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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江苏纺织青年科技奖获奖者介绍

$&郭涛
姓!!名 郭!涛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 党派 九三学社
技术职务 高级工程师 学历 本科*工程硕士
毕业院校 中国纺织大学 专业 化学纤维

工作单位及职务江苏奥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社会兼职 学会会员

受过何种奖励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年第二届中国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应用大赛优胜奖
"##(年!"#$#年!"#$,年第三!八!十二届江苏纺织技术创新奖
"#$+年江苏省科协青年会员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年江苏省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科技贡献奖
"#$$年第十二届陈维稷优秀论文奖
"#$#年"旭荣杯#江苏纺织学术论文二等奖
"#$-年"中孚达杯#江苏纺织学术论文二等奖
"#$'年中国化纤协会恒逸基金优秀学术论文
"#$$年东华大学"#$$年优秀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
"#$-年连云港市青年科技奖
"#$"年连云港市劳动模范
"#$+年江苏省"...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
"#$'年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培养对象
"#$'年连云港市"("$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
"##% /"#$, 连云港市青年联合会第十届委员会委员
"#$'年连云港市九三学社"#$'年度优秀社员
"#$'年连云港市质量管理工作先进个人
"#$'年连云港市标准化工作先进个人
"#$$年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工作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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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科技成果!贡献及获奖论文
一!科技成果!贡献"

$!作为工艺负责人%参与开发并建成了全球首条干法纺聚酰亚胺纤维生产线%公司目前已成为全
球最大的聚酰亚胺纤维生产企业&'干法纺聚酰亚胺纤维制备关键技术及产业化(成果先后获得"#$(

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注重新产品的研发工作%先后组织开发出高透明氨纶丝!高速空包专用氨纶丝!超柔细旦氨纶
丝!纸尿裤专用氨纶丝!原液着色聚酰亚胺纤维!超细旦聚酰亚胺纤维!高强高模聚酰亚胺长丝等一系
列高附加值的新产品%其中三项获得江苏省纺织技术创新奖%一项获得工信部和中国化纤协会的绿色
纤维标志认证&

.!响应国家节能减排号召%积极组织实施相关节能改造工作%其中对生产流程再造%充分利用导
热油锅炉的高温烟气%生产低压蒸汽用于生产%年节省费用约$##万元&利用新技术对公司纺丝热风
循环系统的热交换器进行改造%每年可降低成本.##余万元&

,!积极参与纤维标准化的制定工作%作为主要起草人%先后参与三项国家标准的制定%其中01*

2..+$' /"#$''聚酰亚胺短纤维(已于"#$'年正式实施%'聚酰亚胺长丝(也已通过专家评审%'有色
聚酰亚胺短纤维(已完成征求意见稿%待技术归口单位组织评审&

(!作为主要完成人%"#$$ /"#$'期间共获得'项授权专利)其中发明专利,项*&

+!作为项目负责人%目前承担"项省级人才资金扶持项目!$项市级人才扶持项目&作为工艺负
责人%"#$$ /"#$'先后参与"项国家发改委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项省级项目!$项市级项目&

二!获奖论文"

$!'氨纶废丝的回收再利用研究("#$#年(月发表于'合成纤维(期刊%并在"#$#年获得"旭荣
杯#江苏纺织学术论文二等奖%"#$$年获得第十二届陈维稷优秀论文奖&

"!'聚酰亚胺干法纺丝油剂的研制("#$'年'月发表于'合成纤维(期刊%并在"#$'年获得中国
化纤协会恒逸基金优秀学术论文!"#$-年获得"中孚达杯#江苏纺织学术论文二等奖&

.!'345/6745型聚酰亚胺纤维的回收研究("#$'年-月发表于'合成纤维工业(期刊%并在
"#$'年获得中国化纤协会恒逸基金优秀学术论文!"#$- 年获得"中孚达杯#江苏纺织学术论文二
等奖&

,!'聚酰亚胺纤维的干法纺丝工艺研究(获得东华大学"#$$年优秀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

$"$



!

纺织人物
!江苏纺织学会通讯" "#$%年第$期!

"&刘慧清
姓!!名 刘慧清 性别 女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 党派 中共党员
技术职务 工程师 学历 本科
毕业院校 河北科技大学 专业 环境工程

工作单位及职务常州旭荣针织印染有限公司经理
社会兼职 天宁区纺织科协秘书长

受过何种奖励
"#$,年获得中国针织行业优秀青年工程师称号&

"#$'年获得常州市优秀师傅称号&

"#$-年(月%获得常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常州市五一劳动奖章+

主要科技成果!贡献及获奖论文
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致力于公司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年$月/"#$"年$月参与的针织印染节能减排集成技术项目%获得纺织之光科技进步二等奖&"#$.

年$月/"#$(年.月%参与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创建及应用项目%获得纺织之光科技进步三等奖&

"#$.年'月/"#$(年"月%主持""##吨*天印染专用污水回用处理工程项目%完成环保三同时验收%

并获得太湖流域专项资金支持&"#$,年$月/"#$'年,月%主持编制全省首批水效领跑者报告%通过
专家评审%获得江苏省首批水效领跑者企业&"#$+年-月/"#$'年,月%主持一种转移印花机的碳带
清洗装置项目%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年%主持编制企业绿色工厂自评价报告%顺利通过第三方审
核%并获得国家工信部第二批绿色制造企业名单+ 工作期间主导项目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江苏省工
程中心!江苏省工业设计中心的建设%并获得政府授牌%工业设计中心的多项面料均获得国家优秀面
料奖+

$!印染废水余热回收系统获评"##%江苏省纺织学术论文三类论文
"!针织厂节能减排技术探索获评"#$# "四新#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
.!印染企业太阳能热水应用技术探讨获评"#$"江苏省纺织学术论文二类论文
,!浅谈能源管理体系在针织印染行业的节能效用!两化融合下的印染企业清洁生产技术应用被

"#$(三技工业全国印染行业节能环保年会论文集收录+

(!针织印染废水处理及回用实例被中国给水排水收录+

+!纺织印染废水处理中的异味气体控制工程实例%被"#$-)$'印染杂志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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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艳
姓!!名 刘丽艳 性别 女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 党派 中共党员
技术职务 高级工程师 学历 本科
毕业院校 苏州大学 专业 服装工艺设计

工作单位及职务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面料设计中心主任
社会兼职 无

受过何种奖励

$!'天然果纤花呢(第十一届江苏纺织技术创新奖)"#$.*

"!'新型天然纤维素纤维在半精纺上关键技术的研发(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标准与
检测专业委员会论文三等奖)"#$.*

.!'水晶丝在半精纺毛织物中的开发应用(全国创新型毛纺半精梳技术研讨会征文
活动一等奖)"#$.*

,!无锡市五一创新能手)"#$.*&

(!'全毛超薄型花呢(获得唯尔佳新产品评比三等奖)"#$.*&

+!'秋风轻扬('窗(中国国际面料设计大赛优秀奖)"#$.*

'!'利用多元化纱线开发针织呢绒的关键技术(江阴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利用多元化纱线开发针织呢绒的关键技术(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三等
奖)"#$,*

%!'针织呢绒(第十二届江苏省纺织技术创新奖)"#$,*

$#!'山居岁月(中国国际面料设计大赛优秀奖)"#$,*

$$!'芳纶阻燃花呢(江阴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无锡市第二届唐翔千卓越工程师奖)"#$(*

$.!'白桦林(中国国际面料设计大赛优秀奖)"#$(*

$,!'恒温保健花呢(江阴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波光粼粼(中国国际面料设计大赛优秀奖)"#$+*

$+!'双层彩条(最佳美丽诺品质奖)"#$+*

$'!'多元深加工工艺在毛纺面料上的应用(第十五届江苏纺织技术创新奖%

)"#$'*&

$-!'张弛有度(唯尔佳新产品评比特等奖)"#$'*

$%!'蝴蝶舞(获得"#$'唯尔佳新产品评比三等奖%)"#$'*&

"#!'玉龙雪山('岁月痕迹(中国国际面料设计大赛优秀奖)"#$'*

"$!'精毛纺花式细纱与面料生产关键技术及应用(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
进步二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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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何种奖励

""!'多功能毛针织休闲花呢(第十六届江苏省纺织技术创新奖)"#$-*

".!'精毛纺花式细纱与面料生产关键技术及应用(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
进步二等奖)"#$-*

",!'竹节花呢("红太阳杯#中国毛纺产品)面料*金典奖最佳创新奖)"#$-*

主要科技成果!贡献及获奖论文
一!承担项目及科技成果,

$!参与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高支毛精纺面料多元功能整理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参与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高弹舒适性精毛纺面料的研发及产业化(%

.!主持!参与省级科技成果!新产品鉴定,芳纶阻燃花呢%

,!主持!参与省级科技成果!新产品鉴定,恒温保健花呢%

(!主持!参与省级科技成果!新产品鉴定,磨绒毛织花呢%

+!主持!参与省级科技成果!新产品鉴定,多元深加工工艺在毛纺面料上的应用%

'!主持!参与省级科技成果!新产品鉴定,多功能针织休闲花呢%

-!主持!参与省级科技成果!新产品鉴定,高耐磨毛锦花呢%

%!主持!参与省级科技成果!新产品鉴定,轻量型保温花呢%

$#!主持!参与省级科技成果!新产品鉴定,羊毛经编针织面料%

$$!主持!参与省级科技成果!新产品鉴定,新型蛋白纤维衬衫面料%

$"!主持!参与省级科技成果!新产品鉴定,超级机械弹力花呢%

$.!主持!参与省级科技成果!新产品鉴定,竹节花式面料%

$,!主持!参与省级科技成果!新产品鉴定,精毛纺花式细纱与面料生产关键技术及应用%

二!专利,

获授权发明专利.项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国别 授奖时间 本人排名*总人数

$ 印花起皱起绒全毛精纺面料的生产方法 "##'$##"(,(#)+ 中国 "##% /#- /#( .*(

" 印花泡皱毛棉精纺面料的生产方法 "##'$##"(,($)$ 中国 "#$# /#" /#. .*(

. 隐形条纹精纺毛织物的生产方法 "##%$##."#%%)" 中国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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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文
作者 题目 期刊名称 年份卷)期* 页

刘丽艳!曹燕红!查神爱功能性面料时尚保暖花呢的开发 '上海毛麻科技( "#$. $ % /$$

刘丽艳!何慧!查神爱木棉花纤维在半精纺毛织物中的开发
应用 '上海毛麻科技( "#$. . $% /".

刘丽艳!何慧!查神爱水晶丝在半精纺毛织物中的开发应用
'"#$. 青锋杯
全国创新型毛纺
半精梳技术研讨会
征文活动(

"#$. - ,. /,+

曹燕红!查神爱!刘丽艳芳纶$.$.阻燃花呢的开发 '毛纺科技( "#$, ,")$#* - /$#

查神爱!曹燕红!

陶海燕!刘丽艳
利用精纺及半精纺技术开发圆机针织
呢绒 '毛纺科技( "#$, ,")$$* ' /%

刘丽艳!查神爱!

韩晨晨!孙丰鑫 毛纺库存面料的风格再设计与二次开发 '毛纺科技( "#$- ,+)$$* ( /-

刘丽艳!赵一帆!

韩晨晨!查神爱
面料设计生产与库存管理在大数据时代
的变革 '毛纺科技( "#$- ,+)$$* "# /""

,&卢业虎
姓!!名 卢业虎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年$月 党派 中国共产党
技术职务 副教授 学历 博士
毕业院校 东华大学 专业 服装设计与工程

工作单位及职务苏州大学!硕士生导师!副系主任

社会兼职
江苏纺织服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服装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电商服装商品信息标准化技术创新联盟
专家委员

受过何种奖励

$)"#$-%"纺织之光#中纺联科技进步三等奖%排名$

")"#$-%第$%届陈维稷优秀论文奖%排名"

.)"#$-%苏州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排名"

,)"#$'%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排名"

()"#$+%王善元优秀博士论文奖励基金
+)"#$+%江苏省双创博士)科技副总*

')"#$+% "纺织之光#中纺联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和(各一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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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何种奖励

-)"#$+%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
%)"#$+%2189"#$+优秀论文奖
$#)"#$+%苏州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三等奖
$$)"#$(%吴江领军人才

主要科技成果!贡献及获奖论文
一!主要科技成果及贡献
$)高温液体与蒸汽防护服创新设计!评价体系及产业化%纺织之光科技进步三等奖%排名$

成果创新点及应用推广价值,本研究成果主要创新点,)$*突破了高温液体和蒸汽热防护性能的
动态评价关键技术并构建了测评体系&)"*建立了基于性能评价大数据的高温液体和蒸汽防护性能
数据库%构建了以用户定制产品性能参数为牵引的防护性能动态预测系统&).*研发了系列可自动调
节服装结构的新型热防护服+ 研制的高温液体与蒸汽防护服装及其动态防护性能评价体系是功能防
护服装企业具有共性的科技创新产品%属于国内首台高温液体与蒸汽防护性能测试平台%其动态防护
性能评价方法属于国际领先%显著提升了我国在安全与防护用纺织品领域的科技竞争力%为行业内高
性能!高附加值的热防护服装的研发及评价提供了技术手段和创新引导示范+ 除了在联合研制单位
产业化外%项目已推广至等国内相关企业应用%并取得显著效果%具有广泛的应用推广性+

国内外技术比较,

内容

国别
高温液体和蒸汽防护性
能测试设备

防护服双重效应的综合
评价技术

高温液体和蒸汽防护性
能预测系统 高温液体和蒸汽热防护服

国外
无统一测试装置%仅在
美国和加拿大各有一台
类似设备%但没有动态
防护性能测评装置

仅美国的5927标准有
初步涉及%但没有计算
机迭代模型

针对热辐射!热对流环
境建立了织物热防护性
能预测的经验模型

市场上可供选择的种类较
少%仅加拿大有报道%多为
体积臃肿的热防护服

本项目
所开发的测试设备精度
更高!可控测试条件更
广%可开展动态防护性
能测评

基于计算机迭代模型的
评价效率显著提升

结合大数据挖掘和人工
智能技术建立了高温液
体和蒸汽防护性能预测
系统

发明了具有环境温度自适
应结构的热防护服%解决
了传统防护服臃肿厚重的
问题

国内其它
研究机构未见报道 未见报道 未见报道 仅海军医学研究所报道过

一件蒸汽防护服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国内外在高温液体和蒸汽防护领域%尚无统一的测试仪器%尚未进行系统研
究%尚未有专业的高温液体和蒸汽防护服的规模化生产+ 本项目成果构建了高温液体和蒸汽热防护
性能的动态测评体系%建立了以数据为驱动的高温液体和蒸汽防护性能预测系统%发明了系列新型的
热防护服%快速提升热防护装双重效应的综合评价效率!促进我国高性能!高附加值的防护服装发展+

其次%这也是第一次有研究全面系统地报道蒸汽防护服装局部隔热性能与风速和人体行走速度之间
的变化关系%研究成果受到全世界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引用+ 再次%从三维层面开展关于蒸汽防护
服装因人体出汗吸湿后的防护性能研究具有重大突破%较之以往的二维面料实验研究发现具有更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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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服力+ 此外%针对暴露频率对防护材料力学性能的影响研究在国际上具有领先地位%是第一次系
统地表征该因素对防护材料力学性能的影响+ 本项目是产学研联合开发%以国家安全生产"十三五#

规划和产业关键技术发展需求为目标%本课题所涉及的技术目前鲜有国内外专利授权%具有很强的市
场竞争力+

本人贡献,参与本项目至今%$##:时间用于本项目的研究%全面!系统地构建了高温液体与蒸汽
防护性能测评体系%建立了防护性能预测系统%创新了防护服装设计模式%开发了系列新型的热防护
服装%并在服装企业中的推广应用%完成了具备国际范围内的研究突破%对创新点$ /.都具有明显的
贡献+ 拥有本项目发明专利(项%其中,项获得授权%授权实用新型专利%项%代表性论文$-篇%完
成项目验收$项%撰写研究报告$篇%制定标准$项%撰写专著$部+

")基于成衣数据和产业知识库的智能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纺织之光科技进步二等奖%

排名"

成果创新点及应用推广价值,本研究成果主要创新点,)$*创新了服装企业基于知识库系统和协
同技术实现个性化智能制造的关键技术%构建了服装制造协同管理系统&)"*构建了面向智能化制衣
的专家知识库%发明了服装专家知识信息采集新方法&).*发明了一种基于;<84系统的生产数据统
计方法及系统%实时计算服装标准工时%协同制造管理系统有效提升资源利用率和生产效率+ 开发出
的协同制造系统是服装产业具有共性的科技创新产品%为行业内制造流程智能水平的提升做出了示
范%为我国服装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提供了智能技术手段和创新引导%是解决中小企业制造技术难点!

提升创新能力的有效手段+ 项目已推广至利诚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内多家规模企业应用%并
取得显著效果%具有广泛的应用推广性+

国内外技术比较,

目前国内外诸多服装强国在服装数字化技术方面领先于我国%但由于其产业规模和人工成本等
原因%并不具备或尚不需要产业数据%因此针对企业需求构建的专家知识数据信息库就形成了自己的
特点和特色+ 一些主要国家的情况列表如下,

国别 协同系统数据库 企业款式数据库 动态款式展示 款式附件及饰件

中

国

华南 个例使用报道 未见使用报道 未见使用报道 未见使用报道
西南 未见使用报道 未见使用报道 未见使用报道 未见使用报道
华中 未见使用报道 未见使用报道 未见使用报道 未见使用报道
华东 少数使用报道 个例使用报道 个例使用报道 个例使用报道
华北 个例使用报道 未见使用报道 未见使用报道 未见使用报道
东北 未见使用报道 未见使用报道 未见使用报道 未见使用报道

美国 个例使用报道 少数使用报道 未见使用报道 未见使用报道
日本 少数使用报道 少数使用报道 未见使用报道 未见使用报道
英国 个例使用报道 少数使用报道 未见使用报道 未见使用报道
法国 个例使用报道 少数使用报 未见使报道 未见使用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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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服装企业协同制造系统是国内外的研究焦点%但在制造流程的各单元数据库
建设方面并不完善%因此实际协同效果有待提高+ 本项目成果从制造流程的特点出发%建设了基于流
程单元数据库系统%通过各流程单元数据的协同作业%提高制造系统的工作效率%实现快速智能制造+

目前就服装企业基于协同技术实现快速反应达到快速制造还无应用实例%本课题所涉及的技术目前
还没有国内外专利授权+ 本项目是产学研联合开发%以苏州大学纺织工程国家级实验室和计算机省
级重点实验室的基础研究为依托%以企业实际需求为目标的实用性研发+

本人贡献,一直从事服装智能制造!人体测量方法及标准方面的研究%直接参与了该科技成果的
整体实施过程%占工作量的%#:以上%对创新点$!"!.均具有重要贡献%实现了多源人体测量数据的
自动处理和特征的智能提取%参与建设成衣数据库%为协同管理系统的构建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

参与人才培养和工作站管理%参与整理项目技术报告和用户手册+

.)服装用人体数据验证方法)01*2.#(,- /"#$,*%纺织之光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

成果创新点及应用推广价值,)$*标准研究了人体测量数据的分析体系%并发明了用于行业应用
参照的数据域值%首次实现了对不同系统所得数据共享的验证&)"*标准中首次规范了人体全体型验
证部位选择的优化方案&).*标准中首次把数理统计方法应用于验证"手动数据可靠性!可用性#与
"三维测数据可靠!可用性#%使该验证方法具备科学性+ 本项目所提出并完成的基于手工测量数据
验证三维测量数据的方法是推动服装行业应用设计的一次国际性创新%正式规定了由三维人体测量
仪获取的数据的验证方法%攻克了我国企业使用三维测量仪获得数据不准%无法统一与验证的难题%

填补了国内行业空白%将为我国服装业提供所需的测量数据的验证方法%有效地为服装行业排忧解
难+ 此外%标准的实施也将极大地推动我国三维人体测量工程的建设%有助于量化行业管理与服务%

促进和引导我国三维人体测量事业健康发展+

本人贡献,一直从事服装智能制造!人体测量方法及标准方面的研究%直接参与了该科技成果的
整体实施过程%占工作量的-#:以上%对创新点$!.均具有重要贡献%实现了多源人体测量数据的自
动处理和特征的智能提取%基于三维人体测量数据验证标准%参与人才培养%参与整理标准中涉及的
相关技术问题进行研究和调研%在此基础上参与修订01*2$+$+#标准%完成国家标准的建议草案的
撰写并在研$项+

,)防护服的多功能设计研发及性能评价%纺织之光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

成果创新点及应用推广价值,)$*建立了防护服装功能设计的流程模式%研制了多功能应急救援
用防护服%具有防火隔热!防水透汽!防毒抗菌等多种防护功能%以及舒适工效性能&)"*在多层织物
系统的织物组合构成方面%提出了两步法优选技术%求解具有最佳性能的多层织物系统配伍组合+ 发
展"三合一#技术%研制了具有"三明治#结构的防水透汽!防毒抗菌选择性渗透织物&).*在防护服的
设计开发方面%采用热防护性能266结合总散热量2=>进行织物系统性能综合设计!重构组合三维
人体扫描及体表红外热像等现代技术进行服装构成设计%提出四维动体结构设计方法%进行具有作业
活动适应性的防护服造型创新设计&),*在织物多重防护性能的测评方法与技术层面%研制模拟衣下
微空间!以及织物拉伸形变的热防护性能测试装置%揭示多层织物系统综合性能的演变规律%研发织
物高温液体烫伤防护性能测评装置%取得织物在高温液体渗透防护方面的理论成果&)(*在服装整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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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性能测评方法与技术层面%建立了技术水平国际领先的燃烧假人服装热防护性能测评系统-

"东华火人#%进行服装整体防火性能研究%发展了防火服装从面料性能测试到服装整体性能的系统
评价方法和技术+ 本项目成果在化工!矿冶!国防!医护等领域的防护服装及装备中得到应用%为生产
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项目成果先后获得数十家媒体同步报道+ 防护服装研发的
理论成果以及"东华火人#评价技术成为了我国"安全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为纺织服装传统产业的
转型发展发挥了高性能转化为高价值的示范推动作用%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本人贡献,长期从事防护服装研发及性能测评研究%直接参与了该科技成果的整体实施过程%占工
作量的-#:以上%对创新点.!,!(均具有重要贡献%发明了织物防护性能测评新方法%表征了织物形变!

衣下空气层尺寸!含湿量和微环境变化等对热防护性能的影响%创造性地构建了高温液体防护性能测评
装置%解析了织物高温液体防护性能的影响因素%为高性能防护服装的多功能设计奠定了基础+

()智能与防护服装开发及产业化
通过相关项目的研究%掌握智能防护服装方面的特有关键技术%可以有效实现防护服的轻便化和

多功能化%具体表现在,)$*智能发热调温技术+ 在防寒产品内设置了智能发热装置%包括温度传感
器!柔性加热元件和温控装置%温度传感器将体表温度传送给温控装置后%温控装置根据预设的舒适
性温度区间%自动启动或关闭柔性加热元件的加热%实现了对防寒产品保温效果的动态调节%使其使
用范围更广%避免了过度加热而导致人体出汗&该加热装置在户外使用柔性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或
光伏板为智能加热装置供电%将太阳能转化成电能%环保高效!节约能源%当光线不足时可由锂电池供
电%扩大了产品的使用范围%在有外部电源可用时%可选择外部电源供电%有效利用了外部电源设备%

延长加热时间&另外%柔性加热元件设置在手部!腹部!背部!膝盖部位!臀部和脚部%采用局部加热的
方式%符合人体的生理特点%能够实现服装微环境的温度智能调节%使人体皮肤温度维持在相对稳定
的舒适状态%避免了防寒产品加热位置不当而导致人体出汗%而且更加节能%在户外使用时%使用时间
更长&防寒产品内使用银点反射层%减少了热量的损失%使发热效果更好%而且节省了能源%延长了户
外使用时间&柔性加热元件通过魔术贴连接在防寒产品上%粘贴牢度强%而且方便安装和拆卸&另外%

该防寒产品更加轻薄%便于户外人员作业活动%而且透气性良好%避免了吸收人体汗液而导致的粘黏
感%提高了舒适性+ )"*环境响应型智能防寒技术+ 充分考虑人体生理特征%采用材质轻便且对环境
温度响应灵敏的形状记忆合金%在相对减少保暖层厚度的基础上%保证防寒服的保暖性和轻便性&控
制形状记忆框的位置!用量!弹起高度%可以智能改变防寒服的厚度%使其更加舒适和实用&通过改变
形状记忆框的材质还可以设定不同的使用温度%大大扩展了防寒服的使用温度范围+ ).*智能消防
服关键技术+ 所研制的多功能热防护服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性能,)?*具有动作适应性和穿着
舒适性的消防服&)@*新型通风结构的热防护服&)A*防护服吸湿导气结构&)B*智能动态调节结构的
热防护服%在外层与防水透气层之间或防水透气层与舒适层之间设有若干感温驱动元件---形状记
忆弹簧%通过放置形状记忆弹簧阵列%可自动调节消防服的厚度%从而调节热湿传递性能%穿着舒适!

