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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南梁 

（1）航天器用半刚性电池帆板玻璃纤维经编网格材料开发 

半刚性电池阵是国际空间站及航天器电源系统的发展趋势。本项目主要围绕

玻璃纤维与经编技术展开。项目突破了专用柔性高强玻璃纤维纱的制备技术；研

制了专用增强型浸润剂；首创了玻纤纱可编织性能的表征、测试方法并创新设计

制作了专用测试装置；研制了专用整经机磁粉张力罗拉，大张力液态阻尼涨力器，

突破了高强玻璃纤维整经技术难题；系统研究了玻纤纱的经编理论、工艺及设备，

采用全新成圈机构设计，攻克了高强玻纤纱高密度编织技术难题；开发了专用树

脂体系以及张紧技术和装置；开展了半刚性基板网格织物的力学建模和响应分析，

解决了玻璃纤维网格织物性能模拟的难题。项目产品通过了材料级、组件级与整

板级静动态力学、耐空间环境等测试，各种性能完全符合空间技术的要求。项目

制定了“半刚性电池基板用玻璃纤维纱规范”、“半刚性基板玻璃纤维网制造、验

收及产品规范”等技术文件。项目获发明专利 4 项，实用新型 4 项。国内外发表

论文 20 篇，硕博论文 3 篇。 

本项目研制的玻璃纤维经编网格材料作为半刚性电池帆板的关键创新材料

已成功应用于我国“天宫一号”航天器，该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天宫一号”的发

电量，而且大大地降低了电池翼重量。项目填补了国内空白，打破了国外技术垄

断，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项目产品将进一步应用到我国大型空间飞行器中，具有

很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项目也促进了传统纺织技术的发展，是产业用纺织

品应用在高技术领域的一个典范。 

项目负责人：陈南梁 

联系电话：021-67792264        E-Mail: nlch@dhu.edu.cn 
 

          

半刚性电池板模样                天宫一号及半刚性基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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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轻型输送带特种增强织物的研究 

轻型输送带作为一种具有特殊结构和特殊性能要求的织物增强柔性复合材

料，属于输送带中的精细产品，其具有轻薄、尺寸稳定性好、精度高等特点，起

着承载物料和传递动力与牵引力的作用，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领域。 

项目主要对轻型输送带特种增强织物的关键技术展开，突破了涤纶聚酯织物

等增强骨架材料的制备，涤纶聚酯织物与 PVC 粘接强度；研制了基于 PE/涤纶长

丝包芯纱技术的高剥离强度 PE 输送带；突破了涤纶聚酯织物与 PU 高粘接强度

输送带技术；开发了轻型输送带用增强芳纶织物，解决输送带用芳纶织物织造问

题；采用无缝编织技术，突破了大直径精密环形无接缝织物技术。难题产品解决

后与国外同类产品性能比较，其产品性能达到或超过了国外同类高端产品的性能，

项目整体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项目申请发明专利 3 项，发表论文 10 篇，形

成博士论文 1 篇，硕士论文 4 篇。培养博士生 1 名，硕士生 4 名。在项目实施的

推动下，参与起草国家标准 1 项、行业标准 3 项。 

本项目研制的轻型输送带特种增强织物及相关产品已成功应用于我国特种

输送带行业。攻关后的难题产品节能节材显著、成本降低，无接缝织物骨架材料

的开发和使用，有效消除环形输送带由于增强织物的拼接而产生的强度弱节，极

大地提高输送带成品的质量及输送带在运行过程中的可靠性，并能提高输送带的

生产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材料浪费。项目产品将进一步应用到我国各种特种输送

带领域中，具有很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项目负责人：陈南梁 

联系电话：021-67792264 

E-Mail: nlch@dhu.edu.cn 

 
芳纶织物轻型输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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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功能性篷盖材料制造技术及产业化项目 

本项目为国家“十二五”国家支持计划项目，同时符合“国家纺织产业振兴

计划”和纺织行业“十二五”规划中产业用纺织品发展重点项目。篷盖材料主要

应用于体育健身设施、文化娱乐设施、商业公共设施及交通运输设施等。目前国

内已建成的大型膜结构，如水立方、上海八万人体育馆、上海 F1 赛车场屋顶膜

结构材料，主要由国外公司设计制作，膜材料全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本课题

通过研究篷盖材料增强体组织结构设计与加工、膜材与增强体复合加工关键技术，

形成轻质高强自清洁篷盖材料全套生产技术；通过解决 PVC 膜材表面活化处理关

键技术，形成全套抗老化 PVC 篷盖材料的涂层、压延复合加工技术，使我国自主

开发的高性能篷盖材料产品及其相关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通过本课题攻关成

果的示范和推广，将显著提升我国篷盖材料技术水平，促进产业升级和纺织行业

技术进步。通过本课题的实施，开发出填补国内市场空白的高性能篷盖材料，既

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又促进了我国产业

用纺织品的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社会效益。项目的实施为我国篷盖材料应用领域

的不断扩大奠定坚实的基础。为我国织物增强柔性复合材料产品的理论研究和生

产实践以及产业用纺织品向高端化、高附加值、尖端化、自主创新等方面做出了

一定的贡献。 

项目负责人：陈南梁 

联系电话：021-67792264 

E-Mail: nlch@dhu.edu.cn 

        

