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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发展部

编 写 说 明
为了推进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实施《建设纺织强国纲要
（2011-2020）》和《纺织工业“十三五”科技进步纲要》，促进高校
科技成果向纺织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发展部、
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和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面向全国高校、二级
学院及高校科研机构组织征集了一批已完成小试、中试和具有产业化前
景的合作项目，在去年成功发布《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目录》和
及《汇编》的基础上，编发《“纺织之光”2016-2017 年度全国高校纺
织科技合作推介目录》和《汇编》（第二批）。
我们希望通过《“纺织之光” 2016-2017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
合作推介目录》和《“纺织之光” 2016-2017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
合作项目汇编》（第二批）的发布，能够让更多的纺织企业及时了解高
校和科研机构的最新研究动态，促进高校和纺织产业集群、纺织企业间
的合作，更好地推进纺织科技强国建设。

中纺联科函 [2017] 6 号

关于发布《“纺织之光”2016/2017 年度
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目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了推进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实施《建设纺织强
国纲要（2011-2020）》和《纺织工业“十三五”科技进步纲要》，
促进高校科技成果向纺织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加强高校和纺织产
业集群、纺织企业间的合作，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发展部、
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和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在全国高校范
围内组织征集了 44 项已完成小试、中试和具有产业化前景的合
作项目，列入《“纺织之光”2016-2017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
合作推介项目目录》，现予以发布，为我国广大纺织企业创业和

《“纺织之光”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项目汇编》与《“纺织之光”
纺织行业新技术（成果）推广项目汇编》为姐妹篇，二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本《汇编》的编写得到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纺织之光科技教育
基金会、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大力支持，由于时间紧迫，难免有许多不足

创新提供技术支撑和服务。
附件：“纺织之光”2016-2017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
项目目录

和待完善之处，谨请提出批评指正。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发展部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发展部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日

二零一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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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纺织之光”2016-2017 年度
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目录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2016/2017GXHZ-001 聚酯缩聚用新型钛系纳米催化剂的开发

东华大学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6/2017GXHZ-023 低湿度低上浆率条件下织造技术研究与应用

西安工程大学

2016/2017GXHZ-002 气泡静电纺技术生产纳米纤维膜

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

2016/2017GXHZ-024 半糊化上浆技术

西安工程大学

2016/2017GXHZ-003 基于数码分层组合模式的提花结构研究与产品开发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
2016/2017GXHZ-004

超细异形腈纶 / 真丝纺织品的关键技术研究与产品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
开发

2016/2017GXHZ-005 梭织变色防伪商标技术研究
2016/2017GXHZ-006

浙江理工大学

新型无机抗菌材料及其在棉织物上的抗菌整理工艺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
的研究

2016/2017GXHZ-007 天然纤维织物的低尿素活性染料印花技术

2016/2017GXHZ-025

高性能耐高温聚苯硫醚熔喷超细纤维非织造过滤材
天津工业大学纺织学院
料制备技术

2016/2017GXHZ-026 柔性氧化铝超细纤维关键制备技术及应用研究

天津工业大学纺织学院

2016/2017GXHZ-027 舒适环保系列非织造专用鞋材的研究与开发

天津工业大学纺织学院

2016/2017GXHZ-028 管道修复用管状纺织复合材料的研究

天津工业大学纺织学院

2016/2017GXHZ-029 高性能纤维立体织物的研发

天津工业大学复合材料研究所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
2016/2017GXHZ-030 三维纺织复合材料单面缝合机器人系统

天津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高效低阻微纳复合高通量柔性聚乳酸（PLA）熔喷
2016/2017GXHZ-008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
过滤材料的研发

2016/2017GXHZ-031 千吨规模纤维级和膜级聚苯硫醚合成和产品开发

天津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6/2017GXHZ-009 竹纤维的可控不饱和改性及其复合材料的应用研究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

2016/2017GXHZ-032 天然羽绒絮片开发

青岛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2016/2017GXHZ-010 多光色夜光纤维制备及其产品的研发

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

2016/2017GXHZ-033 湿法纺粘非织造布的开发

青岛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2016/2017GXHZ-011 高效导入式免穿集绪器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

2016/2017GXHZ-034 多元功能石墨烯复合纤维及功能纺织品研发

青岛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2016/2017GXHZ-012 多总线架构的数字驱动一体式圆纬机控制系统

浙江理工大学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

2016/2017GXHZ-035 基于电磁屏蔽衬的电磁防护服装开发

青岛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2016/2017GXHZ-013 全电脑横机控制系统

浙江理工大学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

2016/2017GXHZ-014 中高端系列化永磁交流伺服驱动器

浙江理工大学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

2016/2017GXHZ-015 双膜法废水深度处理与资源化技术

浙江理工大学理学院

2016/2017GXHZ-016 难降解有机废水纳米光电催化降解技术与应用

浙江理工大学理学院

2016/2017GXHZ-017 柔性高性能超电容储能器件研究和应用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

2016/2017GXHZ-018 织物湿度实时智能在线检测系统研究与应用

西安工程大学陕西省纺织印染自动化技
术工程研究中心

2016/2017GXHZ-019

一种采用钛酸四丁酯和活性染料对棉纤维改性染色
西安工程大学
的方法

2016/2017GXHZ-020 五功位电脑提花圆机
2016/2017GXHZ-021

2016/2017GXHZ-036

粒径均一乳液、微球微囊制备技术在纺织抗菌抑菌
中国科学院大学生化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涂层材料中的应用研究

2016/2017GXHZ-037 可体内降解快速止血材料开发

西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2016/2017GXHZ-038 虚拟服装设计展示系统

江西服装学院

2016/2017GXHZ-039 生态抗菌纤维的制取工艺

江西服装学院

2016/2017GXHZ-040 柞树 / 板栗树染料的制备及应用技术研究

辽东学院省功能纺织材料重点实验室

2016/2017GXHZ-041 柞蚕丝快速脱胶漂白一浴法工艺

辽东学院省功能纺织材料重点实验室

2016/2017GXHZ-042 氨基酸 / 纳米银抗菌保健整理棉织物开发

辽东学院省功能纺织材料重点实验室

2016/2017GXHZ-043 智能无纸创画技术

广西科技职业学院

2016/2017GXHZ-044 服装专业理实一体化教学实训机

广西科技职业学院

西安工程大学

立管间接蒸发 + 靶式喷嘴复合空调机组开发与应
西安工程大学
用研究

2016/2017GXHZ-022 电脑横机电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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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聚酯缩聚用新型钛系纳米催化剂的开发

聚酯树脂及其材料（纤维 / 塑料 / 薄膜等）的生产加工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

传统的针头静电纺丝技术如果用于批量生产，需要布置几万根甚至更多的针头，

目前该领域存在两大难题：1）PET 合成用重金属锑系催化剂的替代；2）PBT 生产加

但由于带电射流之间电荷的相互干扰以及喷头间电场的相互干扰使得有些喷头失去纺

工中钛系催化剂（钛酸正丁酯）的水解问题。

丝功能，一旦停电或需要调试，针头会被堵塞，针头损失大，更换过程复杂，而气泡

绿色环保、人体安全的钛系催化剂为研究重点和热点。本项目已自主开发了单组

纺丝方法基于气泡动力学在纺丝溶液液面形成均匀的、破碎频率稳定的球形气泡，极

分微纳尺度片状钛系聚酯催化剂（NS-Ti- Catalyst）及其应用技术（专利授权号：

大提高了纳米纤维生产的可控性与效率，不仅有利于深入分析气泡破碎、射流运动、

ZL201310002137.6）。

纤维成形的机理，而且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气泡静电纺技术可在很小的范围内产生

2）热水处理结构不变化，耐水解稳定性优异；3）纳米尺度，尺寸可控且在乙二醇等
醇类物质中分散性好；4）酯缩聚催化活性高且可控，PET 树脂色相与中石化系统钛
系催化剂相当，PBT 树脂（20L 反应釜）优于生产装置。

很多微小的气泡，工艺过程简单，操作方便，便于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质量，适
合于自动化大批量生产。

已获资质
获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中国膜行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和中国轻

已获资质

工业联合会技术发明奖三等奖；获授权专利 35 项。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核心 1 件及相关 5 件）

研发阶段

研发阶段

2016-2017GXHZ-002

2016-2017GXHZ-001

其特点如下：1）生产成本低，通用原料，通用化工设备和工艺流程，能源消耗低；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项目编号

