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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酶制剂和微生物制剂的世界先导

• 纺织工业酶制剂的市场领导者

• 销售额20亿美元

• 6000多名员工

• 14%的营业收入用于研发

• 自2000-2013年，连续12年被评为道琼斯可持续
发展指数生物板块第一名

• 8个经过外部机构评定的纺织行业生命周期评估研
究

• 诺维信为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提供支持促使纺织
业获得可持续性改变

诺维信简介



• 酶存在于所有生命体内存在

• 催化化学反应

• 由自然界发现的真菌或细菌产生

• 分解成为蛋白质和葡萄糖，并且用后是无害的

酶制剂-天然的快速催化剂



全球分布-包括中国研发中心和技术服务实验室

销售办公室

生产基地

研发中心



可持续发
展先导

创新先导 市场先导 业务助力者

我们致力于增强您的业务发展



谷物食品: 

110 kg CO2
每吨面包

洗涤剂: 

50-150 kg CO2
每吨衣物

动物饲料: 

80 kg CO2
每吨饲料

纺织品: 

1100 kg CO2
每吨面料

农产品:

15 kg CO2
每吨玉米

饮料: 

25 kg CO2
每千升啤酒

皮革: 

100 kg CO2
每吨皮革

造纸业: 

150 kg CO2
每吨纸浆

植物油: 

44 kg CO2
每吨油脂

奶制品: 

230 kg CO2
每吨干酪

化妆品: 

190 kg CO2
每吨脂肪酸

人造黄油: 

23 kg CO2
每吨黄油

不同工业的生物解决方案对环境的影响（ CO2减排量）



酶在提升纺织品可持续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可持续和经济成本的纺织业角度来看

• 酶在温和的环境下发挥作用并节省能源

• 工艺流程结合，节约水消耗

• 纺织品生产过程中替代化学品

• 废水更清洁

在纺织品质量提升方面

• 酶使纺织品弥久如新

• 去除绒毛起球，增强色彩鲜艳度

• 更少化学品使用提升手感



生物酶可以用于纺织工业流程的不同阶段



酶生物抛光 –

节能环保技术案例分析



生物抛光 非生物抛光

处理后织物 未处理织物

酶制剂可以创造更持久使用的纺织品-反复洗涤



Cotton cultivation
Spinning

Knitting

Weaving

Textile treatment
Finishing & 

sewing

质量提高
- X% 寿命延长
- 客户满意度提升

纺织服装行业采用生物抛
光

~ 4000 m3/ton of fabric

~ 4000 m3/ton of fabric ~ 200 m3/ton of fabric ~ 100 m3/ton of fabric> 10 m3/ton of fabric

Sources:
• Novozymes
• Chapagain et al (2005)
• The water footprint of cotton consumption by UNESCO-IHE Institute for Water Education

LINT GREY 
FABRIC

FABRIC

20% = 节省1660吨纺织用水！

Green water (e.g. rain) Blue water (tap water)

生物抛光延长织物20%的使用寿命



消费者每年将会节约200万吨的布料 棉布的二氧化碳平均足迹为每吨棉布约28吨二
氧化碳的排放量

每年节约5600万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

Source: WRAP 2012: Valuing our Clothes, US EPA website

每年节约170亿立方的水，这相当于

每年水资源的消耗量

5亿中国人

奥林匹克游泳池用水

700万

1200万
中型汽车

16个
火电厂

生物抛光延长织物20%的使用寿命

http://www.wrap.org.uk/sites/files/wrap/VoC FINAL online 2012 07 11.pdf
http://www.epa.gov/cleanenergy/energy-resources/calculator.html


酶制剂 –

在染整工艺各环节的节能环保技术应用



诺维信的Aquazym® 产品减少了化学品的使用
量，处理方法更加温和，手感更柔软，对织物没
有强力损伤。 Aquazym® 产品用于牛仔布退浆
过程没有水印。

未使用酶制剂的退浆

酶退浆

退浆过程
有效去除淀粉浆料



• 诺维信 Scourzyme® 产品分解棉布上的果胶
质，并且有利于去除蜡、油以及其他杂质

• 生物精练酶不会破坏棉纤维的组织结构，可以
最大程度保持织物强力

• 酶处理过程减少水洗过程，节约用水

生物精练
迅速去除杂质



Blank – dyed without 
bleaching  参照样

Bleached and dyed after 
bleach clean-up with 

Terminox® 生物除氧后染色样

Bleached and dyed after 
bleach clean-up with 

reducing agent 用还原剂除氧后
染色样

Bleached and dyed without 
bleach clean-up 未除氧染色样

诺维信Terminox®产品保证染色前一致的漂白后除
氧处理，与传统的工业方法相比节水、节能、节约
时间。

生物除氧（双氧水）
批次间无色差



诺维信的除氧、生物抛光和染色相结合的一浴法专有
工艺有效的保证了漂白后双氧水的去除，保色性能好，
同时提高了织物的抗起毛起球性。

一浴法工艺也可以节省水和能源。

生物除氧抛光染色一浴法工艺

应用还原剂和纤维素酶的两步法工艺 – 总耗时：245分钟

生物除氧抛光染色一浴法工艺 – 总耗时：110 分钟



生物酶处理可以有效的进行牛仔洗水而不需要浮石
或者其他助剂。

使用诺维信专有的生物水洗工艺，可以节约预洗过
程，提高了质量，并节约了水和能源。

传统石磨法 诺维信生物洗水工艺

预洗石磨一浴法
始终如一的质量



• 中国纺织生产商的先导者溢达集团在其针
织物湿处理加工过程使用酶制剂

• 溢达集团和诺维信联合进行工厂试验

• 诺维信生命周期评估专家进行了生命周期
评估

总节约量

8万公升水
每吨织物

1000 吨CO2
每吨织物

溢达集团使用了酶制剂并且获得巨大节约



WE ARE READY TO 
WORK WITH YOU
PLEASE CONTACT 
MZ@NOVOZYME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