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纸机织物
工程织物
辊子覆层
弧形辊

SMART® 智能辊
机械维修服务

海克王纳与斯通伍德 即将合二为一

我们化繁为简
为您打造致睿国际品牌

我们的承诺不变：
研发并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
为客户带来鲜明可见的收益

- 节约成本
- 提升产品质量
- 提高纸机效率

革新性能  缔造价值



XERIUM.COM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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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睿 是全球领先的特种耗材制造商，其产品主要用于纸张、纸板、生活用纸、非织造
布、建筑产品的生产以及其他特定的工业应用。致睿的产品主要有两大类：织物和辊子覆层
产品。这些产品在将原材料加工为成品的工艺流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们的企业

致睿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多年前的奥地利格
洛格尼茨工厂，该工厂至今仍然是全球最大最
好的纸机织物工厂之一。

我们是世界上第二大纸机织物和辊子覆层产品
供应商。

致睿公司在织物和辊子覆层方面拥有370多项
已公开与未公开专利。

总裁致辞

致睿公司于1966年在澳大利亚的吉朗设立了纸机压榨毛毯工厂，开启了致睿
在亚洲的业务。自此，亚洲成为致睿公司的重要市场。1976年，致睿日本工厂投
产，接着中国的两家辊子覆层工厂也于2005年加入致睿阵营。如今，随着造纸市
场在亚洲的增长，亚洲成为致睿最大的也是未来增长最快的市场。致睿公司将继
续在亚洲追加投资，这些投资包括设立昆山毛毯工厂和增加常州工厂的聚氨酯辊
子覆层生产线。我们致力于在亚洲长期投资和发展，并赢在亚洲！

造纸织物和辊子覆层产品在纸张生产过程中自始至终与纸页接触，对纸张的
质量和成本有着重要的影响。正是造纸织物和辊子覆层让您的纸张与众不同！致
睿公司不断改善织物的设计和辊子覆层的配方，从而提高纸张质量，以及影响造
纸工艺的主要成本因素（停机时间、车速、纤维成型、能源和化学品）。造纸织
物和辊子覆层产品仅仅占纸张生产总成本的一小部分，而致睿的产品能帮助造
纸厂家缩短停机和维护时间，提高机器运转速度并减少综合能耗。致睿一贯承
诺持续改进和开发创新产品以帮助用户进一步降低运行成本、改善纸张质量和
充分发挥造纸机潜能。致睿通过ValueResults平台为客户提供附加值，我们的 
ValueResults平台在全球范围内的造纸厂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展示了我们
致力于为用户带来持续可量化的价值和让客户取得成功的决心。

我们相信我们是价值提供者，帮助我们的客户在造纸、非织造布和纤维水泥
行业取得成功！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期待与客户紧密合作，协助您们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

汪文林
致睿亚太区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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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战略
ValueResults

致睿 提出和引入这个创新的客户-供应商模型是为了降低造纸
行业的关键成本因素。该模型以伙伴关系为基础，我们的专家与用
户的项目小组充分协作，在指定时间周期内把我们的资源和专门知
识集中于提高造纸机综合性能上。这种先进的伙伴关系模型不仅使
用我们的先进产品、专业人员和设计工具以降低成本，还利用现代
化的管理手段确保成果得以实现和持续。通过Value项目，我们能够
根据用户提出的问题或改进要求，多角度寻找改进方法。

在我们的主要市场以及主要纸种中都运行着我们的Value项目。
我们发现客户对Value项目的接受度非常高。至今，在亚洲市场经客
户签字确认的成本节约已超过2000万美金。由于第一批接受这个理
念的客户在集团内部推荐Value项目，我们得以为客户节约更多成
本。亚洲的业务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增长都快，这里拥有世界
上车速最快，最先进的纸机。然而，我们发现客户解决纸机运行问
题的资源一般局限在工厂内部，因此亚洲是推介我们Value理念的最
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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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服务

干网
致睿干网系列广泛适用于各种纸机和各类纸种。我们的编织干网包括
销接或销环式接缝，适应各位置的需求。此外，我们还为特殊需求的
应用位置提供一系列螺旋干网。

工程织物
致睿的工程织物部门为非织造行业及纤维水泥行业提供广泛的机织产
品。我们的 Huycon 系列在非织造行业享誉已久。在纤维水泥行业，
我们的 Porotherm 系列毛毯保持领先地位 。