PTFE 膜结构材料                   蓬盖材料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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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辛 

（1）柔性操控器 

操控器是一种可接收通过触摸方式输入讯号的感应装置，是人机交互信息的

界面。已研制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于导电织物的柔性操控器，包括刺绣

型全织物键盘、织物开关和写字板。研究成果对提高纺织品的可穿戴性起重要推

进作用，在电子元件的控制、机器人的皮肤传感等领域均有广泛的应用价值。项

目成果获发明专利 3 项。 

项目负责人：丁辛             联系人：杨旭东 

联系电话：13671641033        联系电话 13564374372 

E-Mail: xding@dhu.edu.cn        E-Mail: xdyang@dhu.edu.cn     

 

织物开关及写字板 

 

刺绣型全织物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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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能鞋垫 

采用 PVDF 压电薄膜作为传感器材料，参考人体足部结构及足部运动力学特

征设计动态压力分布测试鞋垫，并根据足底压力测量设备的工作原理，搭建足底

压力分布测量－采集系统，实现信号实时采集与显示，最终研制出了嵌入压电薄

膜的鞋垫，可以实时记录人体在不同运动状态下的足底压力分布。研制的可穿戴

压力分布监测鞋垫，适应于不同运动姿态及穿着不同鞋类的足底压力分布测试。

在此基础上，通过实际测试波形揭示人体运动状态及不同穿鞋习惯对足底压力分

布的影响，并分析足底压力分布所表征的生理意义，可以对保护足部运动健康提

出建议。项目成果获发明专利 1 项。 

项目负责人：丁辛             联系人：杨旭东 

联系电话：13671641033        联系电话 13564374372 

E-Mail: xding@dhu.edu.cn        E-Mail: xdyang@dhu.edu.cn     

 

 

智能鞋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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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纺织心电电极 

体表心电信号，即心电图（Electrocardiogram，ECG）是心脏电生理状态的反

应，已经成为临床诊断心脏病的主要手段。传统心电记录方法难于实现对身处工

作、社区和家庭条件下的监护，因为在未发病时人们大多情况是处于自由活动的

状态。而且电极内置电解液，皮肤过敏的人无法长时间使用。 

已研制开发出可穿戴式纺织心电电极，采用完全贴身合体的服装形式和纺织

材料电极，解决病人在 24 小时心电图时必须平躺的问题。并充分考虑到各种敏

感肌肤人群，采用常用服用纺织材料制作电极，解决了过敏，以及长时间佩戴造

成的不适问题；纺织电极可拆卸、可机洗，解决了电极片循环使用的问题，符合

生态环保观念。由于其低生理、心理负荷特性，可长时间测量使用，由于其小型

化、微型化，具备嵌入式系统特性，与服装、服饰结合，可大大扩展应用领域，

可实现日常生活状态环境下的生理参数获取。 

项目负责人：丁辛             联系人：杨旭东 

联系电话：13671641033        联系电话 13564374372 

E-Mail: xding@dhu.edu.cn        E-Mail: xdyang@dhu.edu.cn     

 

 
纺织心电电极 

 
 
 
 
 
 
 

3 2 1 4 5 

1－皮肤表皮层 

2－聚吡咯复合导电层 

3－内衣（或绑带） 

4－电极导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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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国平 

（1）医用材料的生物学评价 

基于 ISO 10993 和 GB/T 16886 系列标准，初步对医用材料原型开展系统的生

物学评价。包括但不限于体外细胞毒性评价、体外血液相容性评价、体内遗传毒

性、致癌性和生殖毒性试验、过敏试验、降解及全身毒性试验。针对抗菌医用材

料的开发，本小组还开展抗菌性能评价方面的工作。 

鉴于 ISO 10993 和 GB/T 16886 系列标准只提供试验设计方面的指导性意见，

不规定具体的评价方法和参数。因此，随着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

步，本团队还开展医用材料的生物学评价细节及具体方法的探究。 

本小组已在医用缝合线、敷料、补片、人工血管等生物相容性评价方面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发表相关论文 20 篇，申报专利数十项，主持相关探索性及创新

