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FORMATION BOOKLET

品牌信息手册

伯丽奴



崭露星光

伯丽奴首创一系列全新感受的高端产品。 柔软光滑，身体几乎

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轻如鸿毛，穿上它没有任何负重感。 温暖

如春，无惧任何严寒。 就像晨曦中的朦胧身影，这种材料制作

的服装笼罩着一层独特的光环。这种织物几乎不起毛球，永远

保持光鲜的外表。 就像天空中变化莫测的云彩和心中万马奔

腾的奇思妙想，伯丽奴是前所未有的创新产物，当然，其创造性

也会永无止境。

鬼斧神工，曙光初照。在太阳最先升起的国度新西兰Woolyarns公

司的伯丽奴品牌系列在全球首发研制了集羊绒、美利奴羊毛、桑蚕

丝与新西兰帚尾袋貂绒于一体的混纺系列纱线。 这种柔软的毛绒

具有独特的空心结构特征。



已去除较粗的纤维，留下的只

是纤细的绒毛，纤维厚度降低

到平均2微米。

帚尾袋貂绒

Perino Cirrus 
伯丽奴卷云系列 

云卷云飞恰似天边的浮云。 高级纱线

造就高端服装，此物只应天上有。

40%羊绒 Or  40% ACGA羊绒

40%帚尾袋貂绒

20% 桑蚕丝

提供28/2Nm和36/2Nm两种规格。

Perino Alto
伯丽奴祥云系列 

恰似余音袅袅、彩云飘飘。

结实的纱线使豪华的服装永葆青春。

70%新西兰ZQ认证的美利奴羊毛

30%帚尾袋貂毛绒

提供28/2Nm规格。

Perino Nimbus
伯丽奴雨云系列

雨云缭绕，众望所归。

用途广泛、变幻无穷的纱线雍容华贵、

温馨典雅。

65%新西兰ZQ认证的美利奴羊毛

25%帚尾袋貂毛绒

10%桑蚕丝

提供18/2, 28/2 Nm和36/2Nm三种

规格。

混纺纱线

伯丽奴超凡脱俗，魔力无限：袋貂纤维具有许多天然优势，手感光

滑，轻如鸿毛和非凡的保暖性能。 伯丽奴即刻就会使您的服装品

牌出类拔萃。拥有这种轻松惬意和柔软备至的宝贵产品，顿时就会

使您与众不同。

我们Woolyarns 公司的原料专业采购团队确保和承担了优质山羊绒(由澳大利亚山羊绒牧业协会ACGA牧场)提供和ZQ 

优质美利奴羊毛的供应。

我司在批量订单中，Cirrus 卷云系列混纺纱线使用ACGA 山羊绒（ACGA Cashmere)，Nimbus雨云系列混纺纱线使用

ZQ 美利奴羊毛。这使用ACGA Cashmere或ZQ Merino纤维可确保完全可跟踪的供应链以及动物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

可持续性领域的最高标准。



灵星闪烁的色彩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紫红与赤橙妩媚，湛蓝与柔

粉缠绵。泥土的芳香，伴随着初生的朝阳。葱茏的翠绿，充斥在

雨后的斜阳。这是一块光鲜明亮的调色板，经过岁月的雕饰，呈

现出斑斓的色彩。

请浏览perinoyarns.com网站，查看五光十色的颜色范围。

受国际流行色趋势和自然山水现象的启迪，伯丽奴的色调恰如曙光

初照，为世界带来了希望。



最轻的保暖材料

袋貂纤维的中空结构意味着这种纤维可以保持更多的空气。 因为

空气导热的能力很差，纤维和纤维结构中保持的空气越多，穿衣人

在体内保留的温度就越高 在独立测试中，在相同的重量和结构的情

况下，伯丽奴纤维的保暖性比纯美利奴羊毛高50%，比纯羊绒纤维

高35%。

伯丽奴纱线的优点

伯丽奴纱线具有超凡脱俗、鹤立鸡群的特质。 

加入帚尾袋貂纤维使一切变得皆有可能，这些宝贵的特质为时装设

计师的奇思妙想创造出无限的可能。

高柔软性

帚尾袋貂纤维是一种锥形纤维。纤维尖端大约只有1到2微米。这远

远低于30微米的细度值，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已经指

出，该细度值是造成“刺痒感觉的因素”。

不容易起球  
伯丽奴纤维不容易起毛球。这是因为每根帚尾袋貂纤维的结构。

与其它纤维锯齿状的结构相比，如美利奴羊毛和羊绒，帚尾袋貂纤

维的结构呈现更圆滑的形状。这使得每根纤维滑过彼此而不是纠结

在一起，导致起球。

透气性能好

美利奴羊毛和袋貂纤维具有复杂的结构，纤维内部称为皮层，控水

性能好，纤维外部称为角质层，失水性能好。汗液会需要较长的时

间才能凝结成液体，穿衣人会感觉更加舒适，同时纤维外部具有天

然的防水性能

除异味

美利奴羊毛具有极强的天然除臭功能。



 