项目编号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气泡静电纺技术生产纳米纤维膜

批量生产

小试阶段

合作意向

合作意向

1、合作研究； 2、产业化生产；3、技术转让。

1、共同开发；2、进行产业化试验；3、技术转让。

项目单位： 东华大学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
地   址： 上海松江区人民北路 2999 号东华大学材料楼 c402 邮编：201620

项目单位： 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

负 责 人： 孙

地   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仁爱路 199 号 邮编：215123

宾

手   机： 13918199745

负 责 人： 何吉欢

电   话： 021-67792849

手   机： 13913152427

邮   箱： sunbin@dhu.edu.cn

邮   箱： hejihuan@suda.edu.cn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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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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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基于数码分层组合模式的提花结构研究与产品开发

超细异形腈纶 / 真丝纺织品的关键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

本项目研究国际领先的数码化设计技术，采用数码化分层组合设计技术和变化组

本项目全面研究 dralon 超细异形腈纶纤维和真丝等纤维在高档衬衫、休闲服面

合结构的方法，将数码图像显色技术、数码分层印花技术以及数码织花全显色交织技

料中的复合应用技术，确定最优化复合技术路线以及 dralon 超细异形腈纶混纺面料

术完美结合，应用本项目专利技术，可以高效、快捷地设计出具有数码化创新效果的

设计与织造加工技术，并且研制成功新型超细异形腈纶纤维 / 真丝高档衬衫、休闲服

数码提花面料、高档数码印花和织花面料。具有传统纺织面料无法比拟的艺术效果 --

专用面料，实现批量化生产，满足高档衬衫、休闲服面料的需求。项目产品技术指

百万级别绸面混合色彩效果，细腻的多彩光影效果和独特闪变色数码效果。适合高档

标：保温率比普通真丝面料提高率≥ 10%；相对平方米重量比真丝面料热阻值增加率

个性化服装服饰和家纺提花面料及其产品开发。

≥ 20%；织物急弹性折痕回复角≥ 200°；缓弹性折痕回复角≥ 220°；抗起毛起球

支撑计划项目支持。

香胺染料未检出。项目研究成果对促进我国整个服装面料行业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
意义，产品具有广泛的应用和产业化前景。

已获资质
获 2012 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2013 年度中国商业联合会科
学技术奖二等奖、浙江优秀工业新产品三等奖；授权发明专利 5 件、外观专利 20 件。

研发阶段

已获资质
授权发明专利 2 项

研发阶段

批量生产

批量生产

合作意向

合作意向

共同开发

共同开发

项目单位：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

项目单位：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

地   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下沙高教园区 2 号大街 928 号 邮编：310018

地   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下沙高教园区 2 号大街 928 号 邮编：310018

负 责 人： 周

负 责 人： 张红霞

赳

手   机： 13588433890

手   机： 13750875818

电   话： 0571-86843253

电   话： 0571-86843262

邮   箱： zhoujiu34@126.com

邮   箱： hongxiazhang8@126.com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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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3 ～ 4 级；生态指标：游离甲醛含量达到国家标准要求 ( ﹤ 75mg/kg)；可分解芳

2016-2017GXHZ-004

2016-2017GXHZ-003

项目获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 项国家社科艺术学基金项目和 1 项入国家科技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项目编号

项目编号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纺织之光·

纺织之光·

项目名称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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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之光·

纺织之光·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梭织变色防伪商标技术研究

本项目以 P123 为模板剂，正硅酸乙酯为硅源，硝酸银为银源，通过一步法制备
介孔氧化硅载银抗菌剂 Ag/SBA-15。采用小角 X 射线衍射分析、广角 X 射线衍射分析、

经纬纱线配合，将防伪纱线织制的图案隐藏在商标中，使其在普通光源下难以辨识；

透射电镜、能谱、原子吸收光谱以及 N2 吸附 / 脱附等方法对 Ag/SBA-15 进行结构表

当光源改变后，防伪纱线改变颜色，此时便可清楚地看到防伪纱线织制的图案。利用

征。通过优化分散剂种类和浓度、粘合剂种类和浓度、抗菌剂浓度等，得出一套完整

开发的变色纱线，设计出在特定光源照射下图案能显示特殊的光泽和颜色的梭织商标。

的棉织物抗菌整理工艺。选用浴比为 1:10，SNF 作为分散剂，与抗菌剂的质量比为

项目技术应用于纺织工程。

1:1，聚丙烯酸甲酯作为粘合剂，浓度为 30g/L，抗菌剂浓度为 200mg/L，经过二浸二

73023-2006《抗菌针织品》AAA 级技术要求（水洗 50 次），抑菌率达到 99.9% 以上；

小试阶段

开发的抗菌纺织品色牢度达到 GB18401-2010（B 类），耐汗渍（碱）色牢度 4-5 级，

合作意向

耐汗渍（酸）色牢度 4-5 级，耐水色牢度 4-5 级，耐摩擦色牢度 4-5 级。应用领域
为纺织品后整理。

产业化生产

已获资质
授权发明专利 1 件，申请发明专利 3 件。

2016-2017GXHZ-006

2016-2017GXHZ-005

轧工艺使得抗菌剂粉体充分附着在棉织物上得到抗菌棉织物。整理后的织物达到 FZ/T

研发阶段

项目编号

图案设计特殊的交织规律，使商标图案所发出的变色光具有层次感。通过组织搭配及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通过对普通涤纶进行改性处理，开发了在不同光源下能变色的纤维 , 再结合商标

项目编号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新型无机抗菌材料及其在棉织物上的抗菌整理工艺的研究

研发阶段
实验室阶段

合作意向
共同开发

项目单位： 浙江理工大学

项目单位：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

地   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下沙高教园区 2 号大街 928 号 邮编：310018

地   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下沙高教园区 2 号大街 928 号 邮编：310018

负 责 人： 金子敏

负 责 人： 朱海霖

手   机： 13858183718

手   机： 13588430582

电   话： 0571-86843262

电   话： 0571-86843622

邮   箱： kivenjin@163.com

邮   箱： zhhailin@163.com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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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11

项目名称

天然纤维织物的低尿素活性染料印花技术

高效低阻微纳复合高通量柔性聚乳酸（PLA）熔喷过滤材料的研发

项目针对传统天然纤维织物印花过程排放出的废水含大量尿素，易造成水体富营

该项目采用驻极体为填充材料，以聚己内酯（PCL）为增韧剂，设计复合双层结

养化的问题，通过采用三甘醇为尿素替代剂，成功研发出天然纤维织物低尿素活性染

构，通过复合分散技术、阶梯冷却和二次牵伸工艺，制备了纤维直径在 500nm-5um

料印花技术，对于真丝绸印花，尿素替代比例可达到 75％，而对于棉织物可以达到

的 PLA 熔喷非织造材料，解决了 PLA 熔喷材料过滤效率低、阻力大、过滤效率稳定

30％，印花品的色泽、色牢度指标基本能达到全尿素水平。项目在三甘醇替代尿素的

性和柔性差等关键技术问题，成功开发出高效低阻、可完全生物降解的柔性 PLA 过滤

天然纤维织物印花工艺上有创新。

材料。该产品孔径 10-25um，过滤效率≥ 99%(PM2.5), 断裂伸长率≥ 18%，是传统

本项目成果将大大减少我国纺织工业印花废水排放的氨氮含量，这对我国水体富

聚丙烯熔喷非织造的良好替代材料。项目产品可广泛用于高精密作业区空气过滤、医
疗卫生防护材料和高效吸油材料。

已获资质

已获资质

授权发明专利 1 件

2016-2017GXHZ-008

2016-2017GXHZ-007

营养化污染的纺织具有重要意义。

授权发明专利 4 件

研发阶段

研发阶段

中试阶段

中试阶段

合作意向

合作意向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项目编号

项目编号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1、共同开发；2、技术转让；3、技术服务。

共同开发

项目单位：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

项目单位：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

地   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下沙高教园区 2 号大街 928 号 邮编：310018

地   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下沙高教园区 2 号大街 928 号 邮编：310018

负 责 人： 林俊雄

负 责 人： 于

手   机： 13067919248

手   机： 13758241604

电   话： 0571-86843605

电   话： 0571-86843255

邮   箱： linjunxiong@zstu.edu.cn

邮   箱： 490969828 @qq.com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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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之光·