不影响肢体运动+ 在常规作业环境下%保持轻薄的服装厚度和较低的热阻!湿阻%并辅以通风结构增
加服装的散热效果%降低人体核心温度%延长工作时间&在极端危险环境下%该智能服装可以自发改变
服装结构%增加服装厚度%提供足够的防护性能%确保消防员的人身安全&当消防服处在常规环境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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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智能服装又可以智能调节服装结构%降低服装厚度%增加散热效果+ ),*智能监测类安全服装+

)?*用于监测儿童体温的智能服装,将感温变色区设于前胸位置和*或后背位置%进而使得感温变色
区相较于衣服本体的其他位置更加贴体%提高婴幼儿的体温的预测精度%对婴幼儿的发热进行更精确
的预警%应用于体质较弱的!并且不善表达的婴幼儿的体温监测中%使监护人能够及时发现婴幼儿的
体温变化%从而做出应对措施%最大程度地减少因为发烧等体温变化问题对婴幼儿带来的伤害+ )@*

智能夜跑服,设置有感应装置和报警单元%两者之间的配合作用%增强夜跑服的智能性和报警性%能够
较好的保证夜跑者的夜跑安全+ )A*可实时监测人体生理信号并预警的智能服装,包含心率监测单
元!数据处理单元%以及终端显示预警单元%能够准确的测量出人体心率%并实时显示心率数据%并在
心率出现异常时)如达到预设阀值*时发出告警提示%引起周围人员的注意%减少救治不及时带来的
伤害+

相关的专利技术如下,

专利名称 类型 专利号 状态
织物防护性能测评装置 发明 "#$,$#."+#%')( 授权
形状记忆合金阻燃织物 发明 "#$+$#+,%'+,)" 授权
一种智能发热防寒服 实用新型 "#$("$#%%--")- 授权
一种具有高温自适应性结构的热防护服 实用新型 "#$("#%+,,.()- 授权
具有作业适应性和穿着舒适性的女性消防服 实用新型 "#$("#%,'#(+)- 授权
便携式智能加热睡袋 实用新型 "#$("#$##,'+)" 授权
一种带背包的发热冲锋衣 实用新型 "#$+"#,.,#-()% 授权
一种太阳能发电致热智能冲锋衣 实用新型 "#$+"#..-%".)" 授权
一种环境响应型智能防寒服 实用新型 "#$+"#,$'+"-)+ 授权
一种智能调温电加热手套 实用新型 "#$+"#",--+,)C 授权
一种用于婴幼儿的感温变色服装 实用新型 "#$'"#(,-."()" 授权
一种智能夜跑服 实用新型 "#$'"#'-%$-#)( 授权
一种可实时监测人体生理信号并预警的智能服装 实用新型 "#$'"#',.+"")" 授权

!!二!已获奖论文
$)第$%届陈维稷优秀论文奖
何佳臻%卢业虎%陈雁%李俊)低温辐射环境中消防服的放热危害效应评估及其预测
")"#$-年苏州市自然科学论文一等奖
DE?FGHI =H% JHGK >K% J?I LGHI% DKI >E)8IMHNOEP?OEQI QROGHOGHST?UG?F?SBQKNHRRHAOQRVSQOHAOEMH

AUQOGEIPA?KNHB @WNOQSHB HIHSPWBENAG?SPH)DQKSI?UQR=?F?SBQKN7?OHSE?UN% "#$'% ..-, '+

!

-,)

.)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王帅%卢业虎%王丽君%尤禅懿)热灾害环境对形状记忆消防服面料防护性能的影响)东华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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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苏州市自然科学论文三等奖
JHGK >K% <?TEIPX?IP% CE?IRK X?I% HO?U)LUQOGEIPSHNKUO?IOOGHST?UEINKU?OEQI BHOHSTEIHB QI ?

TQM?@UHOGHST?UT?IEYEI)6?SO88, HRRHAONQRZEIB ?IB @QBWTQMHTHIOQI UQA?UEINKU?OEQI)8IOHSI?OEQI?U

DQKSI?UQR1EQTHOHQSQUQPW% "#$(% (%)$#*,$,-' /$,%-)

()2189国际学术会议优秀论文奖
JHGK >K% 9GKTEI DE?IP% [E?IP0?Q)LG?S?AOHSEFEIPOHINEUHNOSHIPOG QRRU?THSHNENO?IOR?@SEAN?ROHS

TKUOEVUHS?BE?OEQI H\VQNKSHN)6SQAHHBEIPNQR2H\OEUH1EQHIPEIHHSEIP?IB 8IRQST?OEAN9WTVQNEKT% "#$+% 7HU]

@QKSIH% 5KNOS?UE?)

+)第九届国际丝绸会议优秀论文奖
JHGK >K% DE?WE>E% DKI >E)4HMHUQVTHIO?IB VHSRQST?IAHHM?UK?OEQI QR?NT?SOHUHAOSEA?UGH?OEIPP?S]

THIO)6SQAHHBEIPNQROGH%OG 8IOHSI?OEQI?U9EUY LQIRHSHIAH% "#$+% >EKFGQK% LGEI?)

')上海纺织工程学会优秀论文三等奖
DKI >E% CE?QGKE>E% JHGK >K ?IB JKIWEX?IP)5IHZ?VVSQ?AG OQAG?S?AOHSEFHOGHHRRHAOQRR?@SEABH]

RQST?OEQI QI OGHST?UVSQOHAOEMHVHSRQST?IAH)7H?NKSHTHIO9AEHIAH?IB 2HAGIQUQPW% "#$"% "., #,(+#$

/#,(+#+)

-)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王善元优秀博士论文!东华大学优秀博士论文
卢业虎)高温液体环境下热防护服装热湿传递与皮肤烧伤预测%东华大学%"#$.)

(&马顺彬
姓!!名 马顺彬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年-月 党派 中共党员
技术职务 副教授 学历 大学本科
毕业院校 苏州大学 专业 纺织工程

工作单位及职务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社会兼职 中国纺织工程学会高级会员南通市纺织工程学会会员

受过何种奖励

$!"#$-年入选江苏省第五期"...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

"!'生物质芦荟改性黏胶纤维家用纺织品加工关键技术(获得"#$-年度中国纺织
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排名第一*&

.!'渐变色多功能高档色织衬衫面料生产关键技术(获得"#$-年度中国纺织工业
联合会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排名第二*&

,!'一种芦荟黏胶纤维纵凸条织物的织造工艺(获得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年
度中国纺织行业专利优秀奖)排名第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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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何种奖励

(!"#$-年被南通市委组织部等评为南通市第九届优秀科技工作者&

+!'多组分渐变色功能性高档色织系列衬衫面料加工关键技术及其产业化(获得
"#$'年度南通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排名第二*&

'!'跨界融合多样成才,高职现代纺织技术专业综合改革的探索与实践(获得"#$-

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六*&

+!'基于成果导向理念的"服装设计#课程改革及其应用实践(获得"#$-年度中国
纺织工业联合会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排名第二*&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现代织造技术_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与实践(获得
"#$-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排名第三*&

-!'"艺工融合#人才模式培养纺织工匠精神与技艺的实践(获得"#$-年度中国纺
织工业联合会教学成果奖三等奖)排名第六*&

%!'构筑产教融合平台%培养纺织类高职创新创业人才的探索与实践(获得"#$'年
度江苏省教育厅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排名第四*&

$#!'基于产教融合的理念%构建纺织高职教育"三融通#人才培养模式(获得"#$+

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教学成果奖三等奖)排名第一*&

$$!'依托科技创新团队%构建科教结合平台%培养创新创业人才(获得"#$+年度中
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六*&

$"!"#$'年被江苏省知识产权局评为江苏省知识产权骨干人才&

$.!"#$'年入选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年入选南通市第五期"""+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

$(!'多功能生态型竹棉混纺纤维地毯加工关键技术(获得"#$(年度中国纺织工业
联合会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排名第二*&

$+!'多功能生态型竹纤维地毯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获得"#$,年度南通市
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排名第三*&

$'!'高舒适性色织衬衫面料关键技术(获得"#$.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进
步奖三等奖)排名第四*&

$-!'舒适型高档色织面料的研发与产业化(获得"#$.年度南通市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排名第七*&

主要科技成果!贡献及获奖论文
$!"#$.年以来获得市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
获得市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项%其中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三等奖,项%南通市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项%三等奖"项+ 获得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教学成果奖一等奖"项!二等奖"项!三
等奖"项%获得江苏省教育厅教学成果奖二等奖$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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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名称 获奖时间 授奖部门 获奖级别 排名*总人数

生物质芦荟改性黏胶纤维家用纺织品加工关
键技术 "#$-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

渐变色多功能高档色织衬衫面料生产关键
技术 "#$-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

中国纺织行业专利奖 "#$-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优秀奖 $*.

多组分渐变色功能性高档色织系列衬衫面料
加工关键技术及其产业化 "#$- 南通市人民政府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跨界融合多样成才,高职现代纺织技术专业
综合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

基于成果导向理念的"服装设计#课程改革及
其应用实践 "#$-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现代织造技术(国家精
品资源共享课建设与实践 "#$-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

"艺工融合#人才模式培养纺织工匠精神与技
艺的实践 "#$-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

构筑产教融合平台%培养纺织类高职创新创
业人才的探索与实践 "#$' 江苏省教育厅 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

基于产教融合的理念%构建纺织高职教育"三
融通#人才培养模式 "#$+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

依托科技创新团队%构建科教结合平台%培养
创新创业人才 "#$+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

多功能生态型竹棉混纺纤维地毯加工关键
技术 "#$(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

多功能生态型竹纤维地毯加工关键技术研究
与产业化 "#$, 南通市人民政府 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

高舒适性色织衬衫面料关键技术 "#$.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

舒适型高档色织面料的研发与产业化 "#$. 南通市人民政府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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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主持的市级及以上研究项目
主持市级及以上项目-项%(项已结题&

起止年月 科研项目!课题名称 项目来源及类别 本人角色及完成情况
成果获奖!专利及效
益情况)注明授奖部
门!奖励级别及排名*

"#$-)(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
景下南通制造业盈利
能力评价与提升策略
研究

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
社科基金项目 主持%在研

"#$')$# /

铜离子改性涤纶纤维
制品的研制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科技指导性项目 主持%在研 授权发明专利"件

"#$()- /"#$')-

芦荟纤维家纺产品研
制与生产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科技指导性项目 主持%已结题

授权发明专利.件%

获得中国纺织工业
联合会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 /"#$+)$"

专利视角下南通科技
创新能力研究

南通市科技局科技计
划项目 主持%已结题

"#$+)+ /"#$')%

南通引进和鼓励科技
人员创新创业政策
研究

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
社科基金项目 主持%已结题

"#$+)$# /

高档舒适型芦荟改性
黏胶纤维色织衬衫面
料研发关键技术及其
舒适性能模糊综合
评判

南通科技局市应用基
础研究项目 主持%在研 授权发明专利$件%

实用新型,件

"#$")+ /"#$.)+

南通市高职院校校企
合作主要运作模式及
支持政策研究

南通市科技局软科学
研究招标项目 主持%已结题

"#$.)+ /"#$,)$"

高职院校的科技协同
创新路径研究

江苏省教育厅哲社
项目 主持%已结题

!!.!排名第一或独立授权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排名第一或独立的已授权发明专利%件%实用新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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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名称 专利号 授权日期 发明人 专利类型
一种高档舒适性双层表里换层服用织
物的生产工艺 >̀"#$'$#.-#$+.)# "#$-*$$*#+ 马顺彬!刘婵!陈彪 发明

超高分子聚乙烯*黑涤纶短纤混纺麻
灰纱的纺纱方法 >̀"#$($#+,+.+')( "#$-*$#*$%

马顺彬!蔡永东!陈志
华!周祥!陆锦明 发明

一种篷盖布用超强阻燃纱线的纺纱
工艺 >̀"#$($#+,'$#$" "#$-*-*.$

马顺彬!蔡永东!许金
玉!陈栋!程建明 发明

一种铜离子纤维的纺纱方法 >̀"#$($#$%'.(.)C "#$'*+*+

马顺彬!刘梅城!蔡永
东!陈志华 发明

一种抗菌阻燃竹纤维家纺织物及其制
备方法 >̀"#$+$#"(++.,)" "#$'*$#*.$ 马顺彬 发明

一种铜聚酯纤维渐变色织布的生产
工艺 >̀"#$($#.#,(.,)- "#$+*%*"$ 马顺彬 发明

一种芦荟纤维小提花纬弹色织面料的
生产工艺 >̀"#$($#.%'"'"), "#$+*'*"# 马顺彬 发明

一种竹浆纤维起花织物 >̀"#$.$#""+-",)+ "#$(*(*"' 马顺彬 发明

一种芦荟粘胶纤维纵凸条织物的织造
工艺 >̀"#$,$#.+'#+")+ "#$(*$#*'

马顺彬!蔡永东!陈
志华 发明

一种纺织专用纱管 >̀"#$("##.,",.)' "#$(*'*- 马顺彬 实用新型

一种卷筒式纺纱专用烘干设备 >̀"#$("##.,"--), "#$(*'*$( 马顺彬 实用新型

一种纺织生产专用清洁设备 >̀"#$("##.,$,,)% "#$(*'*- 马顺彬 实用新型

一种纺织专用自动绕线器 >̀"#$("##.,##')( "#$(*'*- 马顺彬 实用新型

防紫外!抗静电复合织物 >̀"#$("#$"$#--)" "#$(*'*$( 马顺彬!秦瑶 实用新型

一种抗菌阻燃竹纤维家纺织物 >̀"#$+"#.,(.,'), "#$+*-*.$

马顺彬!刘梦!陈彪!

刘婵 实用新型

一种芦荟纤维小提花织物 >̀"#$+"#("($(#)% "#$'*$#*"#

马顺彬!胥婷婷!刘
婵!李焕!陈彪!陈瑶 实用新型

一种平纹地小提花面料 >̀"#$""#+-''.$), "#$.*%*, 马顺彬 实用新型

一种经起花面料 >̀"#$""#+-''+(). "#$.*'*$# 马顺彬 实用新型

一种小提花面料 Ù"#$""#$$+.#'), "#$"*$$*"$ 马顺彬!陈志华 实用新型

一种轻薄透气格子面料 >̀"#$""#$$,%'%)$ "#$"*$$*"$ 马顺彬 实用新型

一种经起花面料 >̀"#$""#+-'("')" "#$.*+*$" 马顺彬 实用新型

一种经起花面料 >̀"#$""#"."-+-)# "#$.*$*$+ 马顺彬 实用新型

一种经纬双向大循环小提花色织物 >̀"#$+"#.$"".$)# "#$'*.*"" 马顺彬!刘梦 实用新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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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独立或排名第一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独立排名第一发表中文核心$+篇+

题!!目 何年何月在何刊物
发表或何出版社出版 角色

竹浆纤维色织经起花织物的设计与生产 "#$-).上海纺织科技 独立

芦荟纤维*棉大提花家纺面料的设计与生产 "#$-)"上海纺织科技 独立

芦荟改性粘胶纤维双层织物的设计 "#$')$" 棉纺织技术 独立

芦荟纤维*棉混纺小提花织物的生产工艺 "#$')%上海纺织科技 独立

棉芦荟改性粘胶混纺双层色织物的生产 "#$')- 棉纺织技术 独立

芦荟改性粘胶纤维与棉交织纬剪花色织床上用品设计与生产 "#$')-纺织导报 独立

抗菌阻燃整理对棉*竹浆交织物性能的影响 "#$')-上海纺织科技 第一

芦荟改性粘胶纤维纬弹色织绉布生产体会 "#$')'上海纺织科技 独立

纯棉小提花织物的工艺设计 "#$'). 棉纺织技术 独立

芦荟改性粘胶纤维弹力色织物的生产 "#$+)$" 棉纺织技术 独立

芦荟纤维的定性鉴别 "#$+). 上海纺织科技 第一

涤棉混纺交织物阻燃性能研究 "#$()$ 棉纺织技术 第一

芦荟粘胶纤维纵凸条织物的生产体会 "#$()+上海纺织科技 第一

经纬双向大循环色织物的设计与生产 "#$,). 上海纺织科技 独立

粗细线条状凹凸网格织物的设计与织造工艺 "#$,)$ 上海纺织科技 独立

棉LQQUT?\异纬织物服用性能的模糊综合评判 "#$.)$# 棉纺织技术 独立

!!(!出版教材
主编"十三五#部委级规划教材$部%参编国家级教材$部!部委级规划教材$部+

书名 出版社名称 出版日期
织物性能检测 东华大学出版社 "#$-

机织试验与设备实训)第"版* 中国纺织出版社 "#$(

现代机织技术)第"版* 东华大学出版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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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志勇
姓!!名 乔志勇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年'月 党派 中共党员
技术职务 讲师 学历 博士研究生
毕业院校 江南大学 专业 纺织工程

工作单位及职务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社会兼职 无

受过何种奖励

!!江苏省"双创计划#双创博士人才&扬州市"绿扬金凤#创业领军人才&552LLD

XEUUE?TXH?MHS5Z?SB优秀论文奖&常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高校组二等奖&"阳光
杯#纺织工程协会论文二等奖&江苏纺织学术论文叁等奖&"#$, /"#$(年度校级科
研工作先进个人+

简历)包括学历*,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在何单位任何职务
$%%')% /"##$)' 武汉科技学院)现武汉纺织大学*本科工学及管理学双学士学位
"##$)- /"##,)- 江苏新光纺织有限公司工艺管理员
"##,)% /"#$$)+ 江南大学硕博连读工学博士学位
"#$$)' /至今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 /"#$+)(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企业家创新管理高研班结业
"#$')' /"#$-)+扬州亿斯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江苏省高职院校青年教师企业实践培训
"#$-)+ /"#$-)+ 清华大学/扬州市"新产业!新人才!新城市#)机械装备产业智能转型*专题研

修班结业
"#$.)$" /"#$+)$" 江苏康乃馨织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

"#$.)( /"#$(), 浙江盛发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产品技术研发顾问
"#$.), /"#$,), 中国物质再生协会再生资源技术服务工作委员会高分子废旧材料再生利用专

家委员会专家委员

主要科技成果!贡献及获奖论文
论文"aRRHAOQR5ASWU?OHLQINOEOKHIObIEONQI OGHL34;HTQM?U;?OHNQR5ASWU?OHLQVQUWTHSNRQSX?SV

9EFEIP)第一作者*#被9L8收录%学术上为国际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并为学术界所公认%得到了全球
知名的纺织协会美国纺织化学家和染色家协会)552LL*同行专家的认可%被评价为"对纺织科技做
出了重大贡献)<QSOGHESNEPIEREA?IOAQIOSE@KOEQINOQOH\OEUHNAEHIAHUEOHS?OKSH*#该论文在纺织化学家和染
色家协会会刊)552LLDQKSI?UQR;HNH?SAG*同行评审论文中获得"#$,年度D)XEUUE?TXH?MHS5Z?SB

论文奖%研究者被评为最佳同行评审论文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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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价值,研究成果为通过分子结构设计和制备具有较好使用性能和具有生物可降解性能的聚
丙烯酸酯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对于合理选择浆料配方!提高浆料的使用效果!减小经纱上浆中的风
险!改善浆纱质量!提高织造效率和坯布质量%以及减少退浆废水对环境污染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和现实意义+ 研究成果在学术上为国际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并为学术界所公认和引用%对生态纺织
学科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并推动了纺织科学和环境科学交叉学科的发展+

同行引用及评价等,552LL官方网站和'2H\OEUHXQSB(转载报道指出"由于他们对纺织科技做出
的重大贡献%论文作者获得了.月"+日举行的"#$( 552LL国际年会颁奖大会上的D)XEUUE?TXH?M]

HS6?VHSQROGHJH?S5Z?SB)D)X)XH?MHS5Z?SB年度论文奖*#+ 纺织化学家和染色家协会)552LL*

是全球知名的纺织协会%自$%'%起%该协会每年由来自全球的纺织界知名学者组成专家委员会对其
旗下学术期刊论文进行评估%选出一篇最佳论文%并在次年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授奖+

'&吴双全
姓!!名 吴双全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年-月 党派 中共党员
技术职务 高级工程师 学历 硕士研究生
毕业院校 东华大学 专业 纺织工程

工作单位及职务旷达纤维科技有限公司工业设计中心总监

社会兼职

$!中国流行色协会第九届理事会理事
"!东华大学'产业用纺织品(理事会常务理事
.!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硕士研究生校外指导导师
,!中国纺织工程学会会员
(!常州市纺织工程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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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何种奖励

$!"#$-年江苏省第五期"...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

"!"#$-年常州市"突出贡献人才#)企业专业技术类*&

.!"#$'年中国纺织工程学会针织专业委员会"技术创新奖#&

,!"#$+年江苏省产业用纺织用品协会"产业之光#科技贡献奖&

(!"#$,年中国流行色协会"先进工作者#称号

主要科技成果!贡献及获奖论文
吴双全%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江苏省第五期"...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常州市"突出贡献

人才#+ 历任旷达项目经理!造型设计部部长!研发总监%现任工业设计中心总监+

近年来%他带领设计研发团队为国内外多家知名汽车品牌)大众!通用!奥迪!上汽!北汽!长安!

东风!标致雪铁龙等*主力车型提供汽车内饰面料产品设计解决方案%并曾多次受邀在国内举办的纺
织服装!汽车等专业会议!论坛等活动中作相关流行趋势解读和技术交流&设计开发团队也是一批国
内第一代汽车内饰面料领域工作经验$# c$(年左右的中青年专家与产品设计研发人员%在技术研发
能力上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能够快速配合汽车制造商的需求%完成产品设计!样本试制%在较短时间
内生产出符合技术!质量和审美要求的产品+ "#$.年%在其领导下的工业设计中心被江苏省经信委
认定为常州第一家纺织行业的"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在项目研发和管理方面%带领团队积极开发符合消费者流行趋势的交通工具内饰新产品%累计主
持和参与了多项新产品,主创作品'"#$-*"#$%中国车用内饰纤维色彩流行趋势(荣获中国流行色协
会""#$'年度中国汽车色彩奖#&主要负责研发的"仿生自洁功能化汽车内饰织物#!"植物源抗菌生
态车用新型纺织品#两项产品成功入围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并荣获""#$+年江苏省工业设计产品优
秀奖#&"高耐磨防刀割汽车内饰面料#!"高延伸.4立体压花汽车内饰面料#等数项产品荣获江苏省
高新技术产品证书%并成功转化应用新增产值超+亿元&"高日晒环保有色差别化纤维的研发#!"细
旦高孔有色差别化纤维的研发#项目被认定为"江苏省企业重点技术创新导向计划项目#&带领团队
研发的"生态多功能车用内饰面料#在"#$-年国际L7<设计奖比赛中荣获网络至尊奖和材料创新
奖%成为本年度唯一双料奖得主&"自洁抑菌防静电复合功能型车用坐垫#也经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评审成功入选为""#$-年度十大类纺织创新产品#+

同时%他还积极推动公司产学研合作%先后与清华美院!东华大学!江南大学!南通大学等高等院校
合作%共建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先后引进博士后,名%共同研发系列高阻
燃!高耐磨!高效储能!抗菌自净化等交通车辆内饰面料%并将项目成果产业化%带动产业用纺织品行业
的发展进步+ 作为博士后导师%他指导博士后项目"汽车内饰面料用皮芯复合结构多色夜光纤维的研制
与开发#荣获"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项目%同时巨博士也获得了"省双创博士#的殊荣+

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作为主要发明人共申请了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近三十余项%其中两项发明
专利"功能粉末与涤纶长丝粘合的加工装置#!"一种抗静电*夜光双功能低弹丝的制备方法#均已获
得授权通知书&十余项实用新型专利已获得专利证书%另有"一种高阻燃细旦异形中空有色聚酯纤维
及其制备方法#等$,项发明专利均已进入实质审查阶段+

在论文发表方面%先后在'流行色(!'针织工业(!'上海纺织科技(!'流行色(等核心期刊上发表
论文近三十余篇%其中"仿生自洁超仿棉抗菌汽车内饰针织面料的开发#!"复合功能涂层汽车内饰纺
织品的制备#!"交通工具内饰用针织纬编产品的技术创新#等多篇论文被授予"优秀论文#的称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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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岚
姓!!名 徐岚 性别 女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 党派 中国共产党
技术职务 研究员 学历 博士研究生
毕业院校 清华大学 专业 纺织工程

工作单位及职务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
社会兼职 !

受过何种奖励

$!"#$'年度香港桑麻纺织科技奖二等奖,多场耦合静电纺纳米纤维的制备与机理
研究%排名$*$&

"!"#$+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多场耦合静电纺纳米纤维关
键制备技术及其应用开发%排名$*+&

.!"#$(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非线性振动方程的近似解析方法%排名
"*"&

,!"#$.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变分迭代算法及其应用%排名"*"&

(!"#$(年度江苏省轻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气泡静电纺丝装置%排名"*$#&

+!"#$(年度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气泡静电纺纳米纤维关键制备技术及
其应用开发%排名'*-+

主要科技成果!贡献及获奖论文
工作以来%依托工作单位的优势学科-纺织科学与工程%研究了纺织工程中的复杂流动机制%发

现了新的制备原理%为纺织设备和纺织品的设计!开发及应用提供了重要依据+ 至今发表9L8论文
(+篇)第一或通讯*%其中二区$(篇%总被9L8他引'-(次&作为第一完成人%授权发明专利%项%获
得了"#$+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和"#$'年度香港桑麻纺织科技奖二等奖&作
为第二完成人%授权发明专利$项%获得了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和三等奖&主持了国家项目"项%

省部级项目,项%市厅级项目,项%并参与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项&担任了一些国际期刊的编
委和审稿人%并受邀做报告+ 此外%还曾获得"##%年度首届"9AQVKN寻找未来科学之星#活动中的纳
米科学类的青年科学之星称号+ 主要技成果!贡献及获奖论文如下,

$)提出了多场耦合静电纺丝方法%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静电纺丝装置
提出了多场耦合静电纺丝方法%将振动力场!磁场!平行电场和气流场等应用于静电纺丝技术%设

计开发了振动!磁场!有序和气泡静电纺装置等)授权-项发明专利*%突破了传统针头静电纺丝技
术%极大提高了纳米纤维的可纺性!可控性与效率%实现了其批量生产%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该成
果获得了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和香港桑麻纺织科技奖二等奖% 并被苏州思彬!东
莞市倍益清环保!南通百博丝纳米和广州市纳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应用于纳米纤维产品的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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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获奖论文,

邵中彪%徐岚)通讯作者*%一种改进的大批量制备高质量纳米纤维的喷气静电纺丝方法%"阳光
杯#江苏纺织学术论文二等奖%"#$'+

相关代表性论文,

.$/ <?IPJ%

!

