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毛协 [2017]5 号  

关于举办第七期毛纺行业专业人才高级培训班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提升毛针织服装产品开发和设计能力，促进毛针织行业设计人

才培养，经研究，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将联合 The Woolmark Company

（国际羊毛局），依托国内领军毛针织纱线生产企业——浙江新澳纺

织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第七期毛纺行业专业人才高级培训班。本

次培训面向毛针织服装设计师，围绕“创新、创意与设计提升”的主

题，邀请行业知名专家、教授、设计师，就针织类产品设计创意流行

趋势、行业前沿全成型技术展开深入讲解，并安排讲师与学员针对专

题现场互动、参观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活动得到中国纺织人才交流培训中心支持，培训合格学员可

获得国家人社部 “国家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培训证书。欢迎

毛针织服装设计师踊跃参加。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 

The Woolmark Company（国际羊毛局） 

承办单位：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二、培训主题及对象 

培训主题：创新、创意与设计提升 

培训对象：毛针织服装设计师 

三、培训内容 



（一）美丽诺羊毛针织创新及 The Wool Lab 18/19 秋冬羊毛面料

和纱线趋势预演 

——朱梅  The Woolmark Company（国际羊毛局）中国区技术

经理、高级工程师 

（二）WGSN 18SS 针织四大主流趋势解析---心态指南针 States of 

Mind 

——郑绵绵  CTICWGSN Mindet 趋势总监 

（三）针织产品设计与创新 

——郭瑞萍  北京服装学院教授、纤维与时尚专业负责人，中国

针织服装设计研发中心主任 

（四）全成型™服装开发与设计 

——胡进军&王展 岛精荣荣(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五）纱线流行趋势及产品开发与针织品设计的关系 

——陆卫国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六）参观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四、培训时间及地点 

（一）时间：2017 年 4 月 24 至 26 日 

24 日下午 14:00 报到，25 日、26 日全天，26 日 17:00 后可安

排回程事宜。 

（二）培训地点：新澳纺织技术研究院（桐乡市崇福镇振芝街

48 号） 

（三）报到及入住酒店：浙江瑞麒酒店（桐乡市崇福镇崇民大道

1065 号，距离新澳纺织技术研究院约 1.5 公里） 

五、培训报名 

本次培训仅限毛针织服装设计师，限额 60 人，额满为止。 

（一）请填写第七期毛纺行业专业人才高级培训班回执（见附件



2），传真或邮件回复至中毛协秘书处。 

（二）报名截止日期：2017 年 4 月 23 日。凡报名学员请携带一

张两寸照片，报到时交与会务组。 

六、培训费用 

（一）培训费： 

1、中毛协会员单位： 3000 元/人(含培训教材、餐费)； 

2、非中毛协会员单位： 3800 元/人(含培训教材、餐费)。 

（二）住宿费：住宿由会务组统一安排（地址详见附件 3），费

用自理，单间、标间：310 元/间/天（含双早）； 

（三）培训费请于 4 月 23 日前汇入以下账号： 

开户单位：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坛支行； 

账    号：1100 6026 2012 0150 25134 

汇款时请注明培训费，并将电汇底单传真至中毛协秘书处。 

注：因中毛协近期将办理三证合一手续，4 月份不能开具发票，正常开具发

票时间在 5 月中旬，敬请见谅。4 月 23 日以后未汇款者，请现场交费。 

七、中毛协秘书处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丹(13910265962)   电  话：010-85229690 

传  真：010-85229493        E-mail：cwta@vip.163.com  

 

附件 1、培训内容及讲师介绍 

2、第七期毛纺行业专业人才高级培训班回执 

3、会议酒店地址及路线图 

 