纺织之光·

项目名称

斌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13

项目名称

竹纤维的可控不饱和改性及其复合材料的应用研究

多光色夜光纤维制备及其产品的研发

夜光纤维是利用稀土发光材料制成的功能性环保新材料，该纤维吸收可见光 10

聚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接枝聚异戊二烯等，找出改性反应条件与纤维表面接枝聚

分钟，便能将光能蓄贮于纤维之中，在黑暗状态下持续发光 10 小时以上，色彩绚丽，

合物的关系，改变反应条件能满足不同的复合材料对纤维的要求。经过测试，相对未

环保高效。本项目主要研究内容：1）多光色夜光纤维的制备，尤其红色光夜光纤维

改性竹纤维复合材料，竹浆纤维 /PS 复合材料抗拉伸性能实际提高 35.3%，弯曲强度

的制备；2）夜光纤维光色形成机理研究，能量传递过程及能量转换效率的研究；3）

提高 53.9%。采用其它改性方法进行对比试验，不饱和竹纤维改性复合材料的物理化

夜光纤维系列产品的开发与加工技术的研究，及加工工艺对夜光纤维产品发光亮度影

学性能具有较大的优势。由于交联反应的均匀性，产品外观平整度和光泽度都优于普

响的研究。项目创新性：1）本项目采用特种纺丝技术制备出夜光纤维，以夜光纤维

通的复合材料。本项目产品有稳定的质量和较高的性能，经改性处理后，竹浆纤维与

为原料开发了系列夜光产品；2）攻克了荧光涂层织物水洗与摩擦牢度差、亮度低、

树脂性基体之间的相容性得到很好的改善，界面结合力得以提高，解决了竹塑复合材

安全性不高的难题。技术指标：夜光纤维光照激发 5 分钟，停止光照 10 秒时亮度为

料强度低、质量差的问题，可用于制备高附加值装饰、建筑材料。

1cd/m2-0.4cd/m2，300 秒时亮度为 80mcd/m2-40mcd/m2。项目产品应用于航空航海、
国防工业、纺织面料、安全防护织物、交通运输、日常生活、夜间作业、娱乐服装等。

已获资质
授权发明专利 1 件

研发阶段

研发阶段

实验室阶段

2016-2017GXHZ-010

2016-2017GXHZ-009

本项目利用 ATRP 法得到含有不饱和基团高分子支链的改性竹浆纤维，包括接枝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项目编号

项目编号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小试阶段

合作意向

合作意向

共同开发

1、技术转让；2 技术服务。

项目单位：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

项目单位： 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

地   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下沙高教园区 2 号大街 928 号 邮编：310018

地   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下沙高教园区 2 号大街 928 号 邮编：310018

负 责 人： 张秀梅

负 责 人： 闫彦红

手   机： 18167128432

手   机： 15869120422

电   话： 0571-86843561

电   话： 0571-86843580

邮   箱： xiumei@zstu.edu.cn

邮   箱： 57205988 @qq.com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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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之光·

纺织之光·

项目名称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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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之光·

纺织之光·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高效导入式免穿集绪器

本项目针对圆纬机编织系统三角及进纱路数多、驱动方式多样、控制电路复杂、

集绪器使用寿命，降低工人劳动强度，提高生丝质量和生产效率等，特点如下：1）

驱动信号容易相互干扰等问题，开展多总线架构的数字驱动一体式结构研究，开发了

导入式集绪器结构采用带“八”字形导入口与微开口微孔组成的导丝孔主件，与微孔

新一代圆纬机控制系统，解决了传统圆纬机的工程实际问题。项目创新点：1）提出

半径相同或略大的半圆挡片叠加形成封闭圆孔；2）导丝孔主件与半圆挡片上下叠加，

一种原位控制的思路，提高了系统的实时性，简化了产品结构，减少了线路之间的串

因导丝孔主件下表面在成孔位置具有槽底面向下的过丝凹槽，该过丝凹槽的底面和半

扰；2）自主开发了功能部件数字化执行器，设计了数字驱动一体式结构，简化了布线，

圆挡片表面之间的间隙形成穿丝间隙，供丝条导入并进入上下叠加形成的封闭圆孔。

节约了安装空间，提高了执行系统的可靠性；3）自主开发了圆纬机 CAD 打版系统，

该结构操作方便而不影响生丝质量。本项目成果主要用于缫丝企业，解决集绪操作过

形成统一的针织工艺制版模式和制版软件风格，使得圆纬机 CAD 制版便于推广和使用。

多依赖操作者视力的难题，应用本项目成果后不仅不会因操作工眼睛老化或近视影响

产品可以满足各种单双面提花机、罗口机、移圈机的控制需求，适应性广。

操作，而且可以提高集绪操作效率，缩短丝故障处理时间，对提高看台能力和生丝品
质均有明显效果，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项目技术成熟，产品已经在江、浙多家生产

研发阶段
小批量生产

高品位生丝的缫丝企业推广应用，深受用户好评。

合作意向

已获资质

1、共同开发；2、产业化生产；3、技术转让；4 技术服务。

授权发明专利 3 件、实用新型专利 7 件。

2016-2017GXHZ-012

2016-2017GXHZ-011

本项目成果具有降低使用传统集绪器对操作工视力（近视和老化）的限制，提高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项目编号

项目编号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多总线架构的数字驱动一体式圆纬机控制系统

研发阶段
批量生产

合作意向
1、共同开发；2、产业化生产；3、技术转让；4、技术服务。

项目单位：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

项目单位： 浙江理工大学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

地   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下沙高教园区 2 号大街 928 号 邮编：310018

地   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下沙高教园区 2 号大街 928 号 邮编：310018

负 责 人： 江文斌

负 责 人： 彭来湖

手   机： 13067976881

手   机： 18857151430

电   话： 0571-86843635

电   话： 0571-86843367

邮   箱： hfjjwb@163.com

邮   箱： laihup@zstu.edu.cn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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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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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之光·

纺织之光·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全电脑横机控制系统

中高端系列化永磁交流伺服驱动器

本项目技术包括单轴驱动器和双轴驱动器两大类，其中单轴永磁交流伺服驱动器

动纳入内部的执行模块进行通讯管理；两台伺服电机共用一套伺服驱动器，提高了可

的性能优异，可替换安川、三菱某些型号，产品功率等级在 200W~15KW 之间；位置

靠性。项目产品可根据横机的机头编织系统数灵活配置，用于高档横机的控制。产品

信息检测反馈单元包括 17 位串行编码器、2500 线省线型光电编码器和旋转变压器，

的开发，对提升国产横机的水平和替代进口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本项目创新点 : 1）发

具备 485、CANopen、EtherCAT 通信功能。双轴永磁交流伺服驱动器主要应用在多

明了一种适合横机控制要求的 ZCAN 协议，将伺服电机作为通讯节点嵌入横机控制系

轴联动的场合，采用该驱动器方案相比采用多个单永磁交流伺服驱动器组成的方案具

统，实现工艺参数在线设置和整定，故障在线监测；自主研制了单一伺服系统控制二

有性价比高的优点，产品功率等级在 750W~1.5KW 之间，位置信息检测反馈单元为

台电机的驱动模块，简化了系统布线，提高了运行的稳定性。2）提出了适合多 CPU

2500 线光电编码器。应用领域包括数控机床、机器人和其他广义的数控机械（纺织机

协同工作的横机控制系统架构，发明了基于 FPGA 高速通讯方法的横机控制系统，实

械、印刷机械、包装机械、邮政机械、冶金机械、金属成型机械，等）。目前该驱动

现横机控制系统中海量数据的高速交互，适应大花型织物编织。3）自主开发了采用

系统的软硬件技术成熟，也已在一些领域得到了量产，可根据客户要求产业化开发。

色码的横机 CAD 打版系统，每个色码包含前编织、后编织、前翻针、后翻针等多种
编织工艺信息，增大了单个色码所包含的信息量，减轻了工人打版的劳动时间，提高
了打版效率。

研发阶段
批量生产

研发阶段

合作意向

批量生产

2016-2017GXHZ-014

2016-2017GXHZ-013

本项目开发了一种适合复杂横机控制要求的 ZCAN 总线通信协议，将电机伺服驱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项目编号

项目编号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1、共同开发；2、产业化生产；3、技术服务。

合作意向
1、产业化生产；2、技术转让。

项目单位： 浙江理工大学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

项目单位： 浙江理工大学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

地   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下沙高教园区 2 号大街 928 号 邮编：310018

地   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下沙高教园区 2 号大街 928 号 邮编：310018

负 责 人： 张

负 责 人： 鲁文其

华

手   机： 18905816781

手   机： 15057115143

电   话： 0571-86843523

电   话： 0571-86843367

邮   箱： 84529374 @qq.com

邮   箱： 10675717@qq.com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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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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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之光·