CK >% X?IP7)=EPG /2GSQKPGVKO6SHV?S?OEQI QR9EUY <E@SQEI d?IQRE@HSN@W7QBE]

REHB 1K@@UH/aUHAOSQNVEIIEIP)d?IQT?OHSE?UN% -, ,'$% "#$-))9L8二区*

."/ 9G?Q̀ 1% JK >%

!

CK >% X?IP7)=EPG /2GSQKPGVKO<?@SEA?OEQI QR[K?UEOWd?IQRE@HSNbNEIP?

7QBEREHB <SHH9KSR?AHaUHAOSQNVEIIEIP% d?IQNA?UH;HNH?SAG >HOOHSN% $", ,'# /,'-% "#$'))9L8二区*

../ JK >% 9G?Q̀ %

!

CK >% X?IP7)=EPG OGSQKPGVKOVSHV?S?OEQI QR?UEPIHB I?IQRE@HSNKNEIP?I ET]

VSQMHB @K@@UH/HUHAOSQNVEIIEIP)6QUWTHSN% %)$"*, +(-% "#$'))9L8二区*

.,/ 9QIPJ=% 9KI J̀%

!

CK >% 9G?Q̀ 1% 6SHV?S?OEQI ?IB AG?S?AOHSEF?OEQI QRGEPGUW?UEPIHB A?S@QI

I?IQOK@HN*VQUW?ASWUQIEOSEUHAQTVQNEOHI?IQRE@HSN% 6QUWTHSN% %)$*, $ /$.% "#$'))9L8二区*

.(/ 方玮%徐岚)通讯作者*%漏斗式喷气静电纺聚乙烯吡咯烷酮纳米纤维膜的制备及其表征%

'纺织学报(% .%)$#*, ' /$$% "#$-))a8*

已授权发明专利,

.$/ 徐岚!邵中彪!刘福娟!何吉欢%一种制取丝素纳米纤维丝及纤维纱的纺丝装置% >̀"#$+

$$$$$"(")'

."/ 邵中彪)硕士生*!徐岚!何吉欢%一种漏斗式喷气纺丝装置% >̀"#$+ $ #(+,,%+),

../ 徐岚!刘洪莹!司娜!唐晓鹏!刘福娟!何吉欢%可调聚合物溶液粘度的静电纺丝装置% >̀"#$.

$ #(%'$,')%

.,/ 徐岚!司娜!刘洪莹!唐晓鹏!刘福娟!何吉欢%用于制备纳米多孔纤维的静电纺丝装置% >̀

"#$. $ #(%'."')'

.(/ 徐岚!刘洪莹!司娜!刘福娟!何吉欢%可调节聚合物射流速度的静电纺丝装置% >̀"#$. $

#$(..-.)$

.+/ 徐岚!刘洪莹!司娜!唐晓鹏!何吉欢%电磁场耦合法制备纳米纤维的静电纺丝装置% >̀

"#$.$#'#.'$()%

.'/ 徐岚!王亮!何吉欢%静电纺丝装置% >̀"#$$ $ #$(,$(-)#

.-/ 徐岚!司娜!刘福娟!何吉欢%静电纺丝装置% >̀"#$" $ #",((.")"

")功能性纳米纤维的可控制备
系统研究了工艺参数对静电纺过程中射流流场和产品质量的影响%有效地控制了纺丝过程和产

品形貌%实现了连续制备各种功能性纳米纤维%如有序!多孔!抗菌和导电纳米纤维等%并授权了"项
发明专利+ 制得的纳米多孔材料被;?HHNE等)H/6QUWTHSN% "##%*评价为"至今采用静电纺得到纳米
多孔材料最成功的方法)8IODdQIUEI 9AEdKT% - )"** #&而制得有序纳米纤维的方法则被蒋敏等)化
学进展% "#$+*评价为"这为静电纺丝制备有序纳米纤维)5d<N*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7?OHS4HNEPI%

"#$+* #&此外%X?IP等)LGHTEA?UaIPEIHHSEIPDQKSI?U% "#$'*采用被推荐人)2GHST?U9AEHIAH% "#$,*

得出的结论来表明"纤维的直径随着流量的增加而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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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代表性论文,

.$/ X?IPJ%

!

CK >% 6SHV?S?OEQI ?IB AG?S?AOHSEF?OEQI QRVQSQKNAQSH/NGHUURE@HSNRQSNUQZSHUH?NHQR

OH?VQUWVGHIQUN)6QUWTHSN% $#)"*,$,,% "#$-))9L8二区*

."/ 9QIP% J)=)%

!

CK% >% 6HSTH?@EUEOW% OGHST?U?IB ZHOOEIPVSQVHSOEHNQR?UEPIHB AQTVQNEOHI?IQRE]

@HSTHT@S?IHNAQIO?EIEIPA?S@QI I?IQOK@HN% 8IOHSI?OEQI?UDQKSI?UQR=WBSQPHI aIHSPW% ,", $%%+$ /

$%%++% "#$'))9L8二区*

../ G̀?QD=% 9Ed%

!

CK >% HO?U% a\VHSETHIO?U?IB OGHQSHOEA?UNOKBWQI OGHHUHAOSQNVEIIEIPI?IQVQ]

SQKNRE@HSNVSQAHNN% 7?OHSE?UNLGHTENOSW?IB 6GWNEAN% $'#, "%, /.#"% "#$+))9L8二区*

.,/ G̀?QD=% >EK =J%

!

CK >% 6SHV?S?OEQI ?IB RQST?OEQI THAG?IENTQRGEPGUW?UEPIHB HUHAOSQNVKI

I?IQRE@HSNKNEIP?TQBEREHB V?S?UUHUHUHAOSQBHTHOGQB% 7?OHSE?UNe4HNEPI% %#, $ /+% "#$+))9L8二区*

.(/ 9KI J̀% <?I LC% HO?U)%

!

CK >% LG?S?AOHSEF?OEQI ?IB ?IOE@?AOHSE?UVSQVHSOEHNQRVQSQKNRE@HSN]

AQIO?EIEIPNEUMHSEQIN% 5VVUEHB 9KSR?AH9AEHIAH% .-', -"-

!

-.-% "#$+))9L8二区*

.+/ >EK% =J%

!

CK% >% 9E% d% aRRHAOQRT?PIHOEAEIOHINEOWQI BE?THOHSQRAG?SPHB fHONEI HUHAOSQ]

NVEIIEIP% 2GHST?U9AEHIAH% $-)(*, $,,. /$,,+% "#$,))9L8*

.'/ CK >% 9Ed% >HHaX7% aRRHAOQR=KTEBEOWQI OGH9KSR?AH7QSVGQUQPWQR?LG?SPHB DHO% =H?O

2S?INRHS;HNH?SAG% ,, )(* , ,,$ /,,(% "#$.))9L8*

.-/ CK >% =HD=% >EK J% aUHAOSQNVKI d?IQVQSQKN9VGHSHNZEOG LGEIHNH4SKP% 8IOHSI?OEQI?UDQKSI?U

QRdQIUEIH?S9AEHIAHN?IB dKTHSEA?U9ETKU?OEQI% - )"*, $%% /"#"% "##'))9L8*

已授权发明专利,

.$/ 徐岚%司娜%刘洪莹%刘福娟%何吉欢%利用静电纺丝技术制备纳米多孔材料的方法% >̀"#$.

$ #$($$#")%

."/ 徐岚!刘洪莹!司娜!唐晓鹏!何吉欢%利用静电纺丝技术制备有序纳米磁性复合材料的方法%

>̀"#$. $ #,%(%,')C

.)多场耦合静电纺丝机理研究获得新突破
被推荐人建立了多场耦合作用下的静电纺丝力学模型)LG?QN9QUEOQI <S?AO% "##%*%模型突出反

映了静电纺丝过程力学行为的特点%为数值模拟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引
用+ 5f?Q等)D7?OHS9AE% "#$#*评价"CK )"##%* 建立了一个可控制生成的纳米纤维物理参数的多
场耦合作用下的静电纺丝力学模型#&D?W?NHHU?I等)7?OHSE?UN;HNH?SAG a\VSHNN% "#$(*指出"电磁场对
静电纺中射流稳定性的影响已经被此模型所解释#&g?SOEYQZ?OE等)d?IQOHAGIQUQPW% "#$+*采用了此
模型分析磁场对纤维直径的影响+ 此外%;?REHU等)LHUULGHT2HAGIQU% "#$,*应用CK 等)LQTVKO

7?OG 5VVU% "#$"*建立的静电纺多孔纤维理论模型阐述了纳米多孔结构形成的原理+

在已建立的模型基础上%对静电纺丝过程进行了数值研究+ ;?REHU9 等)LHUULGHT2HAGIQU%

"#$.*评价"应采用CK等)LQTVKO7?OG 5VVU% "#$$*建立的静电纺模型对其过程进行模拟#&>E等)D

d?IQT?OHS%"#$.*采用CK等)"#$$*得出的结论来表明"磁场对静电纺过程中射流的弯曲不稳定性有
抑制作用#&<?OGQI?8X等)<E@HS6QUWT% "#$+*指出"激励电流对静电纺丝稳定性的影响可采用CK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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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数学模型和数值方法来描述#&9ETYQ7等)5VVU7?OG 7QBHU% "#$+*指出"CK等)2GHS]

T?U9AEHIAH% "#$(*采用求解d/9方程数值研究了气泡静电纺丝方法#+

相关代表性论文,

.$/ <?I LC% 9KI J̀%

!

CK >% <UKEB /THAG?IEATQBHURQSR?@SEA?OEQI QRI?IQVQSQKNRE@HSN@WHUHA]

OSQNVEIIEIP% 2GHST?U9AEHIAH% "$),*, $+"$ /$+"(% "#$'))9L8*

."/ 9G?Q% )̀1)%

!

CK >% <QST?OEQI 7HAG?IENTQR=EPGUW5UEPIHB d?IQRE@HSN@W?7QBEREHB 1K@@UH

/aUHAOSQNVEIIEIP% 2GHST?U9AEHIAH% "" )$5*, ( /$#% "#$-))9L8*

../ CK% >% G̀?Q% D=% >EK% =J% dKTHSEA?UNETKU?OEQI RQSOGHNEIPUH/@K@@UHHUHAOSQNVEIIEIP

VSQAHNN% 2GHST?U9AEHIAH% $%),*, $"(( /$"(%% "#$())9L8*

.,/ CK >% >EK =J% 9Ed% >HHaX7% dKTHSEA?UNETKU?OEQI QR?OZQ/VG?NHRUQZEI OGHHUHAOSQNVEI]

IEIPVSQAHNN% 8IOHSI?OEQI?UDQKSI?UQRdKTHSEA?U7HOGQBNRQS=H?O?IB <UKEB <UQZ% ",)-*, $'(( /$'+$%

"#$,))9L8*

.(/ CK >% 9Ed% >HHaX7% >EK =J)57KUOE/6G?NH<UQZ7QBHURQSaUHAOSQNVEIIEIP6SQAHNN% 2GHS]

T?U9AEHIAH% $' )(*, $"%% /$.#,% "#$.))9L8*

.+/ CK >% >EK <D% <?S?Fd)2GHQSHOEA?UTQBHURQSOGHHUHAOSQNVEIIEIPI?IQVQSQKNT?OHSE?UNVSQAHNN%

LQTVKOHSN?IB 7?OGHT?OEANZEOG 5VVUEA?OEQIN% +,)(*, $#$' /$#"$% "#$"))9L8*

.'/ CK >% XK J% d?Z?FJ)dKTHSEA?U9OKBWQI 7?PIHOEA/aUHAOSQNVEIIEIP6SQAHNN% LQTVKOHSN?IB

7?OGHT?OEANZEOG 5VVUEA?OEQIN% +$, "$$+ /"$$%% "#$$))9L8*

.-/ CK >% 5T?OGHT?OEA?UTQBHURQSHUHAOSQNVEIIEIPVSQAHNNKIBHSAQKVUHB REHUB RQSAHN% LG?QN% 9QUE]

OQIN?IB <S?AO?UN% ,").*, $,+. /$,+(% "##%))9L8*

,)研究了纺纱设备的力学机理
应用数值模拟方法对熔喷!熔融纺和喷气涡流纺等设备的机理进行了研究%如采用"龙卷风#模

型模拟涡流纺纱中的空气流动%建立纺纱速度与气旋转速度的近似关系%虚拟设计此类设备)8IOD

dQIUEIH?S9AE% "##+*% G̀QK J̀等)<E@HS2H\Oa?NOaKS% "#$#*将此成果作为验证其结果正确性的
依据+

相关代表性论文,

>EK J% CK >

!

)LQIOSQUUEIP5EShQSOH\EI 5EShQSOH\9VEIIEIP@W H̀IP/=H7QBHU% 8IOHSI?OEQI?U

DQKSI?UQRdQIUEIH?S9AEHIAHN?IB dKTHSEA?U9ETKU?OEQI% ' ),*, .-% /.%"% "##+))9L8*

()数值分析模拟了纺织品的设计和加工过程
应用变分迭代算法研究了98;3纺的共振现象等%为获得最优的成纱性能提供了新的依据)dQI]

UEIH?S5I?U/2GHQS% "##%*&还应用此算法研究了多孔纺织品的热传导问题和渗流问题%为纺织品仿生
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该成果获得了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相关代表性论文,

CK >% 4WI?TEANQROZQ/NOS?IB W?SI NVEIIEIPEI RQSAHB ME@S?OEQI% dQIUEIH?S5I?UWNEN, 2GHQSW% 7HOG]

QBNe5VVUEA?OEQIN% '$ )$"*, H-"' /H-"%% "##%))9L8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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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祥刚
姓!!名 殷祥刚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年$$月 党派 中共党员
技术职务 高级工程师 学历 研究生
毕业院校 东华大学 专业 纺织材料与纺织品设计

工作单位及职务无锡海关)原无锡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纺织工业产品检测中心质量技术科科长

社会兼职 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第十一届标准与检测专业委委员!无锡
市纺织工程学会委员

受过何种奖励

"##%年$篇论文获原质检总局"优秀科技论文奖#

"#$$年$篇论文获质量监督检验检疫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征文二等奖
"#$$年"篇论文获首届全国检验检疫学术报告会优秀论文奖
"#$$年荣获无锡市"##- /"#$#年度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年!"#$+年分别获原质检总局科技兴检奖三等奖$项!一等奖$项
"#$(年荣获江苏检验检疫系统科技兴检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年荣获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标准与检测专业委员会先进委员称号

主要科技成果!贡献及获奖论文
$)科研项目!课题及成果情况
)$*总局项目"纺织品安全残留免疫检测新技术研究与开发# )"##%8g$#%*%"#$+年总局"科技

兴检#一等奖)第,完成人*&

)"*江苏局项目"木棉纤维测试技术的研究#)"##%gD$%*%"#$.年总局"科技兴检#三等奖)第.

完成人*&

).*总局项目"基于智能挖掘技术的进出口棉花质量监控及预警体系#)"##-8g#-%号*%"#$$年
江苏局"科技兴检奖#三等奖)第.完成人*&

),*总局项目"生丝回潮率智能化快速无损测试分析仪的研制# )"##-8g#%%*%"#$+ 年江苏局
"科技兴检#三等奖)第$完成人*&

)(*江苏省科技厅项目"江苏省纺织工业绿色制造与生态安全检测技术服务中心#)17"##-$$'*

)第"完成人*&

)+*总局项目"碳纤维检测技术及其质量评价的研究#)"#$"8g$$"*)第$完成人*&

)'*总局项目"阻燃防护服安全舒适性测试评价技术的研究#)"#$(8Y$(,*)第$完成人*&

)-*总局项目"纺织品防微波性能测试方法及仪器的研究#)"##(8g#%"*)第.完成人*

)%*总局项目"羽毛绒种类自动鉴别系统的开发和研究#)"##+8g#-,*)第.完成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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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项目"车内挥发性有害物质快速检测方法及仪器研制#)"#$,8g$'#*)第,完成人*&

)$$*总局项目"颗粒粉尘过滤材料功能测试分析技术研究#)"#$(8g$(.*)第.完成人*&

)$"*江苏局项目"纺织服装气味判定标准物质的研究#)"#$#gD"%*)第"完成人*&

)$.*江苏局项目"公共纺织制品燃烧毒性检测关键影响因子的研究# )"#$,gD".* )第" 完成
人*&

)$,*江苏局项目"全自动纺织品测试可调容量加液器的研制#)"#$,gD""*)第"完成人*&

)$(*江苏局项目"基于光学及图像识别的皮革鉴定体系研究#)"#$,gD"$*)第(完成人*&

)$+*总局项目"汽车内饰有毒有害散发性物的安全测试评价技术研究# )"#$'8g"$$* )主持%研
制中*&

)$'*江苏省人才办!江苏省科技厅"...工程#科研项目"碳纤维复合材料性能表征及其性能检
测评价技术研究#)1;5"#$'(.$*)主持%研制中**+

")制定标准情况
)$-*行业标准,9d*2"+'" /"#$#'纺织原料细度试验方法显微投影仪法()第$起草人*+

)$%*行业标准,9d*2$.#, /"#$#'进出口含脂毛毛从长度和强度检验方法()第$起草人*+

)"#*行业标准,9d*2"$.')$ /"##-'进出口纺织原料检验规程化学纤维丝束()第"起草人*+

)"$*行业标准,9d*2"$.+)" /"##-'进出口纺织原料检验规程动物纤维第"部分,兔毛()第"

起草人*+

)""*行业标准,9d*2"$+$ /"##-'纺织品防微波性能测试方法波导管法()第.起草人*+

)".*行业标准,9d*2"+'$ /"#$#'纺织原料断裂强力及伸长试验方法()第.起草人*+

)",*行业标准,"#$+ /#%(+2/<̀'山羊绒毯(行业标准起草研制)主持%起草中*+

.)获得专利
)"(* 发明专利%"一种, /氨基偶氮苯人工抗原的合成方法#) >̀"#$# $ #"$(($()(* )第$完成

人*&

)"+* 发明专利%"一种适用于烷基酚类药物人工抗原的合成方法#) >̀"#$$ $ #.#,,$(),* )第$

完成人*&

)"'* 发明专利%"一种机械碾压/闪爆/梳理除杂组合大麻脱胶方法#) >̀"#$. $ #,#""-()'*

)第$完成人*&

)"-* 发明专利%"用于碳纤维复丝拉伸性能测试的浸胶装置及浸胶方法#) >̀"#$. $ #+"(,"%)

(* )第$完成人*&

)"%* 实用新型专利%"用于碳纤维复丝拉伸性能测试的浸胶装置#) >̀"#$. " #''""'.)%* )第$

完成人*&

).#* 实用新型专利%"纺织品测试可调容量的自动加液装置#) >̀"#$' " #(#$"(()(*)第$完成
人*&

).$* 实用新型专利%"用于纤维定性测试的载玻片和盖玻片组合结构#) >̀"#$" " ##""%-+)%*

)第.完成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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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消费品检测实验室管理系统# )"#$'9;$,",+%* )第.完成
人*+

,)论文论著
)..*殷祥刚滑钧凯)"闪爆#处理大麻纤维的研究)纤维素科学与技术%"##.年第.期%"" c"'

).,*CE?IPP?IPJEI ?IB XHEBQIPJK)2GHMESOK?UT?IKR?AOKSEIPTQBHUQROGHZQSNOHB W?SI @?NHB QI

?SOEREAE?UIHKS?UIHOZQSYN?IB PSHWOGHQSW)5VVUEHB 7?OGHT?OEAN?IB LQTVKO?OEQI)"##'% $-()$*% ."" c

.." )9L8检索*

).(* CE?IPP?IPJEI ?IB XHEBQIPJK)9HUHAOEQI ?IB aM?UK?OEQI QR8IVKO6?S?THOHSNQRdHKS?UdHO]

ZQSYNbNEIP0SHW9KVHSEQS5I?UWNEN% 2H\OEUH;HNH?SAG DQKSI?U)"##'%'')+*%.'( /.-+)9L8检索*

).+*殷祥刚董激文徐广标)我国产业用纺织品市场现状及其发展环境)纺织导报% "##'),%+%

c'.

).'*殷祥刚董激文)三组分混纺纱中不锈钢纤维定量分析方法)产业用纺织品%"##- 年第,

期%,. c,(

).-*殷祥刚项前吕志军于伟东)基于智能技术的现代精毛纺织品全程虚拟加工系统的研究)

西安工程科技学院学报%"##-年第,期%,#' /,$#

).%*殷祥刚张凌峰李成明刘仲书梁军)我国检验检疫标准化工作对出口企业贡献率的研究)

标准科学%"#$#年第$"期%, /%

),#* 殷祥刚葛薇薇陶波陆丽萍)生丝回潮率智能化快速测试系统数学模型研究)中国测试%

"#$$%,,( c-)

),$* CE?IPP?IPJEI ?IB XHEZHE0H)7?OGHT?OEA?U7QBHU;HNH?SAG QR8IOHUUEPHIO;?VEB 2HNOEIP9WN]

OHTRQS2H\OEUH7?OHSE?UN7QENOKSH;HP?EI)5BM?IAHB 7?OHSE?UN;HNH?SAG% hQU,"$)"#$"*VV,'' /,-")

),"* 殷祥刚黄机质王会冯小洁)碳纤维经不同温度处理后力学性能的研究分析)产业用纺织
品%"#$(年第,期%$' c"#)

),.* 殷祥刚%管小卫%陈蕾%孙灏明%魏峰%窦明池)阻燃防护服产品质量评价指数模型)消防科
学技术%"#$+%$",$'.+ /$'.-)

),,*殷祥刚%管小卫%严洪飞%孙灏明%魏峰%陈蕾)阻燃碳纤维强伸性影响因素的质量分析模型
研究)纺织科技进展%"#$+%%,"( /"')

),(*获奖论文,应用计算机技术自动识别羽毛绒%作者,邓瑾!殷祥刚!陈兰珠!张曦煌!葛洪纬!

王正山
),+*获奖论文,重点培植深化服务创新突破打造国际一流的中国检验检测服务品牌群体%作者,

殷祥刚
),'*获奖论文,我国检验检疫标准化对出口企业贡献率的分析研究%作者,殷祥刚!张凌峰等&

),-*获奖论文,基于$ /503算法的生丝回潮率快速检测系统预报模型的研%作者,殷祥刚#+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纺织服装检验检测技术)北京科技出版社%"#$")参加编写%负
责统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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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 "#$$年荣获无锡市"##- /"#$#年度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 "#$"年被江南大学聘为"纺织服装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校外合作指导教师#+

)("* "#$.年因参加国家'"十二五#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规划()国发."#$./,号*的编写获
表扬+

)(.* "#$(年荣获江苏检验检疫系统科技兴检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 "#$(年(月/$#月%完成.件获授权专利向企业)广东玉蚕纤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科技

成果转化++

)((* "#$+年$#月%被确定为江苏省第五届"...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

)(+* "#$'年荣获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标准与检测专业委员会先进委员称号+

)('*"#$-年.月/(月%完成$件获授权专利向企业)无锡恒隆纺织品有限公司*的科技成果
转化+

$#&俞科静
姓!!名 俞科静 性别 女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 党派 党员
技术职务 副教授 学历 博士
毕业院校 北京化工大学 专业 材料科学与工程

工作单位及职务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教师

社会兼职 江苏省纺织学会第十一届青年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化学会
公共安全与化学委员会委员

受过何种奖励

"#$-年香港桑麻纺织科技奖二等奖&

"#$-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三等奖&

"#$'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二等奖&

"#$+年江苏省产业用纺织品行业"产业之光#科技贡献奖&

"#$,年中国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项&

""#$, /"#$+年度校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 /"#$+学年江南大学"本科生优秀班主任#称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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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科技成果!贡献及获奖论文
主要从事纺织复合材料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教学科研成绩突出%在安全与防护材料!高性能纤维

增强树脂复合材料方面有较多的研究成果%提升学科专业在"柔性防护#!"结构增强#!"智能材料#!