伯丽奴纱线是由Woolyarns公司生产。该公司拥有几代人的专业知识，持续推动了产品的改进。 

Woolyarns公司于1992年开始引入新西兰帚尾袋貂纤维，随后利用先进的电子机械，在商业上加速推广美利奴羊毛/袋

貂纱线。 作为混纺帚尾袋貂纱线的先驱纺纱工程师 Woolyarns不断创新和开发新产品，

  他们尽可能地带给广大客户以新颖优质的原材料而创造出完美的产品 。

伯丽奴纱线的开发历程

时装设计师的“下一代创新纱线”。 新西兰的帚尾袋貂纤维为国际市场带来了新的服装材料，其优势是其它纤维无法与

之相提并论的。除了超常的柔软度和明暗度，这种纱线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光晕效应”。洗后会出现明快的色调。 

这为寻找新材料的时装设计师提供了不同凡响的真材实料。

超细美利奴羊毛 

美利奴羊毛纤维具有出色的水分管理和形状保

持使这种特种纤维具有弹性和令人难以置信

的韧性。我们的美利奴纤维来自新西兰值得信

赖的澳大利亚供应商，超细15.5微米，确保我

们的纱线提供卓越的柔软性和舒适性。

桑蚕丝

我们的专业团队仅提供最优质的资源。来自丝

绸发源地中国的11微米最优质等级的桑蚕丝

加入我们的奢华混纺纱线中。桑蚕丝独特的三

角形丝纤维给纱线增添了第二层光泽。

帚尾袋貂绒 

我们独有的帚尾袋貂绒毛纤维是精心从新西兰

的少数选定地区收集的。

然后使用特殊设备和技术使貂绒纤维精制梳

理九次，由此产生的超轻量和柔软。

每根纤维的平均细度为16微米绒纤维。

使得它与我们优选的每种混纺纤维的组合后其

独特性和柔软性上了一个新的水平。

ZQ美利奴羊毛

我们的ZQ Merino由新西兰美利奴供应公司，

一家值得信赖且享誉国际的供应商完全可追

溯的供应链。这个美妙的优质天然成分是一个

任何混纺纱线的完美组合，符合最高的动物保

护，环境保护和社会可持续性标准。

羊绒

Woolyarns的专业采购团队与供货商有长期合

作关系，从而确保15.2微米的蒙古羊绒纤维仅

用于我们最优质的混纺纱线中。

ACGA羊绒

与澳大利亚山羊绒牧业 协会（ACGA）长期合

作享有独家使用这种稀有的天然羊绒纤维，在

我们最优质的混纺纱线中。这种感性，轻盈和

温暖的纤维具有独特的光泽，为我们的纱线提

供活力。 有组织地推动实施生态平衡，动物保

护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以及环境保护都是

非常重要的，此外育种和遗传管理提供了可追

溯性供应链，确保选择最好的羊绒 。



步骤一: 放入量 
在磨洗筒内放入半

筒伯丽奴纤维。例

如：25公斤机器，

放入12.5公斤针织成

衣。必要时可使用填

充器。

步骤二：洗涤周期 
静态填充、高水位、

摄氏35-40度(最高)

、少量肥皂。洗涤

2-3分钟，然后降低

水位，再洗涤2-3分

钟。检查纤维是否现

出澎松结构，必要时

重复洗涤步骤。

步骤三：第一次洗

涤周期 

静态填充、高水位、

冷水、洗涤2-3分

钟。降低水位，再洗

涤2-3分钟。

步骤四：第二次洗

涤周期 
充、中等水位、添

加少量的柔软剂。洗

涤1-2分钟。降低水

位，高速再洗涤6-7

分钟。

步骤五: 干燥 
中等热度甩干 甩

干。筒内放入三分之

一材料，机器内不能

放入太多。尽量使空

气进入的更多，这样

有助于伯丽奴针织纤

维的干燥。

PERINO面料洗涤

Perino针织面料可以在侧装式或前装式可编程洗衣机进行梳理和展磨洗涤程序。完

成洗涤效果将根据纱线支数和捻度而变化;颜色; 帚尾袋貂绒纤维的百分比来决定;针

织结构;洗衣机类型和水硬度都会影响洗涤效果。

洗涤指导

建议按照完全可编程洗涤机械的以下步骤进行磨洗。

在进行批量休整前需对纤维进行休整测试以检查结果。

重要的是针织纤维的针距比正常长度要宽松20-25%，从而使帚尾袋貂纤维突出在表面结构。

查找更多信息，请访问：perinoyarns.com



伯丽奴品牌的可持续发展

伯丽奴是由Woolyarns公司采用新西兰帚尾袋貂纤维生产的混纺纱线。

新西兰帚尾袋貂是一种在野外生长的非本土害兽。 

它们对原生态植物造成伤害，因此保护措施至关重要。

产品

Woolyarns公司只采用最高质量的原料生产独家Perino纱线。 每年只在特定时间段收集来自少数精选地

区的新西兰帚尾袋貂纤维。 采用具有耐久高性能特点的纤维生产超豪华纱线，从而使采用伯丽奴纱线制

作的成衣可持续穿用10-20年时间。 所有伯丽奴纱线的生产都充分考虑了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环境，纤维

中没有任何有害的化学物质的存在，确保符合欧盟REACH标准。

保护大自然

支持环境保护方案，保护土地及野生动植物免遭帚尾袋貂的伤害是Woolyarns公司关注的重要事项.

