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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背景

为何参加

专家齐聚
聚集200+ 精准行业专家以及嘉宾

共享行业创新技术

交流形式多样化
专家演讲、头脑风暴、

茶歇自由讨论与商务晚宴交流相结合，
会议形式丰富多样化

现场案例分析
探索创造符合消费者

需求的盈利产品的
策略及应用案例分析

展览及新技术发布区
展示最新产品与技术，

助您快速轻松了解技术创新及
科学发展的最新信息

供需匹配交流
针对企业采购需求状况,

将深入推进供需匹配会的服务,
让您的参会价值最大化

2019年，尽管面临各种挑战，中国非织造布行业仍获得了稳定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前9个月的
非织造布产量达到377万吨，同比增长13.5%。同时，这段时间的中国非织造布出口量达76.78万吨，
价值22.87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8.01%和6.17%，这说明全球市场对非织造布的需求依然旺盛，中国也在
进一步增强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从终端应用来看，中国的卫生用品、湿巾、面膜等市场进入了
转型期，面临着产能过剩、产品同质化、竞争激烈的局面。

为了帮助非织造布以及制品企业调整发展思路，寻找产品高端化、差异化的新灵感，荣格将于10月21-22日
在上海召开2020非织造布创新技术应用峰会，汇集从纸尿裤、女性卫生用品、成人失禁产品、湿巾、面膜、
医疗等制品企业、非织造布卷材生产商到设备和原材料供应商等产业上下游的企业，届时将聚焦从原料及
添加剂、纤维、加工设备到卷材、制品的热点话题，分享和讨论新的技术、应用案例和渠道方法，以帮助您实现
业务发展和创新。



热点议题

会议亮点

谁将参加

- 领略创新技术，洞察发展趋势  探讨政策对行业与企业的影响。全方位领略行业内最新的非织造技术，
  与行业顶尖企业共同探讨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 学习最新行业经验与应用  学习最先进的行业非织造解决方案与应用实例，与行业专家互动讨论激发新思路。
- 规划企业未来发展  聆听行业内最权威最有实战经验专家分享，学习企业发展及布署的实际准备工作。
- 合作共赢  充分与企业合作伙伴及同行讨论，寻求企业合作新机会。搭建互惠共赢的合作关系，
   为企业未来战略推进做好准备。
- 特色活动  本次会议涉及行业领先技术及应用，200+参会嘉宾覆盖全产业链，案例分析、主题演讲、圆桌论坛. 

终端用户：婴儿纸尿裤，成人失禁用品，女性卫生用品，面膜，湿巾生产成品企业
非织造布生产商： 水刺，热风，纺熔，熔喷，气流成网，复合
供应商：非织造布生产线提供商/纤维及纤维技术提供商/助剂供应商/原料及辅料提供商等
检测设备及软件、仪器、标准服务、软件服务等服务商
政府、协会、院校、学术科研机构

-  生物基绿色纤维在非织造布中的应用
-  无纺布打孔压花方案：提升产品差异化
-  面层材料新进展：赋予卫生用品天然、亲肤、个性化
-  水刺无纺布在擦拭巾领域的创新应用
-  提升无纺布功能性，国内外助剂技术进展
-  案例分析：智能制造如何助力非织造企业
-  让消费者更安心的湿巾抗菌剂解决方案

市
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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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卫生用品市场现状与趋势分析
-  中美贸易摩擦对非织造行业的影响和应对措施
-  国内外非织造布行业发展趋势和标准工作
-  中国纸尿裤企业的高端化之路
-  人口老龄化现状及政策变化对成人失禁市场的影响
-  非织造布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如何实施
-  个人护理湿巾：基于消费者需求进行品类创新
    走出去，聚焦海外新兴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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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尿裤中的创新导流层设计
-  提升纸尿裤芯体功能性的新技术
-  纸尿裤结构设计提升产品贴身性
-  柔软纸尿裤产品案例分析
-  女性卫生用品的差异化创新
-  卫生用品中的气味控制解决方案
-  卫生棉条在国内外的发展探索 
-  可持续湿巾的未来
-  基于卫材市场变化的纺熔技术创新解决方案  
-  可冲散产品 的生产工艺要求
-  热风无纺布 在卫材中的应用现状及趋势
-  医卫用纺织品的标准及检测
-  面膜用无纺布基材的选择与创新



往届演讲嘉宾

向阳 先生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ANFA亚洲非织造材料协会
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技术市场
协会非织造材料专业委员会会长

胡晓芸 女士
市场主任
德之馨（上海）有限公司

李静雅 女士
中国区卫材与健康技术经理，
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陈 鹏 博士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
与工程研究所