"功能材料#等行业领域内的影响力%相关技术及专利已经在相关企业转化与应用+ 先后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江苏省产学研项目"项!军工项目+项!中央专项基金"项!企业技术攻关项目"

项&作为核心技术骨干先后参与国家国防-+.项目$项!国防科工局项目$项!"十三五#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江苏省科技支撑工业计划项目$项!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
项目"项!江苏省产学研项目"项!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 近(年来发表以江南大学为第一署名
单位的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的研究学术论文+-篇%教改论文,篇%其中9L8论文$-篇%授权发明专利
$$件!实用新型,件+

作为主要参与人与连云港鹰游纺机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完成"大丝束碳纤维展宽布的制备关键技
术及产业化#项目获得了"#$-年香港桑麻纺织科技奖二等奖!"#$-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
三等奖&与江苏百护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完成"高性能柔性防刺材料制备关键技术及应用# 项目获
得了"#$-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三等奖+ 与南通东帝纺织品有限公司合作完成"多元色纺
休闲面料精准设计及集成加工技术# 项目获得了"#$' 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二等奖&

"#$+江苏省产业用纺织品行业"产业之光#科技贡献奖&中国纺织工程学会陈维稷优秀论文奖"项+

与紫罗兰家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完成"高效低耗功能纺织品整理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项目获得
了"#$,年中国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在教书育人方面%副主编"十三五#部委级规划教材'纺织复合材料(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协助指导学生获得中国第十届9576a竞赛单项一等奖&指导学生论文获第$.!$(届陈维稷
优秀论文奖&获""#$, /"#$+年度校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学年江南大学"本科生优
秀班主任#称号等+

$$&张伟
姓!!名 张伟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 党派 中共党员
技术职务 副教授 学历 博士研究生
毕业院校 东华大学 专业 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工作单位及职务南通大学系主任
社会兼职 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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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何种奖励

"#$'年交通运输部"青年科技英才#

"#$-年江苏省"...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

"#$-年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二等奖)第二*

"#$'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教学成果二等奖)第一*!一等奖)第三*

"#$'!"#$+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二等奖"项)第一!第三*

"#$'年全国大学生非织造产品设计及应用大赛特等奖)指导教师*

"#$,年江苏省优秀毕业论文三等奖)指导教师*

主要科技成果!贡献及获奖论文
"#$-年入选江苏省"...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年入选交通运输部"青年科技英才#%"#$(年入选江苏省"双创博士#计划%"#$'年入选南通市
"""+#人才%盐城市"($(#领军人才+ 现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一*%主持并完成"#$,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江苏省产学研前瞻性研究项目!"#$"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面
上项目!"#$$南通市科技厅项目等,项%主持企业研究开发项目'项+ 获"#$-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科技进步二等奖$项%"#$'!"#$+中国产学研创新成果二等奖"项%"#$'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教学
成果一!二等奖"项%"#$$!"#$#南通市科学技术进步二!三等奖"项+ 在d?IQNA?UH;HNH?SAG >HOOHS!

7?OHSE?UN!6QUWTHS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余篇%单篇9L8论文索引达$(#余次%授权发明专利$.

件%参编国家标准"水泥混凝土和砂浆用合成纤维)01*2"$$"#*#$项+ 主要成果总结如下,

)$*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一* "建筑适用型高性能短切纤维关键制备技术#%并获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二等奖)第二*+ 与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复神鹰碳
纤维有限责任公司及南通新帝克单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针对高强高模纤维制备的共性技术问
题%在短纤与混凝土!沥青中的界面及分散性%混凝土!沥青适用型短纤开发关键技术等方面%开展系
统化研究+ 围绕混凝土适用型高强高模6h5短纤制备技术%通过连续脱泡!六效闪蒸等技术%以及新
型热风干燥设备%实现丝束的低温长时间热处理%提高纤维的强度和模量+ 同时针对建筑用65d纤
维干喷湿纺高均质制备技术%通过研究干喷湿纺技术%对凝固浴组成!浓度!温度!凝固牵伸!后道牵伸
和干燥致密化等技术优化调控%结合65d原料共聚组成研究使得65d纤维实现高强高模&从工程应
用角度开发了混凝土用大直径66单丝制备技术%研究66!6a2单丝增强!亲水改性!抗老化以及当量
直径与截面形状研究等+ 初步实现了混凝土对纤维的力学性能要求%6h5抗拉强度

"

$'"% 76?%模
量

"

,# 06?&65d抗拉强度
"

$#.# 76?%模量
"

$,)( 06?&66断裂强度
"

,)( Ad*BOH\%相关技术达到
国内领先水平+

)"*在非织造土工合成材料方面开展研究%获"#$'!"#$+年中国产学研创新成果二等奖"项)第
一!第三*+ 与江苏远大新纺织联合发展有限公司!江苏迎阳无纺机械有限公司围绕"多重复合针刺
土工非织造材料的研发与产业化#项目开展研究%针对针刺*机织复合土工布!针刺*编织复合土工
布!针刺*覆膜复合土工布%通过产品结构设计!针刺复合成型工艺!功能性后处理等加工技术%系统解
决了力学性能!环境条件)温度!酸碱等*的协同作用下的土工合成材料耐久性能%实现了重大技术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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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突破+ 合作开发产品由江苏远大新纺织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在"中交三航局长江南京以下$")(

米深水航道整治二期工程/福姜沙标段工程#!"湖北省麻城市铁门岗乡垃圾填埋场防渗工程#!"条
子泥匡围工程#等国家重大工程以及广西南宁高速公路工程!云南红河危险废物处置中心填埋场!内
蒙古中西部)包头*危险废物处置中心填埋场等领域实现应用%取得突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
效益+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5基形状记忆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协同形状记忆机理研
究#+ 研制出6>>5*65a复合材料%该材料克服纯6>>5脆性大的缺陷%显示出优良的韧性%拉伸断裂
伸长率提高,#倍左右%显示出优良的形状记忆能力%形状回复率高达%#:以上+ 与传统的形状记忆
聚合物不同%其实施方法更为简单且易于实施+ 传统形状记忆聚合物完成一次形状回复循环需要,

步%而该材料在冷拉条件下实施仅需"步即可%并且力学保持性良好+ 首次提出65a弹性体与6>>5

的协同形状记忆机理+ 该研究对6>>5及其复合材料的应用具有革新性的变化%并对形状记忆材料
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主持"#$(江苏省产学研前瞻性研究项目"基于鹅绒结构的轻质保温微细化纤维材料的研究
与产业化#+ 研究开发了一种仿鹅绒结构的轻质保温微细化纤维材料%可广泛用于保暖!吸*隔音领
域+ 该成果通过对现有熔喷设备改造%采用特殊的喉管式气流牵伸器%实现微细化纤维结构+ 该牵伸
器可实现纤维细度控制%纺制纤维细度在" /(

!

T的超细纤维%根据要求调节风量从而生产不同特性
要求的纤维+ 其次%在熔喷设备的喷丝口模处加载一套6a2短纤维喂入系统%使得66熔融经喷丝口
模喷射成微细化纤维并附着在较粗的6a2纤维的外围%从而使得其形成一种双组份复合伴生纤维结
构%即6a2短纤维起到鹅绒纤维绒枝的作用%66超细纤维模仿绒小枝%形成鹅绒纤维的绒朵结构+ 该
结构形成大量的空气微囊%在一定层度上隔绝了空气流动%起到了保温保暖!吸引隔音的作用+ 项目
完成成果转化%完成专利转让$项+ 目前%积极与际华集团进行产品应用推进工作%向部队提供睡袋!

军服及鞋材用保暖芯材%已提供"###米产品用于样装试制+

主持科研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经费 排名实施状态

$

建筑适用型高性能短切纤维关键制备技术
)"#$+)#'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万 主持 在研

"

6>>5基形状记忆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协同形
状记忆机理研究)"#$,)#$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项目 "(万 主持已完成

.

医用超细纤维979柔性非织造材料的研究与
开发)"#$()#$ /"#$')$"*

江苏省"双创博士#计划 $(万 主持已完成

,

基于鹅绒结构的轻质保温微细化纤维材料的
研究与产业化"#$()#' /"#$')#+*

江苏省产学研前瞻性联合研究
项目 $(万 主持已完成且

成果转化

(

65a弹性体增韧6>>5改性及协同形状记忆
效应研究)"#$")#$ /"#$,)$"*

江苏省高等学校自然科学面上
项目 .万 主持已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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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经费 排名实施状态

+

新型高韧性聚乳酸基形状记忆功能复合材料
的研究与开发)"#$$)#+ /"#$.)#+*

南通市科技计划项目 "万 主持已完成

'

多重复合土工合成材料的研发)"#$-)#+ /

"#$%)$$*

南通鼎沣新材料有限公司 .#万 主持 在研

-

柔顺性纺熔非织造材料的研发)"#$-)#( /

"#"#)#,*

成都思立可科技有限公司 $(万 主持 在研

%

功能性纺熔纤维材料制备技术及装备开发
)"#$')#+ /"#"#)$"*

江阴健发特种纺织品有限公司 +#万 主持 在研

$#

再生氨纶的柔性化关键制备技术及设备开发
)"#$+)$$ /"#"$)$#*

江苏侨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万 主持 在研

$$ 耐酸性磨料丝的开发)"#$()#- /"#$-)#'* 杜邦兴达单丝有限公司 %万 主持 在研

$"

基于鹅绒结构的轻质保温微细化纤维材料的
研究与产业化"#$()#' /"#$')#+*

江苏丽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万 主持已完成且
成果转化

$.

超柔软改性丙纶熔喷非织造材料的研究与开
发)"#$,)#' /"#$')#+*

张家港骏马无纺布有限公司 (#万 主持已完成

!!授权发明专利,

序号 发明专利名称 专利号 授权时间 本人排名*

总人数
$ 一种复合伴生环保仿鹅绒保暖材料及其生产方法 >̀"#$+$#"#''+.)" "#$' $*+

" 一种具有d3催化分解能力的烟尘过滤材料的制备方法 >̀"#$($#.#'.'"). "#$' $*(

.

高强力长效驻极超细纤维6>5熔喷非织造材料及制备
方法 >̀"#$($#$'+,-%)" "#$' $*,

, 一种多层聚乳酸复合板材及其制备方法 >̀"#$,$#''''.$)' "#$' $*,

( 一种动车用内饰板及其制备方法 >̀"#$,$#,"%+-")- "#$' "*,

+ 一种纳米蒙脱土*聚乳酸熔喷过滤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 "#$' "*+

' 一种复合非织造墙纸的制备工艺 >̀"#$+$#$((""+)- "#$' (*$#

- 一种复合过滤毡的生产工艺 >̀"#$($#..,"%-), "#$' ,*'

% 一种改性纳米纤维素纤维重金属吸附材料的制备方法 >̀"#$+$#".$--,)# "#$' ,*'

$# 一种可冲散湿巾材料及其生产方法 >̀"#$,$#(.#'"")- "#$+ ,*$$

$$ 一种高速公路吸隔音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 "#$+ (*'

$" 一种带有粉煤灰助滤的烟尘过滤材料的生产方法 >̀"#$,$##+$,..)- "#$( .*+

$. 一种动车用复合内饰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C "#$( ,*$$

$".$



!

纺织人物
!江苏纺织学会通讯" "#$%年第$期!

!!所获奖励,

序号获奖时间 项目名称及编号 奖励名称 奖励部门 奖励等级本人排名*

总人数

$ "#$-

耐磨型抗水解聚酯单丝研
发及产业化

"纺织之光#中国纺织工业
联合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纺织工业联
合会 二等奖 "

" "#$'

自主排气防水多重复合土
工合成材料的关键制备技
术及产业化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
果奖

中国产学研合作
促进会 二等奖 $

. "#$'

以'高分子材料与纺丝技
术(为核心的创新型课程
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教学
成果奖

中国纺织工业联
合会 二等奖 $

, "#$'

基于"$$,#教学建设与改
革%协同培养工匠型非织
造专业人才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教学
成果奖

中国纺织工业联
合会 一等奖 .

( "#$+

多重复合针刺非织造材料
关键制备技术及装备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
果奖

中国产学研合作
促进会 二等奖 .

+ "#$' 弹性熔喷芯材 全国大学生非织造产品设
计及应用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
纺织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

特等奖指导教师

' "#$,

高性能渗透可控混凝土模
板衬垫热轧工艺研究 江苏省优秀毕业论文

江苏省本专科毕
业设计评优与抽
检组织工作委
员会

三等奖指导教师

!!主要发表论文,

.$/XHÈ G?IP% DE?TK 4?E% 0K?IPWK G̀?IP% JK G̀?IP% 9KWEIP>E% 4K dEH)6GQOQOGHST?U*V=4K?U

/;HNVQINEMH4SKP4HUEMHSW9WNOHTQR5TEIQ/2HSTEI?OHB =167QBEREHB S03?IB OGHLGHTQ/6GQOQOGHS]

T?U2GHS?VWQI 2KTQSLHUUN)d?IQNA?UH;HNH?SAG >HOOHSN% "#$-% )$.*, .'%)

."/XHÈ G?IP% CE?QCK% <?WKI XHE% CKHNGK Q̀K% JK G̀?IP)8IRUKHIAHQR4EHUHAOSEA1?SSEHS4EN]

AG?SPH2SH?OTHIOQI 9KSR?AH9OSKAOKSHQR6QUWQ\WTHOGWUHIH<E@HS?IB 8IOHSR?AE?U8IOHS?AOEQI ZEOG LHTHIO)

7?OHSE?UN% "#$-% $$)$#*, $-'.)

../JEfKI <K% DE?TK 4?E% J?I 0H% JK G̀?IP% =KEFGHI gH% ?IB XHÈG?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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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QMHUdQI /aIFW]

T?OEAaUHAOSQAGHTEA?U=WBSQPHI 6HSQ\EBH9HINQS1?NHB QI ?7HO?U/3SP?IEA<S?THZQSY*L?S@QI d?IQRE@HS

LQTVQNEOH)7QUHAKHN% "#$-% "., "((")

.,/张伟%邹学书%魏发云%徐笑%李建邺%张瑜%张志硕)等离子体处理高强高模6h5纤维结
构与性能分析)纺织导报)"#$-% $", ,. /,+)

.(/XHÈ G?IP% 2EIPOEIP=K?IP% =H[EK% JK G̀?IP)6SHV?S?OEQI ?IB 6SQVHSOEHNQR9G?VH/THTQSW

6L>*6>5LQTVQNEOH7?OHSE?UN)DQKSI?UQR4QIPGK?bIEMHSNEOW)"#$'%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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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发云%张伟
!

%邹学书%何洋%张瑜)等离子体诱导丙烯酸接枝改性聚丙烯熔喷非织造材
料)纺织学报)"#$'% .-)%*, $#% /$$,)

.'/=K?=K?IP% JKHRHEX?IP% >ÈG?IP% JEIPXK% 2?QDE% XHÈG?IP

!

)9OKBW3I 9KSR?AH2HINEQI

3R7HT@S?IH7?BHEI LHUUKUQNH4E?AHO?OH)gHWaIPEIHHSEIP7?OHSE?UN)"#$'% ',,, .'( /.'%)

.-/刘海%张伟
!

%李素英)聚乳酸熔喷非织造材料研究现状及进展)上海纺织科技)"#$+% ,,

)"*, ( /')

.%/任煜%张银%王晓娜%臧传锋%张伟)空气介质阻挡放电对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表面性能
及粘结力的影响研究)高分子学报)"#$+% )$#*, $,.% /$,,+)

.$#/魏发云% 张伟% 张瑜)6>5*=16复合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南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 $.).*, ." /.+)

.$$/魏发云%张伟
!

%张瑜%代子荐%何克明%何佳佳)一种高性能渗透可控混凝土模板衬垫的
制备及性能研究)产业用纺织品)"#$,% .")$$*, ' /$$)

.$"/张伟%魏发云%陈龙%张瑜)69*66共混熔纺纤维中分散相梯度分布研究)产业用纺织品)

"#$.% .$)%*, - /$")

.$./张伟% 魏发云% 王彤辉% 陈龙% 张瑜)纺丝速度对65+*>46a共混纤维中分散相梯度分布
的影响)产业用纺织品)"#$"% .#)(*, ". /"')

.$,/张伟%魏发云)聚酰胺弹性体增韧聚乳酸改性研究)中国塑料)"#$"% "+)'*, ,+ /(#

.$(/张伟%魏发云% 赵兵)聚酰胺弹性体协同L?L3. 增韧6>5的研究)塑料工业)"#$"% ,#

)'*, "$ /"+

$"&周小进
姓!!名 周小进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 党派 中共党员
技术职务 高级工程师 学历 大学
毕业院校 盐城工学院 专业 纺织

工作单位及职务苏州市纤维检验院副院长
社会兼职 苏州市检验认证协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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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何种奖励

苏州市第十二届"苏州市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
"#$.年度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系统先进个人
"##(年度!"#$$年度苏州质量技术监督系统先进个人
"#$'年度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针织品分会标准化先进个人
纺织之光-"#$-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二等奖
纺织之光-"#$'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三等奖
"#$'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教学成果奖
首届上海职工创新创意大赛"时装设计及面料#优秀作品铜奖
"#$(*$+年度中国棉纺织协会色织布新产品优秀设计开发奖
"#$'*$-年度中国棉纺织协会色织布新产品最佳创意开发一等奖

主要科技成果!贡献及获奖论文
一!起草了国家标准01*2$'"(. /"##- '海岛丝织物(%对于规范化纤丝织物行业起到了重要作

用%通过大量试验确定了海岛丝织物强力%色牢度等技术指标%使得企业生产有标可依%对于解决贸易
争端提供了有力依据+

二!主持完成了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科技项目'丝绵定级的标准化研究(%促进了丝绸行业的
发展%特别是解决了蚕丝被生产过程中丝绵质量把控难题%引导企业向优质化产品发展%同时也对贸
易结算提供了等级方面的支撑+

三!作为主要完成人参与了'铜离子抗菌改性聚丙烯腈纤维研发及应用研究(项目%获"纺织之
光-"#$-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二等奖#+

四!作为主要完成人参与了'蚕丝被质量监控和检测关键技术开发及推广(项目%获"纺织之光-

"#$'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三等奖#+

五!发明专利,一种聚芳二唑纤维的定性检测方法
实用新型专利,蓬松度测试仪
六!获奖论文
'基于01$-,#$的色织织物的质量分析(,"#$(年全国色织布行业年会论文一等奖
'聚芳二唑纤维与其它纤维混纺产品定量分析(,"#$'年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论文三等奖
'苏州丝绸市场调研及现状分析(,"#$'年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论文三等奖

$(.$



!

科技创新
!江苏纺织学会通讯" "#$%年第$期!

第十七届江苏纺织技术创新奖获奖项目简介
获奖项目名称"-,dT*$绢("*棉,- i,#4氨纶多组份包芯纱
获奖企业"江苏苏丝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泗阳县淮海东路"%号
企业法人"韩兴旺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陈松!戴家雨!王祥荣!傅雅琴
项目简介"

江苏苏丝丝绸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dT*$绢("*棉,- i,#4氨纶多组份包芯纱采用以强力和弹
力都较好,#4氨纶为芯丝%外包-,dT*$绢*棉("*,-混纺纱+ 在绢纺<g(#$精纺机上加装̀6/,#型
数控包芯纱装置并进行相关改进%安装特制导纱装置%加装氨纶退绕装置%使用特制的导轮支架%安装导
丝轮%以高新技术为托依%解决绢纺产品传统单一等问题%开发的-,dT*$绢*棉("*,- i,#4氨纶包芯
纱在蚕丝作为"纤维皇后#优势的基础上%结合新型工艺设备技术%更好地发挥价格优势!产品性能优
势%必将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和国际竞争力%扩大市场占有率+ 该产品具有条干均匀%强度较高%伸长!

弹性好等优点+ 经烧毛减少毛羽%使其丝身光洁%增加质感+

主要创新点"

$!原料创新,产品采用以强力和弹力都较好的,#4氨纶为芯丝%外包-,dT*$绢*棉("*,-混纺纱&

"!配方创新,桑蚕丝配以棉型纤维%有利于降低原料成本%优化动植物纤维的性能特点%用此纱线生
产的面料穿着时耐磨%撕破强力高%缩水率小%保型性好%又体现蚕丝纤维的富贵高雅&

.!技术创新,在绢纺<g(#$精纺机上加装̀6/,#型数控包芯纱装置并进行相关改进%且采用烧毛
工艺采用单火管%减少毛灰在火管嘴上积聚易燃现象%降低焦黄丝%同时采取(根直拉%减少断头断芯
问题+

本产品实现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4"-+%型高速电子多臂装置
获奖企业"常熟纺机机械厂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常熟市梅李镇通港路.-$号
企业法人"彭晓虹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高瑜!陶煜!孙建平!钱青松!卫明
项目简介"

常熟纺机机械厂有限公司在消化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和工艺%以及在本公司成功开发02,$'5!

4"+((;中档电子多臂的基础上%通过对信号摆臂!偏心盘!主凸轮等主关键零件和封闭式回综机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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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优化%以及采用精密制造!新材料和新工艺等多项技术创新%进而研制实现电子多臂与织机同步联
控技术%自主开发智能型控制系统+ 结合织造工艺适应性和节能等要求%优化设计开口运动曲线%以达
到掌握高可靠电磁铁的专有制备技术%进而研制电子多臂自动测试台等%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
电子多臂装置+ 该产品具有电子化!高速化!高可靠性!适用高档喷水织机的显著特点+

主要创新点"

$!拥有两项自主技术)专利*的旋转式开口机构%打破了进口设备的技术壁垒&

"!配置自主研发的电子控制系统%具有智能化自动寻纬!(####纬超长花样存储及b盘传输织造花
样功能&

.!采用平稳!高效的积极式连杆回综机构%可减少高速运动时的动力消耗%提高织机的织造效能&配
置全封闭吸塑罩壳%不仅美观%更大幅改善了喷水车间潮湿环境下的零件锈蚀情况&

,!具有高可靠性的电子阅读执行机构%配置自主设计制造的电磁铁%可满足高频次的吸放!保证通
电恒磁力!断电无剩磁&

(!自制可适用各种无梭织机的共轭凸轮%采用超精密制造%无间隙装配等技术%使综框运动更加平
稳可靠%且可通过配置不同静止角的凸轮来满足不同门幅织机的综框停顿时间%适应不同织物织造的
需求+

4"-+%型电子多臂装置自"#$+年末投放市场%经过中小批量试制%达到设计要求+ 累计销售$"##

多台%其中出口印度!印尼"##多台%实现销售(+'#万%利税$'#$万+

获奖项目名称"0a"--"数控仿真皮毛双针床经编机
获奖企业"五洋纺机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常州市武进高新区龙跃路.号
企业法人"王敏其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王敏其!王水!王菡珠!顾绍刚!梁峰
项目简介"

五洋纺机有限公司研制的新一代数控仿真皮毛双针床经编机具有高仿动物皮毛%绒高可达
$(#TT%速度达+##横列*分左右%能耗仅为同类产品的,#:等优势该机适用于涤纶!锦纶!腈纶!丙纶和
粘胶等一般化纤原料和精纺棉纱!混纺纱等天然纤维原料的编织+ 织物用作服装内里布料%时装衬辅用
布%时装面料%高档浴袍绒%玩具绒面料%鞋面料以及室内家居装璜布料%被套绒布%沙发布%汽车座套绒!

座垫布以及车内装饰布%靠垫!靠枕面料%汽车布%各类家纺用布%床上用品布%毛毯!人造毛皮等各种
领域+

主要创新点"

$!能实现双针床经编机编织密度",##高克重仿真皮毛%突破了人造毛皮无法与天然产品皮毛相媲
美的难题&

"!单机短绒!中绒!长绒任意编织%突破了双针床开档$# /.##TT任意调节的难题%解决了单机对
短绒!中绒!长绒都能编织的难题&

.!通过计算机模拟设计%优化成圈机件的运动轨迹和相互配合运动%各机件的运动配合更合理&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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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织针!沉降片!导纱梳栉等主要成圈机件基座的运动惯量&采用中动程织针以及减小梳栉摆幅%保障机
器高速运转的可靠性及织物的质量&

,!研发恒张力送经控制系统+ 实现电子送经!电子牵拉和横移一体化控制%送经采用伺服控制系
统%牵拉采用伺服控制系统&

(!合成控制系统+ 机器停车运转情况下一切数据的采集%分析%控制及执行一体化合成运动&

+!实现异地操作%机器运转情况实时监测!控制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实现人机分离!智能生产的现
代化工厂管理模式%机器层与业务层的链接,机器层直接获取a;6下发订单开始生产!生产周期数据再
次分析并传回业务层&

'!自主思维引擎模式,结合历史生产数据!同排产周期!生产效率!质量进行多维分析%评定最适合
生产该订单的设备&

-!工艺的远程传输及分析,工艺人员通过该平台直接下发工艺至机台以及获取分析生产工艺信息
参数&

%!智能生产链闭环运行,与a;6!智能生产管理系统!标签流转系统进行对订单生产周期的闭环
管理&

$#!在线智能化控制,于物联网的高效智能化生产线%通过各类传感器!监控设备实现对生产线运行
时产生的各种数据进行采集%通过网络传输至数据平台进行数据汇集%再由软件系统进行分析!管理以
及输出%创新了智能化!远程监控!信息交换等技术&

$$!员工行为管理,集成工序!整经!机修!上下班打卡%一人多机操作管理&

$"!移动管理平台,多版本管理平台,1*9架构版本!L*9架构版本!566版本%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
纺织行业移动管理&

$.!报表自动分发服务,自动生成设备相信生产信息)按照班组!日!月!年*报表%自动生成分发至
生产管理机&

$,!远程运维,配套42b模块以及采集模块%连接控制器%通过以太网将对数据进行读写实现远程
数据获取%远程操控&

$(!条码管理功能,用条码对盘头进行统一管理%从原料到整经变成盘头%记录内*外径!圈数!米数!

