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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川西北牧区牦牛绒产业发展现状的调查,分析了川西北牧区发展牦牛绒产业的必要性及优势,提出了

促进川西北牧区牦牛绒产业发展的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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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牦牛绒是高品质动物绒类,也是青藏高原特有的

生物资源。川西北牧区拥有非常丰富的牦牛绒资源,

但未能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同时,该地区是集民族

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为一体的特

殊地区[1],面临生计发展、扶贫脱贫、生态保护等一系

列压力。为进一步促进川西北牧区经济向加工增值型

转变,发展牦牛绒精深加工产业则是一项重要举措。

该产业契合川西北牧区发展定位[2],将为该地区精准

扶贫找准切入点,可使区域牦牛绒资源优势变为经济

优势,促进藏区的经济建设、民生改善和脱贫增收,并
有效缓解畜牧业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支撑区域可持续

发展。

为加强院地合作,促进川西北牧区牦牛绒生产加

工产业化进程,我们走访了石渠、理塘、德格、康定、红
原、马尔康等地区部分牦牛绒加工企业,通过对国内牦

牛绒产业发展情况、原绒收购、纤维质量、分梳、纺、织
各环节的调研,在搜集、整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分析

该区域牦牛绒产业发展现状,对牦牛绒产业发展提出

了建设性意见。

1 川西北牧区牦牛绒产业发展现状

1.1 牦牛绒资源分布和利用情况

四川省地形复杂,地貌多样,藏区特殊的地理环境

孕育出众多优质牦牛资源。特别是九龙牦牛[3]、麦洼

牦牛[4]已为川西北牧区带来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及生

态效益[5]。目前,四川省牦牛存栏约397.10万头,主

要分布于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川西北牧区和横断山半

农半牧区,牦牛品种分为青藏高原型和横断高山型两

大类[6]。牦牛产绒,是牛属家养牛种的独具性状,其绒

纤维细,手感滑糯,保暖性能好,纤维强力高、耐腐蚀且

成本较低,具有很高的纺织价值。然而,因高原藏区复

杂的地理环境和恶劣气候条件,造成了牦牛绒纤维的

收集和利用困难,制约了对牦牛绒纤维的研究及其产

品的开发。牦牛自然落绒季节大概在每年春末夏初之

时[7],也正值牧民采挖虫草时节,导致大部分牦牛绒未

及时收集而散失在草地中,造成宝贵资源的浪费,同时

对草原生态环境也造成一定程度污染。根据甘孜州、
阿坝州农牧局提供的畜牧业生产季报表情况以及走访

各县畜牧局了解的情况,现阶段川西北牧区对牦牛绒

资源的利用率极低。相关数据见表1。
表1 2018年川西北牧区牦牛存栏量及牦牛绒产量

序 号 地 区
牦牛存栏
/万头

牦牛绒产量/t
理论值 统计值

1 石渠 33.97 339.7 43
2 色达 26.10 261.0 51
3 德格 26.45 264.5 58.3
4 白玉 10.79 107.9 34
5 理塘 14.67 146.7 48
6 甘孜 16.29 162.9 38
7 新龙 9.35 93.5 2.8
8 炉霍 9.45 94.5 3.1
9 康定 11.33 113.3 4.2
10 阿坝 15.40 154.0 23
11 红原 25.35 253.5 20
12 若尔盖 23.10 231.0 13

1.2 牦牛绒产业发展进程

20世纪80年代,在四川省曾涌现过一批牦牛绒分

梳及纺织工厂,成功开发出了牦牛绒衫等纺织产品,但
因无专用开松、分梳设备,通常借用普通毛纺、棉纺或

其他梳理机械,工艺不成熟,绒、毛分离不良,纤维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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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制成率低,毛粒多,使得牦牛绒纤维无法应用于

