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

荣誉
!江苏纺织学会通讯" "#"#年第$期!

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荣获省科协
"#$%年度!综合能力评价"&等学会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日前以苏科协!"#"#"$'号文下发了#关于"#$%年度综合能力评价结果的通
报$%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喜获年度综合能力评价&等学会& 同时%省科协以苏科发!"#"#"$(号文下
发了#关于"#$%年度'提升学会服务科技创新能力计划(立项项目考核结果的通报$%我学会等$%家
#学术特色学会$通过了考核验收)*染整技术+获评#精品期刊$&

省科协下辖$()家学会%"#$%年评价为&等的共有"#家学会& "#$%年度%我学会在各专业委员
会,各市学会的大力支持下%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提升各项服务能力%带领全省纺织科技工作者开展各项
学术活动%为我省纺织行业的科技进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得到了省科协和上级学
会的表扬和肯定%同时也获得了广大会员单位的认可%终于在"#$)年度*等学会的基础上%跃上一个新
的台阶%这是纺织行业大家庭共同努力的结果-

"#$%年度%我学会充分发挥了学术特色%共开展了国际性高端论坛,全国性学术会议,省内专业技
术研讨会等#会展赛商$等一系列大中型学术交流活动""场次& 其中组织了去国外纺织院校进行学术
交流%有邀请国际知名学者来江苏作专题报告)促进了江苏纺织科技的学术水平与国际接轨%同时还为
科技成果转化搭建了平台%为我省纺织行业的向高端发展做出了贡献& 同时%*染整技术+继续发挥着
专业影响力%来自全国高质量科技论文收稿量达到"##篇%发行量提高了$#+%为纺织技术传播%促进
学术交流发挥了积极的平台作用&

在新的一年里%我学会将以此为鞭策%加强党的领导%以更高的标准和目标在承接政府职能,服务科
技创新能力,服务社会能力,服务科技工作者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等方面做好做实%同时以其他优秀兄弟
学会为榜样%开拓创新%锐意进取%争创一流学会- 为江苏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智慧和力量&

"#$%年度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
组织各项活动汇总

!!$,$月)日%省学会标专委会在南京召开"#$)年度江苏省纺织标准与检测暨能力验证技术总结交
流会%$"#人参加&

",'月""日%省学会印染专委会在南通大学主办了#纺织生物技术主题学术报告$%邀请葡萄牙米
尼奥大学等教授作专题报告%"个国家约$##人&

',(月$-日无锡%省学会服饰专委会主办#"#$%国际智能服装新技术沙龙$%.个国家-#余人&

(,(月".日南京%秘书处主办#"#$%年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学术年会$%$-)人参加&

-,-月%日常熟%省学会服饰专委会主办#"#$%江苏服装智能制造创新论坛$%(省市%-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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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南通大学%省学会印染专委会协办第五期#南通大学传统印染技艺培训班$%为期一个
月%$-个省-#人&

/,.月$.日南京%秘书处主办#"#$%年度纺织工程高级职称材料申报培训班$%"'人&

),.月$%日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省学会印染专委会协办#第二届全国大学生绿色染整科技创
新竞赛决赛$%$-#余人参赛&

%,.月"#日南通%省学会产业用纺织品专委会主办#"#$%年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产业用纺织品专
业委员会工作会议及专题研讨会$%.#人&

$#,.月")日瑞士纺织学院%省学会纺机专委会主办#中瑞纺织服装学术交流$%" 国$. 个单位
'"人&

$$,/月%日常州%省学会印染专委会协办"#$%全国针织染整技术系列工程师培训班%近百名代表
参加&

$",/月$#日苏州%省学会家纺专委会协办"#$%年斯得福家纺新品鉴赏会%$##多名参加&

$',/月".日大连%省学会毛麻专委会召开年会%并审定标准一项%学习二项%.#人出席&

$(,%月.日南京%省学会与苏豪丝绸集团在老门东明城墙下联合主办#新中式流行色趋势发布
会$/警察限人流%内场)#人%围观无数0%各纺织服装期刊,江苏电视连续热播%影响巨大&

$-,%月"'日南京%省学会标专委主办学术年会%并专题报告会%/#人参加&

$.,%月"/日%省学会家纺专委会协办"#$%#张謇杯$中国国际家用纺织品产品设计大赛颁奖盛典
暨叠石桥家纺国际博览会开幕式在海门叠石桥隆重举行%共参会近'##人&

$/,$#月$( 0$.日%省学会印染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科德杯$"#$%年江苏印染学术年会在苏州召
开%"##人参会&

$),$$月$日%省学会产业用纺织品专委会主办的安全与防护用纺织品产学研合作论坛在南通召
开%"##人参会&

$%,$$月$'日%省学会印染专委会邀请印染企业家作#创新发展赋能印染$的主题报告%".# 人
参加&

"#,$$月$-日%省学会家纺专委会和丝绸专委会共同主办的生态智能纺织创新论坛在南通召开%

'##人参加&

"$,$"月' 0(日%省学会标专委在南京召开#江苏省纺织标准与检测暨能力验证技术交流会$%参
会$##余人&

"",$"月$( 0$-日%省学会棉纺专委会#"#$%年省棉纺主要企业座谈会暨专委会主任工作会议$

在盐城召开%'#余人参加&

"',$"月$)日%由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承办的#纺织工程学会圆桌论坛$在南京召开%全国)个省
市纺织学会负责人$)人到会%讨论了#纺织学会联合体章程$%将实现全国智力资源共建共享&

"(,$"月"#日%由中纺学,省学会针织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年全国针织技术交流会$在江
苏无锡召开%(##余人参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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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纺学!"#"#""$号

关于表彰"#$%年度学会工作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各有关单位1

"#$%年%在习近平新时代是中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导下%各市纺织/丝绸0工程
学会,省学会各专业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围绕省学会中心工作%团结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科技与经济的
结合,提高学术活动水平,开展科普工作和技术服务,科技成果推广,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学会通过了省科协#学术特色学会$考核%并获得了省级学会综合能力评比&等%*染整技术+也获得了
#精品期刊$和称号%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涌现了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为表彰先进%进一步激发各单位和广大学会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经研究%决定对"#$%年成绩突出
的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并予以通报&

附件1"#$%年省学会先进集体和个人名单
/此页无正文0

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
"#"#年-月"#日

"#$%年省学会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名单
一#先进集体$$(家%

无锡市纺织工程学会!!!!!!!!!!苏州市纺织工程学会
常州市纺织工程学会 南通市纺织工程学会
盐城市纺织工程学会 连云港市纺织工程学会
棉纺专业委员会 毛麻专业委员会
印染专业委员会 产业用纺织品专业委员会
标准与检测专业委员会 针织专业委员会
服饰专业委员会 科普工作委员会
二#工作标兵$'名%

张瑞萍!!张进武!!石!!庆
三#先进个人$"/名%

陈!忠!!苏旭中!!陶雅芸!!袁!燕!!刘!蓉!!李瑞芬!!王!强
夏前军!!王士华!!周绍强!!段琦新!!张岱华!!眭建华!!徐荷澜
刘!云!!贺义军!!洪!亮!!董智佳!!李!梅!!朱亚楠!!王常胜
王发扬!!吴庭浩!!梅!峰!!何建源!!刘!晶!!洪!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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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届江苏纺织技术创新奖获奖项目简介
获奖项目名称&$(#123"水溶性维纶混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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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道,陈松,周良军,戴家雨,张婷
项目简介&

江苏苏丝丝绸股份有限公司本着更多品种%更多花式%更多客户%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三多两高$

原则%为了满足国内外市场的激烈竞争而新近开发研制了#$(#123"绢3水溶性维纶混纺&*纱$& 该产
品在诸多特性指标上在国内属首创%进一步丰富了我国丝绸产品的内涵%增强了公司在国际国内市场的
竞争力%市场前景广阔&

主要创新点&

$,产品采用&纱/-+绢丝与"-+水溶性维纶%*纱$##+水溶性维纶生产&

",产品以/-+绢丝与"-+水溶性维纶混纺经紧密纺工艺生产$(#123$混纺纱为&纱%$##+水溶
性维纶$(# 123$为*纱& &纱和*纱经合丝,倍捻等工序生产$(# 123"绢3水溶性维纶混纺&*纱&

',纱线经过上机织造后%面料经水溶去除维纶%纱支变细%纱线捻度变松%面料变的轻薄蓬松&

(,产品主要用于高档服饰用品,高支轻薄型织物等的开发用纱&

本产品实现销售-.万元%利税(/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43'5锦纶功能性超细纤维
获奖企业&江苏文凤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海安市长江西路$#-号
企业法人&陈文凤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刘蓉,章再稳,庞海峰,张晓东,龚剑兵
项目简介&

江苏文凤化纤集团有限公司开发的#-43'5锦纶功能性超细纤维$项目采用546高速纺在线添加
#789:;<9"纳米复合$功能杂化改性等关键技术%攻克了抗菌抗紫外功能性超细纤维成型难,强度低,

管重小等国际技术难题%创新研发的超细旦功能性长丝& 本项目属于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指南
/"#$.0+中先进轻纺材料领域的功能性特种纤维%项目产品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经中国纺织工业联
合会组织院士专家鉴定%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创新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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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开发了低温纺丝高品质熔体制备技术%通过设计#圆底型$和#'=)高长径比喷丝板$%降低
熔体内应力%实现锦纶超细纤维的高张力卷取%提高卷重和生产效率)

"=独立研发了46>?;有机硅复配体系及低表面能上油工艺技术%实现-4超细纤的均匀上油%保
证含油率

!

$='+)

'=发明添加了纺丝计量泵高低速自动转化装置%使高频生头切换到正常频率运行平滑%提高超细纤
卷绕生头成功率

!

%#+)

(=独创发明了氧化锌功能粉体无机杂化在线添加技术%通过纺丝螺杆前端#789:;<9"$最佳比例
复合添加%实现了超细纤维优异的抗紫外抗菌功能&

项目通过上述关键技术的研发创新%突破了超细纤锦纶丝难于成形,强度差,管重小等核心技术%实
现了具有柔软亲肤,防晒,抗紫外,抗菌等优异功能的高效优质超细纤锦纶&

目前实现销售额/)#)#万元%利税(-#/='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高速拉舍尔经编机
获奖企业&五洋纺机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常州市武进高新区南区龙跃路'号
企业法人&王敏其
技术水平&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研发人员&王敏其,王水,王菡珠,顾绍刚,梁峰
项目简介&

五洋纺机有限公司所研制@?""../六梳0高速拉舍尔经编机项目符合国家发改委*关于加快推进
纺织机械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化实施方案+%该设备在性能上高速,高效,高稳定性,节能环保%技术性能
及性价比%完全适合国内外针织行业的需要%对于打破国外同类设备的垄断局面%提升我国纺织机械的
智能制造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主要创新点&

/$0根据槽针,针芯,导纱针和沉降片之间的配合关系要求%确定各自曲柄之间的相位关系%并按其
确定好的相位关系制造成整体曲轴&

/"0成圈机件动态仿真模拟运算%可减小机构的动程和最大加速度%有利于保证机器的高速,高效,

稳定运行&

/'0采用偏心摆轴%提高脱圈和沉降的成圈效果%优化了成圈机件的配合%保障了机器高速运转的
可靠性及织物的质量&

/(0高机号成圈编织& 实现高机号成圈编织& 通过成圈运动配合曲线优化和高精度横移有效结
合%满足稳定的成圈编织&

/-0新型恒温,恒压,润滑油循环系统%采用中空型曲轴润滑方式%突破了曲轴连杆均匀润滑的关键
技术&

/.0新型电子横移技术&

//0中空铝镁合金型材等轻质高强材料的应用& 改变成圈机件精准,稳定,高效的运转%减少环境
温度对成圈活动件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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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实现销售额()##万元%利税)$.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A6>$#型多锭位高速弹力丝机
获奖企业&无锡宏源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无锡市锡山区锡山大道-"%号
企业法人&周志强
技术水平&国际领先水平
主要研发人员&孙斌,邓建清,钱爱梅,何小明,张洪琪
项目简介&

无锡宏源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有自主专有技术的A6>$#型多锭位高速弹力丝机%能实
现产品差别化,节能,高效率和柔性化生产%该机集合了目前市场上弹力丝机的所有特点%并在纺丝工艺
设计方面延伸发展%真正实现了产品的高效率和功能多样化%在市场发展趋势背景下%本机将是化纤用
户产品升级,实现差别化的选择&

