长 girth
围长余量 girth allowance
围盖耳式鞋 shoe with facing and wing covered vamp
围盖横条舌式 shoe with saddle bar tongue and wing covered vamp
围盖式鞋 wing covered vamp shoe
围踝线 ankle line
围条 rand
围心 plug; apron
维 wéi
维也纳式鞋跟 Vienna h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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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wèi
未钉好的外底 loose sole
未钉好的鞋跟 loose heel
无 wú
无帮的绊带凉鞋 strap sandal
无衬里鞋 unlined shoe
无衬里鞋帮 unlined upper
无衬里主跟包头的鞋 unstructured shoe
无跟鞋 heelless shoe
无加工余量的净样板 net pattern
无空隙的鞋舌 bellows tongue
无内底单层底凉鞋 single sole stitch-down sandal
无舌系带鞋 ghillie shoe
无外底卷舌的鞋跟 knock-on heel
无沿条的单外底鞋 weltless single sole shoe
无主跟内包头彩色布便鞋 Uraguayas
无主跟室外精致正装鞋 pastofle
五 wǔ
五金配件 metal accessories
武 wǔ
武术鞋 boxing shoe
舞 wǔ
舞蹈鞋 dancing shoe
舞剧鞋 dancing slipper
舞鞋 ballet shoe
舞鞋式女鞋 ballerina

X
西xī
西部靴[=牛仔靴] western boot; cowboy boot
膝 xī
膝下高度 knee-joint girth height
膝下宽度控制线 knee boot leg control line
膝下围长 knee-joint girth
铣 xǐ
铣底边 sole edge trimming
铣内底槽 insole channel trimming
铣削外底 outsole trimming
铣削腰窝 waist cutting
铣沿条槽 welt grooving
戏 xì
戏剧演出鞋 theatrical slipper
细 xì
细边[=子口] feather edge
细帆布 duck
细高跟
spindle heel; stiletto heel; spiked
heel; high shin heel; slim heel
细腰高跟 flared heel
下xià
下料[=裁断] press cutting
下料车间 cutting department; press department
下料刀模 cutting die; press die
下料机 cutting press
下送布 bottom feed
下斜长 curve of bottom of last
夏 xià
夏季女凉鞋 sandalized pump
夏季鞋 summer footwear
纤 xiān
纤维板[=弹性纸板] fibre board
纤维素版 cellulose board
纤维填充的橡胶鞋跟 composition sole

三十年
线 xiàn
线 thread
线缝胶粘法 California process
线缝胶粘排揎工艺 California slip-lasted process
线缝胶粘排揎鞋 California slip-lasted shoe
线缝胶粘鞋 California shoe
线缝胶粘鞋制造工艺 California process; Hollywood process
线缝撕破强度试验机 stitch tear tester
线缝外底槽 Mckay sole channel; Blake sole channel
线缝外底法 Mckay sole method; Blake sole method
线缝外底刻槽机 Mckay channeller; Blake channeller
线缝鞋 Mckay-sewn shoe; fair-stitched shoe; through-sewn shoe
线缝沿条上钉法 Mckay welted shoe
线缝沿条鞋 Mckay welted shoe
线缝熨平机 seam setter
线轴式鞋跟 reel heel
镶 xiāng
镶 inlay; inlay trimming
镶边 edge trimming
镶边条 cuff
镶盖耳式鞋 shoe with apron covered vamp and facing
镶盖高腰耳式 bootee with apron covered vamp and facing
镶盖高腰舌扣式
bootee with apron covered vamp and tongue fastening
镶盖高腰橡筋式 gore bootee with apron covered vamp
镶盖式鞋 apron covered vamp shoe
镶管条缝纫 piping
镶花 with ornaments
镶花浅口舌式鞋 low-cut tongue shoe with ornaments
镶金边 with narrow gild braid
镶金嵌线 with gild thread inlay
镶金属件 with metal ornaments
镶扣 with ornamental buckle
镶皮脊 saddle panel on upper
镶皮脊鞋 saddle shoe
镶拼内底 blend insole
镶拼内底用纸板 blend insole board
镶绳条缝纫 cording; roping; rope stitching
镶贴的外包头 lapped-on cap
镶网眼 mesh inlay
镶珠花 with pearl ornament
镶装饰件 ornament fitting
橡 xiàng
橡胶 caoutchoue; rubber
橡胶底 rubber sole
橡胶底鞋 rubber soled footwear
橡胶防老化剂 rubber antioxidant
橡胶硫化 vulcanization of rubber
橡胶硫化机 vulcanizer
橡胶片 rubber sheet
橡胶平板硫化法 biscuit method
橡胶热空气老化试验 hot air ageing test for rubber
橡胶试验仪 rubber tester
橡胶塑性仪 rubber plasticity tester
橡胶套鞋 rubber overshoes; rubber galoshes
橡胶外底 rubber sole
橡胶鞋 rubber shoe
橡胶鞋跟 rubber heel
橡胶鞋跟面 rubber top-piece
橡胶鞋耐磨性能测试 abrasion resistance test of rubber shoe
橡胶压延机 rubber calendar
橡胶烟片 rubber smoked sheet
橡胶硬度计 rubber hardometer
橡筋 gore
橡筋布块 gore; elastic panel; gusset
橡筋高筒靴 Chelsea boot
橡筋鞋 elastic shoe; Chelsea shoe
橡筋靴 gore boot; elastic-sided shoe
橡塑底 rubber-plastic sole
橡塑跟 rubber-plastic heel
削 xiā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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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低跟边 heel edge trimming
削底边 edge trimming
削高跟掌面机 Louis heel top-piece trimmer
削跟 heel trimming
削卷掌 flap trimming
削内底跟部 insole seat trimming
削切掌口 heel-breast trimming
削外底边 sole rough rounding
削外底机 sole rough rounding machine
削鞋跟面 top-piece trimming
削掌口 heel breasting
削掌面 top-piece trimming
销 xiāo
销钉式鞋跟 spindle heel
小 xiǎo
小方口 narrow square throat
小方头 narrow square toe-end
小高跟 baby Louis heel
小号女鞋 growing girls’ shoe
小号皮鞋 small size number leather shoe
小号套鞋 galoshette
小山羊皮鞋面革 kid upper leather
小橡筋鞋 elastic gusset shoe
小趾外寬 outer-width of little toe
楔 xiē
楔骨 cuneiform bone
楔形女鞋鞋跟 wedgie
楔形鞋跟[=坡跟] wedge heel
楔形鞋跟女鞋 wedgies
楔形鞋跟鞋 wedge heel shoe
斜 xié
斜方头 diamond toe-end
斜跗围长 heel girth
斜头 oblique toe-end
斜形方向套裁划料 bias system
鞋 xié
鞋 shoe; footwear
鞋帮 upper; shoe upper
鞋帮部件 upper components
鞋帮裁断 upper cutting; clicking
鞋帮插入内底的凉鞋结构 slotted construction
鞋帮衬里 upper lining
鞋帮打裥 upper ruffling
鞋帮吊正 upper pulling-over
鞋帮跟部成型 seat bedding
鞋帮夹衬补强件[=包头主跟] upper reinforce
鞋帮夹衬件 upper interlining
鞋帮套裁划料 interlocking; nesting and marking of upper
鞋帮脚 upper margin
鞋帮脚铲平 upper margin trimming
鞋帮脚起毛 upper margin roughing; bottom roughing
鞋帮脚涂胶 bottom cementing; upper margin cementing
鞋帮拉伸 upper stretching
鞋帮里 upper lining
鞋帮料 upper stock
鞋帮面 outside; upper outside
鞋帮面成型 upper outside shaping
鞋帮湿热回潮 upper mulling
鞋帮手工吊正 hoisting; drafting
鞋帮样 shoe pattern
鞋帮预绷成型 prelisting
鞋帮蒸湿 upper conditioning; upper steaming
鞋帮整裁 Vienna cut
鞋部件 shoe components
鞋厂 shoe factory
鞋衬里 shoe lining; upper lining
鞋衬里打号 lining marking
鞋撑具 shoe stretcher; shoe tree
鞋尺寸系列 shoe size range
鞋大底[=鞋外底] sole