纺织之光·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双膜法废水深度处理与资源化技术

本项目以新型纳米结构催化材料研发、先进 LED 微米芯片光源和纳米担载技术

材料和具有不同孔径的纳滤膜。采用 UF+RO 双膜工艺对纺织印染行业废水进行深度

产品集成为目标，发展先进光源技术结合纳米科技的新型光催化污水处理工艺和设

处理（超滤膜：去除胶体、铁锈、悬浮物、泥沙、大分子有机物等；RO 逆渗透膜：

备，在实现大规模纳米催化材料形貌晶型等结构可控、低成本制备工艺的基础上，结

孔径 0.0004-0.001 微米，清除水中细菌、病毒、重金属、等有机杂质）。废水深度

合 LED 固体紫外光源寿命长、尺寸小、电光转换效率高、电源要求简单、冷光源、谱

处理后 COD 小于 10mg/L；无机盐去除率大于 96%；水回收率大于 65%。项目产品

宽窄（易于控制其发光峰值来优化光催化效果）等优势，研发“微米芯片光源”、“纳

可广泛应用于饮用水净化、工业流体分离、纺织印染行业废水处理及资源化等领域。

米吸附催化”、“电芬顿”技术高效集成的水污染物深度净化装置。该项目立足先进

产品可替代进口产品。

技术集成，与现有污水处理工艺兼容，实现传统环保设备的升级和设施的提标改造，
相关技术转让费用千万元以上。项目已制备了一套难降解有机废水光催化反应装置，

已获资质

已在合作单位小试。项目产品面向水体有机污染物治理，可有效提高水域污染控治水

授权专利 3 项

平，满足水环境质量和饮水安全要求，实现污染物减排、促进经济发展模式优化和社
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研发阶段
批量生产

已获资质

合作意向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 件，实用新型专利 2 件。

1、共同开发；2、产业化生产；3、技术转让；4、技术服务。

2016-2017GXHZ-016

2016-2017GXHZ-015

本技术成果主要采用界面聚合工艺制备和生产高性能纳滤膜，成果产品为不同膜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项目编号

项目编号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难降解有机废水纳米光电催化降解技术与应用

研发阶段
小试阶段

合作意向
1、共同开发；2、技术服务。

项目单位： 浙江理工大学理学院

项目单位： 浙江理工大学理学院

地   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下沙高教园区 2 号大街 928 号 邮编：310018

地   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下沙高教园区 2 号大街 928 号 邮编：310018

负 责 人： 俞三传

负 责 人： 李小云

手   机： 13957105067

手   机： 13867410029

电   话： 0571-86843439

电   话： 0571-86843227

邮   箱： yuschn@163.com

邮   箱： lixiaoyun190@126.com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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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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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之光·

纺织之光·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柔性高性能超电容储能器件研究和应用

本项目研究领域属于纺织印染自动控制领域。系统采用微波传感器检测织物表面，

时还具有良好柔韧性的储能装置，因此柔性且轻便的超级电容器显示出很大的发展潜

变化，信号经过检波放大处理后作为测量信号，再经过定标和线性化处理，就可得到

力和市场需求，研制具有优异性能和可加工性的柔性储能器件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和

织物的含水量，进而实现对轧染机进行闭环控制，达到节能生效的目的，为企业节约

产业化意义。碳纤维材料以其优异的柔韧性、导电性、化学稳定性、可编织性以及低

大量能源。 主要技术内容：1） 构建了织物含水率与高频微波信号衰减程度关系的非

成本在柔性超电容电极材料方面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本项目围绕柔性固态超级电容

线性数学模型。确定了适合于织物含水率检测的高频微波频率，建立了织物含水率与

器的电极制备与器件性能优化开展相关研究，在碳纤维材料表面活化基础上，利用液

微波衰减之间的非线性数学模型，为织物含水率的非接触测量提供了理论支撑。2）

相化学方法均匀可控负载不同的过渡族金属硫化物赝电容纳米材料，获得具有优异比

针对不同织物对高频微波的吸收特点，提出并建立了不同的织物含水率与高频微波信

电容、倍率性能和循环稳定性的柔性纳米复合电极材料，利用该电极材料组装成非对

号衰减程度关系的非线性模型。3） 研发了基于高频微波技术的小型化织物湿度检测

称型柔性全固态超级电容器，通过成分、结构和器件工艺的控制与优化，获得同时具

装置，并进行产业化推广。项目整体技术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部分技术指标（功耗

备高功率密度和能量密度、长寿命、低成本等优点的柔性全固态储能器件。项目产品

和测量范围）接近国际领先水平。该项目已经与西安德高印染等公司合作，逐步实现

应用于轨道交通、航天航空、风能、储能等领域。

产业化。在卷染机和轧染机等印染设备上显著地提升了烘干效率，实现了烘干机的智
能控制，降低能耗，节能 10% 左右。

研发阶段

2016-2017GXHZ-018

含水量不同的织物对微波传输能量的衰减、反射不同，含水率变化引起微波接收功率

项目编号

2016-2017GXHZ-017

要求，人们期待出现功率密度和储能密度更高、重量更轻、体积更小、厚度更薄，同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随着可穿戴式及便携式电子产品的迅猛发展，对驱动其工作的电源提出了更高的

项目编号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织物湿度实时智能在线检测系统研究与应用

已获资质

实验室阶段

通过陕西省科学技术厅鉴定；获“纺织之光 2016 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

合作意向

术奖二等奖；授权专利 4 项。

技术转让

研发阶段
小试阶段

合作意向
技术转让

项目单位：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

项目单位： 西安工程大学陕西省纺织印染自动化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地   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下沙高教园区 2 号大街 928 号 邮编：310018

地   址： 西安市碑林区金花南路 19 号 邮编：710048
负 责 人： 李鹏飞

负 责 人： 杨叶锋

联 系 人： 景军锋

手   机： 13805774492

手   机： 13991174143

电   话： 0571-86843586

电   话： 029-82330522

邮   箱： 179152357@qq.com

邮   箱： 413066458@qq.com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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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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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一种采用钛酸四丁酯和活性染料对棉纤维改性染色的方法

五功位电脑提花圆机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采用钛酸四丁酯和活性染料对棉纤维改性染色的方法，首先对

目前国内外的电脑提花大圆机均为三功位的提花圆机，其织针在每一成圈系统处

棉纤维进行预处理，然后使用活性染料对预处理后的棉纤维进行染色处理，再配制钛

只能进行成圈、集圈和不工作三种状态，其编织的花型数量受到较大的限制。新开发

酸四丁酯改性溶液，在染色后期添加改性溶液对染色棉纤维进行改性处理，最后对染

的五功位电脑提花大圆机将在三功位的基础上提高 2 个功位，使其织针在每一成圈系

色改性后的棉纤维进行后处理。本成果实现了棉纤维染色和纳米二氧化钛负载的同步

统处都能进行长线圈成圈、短线圈成圈、长线圈集圈、短线圈集圈和不工作五种状态，

进行，改性染色后获得的棉纤维具有良好的抗紫外线、抗菌性、耐日晒色牢度。

其花型编织能力将比传统三功位的提花圆机提高在 10 倍以上。五功位电脑提花圆机
能更好地满足针织面料生产企业对增加针织物花色品种的需求，进而产生显著的经济

已获资质

研发阶段

研发阶段

小试阶段

小试阶段

合作意向

合作意向

1、合作研究；2、共同开发；3、技术转让；4、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

项目单位： 西安工程大学

项目单位： 西安工程大学

地   址： 陕西省西安市金花南路 19 号 邮编：710048

地   址： 西安市金花南路 19 号

负 责 人： 张

负 责 人： 孟家光

辉

2016-2017GXHZ-020

2016-2017GXHZ-019

效益与社会效益。此成果可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的针织圆机生产企业中。

获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项目编号

项目编号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邮编：710048

手   机： 13002929736

手   机： 13991804001

电   话： 029-82330160

电   话： 029-82330329

邮   箱： hzhangw532@xpu.edu.cn

邮   箱： mengjiaguang@126.com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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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之光·

纺织之光·

项目名称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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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之光·

纺织之光·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立管间接蒸发 + 靶式喷嘴复合空调机组开发与应用研究

项目研发了包括小电脑横机控制系统、单系统大电脑横机控制系统、多系统多机

热管立式布置，并将空气流道设置为一次空气流经换热管外侧、二次空气自下而上流

头大电脑横机控制系统三大横机电控系列和电脑横机 CAD 软件系统等四个商业系统，

经换热管内侧，同时循环水贴附在换热管内壁自上而下流经内侧。管外较宽的空气流

为国内横机业提供了一种高水准、高可靠、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横机电控选择。特点