主要创新点&

/$0超大数量的纺丝锭位
采用$#节()#锭%$$节-")锭%$"节-/.锭%$'节."(锭的多锭位高速弹力丝机%该机器可实现超

大数量的纺丝锭位%比传统的高速弹力丝机实现了纺丝锭位数翻番& 该技术已经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
权/7B"#$( $ #-%###"=# 高效多功能纤维机械0&

/"0多功能花色纺丝
可进行C :7捻复合丝的生产& 根据下游布料以纱线的要求%可进行异纤,异形,异品种丝之间的

复合纺1如不同纤度,不同截面形状,色丝,全消光丝,阳离子丝,锦纶丝等等间的组合纺丝)也可进行多
股复合1如"股丝,'股丝,(股丝甚至)股丝的合股)还可实现#海岛包覆丝$等花色丝的复合纺&

/'0多品种生产
全机共有左右对称分布的两个作业区%每个作业区可同时加工两种不同的纤维%这样一台机能同时

加工四种不同的纤维%所以该机能适应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

本产品共实现销售(##万元%实现利税(.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D*''$A/#()起毛机
获奖企业&江苏鹰游纺机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连云港市海州开发区振兴路$号
企业法人&张国良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张斯纬,王赛虎,王娣,叶燕平,王建设
项目简介&

江苏鹰游纺机有限公司研发的D*''$A/#()起毛机大锡林转向与顺针转向相同%作用在织物上的
起毛机力是针辊合成的表面线速度与布速之间的差值& 因为织物与起毛辊包角小%起毛力相对较小%很
适合毛绒短密对设备的要求& 其起毛力小%起毛风格短密均匀%产品指标达到国际水平%很好的填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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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的空白&

主要创新点&

/$0起毛机清理系统调节机构在调整清理辊高度时不改变清理辊与吸风罩的位置关系&

/"0主轴轴承座采用定制的立式轴承座%增加导向键%锡林基准统一%安装方便%大锡林传动更可
靠& 另外在起毛辊与锡林盘之间的装配上%优化轴承座与轴承的配合形式%将轴承座与轴承做成整体%

使起毛辊的装配简洁可靠%工作强度降低%轴承数量减少%杜绝起毛辊轴头与轴承座卡死的现象%延长起
毛辊使用寿命&

/'0锡林为直径/#22共()根高精度加工的起毛辊组成%能更大的释放织物在起毛辊上的包角%从
而降低起毛力& D*''$A/#()起毛机大锡林转向与顺逆针转向相同%作用在织物上的起毛力是由针辊
合成的表面线速度与布速之间的差值产生的%且两者成正比关系& 因为织物与起毛辊包角小%起毛力相
对较小%织物经过起毛处理后毛绒更加短密&

/(0起毛机采用气动阻尼装置& 该装置为通过调整气缸压力的大小来调整阻尼辊的转速使织物的
张力调整自动化,调整智能化%另外设计制造更加简洁%节约制造成本& 现有起毛机用的阻尼机构普遍
为通过手轮张紧调整阻尼辊的摩擦力从而达到调整阻尼辊的转速来调整织物的张力& 这种机构自动化
程度底%无法量化%对织物张力的调整全凭感觉%严重影响织物整理效率及一致性&

本产品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E3&3FG3C5-#

H弹力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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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志中,朱坚民,刘怡,徐坚心
项目简介&

无锡四棉纺织有限公司对本项目的研发是从用户对服装的舒适性,功能性,外观品质高档等需求出
发%选择有各种优势特点的多种纤维按一定比例混合纺纱%着重解决混不匀的难点%严格按照针织用纱
的要求管控各道半制品质量%E3&3FG3C5'-3'#3'#3- -#

H最终成纱质量1条干GI值$$=..%千米细节#%

千米粗节$#%千米棉结(/3$')%平均断裂强力$-)J1%强力GI值/=(%毛羽指数"=-.& 最终此产品得到
较高附加值&

主要创新点&

$,以抗起毛起球腈纶及天然绢丝为原料%采用独特的紧密精密纺技术%经清花,梳棉,并条,粗纱,细
纱等工序生产E3&3FG3C5-#

H弹力纺纱线&

",采用清花预混,并条二次混棉方式%以保证四合一纱线各组分比例均匀&

',采用柔性开松的清花工序%以降低对绢丝原料的损伤%减少短绒,棉结的产生& 梳棉优选针布%合
理调节隔距,车速%保证棉网清晰,无云斑)合理设置粗纱,细纱捻系数%确保成纱染色后弹力均匀&

本产品已实现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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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项目名称&CD?(/"K5双辊烫光机
获奖企业&江苏鹰游纺机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连云港市海州开发区振兴路$号
企业法人&张国良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张斯纬,王赛虎,王娣,张家秀,陈海峰
项目简介&

江苏鹰游纺机有限公司所研发的双辊烫光机为国内首创%可对输入的毛面向下的织物进行烫光%可
以与现有的起毛机,高速梳毛机等毛面朝下的机型进行直接联机使用%无需通过翻布架翻布%节省了大
量的人力& 整机采用全密封设计%能起到保温作用%防止工作时%烫辊热量的散失%降低整机的能源的消
耗)防止工作时产生的油烟外溢%避免油烟对空气的污染%达到环保生产的效果& 工作时毛面朝下设计%

在做涤纶等含油量较高的面料时%产生的油烟冷凝后滴在织物反面上%而不是滴在织物的毛面上%后续
进行印花工序%滴油的地方%不影响印花染色成品布的成品概率高& 根据该机的试用情况%其创意先进%

性能稳定%技术指标达到了国内外领先水平%特别适用于各种绒类织物表面的烫光%是一种用途相当广
泛的设备&

主要创新点&

/$0烫光辊准备采用一种便于精准控温的烫光辊%具有结构稳定,导热均匀和控温精准的优点
/"0准备采用一种烫光方法%实现了织物毛面向下烫光,免滴油%可以与现有的起毛机进行直接联

机使用%整机密封%环保节能)

/'0准备采用一种托布带离合让布装置%能够对托布带与烫光辊的贴合程度进行调节%同时能够对
异常脱离状态进行监测%且能克服让布操作引起的织物褶皱问题&

本产品目前已实现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C3LB&/#3'# -#

H紧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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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绪梅,李长松
项目简介&

无锡四棉纺织有限公司开发的;C3LB&/#3'# -#

H紧精纱是具有持久抑菌,除臭%环保舒适的功能纱
线%其原料生产特性1再生,生物提取%环保%符合现代大众主体消费理念%其面料具有抑菌效果优良%耐
洗涤%安全性高且服用舒适透气%光泽华丽%质地富贵高档%受到品牌服装客户关注& 经实测%;C3

LB&-#3-# -#

H成纱质量1条干GI值$'=#$%千米细节$%千米粗节'%%千米棉结(%3"##%平均断裂强力
""#J1%强力GI值)=%%毛羽指数"=))&

主要创新点&

$,从抗菌,抑菌,除臭为出发点%以兰精天丝/BMNJOPP纤维0和聚乳酸/LB&0抗菌纤维为原料%采用

.).



!

科技创新
!江苏纺织学会通讯" "#"#年第$期!

紧密精密纺技术%通过清花,梳棉,并条,粗纱,细纱等工序生产;C3LB&/#3'# -#

H紧精混纺纱品种&

",以消除LB&纤维静电为目的%优选抗静电剂%对原料进行预处理)清花工序%通过精准混棉%保证
混纺比均匀)梳棉工序%通过合理调整各道转移张力%优选针布%降低车速%确保棉网转移正常%无破洞%

无云斑)并条工序%通过优选皮辊,防卷绕)粗纱,细纱工序%通过配置新型上肖%确保成纱条干均匀%棉
结少&

本产品销售金额(-#万元%利税(-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再生3;C/#3'# (#

H紧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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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定文
项目简介&

无锡四棉纺织有限公司研发此产品%是为了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的理念%从用户对服装的
舒适性,外观品质光鲜等需求出发%充分考虑再生涤纶纤维回潮率低穿着舒适度差的缺点%在纺纱过程
中适当加入部分回潮率较高的短纤天丝原料%在生产过程中#零排放$%无污染%做到#绿色纺纱$& 经实
测%再生;3;C (#

H成纱质量1条干GI值$$=#.%千米细节#%千米粗节.%千米棉结$'3')%平均断裂强力
("'J1%强力GI值.=$%毛羽指数"=)-&

主要创新点&

$,以&$##/BMNJOPP纤维0,环保再生涤纶/再生聚酯纤维0为原料%采用紧密精密纺技术%通过混棉,

清花,梳棉,粗纱,细纱等工序生产;再生3;C/#3'# (#

H紧精混纺纱&

",通过人工精准混棉%保证混纺比均匀%布面无横条&

',选用合理的生产工艺和器材%减少成纱粗节,棉结产生%确保成纱条干均匀%布面光洁&

(,产品条干均匀%棉结少%强力高%手感滑爽%主要用于生产针织物&

本产品销售金额'##万元%产生利税()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冰氧吧牛仔布
获奖企业&黑牡丹纺织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常州市华阳南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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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文娟,周丹,闫晨阳,杨春燕,袁改荣
项目简介&

黑牡丹纺织有限公司开发的冰氧吧牛仔布%创造性地采用冰氧吧新原料与棉混纺%通过产品工艺的
巧妙与合理设计%发挥出原材料的凉感功能%制成内在指标和外观质量均符合当下客户需要的的新型凉
感面料%穿着后体表温度瞬间凉爽%且能维持长时间穿着低温感受%尤其是在炎炎夏日%运动时能够长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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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爽& 此冰氧吧牛仔面料通过了国家纺织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对*@*3;'-".' >"#$/纺织品接触
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的检测%同时可以申请获得国际第三方认证和消费者普遍认可的冰氧吧
吊牌%提升了产品附加值及档次&

主要创新点&

本项目以时尚:环保:功能的开发理念%创造性地采用冰氧吧新原料与棉混纺%同时通过产品工艺
的巧妙与合理设计%最大程度上发挥出原材料的凉感功能%制成内在指标和外观质量均符合当下客户需
要的的新型凉感面料%穿着后体表温度瞬间凉爽%且能长时间穿着都有低温感受%尤其是在炎炎夏日&

该产品从取材上保证了服用功能%附加值高&

本产品销售金额-##万元3年%本产品利税1/-万元3年&

获奖项目名称&车用自净化有色差别化纤维
获奖企业&旷达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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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静,蒋菲
项目简介&

旷达纤维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本产品高度响应了"#$/年$月$日起实施的国家*乘用车内空气质
量评价指南+@*3;"/.'# >"#$$强制标准& 所开发的车用自净化纤维和织物可大幅减少车内有害气体
含量%此产品具有持久光催化性能%克服了传统;<9"和改性;<9"光催化材料催化效率低,重复利用性
能差等不足%同时具有抗菌,抗静电和耐紫外的功能& 改善车内微气候和乘车环境%对保障乘员健康和
推动我国车用面料行业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主要创新点&

$,横卧式液相剪切法光催化材料批量化制备技术&

率先采用横卧式液相剪切一步法连续批量化制备;<9"插层石墨烯%克服了传统制备;<9"插层石
墨烯需经过制备氧化石墨烯中工序长,效率低,污染大的难题%实现了石墨烯中高;<9"含量光催化材料
的清洁高效制备%石墨烯中;<9"含量达(#+以上&

",无机;<9"插层石墨烯粉末敏化及双层包覆技术&

通过等离子体敏化处理和氨基硅氧烷,端氨基超支化聚合物双层包覆技术%攻克了L?;纤维中无
机粉末难分散,添加量低和成型加工难的技术瓶颈%使纤维中粉末添加量最高达到"#+以上&

',车用自净化有色纤维多功能化及绿色加工技术&

项目避免使用强酸,强氧化剂和水%且无需染色和后整理%具有绿色环保和节能减排的效果& 同时%

纤维除具有自净化功能外兼具抗静电,抗菌和耐日晒功能& 加工方式一是采用高添加量造粒技术%再结
合熔融纺丝制备功能纤维%另外%通过功能粉末悬浮热粘合技术实现纤维表面具有光催化功能粉末的快
速大量负载&