性课题数项。 

项目负责人：关国平 

联系电话：15201972383 

E-Mail: ggp@dhu.edu.cn 

（2）生物医用纺织材料的设计成型及性能表征 

针对临床需求，基于纺织加工手段，设计并成型符合临床应用的生物医用纺

织品，并进行形态结构、化学、力学、热学、电学、磁学、光学、声学、生物学

性能评价等。 

包括但不限于：厚度、直径、孔径、孔隙、拉伸断裂强力/度、抗张强度、

握持力、打结强度、顶破强力/度、撕裂强度、缝合线固位强度、压缩回复率、

疲劳及老化、化学组成及改变、渗出及碎裂分析、降解产物分析、吸波性能、防

辐射及导电性能等评价。 

项目负责人：关国平 

联系电话：15201972383 

E-Mail: ggp@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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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腊梅 

纺织工程中织造工艺用浆料以及上浆新技术的研究 

纺织工程中织造工艺用浆料以及上浆新技术的研究，具体有纺织上浆机理、

上浆效果及浆料性能检验方法、环保可降解浆料、特殊织造条件浆料、新型上浆

工艺技术。 

该方向针对环境污染、石油资源紧张情况，抓住纺织行业废水排放 COD超标

这个引起国家决策层关注的重点，提出新上浆机理和新浆用材料，为纺织行业生

态加工服务，工程中将化学理论与纺织上浆应用技术结合，成为行业的领先技术

推出、实施的先导。该方向研究内容虽然属于纺织工程传统领域，但是其影响范

围广大，纺织、印染产业链都相关，急需新技术充实改造。上浆是机织纺织品不

可少的工序，而机织纺织品是最为重要的一类纺织品，约占我国印染布总产量的

60%，其加工总量约为 300 亿米，由于织造速度越来越高，在织造时必须施加浆

料助剂，因此，每年浆料用量达 100多万吨。上浆技术不仅对织造重要，还广泛

影响了染整加工过程，为了染色、印花和功能性后整理获得性能优良的产品，必

须对坯布进行退浆处理，退除浆料工序产生大量废水，使得水耗能耗大、污染物

排放量多，用难降解浆料，印染工序短流程节水工艺不能实施，而我们的研究以

节能、节水、减排为技术目标，研究了上浆渗透机理、毛羽贴伏机理，开发了新

型淀粉浆料使棉纺织上浆绿色环保、高级防水浆料为涤纶细旦长丝织造、浆纱蜡

等产品，创新研究了循环上浆浆料方法、常温上浆浆料技术，这些为行业填补了

空白。 主持完成、正在进行的企业研究项目十余项，制订了多项行业标准，申

请国家发明专利多项。 

 

项目负责人：郭腊梅 

联系电话：021-67792694      

E-Mail: Lmguo@dhu.edu.cn 
 

mailto:Lmguo@dhu.edu.cn�


 

 

纪峰 

面料湿态贴体性快速客观测试方法及测试仪器 

人体在剧烈运动中至出汗时，或被雨水淋湿后，内衣、运动衫等贴身服装面

料常贴附于人体常令人倍感不适。为解决贴身服装的汗湿贴体问题，国内外研究

人员在面料开发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先后开发了系列吸湿、导汗、快干的功能性

面料，然而当前对于如何客观、有效的评价各种不同面料在汗湿情况下的服用贴

体舒适性尚缺乏有效的方法。 

面料湿态贴体测试系统提供了一种面料湿态贴体性快速客观测试方法及其

测试装置，填补了面料湿态法向贴体舒适性仪器检测方法的空白。其测试手段和

测试过程针对服用面料在浸湿条件下的贴体性进行了客观合理的测试和表征；其

测试数据包括贴附力值动态变化曲线及贴附力、贴附功等指标，直接反映了人体

皮肤的主观触觉，可作为评价各类型面料汗湿/淋湿后的贴体舒适性的重要客观

指标。采用该方法及实验装置，测量快速；操作方便，对实验操作人员的技术要

求低，人为测量误差低，测试过程及结果可重复性好；测试系统的力值及位移测

量分辨率高，数据准确；以时间曲线显示贴附力值的动态变化，并以具体指标对

重要信息进行表述，因此该方法的评价体系给出的信息直观、综合且代表性特征

突出。 

该系统适应于各种原料及组织结构的纺织面料，测试数据对于贴体舒适性面

料的设计开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对于面料贴体舒适性的相关理论研究提

供了基础实验支持。相对于着装测试方法，该方法避免了由于感官检验造成的主

观性误差和试验个体差异造成的数据离散性，因此具有巨大的优势和推广潜力。 

 