鞋带 shoe lace
鞋带端金属护头 shoe lace tag
鞋的肥瘦系列 range of shoe fittings
鞋的构制工艺 footwear construction
鞋的设计 shoe designing
鞋的式样 shoe style; shoe fashion
鞋的组装 shoe assemblage
鞋底 sole; shoe sole
鞋底部件 bottom components
鞋底防滑铁块 cleat
鞋底件裁断机 bottom stack die-cut machine
鞋底件砂光 bottom scouring
鞋底件修平 bottom splitting
鞋底料 bottom stock
鞋底料片匀 bottom stock leveling
鞋底盘 shoe bottom
鞋底盘帮脚起毛 bottom roughing
鞋底盘涂胶 bottom cementing
鞋底热硫化压机 pinto press
鞋垫 sock
鞋垫烫金 sock stamping
鞋耳 facing
鞋耳衬皮[=护耳皮] facing stay
鞋耳护条皮 facing backer
鞋盖[=翼形外包头] wing cap
鞋盖打花孔 wing cap brogue punching
鞋跟 heel
鞋跟包皮 heel cover
鞋跟座[=跟部帮脚] heel seat
鞋跟底边 heel edge
鞋跟基部 heel base
鞋跟金属掌面[=偏掌] heel steel
鞋跟里皮 heel lift
鞋跟面 top lift; top-piece
鞋跟面砂光 top-piece scouring
鞋跟抛光 heel burnishing
鞋跟坯 heel block
鞋跟烫蜡 heel waxing
鞋跟涂色 heel inking
鞋跟托 heel rest
鞋跟围条[=掌条] rand; heel rand
鞋跟掌口 heel breast
鞋跟掌口外底卷边 heel breast flap
鞋跟掌面 heel top-piece
鞋跟掌条[=围条] rand; heel rand
鞋跟装掌面气压机 top-piece attaching press
鞋号系列 range of shoe sizes
鞋后跟 heel
鞋尖[=鞋头] toe； toe-end
鞋口[=沿口] top; top-line
鞋口长度[=口门长度] throat opening
鞋口门 throat
鞋口软垫 cushioned collar
鞋口整形 top-line shaping
鞋扣 shoe buckle; shoe fastener
鞋里 lining; upper lining
鞋面 upper; shoe upper; upper outside
鞋面革 shoe upper leather
鞋钎 shoe buckle
鞋曲挠试验机 shoe-flexometer
鞋热硫化工艺 CEMA process
鞋舌 tongue
鞋舌衬里 tongue lining
鞋设计 shoe designing
鞋提耳 shoe pull-strap
鞋提耳带圈 loop
鞋统口[=鞋筒口] top
鞋头[=鞋尖] toe; toe-end
鞋头上跷[=外跷; 前跷] spring; toe spring
鞋头套垫 toe bumper; toe pad
鞋楦 last; shoe last
鞋楦凹部深度 depth of last
鞋楦标称展平样 mean forme
鞋楦标称展平样剪裁 mean forme cutting
鞋楦标称展平样轮廓线 mean forme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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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楦长度 length of last
鞋楦尺寸系列 range of sizes of last
鞋楦尺码 size number of last
鞋楦粗刻机 rough copying machine for last
鞋楦的折衷展平样 average-forme
鞋楦底盘 bottom of last
鞋楦底盘金属板 bottom plate of last
鞋楦仿型机 last turning lathe
鞋楦跗面线 front line of last
鞋楦盖 scoop; scoop block
鞋楦跟部高度 pitch of last
鞋楦横宽 across of last
鞋楦平面展开样 forme
鞋楦前尖 toe-end of last
鞋楦围长 last girth
鞋楦中心线 central line of last
鞋靴前部反绱机 footwear front part turning machine
鞋眼 eyelet
鞋眼垫条 eyelet stay
鞋样板shoe pattern
鞋样板放样 pattern grading
鞋样板套裁 nesting of patterns
鞋样板套排 lay-out of patterns
鞋用光亮剂 shoe polish
鞋羽[=前帮两翼] vamp-wings

楦蹠围 [=楦跖围] ball girth of last
楦中上部V形槽前后雏形部位 cone of last

蟹 xiè
蟹壳[=前帮鞋] plug; apron

训 xùn
训练鞋 training shoe

修 xiǖ
修底边 sole edge trimming
修理外底 resoling
修内底边 insole edge trimming
修鞋跟 heel trimming
修沿条 welt trimming
修掌口 heel breasting
修子口 feather edge trimming

Y

靴 xuē
靴 boot
靴帮面 boot upper
靴撑 boot tree; boot stretcher
靴翻口 boot cuff
靴翻转机 boot turner
靴系带钩扣 boot lacing hook
靴系带扣环 boot lacing loop
靴面定型 boot upper shaping
靴前身 forepart of boot; boot front
靴提耳 boot loop
靴筒 boot leg; boot shaft
靴筒成型 boot leg shaping
靴筒里 boot leg lining
靴筒上口 top line of boot leg
靴筒整烫机 boot leg ironing machine
靴外底 boot sole
靴鞋带 boot lace
靴楦 boot last
雪 xuě
雪地鞋 after-ski shoe

休 xiǖ
休间鞋 leisure shoe
休间运动鞋 atheleisure shoe
旋 xuán
旋转式磨削鞋跟座机 rotary seat wheel
楦 xuān
楦 last; shoe last
楦底长 straight axial length of bottom of last
楦底分躔线 central line of bottom of last
楦底后端点 back point of bottom of last
楦底后跟掌铁板 heel seat plate of last
楦底楞 feather line of bottom of last
楦底前掌铁板 toe plate of last
楦底样 pattern of bottom of last
楦底样长 curve axial length of bottom of last
楦底腰窝掌铁板 waist plate of last
楦底轴线 longitudinal axis of bottom of last
楦顶 top of last
楦跗围 waist girth of last
楦后跟弧线 back-curve of last
楦后身 backpart of last
楦铰链 hinge of last
楦棱 ridge of last
楦面 curved surface of last
楦面长 length of curved surface of last
楦面宽 width of curved surface of last
楦面展平 flat presentation of top surface area of last
楦面中线 central line of last
楦前身 forepart of last
楦全长 full length of last
楦身 body of last
楦体轴线 axis of last
楦统口部位 top of last
楦斜长
distance of space from toe end of bottom to back point of last