目前该产品已实现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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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项目名称&春夏舒弹仿棉针织面料
获奖企业&常州裕源灵泰面料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天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华阳南路.号
企业法人&谢明德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陈荣华,雷铠鸿,刘仁妹,陈萍,吴芳清
项目简介&

常州裕源灵泰面料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此面料专为春夏开发%具有空气感的仿棉感面料%利用
$##+消光涤纶%运用不同组份改变纤维的形态%使面料之蓬松性,吸湿性,舒适性和外观完全取代市场
棉产品& 具有1棉质手感%蓬松具有弹性)吸湿速乾%透气效果佳)轻柔舒适%肌理感的外观%耐水洗的
优点&

主要创新点&

$=概念创新1结合长纤及短纤的优点进行开发%将二者之间的优点加乘%补足缺点%延长产品的生命
周期& 并找出市场缺口%进行相关产品的企划及研发%营销方案制定&

"=纱线创新1独家开发涤纶仿棉纱线%使之具有棉纱的外观特征%吸湿性,染色性,抗起毛起球性佳&

',面料创新1近似于棉的手感%具有量好的保形性%可以弥补棉质面料易皱,易变形,不耐磨等不足
之处%且耐水洗,不易泛黄)自带机械弹的效果可减少氨纶的使用%将低因此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

(,应用创新1取代原本的棉及涤纶%适用于春夏季%休闲,运动皆可%开创此类服装材料的新选择&

新材料性价比极高%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及商业效益&

本产品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干法纺石墨烯改性氨纶
获奖企业&连云港杜钟新奥神氨纶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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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森,张斌,王建伟,李春花,蒋叶群
项目简介&

连云港杜钟新奥神氨纶有限公司开发的干法纺石墨烯改性氨纶是对氧化石墨烯进行有机化修饰%

提高其在纺丝液中的分散性和与成纤物质相容性& 按不同比例将石墨烯分散液加入氨纶纺丝原液中%

实现在保持干法纺氨纶优异性能基础上增加抗菌抑菌,远红外发热,抗静电等特殊功能&

力学性能/"#401/$0断裂伸长率/+01(## 0--#)/"0断裂强度/J101

!

"#)/'0色牢度/级01

!

'&

抗菌效果1对大肠杆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率大于%#+%参照*@*;"#%((=' >"##)纺织品抗
菌性能的评价第'部分振荡法+&

远红外性能1采用"-#Q远红外灯同时对常规氨纶,黑色氨纶和石墨烯氨纶进行照射'#秒%石墨烯
氨纶温升'=$R/"'=(R升至".=-R0%其表面温度比常规氨纶高$=#R%比黑色氨纶温升高#='R)停止
照射冷却'分钟%石墨烯氨纶温度比黑色氨纶,常规氨纶温度高#=-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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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创新点&

$,氧化石墨烯改性液制备1首先氧化石墨烯溶解分散在有机溶剂中%加入氨纶扩链剂/如丙二胺0

在适当温度下//#R 0$"#R0对氧化石墨烯进行还原改性反应适当时间/(S 0()S0%之后在适当温度,

时间下加入过量的多异氰酸酯与单异氰酸酯混合物/如"%(T>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和对甲苯异氰酸
酯混合物0%得到可直接用于氨纶扩链时使用的氧化石墨烯改性分散液&

",氧化石墨烯改性液添加方式1改性液在氨纶原液聚合的扩链过程中与扩链剂,终止剂同步但是分
开加入溶解好的预聚体中&

本产品已实现销售(-##万元%利税"(#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高色牢度草木染真丝面料
获奖企业&苏州虹锦生态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纺织科技示范园
企业法人&唐俊松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王祥荣,段佳,钱琴芳,陈威,唐俊松
项目简介&

苏州虹锦生态纺织科技有限公司针对合成染料的高化学稳定性和低生物可降解性增加的印染废水
处理难度%但天然染料染色工业化,规模化生产存在一系列国际性技术难点这种情况%进行相关技术研
究和产业化关键技术开发%解决限制天然染料纺织品染色以及规模化生产的一系列难点技术问题& 对
推动天然染料染色产业化技术的进步%促进我国生态,高档纺织面料的开发%提高纺织品的档次和附加
价值%增加国际竞争能力%推动天然色素资源的合理利用%促进天然染料相关植物的种植和天然色素制
造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主要创新点&

$,根据天然染料的溶解特性%开发了高温溶解法以及碱性溶解:酸性反滴的染料化料方式%提高难
溶性染料的溶解度%解决植物染料染色过程中容易出现色点等不均匀问题)

",采用天然原料植物栲胶,明胶和媒染剂明矾协同处理天然染料染色织物%有效提高天然染料染色
织物的各项牢度%获得一种生态固色方法)

',采用壳聚糖>甲基丙烯酸聚合物作为缓冲体系%处理天然染料染色织物%提高染色织物的耐汗渍
牢度)

(,充分利用天然染料对金属离子和UA值的敏感性%开发了同一天然染料在不同工艺条件下获得
不同色彩的加工技术%丰富了天然染料染色织物的色谱&

本产品实现销售$""万元%利税'#=-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高性能防弹复合材料
获奖企业&连云港神鹰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浦工业区金桥路$号
企业法人&张斯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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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水平&专利17B"#$/ $ #"$%"'#=#

主要研发人员&尚武林,龙浩,顾良娥,杨森皓,武甜
项目简介&

连云港神鹰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践行国家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落实*中国制造"#"-江苏
行动纲要+%加快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在力推军民融合与江苏制造有机结合
的大背景下%研发复合材料防弹,防护装备& 所开发的高性能防弹复合材料具有以下新产品技术性能
$,可以实现@&"%' >"#$"二级防弹标准)面密度达到(#V@3

!

/含碳化硅或碳化硼等吸能结构0%也可
增加厚度以达到更高的防弹级别& ",在同等重量情况下开发的新型防弹板材比纯卡夫拉或高强聚乙烯
板材背凸量至少减少"22以上)',板材内衬等附件可根据使用者需求进行现场调解)(,通过模具设计
或后期打孔胶合等方式可以实现板材外挂功能附件的进一步要求&

主要创新点&

$,自主研发的高性能树脂体系%阻燃的同时%具备高韧性和高抗冲击性%实现低温快速固化%可以实
现与多种防弹材料的一体化成型%节约时间,降低成本&

",防弹板材以多组分复合型高性能特种纤维为主要增强体%以高性能韧性树脂基体为粘合剂%通过
高温热压整体成型而成%减重的同时%大幅度减少背凸%减少人体所受伤害&

',解决了一体成型时碳纤维与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芳纶,聚对苯撑苯并二唑等多元特种纤维复合
时的界面容易分离,工艺不匹配问题%解决了碳纤维复合材料抗冲击性能差的缺点&

本产品实现销售")-#万元%利税$$#-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海岛型复合组件喷丝板
获奖企业&常州纺兴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采华路$号
企业法人&周为民
技术水平&实用专利号17B"#$) " "#-#)#$=-

主要研发人员&李梅宏,毛伟如,杭海飚,戴志成,汤宇峰
项目简介&

常州纺兴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立足进行自主研发和攻关%所研制的海岛型复合超细纤维所需的纺丝
组件喷丝板产品替代了进口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同时给我国化纤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支持
作用&

主要创新点&

$,微细长深孔制造技术1从加工参数制订,机床切削油配比,工具制造,刀具参数选用等方面进行多
方面的试验和计算%最终选取最佳的工艺参数搭配&

",微细针管装配投术1保证针管和微孔不损伤,不松脱%针管与孔之间配合紧密&

',微细针管激光焊接技术1用先进水平的激光设备和相配套的焊接设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定程
度的改进和摸索%使得激光加工的各项参数更加适合海岛纤维组件加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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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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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细孔边缘倒角技术1通过对倒角工艺和刀具,加工参数进行大量的试验和检测%最终获得理想
的结果&

.,各零件之间配合精度控岛纤制技术1制订并采用相应的工艺手段保证实现合理的零件间定位精
度和配合精度是海岛组件加工过程中很重要的环节&

目前该产品实现销售$-..万元%利税."/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基于云的棉纺防火生产安全大数据集成应用系统
获奖企业&安普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西环二路$.号
企业法人&韩春阳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韩春阳,蒋志斌,史海波,王翔,李伟
项目简介&

安普科技有限公司利用云计算技术的优势%通过生产现场安装的各种传感器及智能金属火花探除
器实时采集棉纺企业生产车间的环境数据和设备数据%通过无线网络实现了现场设备及网络云平台系
统的通信& 在没有人员干预的情况下%通过实时信息的采集%云平台对每一个棉纺企业的每一个生产车
间进行实时监控%运用大数据融合技术实现数据融合%为纺织企业提供实时的生产状况%同时运用云计
算平台提供的强大计算能力%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层次的挖掘%为每个棉纺企业建立对应的模型%通过模
型分析%为棉纺企业做出火灾预警%及时发现生产过程中的隐患%及早处理%减少火灾的发生&

主要创新点&

$,智能金属火花探测器??#$1该设备能探测到所有种类磁性和非磁性的金属/直径大于'22钢球
和直径大于-22铝球0%探除夹杂在纤维中高速移动的极微小的火花/直径大于#=-22的火花0%能适
应工业现场复杂的电磁干扰%探除响应时间小于"##2&

",数据采集和传输模块安普原&L@#$1数据采集模块的功能基于安普原&L@#$%该模块是基于
@LEC的传输方式%硬件具有一路EC"'"配置串口%一路EC()-数据通讯串口%(路手机短信报警触&

',安普&DL?DGL物联网云平台1系统架构分下位设备%物联网数据传输设备/采用安普&L@#$模
块0& 服务器云平台/阿里的云服务器%或客户本地服务器0%用户通过手机和电脑Q?*网页远程管理
和监控系统& &DL?DGL可实现跨行业跨设备的无缝接入功能%是一种以机器终端交互为核心的,网络
化的应用服务&

本产品实现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紧密赛络纺可溶变变色多组分针织炫彩纱
获奖企业&丹阳市丹盛纺织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丹阳经济开发区齐梁南路西侧
企业法人&周利军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邵育浩,孙喜平,付华烨,蔡林友,孟凡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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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丹阳市丹盛纺织有限公司开发的紧密赛络纺可溶变变色多组分针织炫彩纱%可以根据客户的各种
需求确定有光涤纶的使用比例%再根据最终产品面料色泽要求%明确有色涤纶纤维的使用比例%通过有
光,有色涤纶的使用%简化后道印染工序%降低环境污染&

主要创新点&

$,紧密赛络纺可溶变变色多组分炫彩纱混纺纤维%有光涤纶$#+%银丝-+%彩色涤纶'#+%莫代
尔--+/含)+维纶0

",本炫彩纱可以不经过染色工序%既给后道加工企业减少成本%又满足了社会对于新型纺织品节能
环保的要求%并且根据实际采用水溶性维纶特性%消费者可以再穿着一定时间后在)# >%#摄氏度的水
温下将服装自行漂洗变性%充分体现个性化特色&

本产品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抗菌防皱莱赛尔纤维面料
获奖企业&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3中服帽饰创意研发南通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南通市青年中路)/号
企业法人&陆锦军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陈志华,孙建华,黄美云,顾黄玲,季莉
项目简介&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3中服帽饰创意研发南通有限公司共同研制开发的抗菌防皱莱赛尔纤维面
料结合BMNJOPP纤维凉爽舒适,悬垂性好,有真丝感的天然的功能性%通过染整加工赋予BMNJOPP织物优
异的抗菌和防皱性能%开发出了高档抗菌防皱色织面料& 面料光泽亮丽,手感柔软,悬垂感强,且具有优
异的吸湿性和良好的耐洗涤性%水洗'#次以后%抗菌效果可达到洗涤前面料的%#+以上)面料对革兰
式阳性细菌,阴性细菌和酵母菌都具有良好的杀灭性能%对螨虫具有较明显的趋避作用)经过改性壳聚
糖整理后%面料的吸湿性能会有显著提高%强力,染色牢度和环保性能未有明显%舒适性好& 同时%在染
色牢度,织物表面酸碱度,织物游离甲醛含量等多方面%高于国标和生态纺织品标准的基本要求%满足了
人们追求自然舒适,功能性强等要求%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主要创新点&

/$0壳聚糖的改性& 采用1W9A碱化的方法活化壳聚糖G.羟基位的活性位点%使壳聚糖上的羟基
达到定性改性效果%生产出具有较高水溶性,多功能性,使用范围广的改性壳聚糖整理剂%改性流程快
捷%整理工艺简单,使用方便&

/"0通过研究处理温度,处理时间,整理剂浓度,酸碱性等因素对抗菌整理效果影响%优化了BMNJOPP

纤维面料改性壳聚糖整理剂抗菌整理工艺&

/'0利用多元羧酸与改性壳聚糖的协同作用%对BMNJOPP纤维面料进行复合整理%通过与纤维间的交
联作用%进一步提高了抗菌和抗皱性&

本产品销售金额-###万元%利税/(#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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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项目名称&凉爽透气透湿面料
获奖企业&江苏鼎新印染有限公司3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企业地址&常熟市梅李镇珍门
企业法人&杨继烈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杨继烈,陈志华,张炜栋,李梅,黄雪红
项目简介&

江苏鼎新印染有限公司3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开发的凉爽透气透湿面料是通过分析L?纤
维可纺性得分及成纱测试结果%采用比例分层平铺喷洒养生%垂直取多组分纤维一步法混合技术与大夹
角四罗拉紧密纺技术等优化纺纱工序工艺%提高L?纤维可纺性)同时对L?纤维进行物理及化学改性%

研制具有表面微孔结构L?纤维%并对纺纱,浆纱和织造工艺进行改进%提高其吸湿,抗菌防螨能力)设
计L?混纺纱产业化%利用柔软亚甲基分子链的优势应用于运动织造制品%设计出具有高强耐磨凉爽透
气功能面料&

技术指标可达到1$,经向断裂强力1

!