项目负责人：纪峰 

联系电话：15821989936      

E-Mail: jifeng@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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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向煜 

（1）医疗卫生用非织造材料 

研究开发了高效熔喷驻极体技术，解决了驻极材料长效稳定性差、过滤效率

低和呼吸时阻力大等技术难题，已产业化为高效血液过滤材料和 N95 医用口罩；

建立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PLA熔喷、纺粘和水刺非织造工艺技术，开发的 PLA

非织造材料可用作血液过滤材料、止血材料、伤口贴材料等，相关技术于 2007

年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将三抗整理、防水透气及湿度调节技术应用到

SMXS 纺熔非织造材料上，提高了国产医用手术服、防护服等阻隔材料的阻隔性

能和舒适度；通过凝聚罗拉纤维定向排列成网和多种纤维复合技术，设计出透水

时间小于 2 秒的高效妇婴用卫生巾导流层材料，具有液体扩散迅速、有助瞬吸、

防止侧漏等优点，填补了国内该类材料的空白；通过对水刺头高压水腔和喷水板

结构的优化设计和高效水刺工艺用水循环处理技术的研究，达到了高效节能减排

的效果，生产湿巾、擦拭布和妇婴用品等医疗卫生产品时单位能耗将为

1.6KW∙H/Kg，节水率达到 24%，相关技术于 2008 年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和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项目成果获发明专利 15 项，发表论文 20 余篇，在全国近 20 家非织造生产

企业获得应用，提升了我国医疗卫生用非织造材料的技术水平。 

项目负责人：靳向煜 

联系电话：13801966559 

E-Mail: Jinxy@dhu.edu.cn 

  

医疗卫生用手术服 纳米/熔喷非织造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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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性能功能性过滤材料 

成功研发了设备简单、流程短、投资省的熔喷成网制造聚氨酯弹性无纺布的

生产方法（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该法生产出来的产品结构蓬松，比表面积大，

性能优良，在耐腐蚀过滤材料方面有广泛的应用，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高附加

值产品；研制了一种具有生产效率高、生产成本较低的聚乳酸熔喷超细纤维非织

造材料，该法生产出来的产品附加值高，可应用在血液过滤材料和空气过滤材料

等方面。另外，本发展中心承担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优先主题）重点项目“水

刺复合高性能纤维过滤材料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完成省部级新产品“水刺复合

高性能纤维过滤材料”等研发并通过鉴定。同时，我们还对水刺耐高温过滤材料

的关键技术与产品性能、耐高温玄武岩水刺复合过滤材料及制造技术、大气除尘

高温滤袋材料的结构性能、大气过滤材料氟整理技术、芳砜纶非织造过滤材料耐

有机溶剂性能、芳砜纶/PTFE 膜结构过滤材料、复合纤维耐高温过滤材料、P84

过滤材料的热老化、耐氧化水过滤材料等方面进行研究，并积极探索低损伤非织

造加固及关键复合技术，避免在加固的过程中造成过滤材料强度过度下降，提高

最终过滤材料的物理机械性能，实现低能耗工艺条件下纤网良好的缠结                                                                                                                                                                                                                                                                                                                                                                                                                                                                                                                                                                                                                                                                                                                                                                                                                                                                                                                                                                                                                                                                                                                                                                                                                                                                                                                                                                                                                                                                                                                                                                                                                                                                                                                                                                                                                                                                                                                                                                                                                                                                                                                                                                                                                                                                                                                                                                                                                                                                                                                                                                          

复合效果，减少高性能纤维用量，同时达到过滤精度；以及对过滤材料功能性整

理技术的研究，包括耐高温过滤材料氟整理工艺技术优化、滤料表面精细化处理

技术研究、多重功能于一体的后整理技术三个方面；和高性能功能性过滤材料的

产业化应用研究。 

项目负责人：靳向煜 

联系电话：13801966559 

E-Mail: Jinxy@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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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车用非织造材料 

车用非织造材料具有其他材料无可比拟的可工程化设计的优点, 其优越的

性能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并且随着研究和开发的不断深入，非织造汽车内饰材

料呈现出功能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在汽车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在汽车用纺