道，不易堵塞并易于清扫；管内由于循环水的自动冲刷作用，可有效缓解管内的堵塞

如下：1）能满足所有横机系列电控系统需要，是目前国内横机电控品种相对齐全的

问题；同时立式布置，可减小换热管在水平方向的占地面积。2）开发带有增压腔的

横机控制系统。2）在国内首次采用编码器和读针传感器相结合的数针技术，提高了

靶式撞击流喷嘴。在喷嘴的喷口处设置突扩增压腔，可将来速较快的水流的动压充分

织针控制可靠性，读针传感器为自主研发，为杜绝乱选针现象提供了基础技术。3）

转换为静压，水流在较高的静压下由喷口喷出，提高了喷嘴雾化效果，且易于喷嘴的

选针器实现单 13V 供电，智能读选针技术在国内首次实现 6 段选针配置的 18 针横机

维护清洗。喷嘴连杆截面设置为尖头尖尾的翼型截面，雾化水雾经过连杆时由于贴附

达 1.2M 和 6 段选针配置的 16 针横机达 1.5M，选针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4）采用

效应，可减小喷嘴的雾化盲区，节省了喷嘴使用量。3）将立管式间接蒸发冷却器与

片上系统实现控制和通信功能，是集成度高，实时性快，可靠性好的控制系统，控制

靶式撞击流喷嘴集成在复合型蒸发冷却空调机组中，对空气进行间接加直接两级蒸发

技术路线和水平接近国际先进水平。5）横机 CAD 系统自主研发，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冷却处理（等湿预冷 + 等焓加湿），相对于传统单级喷水室处理，可提高空气的处理

兼容日本岛津司马横机 CAD 系统的打版系统，为快速市场化奠定了基础。

温降，改善车间工作环境，缩短机械制冷的开启，节能环保。 项目成果于该项目的立
管间接蒸发 + 靶式喷嘴复合空调机组，可适用于纺织、印刷、发电厂、数据中心、地
铁等工业建筑，以及西北地区的公共及民用建筑，特别是对于纺织车间等需要降温加
湿工艺要求的领域，具有良好的适用性。

研发阶段
批量生产

2016-2017GXHZ-022

2016-2017GXHZ-021

本项目技术特点主要有：1）设计、制作立管式间接蒸发冷却器。将冷却器的换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项目编号

项目编号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电脑横机电控系统

合作意向

已获资质

1、产业化生产；2、技术转让；3、技术服务。

通过陕西省科学技术厅鉴定，鉴定结论为国际先进水平；获咸阳市科学技术奖二
等奖；授权发明专利 4 项，实用新型专利 9 项。

研发阶段
小批量生产

合作意向
共同开发
项目单位： 西安工程大学
地   址： 西安市金花南路 19 号

邮编：710048

负 责 人： 黄

翔

项目单位： 西安工程大学

联 系 人： 董

恺

地   址： 陕西省西安市金花南路 19 号 邮编：710048

手   机： 18702959527

负 责 人： 张团善

邮   箱： dongkai1992@126.com

手   机： 13909233997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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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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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之光·

纺织之光·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低湿度低上浆率条件下织造技术研究与应用

半糊化上浆技术（Part-gelatinization Sizing Technology）
是基于使用大量原淀粉、
高性能变性淀粉为主的一种新型上浆技术。在煮浆过程中，通过一种专门的装置（半

身体健康和纺织工艺生产过程的目的。研究内容：1）低湿度条件下织造技术机理；2）

糊化装置），从而达到在调浆桶中，只有部分淀粉浆料完全糊化，其余的淀粉处于淀

低湿度条件下合理的浆纱回潮率；3）浆纱放湿速率与车间相对湿度的关系；4）低湿

粉的不可逆吸水阶段，淀粉颗粒不可逆的大量吸水，体积膨胀，达到原始体积的 50-

度条件下浆纱保湿的方法；5）低湿度条件下典型品种的浆纱工艺参数。

100 倍。在浆纱过程中，糊化浆液由于粘度小，容易浸透到纱线内部，形成良好的浸透。

项目编号

低上浆率条件下织造的技术问题，达到节能、改善织造车间工人劳动环境、满足工人

大量吸水体积膨胀而未糊化的淀粉在烘房烘躁时，遇到来自烘筒的热量，使这部分淀

研发阶段

增强了浆膜与纱线的粘附牢度。原淀粉由于聚合度高，在糊化后形成的浆膜和粘着力

合作意向

要大于变性淀粉形成浆膜的强力和粘着力，充分发挥了原淀粉的特性，同时由于半糊
化浆液的特性，有效地克服了原淀粉浆液黏度过大的弊病。半糊化上浆技术能有效节

1、技术转让；2、技术服务。

能，其特点主要体现在： 1）调浆温度由传统的煮开变为 65℃左右即可；2）浆槽中
的温度由传统的 92℃以上变为常温。以国产 GA308 型浆纱机为例，按每月连续生产
200 万米浆纱，每年 1 台浆纱机可节能 57.9 万元。我国浆纱机数量巨大，采用半糊化
上浆技术，在节能减排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半糊化上浆技术技术特点为：中温调浆，

2016-2017GXHZ-024

2016-2017GXHZ-023

粉颗粒糊化，并与浸透到纱线内部的淀粉相连接，使浆膜能有效的固接在纱线表面，

批量生产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该项目旨在研究织造车间低湿度、低上浆率条件下织造技术的机理和解决低湿度、

项目编号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半糊化上浆技术

常温上浆。

研发阶段
批量生产

合作意向
1、产业化生产；2、技术转让；3、技术服务。

项目单位： 西安工程大学
地   址： 陕西省西安市金花南路 19 号

项目单位： 西安工程大学
地   址： 陕西省西安市金花南路 19 号

邮编：710048

负 责 人： 武海良

负 责 人： 武海良

手   机： 13709199840

手   机： 13709199840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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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710048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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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之光·

纺织之光·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高性能耐高温聚苯硫醚熔喷超细纤维非织造过滤材料制备技术

针对国产氧化铝纤维直径较粗、长度短、脆性大且有明显渣球的技术问题，研

细纤维非织造材料具有比表面积大、孔径小、孔隙率高等特点，已在空调、口罩、医

发了离心甩丝法、静电纺丝法和溶液吹喷法 3 项柔性氧化铝超细纤维的关键制备技

卫防护等过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天津工业大学在熔喷非织造材料关键技术及产品开

术；解决了铝氧溶胶凝胶纺丝液配制技术，阐明了铝氧凝胶形成机制及氧化铝纤维烧

发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获得 2012 年度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和纺织联合工业

成机理，揭示了电纺纳微氧化铝纤维成形机理；发明了批量化静电纺丝装置，形成了

协会科技进步一等奖各 1 项。通过与天津泰达洁净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产学研合作，成

年产 80 吨离心甩丝法生产线；开发了 72、80 和 95 多牌号柔性超细氧化铝纤维，改

功开发高性能聚苯硫醚熔喷超细非织造材料，技术水平达国内领先地位。该技术获得

善了纤维品质；开展了柔性氧化铝纤维的应用研究，形成了保温棉、耐火板、耐火砖

国家 863 计划及天津市科技支撑计划的支持。目前已经在发财制造（深圳）有限公司、

等制品，为我国高温工业炉窑的节能降耗提供优质耐火材料，同时探索了静电纺纳微

厦门佰瑞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过滤材料中试应用，应用效果良好。本项目获得熔喷

氧化铝纤维在催化载体材料、吸音材料中应用。本项目研发的离心甩丝法柔性氧化铝

聚苯硫醚纤维直径范围在 3 ～ 10 μm，其非织造过滤材料长期耐温不低于 190℃，瞬

纤维制备技术已实现产业化，静电纺和溶液吹喷技术已达中试水平，开发的氧化铝纤

时耐温不低于 240℃，横向断裂强度≥ 15 N/20cm，纵向断裂强度≥ 20 N/20cm，对

维技术指标已接近国外同类产品水平，其直径在 500 ～ 5000 nm 可控，Al2O3 含量在

工业粉尘过滤效率≥ 99.9%，可适应各种酸碱气氛条件下使用。

72% ～ 95% 之间可调，抗拉强度为 1100 MPa，渣球量小于 1.2%，纤维制品长期使
用温度 1400 ～ 1700 ℃，最高使用温度达 1800 ℃，传热系数范围为 0.148 ～ 0.159