""#1)",纬向断裂强力1

!

""#1)',冷温感1

!

#="# Q3J2")

(,透气性1

!

$'#223H)-,透湿量1

!

)### X3/2

"

."(S0).,合格抗菌测定1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白色念珠菌等有害菌平均抑菌率

!

%#+)

主要创新点&

$,混纺时采用比例分层平铺喷洒养生,垂直取多组分纤维一步法混合技术%按所需比例称取原料并
等面积平铺叠放%沿垂直方向小尺度连续截取混和%实现平铺喷洒养生%垂直取多组分%获得更精确,均
匀的混和效果)

",采用大夹角四罗拉紧密纺技术实现优质YADQL?短纤纱生产)

',采用下列四种方法优化纺纱工序工艺%减少静电%增加抱合1

!

匀喷油剂%充分渗透%加大隔距%适降转速)

"

勤喂少喂%控制喂入%牵伸有度%及时清理)

#

科学配置%温湿均匀%增加抱合%减少毛羽)

本产品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棉3莫代尔3桑蚕丝$G3D3C%衬衫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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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道明,陈松,周良军,戴家雨,张婷
项目简介&

江苏苏丝丝绸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棉3莫代尔3桑蚕丝/G3D3C0衬衫面料产品采用')22优质长绒
棉纤维,兰精公司的')22优质莫代尔纤维和')22切断绢丝绵分别按照.#+1"#+1"#+的混纺比开
发了$/#123"多组分混纺纱线%以"3$斜纹与绉组织复合组织经剑杆织机织造%通过与下游合作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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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合作%分别对面料进行练白,染色及液氨:潮交联整理加工& 由于绉组织凹凸不平程度较小%布
面上粒点细腻均匀%呈现的微波绉组织与斜纹间隔织成条纹%经整理后出现明暗不同的感官效果%面料
具有质地柔软,光泽柔和,舒适滑爽,抗皱免打理的风格&

性能指标1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1未检出)甲醛含量1未检出)LA值1.=/)异味1无)纤维含量1棉.#=$+,桑
蚕丝""=$+,莫代尔纤维$/=)+&

主要创新点&

$,独特的全自动洗炼工艺制作高质量纱线)

",布面的花色设计呈现强烈的层次感)

',通过高速箭杆织机进行织造)

(,对坯绸采用练白,染色,液氨:潮交联等工艺整理&

本产品实现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耐久性低摩擦电压#高过滤率防静电面料
获奖企业&江苏省纺织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金城路/#.号
企业法人&阚建兴
技术水平&专利7B"#$/ $ #-'.)(#='

主要研发人员&陈兰,华伟杰,周仪,沈建清
项目简介&

江苏省纺织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耐久性低摩擦电压,高过滤率防静电面料采用含高浓度碳
黑复合纤维与细旦或超细涤纶长纤维制得的抗静电纤维高密度机织外加高温热压致密后整理的方法达
到耐久性低摩擦电压,高过滤率,防静电效果& 项目可达指标1/$0防静电性能1洗前,洗$##次后均符
合@*$"#$( >"##%防静电服标准#&$级%点对点电阻为$ Z$#- 0$ Z$#/

$

)/"0摩擦电压1/洗前0

"

-#I)/洗$##次后0

"

$##I)/'0过滤性能1过滤率1

#

%#+/#=-

%

20

主要创新点&

选用不发尘的高浓度碳黑含量的复合导电丝与细旦或超细涤纶长丝
$

捻为抗静电纤维)并突破常
规理念%每根经,纬纱线均采用防静电

$

捻丝)研讨并优化主要生产流程和生产工艺)尤其注重摸索高温
热压致密工艺参数及工艺条件%达到加大且稳定过滤率的目的&

获奖项目名称&耐热抗蠕变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关键制备技术及成套装备
获奖企业&江苏神鹤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盐龙街道凤凰南路西青年南
企业法人&郭子贤
技术水平&7B"#$/ " $''-.''='

主要研发人员&郭子贤,王新鹏,张竹标,项朝阳,郭俊谷
项目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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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神鹤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研发的耐热抗蠕变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关键制备技术及成套装备采
用化学交联的方法%首创利用专门的装置将交联剂和引发剂均匀地分散在冻胶纤维的多孔结构中%通过
紫外辐照或电子辐照在线处理%引发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大分子之间发生横向交联%从而极大提高了超高
分子量聚乙烯纤维耐热性能和抗蠕变性能& 创建了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纺丝,萃取,浸渍,干燥,超倍
牵伸,辐照交联系统装备和核心技术%首创研发出耐热抗蠕变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 产品抗蠕变性能
达到了国外最好抗蠕变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产品4D>"#同等水平%耐热性能明显优于4D>"#& 耐
热性1在$-DLW应力作用下%最高耐热温度可达"$"R& 蠕变性1/#R '##DLW应力下%蠕变伸长率为-=

/'+/平衡后仅#=-+0%蠕变断裂时间大于''.#小时%而公布的4D>"#只有"(##小时%普通超高分
子量聚乙烯纤维蠕变伸长率平衡后超过'#+%蠕变断裂时间少于%.小时&

主要创新点&

$,通过选择合适的交联剂结合专门的装置%对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在线处理%大幅改善超高分子
量聚乙烯纤维耐热性能,抗蠕变性能&

",纺丝时直接添加交联剂%或在萃取,干燥后%将纤维经过交联剂溶液槽%使交联剂均匀,充分渗入
纤维%再经干燥,牵伸和交联%形成完整的成套工艺路线&

',详细研究了工艺对纤维力学性能%特别是耐热抗蠕变性能的影响%掌握了基本完整的工艺软件包
本产品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轻质超保暖气凝胶面料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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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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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凯杰,吴金玲,郑丰万,王存山,陈佳
项目简介&

常州旭荣针织印染有限公司研发的轻质超保暖气凝胶面料利用新型气凝胶材料%其具有密度低,孔
隙率高,比表面积大,热导率低等特点%是航天级保温材料)采用特殊工艺将气凝胶粉体加入涤纶纺丝液
中%制成气凝胶纤维)之后根据气凝胶纤维本身的特点%对织造,染色,印花工艺进行优化%生产面料)最
后%适当进行磨毛,刷毛整理%进一步提升面料手感及保暖性&

技术性能指标可达如下1

!

此面料与同规格普通涤纶纤维制成的面料相比%克重可以轻$-+ >"#+%克罗值/保暖性指标之
一0高$-+ >"#+)

"

具有吸湿透湿%吸附异味的功能%芯吸高度按照573;#$#/$ >"##) 测试%- 洗后达$#% 223

'#2<8%透湿量按照@*3;$"/#(=$ >"##%测试%-洗后达$#'(# X3/

!

=\0%蒸发速率按照@*3;"$.--=$

>"##)测试%-洗后达到#=.) X3S)

#

对于氨气,醋酸,异戊酸的去除率则分别为'/=.+,//=(+,)/=-+&

主要创新点&

&

气凝胶纤维制备技术

.)$.



!

科技创新
!江苏纺织学会通讯" "#"#年第$期!

由于气凝胶密度低%采用常规方式与涤纶纺丝液混合会出现分层现象%导致不匀%因此本项目采用
特制分散剂在喷丝前将气凝胶纳米颗粒与涤纶纺丝液按一定比例混合均匀%由喷丝孔喷出制备气凝胶
纤维%本技术目前正在计划申请专利&

'

气凝胶面料织造技术
此技术正在申请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单面机台织造的具有提花效果的针织单面布+%受理号

"#$)"#"/"$-)=)&

(

气凝胶纤维染色技术
!

为解决气凝胶纤维由于结构改变导致上色过快产生的色花问题%对染色工艺进行优化%并采用亲
染料型匀染剂%降低染料上染速率%使气凝胶纤维染色色花率大幅降低%依据本技术申请了发明专利
*气凝胶轻质保暖面料及其制作方法+%受理号"#$%$#"")$--=')

"

针对气凝胶纤维与阳离子可染涤纶纤维交织织物的染色工艺%开发了高效短流程一浴染色工艺%

对气凝胶纤维和阳离子可染涤纶一浴染色%节水"$=(+%节时"-+%申请发明专利*分散染料和阳离子
染料一浴染色工艺+%专利号7B"#$($#'""$)'=%&

)

气凝胶印花技术
!

针对气凝胶纤维面料的冷转移印花技术%对其浸轧液进行了深入研究%开发出针对涤纶织物冷转
移印花专用浸轧液%使分散染料上色率提升$#+以上%水洗牢度达(级以上%花型清晰%申请发明专利
*涤纶织物湿法转移印花用浸轧液及其配制方法+%受理号"#$/$#/.%/".-)

"

针对气凝胶纤维面料的热转移印花技术%开发了双面印花工艺%通过对转印装置的改进%使布的
正反面同时与转印纸贴合%一次转印过程完成正反面同时印花%花型清晰%牢度佳%优于市面上依靠两次
转印完成的双面印花& 据此申请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涤纶织物双面印花装置+%专利号
7B"#$)"$."$%)%=)&

*

气凝胶纤维后整理技术
研究了后整理磨毛,刷毛毛羽长度以及贴合对于织物手感,保暖性的影响%据此申请发明专利*气

凝胶贴合面料及其制作方法+%受理号"#$%$$"#//.-=$%并在*针织工业+发表论文*快热保暖功能性摇
粒绒针织面料生产实践+&

本产品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双芯弹力牛仔布
获奖企业&黑牡丹纺织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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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坤朔,仇振华,邓建军
项目简介&

黑牡丹纺织有限公司研发的双芯弹力牛仔布高弹舒适%颜色适应性强%双芯纱以莱卡丝和;(##涤
纶高弹丝包覆在为主体%因莱卡丝对温度和纬向张力较敏感%所以烧毛工序注意反面不烧毛%控制拉幅
定型温度不超过$-#R%预缩工序生产时采用正面贴压烘筒的进布方式& 确保卓越弹性的同时又不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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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缩水率和残余伸长率%提高了产品的档次与高附加值&

根据权威检验检测机构结果表明1该产品综合性能优异%耐摩擦色牢度,耐酸汗渍色牢度,耐碱汗渍
色牢度%达到了国标@*3;'%"# >"##),@*3;'%"" >"#$',@*3;'%"" >"#$'的相关标准要求%符合]3

7CD#) >"#$)标准规定的合格品要求%主要技术指标1

$=耐摩擦色牢度'级以上%耐汗渍色牢度'级以上)耐碱汗渍色牢度'级以上&

"=弹性增长
"