压 yā
压茬缝 lapped seam
压缝 open-stitched seam
压根[=直跟] cuban heel
压合外底 sole laying
压合外底机 sole-laying press
压花外底 embossed sole
压平接缝 seam leveling; seam rubbing-down
压平沿条内线缝 inseam rolling
压条工艺[=帮脚外翻并与外底缝合]
stitch-down process; Veldtscheon construction; ideal working
压条凉鞋 Veldt sandal; stitch-down sandal
压条室内便鞋 Albert tab slipper
压条童鞋 Veldt children’s shoe
压条鞋 stitch-down shoe; veldt shoe; Veldtscheon
压条鞋钉钉绷帮机 Veldtscheon stapling machine
压条鞋翻边缝纫接缝 ideal seam; sandal- seam
压条鞋内底 runner
压条鞋前帮翻边成型[=童鞋翻边成型] veldt-toe flanging
压条鞋鞋帮 veldt upper
压条鞋鞋帮跟部翻边成型 veldt seat flanging
压条鞋鞋楦 Veldtscheon last
压沿条鞋工艺[沿条压条鞋工艺] ideal working with welt
压掌外底[=无跟部的外底] three-quarter sole
牙 yá
牙送布 drop-feed
雅 yǎ
雅致鞋 attractive shoe
烟 yān
烟胶片 smoked rubber sheet
沿 yán
沿口 top-line
沿口包皮 top-line binding
沿口缝带翻开包边 flat binding
沿口护条 top-band; top-line stay
沿口外翻包口皮 cuff; collar
沿口镶盖折边皱头横条舌式鞋
saddle-bar tongue moccasin with apron stitched to folded vamp
wing
沿条 w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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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条边敲平擦亮 welt feather beating and polishing
沿条裁断 welt cutting
沿条槽 welt groove
沿条成型 welt shaping
沿条缝合 welt sewing
沿条滚压花纹 welt wheeling
沿条厚度 welt substance
沿条加湿与阴干 welt tempering
沿条胶粘鞋 silhouwelt shoe
沿条校直机 welt straightener
沿条结合法 welted process; Goodyear construction
沿条浸湿 welt wetting
沿条刻槽 welt grooving
沿条刻牙 welt indenting
沿条宽度 welt width
沿条内底 welted insole
沿条内底包楞 insole rib reinforcing
沿条内底槽 welted insole channel
沿条内底单破缝贴楞 insole rib reinforcement
沿条内底开槽破缝 welted insole channel opening
沿条内底双破缝起楞机 turner; Goodyear double lip turner
沿条内底双破缝贴楞机 economy insole lip reinforcing machine
沿条内底双破缝涂胶机 economy insole lip cementing machine
沿条内底窄条贴楞机 narrow rib method
沿条内线缝纫机
welt inseaming machine; Mckay sewing machine; Blake sewing
machine
沿条片边 welt skiving
沿条卡钉绷帮机 welt staple lasting machine
沿条卡钉结合靴 staple welted boot
沿条敲平 welt beating
沿条切割 welt cutting
沿条线缝鞋 lock-stitch through –sewn welted shoe
沿条鞋 welted shoe
沿条鞋绷帮 welted lasting
沿条鞋绷尖机 welted toe-laster
沿条鞋缝上外底机 Goodyear sole stitching machine
沿条鞋钩钉绷腰机 Goodyear side-lasting stapler
沿条鞋结构 Goodyear welted construction
沿条鞋卡钉绷帮机 welted staple laster
沿条修边 welt trimming
沿条修平 welt splitting
沿条压纹 welt wheeling
沿条腰窝部位片边 welt waist reducing
沿条装订机 welt attaching machine
演 yǎn
演员鞋 theatrical slipper
燕 yàn
燕尾包头 wing cap
燕尾包头轮廓线 wing cap curve
燕尾包头花孔三节头鞋 wing cap brogue Oxford
燕尾包头内耳式鞋 wing cap brogue Balmoral Oxford
样 yàng
样板 pattern
样板包边 pattern binding
样板放样 pattern grading
样板互套划料 nesting; interlocking marking with patterns
样板剪切 pattern cutting
样板套裁 nesting; interlocking of patterns
样板套排 lay-out of pattern
样板制作 pattern making
样楦 model last
腰 yāo
腰窝 waist; shank
腰窝绷楦机 side-lasting machine
腰窝部位包掌铁的楦 waist-plated last
腰窝部位成型 waist bedding
腰窝部位抛光 waist polishing
腰窝部位热定型 waist setting
腰窝轮廓线 waist curve
腰窝透空鞋 open-shank shoe

腰窝铣削 waist trimming
腰形鞋跟 hour-glass heel
摇 yáo
摇臂式裁断机 swing–beam cutting press
液 yè
液压帮件裁断机 hydraulic clicking machine
液压绷跟机 hydraulic heel-seat laster
液压钉鞋跟掌面机 hydraulic top-lift attaching machine
液压扣外底机 hydraulic sole layer
液压外底回湿机 hydraulic sole moistening machine
液压外底胶粘压型机 hydraulic sole press
一 yī
一带鞋 one-bar shoe; one-strap shoe
一对鞋眼的鞋 one-eyelet shoe
乙 yǐ
乙稀醋酸乙烯鞋底 EVA
乙稀醋酸乙烯外底截断
乙稀醋酸乙烯外底片薄
乙稀醋酸乙烯外底片斜
乙稀醋酸乙烯外底起毛

sole
EVA sole
EVA sole
EVA sole
EVA sole

cutting
splitting
sloping
roughing

翼 yì
翼形内包头 wing puff
翼形前帮围 vamp wing
翼形外包头 wing cap; wing tip
翼形外包头波状轮廓线 wing curve
翼形外包头三接头鞋 wing cap brogue Oxford
婴 yīng
婴儿拖鞋 baby slippers
婴儿鞋 infant shoe
硬 yìng
硬包头 hard toe-puff; box stiffener
硬包头鞋 hard-toe shoe
硬勾心 rigid shank
硬外底 hard sole
硬质纤维板 hard fibre board
硬主跟 heel stiffener
优 yōu
优美鞋 attractive shoe
油 yóu
油光变色革[=普拉普格] oil pull-up leather
有 yǒu
有帮里的鞋 lined shoe
有槽纹的勾心 fluted shank
有内前掌的鞋 forepart soled shoe
有氧鞋[=健美体操鞋] aerobic shoe
幼 yòu
幼儿鞋 infant shoe
幼儿一带鞋 infant one-bar shoe
渔
渔人靴 fishermen’s boot
雨 yǔ
雨鞋 rain shoe
雨靴 rain boot
浴 yù
浴坊凉鞋[=沙滩凉鞋] beach sandal
浴室凉鞋 bathing slipper
预 yù
预成型 performing
预缝沿条 pre-welting
预缝沿条胶粘鞋 pre-welt cemented sh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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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缝沿条胶粘鞋工艺 cemented welt process
预缝沿条鞋 pre-welt shoe
预缝沿条鞋绷帮机 pre-welt lasting machine
预缝沿条鞋工艺 pre-welt process
预胶粘 pre-cementing
预硫化 pre-vulcanization
预硫化外底 welded-on sole
预硫化外底沿条鞋 vulca-welt shoe
预染边外底 pre-inked sole
预砂光外底 pre-scoured sole
预修饰的外底 pre-finished sole
预修饰的鞋跟 pre-finished heel
预制鞋部件 pre-finished shoe component

粘贴的外底 stick-on sole
展 zhǎn
展宽线[=鞋侧面轮廓线] flaring line
掌 zhǎng
掌口 heel breast
掌口成型 spooling
掌口高度 heel height
掌口卷边 heel breast flap
掌口卷边修削 heel breast flap trimming
掌口磨光 heel-breast scouring
掌口涂胶 heel-breast cementing
掌口修削 heel breasting
掌面 heel top-piece
掌条 rand; heel rand
掌铁 heel plate

圆 yuán
圆口叉带式鞋 cross-strap round-throat shoe
圆口门 round throat
圆口式鞋 round throat shoe
圆口一带式鞋 one-bar round-throat shoe
圆口中钎带式鞋 center buckle strap
圆头 round toe
圆头鞋楦 round-toe last
圆形底盘楦 round-bottom last
圆形鞋跟 rolled eyelet

折 zhé
折边 folding
折边缝埂式鞋shoe with folded open-seam plug and vamp wing
折边机 folding machine
折边件边沿涂胶 cementing of folded edge
折边皱头式鞋 folded-seam moccasin
折衷楦展平样 average forme

月 yuè
月牙形包头 crescent toe-cap

褶 zhé
褶裥 pleat; tuck
褶裥缝 pintuck
褶裥加固缝 pin-tack

越 yuè
越野滑雪靴 cross-country ski boot
孕 yùn
孕妇鞋 maternity shoe

针 zhēn
针 needle
针迹 stitch; seam
针尖送布 needle-point feed
针脚 stitch
针距 stitch length
针码 stitch length
针送布 needle feed