精梳纯纺面料特别是高档梭织面料的生产,削弱了产

品的竞争力。
随着我国纺织工业的飞速发展,毛纺技术及其设

备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现阶段,超柔纯纺高支精梳

纱开发、超薄纯纺精梳面料开发、服装与服饰品应用等

环节的后端加工技术已趋成熟,并且因为牦牛绒原料

稀有且风格独特,牦牛绒高档产品深受国外消费者的

青睐,甚至得到了爱马仕、路易威登等奢侈品牌的关

注。但产业链前端的牦牛绒原绒收集、提取、分梳、制
条等因无完善的标准化工艺及专用设备导致分梳绒质

量参差不齐,难以开发精梳纯纺高支纱,制约了牦牛绒

高档产品的开发。
国内专注于牦牛绒产品开发的企业寥寥无几,其

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企业是江苏的中孚达、甘肃的诺乐

和上海的Shokay。中孚达在牦牛绒绒条制条技术研

发方面拥有技术优势,采用毛精纺系统实现了短绒类

动物纤维精梳制条和高支化纺纱;诺乐坚持用最古老

的编织手法将最上等的牦牛绒制成具备独特藏文化色

彩的特色产品;Shokay致力于将设计和销售两个环节

注入时尚奢侈品的概念和元素,聚焦于牦牛的生活创

意品牌,打造牦牛绒创新产品。除此之外,西藏、青海、
甘肃等牦牛主产区也逐渐开始关注牦牛绒产业的发

展,陆续入驻多家企业进行牦牛绒产品的开发。而川

西北牧区地处生态脆弱区域,不能走内地的传统发展

模式和传统工业化道路,纺织业相对落后,仅石渠县、
理塘县各有一家牦牛绒产品开发企业。

2 川西北牧区发展牦牛绒精深加工产业必要

性分析

2.1 发展特色产业,助力藏区脱贫攻坚

川西北牧区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自身技术水

平落后的影响,仅依靠原料供应作为主要经济来源和

增收途径,经济发展明显滞后,缺乏行之有效的富民产

业助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

记来川视察时指出,全面小康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关键

在脱贫攻坚战能否打赢,要求把彝区藏区脱贫攻坚作

为重中之重,将脱贫攻坚战进行到底。因此,为确保高

原藏区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与全省同步实现小康,当
务之急是产业发展,既需要深刻认识到川西北特殊的

区情和发展的系统性需求,也要重视社会稳定和民生

问题。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并不是背道而驰的,是可

以有效融合的,关键在于对资源的利用模式。牦牛绒

精深加工产业就符合川西北生态脆弱区主体功能定

位,将牦牛绒变废为宝,有效促进资源、产业、生计、生
态的融合发展,对增加就业、脱贫攻坚、保持社会稳定、
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2.2 推进绿色发展,贯彻生态文明战略

川西北牧区不仅是四川省重要的生态畜牧业基

地,更是长江、黄河上游极为重要的生态屏障[8]。随着

自然环境的剧烈演变和人类活动的不断加剧,川西北

牧区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脆弱,该区域广大牧民基本

生产生活依赖草原,生活方式原始落后,生态环境破坏

严重。高寒脆弱的自然生态在原有的生产方式和产业

结构条件下面临严峻威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转变农牧业发展方式和发展生

态型非农产业为着力点,促进生态保护和建设,实现保

护与发展的双赢。牦牛绒精深加工产业是畜牧业和纺

织业的有机结合。对牦牛绒进行科学地加工生产,并
使之成为产品投放市场,不仅是对牦牛资源的综合循

环利用,同时也是拓宽当地牧民收入渠道的有效途径,
能助力当地牧民摆脱仅仅依靠传统的肉、奶制品等牲

畜业初级产品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困境。更为重要的

是,随着这一产业的不断壮大,将有效促进牧区循环经

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缓解牧区长期存在的草场

超载过牧,使区域自然生态得以恢复。因此,发展牦牛

绒精深加工产业是贯彻生态文明战略,促进县域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能够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和

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9]。

3 川西北牧区发展牦牛绒精深加工产业优势

分析

3.1 资源优势

川西北牧区牦牛绒资源优势得天独厚,产绒量多,
品质优良,具有原料和地域的优势,并且容易形成示范

效应,带动周边区域牦牛绒产业的发展。

3.2 质量可控

目前国内的动物纤维交易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市
场机制没有很好发挥作用,购销渠道不畅。大部分牦

牛绒被“毛贩子”控制,混级收购、压等压价、掺杂使假

现象比较普遍,降低了牦牛绒的使用价值,影响了牧民

收集牦牛绒的积极性。在源头建立优质原料基地,更
容易制定质量保证体系,保证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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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牧企双赢

引进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在原料产地建立牦牛

绒生产加工基地,加强信息沟通,降低管理和运输成

本,实现产品质量追溯。牧民可将原绒直接送达工厂

或附近的收购站,有效解决了牧民绒毛难卖问题,带动

牧民持续增收。同时,牦牛绒在牧区收购网络的建立,
将有效提高牧民意识,促进牦牛绒分等分级、优绒优

价,进而降低成本,提升质量,实现牧企同步增收。

4 川西北牧区发展牦牛绒精深加工产业的几

点建议

  全世界的牦牛数量约为1400万头,我国占95%
以上[10]。而国内的牦牛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牦牛