-+%弹性
#

$-+&

'=织造效率1达到%'+以上&

(=一等品率1达到%-+以上&

-=好轴率1达到%"+以上&

主要创新点&

当下流行的弹性超过"#+的#超弹$面料为牛仔裤的生产工艺和设计带来了新的难题& 最大的挑
战在于如何确保超弹面料具备卓越弹性的同时又不增加缩水率和残余伸长率& 迄今为止%要做到两全
其美还是一个技术上的挑战& 一般来说面料的弹性越大%其缩水率和残余伸长率也就相对增大& 将莱
卡丝英威达的B6GE&̂ _OX为芯线%;(##涤纶高弹丝包覆在其上%再外包棉纤维形成的双芯弹力纱应用
到牛仔面料上%在国内属于领先& 我公司设计生产的双芯纱高弹牛仔面料不仅质量规格稳定%同时具有
高强高弹的优秀穿着服用性能%是一款打破传统牛仔面料特点的新型牛仔面料&

本产品已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水墨效果羊毛面料
获奖企业&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陶新路$)号
企业法人&陆克平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陆晓明,刘丽艳,陶海燕,曹燕红,华玉龙
项目简介&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研发的本项目对羊毛织物实现水墨效果的工艺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有效尝
试%开发水墨效果羊毛织物%应用于家居装饰上%实现用羊毛面料表达中国传统文化之目的& 设计织物
组织时要兼顾颜色和肌理效果%不能仅从浮长和纱线间遮掩关系来估计颜色%还要考虑纱线原料,结构,

细度等以及后整理对颜色带来的影响%同时兼顾肌理效果%如织物厚薄,松紧程度及表面颗粒效果等&

后整理加入水洗,拉绒等工艺%使织物满足一定物理指标和使用要求外%同时展现出水墨画的虚实气韵
和意境&

水墨效果羊毛面料%质量要求根据@*3;".')" >"#$$*精梳毛织品+和@*3$)(#$ >"#$#*国家纺织
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标准执行& 内在质量经国家纺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阴0检测%各项测
试指标均达到规定标准规定的一等品要求&

主要创新点&

$,将中国传统水墨画用羊毛织物的形式表现出来%选用不同细度和刚性的羊毛材质%纺纱时调节纱
支,捻度等来调节毛纱的柔软度和蓬松度%实现水墨画中墨色和笔法变化所形成的轻重,流滞,冷暖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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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

",通过大提花工艺织造%用-#4黑,白双色长丝作经线%与黑,灰,白三色不同纱支和捻度的羊毛纱
线交织%采用高支高密工艺%使水墨效果表达得更细腻%更有层次感& 织纹选用三重纬组织%使织物饱
满%富有质感%纬纱浮线长度$ >'$个组织点%浮线之间采用全遮掩,半遮掩等关系%优选其中%个基础
组织%形成水墨画中黑,灰,白墨色的深浅层次和肌理)

',后整理采用缩呢和正反面拉绒等后整理工序%使织物满足一定物理指标和使用要求外%用羊毛的
绒感将水墨画的虚实气韵和意境表达出来&

本产品已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丝绸生态无缝墙布
获奖企业&鑫缘茧丝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海安县曙光西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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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宏,庄愉
项目简介&

鑫缘茧丝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真丝这种特有的品质和墙布的工艺相结合& 墙布的花型多样,美
观大方可以说是一件艺术作品%将两者的优点集于一身是真丝墙布立足市场的重要条件& 由于桑蚕丝
中含有对人体极具营养价值的$)种氨基酸%我们根据蚕丝的这种特性%将其运用至丝绸无缝墙布%丝绸
无缝墙布在整体效果上突出体现了这一特点%对墙壁的装饰效果突出%不但是高贵豪华的象征%也是温
文儒雅的体现%好的面料染整工艺处理中%均依赖于高科技的生产工艺流程%采用环保型染料%色牢度达
' >(=-%现代的家居装修对于材料的要求越来越高%除了质量和价格之外还追求绿色环保健康& 真丝材
料的墙布属于天然的物质%对人体的伤害也很小& 所以真丝墙布的研发和生产是不断创新的家居装修
材料的市场的一个产物&

主要创新点&

$,解决了接缝明显%对画误差过大%接缝处溢胶,透胶的通病%使墙面更加平展顺畅%观感整齐%视觉
效果极佳&

",通过̀9C%##$认证%产品具有很强的抗拉性%甲醛含量大大低于国家标准%真正达到绿色环保&

',具有抗菌,防水,防油,防污,防尘,防静电等众多功能%在使用过程中不易沾灰%易打理&

(,在不改变纺织品手感,性能的基础上增加墙布的抗菌防霉功能%抗菌杀菌率达%%+,防霉达到一
级指标,抑菌率%%+,防腐性能良好& 多功能无缝墙布与普通墙布相比较%涂层植绒墙布防潮性能
极佳&

-,采用高级材料涂层处理%可以有效的吸收声波能量%降低震动频率和强度%实现完美的隔音,隔热
性能%即使在噪音较多的地方%也能保证室内环境的闲雅,舒适&

.,丝绸生态无缝墙布图案多样,灵活%可根据客户提供的高清图片进行私人订制&

/,产品牢度和强度远高于同行业类产品%抗老化能力在$#年以上&

本产品销售金额..-万元%利润)-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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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项目名称&烫金毛毯
获奖企业&连云港飞雁毛毯
企业地址&连云港海州开发区振兴路$号
企业法人&冯杨
技术水平&7B"#$/ $ #-)()'#=

主要研发人员&冯杨,范保勇,许迎喜,陈玲玲,张建步
项目简介&

连云港飞雁毛毯开发的烫金毛毯是通过技术创新%设计出更新颖实用的产品%抢先一步%占领市场%

通过原料
"

织造
"

剖割
"

检验
"

高温预定型
"

坯布预定型
"

白坯预整
"

打卷
"

印花,印金或银粉
"

花
布烘干

"

汽蒸
"

水洗
"

花布定型烘干
"

热轧
"

热吹风
"

烫光
"

烫剪
"

切布
"

包边包装
"

入库的流程%

在过程中通过工艺控制%达到@*$)(#$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及@*3;.$##( >

"#$/*拉舍尔毛毯+合格品要求&

主要创新点&

$,由于金银粉印花后%毛毯坯布不能再去刷毛%因为针布刷会把带有金银的胶大量刷掉%当前都是
在坯布刷,烫过后印金银粉%主要存在二个问题1$0在素色/指单一颜色0印上金银粉花型%不需要对位
去印%但色彩比较单调& "0在印有花型的坯布再印金银粉花型%但毛毯在生产过程中存在一定变形%金
银粉花型与已印花型很难精准对位%错位基本在"GD以上&

我们现在通过改进印花方法解决了这几个难题%一个花型通常由" >$#种颜色组成%每种颜色根据
花型要求制作相对的花板%在需要染色地方色浆可以印到坯布上%各种颜色组合起来就是所要表达的图
案& 色浆是由一定粘度的增稠剂和染液混合%加入一定水后高速搅拌而成& 这里我们把金或银粉也制
作一个花板%将金或银粉与金葱浆按一定比例调成金或银粉浆%和其它色浆一起在印花机上完成印制&

金银粉线条和其它颜色对位精确%金银粉线可以根据需要放在任可位置&

",采用热风气流将毛毯绒面纤维吹开吹顺%替代刷毛机针布刷布%避免把金,银粉胶膜刷掉%从而实
现在印花机印花的同时印上金银粉%这种方法花型对位精准%色彩绚丽%绒布丰满膨松&

本产品销售金额-."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天然多酚BMNJOPP长丝与真丝交织物的开发
获奖企业&苏州新民丝绸有限公司3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企业地址&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东方中路"%%号3苏州市高新区学府路")/号
企业法人&顾益明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张振雄,姚平,顾益民,计红梅,邱琳裴
项目简介&

苏州新民丝绸有限公司3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本联合开发了系列天然多酚BMNJOPP长丝与真丝交
织的功能性产品%主要采用天然多酚材料绿色茶多酚功能剂& 对BMNJOPP长丝与真纽交织丝绸产品面料
进行功能改性%获得具有良好抗菌及抗紫外线功能的BMNJOPP长丝与真丝交织功能丝绸产品&

主要技术指标1?用本项目研发的技术对蚕丝织物及其BMNJOPP混纺织物进行功能改性%经过对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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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后的织物进行相关测试发现%该产品的大肠杆菌抑菌率可达%%=(/+%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可达
%%='/+%改性后织物的紫外线防护因子YL51-#%三大色牢度均为(到-级&

主要创新点&

$,天然多酚BMNJOPP长丝与真丝交织丝绸面料开发
开发的系列新产品创新的?用多种BMNJOPP长丝再生纤维原料与蚕丝纤维%依据纤维在柔软度,亲

水性,风格外观等特性进行组织规格设计& 对织物的经纱%纬纱的纺织比例综合考量%开发设计变化重
纬五枚结构的系列产品%并赋予其独有的抗菌及抗紫外性能%大幅度提升了面料的功能性及应用领域&

",环保天然茶多酚功能剂及环保加工技术在新产品中的应用
开发系列产品中应用了环保且性能优良的天然功能剂%在提升产品环保性能的同时%也赋予了产品

优良的抗紫外及抗菌性能%使其能应用于对抗紫外及抗菌有要求的高端纺织品& 目前该系列产品的金
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可达%-+以上%抗紫外性能的YL5值也均大于-#%具有优良的特征功能效果& 在
天然功能剂的处理工艺上也采用了先进且环保的胶体整理技术%节水节能%功能剂的利用率高%耐久性
好%是一种新型环保的加工整理技术&

本产品销售金额$$"-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吸湿发热毛纺机织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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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秀明,刘丽艳,周胜毅,许勇,丁巧英
项目简介&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吸湿发热毛纺机织面料针对传统冬季服装的保温方式主要是阻止热
逃逸%其缺点是臃肿厚重%本项目采用的发热保暖纤维是自行吸湿发热并阻止热量流失达到保暖效果的
新型纤维%是一种积极产热的保暖纤维& 本项目面料产品技术经济指标1实现吸湿发热毛纺机织面料的
成功研发和批量生产%并达到发热面料最高升温值a)=#b%'# 2<8内平均升温值a'=-;%保暖面料克罗
值a#='%透气率a$-# 223H& 面料各项指标达到@*3;"").' >"##%*半精纺毛织品+一等品规定的技
术要求和@*$)(#$ >"#$#*国家纺织产品空安全技术规范+的G类要求)面料发热指标根据@*3;"%)..

>"#$'*纺织品吸湿发热性能试验方法+,@*3;$$#() >"##)*纺织品生理舒适性稳态条件下热阻和湿阻
的测定+和@*3;-(-'*纺织品织物透气性的测定+的方法测试%各项测试指标均达到并超过设定指标&

主要创新点&

$,通过多次试验不同的发热保暖纤维与羊毛混纺%最终选择吸湿发热?VC,;SO_2NP<cO和天丝等纤
维与羊毛混纺%利用天丝纤维的高回潮率高吸湿性和;SO_2NP<cO纤维良好的保温性%与羊毛和?VC纤维
混纺%产生协同效应%使面料的吸湿发热保暖性能得到增强%研发

%

高性能的发热保暖面料%实现面料最
高升温值a)=#b%'# 2<8内平均升温值a'=-;%克罗值a#='%透气率a$-# 223H&

",多种纤维混纺生产难度较大%而且?VC 纤维短,强力小%与羊毛混纺困难& 根据?VC 纤维,

;SO_2NP<cO纤维和天丝纤维等形态特征%通过半精梳纺纱技术%采取#多松少打,多梳少落,以梳代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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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原则%并严格调控梳毛的速度,速比和隔距%减少毛粒%改善了条干均匀度%提高了功能纤维的可纺
性%增强了纱线的强力%提升了纱线的品质&

',本项目面料后整理的湿整理中容易产生折痕& 为预防此问题%运用带气泡的大浴比洗呢工艺%采
用意大利进口的B&I&19I&平幅洗煮联合机进行加工处理%冲一洗一冲一煮一骤冷定型五道工序整
合在一台设备上连续一次性完成)同时增加干态撞击工艺和水洗工艺%通过意大利791G9设备以
.##232<8的速度干态抽吸并撞击"#分钟& 这两种方式的结合有效的避免了面料折痕的产生%并可增
加面料的蓬松感%提高面料的保暖性&