运 yùn
运动钉鞋 track shoe; spiked sports shoe
运动凉鞋 sports sandal
运动式鞋 sports shoe
运动鞋 sports shoe
运动鞋后跟垫口 heel cushion
运动鞋鞋口软垫 cushioned collar

真 zhēng
真空成型取楦展平样法
forme-making by vacuum forming on shell of last

熨 yùn
熨斗式鞋头 iron toe-end

砧 zhēn
砧板 cutting block

Z
杂 zá
杂技演员鞋 acrobatic shoe

蒸 zhēng
蒸汽鞋面除皱机 steam upper wrinkle chasing machine

再 zài
再绷帮 relasting
再生革 regenerated leather; bonded leather
再生革纤维板 leather board
再生革主跟 leather board counter
再生橡胶 regenerated rubber

整 zhěng
整帮 whole-cut upper
整帮便拖鞋 whole-cut upper slipper
整帮搭跗带鞋 whole-cut bar shoe
整帮高跟女船鞋 whole-cut pump；whole-cut court shoe
整帮鞋 full-cut upper shoe
整裁鞋帮 whole-cut upper
整裁衬里 whole-cut lining
整衬舌 bellows tongue
整块鞋垫 full length sock
整块鞋跟 whole heel
整块掌铁鞋楦 whole-plated last
整片贴楞工艺 all-over gemming process
整前帮 whole vamp
整体塑料楦 block plastic last
整外底 long sole；full-length sole

凿 záo
凿鞋帮花孔 brogue pinching
凿鞋眼孔 eyelet hole punching
窄 zhǎi
窄腰窝 close waist
毡 zhān
毡内包头 felt toe-puff
毡外底 felt sole
毡鞋 felt shoe
毡靴 felt boot

正 zhèng
正面鞋面革 grain upper leather
正绒革（=磨砂革）nubuck leather

粘 zhān
粘上的卡口 attached rib
粘上假破缝贴楞的沿条内底attached rib insole; rib-welted insole
粘贴的前帮 lapped-on vamp
粘贴取楦样法 forme-making by sticking paper or fabric on last

之 zhī
之字缝 zigzag stitch
之字缝锁边 overseaming
之字形 zigz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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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字形缝合 zigzag stitching

重型高筒靴 strong boot

支 zhī
支跟（=主跟）counter
支口（=子口）feather edge

皱 zhòu
皱头舌式鞋 moccasin step-in shoe
皱头式鞋 moccasin

织 zhī
织带 webbing
织物 fabric
织物帮面 textile upper；fabric upper
织物衬里 fabric backer
织物内底 fabric insole
织物沿条的内底 fabric-welted insole

猪 zhū
猪皮衬里革 pig lining leather
猪皮底革 pig bottom leather
猪皮内底革 pig insole leather
猪皮剖层鞋里革 pig split lining leather
猪皮绒面鞋里革 pig suede upper leather
猪皮鞋面革 pig upper leather
猪皮正绒面革 pig nubuck leather

直 zhí
直高跟 straight-backed heel
直跟 cuban heel
直接模压制鞋工艺 direct moulded construction
直接注塑模 moulds for direct injection
直接垫外底（=直通中底） through midsole
植 zhí
植鞣本色鞋面革 russet upper leather
植鞣底革 vegetable tanned bottom leather；vegetable tanned
sole leather；
植鞣革内底 vegetable tanned leather insole
植鞣山羊鞋里革 vegetable tanned goatskin lining leather
植鞣猪内底革 vegetable tanned pigskin insole leather
植鞣猪外底革 vegetable tanned pigskin sole leather
植物纤维纸板 vegtable fiber board
蹠 zhí
蹠骨 metatarus
蹠围（=楦蹠围）ball girth of last
蹠趾围长（=脚蹠趾关节围长）joint girth
纸 zhǐ
纸板 cardboard; carton; paperboard; fibre board
纸板勾心 fibre board shank
纸板内包头 cardboard toe stiffener
纸板主跟 cardboard counter
趾 zhǐ
趾球[=脚的股岗部位] ball
制 zhì
制帮 upper closing
制帮车间 closing department
制底 bottoming
制服服饰鞋 uniform shoe; service shoe
制跟 heel making
制前帮 vamping
制鞋机器 shoe machinery
制楦 last-making
制靴 boot-making
中 zhōng
中帮 plug vamp; three-quarter vamp
中帮绷帮机 side lasting machine
中衬 inner lining
中等尺码 medium size
中等肥瘦号 average fitting
中底 mid-sole; middle sole
中缝[=前缝] front seam; center seam
中缝高腰式鞋 front-seam vamp bootee
中跟 mid-heel
中空式鞋 open-shank shoe
中满式鞋 closed-shank shoe
中筒靴[=半高筒靴] half boot

主 zhǔ
主跟[=支跟] counter
主跟衬里 counter lining
主跟成型 counter moulding
主跟磨光 counter buffing
主跟片边 counter skiving
主跟涂胶 counter pasting
主跟压型 counter forming
主跟两翼 counter wing
住 zhù
住院病人拖鞋 hospital slipper
注zhù
注塑成型 injection moulding
注塑底 injection moulded sole
注压硫化机 injection moulding vulcanizing machine
柱zhù
柱式缝纫机 post-bed sewing machine
柱式鞋跟 pillar heel
装 zhāng
装钉钩扣 hook setting
装钉鞋跟 heel attaching
装勾心 shank fitting
装拉链 zipper fitting
装内包头 toe-puff attaching
装饰缝纫 fancy stitching
装饰件 ornaments
装饰性鞋钎 ornamental buckle
装饰性沿条 mock welt
装填底芯 bottom filling
装鞋钎 buckle fitting
装鞋眼 eyeleting
装楦机 last inserting machine
装中底 middle inserting
装主跟 counter fitting
锥 zhuī
锥形跟 cone heel
子 zǐ
子口 feather edge
足zú
足球鞋靴 soccer boot; football boot
组zǔ
组合勾心 combined shank; unishank
组合内底 unishank insole
组合内底卡钉绷帮线缝工艺 UCO lock-stitch process
组合外底 sectioned sole
组合主跟 two-piece counter

踵 zhǒng
踵心部位 heel center position
重 zhòng
重型高筒女靴 storm b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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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

三十年

上 海 市 皮 革技 术 协 会 个 人 会 员 名 录
（根据第八次全体会员大会及会后入会注册统计数、排名不分先后）

会员总人数：242人
（其中：男181人，女61人；在职154人，退休88人）
会员技术职称：高级职称26人，中级职称104人，初级职称18人，其他94人）

制革			
尚

宇

凌福新

周毓芙

许海樑

陆广玲

胡孝濂

陈定国

王晓晶

章黎辉

陆增贵

曹蔼瑞

朱

杰

何浩泉

徐金莲

李绪第

娄素琴

陈有文

阮

莺

王建平

谢新光

顾广发

朱申荣

周建华

陈少文

谢家虎

宗

平

张尚理

徐桂云

戎道金

尹建周

温祖谋

倪建华

陆德云

谢安利

何志伟

陈丽光

朱

敏

周耀顺

徐宝善

魏木清

韩世荣

钱鹤鸣

施最馨

陆建和

制鞋		
张水棠		

王根娣

龚长青

张叶红

李玲娣

杨成伟

赵耀庭

陈重基

吴建欣		刘惠育

程梅平

徐纪良

张建斌		

张丽娟

蒋一美

佘国仁

朱月丽

佘国庆

周焕明

王金龙

林敏敏

陈德民

朱菊芬

傅莉芬

周国贤		

吴建昌

范

陈国学

周福如

龙

胡战峰

曹富根

陈曙天

梁

陈建国

苗尚春

芮鹤鸣		

张玉茹

于会杰

蔡依群

锋

俊

飞

毛皮		
朱建国

张文龙

朱江锋

武

松

沈广彪

朱行德

裴云海

马贵芬

孙爱丽

沈

蓉

孙明发

朱华虎

梁新旺

皮化
黄康毅

陈正茂

赵

隽

武晓龙

杨建国

顾雪生

王亚斌

钟佩媛

陈明月

张月法

蔡

怡

邓维钧

黄延玲

洪

艳

王立春

李

岩

蒋来亮

邰十毛

刘福朝

朱良景

林建平

俞

敏

李

栋

冯相森

顾

民

贺国培

葛文中

马有峰

谢

杰

马忠雅

唐元龙

李建新

杨国平

孙银元

邢方方

黄干化

- 190 -

N

会 员 名 录
ame list of members

姚盛利

宋宪雯

付

强

王胜邦

俞建飞

陈文荣

徐海洋

张

吴造平

郁月琴

龙

进

陶付胜

关汉余

王蓉珍

项

超

吴智奇

陈文高

刘慧明

查

汪

军

兵
岩

				