织品方面，本研究发展中心围绕着对汽车用非织造布的轻量化、保温节能、吸音

隔音、阻燃、环保强吸附、防臭等功能性加工技术以及报废车纺织材料的回收和

处理技术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在传统的针刺方法基础上，

使用弹性聚酰胺毛刷替代托网板的设备成功研制了针刺起绒复合非织造材料，提

高了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价值，而且有利于降低产品成本，扩大了产品汽车内

饰材料领域的应用；选用三角形截面的 PP 纤维作为纤维毡的主要原料，辅以一

部分低熔点的 PET 纤维，经梳理成网后在一定的温度下热粘合，然后与纺粘非织

造布复合，成功研制了吸音隔音效果好，成本低，经济效益好的非织造布汽车吸

音隔音毡；采用三维卷曲纤维, 以梳理、垂直铺网或气流成网并通过热风粘合或

针刺、缝编等机械固结加工工艺，成功研发了蓬松性好、压缩回弹性优良并可与

任何面料叠层的可取代聚氨酯泡沫材料的三维结构非织造材料。另外，我们还对

由天然纤维(红麻、黄麻、亚麻和棉花)与丙纶、涤纶混合经过梳理成网与针刺加

工的车内地毯进行了研究，该法生产出来的地毯低于传统的车用地毯，可减轻汽

车的重量，提高燃油效率，并可生物降解，属于绿色替代品。 

项目负责人：靳向煜 

联系电话：13801966559 

E-Mail: Jinxy@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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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编非织造材料 车顶隔音材料 

车用非织造材料 



 

 

劳继红 

绢纺及亚麻纺纺纱油剂的研制 

本课题组长期对纺纱油剂进行研究，对不同油剂对纤维的润滑性能、静电性

能、吸湿及抱合性能等方面进行专项研究，对于油剂对纺纱质量的影响也进行过

针对性的现场试验测试。 

本课题组对绢纺原料纺纱油剂进行了专门研究，针对绢纺原料的特性，配制

了绢纺纺纱油剂，该油剂的使用可以显著提高绢纺原料生产过程中的制成率，提

高纺纱质量，从而可以增加企业的生产效益。同时，根据亚麻原料的特点，配制

了亚麻纺纱油剂，该油剂的使用可以显著提高纤维亚麻纤维的柔软抱合性，提高

亚麻纤维可纺性及纺纱质量。这二类纺纱助剂已经在相关企业进行应用。 

 

项目负责人：劳继红 

联系电话：67792696 

E-Mail: ljh@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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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毓陵 

（1）生物医用织造材料 

以聚酯纤维为原料，在专用织机上，通过对织造参数的设计和织造工艺的调

整，成功的织造出了适用与缝合型腔内隔绝血管的片状超薄高密织物，其透水率、

厚度指标及机械性能达到或接近了目前国外同类产品的水平。 

成功研制了一种可以制备分叉人造血管的刚性剑杆 1×4 多梭箱机构，基于研制

的多梭箱的织造特点，结合传统的管状织物、多层织物以及分叉管状织物的设计

原理和多梭箱机构的引纬特点，提出的新的多层分叉人造血管的设计原理和上机

图，可以织出组织均匀、结构紧密的产品。 

   

针对目前临床上使用的人工胸壁在结构上的缺陷，分析人工胸壁的性能要求，

从结构设计的角度出发，采用新的工艺方法，设计并制作出符合要求的人工胸壁

修补网和人工肋骨。 

    
从选材、结构设计、小样试织、热定形、力学性能测试、动物实验等诸多方

面对机织人工气管进行了探索研究，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的机织人工气管。 



 

 

   
采用不同半径标尺的平板模型，设计了一种简便检测人工管道弯折性能检测

方法。 

   

应用 FLUENT 软件的模拟结果和变形能力的要求，选择了最利于流体稳定性

和变形要求的波纹结构尺寸，织造出了所设计的螺旋波纹管状织物。最后经过热

定型处理，在不破坏原有织物的经纬密的前提下，得到的螺旋波纹管是综合变形

能力和流体流动稳定性最优的结构。  

发明了一种旋转多梭箱装置，使得梭子在交换时，不同梭子的相对位置交替变化，

让不同纬纱始终保持相互平行，解决升降多梭箱织造多层管状织物时，产生的多

梭箱侧折边处纬纱起绞现象。 

项目负责人：李毓陵 

联系电话：13601924903 

E-Mail: lylu@dhu.edu.cn 

（2）高性能纤维制品加工技术 

采用添纱技术研究了圆锥壳体织物整体预成型件的编织工艺，应用三维编织

法制备的圆锥壳体织物，具有十二层三维正交结构，解决了起头、添纱、引纬等

技术问题，主要应用于飞行器的整流罩等。 

运用特殊的工艺手段，研制出专用的纱线、织物和成形装置，制得的曲面骨架材

料成形良好，性能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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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构件的结构变形是解决碳纤维延伸率过小问题的有效途径。对于要求高

