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成 /JQR 编辑部　摄影 / 盐川真悟，内藤 SATORU，热海俊一，高野望

质地细致且暖和的“Rain Wool”，它是可弹开雨水的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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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拥有一件可靠的大衣吗？
您是否也想有一件可保护自己免受寒气侵袭，即使长年穿着也不会褪色，并可抵挡风雨的一件大衣呢？
这个冬天，从纺织，针织到染色・染后处理加工，缝制等工序，都由日本国内厂商负责的新款大衣上市了！
每款大衣都极为优雅而温暖，并且各个细节也是完美无瑕。
这就是日本制造的实力。不用说，非常值得一买！

［特集］
让日本品质，伴您渡过一个温暖的寒冬！

倾注在一件大衣中的热情



二战后出口到美国的日本产品，可以说是劣质品的代名

词。在阅读名人所写的随笔时，屡次发现里面有描写到

作者在童年时代，收到圣诞节礼物，欣喜过望之际，得

知礼物是 Made in Japan 时，失望沮丧的场景。但日本

制造业坚持不断地提升了其技术水准，终于赢得了全世

界对 Made in Japan 产品的高度评价。之后在 80 年代，

日本进入了泡沫经济高峰期，在到达巅峰的瞬间，制造

业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般迷失彷徨，最终坠落谷底。大型

制造厂商陆续将生产线移至海外，日本服饰厂商也关闭

许多国内的工厂。泡沫经济所造成的失落的 20 年，是

否即将迎来第 25 年，甚至朝向第 30 年迈进呢？我们得

知有许多国内制造业，在弥漫着封闭感的现况下，持续

研发独家技术，并将众多高品质产品推向市场。本期以

大衣为主题，编辑部深入走访了制作大衣的这些日本厂

商。他们不辞辛劳，只为追求更高的品质。由这些厂商

所制做出来的大衣，完成度高得惊人，相信不仅能温暖

穿着这些大衣的人之身，也能温暖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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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毛织公司纺织品部的宫

本隆部长回想过去说道，

因为羊毛是一个由极为出色的素

材所制成的原料，因此开初认为

不应该轻易去改变此原料。但原

本一帆风顺的公司，在 15 年前

左右开始出现亏损，而其他同业

厂商也陆续被迫停业。公司急需

提高竞争力，所以开始考虑“羊

毛是否还有其他用途？”