帚尾袋貂是新西兰的一个外来物种。这种非本土动物的数量已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主要是由于缺少天

敌，不能维持生态的平衡。 新西兰自然资源保护部和新西兰毛皮理事会(国际裘皮贸易联合会成员)紧密

合作，确保新西兰帚尾袋貂数量得到合理的控制。 具有合法资质备案和证书的猎人可进入自然资源保护

部划定的区域狩猎这种动物。这种解决方案对控制帚尾袋貂数量，保护自然遗产，保护野生动植物的再生

以及保护新西兰的濒临灭绝的鸟类大有助益。

收购帚尾袋貂纤维

Woolyarns公司和新西兰毛皮理事会致力于不断改进新西兰的狩猎标准以应用于规范帚尾袋貂毛皮的收

集。 新西兰的狩猎标准遵循《国际人道狩猎公约》所述的狩猎标准。 

此外，所有狩猎者必须遵守全部新西兰法规及政府规定，包括《1999年动物福利法》。



我们的历史

Woolyarns公司供应纱线的历史跨越了半个多世纪。 科林·伍德出生于羊毛工业兴旺的约克

郡。他于1920年开始学徒。于1939年移居新西兰。 5年后，他开设了自己的毛纺工厂，后来发展

成现在的Woolyarns公司。 从1965年起，科林和儿子彼得和吉姆成为众所周知的按客户的规

格生产纱线的生产商。 自那时以来，公司在国际上不断扩大业务，不断引入新的混纺产品。

要了解更多有关Woolyarns公司的情况。请访问:

woolyarns.co.nz/about/history

伯丽奴品牌的生产厂家

Woolyarns是新西兰的一家创新型纱线公司。 作为纺纱工程师，我们致力

于精密、激情和创造性的工作。 我们热衷于探索。 我们全力以赴，奋发图

强。 我们坚持不懈地寻求突破。我们集思广益，不断为您提供能激发创作

灵感的产品。



提高运营效率

Woolyarns公司在伯丽奴品牌纱线整个生产过程中，不

断改进生产工艺。 能源和水消费是最优先考虑改进的领

域，公司逐月对此进行分析。 Hutt地区的地下蓄水层是

一个天然的地下水库，位于城市地下，为我们的现场染色

设施供水。 地方政府负责对水中的化学污染物质进行评

估。Woolyarns公司严格遵守《资源管理法》等所有法规

和政府规定。 Woolyarns公司一直是生产废料低风险企

业。Woolyarns公司致力于再利用纱线方案，在生产伯丽

奴纱线过程中充分利用剩余的纤维。通过在生产过程中重

复利用材料，减轻对我们的自然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展示

了一种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纺织品制造业的风范.

关爱员工

Woolyarns公司的每位员工为创造高端豪华纱线做出了

贡献。 为了保持这种公司文化，我们鼓励员工对工作提

供反馈意见。 Woolyarns公司致力于开放和具有建设性

的沟通渠道并提供涉及各层级员工的调查。 Woolyarns

公司引以为豪的是建立了一支多元文化的员工队伍，为

公司的集思广益增添了生力军。 严格和创新的团队帮助

Woolyarns公司生产出其它公司无法生产的定制纱线。 

保留和持续培训员工对连续供应最高品质的纱线至关重 

要。 保留住工作了10年、20年、30年，甚至40年的员工，

证明了Woolyarns公司已发展出积极向上的文化并为员工

的职业发展提供了机会。 新西兰拥有国际公认的和可靠

的法律框架，包括雇佣关系、劳动管理、卫生和安全等法

规。 Woolyarns公司确保严格遵守任何法律要求，确保员 

工福利是公司的优先事项。 公司定期进行听力检查，提供

流感疫苗注射和病休工资福利。 此外，报销福利高于最低

标准，工作场所的卫生和安全标准也超过了最低要求。

 

社会

在Woolyarns公司的整个发展史中，Woolyarns公司一直

支持本地家庭和社会。 公司对无数单独项目进行了捐款。

梅西大学的新西兰纺织设计奖每年为在纺织品创新方面

做出贡献的一名学生提供Woolyarns公司吉姆 伍德纪念

奖学金。

社会责任

可持续性发展是Woolyarns公司伯丽奴品牌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持续发展意味着以有效、尊重自然和环境的方

式使用资源，不以损害子孙后代未来的同时需要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 Woolyarns公司生产的产品不断加强其当前

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公司的长远目标是要保持平稳和盈利的商业模式，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可持续发展使我们能

够在机械、技术和社区中进行更多的投资。

N E I L  M A C K I E ,  M A N A G I N G  D I R E C T O R
W O O LYA R N S  L I M I T E D



For more information contact:

Jimad Khan  |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Manager  |  jimad.khan@woolyarns.co.nz 

Andy May  |  International Sales Manager  |  andy.may@woolyarns.co.nz

www.perinoyarns.com

伯丽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