(,发热保暖纤维容易受温度影响发生颜色变化%容易造成整体变色,边中色差和两头色差等%后整
理采用小张力小压力%罐蒸时我们采取温度智能调控蒸呢方式%并减少每罐蒸呢匹数%呢匹位置装在蒸
呢布中间的方式%在保证蒸呢效果的同时很好的解决了面料的变色和色差问题&

本产品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吸湿放热二层结构纱线保暖型面料
获奖企业&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3南通市苏中纺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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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朱爱民,陈志华,张曙光,黄立勇,吉利梅
项目简介&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3南通市苏中纺织有限公司开发的#放热保暖针织面料$利用放热纤维水溶
性维伦制作的二层结构纱线%再制成具有保暖结构的针织面料& 选用咖啡炭纤维混纺面料从纤维原料,

纱线结构,织物结构和后整理四个途径中进行提高%从纤维形态,纤维回潮率,功能性纤维和导热系数等
几个方面选择较适合的纤维原料)根据纱线线密度,纱线捻系数,成纱结构三个方面决定纱线结构)从经
纬密度和织物组织结构两个方面确定织物结构)通过远红外陶瓷微粉整理剂,吸湿发热整理剂,蓄热整
理剂等整理剂的后整理来提高保暖性%它利用吸湿放热纤维,二层结构纱线在一定条件下自行放出热
量%并阻止热量流失的特性%结合针织物保暖组织结构从而达到更好的保暖效果& 产品具有优良的吸湿
放热性,保暖性%轻质性,抗静电性%符合人们在较冷的天气里告别以往的臃肿%追求轻薄,舒适和时尚的
需求%实现了科技,功能与时尚的完美结合&

技术性能指标1

$0吸湿放热性1最大温升a-=-R,'#2<8平均温升"=$R)

"0保暖率1 a$-+)

'0重量减轻率1针织面料$- 0'#+%机织面料/ 0$-+)

(0抗静电性半衰期1洗前&级%洗涤"#次以后达到*级&

主要创新点&

$,优选纤维结合合理的设计工艺%发挥各纤维本身性能%纺出优质二层结构纱& 将具有保暖功能纤
维制作成双层结构保暖纱%以吸湿放热的咖啡碳纤维与莫代尔,高收缩腈纶混合作为外层%水溶性维纶
作为芯层制成混纺纱%采用双层结构组织/针织物双罗纹组织,机织物双层组织,重组织0等方法%使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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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达到多重保暖功能效果&

",项目对原料配比,并条工艺,细纱工艺,织造工艺进行优化设计%经后整理制成双层结构保暖针织
面料和机织面料%严格控制混纺比例%保证纱线性能最佳/抗静电性,耐磨性,起毛起球,顶破强力,伸长
率,质量损失0& 采用了包芯纱技术制成包芯双层结构保暖纱线和膨体纱技术制成膨体双层结构保暖
纱线%提高纱线强度& 控制整理工艺%提高退维率%充分发挥双层结构保暖纱的特点%提高保暖性& 实现
了具有保暖性优良的面料织物开发%为吸湿放热纤维产品开发和应用开辟了新的途径&

本产品已实现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新一代棉纺智能数控环锭细纱机车头
获奖企业&江苏格罗瑞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学前东路/)%号/#.室
企业法人&葛陈鹏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葛陈鹏,陆惠文,谢春萍,高梯学,张永焱
项目简介&

江苏格罗瑞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新一代棉纺智能数控环锭细纱机车头专用稀土永磁新能源高
效同步直流电机%首创运用̀@L;集中控制单元实现对细纱机主轴,卷捻,前中后罗拉牵伸等-个电机实
现并联式同步控制软件和硬件系统开发%解决目前普遍采用多个控制器控制多个电机的同步协同问题
和伺服电机抗干扰问题%实现了抗干扰能力极强且稳定可靠细纱智能控制的同时大幅降低了实现智能
控制的成本构成%降低细纱机使用能耗/拥有十几项国家授权发明专利0& 它的成功推广%可以解决细
纱用工多,能耗大的瓶颈问题%为纺纱生产全流程连续化,数控化,智能化

在全行业大面积推广应用奠定基础&

主要创新点&

/$0运用直接母线控制技术%国内首创̀@L;集中控制单元实现对主轴,卷捻,前中后罗拉牵伸等-

个并联式同步控制系统%较好地解决高电压隔离%减少开关和信号连%系统稳定性高)各控制系统在恒速
和加减速运行中保持按比例精确控制%同步响应度高%抗干扰能力强&

/"0首家自主研发出细纱机专用稀土永磁电机%并将其用于细纱机的牵伸和卷捻的传动控制%与传
统的三相异步电机相比在整个负载变化范围内平均效率可高出)+ >$"+%节电效果十分明显%节能-

>)+)使用时运用主轴直连技术进行传动%减少传动路径%降耗" >'+以上)同时大大简化传动%节能'

>-+)合计节能$# >$-+%每年每一台细纱机可以节约电能$####度左右&

/'0首创实现了基于电子牵伸系统的计算机远程联网工艺输入与实时控制%电子牵伸中实时采样
锭子速度%由LBG控制前罗拉电动机转速和中后罗拉电动机转速跟随锭速而变化%可稳定张力并实现
各机台的数据,效率,产量,能耗等各性能监控)建立了数学模型%纺纱工艺参数如粗纱定量,细纱支数,

捻度,锭速,牵伸分配等可通过触摸屏直接输入并监控%通过自主研发的物联网D?C系统%可以计算机
远程联网输入工艺并实时控制&

本产品目前已实现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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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项目名称&羊毛3阳离子可染涤纶一浴法染色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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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法人&黄庄芳容
技术水平&专利1"#$%#%"/)"$="

主要研发人员&吴金玲,左凯杰,侯丽丽,马方方,陈佳
项目简介&

常州旭荣针织印染有限公司开发的羊毛,低温阳离子可染涤纶混纺%提高了纱线的力学性能%使纱
线的断裂强度得到提升%断裂延伸率得到改善& 采用羊毛3低温阳离子可染涤纶混纺纱织成的针织面
料%具有羊毛优良的保暖性能及品质同时具备涤纶的高强度及保形性,不易褶皱,牢固耐磨等特点& 面
料与同规格普通涤纶纤维,羊毛混纺织成的面料相比%手感柔软%对羊毛损伤小%同时低温阳离子可染涤
纶回潮率达到$="+%是普通涤纶的'倍%具有天然的抗静电功能& 工艺采用阳离子染料与酸性染料一
浴一步法染色%为高效短流程染色工艺%相对于传统工艺节水''='+%节时"/='+%节能减排效益显著&

成品面料具有良好的缩率与扭力%同时摩擦牢度,水洗牢度达(级以上%满足服用性能要求&

主要创新点&

$=聚酯纤维采用低温阳离子可染涤纶%在%- >$##R条件下染色%降低了常规涤纶高温染色对于羊
毛强力的损伤)

"=通过工艺设计%采用合理的工艺及技术手段%实现阳离子染料,酸性染料对于低温阳离子可染涤
纶,羊毛的同浴同步染色%缩短工艺流程%节水''='+%节时"/='+%节能减排效益显著&

'=低温阳离子可染涤纶回潮率高%故本面料具有天然的抗静电功能&

本产品销售金额$-.-万元%利税'((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婴幼儿全真丝素绉缎被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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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道明,陈松,周良军,戴家雨,张婷
项目简介&

江苏苏丝丝绸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该产品面料经线为"根"#3""4无捻白厂丝,纬线为'根"#3

""4加有".##;3"C,"7的白厂丝& 在加工制造中优化织造,印染工艺和花型设计%采用高速剑杆织机织
造%活性染料,数码印花技术和童趣,喜庆花型设计等& 该产品被面和被里均为$%姆米全真丝素绉缎面
料%缎面亮丽高贵%手感滑爽%富有弹性%组织密实)童趣图案&

性能指标1异味1无)LA值1.=-)甲醛含量1未检出)纤维含量1桑蚕丝$##+

主要创新点&

$,采用"#3""4白厂丝作为原料%经线密度为$"%-根3$#J2%纬线密度为(%#根3$#J2,经线组合为
"根"#3""4无捻白厂丝,纬线组合为' 根"#3""4加有".##;3"C,"7的白厂丝织造成$% 姆米的素

..".



!

科技创新
!江苏纺织学会通讯" "#"#年第$期!

绉缎&

",对全真丝面料进行活性印染%一面用活性墨水进行直喷,蒸化,水洗的数码印花技术印成儿童欢
乐的图案%另一面用活性染料染色成喜庆的红色&

',将全真丝素绉缎面料经过人工裁剪和缝制%做成$(#

#

$$#J2尺寸制作成婴幼儿全真丝素绉缎
被套/被面和被里均为全真丝素绉缎面料0%被套内四角采用(对真丝带子固定被子四角%被套入口处
长度为-#J2%用'对真丝带子固定被子使之不滑出%取代传统的拉链以免对儿童造成伤害& 面料上印
有百子卡通图案以满足儿童的好奇心& 根据不同客户的需要%婴幼儿全真丝素绉缎被套单独销售%也可
以婴幼儿全真丝素绉缎被套和公司生产的全真丝儿童桑蚕丝被两样组合销售& 婴幼儿全真丝素绉缎被
套的质量可以达到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 >"#$-标准要求&

(,该产品为婴幼儿床上用品%被面和被里均为全真丝素绉缎面料%缎面亮丽高贵%手感滑爽%富有弹
性%组织密实)此外%视觉上有很自然的光泽和新颖的儿童图案%触觉上手感柔滑,细腻%不会有毛糙的
感觉&

本产品销售金额$#)#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幼童用踢被智能示警蚕丝被
获奖企业&苏州太湖雪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震泽镇'$)国道"(")号太湖雪公司
企业法人&胡毓芳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刘伟,黄阳阳,华英,赵中琦,杨慧
项目简介&

苏州太湖雪丝绸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幼童用踢被智能示警蚕丝被针对幼童自我控制能力和抵抗力
较弱%容易因踢被子引发感冒等疾病这一特定场景%开发出能够对踢被进行识别和示警的蚕丝被新产
品& 通过将微型传感器植入蚕丝被中%以蓝牙通讯方式广播温度数据%手机&LL读取数据后%利用踢被
温度变化逻辑判断模型进行分析%达到设定的逻辑判定条件后%在手机端发出声音和振动示警& 这种基
于温度数据变化规律建立踢被逻辑判断模型的方法%能够准确和有效的识别全踢被行为%且正常睡眠过
程中无误报警现象&

表$!产品技术性能指标
序号 技术指标 结果
$ 报警成功率 $##+

" 报警时间阈值下限
!

/2<8

' 报警时间阈值偏差 延时
$

'2<8

( 误报警现象 无

注#报警成功率的测试条件为时间阈值
!

/2<8$最大不超过'#2<8%&踢被情况为全部踢掉被子'

主要创新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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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开发出一种能对儿童踢被进行监测,判断和示警的智能蚕丝被新产品%填补市场空白)

/"0建立踢被温度变化逻辑判断模型识别和判断踢被行为%避免了正常睡眠过程中误报警现象&

/'0实现报警端与产品端相分离%有效避免报警声对儿童睡眠的影响)

/(0报警时间间隔可在一定范围内调节%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获奖项目名称&原液着色聚酰亚胺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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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爱民,陈志华,张曙光,黄立勇,吉利梅
项目简介&

江苏奥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原液着色聚酰亚胺纤维具有阻燃,隔热,耐高温等优异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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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防护材料及结构复合材料等产业对材料颜色的特定需求%原液着色聚酰亚胺纤维的规模化生产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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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纤维断裂强度
!