　　宫本先生表示 ：“当时想到

的是轻羊毛。制作薄且轻羊毛材

料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想

要制作出厚但轻的羊毛”，向公

司提出这个企划后，原料纱线部

长兼公司董事的下村辰雄先生向

他建议，或许可使用澳洲塔斯马

尼亚所产的美丽诺品种绵羊刚出

生后未满一岁的小羊羔的初剪羊

毛。这种小羊毛大约只有 14.5

微米，其细致度可与喀什米尔羊

绒相匹敌，其触感也丝毫不逊色。

而且价格也较喀什米尔羊毛低

廉。但这种小羊毛因为既卷曲又

短，想要将它编成纱线，并织成

厚厚的布料绝非易事。但因为公

司拥有可完成从纺线，编织布料，

到加工处理的一系列工序所需的设

备和经验，于是他们立即从塔斯马

尼亚进口原料，并将其送至位于上

海的自家纺织工厂。

　　位于上海占地约 5000 坪的工

厂里，配备有共 5 台长约 40 米的

梳棉机，以及 10 台走锭纺纱机。

每台纺织机组装着卷有针布的十几

卷滚筒，通过滚筒轮流旋转，梳理

并传送出原料羊毛。反复进行该工

序，使得卷缠在一起的羊毛逐渐变

得整齐划一。原毛通过三台纺织机

组后，成为细长且密度高的绵状原

料，再将其裁剪来纺织毛线。如果

没有针布的针齿构造，针齿密度，

以及滚筒的间距等相关数据资料，

就无法生产出品质优良的毛线。

　　制作出来的毛线被运送到位于

爱知县一宫市的纺织品中心织成布

料，再运送回到大阪府泉大津市的

总公司，在这里进行染色与染后加

工。在总公司工厂内，放满了各种

形状的大型机器。据说即使是都是

起毛机，所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

经过 20 多个流程，才能生产出各

大

将纳米等级的防水
剂与纤维相结合，
实现了表面涂层难
以达到的防水性
能。针对一旦沾水
就难以去除的羊毛
布料，进行了有效
的防水加工处理。

1. 并列摆放在总公司大型工厂内的液流染色机。宫本部长表示 ：“每台
机器都是特别定制的，现在即使是花费 100 亿日元也买不到这一整套
设备”。工厂内的工序都由电脑控制，作业人员少得惊人。2. 塔斯马尼
亚所产的美丽诺羊毛。左侧是小羊羔的初剪羊毛，与屡次修剪的成羊羊
毛相比，明显较脏，而且不好处理。3. 利用风压延伸并检查布料。
4. 使用起毛机，赋予布料质感。

大阪府泉大津市旭町 17-24　电话 ：0725-33-1181

纺织部宫本隆部长（右）与滨野淳一先
生。

大津毛织株式会社

应用创业 100 年来所累积的技术经
验来进行全新材料的研发

发挥日本纤维产业的实力！

大阪府泉大津市　大津毛织株式会社（J ∞ QUALITY 认证企业）

大津毛织公司从亲赴海外采购原料，纺线，编织，染色，到表
面加工等程序，一贯全都在公司内进行。现将经营重点转至材
料研发，以制作出“令消费者兴奋的布料”为目标。
采访撰文 /JQR 编辑部　摄影 / 盐川真悟

种不同手感的布料。想要重新配

备这些机器极为困难，而且工序

的组合也有几万种，这需要丰富

的经验。这是一旦失去后就无法

再补救回来的技术。

　　他们将这种由塔斯马尼亚所

产的原料羊毛制成的产品，命名

为“Dream Wool”。 既 轻 薄 又

温暖，而且虽然它是百分之百的

纯正羊毛，但同时具有纵向 14.8

％，横向 5.3％的延展性。滨野

先生表示 ：“这款羊毛是靠我们

公司独有的纺织与加工的技术才

得以实现的产品”，正是所谓的

如梦似幻般的羊毛质地的诞生。

继“Dream Wool”之后，受到

瞩目的是重量比同款粗细的毛线

轻了 3~4 成的“Air Fab”。

　　宫本先生表示 ：“今后我们

将继续研发能让消费者感到激动

兴奋的布料”。就让我们来拭目

以待今后会看到怎样的布料登场

吧！

将热情倾注于一件大衣的企业　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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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技术“Aqua Drop 加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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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完色的纱线在公司内的纺

织工厂被制成布料。高级大衣需

要使用的是 1 厘米内有 170 条

纵线，100 条横线的高密度布料。

　  野原社长说道 ：“将 1 万条纵

线的布料织成一反（50 米），需

要 10~12 小时的时间。而且要

求因断线造成的布料损伤，必须

降到 5 处以下。”