已获资质

w/(m·K)。

获授权专利 6 项。

2016-2017GXHZ-026

2016-2017GXHZ-025

开发耐高温、高效过滤材料是解决工业粉尘污染问题有效途径。该技术制得的超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项目编号

项目编号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柔性氧化铝超细纤维关键制备技术及应用研究

已获资质
研发阶段

获授权专利 6 项。

小批量生产

研发阶段
合作意向

小批量生产

1、产业化生产；2、技术转让。

合作意向
1、产业化生产；2、技术转让。

项目单位： 天津工业大学纺织学院
地   址： 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 399 号

项目单位： 天津工业大学纺织学院
地   址： 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 399 号

邮编：300387

负 责 人： 程博闻

负 责 人： 康为民

联 系 人： 刘鹏飞

联 系 人： 刘鹏飞

电   话： 022-83955388

电   话： 022-83955388

邮   箱： liupengfei@tjpu.edu.cn

邮   箱： liupengfei@tjpu.edu.cn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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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300387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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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之光·

纺织之光·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舒适环保系列非织造专用鞋材的研究与开发

城市埋地燃气管道、供水管道、排污管道、化工管道等等，一旦受损发生介质泄

为原料，经针刺、缝编生产技术加工成非织造材料；基于非织造多孔的纤维聚集体结

漏，会造成严重的能源浪费、环境污染与经济损失。更换新管道不仅成本较高，而且

构，构建了一种具有弹性微球 - 纤维复合结构材料的弹性非织造材料，后整理方法简

需开挖地面，影响交通与环境，施工周期长。特别是穿越楼群和马路下面的管道，开

单易行，系统研究了工艺对结构与性能的影响，优化并形成了规模化生产工艺；结合

挖困难，繁华闹市区的商业索赔费高，重要交叉路口、高速公路、铁路等位置根本不

鞋材的舒适性、弹性缓震、防臭抗菌、保暖、保健、透气等要求，开发了系列功能鞋材，

能开挖。本课题采用管状纺织复合材料作内衬管修复管道，成本低廉，操作简单，据

产品外观新颖、环保舒适，得到了市场认可，2007-2009 年累计销售超过 1800 万元 ,

统计与更换新管道相比，一公里能节省 20 ～ 30 万元，若每年更换新管道 200 ～ 300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项目还研究了弹性非织造材料的的吸音性能和保暖性能，表

公里，则每年可节省 4000 ～ 9000 万元，其经济效益显著，且免去了开挖带来的噪音、

明其性能优于普通非织造基材，为该产品探索了新的应用领域。

尘土等的环境污染以及交通受阻、破坏市容等问题的困扰，符合现代城市环保的要求，
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

已获资质

已获资质

获纺织之光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授权发明专利 1 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 项；

研发阶段

2、获纺织之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批量生产

研发阶段

合作意向

2016-2017GXHZ-028

2016-2017GXHZ-027

本项目利用可乐瓶、矿泉水瓶等为生活废弃物加工而成的再生涤纶纤维 (RPET)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项目编号

项目编号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管道修复用管状纺织复合材料的研究

中试阶段

技术转让

合作意向
１、共同开发；２、进行产业化试验；３、技术转让。

项目单位： 天津工业大学纺织学院
地   址： 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 399 号

项目单位： 天津工业大学纺织学院
地   址： 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 399 号

邮编：300387

负 责 人： 钱晓明

负 责 人： 张淑洁

联 系 人： 刘鹏飞

联 系 人： 刘鹏飞

电   话： 022-83955388

电   话： 022-83955388

邮   箱： liupengfei@tjpu.edu.cn

邮   箱： liupengfei@tjpu.edu.cn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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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300387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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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之光·

纺织之光·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高性能纤维立体织物的研发

三维纺织复合材料是一种先进结构复合材料，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
船舶等重要领域。缝合作为复合材料制造一项重要技术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对空间

准三维针刺、缝合等。板型立体织物幅宽≤ 1200mm，厚度范围为 1mm-160mm；

复杂预制件制备时需从单面进行缝合，然而国外设备不仅非常昂贵且对外技术封锁，

根据使用要求，异型立体织物可以净尺寸预成型“异型截面梁”、“等截面和变截面

因此研制开发高性能单面缝合设备，具有重要理论和应用价值。结合天津工业大学纺

回转体”、“分叉结构”、“开口和开孔”等任意结构。

织学科优势，将机器人技术应用于纺织材料加工领域。课题开展在国内尚属空白的机

项目编号

础织物结构有三维多向编织、2.5D 层联机织、正交三向、双轴向针织、多层多向机织、

器人三维空间复合材料缝合技术及其系统的研究，并逐步深入到纺织柔性加工设备中，

已获资质

进行产业化攻关形成完整的软硬件系统产品，可以缝合复杂形状三维复合材料预制件，
在飞机、汽车、轮船、运动器材等行业获得广泛应用。利用性能、价格及服务优势，

研发阶段

使国内复合材料的缝合生产效率将得到提高，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

小批量生产

已获资质

合作意向

授权专利２项

1、技术转让；2、技术服务；3、其它。

研发阶段

2016-2017GXHZ-030

2016-2017GXHZ-029

将获得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三维复合材料单面缝合机器人系统，通过后续与相关企业

授权专利 8 项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立体织物可以采用玻璃纤维、碳纤维、芳纶纤维等多种高性能纤维进行织造，基

项目编号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三维纺织复合材料单面缝合机器人系统

小试阶段

合作意向
1、合作研究； 2、共同开发；３、技术转让。

项目单位： 天津工业大学复合材料研究所
地   址： 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 399 号
负 责 人： 孙

项目单位： 天津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地   址： 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 399 号

邮编：300387

颖

负 责 人： 李亮玉

联 系 人： 刘鹏飞

联 系 人： 刘鹏飞

电   话： 022-83955388

电   话： 022-83955388

邮   箱： liupengfei@tjpu.edu.cn

邮   箱： liupengfei@tjpu.edu.cn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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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300387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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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之光·

纺织之光·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千吨规模纤维级和膜级聚苯硫醚合成和产品开发

以羽绒（20-50%）和化纤为原料，经梳理成网和热熔处理等工序开发出可裁剪
的羽绒絮片，产品除了具有优良的保暖性能外，还具有轻柔、耐水洗、弹性好、外观

外壳、泵组件、飞机机翼、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衬里、燃料以及化工产品储罐、高温

平整和便于加工的优点，可广泛应用于含羽绒服装和家纺产品等。

传送带、燃料电池的端板、光敏插座、反射器和热交换器的内部涂层等。PPS 非织造
布和机织物广泛应用于耐高温、耐腐蚀性的特种工业滤布和高温烟道除尘材料，PPS
单丝或复丝织物用作除雾材料，缝纫线，绝缘保护材料，特种衣料等。在汽车制造领

包括：配油器零件、散热器零件、刹车零件、离合器零件、汽化泵、汽油泵、水箱水
室、温度传感器等。天津工业大学在 PPS 领域经过近二十多年技术开发，实现了 PPS
百吨中试合成。分别开发了超高分子量、纯线性和高纯 PPS 树脂合成与纯化工艺。设
计和搭建了聚合反应装置、洗涤装置、脱水装置、过滤装置以及 PPS 切片生产装置。
完成了千吨级 PDF 和 PDI 设计，并进行了千吨级规模生产。在产品开发方面，具有完
善的树脂纺丝和无纺布制造技术等。本项目含有多项非专利保密技术。

的羽绒絮片，可广泛应用于含羽绒服装和家纺产品等。

已获资质
通过南通市科技局鉴定；获山东省创业大赛二等奖；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研发阶段
小试阶段

合作意向
共同开发

2016-2017GXHZ-032

2016-2017GXHZ-031

域，PPS 被用来制备跟润滑剂、汽油、散热剂接触的精密部件以及刹车片和变速邮箱，

以羽绒（20-50%）和化纤为原料，经梳理成网和热熔处理等工序开发处可裁剪

项目编号

包括：高温过滤材料、汽车制造零部件、化工设备塔的填充材料、传感器和加热器的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聚苯硫醚（PPS）在化工、制药、食品、石油以及高端机械工业领域应用广泛，

项目编号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天然羽绒絮片开发

已获资质
获授权专利 10 项

研发阶段
批量生产

合作意向
1、技术转让；2、技术服务。

项目单位： 天津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项目单位： 青岛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地   址： 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 399 号