'=)J13\cOd%断裂伸长率$# >'#+%极限氧指数'# >'-%色牢度( >

-级&

主要创新点&

项目采用原液着色技术和干法反应纺工艺纺制原液着色聚酰亚胺纤维的技术路线具有显著的创新
性& 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创新点1

聚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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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纺速下纤维成型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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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液聚酰亚胺纤维后处理生产工艺与整线控制技术)高效原液聚酰亚胺纤维牵伸>环化一
体化关键设备成套技术&

本产品已实现销售$##万元%利润"#万元&

获奖项目名称&真丝剪纸$真丝彩绘#真丝彩绘套色%

获奖企业&金国荣/真丝0剪纸工作室
企业地址&苏州市南环新村/幢"$#"室
企业法人&金国荣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金国荣
项目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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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国荣/真丝0剪纸工作室创作的真丝剪纸/真丝彩绘,真丝彩绘套色0利用传统剪纸工艺%开发真
丝剪纸类产品%丰富丝绸产品品种& 解决真丝剪纸新产品在开发中的各种技术难题%为新产品产业化奠
定基础%在新产品技术开发的基础上%完成一定量的真丝剪纸丝绸新产品数量&

主要技术指标达到1

$,基料1$##+真丝绸
",耐光色牢度1

"

(级
',彩绘套色1

#

.只
(,线条流畅性1自然平整%无毛刺
主要创新点&

$,真丝剪纸的色牢度,手感和质量都要优于目前的剪纸材质%在诠释真丝剪纸艺术和美感的同时%

也使其具有更强的日用优越性%真丝剪纸不易退色%保存年份长等特点&

",剪纸花样色彩与五彩缤纷的真丝面料有着相似类型& 剪纸通常是以红色为主%给人鲜艳夺目,喜
庆的视觉效果%观赏性高%因为使用广泛& 而真丝剪纸艺术因其独特的风格往往给人以简洁,精致而又
惊艳夺目之感%剪纸独有的镂空效果在面料上可以呈现出特殊的肌理效果%

',改变了传统剪纸结构单一的形式& 真丝剪纸能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时代在前进%艺术在发展&

多元的社会%多层次的人们%对于剪纸艺术的要求也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 追求新的美的是人的
共性%社会呼唤剪纸艺术家们创作出新的民俗剪纸作品来& 而剪纸与真丝的完美结合的出现正是适应
了这种新时代的需求&

将剪纸艺术与真丝面料的完美结合%是将剪纸美学元素由单纯的纸制品升华为高贵的真丝剪%使剪
纸发展有了新的形式与载体)同时为传统民族特色也增加了亲切度,美感度,和新鲜度%为真丝拓展提供
了新的灵感源泉&

获奖项目名称&智能化C >ENPP无级调压均匀辊热轧机
获奖企业&博路威机械江苏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省江阴市璜土工业区小湖路$%号
企业法人&沈宏伟
技术水平&经查新未见报道
主要研发人员&沈宏伟,吕槐,陶冬冬,林兴,耿超群
项目简介&

博路威机械江苏有限公司针对国内非织造布行业用热轧机的主要瓶颈问题#高温度$,#高速度$,

#高线压力$及#线压力均匀一致性$%凭借多年来在C >ENPP无级调压均匀辊的研究和积累%开拓了#智
能化C >ENPP无级调压均匀辊热轧机项目$在非织造布领域的应用市场& 新产品已在浙江华银非织造
布有限公司,扬州荣伟无纺布有限公司,武汉永强化纤有限公司,浙江恒月新材料有限公司等客户获得
推广和成功应用&

主要创新点&

$,创新使用无级调压均匀热轧辊技术%涉及无级调压均匀热轧辊/专利号17B"#$) " $/#)"(.(0等
多种专利%辊面整个幅宽范围内实现均匀一致的线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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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使用轧光机液压恒压控制系统技术/专利号17B"#$$ " #$.#/$/=(0%使液压系统的压力波动
被控制在e#=$DLW范围内%有效实现整台设备的压力稳定性&

',创新使用压差调节器控制液压油缸压力与无级调压均匀辊内压的智能调节与控制%涉及专利膜
片阀/专利号17B"#$) " $/$).-#K0& 创新采用采用端面密封与侧面密封结合形式对无级调压热轧辊
的密%涉及专利1无级调压均匀辊的端封装置/专利号申请号17B"#$) " $/$-/.)/0%通过密封件的创新
选材%实现高温下的密封不泄漏%保障了高温及无级调压的性能&

(,创新采用6型三辊结构%涉及专利无级调压均匀辊热轧辊的端部支撑组件/专利号17B"#$) "

$/#)"()'0和热轧辊的驱动装置/专利号17B"#$) " $/$).'$/0& 可使运行速度在.##232<8以上时稳
定运行&

-,创新实现在线测量的闭环控制&

本项目已实现销售")%#万%利税""-万&

"#$%年度江苏纺织学术论文获奖名单

一等奖
$,*基于染料掺杂型液晶微胶囊的电刺激响应智能纺织品设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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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

&

盛明非$%"

!张丽平$%"

!付少海$%"

",*皮芯型A4L?3L&.长丝夏凉盖毯的开发及其黄变测试方法的建立+

/江苏金太阳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胡青青!陈红霞!肖俐
&&&&&&&&&&&&&&&

',*网络定制男西服生产流水线的模块化设计+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0杨艳!赵维强!何少锋!费月华!强宝珠!蒋水平!范敏
&&&&&

二等奖
$,*"#$)年南通纺织行业总体运行情况分析+ /南通市纺织工业协会0金鑫

&&&&&&&&&&&

",*?KG?B在外贸管理中的应用+

/江苏省纺织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0周仪!华桂英!肖婷婷!任癑
&&&&&&&&&&&&&

',*5$型连续烫光机在毛精纺织物整理中的应用+ /华芳集团毛纺织染有限公司0蔡建祥
&&&&&

(,*fO8cN8法降解废弃聚乙烯醇面料的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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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张癑!朱高峰!葛明桥
&&&

-,*AEL酶促丝胶自交联及其膜材料的制备+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0胡浩然!何敏!王平!余圆圆!袁久刚!王强
&&&&

.,*LA响应变色水性聚氨酯高分子染料合成及性能+

/盐城工学院$

)纺织服装学院"

0封丹!王伟!高柚昕!张悦!吴瑞!冒海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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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D纤维表面接枝无机粉体改性研究+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0

&&&&&

梁芳华"

!魏发云$

!张伟"

!阳知乾'

),*L;5?针刺过滤材料粉煤灰整理工艺及制品性能研究+

/南通新绿叶非织造布有限公司$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0

&&&&&&&&&&&&&&&

汤大宁$

!刘树森"

!王洪云$

!李素英"

%,*QdGNMC核壳结构纳米晶体g多孔道碳纤维材料的制备及电解水性能研究+

/苏州大学0何鸿?!王萍
&&&&&&&&&&&&&&&&&&&&&&&&&&&&&&

$#,*

+

>环糊精/

+

>G40对棉织物的接枝消臭整理+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

李梦遥$

!韦苏娟$

!朱楠$

!张瑞萍$

!倪张根"

$$,*氨基蒽醌聚氨酯紫色微球粒径调控及形貌+

/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南大学0贾济如!王腾飞!李心祥!殷允杰!王潮霞
&&&&&

$",*氨基改性纳米C<9"接枝棉织物的防紫外超疏水整理+

/南通大学0张广宇!肖瑶!刘树森!王道!顾闻彦
&&&&&&&&&&&&&&&&&&&

$',*表面沉积铜纳米颗粒的细菌纤维素壳聚糖交联复合膜的制备及其抗菌性能研究+

/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南大学0

$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0

&&&&&&&&&&&

沈慧颖$

!庄粟裕$

!曹秀明"

!王清清"

$(,*槽筒轴E曲线加工设备方案研究+

/无锡宏源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张洪琪!高文江!薛青
&&&&&&&&&&&&&&&&

$-,*茶多酚对涤纶织物的抗菌消臭整理研究+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

0

&&&&&

韦苏娟$

!戴悦$

!李梅'

!王康$

!张瑞萍$

!倪张根"

$.,*串联式细纱机短车集落改造技术探讨及应用效果分析+

/南通双弘纺织有限公司$

)南通宏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0吉宜军$

!夏春明$

!吕兴明"

!李斌"

&

$/,*醋青保暖抗菌止痒弹力机织面料的开发与生产+

/南通纺织丝绸产业技术研究院$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0居海滨$

!陈志华"

&&&&&&&&

$),*大直径软胶辊的细纱牵伸元件配制及其应用效果+

/金轮针布/江苏0有限公司0魏艳红
&&&&&&&&&&&&&&&&&&&&&&&&&&

$%,*浅谈单兵伪装服+

/江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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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镁硅三元阻燃棉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0樊崇辉!徐阳

&&&&&&&&&&&&&&&&&&

%%,硫化铜改性多孔纳米碳纤维的光热性能研究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0聂渡!刘树森!顾鹏斐!刘诺!戴家木!李素英

&&&&&&&&&

$##,麻纤维上浆工艺研究探索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0孙月玲!杨正华!王银生!蒋龙宇

&&&&&&&&&&&&&

$#$,棉3麻3毛混纺织物的超声波辅助生物酶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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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於琴!岳仕芳

&&&&&&&&

.#(.



!

学术成果
!江苏纺织学会通讯" "#"#年第$期!

$#",棉氨纶弹力色织布的免烫整理
/江苏君霖纺织科技有限公司0徐小评

&&&&&&&&&&&&&&&&&&&&&&&&&

$#',棉纺数字化车间的实践与探索
/江苏大生集团有限公司0张红梅

&&&&&&&&&&&&&&&&&&&&&&&&&&&

$#(,棉及其混纺织物的V̀14@?E酶漂环保前处理工艺
/江苏新瑞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武丰才

&&&&&&&&&&&&&&&&&&&&&&&&

$#-,棉芦荟改性粘胶纤维大提花家用纺织品的设计与开发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纺织服装学院0马顺彬!陈晨

&&&&&&&&&&&&&&&&&&

$#.,棉中空锦纶长丝包芯纱织物吸声性能研究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省先进纺织工程技术中心"

0

&&&&&&&&&&&&&&&&

洪杰$%"

!刘梅城$%"

!刘红梅$

!邢洪莉$

!王小芳$

$#/,棉苎麻混纺纱与黏胶彩点纱交织条子织物的设计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0马顺彬

&&&&&&&&&&&&&&&&&&&&&&&&&&&

$#),明胶3中空多孔纳米碳纤维复合水凝胶的制备及其成骨性能研究
/南通大学0刘树森!程冉!聂渡!黄怡雯!刘良玉!戴家木!李素英

&&&&&&&&&&&

$#%,莫代尔3涤纶长丝交织针织物横档原因分析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0魏艳红!苏旭中!刘新金!邹画眉!张洁

&&&&&&

$$#,貉毛纤维及其粗纺纱的开发
/江苏联宏纺织有限公司0李玉梅

&&&&&&&&&&&&&&&&&&&&&&&&&&&

$$$,牛奶纤维与大豆纤维基本性能比较
/江苏斯得福纺织股份有限公司0王华

&&&&&&&&&&&&&&&&&&&&&&&&&

$$",喷淋2静电除尘净化印染定型机废气工程实例
/常州旭荣针织印染有限公司0刘慧清!孙爱华!张春花

&&&&&&&&&&&&&&&&&

$$',铺层VOiPW_装甲材料的制备及力学性能研究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江苏百护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0

&&&&&&&&&&&&&&&&&

张婷婷$

!郑建华$

!田鹭新$

!曹海建$

!钟崇岩"

!黄晓梅$

$$(,蒲公英纤维的染色性能研究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0黄雪红!李淑华!李想

&&&&&&&&&&&&&&&&&&&&

$$-,浅谈涤纶复合丝GQ$%-- $%-\cOd3%.f工艺
/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0朱瑞清

&&&&&&&&&&&&&&&&&&&&&&&&&

$$.,茜草色素在真丝织物上染色性能的研究
/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0张驰!王祥荣

&&&&&&&&&&&&&&&&&&&&

$$/,全成形平肩袖毛衫袖身连接工艺分段设计
/江南大学教育部针织技术工程研究中心0陈曦!缪旭红!牛丽!韩晓雪!蒋高明

&&&&&&

$$),热能回收2节能降耗的有效途径
/无锡四棉纺织有限公司0徐坚心

&&&&&&&&&&&&&&&&&&&&&&&&&&&

$$%,溶液UA值和;<9"浓度对直接蓝$-染料光催化降解的影响

.$(.



!