　　在快速织布的同时，又得在

不断线的情况下持续工作 10 小

时，这的确是难上加难。最近因

为无法克服这个苛刻的条件，而

退出市场的厂商接连不断。染色

的不均匀与断线，会造成布料的

损 伤 或 形 成 纹 路。 而 DAIWA 

INTERTECH 公司，通过其二战

前就开始织制厚质地布料的技

术，才得以克服这个难关。

野原社长接着说 ：“即使是在苛

刻的条件下，我们也想做出能体

现出设计师和企划人员所要求的

兼具考究与感性的独一无二的布

料。”只有依靠长年积累的技术

和坚定的经营决心，才可制作出

如此优质的大衣布料。

料染色的其中一个方法，

是使用还原染料。“使用还

原染料染成的布料，耐晒性极高

不易褪色，即使洗涤也不会轻易

掉色。还不怕废气等污染，耐用

性极佳。尤其对于需耐用结实且

富于高级质感的大衣面料来说，

是最适合的染色方式。”DAIWA 

INTERTECH 公司的铃木博嗣郎

先生，除阐述以上这些还原染料

染法的优点之外，也提及了其难

度极高的技术。

　　一般来说，长度较长的大衣，

所需布料的面积很宽，容易发现

接线处与染色的浓淡不均等缺

点。因此，求必须使用长度较长，

且染色均匀的纱线。

　　而使用还原染料，为了将长

纱线染成均一的颜色，有很多因

素是不可或缺的。首先，采购了

这些将作为原料的纱线后，需要

重新将它们缠绕在另外的芯卷

上，来调整其缠绕的硬度。去除

金属离子与碱性成份，使得溶解

染料的水质固定。并通过控制泵

内电压来调整水槽内水流速度。

确认气温与湿度，并根据这些气

候条件，细微调整染料的调配内

容。这些调整工作，只要有一步

出错，纱线就会出现染色不均的

问题。

　　因为这个染色过程是如此耗

费心力，在这 30 年内，有许多

染色工厂都改为使用更加简便的

反应性染料。但野原民夫社长摊

开一件大衣，一边展示给我们看，

一边说明了还原染料特有的纵织

与横织，色彩交错出来的魅力。

　　野原社长表示 ：“这块布料

的纵织是茶色，横织是黄色。是

因为使用了不同颜色的两条纱线

编织出来的。这样一来，根据光

线照射的量与角度，布料的颜色

会产生变化，就像现在，这块布

料闪烁着如同彩虹般的颜色，能

更增添大衣的高档质感和颜色的

深度！”

　　确实，当穿着同样颜色，同

样款式的大衣或夹克的人并列站

在一起时，就能看出其质感与氛

围上的差异。这便是所谓的素材

所散发出的潜能吧！

布

制作出兼具质感与耐用性的
顶级大衣布料

使用还原染料染线，再细致地织就成品

埼玉县比企郡　DAIWA INTERTECH 株式会社（J ∞ QUALITY 认证企业）

还原染料以质感上乘，染色效果附着度优良而闻名。据说染色
需要高超的技术，而且近年来难以采购到染料。即便如此，坚
持使用还原染料来制成布料的理由是什么呢？
采访撰文 /JQR 编辑部　摄影 / 内藤 SATORU 

1. 染好的纱线。接着利用热风使其乾燥。2. 为让原料使用的纱线能
更好上色，将其重新卷绕。3. 漂亮地染上还原染料的纱线与布料的
样品。4. 拥有还原染料染色 40 年经验的铃木博嗣郎先生。5. 高速
旋转的整经机。6. 一条一条地检查纱线。7. 纱线并排于前方架子上，
纱线将从这里延伸到整经机。

埼玉县比企郡都几川町西平 975　电话 ：0493-67-1245

DAIWA INTERTECH 株式会社

染色与纺织，都是从明治时期起家的
DAIWA INTERTECH 公司野原民夫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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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热情倾注于一件大衣的企业　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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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后，再制作缝制纸样。从服饰

厂商收到的风衣所需的示意配件

约有 60~70 个，我们依照这些

配件，再制作成缝制作业用的

140~190 个部分，并制订规格

表。规格表上记载着缝制方式与

细节，再以此为依据，在样品生

产线上进行试作。在试作时找出

问题点，一个接一个改善后，再

投入量产。

　　和田先生将完成的风衣衣领

翻转过来，接着说道 ：“这里的

加工我们称为“余距”，仅露出

0.5 毫米，将其余部分都往里面

收紧。我们把这些细节都加入纸

样设计。风衣翻领的折面，也是

采取同样的缝制方式。”

　　通过这些工序，缝制出外观

简洁大方的风衣。但即使是我们

这些外行人也能看出，要完成如

此精细的缝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

件事。一件优质大衣，是由这些

拥有卓越的技术和满腔热忱的人

们所创造出来的。

啦一声垂落的风衣前部，

是代表大衣品质的颜面。

优质大衣不会在颜面上有任何褶

皱。在缝制时要避免厚布料上产

生 褶 皱， 需 要 高 超 的 技 术。

SANYO SEWING 公司厂长和田

秀一先生解说到 ：“用缝纫机缝

制布料的话，一定会出现缩缝的

现象，因此需要事先考虑到纱线

的紧缩，一边拉紧布料一边缝制。

同样，缝纫机的丝线也会因紧拉

的力量而伸展。缝制完成之后，

线就会紧缩，因此要事先预想紧

缩的程度来操作缝纫机。”