原料!整经工!整经时间!上轴工!上轴时间!使用机台号等等%可以详细的查找到盘头信息记录以及经编
布料统一管理%当实际产量和米数达到计划设定的米数时%机器会发出提醒短信和系统提醒%当前时间
达到交期但生产任务未完成实际产量和计划产量时%机器也会发出短信和系统提醒&

$+!智能生产管理系统集合经编智能管理系统6L端!车间采集端!经编智能管理系统手机端!移动
办公566等功能对公司生产管理进行了全方位集合+ 设计开发基于互联网平台!机器远程监控!车间
生产数据实时提取!生产报表自动生成!无纸化办公+ 这套软件简单!方便!高效%上可与a;6集成%下
可与设备打通+ 从而搭起了机器层和业务层之间的断崖+ 通过生产现场的可视化!可用化!环保化从而
提高生产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公司整体运营效率+ 我们从自身处境出发%给客户提供一套完整的
智能管理系统方案+

目前该产品实现销售,-##万元%利税-$+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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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项目名称"=J/%型全自动落筒高速假捻变形机
获奖企业"无锡宏源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无锡市锡山大道("%号
企业法人"周志强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张海东!付光怀!钱爱梅!何小明!邓建清
项目简介"

无锡宏源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J/%型全自动落筒高速假捻变形机是经过多年的技术
积累而创新开发的产品+ 该产品最高机械速度达$.(#T*TEI%适纺加工..BOH\c...BOH\的涤纶长丝%

具有自动化程度高!节能环保!高速高效!操作维护方便等特点+ 满足当前自动化!节能等要求%促进化
纤行业产品结构调整和纺机行业科技进步%适合高端现代化工厂高速高效!无人化生产+

主要创新点"

=J/%型全自动落筒高速假捻变形机是该公司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而创新开发的产品%具有自动
化程度高!节能环保!高速高效!操作维护方便等特点+ 本产品技术先进%最高机械速度!锭数!自动落筒
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适纺范围最广&允许同时落筒锭位最多&总装机功率最低&每锭占地面积
最小+

本产品实现销售("#万元%利税+#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D>",$#电子提花机
获奖企业"常熟纺织机械厂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常熟市梅李镇通港路.-$号
企业法人"彭晓虹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李新!盛洪兴!季静霞!顾惠祥!卫明
项目简介"

常熟纺织机械厂有限公司在把"把专利工作纳入技术创新的全过程#作为技术创新的指导思想下%

立项开发了D>",$#系列电子提花机%它具有性能先进!可靠性高%并兼具$+列提花机更换组件方便和
."列能够承受重负载等优点%满足了用户多种针数的提花机与织机相配套+ 经过中小批量的试制生
产%符合行业标准<̀ *2%,#(. /"#$'%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符合公司通过的893%##$,"#$(质量管理
体系认准+

主要创新点"

$!主要运动机构采用油浴式双同心轴共轭凸轮驱动%实现全清晰开口+ 采用自主开发的软件设计
凸轮%适合各种门幅织机及三开口特殊织物领域%引领国内电子提花机高端市场&

"!完全国产化自制的新颖节能型选针组件)",列规格装造*%单针平均消耗功率为#)(X%远低于行
标所规定的$)"X%组件驱动板采用恒流源控制的发明专利技术%国内首创%大大提高稳定性&

.!复动式摆臂采用分体式机构%提高了整机承载能力%以适应当前市场高转速!大针数!高经密织物
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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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提花机提刀系统及万向轴齿轮箱优化设计%提高使用寿命%解决了国内提花机齿轮箱和提刀
普遍做不好的大问题%缩短了与国外产品差距&

(!自主开发的提花机控制器具有装造样卡编辑软件%使织造花样与固定的装造进行对应%满足用户
的织造要求+ 这款软件具有功能完善!操作简单方便!通用性强等特点+

目前实现销售额.#,%万元%利税'.,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g05$+.L智能型分条整经机
获奖企业"江阴四星鶨泉机械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阴市周庄镇长寿长荣路-'号
企业法人"鶨政隆
技术水平"国内先进水平
主要研发人员"刘国平!冯锡良!朱永平!徐林祥!倪陈平
项目简介"

江阴四星鶨泉机械有限公司采用通讯技术%机!电!气!液一体化设计以及传感技术的进一步应用与
无线变速电机直接传动整经卷绕和倒轴%实现整经的恒线速!恒张力&采用交流伺服控制导条位移%随动
响应快!精度高&条定位和起点定位均可以按键自动完成&采用积极的测长技术%提高测长精度%整经台
与导纱装置的精度控制技术%控制条带扩散和条带宽度%卷绕表面更平整的卷绕密度控制技术%新型无
柱积极传动式筒子架对经纱张力的控制更加准确%经纱张力自动补偿更加到位+

主要创新点"

$!整经在线检测与激光自动位移检测技术&

"!计算机远程故障检测技术&

.!计算机网络通讯和集成技术+

获奖项目名称"g9L系列.4鞋面编织机
获奖企业"江苏金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常熟市阳光大道-号
企业法人"金永良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金永良!兰先川!孙健!邱屹!徐备松
项目简介"

江苏金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g9L系列.4鞋面编织机项目的实施%对拓展电脑横机新的应用领域!

促进制鞋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针织鞋面作为继皮!革!布等鞋面之后的新产品%必为整个鞋产业
带来巨大的改革+ 公司g9L系列.4鞋面编织机目前已经批量投放市场%用户使用效果满意+

在"#$-年'月%经国家纺织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公司生产的g9L系列.4鞋面编织机符
合[*."#(-$5Xg##+ /"#$('.4织针鞋面机(标准规定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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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创新点"

$!可调吊目技术
问题描述,

在织针鞋面的各类组织中%为了体现鞋面的立体感和层次感%设计师会大量运用挑孔和吊目)即集
圈*组织%通过不同的挑孔组合和吊目组织从而形成不同风格的鞋面+ 其中%吊目组织在实际运用时分
为正常吊目和紧吊目+ 在鞋面研发测试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做紧吊目时%极易出现吃单丝的现象)即装
纱时钩针漏掉部分纱线*%且织针的损耗特别严重+ 经分析%在紧吊目时%由于吊目的织针位置较高%对
织针的正常吃线产生了干扰&同时在紧吊目的织针还没来得及向下动作时%对面进行编织的织针已经对
其进行拉扯%此时吊目的织针针头大部分悬空%形成较长的力臂%因此针头极易被拉断+

技术解决,

本项目产品通过增加可调吊目的功能%优化了紧吊目时织针的运行轨迹%有效地解决了吃单丝问
题%同时也极大地降低了织针的损耗+

"!独立驱动的推针三角机构
问题描述,

推针三角机构的作用是将经过预选后的织针再进行二次选针%把选出的针推正编织位)5位*%推
针三角成对分布于山板两边%在机头折返时进行换向切换%交替进入工作位置+

传统的推针三角换向工作由机头驱动%采用磁钢与导轨吸附%在机头折返后才能完成推针三角的切
换动作+ 在编织测试时%需要较大的机头回转距离才能满足正常的编织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机
头快速折返技术的发展+

技术解决,

本项目设计为由电磁铁控制的独立驱动机构%不再受机头运行换向的限制%可以在机头回转之前完
成推针三角动作的切换%使机头快速进入工作状态%同时减少机头每次换向时空跑的距离%单片编织的
效率提高了"#:+

.!沉降片牵拉系统
问题描述,

针织鞋面在设计师的眼中%有无限种的编织组合%这种新型的鞋材面料极大地丰富了鞋面设计的表
现形式%各种特殊的组织被设计师们开发得淋漓尽致%如编织成型鞋面的局部铲针组织!彰显立体层次
感的鼓包组织!丰富鞋帮原色的衬纬鞋带编织!增强鞋口包裹舒适感的蓬松填充组织等等+ 在编织试制
过程中%发现上述组织对沉降片的牵拉效果有着更高的需求%而传统的沉降片装置%经常出现包头针!浮
线!断针头等问题+

技术解决,

本项目将沉降片的压线部位向筒口方向提升%由原来的压线圈改为挡线圈%使沉降片的压线部分增
加更多的容纱量&另一方面%优化沉降片的作用轨迹!延长沉降片的作用时间%在不影响翻针效果的情况
下%从起针到吃线结束均进行牵拉作用%限制纱线过多的浮起和堆积+ 目前已能够满足上述特殊组织的
编织需求+

本产品共实现销售$(%,%万元%实现利税$',$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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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项目名称"7*9EUY -(*$( -#9紧精凉爽纱
获奖企业"无锡四棉纺织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华谊路"-号
企业法人"王宁宁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王宁宁!潘琪!陈荣春!吴灿江
项目简介"

无锡四棉纺织有限公司为了满足产品的舒适!环保!高附加值%不断推陈出新%研发了7*9EUY -(*$(

-#9凉爽型针织用纱%先是对原料进行了筛选%选择了兰精公司的$)#

!

.-TT规格莫代尔纤维%绢丝采
用纤维细度+ /$"KT%比羊毛的-#支$"#度还细的多孔结构的动物蛋白纤维%通过最优合理的工艺流
程%选择最佳参数%最后7*9EUY -(*$( -#9凉爽纱质量平均水平为,单纱断裂强力变异系数Lh):*,-)

.%百米质量变异系数Lh):*,$).+%单纱断裂强度)Ld*OH\*,$%)#-%百米质量偏差):*, i$)(%条干均
匀度变异系数Lh):*,$$)#%%十万米纱疵)个*$#(米*,#%千米棉结) i"##:*,"'%全部达到新产品质
量控制要求+

主要创新点"

$!经绿色环保纤维!绢丝为原料%采用企业独特先进的紧密纺工艺和技术选用最优的纺纱工艺及纺
纱流程%通过大比例莫代尔和小比例绢丝混纺生产莫代尔绢丝二合一紧密纺凉爽纱&

"!生产流程,清花!梳棉!混并)三道*!粗纱!细纱!络筒&

.!该纱线支数为-#支%莫代尔与绢丝的混纺比为-(,$(&

,!该产品不仅具有光泽好!条干均匀!毛羽少!棉结少!纱线强力高!抗起毛起球等特征%还具有手感
柔滑!吸湿性好的特点%广泛适用于针织!机织高档面料+

本产品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草木染功能性面料开发
获奖企业"常州旭荣针织印染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青洋北路$."号
企业法人"黄庄芳容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吴金玲!何江林!左凯杰
项目简介"

常州旭荣针织印染有限公司开发的草木染的染料取自自然植物根!茎!叶!花!果壳中%通过不断的
工艺探索与研究%成功完成了功能性面料开发这一项目%草木染具有可生物降解!无污染!对身体没有毒
副作用%新肤性好+ 利用草木然对织物进行上色%制成的面料与服装具有一定的抗菌消炎!舒筋活血等
医疗保健功能+

主要创新点"

$!草木染的原料来自于大自然%比如石榴皮!茜草!红花等%无可持续再生%染色过程只使用少量媒
染剂).: /(:*促进上色%对环境友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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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染染色工艺流程一般为+#j /'#j胚布预处理%'#j /-#j低温染色%较一般的染色工艺
短%操作更加简单方便%节省了更多的人力与财力%节省了能源的消耗&

.!草木染以其色泽天然!自然芳香和生态保健的功能%在高档真丝制品!保健内衣!家纺产品!装饰
用品等领域中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本产品已实现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超高分子量聚乙烯高强超柔纱研发关键技术及高性能产品研发
获奖企业"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企业地址"江苏省南通市青年中路-'号
企业法人"陆锦军
技术水平"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主要研发人员"黄旭!张炜栋!野建军!陈志华!蔡永东!宋志成
项目简介"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采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b=7X6a*短纤维%通过包芯纱!立体纱!混纺纱!

改性纱等纺纱生产工艺%包括基于多维混纺技术的前纺生产工艺%紧密纺技术!低扭矩纺纱技术的生产
工艺%实现具有高附加值的b=7X6a的短纤纱生产%并对相应的b=7X6a的短纤纱织造过程中的关
键工艺%包括整经工艺!浆纱工艺!经纱穿筘!织造工艺进行优化设计%实现具有优异服用性能和高强度
的织物开发%并在助剂!整理形态!整理方式等创新b=7X6a纤维高性能产品开发应用%尤其在民用领
域的广泛应用开辟了新的途径+ 现有的无金属丝型防切割手套均被本项目开发的新品所替代+ 技术查
新表明%目前未见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短纤混纺纱民用的报道+

主要创新点"

$!创新采用b=7X6a短纤维与其他一种或几种纤维进行混合的多维混纺技术%实现具有多种功
能的高附加值的高强b=7X6a短纤纱生产&

"!创新采用基于机械式假捻装置的低扭矩纺纱技术%实现具有超柔!超吸水!高强效果的b=7X6a

短纤纱生产&

.!创新采用基于有限元方法的多层织物复合优化技术%可实现不同定位的产品的开发%扩充b=7]

X6a产品的使用范围%最终为其在民用领域的规模化使用奠定基础+

,!采用紫外激光技术对)b=7X6a*纤维表面进行改性处理%改变纤维比表面积%使纤维产生沟槽%

使染料!颜料大部分附着在沟槽壁%不仅仅附着在纤维表面%同时提高色深度%鲜艳度%提高上染率%提高
耐摩擦牢度+

本产品目前已实现销售$),亿%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段彩合捻运动羊毛功能性面料开发
获奖企业"常州旭荣针织印染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青洋北路$."号
企业法人"黄庄芳容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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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发人员"吴金玲!何江林!左凯杰
项目简介"

目前各种消费群体!消费结构的发展方向是追求绿色环保!功能性!装饰性+ 而充分利用合捻纱开
发具有挺括!耐磨!多彩等特征的外衣面料产品是新世纪我国针织产品开发的必然趋势+ 通过不断的工
艺探索及纱线的选择%设定合理的工艺路线%解决合捻纱面料易色花!易脆损等问题%通过权威机构的检
测%各项性能指标优异%满足了消费者对服装舒适性的要求+

主要创新点"

$!合捻纱具有强力稳定!疵点少!可纺性好的特点&

"!聚脂纤维)6a2*段染纱可根据绞纱的框长%改变色段长度( /$#L7及间隔距离. /$(L7设计出
风格特殊%绚丽多彩的段染花样&

.!在具备羊毛保暖%舒适的同时%织物中的线圈稳定性高%结构紧密%布面硬挺度高%保暖性好%只需
+# /'#j下水定型不会使羊毛老化%不需要染色即可出现. /(中色彩的花色效果%有效避免布面鸡爪
痕迹+

本产品销售金额"##万元%利税."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高档丝绸文化创意产品
获奖企业"鑫缘茧丝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海安市曙光西路"#号
企业法人"储呈平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储呈平!孙道权!陈忠立!王祥荣!王俊宏
项目简介"

由于天然染料具有生态!安全!保健等优点%开发天然染料喷墨印花墨水并用于蚕丝织物的印花%通
过对适合蚕丝织物染色和符合喷墨印花墨水要求的天然染料进行筛选%用复配技术开发天然染料喷墨
印花墨水%同时研究适用于天然染料墨水在蚕丝织物上进行喷墨印花的工艺条件%开发蚕丝织物的天然
染料喷墨印花技术%实现了高新技术与天然原料的完美结合+

主要创新点"

$!丝绸数码喷印技术通过各种数字化手段将图案输入到计算机%经编辑处理%再由计算机根据设计
图案控制喷头%直接将色墨按需喷射到丝绸纺织品上%在丝绸织物上形成花纹&

"!研究丝绸艺术品的复制%采用数码喷印技术原理%分层次进行实验%进行小批量及传统网印无法
生产的丝绸印花面料加工及艺术创意系列产品及丝绸墙!壁纸等家居装饰品的开发&

.!研究应用数码喷印技术%研究与计算机及网络终端和新代喷墨印花设备的无缝对接%解决原始字
画!图案与数字喷印产品的失真问题%喷墨产品的色牢度问题%填补了国内空白&

,!丰富满足蚕丝家纺产品颜色需求的天然染料颜色体系%建立数据库%形成稳定的天然染料染色加
工工艺&

(!通过普通蚕丝和天然彩丝差异性研究%运用织物结构设计!计算机数码设计及加工技术%形成设
计与加工技术体系%开发高档丝绸文化创意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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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科技与艺术设计的结合%开发出生态型高档丝绸文化创意产品%如,丝绸字画!丝绸家居装饰
品!丝绸照片!丝绸创意服饰等&

'!应用新技术打破了传统丝绸产品的加工的模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本产品销售金额$'+##万元%产生利税-%#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高回弹氨纶纤维
获奖企业"连云港杜钟新奥神氨纶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山路-号
企业法人"杨!龙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张斌!孙振波!李春花!杨森!祁倩
项目简介"

氨纶也称为聚氨酯纤维%是由聚氨酯嵌段共聚物共聚经过纺丝而制得弹性纤维%断裂伸长率高达
(## c-##:%弹性回复率一般高于%#:%断裂强度高%被广泛应用于针织和机织物中+ 氨纶纤维有着其
它任何一种纤维无法比拟的弹性%随着氨纶应用领域的扩大%人们对于氨纶的回弹性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如专业运动保护织物%游泳衣等%普通氨纶的回弹性有限%无法满足上述产品对高回性的要求%本项
目就是要通过改变聚合配方和工艺以及纺丝工艺%让氨纶纤维拥有较高的弹性回复力%织物在同样牵伸
比下%回弹提高"#:左右+ 可广泛应用于对回弹要求高的织物+ 对提高公司产品的竞争力和多样性有
重要的意义+

主要创新点"

$!在预聚体中加入少量)质量比#)$ c$:*己内酰胺双封端异氰酸酯%当高温)大于"##j*纺丝
时%己内酰胺双封端异氰酸酯发生解封反应%释放出具有反应活性的748%使分子之间产生微交联%增强
了硬链段的结晶区&

"!使用解封温度较低)约$.#j*的封闭剂d/甲基乙酰胺部分代替终止剂4a5)二乙胺*%d/甲
基乙酰胺在聚合体中的摩尔含量控制在$# c"#TTQU*YP%二乙胺在聚合体中的摩尔含量控制在$# c

"#TTQU*YP%过量的端胺基)伯胺*控制在"# c,# TTQU*YP%当高温)大于"##j*纺丝时%聚合体发生解
封反应%释放出的异氰酸酯基和过量的端胺基)伯胺*产出二次聚合反应%提高氨纶丝纺后特性粘度)大
于$)#B>*P*和聚合体分子量&

.!在聚氨酯原液中加入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优选琥珀酸二异辛酯磺酸钠%添加量#)" c$:*%提高
渗透作用%在纺丝过程中是内部温度快速至解封温度)大于$.#j*%另外加入二亚乙基三胺)(# c

"(#VVT*作为粘度稳定剂)解封剂代替终止剂可能造成纺丝原液粘度不稳定*+

本产品销售金额""(#万元*年%本产品利税,(##万元*年+

获奖项目名称"高级抗皱面料
获奖企业"常州依丝特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新民东路%号
企业法人"章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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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唐儒军!宋爱荣!杨娟娟!袁以保
项目简介"

常州依丝特纺织服饰的高级抗皱面料更注重整条生产链的配合%从配纱!花型设计!浆纱!织造张力
等一系列生产过程入手%力求布面各部分组织都平整%因此不像传统抗皱面料对树脂的依赖那么大%树
脂用量少%甲醛残留也少+ 另外结合了液氨整理%从而在保证抗皱性能的同时%保护了纤维强力%而且面
料的手感!光泽度都有很大的提升+

抗皱等级,46.)(及以上
拉伸强力,经向

"

"# U@R%纬向
"

"# U@R

残留甲醛
#

'(VVT

主要创新点"

$!整体思路,传统抗皱产品主要依赖树脂整理%织物的拉伸强力!撕破强力及耐磨性能都会有明显
的降低%织物手感也会变得粗糙%特别对于高等级抗皱品种来说%树脂用量会加大%强力及手感的牺牲就
会更大+ 我司的高级抗皱面料更注重整条生产链的配合%并且结合了液氨整理%从而在保证抗皱性能的
同时%保护了纤维强力%而且面料的手感!光泽度都有很大的提升&

"!花型设计,经纬密度!纱支!组织的合理搭配&

.!特别的染色工艺能赋予纱线高表面润滑和高表面低摩擦系数%既满足了后续织造过程中对纱线
柔软的要求%因为是高表面低摩擦系数%故降低纱线的强力的程度比较低%可控制纱线降强在(:以内&

,!整经浆纱工序,整经要确保经纱张力均匀%浆纱要确保减伸率控制在$:以下&尽量不用或少用
6h5%防止退浆不干净%合理选择和使用润滑蜡片&

(!通过对生产大数据的分析和验证%总结出织造张力的设计规范公式%缩小组织差异和其它异常情
况导致的收缩差异%从而改善了布面的平整度&

+!优化抗皱整理工艺流程%尽量保持经纱弹性%再通过树脂用量!催化剂用量!柔软剂用量的最佳组
合%并结合了液氨整理%在提高抗皱性能的同时%面料的光泽!手感及强力都有提高+

目前该产品已实现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高强高模聚酰亚胺长丝
获奖企业"江苏奥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浦工业区大浦路"#号
企业法人"王士华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王士华!陶明东!郭涛!苗岭!仲明明
项目简介"

江苏奥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高强高模聚酰亚胺纤维具有轻质!高强!高模量!耐候!耐磨!

阻燃!隔热!耐高温等一系列优异性能%因此在航空航天!特种防护材料!结构复合材料等多个领域都有
重要应用+ 项目产品满足航空航天!特种防护材料及轻质结构复合材料等产业的需求%高强高模聚酰亚
胺长丝的规模化生产对于打破国外垄断%促进我国化纤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培育我国战略性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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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提升我国高新纤维在国际上的整体竞争力和水平都具有重大积极意义+

技术性能指标,纤维断裂强度_$(Ad*BOH\%断裂伸长率$ /.:%初始模量_-##Ad*BOH\+

主要创新点"

项目采用干法纺工艺纺制高强高模聚酰亚胺长丝的技术路线具有显著的创新性+ 相关工艺公司经
过和东华大学多年研究和工程化试验%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创新点,

聚合,超高分子量!高均匀性纺丝原液的制备工艺&原液熟化高精度控制系统&在线粘度控制技术&

高精度过滤及恒温恒压输送等技术&自动加料装置!高粘度聚合釜等设备成套技术开发+

纺丝,高纺速下纤维成型技术%纺丝速度可控制在"## /$###T*TEI&高粘度原液干法纺丝组件的开
发&纺丝甬道!热风回收系统!原丝卷绕机等关键设备开发+

后处理,聚酰亚胺长丝后处理生产工艺与整线控制技术&高效聚酰亚胺长丝牵伸/环化一体化关键
设备成套技术+

精制回收系统,高效低耗475L回收!精制技术&475L废液精制设备成套技术+

本产品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化纤精梳纱线
获奖企业"南通双弘纺织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海安县曲塘镇双楼路$%$号
企业法人"杨广泽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吉宜军!邵国东!乐荣庆!夏春明!王东
项目简介"

南通双弘纺织有限公司应用涤纶!棉及莫代尔!粘胶等再生纤维为原料开发生产化纤精梳纱线产
品%对设计的产品进行了纺纱生产实践与研究%对纤维的混合方案进行创新%对不同纤维含量比例进行
科学组合%充分发挥新型纤维特点%利用计算机软件系统优化纺纱工艺%加工纱线并制成纺织品%发挥现
代纺织企业在纺织服装的"科技与时尚#作用+ 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和较强的市场竞争力!生命
力+ 以精梳再生聚酯$,)-OH\针织纱为例%该产品要符合<̀ *2$"#$% /"##%'涤纶本色纱线(标准规定
的一等品要求%条干好!强力高!纱疵少!强力不匀小%毛羽少%是高档!时尚!舒适面料的理想用纱+ 主要
技术性能指标,单纱断裂强度.+)$d*OH\%条干均匀度变异系数$$)%:%单纱断裂变异系数-)":%线密
度变异系数$)-:+

主要创新点"

$!创新混合技术+ 以精梳涤纶与粘胶纤维混纺纺纱为例%涤纶纤维与粘胶纤维同时经过精梳机加
工%可有效降低混纺纱中常发性棉结!粗节及各类有害疵点%明显改善成纱条干%提高混纺织物布面的光
泽度和清晰度+ 工艺上可使两种纤维的混纺比在精梳工序确定%且混纺比控制精确可靠%通过两道并条
工序可进一步使两种纤维比例在纱线截面内分布均匀%并改善成纱长片段重量不匀&

"!通过优化精梳机分离罗拉运动%提高分离罗拉的有效输出%同时增加钳板摆动动程%使精梳机适
纺纤维长度达到"% /,"TT%满足纺制化学纤维的长度要求&

.!通过对精梳传动系统优化%改变了曲柄滑套机构!传动部件表面线速度传动比&采用给棉罗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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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式钳板!优化钳板皮老虎长度%控制钳口对化学纤维的有效握持+ 从而提高了精梳机梳理机能%有效
控制了化学纤维落纤率%并消除了化学纤维条运动过程中产生的卷缩现象&

,!首创了条并卷联合机二合一牵伸技术%采用了双气缸活塞杆直接驱动!纤维卷在线压力控制技
术%纤网成形更加均匀%形成的纤维卷不粘卷%减少纤维损伤%提高了纤维伸直度和平行度%改善了化纤
卷外观成形&

(!优化了条并卷联合机各个系统%减少了落卷换管时间%提高了运转效率+

本产品已实现销售.-+#万元%利税(.%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精梳丝绒被
获奖企业"江苏苏丝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泗阳县淮海东路"%号
企业法人"韩兴旺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韩兴旺!陈松!张林!胡青!花开华
项目简介"

江苏苏丝丝绸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产品由纯绵印花面料与精梳桑蚕丝内胎绗缝而成+ 桑蚕丝内胎
采用桑蚕丝绢纺原料%通过除杂和分类处理%使原料的含杂率为#)#(:以内+ 采用膨化专用设备对桑
蚕丝进行中温浸泡精练脱胶处理%并采用除油脱胶洗练机对桑蚕丝进行二次除油脱胶处理%桑蚕丝纤维
的含油率控制在#),:以下%含胶量保持在(:左右%使桑蚕丝纤维具有轻柔!回弹性好!蓬松持久等特
点+ 采用自主研发的精梳!铺网工艺技术%有效清除了杂质%提高了桑蚕丝内胎成网!铺网厚薄的均匀
性+ 经电脑花式绗缝%切边%缝制等生产工序%制成不同规格的精梳丝绒被+ 该产品具有舒适性!透气
好!绿色环保!轻薄柔软!健康保暖等特性+

性能指标,

6=值)面料*,')(&6=值)填充物*,()$&异味)面料!填充物*,无&&填充物,胎套$##:棉!填充物
$##:桑蚕丝+

主要创新点"

$!采用人工选拣分档和膨化精练脱胶技术解决丝绒被易变黄和异味的问题&

"!使用自制两台梳棉机对丝绵进行梳理%控制成网厚薄均匀性%并彻底清除杂质%制成丝绒被填充
物)内胎*&

.!将纯棉印花面料与蚕丝填充物)内胎*绗缝固定%然后经切边!包边等生产工序%制成不同规格尺
寸和重量的精梳丝绒被+

本产品实现销售$,",万元%利税'.%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聚四氟乙烯#62<a$绞综交织环保过滤毡基布
获奖企业"江苏华跃纺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大冈纺织工业园
企业法人"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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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水平"专利, >̀"#$+"#-+($.#)+

主要研发人员"郭华!隋晓峰!董激文!徐国华!王婷婷
项目简介"

针对大气污染情况%国家积极推进烟)粉*尘治理工作%并多次提高重点行业烟)粉*尘排放标准+

过滤和分离技术是治理大气污染重要手段之一%特别是过滤用纺织品中的袋式除尘器对微细粉尘)特
别是67$#!67")(*的收集可达到%%)%:%现已成为国内外大气粉尘污染首选的治理方式%江苏华跃纺
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的62<a)聚四氟乙烯*长丝绞综结构高效环保滤料基布采用的新型材料为62<a)聚四氟乙
烯*长丝%从原料的选择!织物的组织结构!工艺参数的选择!及现场技术的严格控制等方面打破了传统
平织织造工艺%采用绞织新工艺新方法%织物结构不移位!不变形!强力均匀!平整度好!外观美观+ 公司
产品跟传统平织产品相比%62<a)聚四氟乙烯*长丝不并不离更坚固%在针刺水刺过程中强力更稳定均
匀%损伤率低%与传统织物相比可减少$#-"#:%加工成滤袋后使用寿命更长%实用性更强更广+

其重要指标如下,

检测项目 实测结果

断裂强力)d*(#ATC"#AT*

经向 $.##

纬向 +.#

断裂伸长率):*

经向 $#)#

纬向 -)#

密根)根*$#AT*

经向 $(#)#

纬向 '.)-

单位面积织物质量)P*T"* $.#

织物幅宽 ".$)#

!!主要创新点"

将工程塑料62<a应用到环保滤袋行业,

耐酸!耐碱!耐腐蚀!阻燃!耐高温!超高强力!超高模量
适用于各种固体!气体!液体环保过滤行业%阻燃耐高温!高硫!高硝燃煤企业除尘滤袋%特别是垃圾

焚烧发电行业+

不移位!不变形!不错格!经水刺!针刺后受损面积小!强力影响小%价格低!适用寿命长+

本产品实现销售.,+-万元%利税,+"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抗静电*夜光双功能有色差别化纤维
获奖企业"旷达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人民东路$#%号
企业法人"沈介良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吴双全!李雅!王楠!胡敏!蒋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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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
!江苏纺织学会通讯" "#$%年第$期!