强轻质和耐久性好的碳纤维缆索材料，应用缆线结构、绳索结构和编织结构制备

出不同结构的缆索，通过试验分析和理论研究，探索了不同结构、不同结构参数

对延伸率以及其他机械性能的影响，找到符合应用要求的合理的结构和结构参数。 

发明一种在万能试验机平板夹具内加装的辅助装置，实现对未浸树脂的碳纤维线

缆完成拉伸测试，既防止夹具接触碳纤维从而对其造成损伤，又防止碳纤维从夹

具内滑脱，保证碳纤维线缆在距离夹具较远处断裂。 

项目负责人：李毓陵 

联系电话：13601924903 

E-Mail: lylu@dhu.edu.cn 

（3）高档化面料研发 

精细化黄麻/棉混纺纱仍存在着强度较低、柔软度差、毛羽多、条干均匀性

差、粗细节多等缺陷，采用现有工艺和设备难以顺利完成织造过程。为此，在整

经工序严格控制片纱张力不匀，并细化张力盘分区；浆液配方以 PVA 为主，并

添加辅助剂提高浆液渗透率；上浆时调整浆槽浸压，采用双浸双重压工艺，并加

大后上蜡剂量；上机采用小张力、早开口、短后梭口的方式，同时选择较低的引

纬张力；织物密度设计较低，提高织造效率；织物组织设计为斜纹，上机时采用

反织方式，减少开口次数；实现了高支高比例黄麻/棉混纺、交织织物的规模化

织造，提高了黄麻产品的科技含量及附加值，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研究了新型淀粉浆料生产和替代 PVA 应用的关键技术。对产品改性组分和

改性清洁化生产、均匀化反应工艺进行了重点攻关，对产品形态、产品组分、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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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PVA 应用工艺技术、产品系列化关键技术进行了攻关，开发出在棉、涤棉、

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环保纤维等产品上不用聚乙烯醇（PVA）的环保浆料和环

保上浆技术。 

主持了竹浆纤维机织用纱质量评判、专用经纱浆料优选与上浆工艺研究、机

织面料结构设计与制作、机织面料实验前预处理、机织面料风格检验与数值分析

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性工作，并实现产业化。 

项目负责人：李毓陵 

联系电话：13601924903 

E-Mail: lylu@dhu.edu.cn 

（4）防护面料研发 

研究了聚苯硫醚（PPS）短纤纱的基本性能，以及在不同温度和不同时间处

理时聚苯硫醚纱线性质的变化。研制出聚苯硫醚防护服外层面料并对其基本力学

性能、阻燃性能、耐热性、热稳定性以及织物的导热性质进行了系统检测。 

研究了芳砜纶短纤纱的基本性能，以及在不同温度和不同时间处理时芳砜纶

纱线性质的变化。研制出芳砜纶抗浸防寒服外层面料，利用聚氨酯防水透湿涂层

剂在适当的配方和工艺下对芳砜纶织物进行涂层，实现了防水透湿的功能要求，

可用于抗浸防寒面料。 

通过优选原料、纱线和织物组织参数，设计制作出一种新型薄型面料，经整

理加工后用作防毒面料，在保护穿着者不受生化学试剂和微生物的伤害的同时，

改善了厚、重、体积大的问题和较多的副作用如“热积聚”和“冷凝”现象等。 

在原料优选、纱线处理、织物设计、织造工艺以及层合方式等开展了系列研

究，解决了重量重、灵活性很差、行走不便、有时甚至会影响到执法人员执行公

务、价格昂贵难以普及等缺点，开发出了符合实际需求的防刺服装。 

项目负责人：李毓陵 

联系电话：13601924903 

E-Mail: lylu@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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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汝勤 

（1）纤维强伸度细度测试仪 

XQ 型纤维强伸度仪是国内化学纤维生产和科研中广泛应用的仪器，包括

XQ-1A 型纤维强伸度仪、XQ-1C 型高强高模强伸度仪、XG-1A 型工程纤维强伸度

仪、XQ-2 型多功能强伸度仪、XQ-1B 型预取向丝强伸度仪等。XD-1 型振动式细

度仪是适应国际纤维检验标准的新型仪器，采用弦振动原理，测量在一定振弦长

度和张力下的纤维固有振动频率，由弦振动公式自动计算单根纤维线密度，线密

度测量范围 0.6-40dtex，测试快速，可测试反映纤维粗细分布的线密度不匀率。 

XQ 型纤维强伸度仪和 XD-1 型振动式细度仪联机可测试纤维的强力、伸长、

定伸长负荷、线密度、比强度、模量、断裂比功等多项性能指标，仪器获国家专

利，并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本仪器可用于各种化学纤维测试，

包括粘胶纤维湿模量、高强高模芳纶纤维、碳纤维、金属纤维、玻璃纤维、工程

用短型纤维以及生产过程质量控制测试。 

 