地   址： 青岛香港东路 7 号 邮编：266071

邮编：300387

负 责 人： 李振环

负 责 人： 马建伟

联 系 人： 刘鹏飞

手   机： 13808991607

电   话： 022-83955388

电   话： 0532-85953287

邮   箱： liupengfei@tjpu.edu.cn

邮   箱： 915286867@qq.com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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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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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之光·

纺织之光·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湿法纺粘非织造布的开发

本课题将石墨烯纳米功能材料应用到纺织纤维新材料领域。将石墨烯与再生生
物质材料复合成纤，突破了石墨烯与再生生物质界面构效、均匀分散、成型加工及结

毛羽少，透明度高，可广泛应用于卫生材料、擦布、面膜等产品的开发，是粘胶纤维、

构调控等关键湿法纺丝技术，解决了石墨烯微纳结构与再生生物质基体材料的构效复

壳聚糖纤维、海藻纤维、聚乙烯醇纤维等纤维的重要发展方向。

合问题，构建了石墨烯与再生生物质均匀稳定的分散体系，研发出具有优良低温远红
外保健、抗静电、防紫外、抑菌抗菌等多功能特性的石墨烯复合再生生物质纤维。常

已获资质

项目编号

非织造布。该技术具有工艺流程短，加工成本低，污染少的特点，且产品的力学性能好，

温下石墨烯各类纺织品的法向发射率大于 88%，远红外辐射温升 3-5℃，可明显改

授权发明专利 4 项。

研发阶段

500+；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大肠杆菌的抑菌率可达 99%；抗静电指标达 A 级标准。石
墨烯多元功能纺织品应用于高端内衣及纺织品具有很大的市场前景，尤其在保健袜、

小试阶段

保健内裤、保暖内衣、乳罩及保暖护膝护腰等新产品开发中具有很大的潜力。

合作意向

已获资质

共同开发

通过山东省科技厅鉴定；授权专利 11 项。

研发阶段

2016-2017GXHZ-034

2016-2017GXHZ-033

善人体微循环；紫外光透过率（UVA）≤ 0.5%，紫外线防护系数（UPF）最高可到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以在线湿法纺丝纤维为基材，通过直接铺网和在线加固，直接制备湿法纺粘长丝

项目编号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多元功能石墨烯复合纤维及功能纺织品研发

中试阶段

合作意向
进行产业化试验

项目单位： 青岛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项目单位： 青岛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地   址： 青岛香港东路 7 号 邮编：266071

地   址： 山东省青岛市宁夏路 308 号 邮编：266071

负 责 人： 陈韶娟

负 责 人： 曲丽君

联 系 人： 马建伟

联 系 人： 田明伟

手   机： 13808991607

手   机： 18253258605

电   话： 0532-85953287

电   话： 0532-85950893

邮   箱： 915286867@qq.com

邮   箱： tmw0303@126.com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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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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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之光·

纺织之光·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基于电磁屏蔽衬的电磁防护服装开发

以 15 克 / 米 2 锦纶长丝梭织物为基布，经化学镀银、预处理、涂覆双点热熔胶和

本项目依托膜乳化技术——尺寸均一、可控乳液、微球微囊的制备技术，可以实

后处理等工序开发出电磁屏蔽效能达 50dB 热熔粘合衬具有良好的配伍性。经鉴定，

现粒径在 0.1-100 微米间可精准调控，同时该技术制备能耗低、批次重复性偏差可控

该项目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以该粘合衬为电磁屏蔽材料可以开发各类电磁屏蔽装，

制在 2%。项目技术广泛应用于聚合物微球、医药佐剂、高端化妆品、高端涂料、高

如孕妇装、军需电磁屏蔽产品等。不仅使服装等产品具有优良的电磁屏蔽性能外，还

附加值乳制品、生化分离介质、抗菌涂层材料等领域。目前已成功制备出聚苯乙烯微

具有抗菌、轻柔、透气、弹性好的优点，可广泛应用于服装、家纺产品等。

球（PST）、聚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微球（PHEMA）、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微球（PMMA）、
聚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微球（PGMA）、壳聚糖微球、琼脂糖微球、磁性微球、聚

已获资质

单位获得了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此外，我们还在苏州成立了产业基地，

研发阶段

建立了膜乳化技术制备平台。成果为膜乳化技术在乳化、微球微囊产品的应用研究提
供了理论指导和制备经验，推动了创新技术在各行各业中的推广应用。将膜乳化技术

小批量生产

应用到新型纺织用抗菌抑菌涂层材料的制备中，探索涂层壳材对杀菌剂的包埋效果，

合作意向

以及微囊在使用过程中的缓释抗菌抑菌效果，开发出一类高效的纺织用抗菌抑菌涂层

技术服务

材料 , 在纺织行业有较大应用潜力。

2016-2017GXHZ-036

2016-2017GXHZ-035

乳酸微球（PLA）等产品，这些微球微囊产品及配套膜乳化设备已在 250 多家企事业

通过南通市科技局鉴定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项目编号

项目编号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粒径均一乳液、微球微囊制备技术在纺织抗菌抑菌涂层材料中的应用研究

已获资质
通过江苏省科学技术厅鉴定；获 2009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2005 年度北京

市科学技术一等奖；授权专利 57 项。

研发阶段
实验室阶段

合作意向
1、合作研究；2、共同开发； 3、技术服务。
项目单位： 青岛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地   址： 青岛香港东路 7 号 邮编：26607

项目单位： 青岛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负 责 人： 陈韶娟

地   址： 山东省青岛市宁夏路 308 号 邮编：266071
负 责 人： 曲丽君

联 系 人： 马建伟

联 系 人： 田明伟

手   机： 13808991607

手   机： 18253258605

电   话： 0532-85953287

电   话： 0532-85950893

邮   箱： 915286867@qq.com

邮   箱： tmw0303@126.com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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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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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之光·

纺织之光·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可体内降解快速止血材料开发

本项目成果提供壳聚糖海绵状和可水凝胶化棉花两种可降解的快速止血材料制备

虚拟服装设计展示系统是一款为用户试衣而开发的专业的试衣软件，通过本系统

技术，这两种止血材料的特点是遇到血液等液体，能迅速形成凝胶，封堵伤口，达到

用户可以模拟实体人物试穿服装。同时该软件能为用户提供不同类型的试衣模特，用

快速止血目的。经家兔止血模型实验表明，对于家兔耳动脉和肝脏大出血均能在 1 分

户可以对软件展示的服装进行浏览，选择模特进行试衣体验。该系统帮助用户实现足

钟左右完成止血，止血效果明显好于市面出售的明胶止血海绵、速即纱（美国强生公司）

不出户逛遍世界所有商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为用户带来极致的购物体验。

等止血产品，并且能体内降解。这两种产品可以开发成为临床止血材料（一类，二类，
三类），也可以开发成为战争野战创伤救护，及运动，野外探险等户外急救敷料等。

料速即纱售价的 1/10，经济效益十分明显。本技术成果愿意向军队后勤供应相关部门、
医药生产企业转化，或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共同将本技术成果产业化，生产出具有完全
知识产权的高附加值可吸收性止血产品。

相关软件著作权 1 项

2016-2017GXHZ-038

2016-2017GXHZ-037

本技术成果止血效果可与国外先进的止血材料相媲美，生产成本仅为国外先进材

已获资质

研发阶段
小试阶段

合作意向

已获资质

共同开发

授权专利 4 项

研发阶段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项目编号

项目编号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虚拟服装设计展示系统

实验室阶段

合作意向
1、进行产业化试验；2、产业化生产；3、技术转让。

项目单位： 西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地   址： 重庆北碚区天生路 2 号

项目单位： 江西服装学院
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向塘经济开发区 108 号 邮编：330201

邮编：400716

负 责 人： 蓝广芊

负 责 人： 陈国强

手   机： 13594005200

手   机： 18870085821

电   话： 023-68251228

电   话： 0791-85167761

邮   箱： 30353930@qq.com

邮   箱： 450390225@qq.com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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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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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之光·