机械
乐秀成

叶兆舟

李家鸽

潭肖娥

华宇吉

夏依云

蒋许大

钱耀明

杨素芬

李宝娟

谈克明

崔德林

林荷美

陈

琦

徐忠言

蒋盛祥

丁南征

冯玉麟

吉广铭

吴德才

李恒德

胡自华

邓基玉		

李方舟

俞志明

张

勇

邵亚华

缪月华

施阿菊		

赵

丁立芳

汪

华

李生荣

丁慧敏

霍达荣		

秦元霞

汪淑珍			

汤琪璇

皮件
李岳章
			

检测
瑾

			
			

教育		
陆大徵
			

环保：			
刘恒乔

周国华

董修胜			

夏春林

宗一鸣

宫岩海

江玉霞

阮家鸣

张洽藩

何

卫

徐红珍

徐芳泉

周珂银

姜金荣

秦

高华祥

马惠珠

毛思静

陈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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玮

川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

三十年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 团体会员名录
（截止2010年6月注册统计数、排名不分先后）			

单位名称				

负责人

上海皮革有限公司

霍建国

广东省东莞乐凯安吉皮具有限公司

刘道松

上海鉴正皮革质量检测技术中心

李方舟

广东肇庆市宝利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苏宝聪

上海新华皮革化工厂

顾雪生

安徽省太和县东兴助剂有限公司

张仲英

上海一名鞋业有限公司

张玉茹

安徽省萧县锦兴福利皮革厂

梁存真

中共肃宁县委

安伟华

淮北市颖川皮革有限责任公司

陈

梅

白沟镇人民政府

董文杰

合肥安科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曾

俊

河北邢台职业技术学院服装系

范树林

太仓日夏精化有限公司

郑世立

仓州百利塑胶有限公司

沈福林

太仓銘凯化工有限公司

陈鸿熹

无极县人民政府

张振江

江苏开元畜产嘉达皮革有限公司

谢霞玲

中共河北省阳原县委

朱

上海力利贸易有限公司

吴智奇

阳原县皮毛大市场(集团)

匡商拥

泰格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李

岩

辛集市皮革生产力促进中心

王全福

上海达明贸易有限公司

汪

岩

石家庄市中汇化工有限公司

秦中和

上海龙子太郎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陈曙天

石家庄市三宇化工有限公司

贾英辉

上海倩女鞋业有限公司

张积恩

天津市同生工贸有限公司

刘

上海新联皮革厂

邓山春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戴欲崴

上海富国皮革有限公司

严慈亮

河北省青县华洋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陶吉庆

巴斯夫（上海）有限公司

何格明

温州大学浙江省皮革工程重点实验室

兰云军

上海国学鞋楦设计有限公司

陈国学

浙江金鑫皮革有限公司

沈金木

上海新国际箱包中心

宫岩海

浙江东化实业有限公司

周向东

上海曹安国际鞋城有限公司

金一鸣

嘉兴祥隆皮革有限公司

陈祥江

上海艺泉鞋楦有限公司

王长新

温州市申瓯皮革化工厂

周庭尧

上海俊俏鞋业有限公司

陈秀云

温州华都皮革有限公司

王会弟

上海焦点鞋业有限公司

周焕明

温州市中原皮塑有限公司

金国政

上海沃荣裘革皮服饰有限公司

张文龙

温州市华康合成革有限公司

王永康

上海瑞琛皮革有限公司

马运动

晋江峰安皮业有限公司

陈荣辉

上海超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李高辉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高分子工程与技术系

雷明智

上海广迪鞋业有限公司

周旭忠

湖南强力集团皮革有限公司

王云松

平舆县工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

官晓旺

郴州国明制革有限公司

吴汉顺

济南东阳瑞升商贸有限公司

孟欣荣

湖南立得皮革有限公司

刘重道

上海皮革研究所

顾启文

四川乐山振静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何晓兰

上海皮革化工厂

杨建国

成都中科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蒋俊杰

上海千贝发展实业有限公司

陈重基

德阳市德赛尔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彭先成

上海斯乃纳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张建斌

四川省内江立爽皮革有限公司

王华明

温州市芬尼斯皮革化工有限公司

鲍光华

中科院皮化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金

浙江大成人造革有限公司

陈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委员会

全泰源

宁波市镇海开发区金柳化工厂

柳忠华

旗

嵬

勇

单位名称				

- 192 -

负责人

聪

N
单位名称				

负责人

会 员 名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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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负责人

宁波市鄞州隆泰化工厂

许

沙

上海盈泰塑胶有限公司

殷作剑

宁波市中迪鞋业有限公司

沈志凤

上海和盈化工有限公司

周宝官

嘉兴市罗星化工有限公司

姚督生

上海闵欣环保设备工程公司

吴培刚

桐乡市南泰皮革有限公司

南存生

上海创丰特殊树脂有限公司

黄宝平

浙江卡森实业有限公司

张明发

上海西脉科司贸易有限公司

郑辛庆

海宁市宏奇皮革有限公司

朱月明

上海海川商务策划有限公司

周熹微

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

梁文胜

上海黄浦区阳光进修学校

陆大徵

丽水市新华丽合成革有限公司

陈学光

意大利帝森(集体)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刘文华

绍兴县兰亭皮革有限公司

陆礼兴

鲍利葛工业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

陈百燊

嘉兴宏麟皮化有限公司

周忠达

上海美士达鞋业有限公司

张金国

浙江中昌皮革有限公司

张富忠

上海希尔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虞於龙

泉州福泰皮革有限公司

陈永东

上海豪屋酷实业实业有限公司

邹志文

晋江兴业皮革有限公司

吴华春

上海金狮化工有限公司

周奇平

晋江源泰皮革有限公司

陈建恩

上海凌志鞋业有限公司

吕爱囡

福建华昌集团有限公司

张金聪

上海嘉琪思贸易有限公司

邵敬忠

漳浦县人民政府

林祺顺

上海润松鞋业有限公司

陈家松

漳浦县赤湖工业区管理委员会

许志刚

上海兆森商贸有限公司

林志扬

漳浦环久化工有限公司

盛克敏

温州市康达鞋机制造有限公司苏沪办事处 陈

扬州宁达贵金属有限公司

樊启鸿

				

常州市普洛迪化工有限公司

陈立新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大冈镇人民政府

罗书中

巨野县鲁奇皮革有限责任公司

赵德文

烟台万华超纤股份有限公司

曹培利

山东省高密莱福特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宫恩文

高密市中泰皮革鞋业有限公司

崔进义

济南亚康力诺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王亚农

山东泰安市金马皮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米风武

武汉市天马解放化工有限公司

陈望年

开封市利华皮革研究所

金文婷

商丘东阳皮革化工有限公司

张壮斗

商丘市天博化工有限公司

夏瑞祥

江西省高安市兴琳皮革化工厂

吴建新

辽宁省阜新清新皮革生产基地发展有限公司

周明

大庆市肇源皮革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张庆国

丹阳市皮革鞋业商会

戎卫国

扬州市天王星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李红星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吴