　　在瞬间察觉布料与丝线的伸

缩程度，在调整其误差的同时进

行缝制，是这么一回事吗？和田

先生又接着说道 ：“这个过程难

以用语言来描述。但我们的缝制

人员正拥有这样的技术。”在编

辑部采访人员的眼前，缝制工人

一边用右手将布料向前拉，一边

用左手调整缝纫机的针眼大小，

缝制着布料。其中看不到一丝的

犹豫。视线专注于缝针上上下下

的一点，只有手像是别的生物一

般，不停地动作着。旁边堆叠着

刚缝制好的大衣。在缝制衣领的

曲线时，线头会较松，这时需要

凭靠手指的感觉来调整丝线进行

缝制。其他缝纫机上堆叠着大量

的带盖衣袋，但每一个都丝毫没

有误差，口袋边角的压线也都是

恰到好处。

　　SANYO SEWING 公 司 是 一

家主要缝制大衣的厂商。其缝制

技术可说是日本首屈一指。横井

享社长自己却说，这是个奇迹。

　　和 30 年前相比，现在日本

国内的缝制工厂还不到一成。横

井享先生认为 ：“通过集中生产

大衣，使得工厂拥有卓越的技

术。”他接着说 ：“即使是同样的

纱线，质地也会有微妙的差异。

我们可以在瞬间感受到这些差

异。只有这样的工厂，才能成为

优秀的缝制工厂。”

　　接收到缝制订单后，首先着

手的是材料的物性测试。彻底观

察布料的变化，事先了解这些特

啪

横井享社长兼董事长指出 , 现在最大的
课题是如何将技术传承。

1. 正在说明“余距理论”的工厂长和田秀一先生。2. 预测布料与纱线的紧拉度与张力后，
再操作缝纫机。3. 规格表中记载着缝制细节与缝制方式等具体指示。4. 在生产环节途中
也会多次检查产品，整个过程约进行 4 次检查。5. 即使是缝制几百块配件的边角后，针
脚仍一丝不乱。6. 将缝制完成的风衣一件一件仔细地熨烫。接着再装配附属配件，进行
最后的检查。

忠实依照客户需求，
精准制成大衣的缝制工厂

没有丝毫“过”与“不及”的自豪

青森县上北郡七戸町　株式会社 SANYO SEWING（J ∞ QUALITY 认证企业）

将 1 米长的厚重米布料针眼整齐划一地平直缝制，是极为困难的一件
事。但有一家接连缝制数百块布料，也丝毫不乱的缝制工厂。平均工
龄约为 20 年的老师傅们，将最高品质的大衣推向市场。
采访撰文 /JQR 编辑部　摄影 / 热海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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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森县上北郡七戸町字荒熊内 67-18
电话 ：0176-62-2011

株式会社 SANYO SEWING

将热情倾注于一件大衣的企业　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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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日本制造将重新席卷业界版图！
新启动的认证机制“J ∞ QUALITY”

在 1980 年代，日本的国产服饰曾占国内市场 50% 的份额，而现在的市场占有率却低至 3.2%。日本
制服饰，失落了 20 年。为了挽回市占率，2015 年起，新的认证机制“J ∞ QUALITY”已经启动。
我们对 J ∞ QUALITY 管理办公室的宫原孝仁先生进行了专访，让我们来一窥究竟。
撰文 /JQR 编辑部　摄影 / 河野望

　　日本的技术在多种领域中都受到世界肯定，当然

服饰方面也不例外。特别是纺织品方面，海外名牌服

饰厂商也会特地来日本采购，可见其品质优良。但与

此同时，进军海外的日本服饰厂商却无一例外地陷入

了苦战之中。三年前，日本时装服饰产业协会商议了

这个问题，决定今后要致力于推广宣传日本制造的产

品。因此诞生了既能证明产品是“Made in Japan”，

又 能 保 证 品 质 的 认 证 制 度“　J ∞ QUALITY”。

“Made in Japan”只需要最后一个制作工序（缝制）

在日本完成，就可以标示，而“J ∞ QUALITY”则

证明了从纺织针织，染色和染后处理到缝制等 3 个工

序，都在日本国内完成。

　　“J ∞ QUALITY”认证，包括两种方式。其中一

种为企业认证，审查申请认证的企业。检查企业是否

遵守劳动基准法及劳动安全卫生法等法令，以及是否

致力于环境保护，如果发现疑问之处，便直接前往当

地进行监查。

　　另一种则是商品认证，“最终商品认证部”从企业

收取样品，审查其材质·缝制·设计·完成度等项目。

如果产品不够精致，便无法通过认证。通过这些严格

的审查，来确保“ 纯日本制 ” 的行业标准。“J ∞ 

QUALITY”认证商品，将于今年秋天首次摆上市面。

希望诸位消费者们能直接将货品拿在手上，感受一下

其优良的品质。( 宫原孝仁先生 )