项目简介"

为满足高性能!高附加值的车用内饰面料的标准要求%旷达纤维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了抗静电*

夜光双功能有色差别化纤维%通过优选稀土夜光材料*棒状导电颗粒等原材料%与基体聚酯树脂造粒制
得稀土夜光色母粒!导电色母粒%并筛选合适的配比%采用世界最先进的母粒熔融后熔体注入法先进技
术%复合纺丝而成的具有电线型复合结构的车用有色低弹丝+ 纱线芯部含有导电颗粒%皮层含有夜光材
料+ 产品不仅能满足车用内饰专用有色纤维对纤维颜色的均匀度!色牢度!纤维强力的要求%更具有夜
光储能和抗静电!高强力等特殊功能+ 产品有着广阔的使用领域%可用作中高档轿车!商务车!校车!动
车等高端产业用纺织品专用纤维+ 因此开发此类产品完全符合我国高技术!高质量!高档次发展产业用
纺织业%为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主要的技术性能指标,

$!断裂强度,

"

.Ad*BOH\&

"!色泽均匀度,

"

,级&

.!断裂伸长率,". k.:&

,!沸水收缩率,,)( k#)-:&

(!线密度偏差率,

#

k,:&

+!阻燃性,

#

$## TT*TEI)不燃烧*&

'!电荷面密度,

#

')# KL*T"&

-!发光亮度,具有发光储能效果+

产品经旷达测试中心!L22L中纺标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检测%结果如下,

断裂强度,.)($Ad*BOH\&色泽均匀度,(级&断裂伸长率,",)-:&沸水收缩率,,)":&线密度偏差率,

k.:&阻燃性5级)不燃烧*&电荷面密度,$)- KL*T"&发光亮度,激发停止一分钟后余晖强度为'$#

TAB*T"+

主要创新点"

$!母粒制备技术%以纤维级聚酯6a2为基体%分别优选平均粒径为$ /$#KT的稀土夜光材料*质量
分数为+(ZO:的棒状纳米导电颗粒%经高速混合机干燥混合%经双螺杆挤出机挤出%并调整合适的熔融
温度%经水下拉条切粒%分别制得夜光母粒和导电母粒&

"!抗静电*夜光双功能纱线的制备%将夜光母粒与导电母粒按.,$混合%选择合适的喷丝板%经熔融
纺丝制得+ 严格控制纺丝过程中的熔融温度!纺丝时间和转速等参数&

.!纺丝设备的改进技术%拥有德国巴马格的纺丝生产线%并对设备进行了改进%通过安装纺丝油嘴
及其改进安装结构%提高了纺丝油嘴的拆除便捷程度%避免出现漏油现象%计量泵可以避免漏浆%防止纺
丝纤度发生偏差%有利于提高纱线的一等品率&

,!后纺工艺%纱线为电线型皮芯结构%芯层为含有棒状纳米导电颗粒的聚酯树脂%皮层为含有稀土
夜光材料的聚酯树脂+ 该结构有利于消除电荷积累%起到抗静电和夜光储能的双重作用%并保证了力学
性能%强度高%耐水洗和耐磨性好+

目前已实现销售%%""万元%实现利税$+".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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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
!江苏纺织学会通讯" "#$%年第$期!

获奖项目名称"快热牛仔布
获奖企业"黑牡丹纺织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华阳南路"#号
企业法人"赵文骏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张立军!高水平!韩颍!杨春燕!袁改荣
项目简介"

黑牡丹纺织有限公司本项目开发的快热牛仔布%创造性地将最新的a?NWZ?ST快热纤维应用在牛仔
面料上%从原料取材上实现了快热保暖%具有高经济高效益特点+ 项目从新型纺织纤维材料的应用上寻
找灵感%通过与知名新材料供应商合作%利用他们的a?NWZ?ST火山岩新材料开发了新型牛仔产品+ 主
要技术特点有,

$!兼具三种发热机制,蓄热升温!吸湿发热!远红外线&

"!环保,$##:天然材料!天然色彩!无需染色&

.!快干舒适!具有消臭效果&

根据检测报告表明%该产品综合性能优异%达到客户标准%符合01$-,#$ /"#$#国家纺织品安全技
术规范的要求和弹力牛仔布的关键指标要求+

主要创新点"

$!a?NWZ?ST使用核壳结构双机能粉体专利织造技术%将火山岩和有机植物碳化材料结合在一起%

形成微量金属元素i碳材料的复方结构%比一般发热纱更具保温效果+&

"!a?NWZ?ST保暖牛仔布采用快热纱涤纶短纤作纬纱%既能保证面料的舒适性%又能保证面料具有
较高的强力和保暖特性&

.!对织机进行改造%调整相关工艺参数%使其适应a?NWZ?ST保暖牛仔面料的织造&

,!后整理上进行设备改造%保证布面质量%避免蒲包印!绉条等质量问题的产生&

(!能申请吊牌%附加值高+

a?NWZ?ST快热纱在生产和销售环节都经过了9L9原料成分含量认证!3HYQ/2H\$##健康与安全
认证!a?NWZ?ST产品认证%确保用a?NWZ?ST原料制成的牛仔服装可以使用a?NWZ?ST吊牌+

a?NWZ?ST的加入赋予了传统牛仔面料保暖特性和高强耐磨特性%同时可以申请获得国际第三方认
证和消费者普遍认可的a?NWZ?ST吊牌%提升了产品附加值及档次+

通过与普通牛仔裤的穿着对比%在.#分钟后%穿着快热纱制成的牛仔裤体表温度高"度左右+

本产品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耐高温阻燃纤维喷丝板
获奖企业"常州纺兴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采华路$号
企业法人"周为民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周为民!毛伟如!吴意健!盛小平!金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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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耐高温!阻燃纤维由于其在安全产品和环保治理上的用途广泛%其需求量必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
发展而不断增加+ 尤其由于我国治理雾霾%减少67")(!67$#排放的需要%对各类火力发电厂!钢铁厂
及垃圾焚烧设施等排放烟尘将会有越来越严格的要求%必然要求广泛应用由各种耐高温!阻燃纤维制成
的过滤袋产品%对这类纤维的需求将呈爆炸性增长+

由于耐高温!阻燃纤维纺丝喷丝板的特点%导致了其加工难度极高%因此耐高温!阻燃纤维纺丝喷丝
板的产业化需要在原有喷丝板加工工艺和生产环境基础上进行多方面的改进和提高+ 常州纺兴精密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从钻头制造!钻削加工!精整加工!质量控制等方面进行技术攻关%终于达到技术水平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主要性能指标为国内首创%研发产品完全替代进口+

主要技术性能指标如下,

喷丝板直径,

"

+# c

"

-##TT

导孔直径,

"

#)( c

"

.TT

微孔直径,#)" c#)#(TT

微孔长径比,>*4l$,$ c(,$

微孔直径公差, k#)##"TT

微孔长度精度, k#)#"TT

微孔粗糙度,;?#)"

主要创新点"

$!研究解决极小尺寸微孔加工技术-极细微孔的钻削加工!冲挤加工!精整加工!小角度锥孔加工!

高密度精细微孔加工等技术诀窍&

"!研究解决极细微孔的流体研磨和抛光技术+ 主要在现有设备上进行挖潜改造&

.!研究解决各种孔加工所需刀具和工具精细加工技术-包括各加工工序所需精细微孔钻头!精密
冲挤刀具!精整刀具!小过渡角加工工具等&

,!研究解决高耐磨性!高耐蚀性喷丝板表面涂层技术-包括各种提高耐磨性和耐蚀性的涂层技术+

需要配套引进的设备包括表面涂层处理技术及设备等&

(!研究解决表面高精度抛光技术-各种表面)包括平面!球面!曲面等*的精细抛光技术及必要时
的前期表面研磨技术&

+!研究解决精密检测技术-包括喷丝板整体尺寸测量!微孔三维尺寸测量!锥孔三维尺寸测量!内
孔粗糙度测量!外表面粗糙度测量等技术&

'!产品材料的研究%根据用途及环境确定各种耐高温!阻燃纤维纺丝喷丝板所使用的材料%其性能
指标必须符合工艺要求+

本产品销售金额.",$万元%利税$+"-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耐切割!抗蠕变!原液着色b=7X6a纤维
获奖企业"江苏锵尼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如东经济开发区鸭绿江路
企业法人"沈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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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沈文东!曹海建!高强!陈清清!车俊豪
项目简介"

b=7X6a纤维具有比强度高!比刚度大!抗冲击!耐腐蚀!耐低温等优异性能%在军事领域)如防弹
衣!防弹头盔等军事防护%坦克!舰船!直升机等装甲防护*!工业界)海洋绳缆!渔业养殖!体育器械!雷
达罩!防切割织物等*获得了广泛应用+ 但是%由于b=7X6a纤维存在耐切割性差!易蠕变!难着色等
缺点%限制了其在更广泛领域的应用+ 因此%研发耐切割!抗蠕变!原液着色b=7X6a纤维意义重大该
产品是一种具有耐切割!抗蠕变!高色牢度一体化特点的高等级b=7X6a纤维意义重大%江苏锵尼玛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决定与南通大学联合开发这一高等级b=7X6a纤维+ 经过数年的攻关%项目组
先后突破纳米晶颗粒选配与制备!纳米晶颗粒分散!专用纺丝设备设计制造!凝胶纺丝液着色!超倍热牵
伸等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出系列耐切割!抗蠕变!原液着色b=7X6a+

现在达如下性能指标,断裂强度
"

"# Ad*BOH\%初始模量
"

+(# Ad*BOH\%耐切割指数
"

$(##P%蠕变伸
长率

#

#)%,:%耐水洗色牢度!耐皂洗色牢度和耐摩擦色牢度均,级以上+

主要创新点"

$!采用b=7X6a与9EL纳米晶颗粒复合制备耐切割!抗蠕变b=7X6a纤维的新技术&

"!采用分子自组装技术%结合同浴一步法工艺将特定分子结构染料直接导入纺丝液%实现凝胶化
b=7X6a原液着色的新技术&

.!针对纺丝液粘度较大!纺丝温度高和有机小分子分散剂加入等情况%通过改造纺丝原料配制及挤
出装置!过滤系统%添加油烟吸附回收装置等%确保纺丝顺利进行&

,!自主研发多级超倍牵伸技术%实现了b=7X6a纤维的高性能%纤维断裂强度
"

"#Ad*BOH\!切割
指数

"

$(##P!抗蠕变性能
#

#)%,:+

本产品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清凉盛夏家居盖被织物
获奖企业"江苏苏丝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泗阳县淮海东路"%号
企业法人"韩兴旺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刘文成!陈松!张光先!周良军!张婷
项目简介"

江苏苏丝丝绸股份有限公司选用+#dT*"绢丝,)(dT弱捻绵条作原料%其中+#dT*"绢丝在染色
过程中通过加入93>b0a>助剂%解决了摩擦起毛的现象+ 织物设计为三层组织结构%表层!里层为
+#dT*"绢丝%中层为弱捻绵条%得到的产品具有表面平整!抗起毛起球!质地柔软!舒适滑爽!保暖性好
的特点+

产品经国家丝绸及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所引用01$-,#$ /"#$#!<̀ *2#$#(')" /"##'!<̀ *

2#$#('). /"##'!<̀ *2#$#('), /"##'进行检测结果为合格!产品经本公司按照<̀ *2,.#$# /"#$,标准
进行内在质量检测达到并超过一等品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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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创新点"

$!采用膨化精炼脱胶技术对绢纺原料进行膨化!精炼脱胶处理%再进行制绵!配绵&

"!对+#dT*"绢丝进行活性染色处理&

.!织物组织采用双面平纹&

,!使用,)(支粗纱绵条作纬纱与+#支绢丝依次织入&

(!通过高速剑杆织机进行交织+

本产品实现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湿法纺异形孔喷丝板
获奖企业"常州纺兴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采华路$号
企业法人"周为民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李梅宏!毛伟如!汤宇峰!杭海彪!戴志成

项目简介,目前我国的湿法化纤纺丝规模位列全球第一%其中如粘胶纤维产量已超过全球产量的
+#:+ 但我国生产的湿法纺纤维仍集中于低端产品%对于各种高端湿法纺纤维%如各种异形纤维%我国
仍不能完全自给自足%需由国外进口%如三角形截面的纤维%由于具有真丝般的光泽%因此适合用于高档
时装的制作又如扁平形截面的纤维%则兼具良好的光泽和柔和的手感%可用在仿裘皮服装或各种床上用
品等%而采用三叶形截面的纤维%由于纤维表面积较圆形截面纤维明显增大%因此具备较好的纳污能力!

吸湿性能及较强弹性%用于制作高档的过滤材料%或对吸湿性有更高要求的服装%如内衣等场合+ 常州
纺兴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研制的按精密级产品的要求制造!检测%以满足化纤纺丝使用+ 在湿纺异形
孔喷丝板制造过程中%企业将开发使用各种微细异形微孔加工装备和技术诀窍+ 研发的产品必须满足
纺丝工艺条件%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主要性能指标为国内首创%研发产品完全替代进口++

技术性能指标,

喷丝板直径,

"

$+ c

"

"(#TT

导孔直径,

"

#)( c

"

.TT

异形微孔叶宽,#)$ c#)#.TT

异形微孔叶长,#)" c#)#(TT

微孔叶长*叶宽比,>*Xl$,$ c-,$

微孔叶宽精度, k#)##"TT

微孔叶长精度, k#)#$TT

微孔粗糙度,;?#)"

主要创新点"

由于湿法异形纤维纺丝工艺的特点%决定了其对喷丝板的加工精度和加工质量有着近乎苛刻的要
求%因此湿纺异形孔喷丝板的产业化需要在原有喷丝板加工工艺和生产环境基础上进行多方面的改进
和提高+ 在此过程中需要从国外进口一些必要的高精度加工设备!电加工工具制造设备以及精密测量
仪器等+ 加之国外的喷丝板制造厂家对技术高度保密%我们无法获得足够的相关资料%因此只能立足于

$,($



!

科技创新
!江苏纺织学会通讯" "#$%年第$期!

自行探索设计%本公司的特色和创新如下,

$!研究解决高光洁度!高精度微细异形微孔加工技术---即异形微孔的冲挤加工!电加工!精整加
工!过渡角加工!高密度微细异形微孔加工等技术诀窍&

"!研究解决微细异形微孔的流体研磨和抛光技术+ 主要在现有设备上进行挖潜改造&

.!研究解决微细异形微孔精整加工所需刀具和工具精细加工技术---包括各加工工序所需精密冲
挤刀具!电火花加工电极!精整刀具!小过渡角加工工具等&

,!研究解决表面高精度抛光技术---各种表面)包括平面!球面!曲面等*的精细抛光技术及必要
时的前期表面研磨技术+

(!研究解决精密检测技术---包括喷丝板整体尺寸测量!微孔三维尺寸测量!锥孔三维尺寸测量!

内孔粗糙度测量!外表面粗糙度测量等技术+

本产品实现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石墨烯牛仔面料
获奖企业"黑牡丹纺织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青洋北路,'号
企业法人"赵文骏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王宗伟!王江波!赵昱!江坤朔!仇振华
项目简介"

石墨烯是本世纪最具颠覆性的新材料之一%在电力学!热和光学!高分子材料等许多领域有奇特的
性能%尤其是石墨烯特种复合纤维%具有抗菌!抗螨虫!抗热!抗切割!抗静电!抗紫外线!远红外发热和传
导清凉等特殊功能+ 黑牡丹纺织有限公司以敏锐的目光捕捉世界前沿尖端科技%通过与强生公司合作%

把石墨烯特种复合纤维引入牛仔面料%打造多功能性!舒适性牛仔%将改变牛仔行业格局%带动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引来一个全新的石墨烯纤维应用新时代+

$!石墨烯原料采用常温常压的石墨烯修饰改性新技术%利用多种化学反应对石墨烯进行共价键功
能化%工艺流程短!产率高!无污染%单层率达到%%:+ 石墨烯复合纤维采用石墨烯材料溶入化纤切片
原料的制造工艺%经多次水洗仍然可保持原有功能%非常适合牛仔面料的水洗工艺&

"!为克服石墨烯纤维可纺性差%成本较高等缺点%我公司以少量混掺为主%通过锦纶等化纤作为主
要载体%与石墨烯纤维混纺作为牛仔纬纱%使得应用技术难度降低%可操作性加强+

技术性能指标,

根据权威检验检测机构测定结果表明,该产品综合性能优异%达到了国标01*2.#$"' /"#$.!893

"#',.,"#$.!552LL$##,"#$"等相关标准要求%主要技术指标,

$!抗菌性能,大肠杆菌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白色念珠菌
"

%%:&

"!抗螨性能
"

%(:&

.!抗紫外线性能,紫外线防护系数b6<

"

$#(&

,!远红外性能,远红外发射率#)-%%远红外辐射升温
"

$)+j&

(!抗热接触性能,一级&

$(($



!

科技创新
!江苏纺织学会通讯" "#$%年第$期!

+!抗静电性能,垂直电阻̂$#-

#

+

主要创新点"

项目产品采用石墨烯复合纤维)占比_(#:*作面料纬纱%其抗菌率)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和白色念珠菌*均超过%%)%:%远红外发热率达-%:%红外辐射温升不低于$)+j+

本产品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丝驼绒围巾
获奖企业"江苏中孚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振丰路$$号
企业法人"李建明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李建明!侯本建!刘根海!祝庆文!蒋燕
项目简介"

江苏中孚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产品填补了国内市场丝*驼绒精梳纯纺高支纱线的空白%促进
对特种动物纤维深加工领域的技术创新%促进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的开发%是定位于高端毛纺面料和
服饰的材料%主要用于进一步加工高档纯纺轻薄驼绒机织面料%制成超薄围巾!精纺西服等高档成品+

提高了国内纺织企业在高档绒类面料的国内外市场竞争力+

本项目产品经国家丝绸及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根据标准%结果显示,纤维含量驼绒
+#)# k(%桑蚕丝,#)# k(&耐水色牢度, /(级&耐干摩擦色牢度, /(级&耐湿摩擦色牢度, /(级&耐酸
汗渍色牢度, /(级&耐碱汗渍色牢度, /(级+ 所检测项目均达到预期技术指标+

本项目产品经微普技术防紫外线检测%结果显示2)bh5*5h#)--:%2)bh1*5h#)$,:%b6]

<5h.-#%b6<_(#符合01*2$--.# /"##%%具有紫外线功能+

主要创新点"

$!突破了驼绒纤维不能在精纺梳毛机上精梳制条的技术障碍%获得纯纺精梳条%为后道进一步高支
化纺纱奠定了基础&

"!突破了驼绒纤维只能混纺或粗纺的技术障碍%研发出基于精梳毛纺工艺系统的骆驼绒纺纱技术&

.!驼绒与桑蚕丝按比例混纺精梳成纱%然后采用水溶性维纶伴纺技术生产出"##dT或.##支超高
支精梳丝驼绒纱线%通过此纱线制成超高支围巾%并且具有超强的防紫外线功能&

,!提高驼绒资源利用率+ 对我国加大特种动物纤维的开发利用%逐步替代羊绒纤维%推进"退牧还
草#!防止草原沙漠化%以及提高牧民收入等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

丝驼绒机织纱的正常生产%填补了驼绒原料应用于纯纺轻薄型精梳面料的国际国内空白+

本产品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涡流纺纯棉高支纱交织面料
获奖企业"江苏悦达棉纺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盐城市世纪大道+%%号
企业法人"戴!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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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戴俊!刘必英!马春琴!卜启虎!范宗勤
项目简介"

江苏悦达棉纺有限公司研发的涡流纺纯棉高支纱交织面料的规格为$#+)(mL<5"##天丝-#9 n

7h9 L7-#N长$%- n$-# 缎纹(枚.飞%该产品自主研发了经纱紧密纺5"##天丝-#9单纱%纬纱涡流
纺精梳长绒棉-#9单纱%生产的交织面料具有凉爽透气!吸湿快干!耐磨耐水洗!悬垂性好等特点%是一
款附加值高的衬衫面料新产品+ 该面料在研发过程中%通过优选原料!改进纺纱专件!优化器材配置及
工艺参数组合%解决了喷气涡流纺纺制纯棉高支纱难题&织造过程中通过提前引纬时间及降低张力速度
等措施%保证了织机效率+

样品经法定机构检验%所检项目符合01*2$-,#$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1类!

01*2"$"%( /"##''服装理化性能的技术要求(标准规定的一等品要求+

主要创新点"

$!选用涡流纺纯棉高支纱做为纬纱,涡流纺车台最佳适纺原料为短化纤以及中长纤维%在当前市场
上涡流纺主流品种仍然是纯粘胶或涤粘系列%且这些品种纱支基本都在"#Nc(#N范围内&由于技术条
件限制%生产涤棉或纯棉品种的企业为数不多%而纺制纯棉高支纱品种几乎没有+ 我公司凭借在差别化
纺纱生产中的工艺技术积累%生产出了国内仅有的涡流纺纯棉-#N高支纱&

"!面料用途创新设计,一般涡流纺纱主要用于针织纱领域%而我司开发的涡流纺纯棉高支纱交织面
料%由于所织面料的经纬纱都为高支纱且经纱为纤维素纤维%纬纱为纯棉纤维都适合贴身穿着&并且紧
密纺纱强力高!毛羽少%涡流纺纱也具有毛羽少!耐磨性好等特点%所以本产品开发的面料主要用于高档
衬衫面料+

本产品已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新型生物基622面料染整加工技术
获奖企业"盛虹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纺织科技示范园
企业法人"缪汉根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钱琴芳!段佳!赵学谦!陈威!唐俊松
项目简介"

盛虹集团有限公司研发的产品主要是以可再生生物材料为原料%通过微生物发酵法生产643聚合
单体%然后经625直接酯化法形成大分子切片%再经熔融纺丝制备成622长丝或短纤+ 在保留其固有
的生态性前提下%研发有针对性的节能高效染整工艺技术%使得最终的面料产品除了具有良好的色牢
度!物理性能!柔软的手感等性质外还具有良好的弹性!形变记忆性等附加属性%并实现批量化生产+ 主
要的技术性能指标如下,

$!符合01$-,#$的要求&

"!符合01.$'#$的要求&

.!水洗尺寸稳定性,

#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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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起毛起球,

"

. /,级&

(!耐摩擦色牢度,

"

. /,级&

+!耐水洗色牢度,变色
"

. /,级沾色
"

. /,级&

'!耐汗渍色牢度,变色
"

,级沾色
"

. /,级&

-!耐热压色牢度,变色
"

,级沾色
"

,级+

主要创新点"

$!生物基622面料少碱!低温!低损伤前处理加工技术&

"!生物基622面料专属染色技术&

.!生物基622面料多功能协效集成整理技术+

本产品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一种充气式连帽衣
获奖企业"江苏雅鹿品牌运营服从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太仓市郑和中路.$-号雅鹿国际广场
企业法人"马建军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沈雷!孙国详!刘云!任祥放!张莉
项目简介"

本产品的开发目的是通过充气气囊实现头颈支撑%腰部支撑和脚垫支撑%实现了缓解上班族!学生
等辛劳群体午休不适!久坐不适!情绪紧张的功能%实用性强%整体舒适美观%安全可靠+

主要创新点"

充气式连帽衣通过气囊与香薰理疗这些新型技术材料的结合实现了缓解上班族!学生等辛劳群体
午休不适!久坐不适!情绪紧张的功能%服装结构符合人体工学%实用性强%其款式!大小!颜色均可定制%

整体舒适美观%安全可能+

本产品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永久阻燃多功能防护面料
获奖企业"常熟市宝沣特种纤维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常熟市梅李镇珍门天泰桥东
企业法人"钱!俊
技术水平"专利号,$#"-%+.")"