机械维修服务
致睿提供全套辊子相关的维修和升级，包括在线运行辊子分析、震
动分析、内部检测和修复、光学和激光准直、真空辊抽吸室大修、
全新辊体制造，以及更多的维修服务。

压榨毛毯
两个世纪以前，致睿的前辈们织造出金属网和羊毛压榨毛毯，并很快
在造纸行业内享有盛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造纸机对压榨毛毯的要
求更严苛，作为技术创新领导者的致睿发明了无端毛毯和接缝毛毯，
又一次设立了行业新标准。

弧形辊
致睿弧形辊应用于要求严苛的位置，控制高速运转的纸页和织物。
此外，我们的弧形辊产品系列还包括应用于高温和高速纸机上的钢
辊以及特殊设计的胶套。

SMART 
® 智能辊技术

我们专利的 SMART ® 智能辊技术将传感器嵌入辊子覆层中，能够
动态地监测多个压区状态。在智能压区技术方面，致睿是公认的行
业先驱，该技术现在可以应用于各类纸种（甚至包括卫生纸机）的
真空压榨位置。

辊子覆层
致睿旗下的斯通伍德品牌为各应用位置提供包括橡胶、聚氨酯、
复合材料等为材质的辊子覆层。我们的创新产品为辊子技术设立
新标准。

成型网
数十年前，致睿推出了人造纤维成型网，而当时造纸行业还处于铜网
脱水的时代。不久，我们首创了“X编织”技术。致睿还发明了“SSB
三层网”技术，其中以 Huytexx 著名，它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纸机运行
表现和纸页质量。致睿推出了具有革命性的 EDC成型网技术，获得了
继 SSB 技术后的又一项成功，更奠定了其在现代化高效织物解决方案
领域的技术先驱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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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睿为所有亚洲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
我们服务的市场包括：
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日本、韩国、台湾、印尼、马来西亚、
泰国、越南、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

上 海
致睿亚太总部

旭 
成型网生产基地

常 州
辊子覆层生产基地

西 安
辊子覆层生产基地

吉 朗 
压榨毛毯生产基地

亚洲生产基地及市场

制浆造纸行业

致睿公司的核心业务以制浆和造纸耗材为主。因此，我们的大部分投入都集
中在造纸工艺使用的各种产品的制造和研发上。

造纸网毯和辊子覆层产品在纸张成型和加工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造纸网
毯是一种高度工程化的合成织物，在纸张加工过程中起着传送纸页的作用。辊子
覆层包覆于大型钢辊体表面，而网毯则运行于辊子上方，纸张在辊子和网毯之间
向前传输。这两种产品始终与纸张保持接触，对纸张质量具有重大影响。

非织造行业

网带适用于非织造产品生产工序中的干部与湿部，以及市政、工业废品或泥
浆处理工序中的干部与湿部，诸如此类。致睿先进的橡胶辊子覆层和智能辊均适
用于非织造行业。

纤维水泥行业

致睿在纤维水泥市场拥有长期领导地位，能够为波纹板提供高品质的诸如 
Porotherm light 的产品。近几年，对特殊顶板，立面和挂板不断增长的需要刺
激了对拥有无痕页边的特殊纤维水泥毛毯的需求。致睿的新一代纤维水泥毛毯
Huystar FC，结合了纤维水泥生产的精密知识和领先的织物专业技术，提供无与
伦比的毛毯光滑特性。致睿工程织物的完整产品组是由专门的研发队伍推动并提
供大量创新方案，以满足即使是最严苛的客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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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昆山压榨毛毯工厂

新工厂将会巩固公司现有及将来的产能并为增长的亚太市场提供先进的
压榨毛毯技术。这项投资将近3500万至4000万美元，将被用于引进行业最先
进毛毯生产技术以提供致睿领先的压榨毛毯产品组合，如 Impact、Flomaxx 及 

Strata 系列。工厂投入运营后预计将会带来100个新的就业机会。

致睿将工厂选址于昆山巴城工业园，昆山最大工业园之一，距上海以西
约60公里。预计2015年初建设完成，2015年年中投产。

中国常州辊子工厂增加聚氨酯辊子覆层生产线

先进的聚氨酯辊子覆层生产线于2014年6月投产。该生产线进一步完善了
常州工厂的产品供给能力，并将为整个亚洲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