项目负责人：李汝勤 

联系电话：13501727341 

E-Mail: 62832493@163.com 

 

 

 
 
 
 
 
 
 
 
 
 

XQ-1A 纤维强伸度仪与 XD-1 振动式细度仪联机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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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强高模纤维强伸度测试仪 

碳纤维、芳纶、高强高模聚乙烯等高性能纤维，由于具有高强度高模量、质

轻、耐高温和耐疲劳等多项优良性能，除了在宇宙飞行、军用和民用飞机等航天

航空高技术领域中起着其他材料无法取代的作用外，在汽车、高速列车、防护制

品及其他产业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我国国家规划明确指出发展高性能纤维产

业及其应用的战略目标，碳纤维、芳纶、高强高模聚乙烯等高性能纤维生产发展

前景十分广阔。 

由上海新纤仪器有限公司、东华大学、上海利浦应用科学技术研究所研制成

功的 XQ-1C 型高强高模纤维强伸度仪，是在长期研究和推广的 XQ 系列强伸度仪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采用精密的机械结构、先进的软件技术和方便自动的测试

方法，能与 XD-1 型振动式细度仪联机测试纤维强力、伸长、强度、模量、断裂

比功等指标，实时显示负荷－伸长曲线，方便地进行测试数据的存贮与检索。仪

器测试结果准确性高，适合各种高性能纤维测试。公司于 2011年被列入我国《参

与军工重点工程配套任务厂商》，产品获广泛应用。 

 

项目负责人：李汝勤 

联系电话：13501727341 

E-Mail: 62832493@163.com 

 
 

 XQ-1C 型高强高模纤维强伸度仪与 XD-1 振动式细度仪联机测试 

mailto:62832493@163.com�


 

 

（3）纤维热收缩和纤维卷曲弹性测试仪 

XH-1 型纤维热收缩测试仪是采用数字技术测试原理的新型测试仪器，测试

纤维加热前后长度的变化，自动化程度高，仪器结构精密，测试结果重复性好，

仪器故障率小。 

XCP-1A 型纤维卷曲弹性仪是 XCP-1 型仪器的升级型，采用图像法自动测试

纤维卷曲数，减少人工目光点数的不确定性，测力分辨率 0.1mg，比旧式扭力天

平仪器精度提高 10 倍。仪器获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已广泛应用于化纤、纺织等

生产企业、检测机构和科研单位。 

 

项目负责人：李汝勤 

联系电话：13501727341 

E-Mail: 62832493@163.com 

 
XH-1型纤维热收缩测试仪 

 
XCP-1A型纤维卷曲弹性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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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氨纶弹性测试仪 

XN-1A 型氨纶弹性仪是测试氨纶丝强伸度和弹性回复率指标的仪器，测试结

果准确，力值测试灵敏高，能满足氨纶丝弹性试验小力值测力要求，测试方法符

合国际和国家标准。力值测量范围有 200cN 和 500cN 两种，负荷测量分辨率 0.01 

cN，伸长测量范围 0~500 mm（夹持距离 50 mm 时），能绘制完美的弹性回复曲

线。 

项目负责人：李汝勤 

联系电话：13501727341 

E-Mail: 62832493@163.com 

 

XN-1A 型氨纶弹性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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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程纤维强伸度仪 

XG-1A 型工程纤维强伸度仪可用于测试 6mm 以下长度的短纤维工程材料，

采用特殊结构设计的夹持器，用 XGD-1A 型纤维直径测试仪测得纤维直径输入仪

器，计算纤维单位截面积的强力，其强度和模量单位采用 MPa。仪器获得实用新

型专利，已广泛应用于检验机构和科研机构。 

 

项目负责人：李汝勤 

联系电话：13501727341 

E-Mail: 62832493@163.com 

 

XG-1A 型工程纤维强伸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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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织物悬垂性测试仪 

XDP-1型织物悬垂性测试仪是用图像处理方法测试织物悬垂性能的新型测试

仪器，仪器结构精密，操作自动，性能可靠，适用于各种织物面料的静态和动态

悬垂性能测试。仪器获国家发明专利，已被多家检验机构、高校采用。 

 

项目负责人：李汝勤 

联系电话：13501727341 

E-Mail: 62832493@163.com 

 

XDP-1 型织物悬垂性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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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小红 