主要研发人员"汤晓兰!丁健梅!王新华!陆耀良
项目简介"

防护面料必会朝着专业防护化!舒适功能化!模块协调化!成本低廉化的角度发展+ 常熟市宝沣特
种纤维有限公司以此为理念%开发出了一款集多种功能性于一体的面料%既保持了纤维素纤维的柔软舒
适%又具有化学纤维的耐久使用物理性能%具有亲肤性!吸湿性!排汗性!透气性!色牢度高!尺寸稳定性
强!抗皱!抗起毛球等基本性能&同时兼顾耐高温!隔热!防电弧!抗金属熔融等多种特殊工种的特殊防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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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主要技术指标,

永久阻燃多功能防护面料的质量指标主要有续燃!阴燃̂"N%损毁长度
#

(#TT&点对点电阻̂$#o

$$

#

&透气性_$##TT*N%透湿性_$###P*)T")",G*等相关标准+ 对此%该防护面料要求相对较高%要求
每个环节的工艺设置必须恰当精确+ 本项目永久阻燃多功能防护面料经国家劳动保护用品质量监督检
测中心)北京*检测%该面料各项质量指标为,阻燃合格%续燃#

!

#N%阴燃#

!

#N%损毁长度,-

!

,(TT%无
熔融熔滴&抗静电性能佳%点对点电阻.)+

!

$#o$#

#

&透气率_$.#TT*N&透湿性++(#P*)T")",G*&同
时%保证不含甲醛!6=值在( /'范围内%断裂强力高达'+#

!

+(.d%尺寸变化率为/$

!

/$)":%色牢
度为, /(*, /(级%热稳定性为/.)"

!

/.)":等+

主要创新点"

$!根据对面料所需功能性开始着手%在纤维原料的选择性上进行深入研究+ 采用间位芳纶!对位芳
纶!聚酰亚胺!腈氯纶!阻燃粘胶等高性能纤维来实现面料的高温隔热性!防电弧性!耐磨抗拉性以及阻
燃性&根据经验和9699信息化软件技术确定纤维的最优比%减少了冗余繁琐的实验次数%能够较快捷地
获得理想的实验结果&

"!为此特定的混纺比研制出一条恰当的纺纱路线%并通过独立自主研发%获得两项对纺纱设备改造
的实用新型专利%分别为梳棉机的集棉罗拉清洁装置和梳棉机的棉条输出导向装置&

.!混纺的高性能纤维中采用到结晶度相对较高的高性能纤维%采用分浴分步的染色方法+ 可在混
纺之前先对纤维进行预处理着色%主要先针对纤维表面光滑%缺少活性基团%与染剂的结合牢度较低的
问题%采用常压空气等离子体%对纤维进行刻蚀改性%在纤维表面形成了活性基团并产生微刻蚀%提升了
纤维表面的浸润性能和交联性能%降低染色难度%从而有效提高了织物的耐久性+ 然后将本白纤维采用
我司芳纶的染色进行染色%得到的有色纤维再与阻燃粘胶!抗静电纤维进行混纺%所获得的纱线直接可
在常温下进行套色%不会产生任何伤害&

,!采用数学学科上的正交试验设计原理研究织造工艺参数对面料的强力影响规律%将纺织学科与
数学有机结合起来%寻找自然规律%这在国内应属首创+ 这种方法避免了盲目地进行大量试验造成地成
本和时间的浪费%该技术根据正交性从全面实验中挑选出部分有代表性的点进行试验%这些有代表性的
点具备了均匀分散!齐整可比的特点%因此既高效率又经济%为产品的开发提供了有效途径&

(!面料的厚度直接影响了面料的隔热性能%面料的织造经纬密及紧密度直接影响着面料的厚度%面
料的克重!纱支是直接决定面料经纬密度配置的关键因素%一环扣一环%息息相关+ 通过织造等工序对
其固有的防护性能起到一个巩固和提升作用+ 针对一些使用环境要求极为苛求的情况下%在使织物表
面具有良好的斜纹效应的前提下提高织物防护性能%可采用双层组织的织法%保证织物正面形成良好的
斜纹效益%里层浮线不会过长%不影响正常使用+

本产品销售金额,,(")%,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智能儿童防走失定位2恤
获奖企业"溧阳市江南时尚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溧阳市戴埠镇西大街,-号
企业法人"庄子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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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发人员"沈雷!任祥放!任祥放!桑盼盼
项目简介"

溧阳市江南时尚科技有限公司开发此系列2恤适用于多个场合%家庭!学校!玩耍等多个场合%舒
适的设计释放儿童天真活泼的个性%且在儿童走失时%通过d<L元件的插入可帮助家长找回自己的孩
子+ 棉和天丝纤维混纺%具有透气舒适!凉爽%手感滑爽%在炎热的夏季给儿童玩耍时美的享受%满足美
观性的同时实现更多的功能性%及通过d<L元件的插入实现防走失的功能%带来令人振奋的科技感
体验+

主要创新点"

$!d<L技术感应%通过手机566%把定位信息发送到已储备联系人手中%然后定位防走失&

"!独立开发566%已下载超过"####次+

获奖项目名称"竹节花式面料
获奖企业"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陶新路$-号
企业法人"陈丽芬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陈丽芬!刘丽艳!何慧!华玉龙!陶海燕
项目简介"

近几年来%花式纱线作为一种艺术和技术相结合的产品%以其丰富的表现力和独特的外观效应%已
经成为纺织行业的一枝新秀%各种花式纱线应运而生%如竹节纱!段彩纱!结子纱!彩点纱!圈圈纱!波纹
纱等%但这些花式纱线一般纱支较粗%多用于针织和女装面料%材质以化纤为主%也有一些比较细洁的以
棉!麻为材质的纱线%多用于衬衫面料等+ 通过对各种花式纱线的比较研究%竹节纱和段彩纱是比较满
足面料要求的形式%它们是沿纱线轴向在细度!颜色上有变化%不是特别张扬+ 在花式纱线的设计中%材
质选择以羊毛为主%纱支也尽可能接近精纺面料常用纱支%仅仅在形式上略有变化+ 花式线工厂都习惯
于做粗支纱%没有工厂能生产较高纱支的羊毛竹节纱%在质量和交期上也不能满足要求%因此江苏阳光
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厂精纺和半精纺车间的老设备进行了改造%在原有的细纱机上添加了智能竹节纱装
置%使其能生产竹节纱和段彩纱等%并应用到精纺男装面料开发上+ 该产品突破精毛纺花式细纱与面料
生产技术瓶颈%创新研发了精毛纺花式细纱及面料生产关键技术+ 重点解决了精纺羊毛纤维长导致的
牵伸困难!竹节单纱织造存在的弱环断头等难题+ 竹节花式面料质量要求根据01*2"+.-" /"#$$'精
梳毛织品(和01$-,#$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标准执行+ 该产品内在质量经国家纺
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阴*检测%各项指标和色牢度均达到规定标准+

主要创新点"

$!对精毛纺国产细纱机aD($%和半精毛纺细纱机427$"%进行智能化改造%实现了精毛纺!半精毛
纺纱线的竹节!段彩等花式效果%扩大了产品开发范围&

"!通过单!双区牵伸中!后罗拉伺服独立驱动系统及双闭环跟踪控制技术%实现了精毛纺细纱机一
机多花式品种的快速高效切换&

.!根据毛纤维长度特征%通过匀张力硬握持牵伸技术及竹节细纱弱环消除工艺%解决了精毛纺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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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长纤维牵伸困难和竹节细纱频断头等难题&

,!利用高速空气撞击!精纺拉毛以及精纺水洗等面料整理技术%调控织物组织中竹节形态的现隐程
度%增强了精毛纺花式细纱面料的外观和质地风格&

(!将竹节纱线运用于传统精纺毛织物中%开发出$##:澳毛以及毛*绢丝混纺等精纺竹节花式纱线
面料%实现了全毛!毛丝等精纺梭织面料的竹节花式效果+

本产品销售金额,"##万元%利润$$##万元+

"#$-年度江苏纺织学术论文获奖名单

一等奖
$&磁性颗粒*碳纤维轻质柔软复合材料制备及吸波性能的研究

)$)南通大学安全防护用特种纤维复合材料研发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叶伟$%"

!孙雷"

!余进$%"

!孙启龙$%"

"&全成形针织毛衫编织工艺与装备技术研究进展
)江南大学教育部针织技术工程研究中心*蒋高明!

%郑培晓
$$$$$$$$$$$$$$$$

.&生物可降解6=1h*6>5共混物的相容性和结晶性
)$)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绍兴文理学院纺织服装学院

$$$$$$$$$$$$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苏州大学现代丝绸国家工程实验室*

赵作显$

%洪剑寒"%.

%严?$

%潘志娟$%,

二等奖
$&"#$'无锡纺织工业发展报告

)

$%

无锡纺织工业协会&

&

无锡金茂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

陈正明$

!杨坚%

!王雅琴
&

"&=16改性5P*6B*S03*6h5静电纺纳米纤维的制备及其医用性能的研究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戴家木!顾鹏斐!朱梦玲!张艺!李素英

$$$$$$$$$$$$

.&X;5/9 /"(型菱形胶圈的研发及生产实践
)无锡二橡胶股份有限公司*朱兴学%成劲松%曹恒坤

$$$$$$$$$$$$$$$$$$$

,&不锈钢纤维混纺纱及其电磁屏蔽机织物的制备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湖北省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技术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闫鑫鑫$

!谢春萍$

!刘新金$%"

!苏旭中$

(&蚕丝蛋白用作胶囊壳材料的研究
)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现代丝绸国家工程实验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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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凯?

!匡大江?

!王诗怡?

!付华?

!王垠龙?

!卢神州?%@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粘胶混纺高档工装面料的生产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江苏省先进纺织工程技术中心*蔡永东$%"

!孙国淮$

$$$$$$

'&纯棉针织零级变形服装的生产系统设计 )南通三喜欧帕斯服装有限公司*李炳贤
$$$$$$$$

-&灯芯绒面料的染整加工与品种开发
)常州月夜灯芯绒有限公司*唐沁宇!蔡春龙!葛苏松!马家东

$$$$$$$$$$$$$$

%&电子商务平台下针织毛衫的产品设计与品牌推广 )江南大学*沈雷!孟庆慧!萧倩
$$$$$$$

$#&杜仲纳米银的原位还原及对真丝的功能化整理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张俊!姚平!许磊

$$$$$$$$$$$$$$$$$$$$$$

$$&多巴胺改性活性碳纤维固定化漆酶对蒽醌染料的脱色性能研究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南京工业大学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

张陈成$%"

!韩萍芳$

!吕效平$

!李亚.

!蒋云霞.

$"&多组份阻燃纤维及不锈钢纤维混纺紧密纺纱的开发
)$)常熟市宝沣特种纤维有限公司&")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王新华$

!徐"

$$$$$$$$$$

$.&儿童服装中的安全性符号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沈雷$

!张希莹$

!童夏青"

$$$$$$$$

$,&二氧化钛改性聚酰亚胺纤维的研究 )江苏奥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苗岭
$$$$$$$$$$

$(&改性棉织物活性染料无盐染色工艺研究
)$)江苏悦达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盐城工学院纺织服装学院*孙仁斌$

!周天池"%

!

$$$$$$

$+&高强锦纶染深色的解决方案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邦维高科特种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

$$$$

陈小文$

!王树根$

!王春姣"

!徐杰"

!陈士强"

!李利娜"

$'&高温处理对高模高强聚乙烯醇纤维力学性能研究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南京际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朱梦玲$

!何丽芬"

!李素英$

!臧传锋$

$-&高效渗透剂的制备及应用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染整技术研究所*

$$$$$$$$$$

冯鹏耀$%"

!武守营$%"

!胡啸林$%"

!董玲$%"

!陈名扬$%"

$%&高支高密雅赛尔家纺织物的开发 )江苏大生集团有限公司*汪吉艮!赵瑞芝
$$$$$$$$$

"#&国内外主要碳纤维品种综合性能表征
)$)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中复神鹰碳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

欧阳新峰$%"

!王芬"

!孙玉婷$

!陶珍珍"

!刘芳"

"$&槐米天然染料的提取及其蚕丝染色热力学
)$)南京工业大学食品与轻工学院&")南京工业大学纺织助剂与生态染整研究所*

$$$$$$

曾明$%"

!赵伟$%"

!郑春玲!

$%"

!陈灿$%"

""&基于等离子改性的仿棉色织提花面料的吸湿排汗整理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江苏顺远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韦苏娟!戴悦!张瑞萍!黄煜婷!张贤国!洪约利
".&基于免疫遗传算法的16神经网络在纱线条干预测上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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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大学纺纱重点实验室*查刘根!谢春萍
$$$$$$$$$$$$$$$$$$$$$$

",&基于尿素/氯化胆碱低共熔体系的羊毛角蛋白溶解与再生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姜哲%袁久刚!

%王平%范雪荣%王强%张连兵
$$$$$$

"(&基于生物基材料的记忆2,##织物染整加工 )盛虹集团有限公司*钱琴芳!陈威
$$$$$$$

"+&家纺面料绿色染整加工技术的探讨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江苏省先进纺织工程技术中心*蔡永东!马顺彬$%"

$$$$$$

"'&拒水亲油6a2*a9复合针刺非织造布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张迎梅!章梦雪!赵荟菁

$$$$$$$$$$$$$$$$

"-&聚醚改性有机硅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合成
)南通大学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李娇!管永华!

!王海峰!陈颖
$$$$$$$$$$$$$

"%&聚乳酸织物载体染色性能
)$)江苏省纺织品数字喷墨印花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南大学*

$$$$$$$$$$$$$$

")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南大学*&.)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武奇奇$%"

!李敏$%"

!刘怡宁.

!王乐军.

!张丽平$%"

!付少海$%"

.#&壳聚糖*三聚磷酸钠静电层层自组装法制备阻燃真丝织物
)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吕仲!关晋平!陈国强

$$$$$$$$$$$$$$$$$

.$&壳聚糖基纳米纤维载药体系及其缓释行为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付译軻!张伟!李素英!张瑜

$$$$$$$$$$$$$$$$$

."&空气介质阻挡放电对637纤维表面性能结构及水泥界面相互作用的影响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张伟$%"

!徐笑"

!魏发云$%"%

!

!邹学书"

!张瑜$%"

$$$$$$$$$

..&漏斗式喷气静电纺聚乙烯吡咯烷酮纳米纤维膜的制备及其表征
)$)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现代丝绸国家工程实验室)苏州**方玮$

!徐岚$%"

$$$$

.,&毛精纺高支竹节纱及其面料开发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江南大学*陈丽芬$

!曹秀明$

!潘如如"

!韩晨晨"

$$$$$$$

.(&漆酶催化氧化黄麻接枝没食子酸酯疏水改性
)$)南通职业大学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

$$$$$$$

周春晓$

!范雪荣"

!

.+&漆酶在中国发漂白处理过程中的应用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王伟!毛庆辉
$$$$$$$$

.'&汽车内饰纬编针织仿麂皮面料产品的染色工艺研究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吴双全!蒋菲

$$$$$$$$$$$$$$$$$$$$$$

.-&浅谈智能制造的核心---信息物理
)中国企业管理无锡培训中心*任强!徐

$$$$$$$$$$$$$$$$$$$$$$$

.%&球形活性炭防毒服内层材料制备及其性能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刘其霞!周逸如!张倩!王梅!季涛!高强

$$$$$$$$$$$

,#&上机要素对机织物筘痕形成的影响研究
)$)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南通纺织丝绸产业技术研究院*

$$$$$$$$$$$

曲海洋$

!张仕阳$

!眭建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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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性与功能性家用纺织品的设计与开发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江苏省先进纺织工程技术中心*蔡永东

$$$$$$$$$$$

,"&石墨烯*蚕丝复合材料研究进展
)$)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超美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苏州吉晟信纺织有限公司&,)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

赵兵$%"%.

!祁宁$

!徐安长,

,.&碳纤维复丝拉伸性能试验方法新旧标准比较解析
)江苏省高性能纤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梁燕邱星翔胡伟伟

$$$$$$$$$$$$$

,,&碳纤维原丝废油剂的不同处理工艺探讨
)中复神鹰碳纤维有限责任公司*孙海超!王磊!陈秋飞!郭鹏宗!刘栋

$$$$$$$$$$

,(&条染拼毛中新标准色的选择与应用
)$)江苏阳光集团&")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刘丽艳$

!黄建刚$

!陆卫东$

!韩晨晨"

$$$$

,+&我国砂带基布标准制定中关键问题的研究与分析
)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机电产品及车辆检测中心!无锡华检质量技术服务中心*

$$$$$$

董激文$%"

!王震$%"

,'&形状记忆材料在功能防护服中的应用
)$)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现代丝绸国家工程实验室*

$$$$$$$$$$$$$

妮妮$

!卢业虎$%"

!

!戴宏钦$%"

,-&形状记忆合金尺寸对消防服面料防护性能的影响
)$)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苏州大学现代丝绸国家工程实验室*

$$$$$$$$$

王丽君$

!卢业虎$%"

!

%王帅$

!妮妮$

,%&羊毛仿羊绒西服面料的研发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周胜毅!陆芳
$$$$$$$$$$$$

(#&一种天丝竹浆粘胶夏凉软席床品面料的开发
)江苏金太阳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胡青青!陈红霞

$$$$$$$$$$$$$$$$$$

($&载金银合金活性炭纤维制备及抗菌性能 )南通大学*姚理荣!董莉
$$$$$$$$$$$$$

("&针织人造毛皮的生产及后整理
)$)江苏润玖纺织有限公司&")江南大学教育部针织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

赵品良$

!姚馨馨"

!丛洪莲"

(.&织物产生横档的原因及控制方法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通纺织控股集团纺织染有限公司*

$$$$$$

魏艳红$%"

!苏旭中$

!刘新金$

!谢春萍$

!张钟唏"

(,&中温活性艳蓝及翠蓝的理化特征与应用问题探讨
)$)江苏伊思达纺织有限公司&")上海万得化工有限公司*杭新花$

!唐燕迅"

!施美莉"

$$$$

((&紫色链霉菌紫色素的研究及其对蚕丝织物的染色
)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闫彪彪!杨慕莹!邢铁玲!

!陈国强!盛家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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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衬衫(新旧标准的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锡海关%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纺织工业产品检测中心*邓红霞
$$$$$

"&"### /"#$'年中国独立设计师品牌发展现状 )江南大学*唐颖!刘伦伦
$$$$$$$$$$$

.&, /氨基偶氮苯在乙腈/盐双水相系统中的萃取
)$)苏州市纤维检验所&")国家丝绸及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

丁力进$%"

!孙峰$%"

!顾伟$%"

,&5b/$##抗紫外整理剂改善66土工布抗紫外老化性能研究
)$)南通大学&")江苏绿地环保滤材有限公司*

$$$$$$$$$$$$$$$$$$$$$

朱梦玲!李素英!

!吴健健!臧传锋!戴家木
(&5b23L3da;C( 4型络筒机的筒子更换系统的性能特点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瞿建新
$$$$$$$$$$$$$$$$$$$$$$$$$$$

+&414等离子体处理对芳纶织物表面性能影响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

")安全防护用特种纤维复合材料研发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蔡莹莹$

!孙雷$

!叶伟$%"

!季涛$%"

!孙启龙$%"

'&01("%+), /"#$"强标转推标的分析和建议
)$)南通市纺织产品质量检测所有限公司&

$$$$$$$$$$$$$$$$$$$$$$$

")科德宝宝翎衬布)南通*有限公司*桑建$

!董艳霞"

-&=;6引发滤纸表面;5<2接枝聚合改性
)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南大学**王文艳!余圆圆!王平!王强!袁久刚!鲍学

$$$

%&D4/=浆料的性能及应用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张阳阳!范雪荣!荣瑞萍!王强!徐进

$$$$$$$

$#&D0/$$#尿素替代品应用于活性染料印花性能研究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市新型纺织材料重点实验室*岳仕芳!於琴

$$$$$$$

$$&6a2*̀I3纳米改性涤纶丝的染色及相关性能研究
)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李丽艳!郑敏

$$$$$$$$$$$$$$$$$$$$$

$"&6a2纺丝用高品质红母粒 )苏州宝丽迪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徐毅明
$$$$$$$$$$$

$.&63>J<>3X在设计氨纶高粘度干法纺喷丝板中的应用
)$)江苏奥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高性能纤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

陈斌$

!陈桃$

!梁燕"

$,&9S5U

"

3

,

aK" i%4W. i26a夜光材料的制备及发光性能研究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沈修宇!朱亚楠!葛明桥!

$$$$$$$$$$$$$$$$$$

$(&氨纶生产过程中预聚合反应影响因素分析
)连云港杜钟新奥神氨纶有限公司*张斌!孙振波!王宝总!王建伟

$$$$$$$$$$$$

$+&氨纶纬编导电针织物纵向电力学性能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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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大学教育部针织技术工程研究中心&")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南大学**

$$$

韩晓雪$%"

!缪旭红$%"

$'&包芯纱最小包覆量的计算及实例分析
)江苏省纺织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丁明!张申!肖婷婷

$$$$$$$$$$$$$$$$

$-&表里换层经起绒素织物的设计要点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江苏省丝绸工艺与材料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

苏州市纤维检验所*黄紫娟$%"

!李爱华.

!牛建涛$

$%&表面处理对三维浅交弯联机织复合材料界面及弯曲性能的影响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冯古雨$

!曹海建$"

!

!钱坤$

$$$$$

"#&表面活性剂对气泡静电纺聚丙烯腈纳米纤维的影响
)$)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现代丝绸国家工程实验室)苏州** 程亭亭!徐岚!

$$

"$&不含54=的抗高温黄变剂dX/2的应用性能研究
)$)南通联发印染有限公司&")杭州多恩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

许小军$

!吕江龙"

!陆鸣"

!陶群燕"

""&不锈钢纤维机织物的电磁屏蔽及力学性能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湖北省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技术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闫鑫鑫$

!谢春萍$

!刘新金$%"

!苏旭中$

".&不锈钢纤维机织物屏蔽效能影响因素分析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湖北省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技术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闫鑫鑫$

!谢春萍$

!刘新金$%"

!苏旭中$

",&采用515[b9的粘胶机织物拉伸力学性能仿真
)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南大学**刘倩楠!刘新金

$$$$$$$$$$$$$$$$

"(&蚕丝织物的6479*7P3超疏水整理
)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蔡大鹏!宋金音!邢铁玲!陈国强

$$$$$$$$$$$$

"+&测定乙二醇透光率的影响因素初探 )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富菲
$$$$$$$$$$$

"'&茶多酚对棉织物的吸附及抗菌消臭效果研究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王秋萍*张瑞萍
$$$$

"-&差别化氨纶的研究进展
)连云港杜钟新奥神氨纶有限公司*张斌!孙振波!万绍丽!祁倩!董晓宁

$$$$$$$$$

"%&常温常压等离子体预处理对制备聚吡咯涤纶经编导电织物的影响
)江南大学教育部针织技术工程研究中心*林佳!缪旭红!万爱兰

$$$$$$$$$$$

.#&超大隔距双针床经编产品生产工艺 )江南大学教育部针织技术工程研究中心*郭威东!夏风林
$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短纤纱高性能水龙带的设计与生产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江苏省先进纺织工程技术中心*蔡永东$%"

$$$$$$$$$$

."&传统蓝夹缬印染技术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创新运用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服装工程系*陈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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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棉纱布一浴一步法煮漂工艺探究
)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王俊豪$

!张绍丽$

!邢铁玲$

!

!陈国强
$$$$$$$$$$

.,&从丝绒面料特性中分析其在服装界的流行程度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吴艳%侯晓玲%沈雷

$$$$$$$$$$$$$$$$$$$$$

.(&粗纱假捻器与粗纱质量的探讨 )无锡诚本纺机有限公司*袁景山
$$$$$$$$$$$$$$

.+&村田..=加弹机生产涤纶竹节丝工艺探讨 )江苏盛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郭茂明
$$$$$$$

.'&导电纤维的开发 )恒力集团新纤维研究所*柏立军
$$$$$$$$$$$$$$$$$$$$

.-&等离子处理诱导接枝改性聚丙烯熔喷非织造材料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

魏发云$

!张伟"

!邹学书"

!何洋$

!张瑜"

.%&低上浆环保工艺的探讨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蒋龙宇
$$$$$$$$$$$$$$$

,#&涤纶弹性绷带面料的设计与生产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朱雪梅
$$$$$$$$$$$$$

,$&涤纶绒类针织物轧染免水洗工艺初探
)$)江苏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安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夏冬$

!庄佳烽"

$$$$

,"&涤纶筒纱染色工艺探讨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潘金留!欧阳伟业
$$$$$$$$$$

,.&涤纶织物表面耐磨涂层的制备与性能表征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复旦大学**

$$

黄婵娟$

!刘帅$

!郑创$

!袁久刚$

!张丹
!