江苏闳业机械有限公司

徐天桂

桐乡世贸中心有限公司

杜晓洁

上海联景聚氨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谢国龙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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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

三十年
科技信息

皮革高新技术
纳米材料在皮革领域的研发和应用；
无铬鞣制工艺与化料的研发与应用；
皮革固体废弃物中提取物精加工产品如：科研（胶原蛋白）、医用（人造皮肤、人工生物心脏瓣
膜）、食品（营养食品）、高级化妆品等领域；
高（超）支化聚合物的研发与应用；

现有制革清洁技术与资源循环利用新成果的工业化生产应用；
有关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新产品及其加工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国际学术会议
第1-7届亚洲国际皮革科学技术会议：
第一届会议在中国成都举行，由中国成都科技大学主办，1992年10月25-28日；
第二届会议在中国咸阳举行，由中国西北轻工业学院承办，1994年9月26-28日；
第三节会议在日本姬路举行，由日本皮革技术协会举办，1996年9月9-11日；
第四届会议在中国北京举行，由中国皮革工业协会主办，1998年11月21-23日；
第五届会议在韩国釜山举行，由韩国皮革工作者协会承办，2002年11月5-7日；
第六届会议在日本姬路举行，由日本皮革技术协会举办，2004年10月19-21日；
第七届会议在中国成都举行，由中国皮革协会主办、川大承办，2006年10月16-18日。
2 0 0 9 年 1 0 月 1 1 - 1 4 日 ， 由 中 国 皮 革 协 会 主 办 的 第 3 0 届 国 际 皮 革 工 艺 师 及 化 学 家 协 会 联 合 会
（IULTCS）大会首次在中国北京举行。制革清洁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四川大学教授石碧当选该联合会
第一位华人主席主席；国际皮业贸易协会主席、中国皮革协会理事长张淑华在会上作了题为“皮革产业发展
需要科技工作者保驾护航”的专题演讲。
2009年11月18日、30日，分别在西班牙马德里和意大利米兰召开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年度
ISO/TC216与ISO/TC137第四次会议上，中国制鞋行业参与国际标准制订取得实质性突破，中国代表团针对
ISO/TS 19408《鞋号和鞋楦术语和定义》提出的中国的趾围测量方法得到了采纳，同时，会议还决定ISO/
TC137的下次会议于2010年6月首次在中国召开。
2010年6月7-9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TC137第五次会议在中国北京召开。此次会议主要讨论ISO
19407《鞋号对照表》、ISO 19408《术语》及对ISO 19409《鞋楦尺寸测量》等标准。其中，在ISO/TS
19407标准中，将中国鞋号列入世界鞋号栏目，中国鞋楦测量方法被纳入ISO/TC19409标准，以臻完善。

历史经典瞬间
1980年3月，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皮革工业专家组第四次会议，首次在中国北京召开，我
国著名皮革家张西林荣任会议主席，并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猪皮制革事业的蓬勃发展”专题报告。
1999年10月15日，四川成都，四川大学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中国皮革学科奠基人、一代宗师张铨教
授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暨张铨教授铜像揭幕仪式，来自全国各地300多名学生及业界人士参加。
2004年5月20日，陕西咸阳，中国皮革协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召开二届二次会议，期间，全体与会代
表赴延安市黄陵县的桥山之巅--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陵园，举行了一次隆重的祭祖仪式。
2009年4月，中国皮革协会根据理事（扩大）会议一项提案，组织地方协会全力启动《中国皮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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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编纂工作，计划于2011年完成编纂，付诸出版。
2009年10月11-14日第30届国际皮革工艺师和化学家协会联合会（IULTCS）会议在中国北京召开，
会议主题为“绿色创新、持续发展”。来自意大利、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土耳其、瑞士、西班牙、阿
根廷、罗马尼亚、日本、伊朗、印度、印尼、巴西及中国等21个国家的300余名皮革科技工作者与会，中国
作为此次会议的承办方，参会代表多达230余人。中国四川大学制革清洁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石碧教授
当选为下届IULTCS主席（任期2009-2011），这也是IULTCS成立110年以来，首次由华人担任该国际组织的主
席。

2009年12月2日，四川大学制革清洁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著名制革专家石碧教授当选中国工
程院院士，入选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