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件 1： 

培训内容及讲师介绍 

（一）美丽诺羊毛针织创新及 The Wool Lab 18/19 秋冬羊毛面料

和纱线趋势预演 

介绍美丽诺羊毛在时尚、休闲、运动和户外方面的创新应用。The 

Wool Lab 是 The Woolmark Company（国际羊毛局）与全球最具创新

精神和执着品质追求的纺织供应商联合打造的趋势指南，汇集了市场

上引人瞩目的羊毛产品，反映当前时尚和纺织趋势。TWL18/19 秋冬

预演将带来 18/19 秋冬的趋势灵感主题和面料花型及色彩，为设计师、

服装品牌、制造商以及纺织专业人士提供最新趋势讯息。 

讲师：朱梅  The Woolmark Company（国际羊毛局）中国区技

术经理、高级工程师，东华大学纺织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从事产品

开发 15 年，曾就职于斯托尔(STOLL)国际时装技术中心，任花型及

技术培训师；现任 The Woolmark Company（国际羊毛局）中国区技

术经理，负责羊毛针梭织创新产品开发，并参与国际羊毛局流行趋势

的相关工作。 

（二）WGSN 18SS 针织四大主流趋势解析---心态指南针 States of 

Mind 

本季 WGSN 的四大针织主流前瞻趋势探究各种新兴的独特视角，

从慢时空 Slow Futures、新丝路 Kinship、真自我 Youth Tonic、合意

境 Paychotropic 四个方向得到新一季的灵感方向，从而引申到色彩，

面料和服装的廓形。 

WGSN（Worth Global Style Network), 英国在线时尚预测和潮流

趋势分析服务提供商专门为时装及时尚产业提供网上资讯收集、趋势

分析以及新闻服务。公司旗下有 150 名创作和编辑人员经常走访全球



各大城市，并与遍及世界各地的资深专题作者、摄影师、研究员、分

析员以及潮流观察员组成强大的工作网络，紧贴追踪新近开幕的时装

名店、设计师、时尚品牌、流行趋势及商业创新等动向。 

讲师：郑绵绵 CTICWGSN Mindet 趋势总监，资深趋势研究和咨

询专家，曾为亚历山大麦昆、日产、微软和 100%Design 等公司工作，

拥有中央圣马丁艺术学院硕士学位和中国美术学院本科学位。个人作

品曾参与过英国伦敦设计周、伦敦时装周、米兰设计周。 

（三）针织产品设计与创新 

针织产品设计与创新的经验分享，介绍如何回归纤维特性的本源，

以设计彰显纤维之美。 

讲师：郭瑞萍  北京服装学院教授、纤维与时尚专业负责人，中

国针织服装设计研发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为针织服装设计及工艺创新、

纤维与时尚设计、针织流行趋势。于 2016 年受邀参加亚太经合组织

（APEC）会议领导人服装设计工作并获得多项荣誉。2016 年荣获第

22 届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大奖。创立针织特色品牌：度兮。度兮品

牌曾多次参加纽约、北京时装周发布会活动，得到业内国家媒体的关

注和全方位报道。 

（四）全成型™服装开发与设计 

全成型™针织设备的原理及技术发展、全成型™产品的工艺特色、

设计系统 SDS-ONE APEX 简介及模拟示范、岛精时装集锦及时尚潮

流趋势网站 STAF 介绍。 

（五）纱线流行趋势及产品开发与针织品设计的关系 

毛针织纱线在毛针织品的应用、毛纱线特性与针织产品品质与设

计的关系，2018/19 毛针织纱线颜色流行趋势。 

讲师：陆卫国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高级工程



师，从事精毛纺厂纺纱技术工作 27 年，就任于国内领军毛纱线生产

企业，在生产管理、精纺针织纱线、机织纱线质量控制、品质要求、

产品开发等方面积累了多年的经验。 

 



                                                         

附件 2：  

第七期毛纺行业专业人才高级培训班回执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邮编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 Email 
身份证号码（用于申报

培训证书） 
住宿要求 入住 

时间 
不住 单住 合住 

          

          

培训费请汇入以下账号（汇款时请注明培训费，并将电汇底单传真至中毛协秘书处。请于 4 月 23 日前汇款。） 

注：因中毛协近期将办理三证合一手续，4 月份不能开具发票，正常开具发票时间约为 5 月中旬，敬请见谅。4 月 23 日后未汇款者，请

现场交费。 

汇款帐号 开户单位：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开户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坛支行；账号：1100 6026 2012 0150 25134 

备注： 

1、请于 4 月 23 日前将回执发送到中毛协邮箱（cwta@vip.163.com）或传真（010-85229493）至秘书处； 

2、中毛协联系人：刘丹（13910265962） 



附件 3： 
会议酒店地址及路线图 

 

浙江瑞麒酒店 

地址：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崇民大道 1065 号，电话：0573-89388888                  

距离新澳纺织技术研究院约 1.5 公里 

从高铁站到达酒店乘车路线： 

桐乡高铁站：乘坐 K283 路到达崇福车站，在乘坐桐乡 K301 路或 307 路到达青

阳西路口下车，到达酒店，打车约 60 元。 

附图为浙江瑞麒酒店和新澳纺织技术研究院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