绒几乎是中国特有的纺织原料,因而国外对其加工应

用研究甚少,我国对牦牛绒的加工技术可代表世界水

平。在原料产地发展牦牛绒精深加工产业,将为下游

纱线、面料、服装、服饰等加工提供优质的牦牛绒原料,
完善牦牛绒产业链条,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具有良好

的应用前景。

4.1 牦牛绒资源及其品质调查

牦牛具有特殊的耐高寒生态适应性,能充分利用

高寒草地牧草资源,在空气稀薄、寒冷、牧草生长期短

等恶劣环境条件下生存,不同生长环境、不同品种牦牛

之间的绒毛品质有一定差异[11]。对川西北牧区牦牛

分布区域、数量、主要品种、绒生产概况(产量和质量)、
外观特征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并跟踪调查,掌握牦牛

绒品质状况,将有利于绒原料的收购,更好地适应工业

连续化机械生产需求,并对优质绒牦牛品种的培育和

推广提供技术支持[12]。

4.2 标准制定和宣传

在现行国家标准《牦牛绒》的基础上,按照该区域

的资源和品质情况制定相应的原料流通标准、收储制

度、分级标准和价格体系,大力宣传落实各项技术标

准,建立质量保证体系,实现优质优价,避免市场乱象。

4.3 挖掘当地文化以打造特色产品

纤维特性是影响纺织产品风格及其工艺技术、经
济指标的基本要素,应根据原料特性研究适合开发的

品种,深度挖掘当地丰富的历史和宗教底蕴,开发出具

有藏区文化内涵的高品质特色牦牛绒产品,提高产品

附加值。

4.4 提升品牌效应

牦牛对于藏区牧民不仅仅是依赖和传统,也承载

着文化和情怀,牦牛绒产品蕴含着高原生态保护的理

念和温暖的人文情怀,会使藏区自建的“品牌”内涵更

加充实,更具吸引力,更容易得到国内国际品牌的关

注,从而也能提升川西北牧区乃至四川藏区的影响力。

4.5 建立产学研平台

针对现阶段川西北牧区牦牛绒产业发展面临的技

术集成度低、副产物综合利用少、产品结构单一、技术

链和产业链不完善等突出问题,应建立全方位、全产业

链的产学研机制。以市场为导向,科研院所为创新源,
企业开发为主体,产学研紧密结合,使川西北牧区丰富

的牦牛绒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给饲养、流通及生产

各方提供技术支持,并广泛应用于农牧民对原绒的分

级、畜牧改良、原料收购等牦牛绒产业链的各个阶段,
使牦牛绒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更规范有序,让牦牛绒产

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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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得到织机故障预测模型,使得模型能分辨出

织机的运行状态,提前预测其故障位置以及故障原因,
预测故障将要发生的时间段并及时报警。

3 结语

提出了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织机故障预测模型,
在织机还在正常运行的状态下就能预测到织机即将要

发生的故障的位置及其原因,提高了传统车间管理系

统的性能,做到预测故障位置、故障原因、故障发生的

时间段,并报警,及时处理问题,排除故障,使织机高效

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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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WarpMachineFaultPrediction
andAlarmSystembasedon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

XILong
(ComputerScienceCollege,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600,China)

  Abstract:DrivenbytheInternetofThingsandindustrialintelligence,inviewofreal-timeinformationandhistoricalinformation

ofloom,areal-timemonitoringsystemforloomfailurepredictionandalarmwasdeveloped.Thehistoricaldataandreal-timedatain

thePLCwerecollected.ThehistoricalfaultdataandnormaloperationoftheloomweretrainedthroughtheConvolutionalNeuralNet-

work(CNN),soastopredictthereal-timedataoftheloom.Thefaultcouldbepredictedinadvanceandalarmcouldbegiveninad-

vance.Itcouldprovidebettermanagementandmaintenanceforthetextileworkshop.

Keywords:faultprediction;realtimemonitoring;deeplearning;CNN


(上接第11页)

InvestigationandThinkingoftheDevelopmentStatus
ofYakWoolIndustryinPastoralAreasofNorthwesternSichuan

YANGXu-chao,XIAOLu,WANGJia-li,FANGJia,YU Wei-hua
(SichuanAcademyofSilkSciences,Chengdu610031,China)

  Abstract:Basedontheinvestigationofthedevelopmentstatusofyakwoolindustry,thenecessityandadvantagesofthedevelop-

mentofyakwoolindustryinpastoralareasofnorthwesternSichuanwereanalyzed.Somesuggestionsonpromotingthedevelopment

ofyakwoolindustryinpastoralareasofnorthwesternSichuanwereputforward.

Keywords:pastoralareasofnorthwesternSichuan;yakwool;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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