纺织之光·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生态抗菌纤维的制取工艺

本项目以废弃资源 --- 柞树和板栗树的落叶、树皮、板栗壳为原料，制备天然染料，
将该染料应用于纺织品（丝绸、羊毛、锦纶及改性棉织物）的染色及功能整理，研制

汗性能，驱蚊性能、阻燃性能以及抗皱性能都不理想的缺陷，从而提供生态抗菌纤维

健康绿色、无环境污染的功能性染色保健纺织品，研制的产品具有色调优雅自然、健

的制取工艺。该制取工艺制备的纤维具有舒适、抗菌、驱蚊、导湿排汗、保暖等功能

康环保、药物保健、抗紫外抗菌的特点，与国内外同类技术比较，该研究在一定程度

的同时，还具有良好的阻燃性和高抗折皱弹性以及高抗断裂强力。

上解决了天然染料来源稀缺，价格昂贵，色谱不全，拼色困难，染料与纤维的亲和力小，

项目编号

要。该项目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中制取工艺所制得的纤维面料在导湿排

色牢度较低等瓶颈问题。同时，天然产物多酚的抗紫外线、抗菌、抗氧化等功能施加

研发阶段

2016-2017GXHZ-040

2016-2017GXHZ-039

于纺织品上，赋予纺织品特殊的防护保健功能。

小试阶段

已获资质

合作意向

1、获丹东市科技局鉴定；

共同开发

2、授权专利 1 项。

研发阶段
中试阶段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目前抗菌材料添加的成分比较单一，具有的功能也比较单一，不能满足实际的需

项目编号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柞树 / 板栗树染料的制备及应用技术研究

合作意向
1、共同开发；2、技术转让；3、技术服务。

项目单位： 江西服装学院

项目单位： 辽东学院省功能纺织材料重点实验室

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向塘经济开发区 108 号 邮编：330201

地   址： 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文化路 325 号 邮编：118003

负 责 人： 陈国强

负 责 人： 贾艳梅

手   机： 18870085821

手   机： 13842511725

电   话： 0791-85167761

电   话： 0415-3789450

邮   箱： 450390225@qq.com

邮   箱： jiayanmei1967@163.com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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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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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之光·

纺织之光·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柞蚕丝快速脱胶漂白一浴法工艺

本项目采用氨基酸绿色还原制备纳米银，联合应用绿色环保助剂，自主研发氨基

能耗、工艺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同时，脱胶后的蚕丝白度不能达到要求，后续需进

径为 20nm 左右。应用以上功能性的氨基酸 / 纳米银对棉织物进行功能化改性，赋予

行漂白，即脱胶和漂白工艺分别进行，需要通过多道工序处理，工艺复杂、废水排放大、

其抗菌性、抗皱性和氨基酸保健特性，开发具有高附加值的多功能的生态保健棉纺织

时间长、蚕丝强力损失大。本技术提供一种柞蚕丝脱胶漂白液及柞蚕丝脱胶漂白一浴

品。该技术本身具有较大的潜在经济价值，其产品附加值和科技含量高。项目已完成

工艺方法，解决了上述现在脱胶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工艺能同时完成柞蚕丝的脱胶

实验室研制，可直接进入小批量试制阶段。可用于棉及其他天然织物的功能性整理加

和漂白，简化了柞蚕丝脱胶和漂白工艺，实现蚕丝的快速脱胶和漂白，同时减少废水

工，适用于天然纤维及织物的染整企业，也可用于保健袜的抗菌保健整理加工。

排放，有利于环境保护；同时，获得了脱胶率、白度、断裂强力都符合工业生产要求
的柞蚕丝。

本项目可利用企业现有的轧 - 焙 - 烘生产设备和生产线，不增加设备投资，只需
原材料方面的流动资金投入，与现有的生产能力同步。按产品生产要求及所需材料预
计生产成本增加 10%，可提高产品附加值 50-200%。

已获资质

本项氨基酸 / 纳米银改性棉织物在保持其原有天然特性的基础上，赋予了抗菌、

授权专利 1 项。

抗皱、保健等功能性，既符合当前消费者对纺织品功能化的需求，又符合国际上生态

研发阶段

纺织品的理念，以高的科技含量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具有较大的市场空间和良好的
经济效益。

实验室阶段

合作意向

2016-2017GXHZ-042

酸 / 纳米银功能性整理液，采用新型复合表面活性剂对纳米银进行乳化分散，平均粒

项目编号

2016-2017GXHZ-041

等性能，因此，需要将柞蚕丝表面的丝胶进行脱胶处理。现有柞蚕丝脱胶工艺在强度、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柞蚕丝是由丝素和丝胶构成，丝胶的存在会影响蚕丝的光泽、手感以及印染加工

项目编号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氨基酸 / 纳米银抗菌保健整理棉织物开发

已获资质
授权专利 1 项。

1、进行产业化试验；2、技术转让。

研发阶段
中试阶段

合作意向
1、共同开发；2、进行产业化试验；3 技术转让。

项目单位： 辽东学院省功能纺织材料重点实验室

项目单位： 辽东学院省功能纺织材料重点实验室

地   址： 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文化路 325 号 邮编：118003

地   址： 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文化路 325 号 邮编：118003

负 责 人： 林 杰

负 责 人： 路艳华

手   机： 13842536186

手   机： 15942532087

电   话： 0415-3789982

电   话： 0415-3789450

邮   箱： linjieln@163.com

邮   箱： yanhualu@aliyun.com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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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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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之光·

纺织之光·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智能无纸创画技术

服装专业理实一体化教学实训机

智能无纸创画技术也称磁感应触控技术，是在电磁感应触控技术基础之上，融合

理实一体教学实训室的建设是为了适应培养现代化纺织服装人才的需要，更是教

了矢量压力传感绘画技术、压感数控技术、原迹绘图显真技术、“原笔迹”输入技术

育教学改革的需要。使学生的学习由被动变主动，进一步完善实践教学方法，形成理

等为一体。磁感应触控技术的电磁屏由电磁板和电磁笔两大核心组件构成，其中电磁

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互融合的良好格局，使实践教学改革与纺织服装教育的体制改革

板是电磁感应接收端，而电磁笔则为发射端。电磁板本身具备 X、Y 坐标轴，而通过

和教学改革相适应，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从整体上提高教学质量。

电磁笔内置的感压装置与磁场变化结合，还可实现其独有的 Z 轴。当电磁笔轻触屏幕

理实一体服装专业教学实训机集成师生实训所需服装设计、制版、裁剪、缝制、
熨烫等 18 种功能于一体。拥有理实一体服装专业教学实训机学习服装专业即可“一

感压装置发出较大的信号，产生更大的电磁量，就会产生较粗的绘画笔迹效果，其独

机搞定”。

有的“原笔迹”输入效果也就得以实现。主要应用于服装创意设计、动漫游戏设计、
工业产品设计、广告创意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美术创作与教育、数字书法、装饰设计、
金融、医疗、多媒体制作、建筑制图、设计出版、数字艺术、电影特技等众多领域。

已获资质
获广东省科学技术厅科技成果鉴定；中国质量评价协会科技创成新产品一等奖、
全国商业科技进上步一等奖；授权专利 12 项。

已获资质

研发阶段

获广东省科学技术厅科技成果鉴定；获中国质量评价协会科技创成新产品优秀奖、

批量生产

全国商业科技进上步二等奖；授权专利 5 项。

2016-2017GXHZ-044

2016-2017GXHZ-043

时，感压装置产生相应较小的电磁量，绘画笔迹也就自然较细。相反，当施予压力越重，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项目编号

项目编号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2016-2017

技术简介

合作意向
研发阶段

1、产业化生产；2、技术服务；3、其它。

批量生产

合作意向
1、产业化生产；2、技术服务。

项目单位： 广西科技职业学院
地   址： 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大道 6297 号福霖大厦 203 室

项目单位： 广西科技职业学院
邮编：518013

负 责 人： 陈桂林

负 责 人： 陈桂林

手   机： 18911548978

手   机： 18911548978

电   话： 0755-26650090

电   话： 0755-26650090

邮   箱： 992648621@qq.com

邮   箱： 992648621@qq.com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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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 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大道 6297 号福霖大厦 203 室

邮编：518013

（内容由项目单位提供）
49

2016-2017 年度全国高校纺织科技合作推介项目

纺织之光

成果推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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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览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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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彭燕丽
副 主 编：叶志民 张慧琴
责任编辑：开吴珍
编
辑：（按姓氏笔画）
王 宁 王国建
孙锡敏 纪晓峰

倪阳生

张翠竹

冯 丽
陈思奇

白 静
赵翠琴

张放军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发展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6号京粮大厦4层 邮编：100022
电话：010-85229545
网址：www.cntextech.org.cn
邮箱：fzkjtg@126.com

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
电话：010-85229225/9511
网址：http://www.ctes.cn
邮箱：ctes511@163.com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
电话：010-85229610/9540
网址：www.fzkjtg.com
邮箱：fzzgjjh@126.com
纺织之光科技推广云平台网址：www.fzzgtg.org.cn

纺织之光科技推广云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