$%"

!龙柱$

!王强$

,,&涤棉织物上6h5残浆快速半定量测定
)

'

南通睡姿纺织品有限公司&

(

南通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顾玉兰"

!秦锋
$$$$$$$$

,(&电致变色材料研究进展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王曼琪
$$$$$$$$$$$$$$$$$

,+&丁香色素对真丝织物印花工艺探讨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苏州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

曹红梅$%"

!张茜茜$

!朱亚伟"

!

,'&短纤长丝气流复合仿麻纱线及其面料开发
)$)南京海尔曼斯集团有限公司&")江南大学*张涛$

!刘铃旋"

$$$$$$$$$$$$$$$

,-&对机织物纱线抗滑移性测试方法的探讨 )苏州市纤维检验所*魏红!翟清
$$$$$$$$$$

,%&多巴胺*季铵盐阳离子功能化羊毛织物吸附染料性能
)盐城工学院纺织服装学院*宋磊!冷炎!何雪梅!吕凯!段豪鹏

$$$$$$$$$$$$

(#&多酚氧化酶对蚕丝及丝蛋白生物材料的改性与应用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周倩!王平!袁久刚!王强!范雪荣

$$$$$$$

($&多组分纤维混纺比的定量分析 )苏州市纤维检验院*杨晓飞
$$$$$$$$$$$$$$$$

("&仿兔毛包芯纱的生产实践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湖北省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技术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张家港市三友氨纶纱线有限公司*邹画眉$

!刘新金$%"

!苏旭中$徐伯俊$

!张建忠.

(.&纺丝箱体保温改造的研究 )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舒华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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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复合材料中醛酮类物质测试过程影响因素的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锡海关&")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纺织工业产品检测中心*

$$$$$$

魏峰$%"

!王峥$%"

!刘基俊$%"

((&纺织美术中的传统染色工艺应用 )纺织美术中的传统染色工艺应用*朱宁
$$$$$$$$$$

(+&纺织企业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措施探讨
)

$%

无锡金茂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

无锡纺织工业协会*

$$$$$$$$$$$$$$$

杨南$

!王雅琴%

!杨坚&

!陈正明)

('&纺织器材类高速回转体动平衡工艺的创新实践 )无锡宏大纺织机械专件有限公司*周小飞
$$$

(-&非接触式测量获取背部图形的拟合及其验证
)$)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上海纺织集团检测标准有限公司*

$$$$$$$$$$

吴尚$

!齐琳$

!周双喜"

!尚笑梅$

(%&非织造夜光涂层织物发光性能研究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苏迎阳无纺机械有限公司*

$$$$$$$$$

安晓龙$

!于树发"

!罗军$

!

!葛明桥$

+#&废弃涤纶醇解液的回收与循环利用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李艳艳$

!李梦娟$%"

!鲁静$

!葛明桥$%"

+$&分割线在改良旗袍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江南大学*曾紫薇!沈雷
$$$$$$$$$$$$$$

+"&服装设计中的仿生元素及其艺术表现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江苏&")苏州大学%江苏*薛苏楠$%"

$$$$$$$$$$$$$$

+.&符号学视角下的针织服装品牌构建及分析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牛思佳!沈雷
$$$$$

+,&辐照交联及老化对03/b=7X6复合材料生物摩擦学性能影响
)$)江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机电技术学院*

$$

段为朋$

!黄国栋"

!陈国美. %陆佩佩$

!倪自丰$

+(&负载型二氧化钛光催化剂对染色废水光催化降解性能的研究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陶然!姚平!吴惠英!周谨

$$$$$$$$$$$$$$$$$$

++&复合功能型聚酯纤维高铁内饰针织面料开发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旷达纤维科技有限公司&.)常州旷达针纺织品有限公司*

$$

吴双全$%"

!李雅$%"

!范小红.

+'&改性645p9E3

"

对聚丙烯抗老化性能的研究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朱梦玲!李素英!顾鹏斐!高朝阳!臧传锋

$$$$$$$$$$

+-&改性凹土*聚丙烯酸复合增稠剂的制备及性能
)$)常州大学石油化工学院&")江苏麦阁吸附剂有限公司&.古闰纺织印染研究院*

$$$$$$

彭勇刚$

!纪俊玲$

!汪媛$

!万怀新"

!杨志秋.

+%&干法纺多孔二醋酸纤维的制备及表征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通醋酸纤维有限公司*

$$$$$$$$$$$

杜泽静$

%徐阳$

!魏取福$

!陈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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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弹涤纶针织印花水洗工艺研究
)东丽酒伊织染)南通*有限公司*秦兆琼!王正球!朱沈敏!包灵灵

$$$$$$$$$$$$

'$&高弹紧密织物均压下面外变形的数理模型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

韩晓果$

!肖学良$

!钱坤$

!周红涛$%"

'"&高弹乱麻面料的染整加工 )盛虹集团*钱琴芳!陈威
$$$$$$$$$$$$$$$$$$$

'.&高强度抗老化土工布的制备与性能表征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江苏远大新纺织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

龙啸云$%"

!张琰"

!葛明桥$

!

',&高粘度原液脱泡装置优化设计 )江苏天明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徐波!王翔宇!杨得利
$$$$$

'(&高支牦牛绒精梳混纺纱生产工艺研究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苏中孚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

邢丽娟$

!刘新金$

!苏旭中$

!谢春萍$

!李建明"

'+&工业机器人在化纤纺织企业中的运用方案 )江苏国望高科纤维有限公司*戴扣祥
$$$$$$$

''&工业丝聚酯生产中二甘醇含量的影响因素 )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贾伟
$$$$$$$$

'-&功能性纬编斜纹牛仔面料的设计与性能
)$)江南大学教育部针织技术工程研究中心&")江阴市恒亮纺织有限公司*

$$$$$$$$$

万爱兰$

!缪旭红$

!洪亮
'%&功能性新材料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无锡太湖学院*赵青

$$$$$$$$$$$$$$$

-#&关于对纺织服装接缝纰裂测试技术改进的浅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锡海关*何凌云!王金玉!高婧

$$$$$$$$$$$$$$$$$$$

-$&关于对生丝茸毛检验标准改进建议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锡海关!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纺织工业产品检测中心*

$$$$$$$$

许彪!陈淼!张亚萍
-"&光固化上浆技术在亚麻纱线上的应用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高一传!曹新伟!朱博!刘建立!高卫东
$$$$$$$$$$$$

-.&基于5d9J9的6h5纤维增强混凝土抗压性能研究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路东!季涛!张丽哲

$$$$$$$$$$$$$$$$$$$$

-,&基于六边形网格结构的针织物三维建模分析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杨恩惠!邱华!代文杰

$$$$$$$

-(&基于巯基/烯点击化学的6a0改性角蛋白膜的制备及其性能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袁久刚!陆晨!李加双!王铄璇!范雪荣

$$$$$$

-+&基于提花组织的全成形帽子设计与编织
)江南大学教育部针织技术研究中心*张丽荣$

!吴志明$

$$$$$$$$$$$$$$$$$

-'&基于调线圆纬机的6QUQ衫定位条纹图案设计
)江南大学教育部针织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夏冬琴!吴志明!董智佳

$$$$$$$$$$$

--&基于新增长主义经济学9>87理论的石墨烯复合材料的市场应用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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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大学*张莉!沈雷
$$$$$$$$$$$$$$$$$$$$$$$$$$$$$$$

-%&基于修饰蛋白酶的羊毛织物防毡缩整理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梅静霞!张楠!王强!袁久刚!范雪荣

$$$$$$

%#&激光处理涤纶蓬盖布对涂料数码印花影响的研究
)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先进纺织工程技术中心!

$$$$$$$$$$$$$$$$$

南通市新型纤维材料重点实验室*黄雪红
%$&集聚纺纱方式对纱线性能的影响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

申美丽$

!徐伯俊$

!刘新金$

!苏旭中$

!曹秀明"

%"&几种弹性纤维的结构与性能研究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通双弘纺织有限公司*

$$$$$$$$$$$

魏艳红$

!苏旭中$

!刘新金$

!谢春萍$

!吉宜军"

%.&家居服面料"非碱加工的四层泡泡纱面料#的研发 )南通大东有限公司*祁新!

$$$$$$$$

%,&假捻器在环锭细纱机上的应用效果分析及工艺优化
)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南大学** 刘春!谢春萍!苏旭中!刘新金

$$$$$$$$

%(&减轻孕妇孕肚重量的功能性服装的初探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

牛思佳$

!冯妍"

!李冬蕾.

%+&胶辊胶圈的应用与研究 )无锡兰翔胶业有限公司*吴学平
$$$$$$$$$$$$$$$$$

%'&经编全成型男式背心的透气透湿性能与款式分区设计
)$)江南大学教育部针织技术工程研究中心&")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江苏华宜针织有限公司*张囡$%"

!蒋高明$%"

!董智佳$%"

!储开元.

%-&经编全成型运动套装的尺寸预测与建模
) 江南大学教育部针织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刘海桑!董智佳!张琦!夏风林!丛洪莲

$$$$

%%&经编无缝运动套装的分区设计与拉伸性能
)江南大学教育部针织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刘海桑!董智佳!夏风林

$$$$$$$$$$$

$##&精纺竹节纱及竹节花呢的开发 )江苏阳光集团*查神爱$

!刘丽艳$

!何慧$

$$$$$$$$$

$#$&具有光致变色功能的长余辉再生纤维素纤维的制备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史晨!侯雪斌!晋阳!葛明桥

$$$$$$$$$$

$#"&聚丙烯腈纤维原位生成纳米银及其抗菌性能研究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王道!张广宇!顾闻彦

$$$$$$$$$$$$$$$$$$$$

$#.&聚乳酸纤维原液着色用改性炭黑的制备及其性能
)$)江苏省纺织品数字喷墨印花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南大学*

.)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董浩*

$%"

!张丽平$%"

!刘怡宁.

!王乐军.

!李敏$%"

!付少海$%"

$#,&聚四氟乙烯纤维的定性鉴别研究 )苏州中纺联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黄海刚
$$$$$$$$

$#(&聚烯烃静电纺锂离子电池隔膜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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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吴倩倩!张瑜!付译軻!谢柠蔚
$$$$$$$$$$$$$$$

$#(&聚酰亚胺纤维的性能及纱线的开发生
)$)常熟市宝沣特种纤维有限公司&")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王新华$

!徐"

$$$$$$$$$

$#+&聚酰亚胺纤维性能及其成纱性能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通双弘纺织有限公司*

$$$$$$$$$$$

付立凡$

!谢春萍$

!刘新金$

!苏旭中$

!乐荣庆"

$#'&聚酰亚胺阻燃织物的热防护性能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付立凡!谢春萍!刘新金!苏旭中

$$$$$$$$$

$#-&聚酰亚酰生产设备可靠性评估体系探讨 )江苏奥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唐行龙
$$$$$$$

$#%&聚乙烯醇共混静电纺丝制备医卫敷料的研究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刘树森!李素英!戴家木

$$$$$$$$$$$$$$$$$$

$$#&卷绕机压力辊常见故障分析 )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俞晓
$$$$$$$$$$$$$$

$$$&可持续服装设计的发展现状研究 )江南大学*刘伦伦!唐颖
$$$$$$$$$$$$$$$$

$$"&空心罗拉式集聚纺纱线及其机织物性能测试
))江南大学%江苏无锡%"$,$""&")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

申美丽$

!徐伯俊$

!刘新金$

!苏旭中$

!曹秀明"

$$.&辣根过氧化物酶在纤维材料生物整理中的应用
)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南大学** 周步光!王平!王强!范雪荣!袁久刚

$$$$$$$

$$,&莱赛尔特细纱上浆的生产实践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杨云慧!韩正军!蒋龙宇
$$$$

$$(&冷转移印花花稿审核及分析 )常州旭荣针织印染有限公司*左凯杰!张国成
$$$$$$$$$

$$'利用废弃聚酯面料降解产物制备水溶性聚酯的研究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南大学**

$$$$$$$$$$

鲁静$

!李梦娟$%"

!

!李思明$

!葛明桥$%"

$$-&链转移剂在可逆失活自由基聚合中的研究进展 )中复神鹰碳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

丁正南!郭鹏宗!王磊!孙海超!戴慧平!翟雪枚!陈秋飞!

$$%&六偏磷酸钠对制备523p2EQ

"

导电晶须的影响研究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扬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

王明序$

!高强$

!高春霞"

!葛明桥$

$"#&芦荟改性粘胶纤维与棉交织纬剪花色织床上用品设计与生产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马顺彬

$$$$$$$$$$$$$$$$$$$$$$$$$$$

$"$&鲁锦与肯特布的比较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田悦!王宏付
$$$$$$$$$$$$$$$

$""&绿色纤维在床品上的应用研究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江苏省先进纺织工程技术中心*耿琴玉!蔡永东

$$$$$$$

$".&毛纺库存面料的风格再设计与二次开发
)$)江苏阳光集团%江苏江阴&")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

刘丽艳$

!查神爱$

!韩晨晨"

!孙丰鑫"

$",&牦牛绒与蚕丝及竹原纤维混纺针织物性能测试与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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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湖北省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技术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邢丽娟$

!刘新金$%"

!苏旭中$

$"(&棉纺用锦纶短纤油剂的选用及性能研究
)$)恒天中纤纺化无锡有限公司&")天津工大纺织助剂有限公司*

$$$$$$$$$$$$$

赵岭$

!余志$

!张永明"

!徐进云"

$"+&棉纺织企业空压系统的成本分析与控制
)$)无锡市纺织工程学会&")中国纺织工程学会*龚国符$

!徐"

$$$$$$$$$$$$$$

$"'&棉针织物的高效前处理工艺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南通大学染整技术研究所*

$$$$

冯鹏耀$%"

!武守营$%"

!胡啸林$%"

!董玲$%"

$"-&棉针织物前处理工艺的优化 )盛虹集团有限公司*朱韦伟
$$$$$$$$$$$$$$$$$

$"%&棉织物超疏水整理后的性能表征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复旦大学* *

$$

郑君红$

!苏青春$

!刘帅$

!袁久刚$

!张丹!

$%"

$.#&棉织物的香茅微胶囊整理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南通市小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张小丽$

!%孙佳琪"

!杨建
$$$

$.$&棉织物低碱短流程氧漂前处理的应用
)$)上海雅运新材料有限公司&")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烟台市华海印染有限公司*

$$

李兴$

!岳仕芳"

!张显兵.

$."&面料设计生产与库存管理在数据时代的变革
)江苏阳光集团&")普渡大学管理学院&.)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

刘丽艳$

!赵一帆"

!韩晨晨.

!查神爱$

$..&木棉*棉混纺产品含量测试技术研究
)$)无锡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江苏&")无锡华检质量技术服务中心*

$$$$$$$$$$$$$

董激文$%"

!赖淦珠$%"

!陈建红$%"

!姚!静$%"

!邓红霞$%"

$.,&纳米银粒子对偶氮染料的催化还原降解及其机理研究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纺织服装与艺术传媒学院&")苏州欧瑞锦服饰有限公司*

$$$$$

张俊$

!姚平$

!许磊$

!陆卫东"

$.(&耐久性低摩擦电压!高过滤率防静电面料的研发
)江苏省纺织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陈兰!华伟杰!尤寅峰

$$$$$$$$$$$$$$$$

$.+&男衬衫袖口制作工艺优化及其应用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徐玉梅
$$$$$$$$$$$$

$.'&黏胶*木浆*a9湿法水刺功能型面膜基材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 南通大学南通威尔非织造新材料有限公司*

$$$$$$$$$$$$$$$$$$$$$

顾鹏斐$

!李素英$

!李伟岸"

!朱梦玲$

!戴家木$

$.-&牛仔装的发展与牛仔用纱的选择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通纺织控股集团纺织染有限公司*

$$$$$$$

魏艳红$

!陈忠"

!刘新金$

!谢春萍$

!苏旭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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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籽纳米银的制备及其在染料催化还原降解中的应用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纺织服装与艺术传媒学院*张俊!姚平!许磊!杭伟明

$$$$$

$,#&气泡纺与纳米纤维的工业化生产
)$)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苏州大学现代丝绸国家工程实验室*

$$$$$$$$$

何吉欢$%"

!李晓霞$%"

!田丹$%"

$,$&汽车内饰面料产品的色彩纹理设计与材料技术创新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吴双全
$$$

$,"&千吨级干湿纺线凝固浴液面精细化管理方法探讨
)中复神鹰碳纤维有限责任公司*刘芳!刘栋!张克勤!李果!常维平!陶珍珍

$$$$$$$

$,.&浅谈影响<4J条干的因素 )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李传达
$$$$$$$$$$$$$

$,,&浅析八旗色系为底色的满族荷包色彩 )江南大学*戈篧!石娟
$$$$$$$$$$$$$$

$,(&浅析现行婴幼儿服装及产品标准的要求 )苏州市纤维检验所*孙淇慧!孙峰
$$$$$$$$$

$,+&嵌银丝涤长丝*棉交织裙用绉布的设计与生产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朱晓炜
$$$$$$$

$,'&青年男性裤装上裆长的影响因素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王永波!王宏付!柯莹
$$$$$

$,-&全棉色织经起花双层织物的生产实践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瞿建新!马顺彬
$$$$$$$

$,%&燃料电池用高性能碳纤维纸发展现状及其市场分析
)连云港纤维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李广斌!李志强!张爽!郭帅!李莎莎

$$$$$$$$

$(#&热敏黑荧烷夜光纤维的发光性能研究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江苏博睿光电有限公司*安晓龙$

!晋阳$

!梁超"

!罗军$

!葛明桥$

$($&三防易去污功能性经编面料的工艺研究 )海安启弘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熊友根
$$$$$$$$

$("&三维角联锁机织复合材料单胞模型拉伸性能有限元分析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纺织服装学院*冯古雨$

!曹海建$%"

!周红涛$%.

!卢雪峰$

!钱坤$

$(.&三种磷酸盐型载体的载银能力及抗菌性能研究
)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沈凯旋!郑敏!赵松铭!鲁译夫!钟珊!宋希桐

$$$$$$

$(,&石墨烯锦纶棉混纺纱的生产工艺研究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通双弘纺织有限公司*

$$$$$$$$$$$

张亚芳$

!徐伯俊$

!刘新金$

!苏旭中$

!吉宜军"

$((&数字化纺纱车间智能化技术的特点及效果分析 )江苏大生集团有限公司*陈!建
$$$$$$$

$(+&双层不锈钢电磁屏蔽织物的屏蔽效能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闫鑫鑫!谢春萍!刘新金!苏旭中

$$$$$$$$

$('&丝光羊毛和特莱维拉纤维混纺品种条染复精梳工艺探讨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黄建刚

$$$$$$$$$$$$$$$$$$$$$$$$$$$

$(-&丝素蛋白的磷酸化及其仿生矿化膜的制备
)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南大学** 周倩!袁久刚!李澜!王平!王强

$$$$$$$

$(%&速干防紫外线抗静电多功能针织面料开发
)江苏金辰针纺织有限公司*金雪!章微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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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基磁性吸波复合材料的制备及性能
)$)安全防护用特种纤维复合材料研发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叶伟$%"

!吴程斌$%"

!孙启龙$%"

!余进$%"

!高强$

!徐思峻$%"

$+$&温控电热防护手套研制与性能评价
)$)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苏州大学现代丝绸国家工程实验室*

$$$$$$$$$

马妮妮$

!许凡菲$

!卢业虎$%"

!

!戴宏钦$%"

$+"&吸湿快干抗菌消臭复合功能面料生产实践
)常州旭荣针织印染有限公司*左凯杰!张国成!吴金玲

$$$$$$$$$$$$$$$$$

$+.&细特高密宽幅芦荟改性粘胶纤维*棉大提花家纺面料的设计与生产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马顺彬

$$$$$$$$$$$$$$$$$$$$$$$$$$$

$+,&下一代细纱技术创新点剖析
)$)无锡一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无锡万宝纺织机电有限公司*陆惠文$

!倪远"

$$$$$$

$+(&香蕉纤维*粘胶*天丝混纺纱线家纺床品面料的生产技术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蔡永东

$$$$$$$$$$$$$$$$$$$$$$$$$$$

$++&新零售下服装品牌的营销策略分析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王荣荣!沈雷
$$$$$$$$

$+'&新媒体趋势下服装品牌形象转变的研究发展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王曼琪!沈雷
$$$$

$+-&新媒体时代下针织服装品牌传播策略研究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董培琪$

!沈雷
$$$$

$+%&新型锦涤高收缩复合丝面料的开发 )吴江福华织造有限公司*李海燕
$$$$$$$$$$$$

$'#&新型抗菌保暖毛针织面料的开发
)$)江苏阳光集团&")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查神爱$

!刘丽艳$

!韩晨晨"

$$$$$$$$$

$'$&新型磷氮阻燃整理剂的合成及在涤纶织物中的应用研究
)盐城工学院纺织服装学院*李禹!李阳!周天池

$$$$$$$$$$$$$$$$$$$

$'"&玄武岩纤维及其格栅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研究
)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南大学**贾明皓!钱坤!肖学良

$$$$$$$$$$$$$

$'.&阳离子接枝改性超支化有机硅剂整理剂的应用性能
)南通大学*边振浩!管永华!王海峰!徐锦锦

$$$$$$$$$$$$$$$$$$$$$

$',&氧化石墨烯的制备及其对2E3

"

光催化降解脱色的影响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吴海培!方婧!孙静!高晓红!

$$$$$$$$$$$$$$$$

$'(&一个"一带一路#成功工业投资项目的分析报告
)$".)无锡市金茂对外贸易有限公司&,无锡纺织工业协会*杨南$

!王雅琴"

!张弘.

!陈正明,

$

$'+&一款新型太阳能充电登山服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黄淮学院动画学院*张希莹$

!周安琪"

$$$$$$$$$$$$$

$''&一浴法角蛋白纤维素复合膜制备与性能研究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无锡&")江苏阳光集团*

$$$$$$$$$$$$$

马博谋$%"

!侯秀良$

!曹秀明"

!陈丽芬"

$'-&一种功能性骑行装的设计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贺义军!任祥放
$$$$$

$'%&一种老年人保暖充电服装的设计与开发 )江南大学*任祥放!沈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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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智能服装设计实现 )江南大学*裴嘉晖
$$$$$$$$$$$$$$$$

$-$&艺术染整"水纹冷染#工艺探讨与实践
)$)江苏华艺集团扎染事业部&")江苏华艺集团顾鸣艺术染整工作室*

$$$$$$$$$$$

周莉$

!赵爱华$

!顾鸣"

!侯帮鑫$

$-"&应急救援类防护服装发展现状与趋势 )江南大学*张海棠!王宏付!柯莹
$$$$$$$$$$

$-.&应用改进气泡静电纺丝法批量制备丝素蛋白纳米纤维
)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方月!李思琦!徐岚

$$$$$$$$$$$$$$$$$$

$-,&应用给湿装置改善环锭纺成纱毛羽
)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南大学**李沛赢!郭明瑞!高卫东

$$$$$$$$$$$$

$-(&原液着色涡流纱与不同捻系数环锭纱的颜色匹配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金佳冰!卢雨正!傅佳佳!

!郭明瑞!张鑫
$$$$$

$-+&云锦与鲁锦的比较分析 )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田悦!王宏付
$$$$$$$$$$$$$

$-'&运动压力裤的功能研究综述 )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郑晴!王宏付!

!柯莹
$$$$$$$

$--&载金竹粘胶纤维水刺毡的制备及抗菌性能 )南通大学*姚理荣$

!董莉
$$$$$$$$$$$

$-%&针刺密度对三维碳毡增强树脂炭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影响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樊凯!卢雪峰!张典堂!钱坤

$$$$$$$$$$

$%#&针织印染废水处理及回用实例 )常州旭荣针织印染有限公司*刘慧清!张国成
$$$$$$$

$%$&针织圆机电子选针控制方式研究
)$)常熟长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江南大学%教育部针织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

孙华平$

!梁佳璐"

!丛洪莲"

$%"&真丝织物环保型固色剂72的合成与应用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江苏省丝绸工艺与材料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

.)苏州纤维检验院&,)国家丝绸与服装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许磊$%"

!张蓉.%,

$%.&织物参数对电弧防护面料性能的影响
)$)江南大学江苏省功能纺织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圣华盾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南大学* *李冻$

!陈太球"

!蒋春燕"

!傅佳佳$%.

!王鸿博$%.

$%,&直接充绒双面穿羽绒服面料的设计与生产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江苏省先进纺织工程技术中心*耿琴玉$%"

$$$$$$$$$$

$%(&植物染料染制品的剥色与染料光谱特征研究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广东广纺检测计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朱逸行$

!王树根$

!

!马东$

!余君红$

!陈晓光"

!吴穗生"

$%+&智能服装现状研究及发展趋势分析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沈雷!李仪
$$$

$%'&智能化安全服装情感化设计研究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江苏&")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施丽娟$

!洪文进"

$$$$$

$%-&智能调温运动功能针织面料的开发 )江苏金辰针纺织有限公司*金雪!章微清
$$$$$$$$

$%%&中药青黛对水刺涤纶无纺布的还原染色工艺研究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汪大骆$%"

!常凤鑫"

!张瑞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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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精神和工匠精神的深度融合---山本耀司的服装设计思想探析
) 江南大学*孙涛

$$$$$$$$$$$$$$$$$$$$$$$$$$$$$$$$$

"#$-年度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
先进集体表彰名单

!!$!苏州市纺织工程学会
"!无锡市纺织工程学会
.!常州市纺织工程学会
,!南通市纺织工程学会
(!连云港市纺织工程学会
+!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化纤专业委员会
'!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棉纺专业委员会
-!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棉织专业委员会
%!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印染专业委员会
$#!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服饰专业委员会
$$!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标准与测试专业委员会
$"!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