陈玥 女士
市场经理
金佰利（中国）有限公司

卢 艳 女士
高级技术主任
莱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吴海波 教授
东华大学纺织学院非织造
材料与工程系

曹仁广 先生
副总经理
恒天嘉华非织造有限公司

刘 亚 副教授
天津工业大学非织造材料
与工程系

梅长洪 先生
副总经理
浙江金三发卫生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张玉兰 女士
秘书长
中国造纸协会
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

杨乙楠 先生
高级工程师
副主任，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



往届参会名录

上海小叮当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杭州顺安锦达无纺布制造有限公司

巴赛尔

杭州心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杭州菲丝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纳爱斯集团

潍坊驼王实业有限公司

恒安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金佰利（中国）有限公司

恒安集团卫生科技公司

爱茉莉太平洋（上海）研发有限公司

爱生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倍舒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贝亲母婴用品（常州）有限公司

爹地宝贝股份有限公司

强生(中国)有限公司 

东华大学

杭州可靠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千芝雅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

维达纸业（中国）有限公司

广州汇豪纸业有限公司

雀氏（福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恒天嘉华非织造有限公司

湖北丝宝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贝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欧瑞康(中国)有限公司

花王（中国）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

海斯摩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昱升个人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欣龙无纺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永光无纺衬业有限公司
康美洁

康那香企业（上海）有限公司

莱芬豪舍塑料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兰溪市兴汉塑料材料有限公司

曼秀雷敦（中国）药业有限公司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诺斯贝尔（中山）无纺日化有限公司

丝宝集团

苏州奥科维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苏宁床垫有限公司

特吕茨施勒纺织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稳健医疗

新时代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扬州奥特隆无纺布有限公司

婴舒宝（中国）有限公司

浙江金三发非织造布有限公司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

安庆市嘉欣医疗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木代尔生活用纸有限公司

北京一帆清洁用品有限公司

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必得福无纺布有限公司

福建安洁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汇朗无纺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雅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可艾个人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好孩子百瑞康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合生元（广州）健康产品有限公司

利洁时家化（中国）有限公司

美佳爽（中国）有限公司

南海南新无纺布有限公司

宁波格创无纺科技有限公司

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

青岛华伟恒瑞健康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白玉兰卫生洁品有限公司

上海博格工业用布有限公司

上海兰轩新黛日用化学品科技有限公 司

上海银京医用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植物工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州美森无纺布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金叶空气净化钢构有限公司

苏州舜杰水刺复合新材料有限公司

王子奇能纸业（上海）有限公司
全因爱（上海）有限公司

厦门延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诺斯贝尔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新宇无纺布有限公司

芜湖悠派护理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佰斯特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济南卡尼尔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稳德福无纺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有爱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优佳卫生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东冠纸业有限公司

上海护理佳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精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舒芽奇（Suyappy）

威海威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国乐滚乐滚母婴集团

吉安市三江超纤无纺有限公司

上海丰格无纺布有限公司

上海海春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美馨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盈兹无纺布有限公司

上海月月舒妇女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云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长三角非织造材料工业协会

晋江恒安家庭生活用纸有限公司

俊富集团

浙江百联无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杭州路先非织造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玉杰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志晟无纺布有限公司

浙江嘉兴金旭医用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温州新宇无纺布有限公司

盐城恒天无纺布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造纸协会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

爸爸的选择

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

德国“Anmous安慕斯”婴儿纸尿裤

嘟贝母婴用品公司

法国“Dodie”纸尿裤

福建南纺有限责任公司
沁心（上海）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青蛙王子（中国）日化有限公司



扫一扫
加入讨论组

扫一扫，关注
荣格非织造布资讯

往届赞助企业

关于主办方

联系我们

    上海荣格展览有限公司是荣格工业传媒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依托荣格集
团强大的媒体资源，荣格展览每年针对中国制造业市场举办近20 个工业领域
专业技术及应用研讨会，涵盖塑料、食品、个人护理品、医药与医疗、无纺、
环保、涂料与油墨、汽车、金属、模具、包装、复合材料、营养食品等行业. 
其中，金属加工系列论坛、塑料技术系列论坛、涂料技术系列论坛、个人护理
品技术研讨会、功能性食品技术论坛等会议已成功举办数届，并在业内获得了
良好的反响和评价。2017年上海荣格展览有限公司不仅保留这些拥有良好口
碑的技术研讨会，还新增了针对制造业革新技术及市场热点的系列论坛，并将
部分会议的举办地移向亚洲的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

会议经理：Rachel Xu ( 徐榕）
手机：150-0065-4764
电话：+86-21-62895533-191    
邮箱：rachelxu@ringiertrad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