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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毛协〔2017〕9 号 

关于举办第八期毛纺行业专业人才 

高级培训班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进一步推动毛纺织面料设计领域专业化人才培养，提高设计师

把握市场与流行趋势的分析能力，加强毛纺面料和服装设计师的融合

对接，经研究，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决定联合 The Woolmark Company

（国际羊毛局）、山东南山纺织服饰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第八期毛纺

行业专业人才高级培训班。 

本次培训面向毛纺面料设计师、服装设计师，围绕“创新、创意

与设计提升”的主题，邀请意大利资深设计师、行业知名专家、国际

趋势研究机构专业人士就面料设计与开发为学员奉献一场生动精彩

实用的课程。为使培训更富成效，主办方邀请服装设计师、面料设计

师共同参加，相互交流设计观点与思路，启发创意灵感，挖掘市场需

求。会后组织参观山东南山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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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纺面料设计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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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南山纺织服饰有限公司（羊毛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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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题、对象 

培训主题：创新、创意与设计提升 

培训对象：毛纺面料设计师、服装设计师 

三、内容 

（一）The Wool Lab 18/19 秋冬羊毛面料趋势及美丽诺羊毛梭织

产品创新 

（二）面料设计、包袱样的制作以及时尚历史 

（三）服装品牌面料策划及面料趋势分析 

（四）如何通过生产实现面料设计的最佳效果 

（五）粗纺高档轻薄化面料开发思路及双面呢产品品质提升方案 

（六）服装视角下的女装面料产品开发 

（七）服装设计师与面料设计师互动 

以上内容和讲师介绍详见附件 1 。 

四、时间、地点 

（一）时间：2017 年 6 月 14 至 16 日，14 日全天报到，15 日、

16 日全天授课，17 日返程。 

（二）地点：龙口南山国际会议中心（报到、培训、住宿） 

（三）会务组安排 14 日接机接站，17 日送机送站（见附件 3）。  

五、报名 

为保证培训效果，本次培训限额 70 人，额满为止。 

（一）请填写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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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2 日。凡报名学员请携带一

张两寸照片，报到时交与会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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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费用 

（一）培训费（含培训教材、餐费） 

1、中毛协会员单位： 3000 元/人； 3 人及以上：2500 元/人； 

2、非中毛协会员单位： 4000 元/人； 3 人及以上：3500 元/人； 

3、主办方特邀的服装设计师可免费。 

培训费请于 6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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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住宿费 

住宿由会务组统一安排，费用自理，350 元/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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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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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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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培训内容及讲师介绍 

（一）The Wool Lab 18/19 秋冬羊毛面料和纱线趋势及美丽诺羊

毛梭织产品创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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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国际羊毛局与南山纺织服饰集团共同组建 WDC (羊毛创新中

心)以来，国际羊毛局在美丽诺羊毛梭织产品中对新原料、新工艺的

探讨摸索，围绕商务休闲及户外运动等时尚趋势，分类介绍美丽诺羊

毛梭织产品的创新及应用。 

讲师：储洁文，国际羊毛局中国区梭织产品技术主任，高级工程

师，西北纺织工学院毛纺织工程专业毕业，具有超过二十年的精梳毛

纺织染厂的一线生产及产品设计经验，主持及参与多项羊毛纺织产品

的研发及创新，在国内纺织服饰类期刊发表相关论文十数篇。 

（二）面料设计、包袱样的制作以及时尚历史 

内容介绍：讲述意大利面料设计的先进经验和设计思路、包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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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欧洲时装发展历程。 