使用了越穿越有味道，富有光泽及韵味的上质
棉布料。进行了耐久防水加工，包括细节部分
在内，都做工精美牢靠。这款风衣是三阳商会
倾注其多年的制衣经验和对产品的热忱，制作
出来的。（通过 J ∞ QUALITY 产品认证的产
品第一号）

［百年大衣］男士双排纽风衣（亦售女士款） 
89,000 日元（不含税）
客服专线　三阳商会

双排纽风衣
［百年大衣］

这个冬天不能错过的 7 款
纯日本制造大衣

在此介绍的是从纺织到染色，加工，缝制的全工序都在日本国内完成的 7 款大衣。
每款都是获得 J ∞ QUALITY 认证的品质保证商品。

摄影 / 河野望

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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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J ∞ QUALITY 认证产
品都会挂上此标签。

J ∞ QUALITY 管理办公室代理主任

宫原孝仁先生



此款大衣采用了用天然肥皂洗涤
过，从而减轻了脱线及损坏可能性
的葛伦格纹布料。通过老练匠人的
经验和缝制技术，成功实现了既拥
有时尚的背部线条又不留褶皱的美
丽成品。

［菊池武夫］葛伦格纹大衣
69,000 日元（未税）
客服专线　World

葛伦格纹大衣
［菊池武夫］

河狸麦尔登呢立领大衣
［D’URBAN］

设计简约的立领大衣。
使用了在日本国内制成
的 100% 河狸麦尔登
呢纯毛布料，其贴身感
也让人毫无挑剔。

［D’URBAN］ 河 狸
麦 尔 登 呢 立 领 大 衣 
100,000 日元（ 不含
税）
客服专线　

第二款

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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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呢大衣
［INÉD］

使用了粗细不同的线交织而
成的带有立体感的布料，使
得成品具有独特质感。通过
对袖窿独特的剪裁加工，解
决了厚重大衣易有的不便穿
脱的问题，打造出简洁优雅
的风格。

［INÉD］粗呢大衣
59,000 日元（不含税）
客服专线　FLANDRE　

米富粗花呢针织大衣
［自由区］

这款大衣是与日本的老字号毛
线针织厂商米富纤维公司合作
设计的新款。用金银线和扁丝
纱交织而成的粗花呢风格针织
大衣，实现了轻巧且舒适柔软
的质感。无论是休闲或是正式
场合，都易于搭配。

［自由区］米富粗花呢针织大
衣 49,800 日元（不含税）
客服专线　ONWARD 樫山
客服中心　

第五款
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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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斯特菲尔特大衣
［Rain Wool］

此款大衣具有耐久防水功
能（初期防水度 4 级以上，
干洗 10 次后防水度为 3 级
以上，耐水压 200 毫米以
上 ※ 皆为 JIS 规格）的羊
毛防水大衣。使用的羊毛是
和山羊绒相同纤维直径的

“Super 180’s”。因为其
既温暖又能弹开雨水，即使
天气突变也尽管放心。

［Rain Wool］女士切斯特
菲尔特大衣（亦售男士款） 
118,000 日元（不含税）
客服专线　三阳商会

帕斯卡羔羊毛
双面风格大衣

［NATURAL BEAUTY］

此款大衣采用了柔软且质量上
乘的麦尔登呢作为材料。以犀
利的细部构成及剪裁，打造出
优美的线条。此外，大衣的内
层，也采用了具备蓄热保温效
果的防寒材料，实现了既轻巧
又温暖的穿着感。
帕斯卡羔羊毛双面风格大衣 
62,000 日元（不含税）
客 服 专 线［NATURAL 
BEAUTY］

第六款

第七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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