科教基金奖励：
张铨基金奖——设在四川大学轻纺与食品学院；
段镇基科学技术奖——设在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
中国皮革协会奖学金——分别设在四川大学、陕西科技大学、山东轻工业学院；由中国皮革协会颁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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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学鞋楦设计有限公司简介
上海国学鞋楦设计有限公司是由陈国学先生自主创办、自主经营的民营企业，是
国际知名的鞋楦公司；公司坐落在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久富经济开发区龙高路28号。
国学鞋楦设计公司拥有意大利最先进的鞋楦技术、制造设备。公司鞋楦设计技术
经英国摩迪认证机构认证，是亚太地区唯一经过国际认证的设计技术。 公司坚持自
主创新、坚持集成创新、坚持为鞋业服务，因技术和产品优质赢得了一大批国内外著
名鞋企的信任。现有日本名牌：爱世克私、内田、中村、禧玛诺、帕卡、尤尼恩等；
意大利名牌：卡帕、迪亚多纳；英国名牌：英宝、克拉克；德国名牌：阿迪达斯；美
国名牌：耐克；台资名牌：宜泰、达芙妮、台华、科通力、哈森；港资名牌：百丽；
内资名牌：森达、康奈、红蜻蜓、奥康、富贵鸟、金猴等名牌企业。
公司董事长陈国学先生早在八十年代已是中国著名的鞋楦设计师，是中国鞋业第
一批具有高级设计师资格证书的专家级人才，是《国家鞋楦标准》、《国家鞋类术语
标准》起草人、《鞋楦设计》一书的作者、《国家鞋类设计师》培训教材编委会专家
小组成员。在1985-1990年期间陈国学设计的产品先后获得过十多个部优、国优；期
间，他曾先后担任轻工部制鞋研究所鞋楦培训中心技术指导老师，为全国培养了大批
鞋类设计人才；1998-2009年他是全国历届皮鞋设计大奖赛专家评委。现任中国皮革
协会常务理事，全国皮鞋、旅游鞋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皮革协会技术委员会委
员，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副理事长，江苏省皮革协会副理事长，扬州大学特聘教授，
教育部高职高专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高职高专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高职高专教材
委员会委员，国家制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陈国学博学勤毅，坚持创新，几年来公司发明了多项技术专利。他先后获得了上海交通大学MBA课程优
秀论文奖，产业创意领袖EMFA课程优秀论文奖，加拿大洋基创意学院EMFA硕士，2008年荣获上海产业创意领
袖奖，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实力派设计师。
国学经营理念：博学勤毅 创造和美；
国学服务宗旨：始于客户要求 终于客户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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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达明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达明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各种皮革工业用化工材料经营的民营企业，公司
总部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369号。
经过十多年的不断努力与创新开拓，公司所经营的产品，种类不断完善，品质不断提高，新品与时俱
进，服务更加完美，目前已拥有制革过程中从水场到涂饰各个
工序的专用化工材料。现已成为多家国际知名皮化公司在中国
的代理和经销商，包括：德国司马化学品有限公司、美国陶
氏化学公司、美国
3M公司、美国联合
化工公司、美国派
德化学公司、意大
利凯米特皮化公司
等。
公司的营销网络稳步发展，在浙江、广东、河南、河北、山
东、四川、福建等制革工业的主要区域设有分公司、办事处和代
理经销商。在产品推广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客户的技术支持和服
务。公司的技术服务团队拥有十多名精通制革工艺和材料应用
的工程师和技术员，技术骨干有从业20年以上的丰富经验，可
以满足不同客户的技术服务需求。
公司在上海金山化工区拥有占地12亩的专用仓库和综合性技
术服务中心。皮化材料仓库面积3000多平方米，具有良好的备
货条件。实验楼面积700多平方米，设备齐全，能进行制革的各
工段试验，并有完善的分析化验条件，可供客户进行全面深入
的技术交流。
作为专业的皮革化料经营公司，我们所经营的品牌知名度和
企业美誉度正在业界与日俱增，我们将竭诚为各
制革厂家提供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并提供全方位
的售前与售后服务，以确保每一个用户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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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雅辉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雅辉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组织、策划、主办各类国际性大型展览会、展示会、博览会、贸易洽
谈会、学术交流会等活动的专业企业。公司是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理事单位，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中国中
小企业协会会员单位。本公司所举办的展览已涉及皮革、鞋类、箱包、无纺布、家居、礼品、环保、电子、
计算机、水处理、建材、陶瓷、科教、仪器、厨房、安防、办公自动
化、家具、照明、珠宝钟表、房地产、室内设计等近40个行业。在公
司业务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民间团体、科研
院校建立了广泛的合作与互动联系，与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上海商
业经济学会、上海市科技会展公司、世博集团上海外经贸商展、中国
生物技术协会、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等单位进行了多年愉快而友好的合
作。
雅辉展览业务分两大板块：主办承办国际国内大型展览会和组团
参展参观国外知名展览。在国内展览方面，主要承办诸如：上海国际
皮革展、上海国际鞋类展、上海国际生物技术博览会、上海国际箱包
皮具手袋展、上海商业国际博览会、上海国际环保展、上海国际科
教仪器教育装备展、南京国际农业科技博览会、北京国际环保购物袋
展等。各类展览会涉及领域相当广泛，为全球各地参展商提供展示
成果的广泛空间，构筑了联系客户的桥梁。在国际组团、境外参展方
面，所承办的知名国外展览诸如：美国拉斯维加斯春秋季国际鞋类展
览会(WSA)，意大利波罗黎各皮革展，意大利加达Garda春/秋季国际
鞋展，德国杜塞尔多夫国际鞋类展览会(GDS)，日本东京国际鞋展（IFF），俄罗斯莫斯科国际鞋类展览会
(MOSSHOES)等。
公司以策划、设计为专长，长期为政府展示项目服务，曾多次受到国家部委和各省市政府的委托，承办
过各类政府展大中型展示厅、展区的策划、设计工作,并屡获殊荣。公司致力于参与、服务世博会的各项活
动，在设计策划方面参与了多个世博场馆的服务工作。
上海雅辉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愿意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服务优势，通过自己勤奋、认真、具有开拓性的工
作，为广大客户提供最完美的服务。真诚希望和大家一起互相合作、共同在展会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联系方式：上海雅辉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漕溪路251弄5号楼20F室 邮编：200235
电话：021-61511446
传真：021-51714598
Email:13918857686@139.com
网址：www.shyhz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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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倩女鞋业有限公司
上海倩女鞋业有限公司是集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倩女”牌
系列女鞋为一体的大型专业化鞋业生产商和销售商，成立于1998年。
属民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18万元。目前厂房建筑面积10
亩。公司现已拥有多条布局合理的大型专业制鞋流水线，环境幽雅，
交通便捷，花园式的生产基地，颇具规模，在上海和广州都设有设计
中心。公司凭着强大的经济基础和严格的管理体制在国内市场占有一
定的份额。“倩女”牌女鞋始终紧跟国际时尚潮流，继承和发扬了中
华民族鞋饰文化，秉承了国外精湛的制鞋工艺和现代化的管理模式。以崇尚责任、追求创新、积极奉献、和
谐发展为管理理念；以服务为根、诚信为本、顾客为尊、质量为魂为经营理念；以提高产品品质和文化内涵
为核心，着力打造具有国际化、时尚化、品位化的“倩女”品牌。
上海倩女鞋业有限公司于2009年5月第五次通过了ISO9001：2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的复审。拥有健全的
营销网络，上海各大商场均有专卖厅、专柜；在嘉定、南汇开设了专卖店，并以上海为中心辐射至北京、辽
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陕西、云南、广州等省、市及地区，且在这些地方都
设立了办事处。销售业绩名列上海市女鞋零售及全国零售前茅。随着“倩女”品牌知名度的不断提高，销售
业绩一直保持2位数增长。
在历年的鞋帽行业评选中荣获由中国百货商业协会、中国质量管理协会评比的“2001年市场信得过鞋帽
商品”、“2000年市场信得过鞋帽商品”，还被评为“2000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市场消费品博览会十
佳品牌”，1999年至2005年连续七年荣获“上
海市场畅销品牌”，“99上海百货市场中国鞋
类售后服务十大优良品牌”， 中国质量、服
务、信誉AAA级企业，2001年至2009年连续九
年被推荐为“上海市名牌产品”2004年9月荣
获“国家产品质量免检证书”、2007年12月再
次通过“国家产品质量免检证书”，，2004年
9月荣获“中国商业名牌”称号;2007年—2010
年连续被评为上海市著名商标。公司本着顾客
永远第一顾客满意为上的服务理念，认真构筑
品牌魅力，提升品牌价值和产品品质，努力实
施推进名牌战略，连锁经营，不断完善市场网
络系统，提供品牌营运支持和优质配送及售后服务 。为繁荣市场提供优质的品牌，为爱美的靓女提供时尚
信息，是倩女公司的美好愿望和不懈追求；满足市场需求、打造卓越品质更好地服务社会，是成就我们倩女
公司与世界顶级品牌同台竞技、各领千秋的必由之路，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为“倩女”品牌增光添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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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兄妹猫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兄妹猫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位于风景秀丽人杰地灵的上海松江九亭久富开发区,公司创建于九十
年代初期,现占地面积17000平方米,是全国少数几家童鞋综合性企业之一,集设计,开发,销售于一体.
公司拥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制鞋流水线和世界领先的三维电脑辅助设计系统．兄妹猫童鞋以天然牛羊皮
为主要材料，采用最新胶粘工艺精制而成,年产50万双童鞋,种类包括儿童皮鞋,休闲鞋,运动鞋,婴儿
鞋,宝宝鞋,布鞋等.兄妹猫品牌童鞋其特殊优势在于,它既保持了传统的得体,协调,活泼,耐穿海派韵
味,同时又具备时尚,新颖,夸张的流行色彩,使产品传统与创新完美结合,更适合各消费群体的需求.
企业本着信誉第一,顾客至上,锲而不舍,追求完美的精神,努力打造自主品牌建设.服务宗旨：诚信
经营，追求卓越，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以一流的款式和品质，满足客户的需求，为童鞋业的发展
再创辉煌！近几年来“兄妹猫”品牌在万商云集、品牌纷呈的上海脱颖而出，销售业绩红火，荣登沪
上著名商厦金银宝座．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品牌知名度的日益飚升，“兄妹猫”品牌获得了诸多殊
荣：三优品牌、四十强品牌、热销品牌、著名品牌及上海市商业“领头羊”品牌；连续多年荣获年上
海市名牌产品；荣赝优秀设计奖、创新设计奖和全国皮鞋设计一等奖。2009被评为迎世博守诚信“上
海十佳诚信企业”之一。兄妹猫独特的设计风格闻名遐迩, 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和厚爱，现在兄妹猫
牌童鞋已成为沪上最大的童鞋生产商和销售商之一。我们要不断创新拓展市场,设计更新换代产品满足
儿童需求回报社会, 提升品牌价值和产品质量，努力实施推进名牌战略,使兄妹猫童鞋成为全国童鞋业
的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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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子太郎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龙子太郎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