讲师：Cleto Barberis Organista，DESSTYL Designer & Stylist 

Textile 主设计师。意大利知名面料设计师，从事面料研发、设计工作

三十多年；曾先后在 Lanificio piacenza、Lanificio fratelli Fila、Lanificio 

Vitale Barberis Canonico、Lanificio Ermanegildo Zegna 等多家意大利

知名面料品牌担任设计师、主设计师职务；2007 年其团队开始与菲

拉特合作，并担任菲拉特主设计师，负责菲拉特每季新品开发。 

（三）服装品牌面料策划及面料趋势分析 

内容介绍：1、服装品牌面料策划：面料企划、策划是服装品牌

商品企划的一部分。通过对国际服装品牌服装开发过程的研究，以及

国内企业通常问题分析，介绍在服装品牌中正确的面料企划工作过程，

探讨国内品牌面料企划改善的可能性。2. 面料趋势分析：针对面料

策划开始阶段的重要工作，趋势研究，结合 WGSN 流行趋势内容和

报告，介绍如何利用宏观趋势进行分析梳理，找出适合品牌自身的面

料趋势，确定面料开发和采购方向，建立与纺织企业的有效沟通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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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CTIC-WGSN MINDSET 创意总监。负责纺织面料、

服装产品策划开发、专业培训以及相关的市场合作项目。服务客户为

国内外纺织企业，服装品牌。从事服装及纺织领域专业工作 20 多年，

曾担任过多个服装品牌设计总监，以及中纺信息中心流行趋势中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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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总监。从业过程中，广泛涉及服装市场研究、服装产品开发、纺织

品策划与开发、流行趋势研究、流行色彩研究等领域，具有丰富的行

业经验。 

（四）如何通过生产实现面料设计的最佳效果 

内容介绍：深入分析影响面料设计完美效果的诸多因素，包括原

料选用、色体系应用、纺纱、织造、染色、后整理、织物性能等环节

和方面，并提出如何将这些环节加以有效结合从而实现最佳的面料设

计效果。 

讲师：王荣  常州英泰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从事

毛纺织生产技术及管理工作 30 年，拥有丰富毛纺面料设计开发、生

产、管理经验，有很高的理论技术水平，多次参与中国毛纺织行业协

会组织的培训班，担任讲师，所讲内容切合实际，实践性强。 

（五）粗纺高档轻薄化面料开发思路及双面呢产品品质提升方案 

内容介绍：一、粗纺轻薄面料开发的锲机，包括市场调研、原料

的选用和品质的掌控；二、双面呢产品提升方案，涉及原料的选用、

工艺设计思路、工艺的控制。 

讲师：李云珍，杭州圣玛特羊绒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自 1986

年染整专业毕业后，一直从事本专业探索工作，后创办圣玛特羊绒公

司，潜心研究，在粗纺面料后整理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六）服装视角下的女装面料产品开发 

内容介绍：面料企业的开发困境、面料开发与服装开发的结合、

如何在产品开发上引导客户 

——俞金林  东华大学纺织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江苏丹毛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研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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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八期毛纺行业专业人才高级培训班回执 

 

单位名称  
身份证号码 
（用于申报培训证

书） 
 

单位地址  邮编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 Email 
住宿要求 6 月 14 日接机站 6 月 17 日送机站 

单住 合住 车次或航班 抵达时间 车次或航班 抵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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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2 日前汇款，未汇款者，请现场交费，

现场只能交现金，会后开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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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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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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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会议酒店地址及路线图 

龙口南山国际会议中心 

联系电话：0535- 8663001 

6 月 14 日会务组安排班车接机（站）时间：  

1、烟台蓬莱机场（距离酒店 55 公里）：11:00、13:30、16:00、18:00 

2、烟台火车南站（距离酒店 98 公里）：12:30、14:30 

3、烟台火车站（距离酒店 93 公里）：13:30、18:30 

注：1 烟台火车南站与烟台火车站两站相距 20 公里，填写接站信息时请仔细核对车票信息。 

2 由于承办单位同期将举办庆典活动，票务可能会紧张，请提前订票安排行程。 

3 请在回执附件 2 填写 17 日返程安排，以便会务组安排送站事宜。 

自行前往乘车路线： 

1、烟台蓬莱机场：乘坐机场大巴到达黄城汽车站，再乘坐公共汽车 5 路或 10 路到达酒店，

打车约 30 元。 

2、烟台火车站/烟台火车南站（两站相距约 20 公里）：乘坐附近大巴车到达黄城汽车站，再

乘坐公共汽车 5 路或 10 路到达酒店，打车到达酒店约 3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