学术成果
!江苏纺织学会通讯" "#"#年第$期!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0张俊!姚平!许磊!陶然
&&&&&&&&&&&&&&&&&&&

$"#,熔体直纺546)'\cOd3'.f中空丝生产工艺探讨
/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0洪鹏飞

&&&&&&&&&&&&&&&&&&&&&&&&&

$"$,赛络纺纱加工过程中辅助装置的设计与开发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大学现代丝绸国家工程实验室")江苏悦达家纺有限公司'

0

&&

赵磊$%"

!杜梅$

!蔡莉莉'

!刘华$

$"",纱线染色过程中节能减排工艺的探讨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0卞晓云!潘金留

&&&&&&&&&&&&&&&&&&&&&

$"',深海复合材料圆柱耐压壳力学性能的研究进展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0

&&&&&&&&&&&&&&&&&&&

王晓旭$

!张典堂$

!钱坤$

!王莹莹"

!刘涛"

$"(,生物可降解防雾霾纳米滤芯及其口罩的开发与生产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大学现代丝绸国家工程实验室"

0

&&&&&&&&&&&&&&

张圣忠$

!赵磊$%"

!陈贵翠$%"

!周红涛$

$"-,湿法纺丝技术制备纤维状锌空气电池阳极及其性能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

0

&&&&&&&&&&&&&&&&&&&&

李晓强$%"

!张家琳$

!王纪冬$

!喻颖$

!张楚莹$

!高德康"

$".,数字化时代运动品牌跨界营销模式研究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0孙?!沈雷

&&&&&&&&&&&&&&&&&&&&&&&&&

$"/,双面珠地网眼超细无尘擦拭布
/江苏省纺织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0涂平莲!陈兰

&&&&&&&&&&&&&&&&&&&&

$"),双针床经编单贾卡鞋材提花新工艺探讨
/江南大学教育部针织技术工程研究中心0程茜!夏风林!张燕婷!张琦!魏莉

&&&&&&&

$"%,水杨酸接枝改性端氨基超支化有机硅的合成及应用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0管永华!王海峰!张晓玲!边振浩!陈颖!徐锦锦

&&&&&&&&

$'#,四罗拉集聚纺纱系统三维流场的模拟与分析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0钱成!刘燕卿!刘新金!谢春萍!徐伯俊

&&&&&&

$'$,酸性染料染色真丝绸的剥色技术探究
/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0孔昱萤!关晋平!吴家宝!吕仲

&&&&&&&&&&&&&

$'",碳纤维复合材料在机械手臂中的应用
/连云港鹰游纺机集团有限公司0王娣!朱龙超!韩鸿鹄!张斯纬

&&&&&&&&&&&&&

$'',碳纤维在航标上的应用与研究
/连云港神鹰碳纤维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连云港鹰游纺机集团有限公司")

&&&&&&&

连云港神鹰碳纤维自行车有限责任公司'

0

尚武林$

!朱龙超$

!王娣"

!龙浩$

!罗明丰$

!周恒香'

$'(,提高锦纶.长丝条干均匀度的探讨与实践
/江苏文凤化纤集团有限公司0章再稳!冯孝林

&&&&&&&&&&&&&&&&&&&&&

."(.



!

学术成果
!江苏纺织学会通讯" "#"#年第$期!

$'-,天然染料纺织品的性能检测与分析
/国家丝绸及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苏州市纤维检验所")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0

&&

张蓉$

!虞琳"

!陆涛'

$'.,天丝牛仔染浆联合生产工艺及其控制
/黑牡丹纺织有限公司0董明明

&&&&&&&&&&&&&&&&&&&&&&&&&&&&

$'/,天丝织物的阻燃抗紫外线多功能整理
/南通大学0徐爱玲!马煜!程晓红!王春梅

&&&&&&&&&&&&&&&&&&&&&&

$'),筒子纱冷堆前处理的研究
/江苏君霖纺织科技有限公司0邹娟娟

&&&&&&&&&&&&&&&&&&&&&&&&&

$'%,纬编提花鞋面材料生产技术与发展趋势
/江南大学教育部针织技术工程研究中心0梁佳璐!刘博!丛洪莲

&&&&&&&&&&&&&

$(#,吸湿快干的速爽针织面料的研制
/东丽酒伊织染/南通0有限公司0秦兆琼!王正球!黄春燕

&&&&&&&&&&&&&&&&

$($,细观三维编织复合材料横向冲击响应及破坏机理
/苏州大学0檀伟

&&&&&&&&&&&&&&&&&&&&&&&&&&&&&&&&&&

$(",细纱单锭检测及粗纱停喂装置的使用和注意事项
/苏州震纶棉纺有限公司0吴建坤

&&&&&&&&&&&&&&&&&&&&&&&&&&&

$(',细纱机短车集落改造结构及应用效果分析
/江阴市华方智能纺机装备有限公司0沈宏

&&&&&&&&&&&&&&&&&&&&&&&

$((,细纱集落改造形式选择与使用实践
/南通华强布业有限公司0卞童!彭长根

&&&&&&&&&&&&&&&&&&&&&&&&

$(-,纺纱节能改造案例分析
/南通双弘纺织有限公司0吉宜军!邵国东!崔益怀!吉远清!夏春明

&&&&&&&&&&&

$(.,细特高密宽幅芦荟改性粘胶纤维大提花家纺面料的设计与生产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0马顺彬

&&&&&&&&&&&&&&&&&&&&&&&&&&&

$(/,细特高密竹纤维大提花家纺织物的开发
/吴江福华织造有限公司0裴玲

&&&&&&&&&&&&&&&&&&&&&&&&&&&&

$(),细支高密粘纤府绸的生产技术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0蔡永东

&&&&&&&&&&&&&&&&&&&&&&&&&&&

$(%,线性双端环氧基5*>(-#聚醚硅氧烷的合成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0段志豪!徐杨!高艳娥!管永华!王海峰

&&&&&&&&&&&&

$-#,相变微胶囊的制备及其在调温织物中的应用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0蔡以兵!王委委

&&&&&&&&&&&&&&&&&

$-$,校服发展综述及优化建议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0赵鑫玉!沈雷

&&&&&&&&&&&&&&&&&&&&&&&&

$-",新零售模式下服装品牌转型升级趋势研究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0沈雷!牛思佳

&&&&&&&&&&&&&&&&&&&&&&&&

.'(.



!

学术成果
!江苏纺织学会通讯" "#"#年第$期!

$-',新型防静电屏蔽;恤类服装的研发
/江苏省纺织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0华桂英!涂平莲!华伟杰!陈兰

&&&&&&&&&&&&

$-(,新型花式波浪纱的开发与应用
/无锡市恒久电器技术有限公司0周济恒

&&&&&&&&&&&&&&&&&&&&&&&&

$--,玄武岩包芯织物的制备及吸声性能研究
/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0李敏!刘基宏

&&&&&&&&&&&&&&&&&&&&&&

$-.,玄武岩纤维的表面改性及界面效应研究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0曾瑶!俞科静!钱坤

&&&&&&&&&&&&&&&

$-/,羊毛织物的高保形易护理整理技术
/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0

$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0

&&&

商显芹$%"

!王强$

$-),羊毛织物酶法与化学法防毡缩整理效果比较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0王玉霞!王强!余圆圆!袁久刚!王平

&&&&&&&

$-%,羊绒织物与毛绒织物的洗水工艺对比研究
/江苏联宏纺织有限公司0陆翠玲

&&&&&&&&&&&&&&&&&&&&&&&&&&&

$.#,一种新型纱线线密度检测装置的设计与改造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纺织服装学院$

)

&&&&&&&&&&&&&&&&&&&&&&&&

江苏省生态纺织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盐城市纤维检验所'

0

黄素平$%"

!赵磊$%"

!姚桂香$%"

!郝姗姗'

$.$,易去污吸湿排汗针织面料的制备
/东源纺织科技实业有限公司0董涛涛!尹巍巍

&&&&&&&&&&&&&&&&&&&&&

$.",影响&D-''条干不匀率因数的探讨
/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0邵志鹏

&&&&&&&&&&&&&&&&&&&&&&&&&

$.',应用遗传算法优化@WhN_滤波器的机织物疵点检测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0周文明!周建!潘如如

&&&&&&&&&&&&&&&&&&&&

$.(,羽毛绒蓬松度试验方法分析
/南京海关纺织工业产品检测中心0赖淦珠!马芳!刘丹

&&&&&&&&&&&&&&&&&

$.-,预处理亚麻纱线浆料配方选配
/江南大学纺织技术研究所0高一传!曹新伟!刘建立!高卫东

&&&&&&&&&&&&&&

$..,载药LB@&纳米纤维的制备及性能
/南通大学0安琪!付译軻

&&&&&&&&&&&&&&&&&&&&&&&&&&&&&&

$./,在线近红外光谱分析系统在纤维生产中的应用
/江苏奥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0朱贵澎!唐行龙!陈斌!王欢

&&&&&&&&&&&&&&

$.),针对颈椎疾病的坐姿监测及理疗内衣设计可行性研究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0裴嘉晖!薛哲彬!沈雷

&&&&&&&&&&&&&&

$.%,真丝3棉混纺纱线的染整处理工艺
/吴江福华织造有限公司0龙凤清

&&&&&&&&&&&&&&&&&&&&&&&&&&&

.((.



!

学术成果
!江苏纺织学会通讯" "#"#年第$期!

$/#,蒸汽闪爆对废弃山羊毛的结构及性能影响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0贾菲!王露!侯秀良

&&&&&&&&&&&&&&&

$/$,整经机经轴上落运输机器人设计研究
/江阴四星鶨泉机械有限公司0冯锡良

&&&&&&&&&&&&&&&&&&&&&&&&&

$/",织物电极监测心电信号与穿戴压力作用机制分析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0董科!张玲!范佳璇!李梦婕!梅琳!肖学良

&&&&

$/',织物结构对玄武岩织物环氧树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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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樊凯!卢雪峰!钱坤

&&&&&&&&&&&&&&&

$/(,织物热湿舒适性影响因素及评价方法
/苏州大学0李煜炜

&&&&&&&&&&&&&&&&&&&&&&&&&&&&&&&&&

$/-,织物褶皱多尺度灰度共生矩阵分析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0石康君!王静安!高卫东

&&&&&&&&&&&&&

$/.,植物染料在真丝织物上的染色性能探讨
/盛虹集团有限公司0吴学芬!吴建伟!金国平

&&&&&&&&&&&&&&&&&&&&&

$//,智慧能源管控在高端化纤行业的应用与发展探讨
/江苏奥神新材料有限公司0唐行龙

&&&&&&&&&&&&&&&&&&&&&&&&&&

$/),中药青黛对涤纶纤维的还原染色工艺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南通金仕达超微阻燃材料有限公司"

0

&&&&&&&&&&&&&&

王秋萍$

!韦苏娟$

!王康$

!张瑞萍$

!欧卫国"

!徐建华"

$/%,一种耐水洗枕芯洗涤性能的研究
/江苏斯得福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纺织工业协会"

0卞晨霞$

!金鑫"

&&&&&&&&&&&

$)#,竹红菌素>L/DD&>JN>D&&0纳米纤维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南大学0

$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0

&&&&&&&&&&&

王婷婷$

!刘梁$

!曹秀明"

!王清清$%"

$)$,竹浆纤维色织衬衫面料的设计生产及其款式设计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0何俊!马顺彬

&&&&&&&&&&&&&&&&&&&&&&&&

$)",紫外光还原氧化石墨烯腈纶织物抗静电性能
/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0凡力华!宋伟华!王潮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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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风采
!江苏纺织学会通讯" "#"#年第$期!

我省荣获!省部级以上荣誉"部分纺织杰出人物
#按音序排列$

"#$%年是江苏纺织人兢兢业业%砥砺前行的一年%涌现了一大批表现突出的先进人物%现刊登部分
荣获#省部级以上荣誉$纺织杰出人物&

储呈平!!鑫缘茧丝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颁发的科技创新创业人才&

戴!俊!!江苏悦达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年荣获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国优秀纺织企业家称号&

付少海!!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年荣获中国纺织工程学会颁发的纺织学术带头人&

高卫东!!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年荣获中国纺织工程学会颁发的纺织学术大奖&

王士华!!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年荣获国务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贴)荣获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授予的中国纺织行
业专利优秀奖)获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和中国纺织军民两用技术.东方时尚创新发展
基金授予的"#$%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纺织行业军民两用技术突出创新成果&

张国良!!连云港鹰游纺机集团有限公司
"#$%年荣获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颁发的科学技术奖特别贡献奖/桑麻学者0&

张月平!!卓郎/常州0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年荣获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江苏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江苏省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江苏省科学技术厅颁发的#江苏省科技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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