“龙子太郎”企业的成功和品牌的

集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生产各

提升，不可能仅依靠某一人，但是为什

类手工儿童童鞋的企业。

么这许多来自不同地方、教育背景不

1981年起，企业本着产品质量第一，服

同，人生经历各异的人会心甘情愿为了

务配套跟上的经营理念，销售网点普及全

一个企业，为了一个目标而奋斗呢？在

国大、中、南北城市的知名商厦，并成为

这之中，领头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儿童鞋类生产的领军企业。

企业核心领导的才能和魅力凝聚了大批

近年来，公司在质量与服务上的取胜，

志同道合的人才，公司依靠强大的技术

推动了市场的销售，各大知名商厦的销售

骨干团队，大力开发各类新品，婴幼儿

业绩均名列前茅，取得了很高的知名度，

手工缝制鞋，解决婴儿8个月内也能享受

企业的成长，是靠多方面的努力和精心培

到生态真皮的优点和长处，既吸汗、收

养的。早在上世纪末，公司就得到上海市

干，又柔软、舒适。学生鞋；既是里皮

皮革技术协会的技术咨询，公司的童鞋品

外布，轻巧便捷，又是理想替代旅游鞋

牌“龙子太郎”也是国家商标注册专利号

的休闲鞋。牛皮托底缝制鞋， 款式新

产品，在消费者心中取得了很高 的品牌

颖，穿着舒适大方，是消费群体厚爱的

认知度和美誉度，是同行中的佼佼者，

商品，也是本企业多年来的拳头产品，

曾多次评为国家和上海市消费者满意产品

质量上乘，无疵点、无返修，在同行中

和设计优胜奖，还荣获上海市市场领军企

属独一无二。
随着上海世界博览会的成功举办，

业“金楹奖”和上海市诚信企业等多项殊

在新的一年中，“龙子太郎”公司在上

荣。
历年来，公司在制鞋过程中一直采用

海市皮革技术协会和市质监部门的关心

上等的优质皮料和高档辅料，做到真真的

指导下，有决心、有能力再接再厉，以

货真价实。从设计到生产，有专业部门的

质量为生命线，以用户至上为宗旨，以

技术人员层层把关，严格按照生产工艺和

诚信服务于质量，立足市场勇攀高峰，

程序操作进行，每双成品鞋均由质检部门

使“龙子太郎”的品牌做好、做大、做

进行逐一仔细的检测，所有这一切，为产

强。

品投入市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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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焦点鞋业有限公司
上海焦点鞋业有限公司创建于2000年,是一家专业生产经营出口女鞋的民营企业。公司位于上海松江新
桥镇华磊路108号，交通便捷，环境舒适。公司现有员工138名，其中从事设计、工艺方面的专业工程技术
人员15名。焦点鞋业目前仍致力于承接生产来自日本、澳大利亚等境外鞋业厂商的知名品牌的女鞋为主，
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正在逐年提升，所属工厂拥有二条生产流水线和制帮专用单机100余台套，机械化程度
较高，生产环境与
劳动条件也较安全
舒适。
公司董事长
周焕明系原上海市
第一皮鞋厂（注册
商标：登云牌）技
术科长，擅长设计
与技术，在实践中
学会经营管理，并
身先士卒率领公司
全体员工勤奋敬
业，开拓创新，使
公司从无到有、由
小变大，快速发展
成长，从原来每年
生产能力只有10万双,年产值650万元的小打小闹,快速上升到2009年年产量65万双,年产值4000万元的企业
规模。该公司经营宗旨：以人为本，诚信为业；设计领先，质量取胜；优质服务，客户至上。曾加工、制
作、经营日本 Nissen.CM.三铃公司等国外知名品牌。
上海焦点鞋业有限公司是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的团体会员和常务理事单位，积极参与行业界的技术、
商务与公益活动，努力回馈社会，为推动皮革行业可持续发展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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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斯乃纳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公元1990年上海斯乃纳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成立，90年代开始消费者就已经通过一双双精致经典的童皮鞋而熟悉、喜
爱并且信赖斯乃纳，20年的春秋通过良好的品牌运作模式与精湛产品开发，斯乃纳伴随中国的童鞋事业共同成长壮大。
如今斯乃纳已经成为专业从事童鞋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知名童鞋公司。
斯乃纳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关注中国儿童足部生理需求，让更多的儿童享受到经典童鞋的舒适与健康。不

远的将

来，它将积极地推动中国童鞋产
业的发展，以及与世界优秀童鞋
品牌公司合作，使消费者相信选
择斯乃纳不仅是优质的产品，还
是选择了一种重视儿童足部健康
以及倡导优质舒适的生活享受。
斯乃纳公司建立了以公司总
部为核心，以上海、广州、北
京、沈阳、成都、武汉六大办事
处为枢纽，在中国所有30省会城
市、直辖市及170多个地级城市均
设有销售网点，500多个网点中基
本覆盖全国一、二级城市的中心
商业区及一流高档商场，在与当
地商场的长期沟通中，建立了良
好的合作关系！发展代理商及经
销商300多位，并巩固了其在童鞋领域的领先地位。
斯乃纳利用科学的管理技术，开创了童鞋类零库存生产模式；斯乃纳已成为上海名牌产品，也是唯一一家负责起草
中国《儿童皮鞋》标准的企业。斯乃纳不断更新企业活力，2007年完成调整公司人力组织架构，确保斯乃纳在未来市场
竞争中人才储备。
我们用务实的行动实现梦想，今天关注儿童健康是我们一辈子的事业。在探索和创造的过程中，长期形成的核心价
值理念（务实建业、务精发展、广益社会）成为斯乃纳人的行为准则。做到客户满意，相互尊重，追求成功，不断创新
成为斯乃纳品牌树立的动力源泉。
我们用行动兑现承诺，坚守共同的向往。距离并不遥远，智慧闪耀光芒。斯乃纳20年的童鞋情结，我们用品牌创造
业绩，用财富回报社会。通过对慈善，体育，文化，教育、环保等社会公益事业的支持与支助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诚实， 自信的走过每一个里程碑，斯乃纳已经成为中国童鞋领域的领导者，同时也是行业，代理商和消费者信赖的
合作伙伴，员工心中的优秀雇主。斯乃纳积极倡导务实、敬业的精神，采用多品牌多渠道连锁经营模式，为了这个更加
宏大的愿景——全力打造中国首家童鞋通路品牌连锁店，满足消费者对不同风格童鞋产品的一站式消费需求，并成立中
国首家儿童足部研究中心。斯乃纳将与中国儿童行业一起走向更多辉煌的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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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本特刊在编印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皮革工业信息中心、上海皮革公司、
上海雅辉展览有限公司、上海国学鞋楦设计有限公司、上海达明贸易有限公
司、上海倩女鞋业有限公司、上海兄妹猫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上海焦点鞋业
有限公司、上海龙子太郎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上海斯耐纳儿童用品有限公
司、永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美仕达鞋业有限公司、上海凌志鞋业
有限公司、上海润松鞋业有限公司、上海千贝发展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登云
鞋业有限公司、上海亚星鞋业有限公司、上海皮革化工厂、上海瑞琛皮革有
限公司、上海圣洁妮鞋业有限公司等单位的赞助支持，王金龙、陈有文、顾
广发、叶兆舟、黄康毅、顾贤钧等协会老同志曾积极提供文字和图片资料，
谨此鸣谢。
特别授权声明
本特刊在此作特别授权声明：凡本刊上的所有署名文章、著作、译作等均
受著作权等相关法律保护，未经作者（译者）允许，不得转载。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成立三十周年庆典筹委会
上海市皮革技术协会成立三十周年特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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