亚洲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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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至今 
推出 EDC 成型网脱水技术
推出 Booster 快速开机压榨毛毯技术
推出 Rezolve 纸机模拟系统
推出应用于生活用纸的 EnerVent 沟纹技术
推出应用于靴压的 SMART®  智能辊技术
推出应用于多压区的 SMART®  智能辊技术
推出应用于真空辊的 SMART®  智能辊技术

技术与创新

现 在

2000 – 2010
首创品牌为“Huytexx”的 SSB 三层网
SMART® 智能辊技术面世
推出适用于箱板纸的 Titan HTX SSB 产品
推出第一批适用于高负载压榨辊的聚氨酯辊子覆层
推出第一批消除冷却水的聚氨酯辊子覆层产品

1980 – 2000
率先推出双层“X编织”成型网
推出第一个复合基布结构生活用纸毛毯
率先推出低热滞特性的聚氨酯辊子覆层产品
推出 PressManager 压榨毛毯模拟工具
推出第一批耐高温辊子覆层
推出第一条四层复合基布结构压榨毛毯
推出第一批具有超长使用寿命的“XL”系列辊子覆层产品

1812 – 1980
为纺织制革行业提供第一批橡胶辊子覆层产品
推出第一根弧形辊
推出第一批适用于大型纸机的橡胶辊子覆层
推出第一批人造纤维成型网
推出行业第一批聚氨酯辊子覆层
第一个开发 Comput-A-Cover 辊子覆层产品优化软件
行业内第一个引入 Dri-Press（盲孔压榨）工艺
率先推出软压区概念
推出第一条 Stratified 植绒的全单丝基网织物
第一批无底胶聚氨酯辊子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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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员工

尽管员工分布于全球四大洲，但亚洲分部却能得到来自本地和海外专
业人士以及一支年轻工程师团队的大力支持。在亚洲我们充分体现了人尽
其才的理念。我们根据地理位置合理地分配技术人员，保证他们能迅速进
入市场和出现在生产基地中。致睿亚洲的员工遍布世界各地，以确保更好
地掌握造纸行业的第一手信息和技术情报，为亚洲用户提供针对其应用的
最佳方案。

亚洲团队的三分之一成员都有着20多年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迅速可
靠地为用户提供满足甚至超过其预期的技术支持。凭借先进的产品和训练
有素的专业人员而培养起来的用户忠诚度，使我们在亚洲造纸行业的业务
得以保持常年增长。  

此外，我们也是一支年轻的团队，我们50%员工有着5到15年的从业
经验，这足以把我们的宝贵经验传承下去。通过持续完善、培训和指导，
这一代人必定将致睿的优质服务发扬光大。

未来我们的员工还将一如既往地赢得用户忠诚度。



XERIUM.COM

联系我们

致睿总部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扬斯维尔首府大道 14101 号 
邮编:　27596
电话:　+1 919 556 7235
传真:　+1 919 556 1063

致睿亚太总部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浦东外高桥基隆路 55 号 6 层 E01 室

浦西办公室联络方式：
中国上海市龙华中路 596 号
绿地滨江国际中心 1506-1508 室 
邮编:　200032
电话:　+86 21 5466 0236
传真:　+86 21 5466 0357

Asia@Xerium.com

海克王纳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澳大利亚吉朗 3220， 信箱 757
维多利亚港海滨菲尔摩格路 36-40 
邮编:　3219
电话:　+61 3 5223 7000
传真:　+61 3 5223 7099

海克王纳日本有限公司
日本东京日本桥区崛留町中央区
住友不动产人形町大楼 2-2-1 
邮编:　103-0012
电话:　+81 3 3664 3392
传真:　+81 3 3667 0986

斯通伍德（常州）辊子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天山路 49 号
邮编:　213022
电话:　+86 519 8506 8585
传真:　+86 519 8822 8985

斯通伍德（西安）胶辊有限公司
中国陕西省西安市西郊阿房四路二号
邮编:　710086
电话:　+86 29 8462 3445
传真:　+86 29 8451 44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