（1）新型幅宽批量制备微纳米纤维的多喷头纺丝机以及高效过滤材

料 

国内外都在努力通过一种无针头的方法来提高静电纺丝的产量。美国、捷克

等研究比较多，但关键技术保密，国内在这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经过近 10 年

的设计制备，形成设计加工了有自主产权的泰勒锥多喷头静电纺丝机，将泰勒锥

喷头升级为伞状三维泰勒锥喷头。设计研制了多喷头组装，克服高压电场的干扰，

提高静电纺丝产量。伞状喷头纺制PVA时，在55kV-70 kV电压下产量为2.3-5.7g/h，

纺制 PAN 时，在 45 kV-65 kV 电压下产量为 5.2-12.5g/h，而传统单针头纺丝为

0.01-0.1g/h。比传统静电纺丝高出近 100 倍，有效大幅度提高了产量。组装多个

伞状喷头，纺丝机每小时纺制 60 平方米，每平方米克重 1.0-2.0g。产品主要使用

在高效过滤材料上。在普通纺粘无纺布或熔喷无纺布上每平方米上纺制 2 克纳米

纤维，过滤效率能达到 99.999%。 

项目成果获发明专利 12 项，发表论文 60 余篇，获得多项省部级以上项目支

撑。正在与企业进行合作中。 

项目负责人：覃小红 

联系电话：13916294575 

E-Mail: xhqin@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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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型纳米纤维/棉纱或纳米纤维/毛纱复合纱线的开发 

大多数静电纺纳米纤维是以无纺布的形式收集到的，由于其杂乱无章的结构

以及较低的力学性能，严重束缚了纳米纤维的应用领域。因此，高效制备结构可

控的纳米纤维纱线才是静电纺丝达到广泛应用的最终发展方向。我们采用传统静

电纺丝设备与机械加捻装置相结合的方式自主研发出静电纺纱设备来加工取向

纳米纤维纱线。目前该装置可连续纺纱 4h 以上不断头，纺纱速度可调，基本可

以满足实验室需求。该装置可实现多种聚合物的纺纱，如聚丙烯腈（PAN）、聚

乙烯醇（PVA）、聚己内酯（PCL）等。以 PAN 为例，通过控制各种参数，纱线直

径在 10～500μm 范围内可调，组成纱线的纤维的直径在 100～1000nm 范围内

可调，在捻度为 50 捻回数/m 的弱捻情况下，所得纱线的强度为 7.6～9.1 cN/tex，

与普通棉纱的强度相近，并且随着纱线捻度的增加，强度还存在很大的提高空间。

该装置生产的纳米纤维纱线不仅具备纳米材料所具备的特异效应，如表面效应、

小尺寸效应、量子尺寸效应和量子隧道效应等，而且易于加工成型，可广泛应用

于功能性纺织品（抗菌，阻燃、抗紫外等）、药物载体、组织工程以及复合材料

等材料尖端领域。（图片上红色的为纳米纤维，白色的为面纱） 
 

项目成果获发明专利 8 项，发表论文 20 余篇，获得多项省部级以上项目支

撑。正在与企业进行合作中。 

项目负责人：覃小红 

联系电话：13916294575 

E-Mail: xhqin@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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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夷平 

（1）绿色复合材料 

针对天然纤维增强绿色复合材料研究中的三个主要问题，即纤维和树脂界面

粘接强度差、复合材料力学性能差和加工困难，我们做了一系列研究加以改进。

（1）在对天然纤维与热塑性树脂的界面性能的研究中，通过对天然纤维表面进

行结合酒精预处理后的常压等离子体处理，大幅度提高了界面的粘结性能，并具

有非常好的时效性；（2）研究了天然纤维机织物本身力学性能，通过对机织物进

行往复拉伸循环拉伸处理来大幅度提高该材料的拉伸性能，进而提高二维机织物

层合复合材料的拉伸和弯曲性能；（3）研究了绿色纺织复合材料的树脂浸润性，

通过采用包缠纱结构，即为将热塑性长丝以螺旋形式包覆在短纤维纱表面来使热

熔后的热塑性树脂能均匀地分布在预制件中，使得该类材料的力学性能有所提高；

（4）研究了绿色纺织复合材料的增强结构，通过引进三维正交增强结构使得纱

线的屈曲波有所减小，同时 Z纱将经纬纱沿着织物厚度方向进行捆绑，使得该类

材料的拉伸和冲击性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5）研究了绿色纺织复合材料的吸音

性能，通过将热塑性长丝纱/天然纤维短纤纱的包缠纱与三维正交增强结构相结

合，制备出具有吸音功能与力学性能兼备的三维复合材料。这些部分研究内容已

申报 1 个国家级研究项目和 3 个国家发明专利，并在 Industrial Crops and 

Products（二区）等 SCI收录的国际期刊上发表了 7篇科研论文。 

项目负责人：邱夷平 

联系电话：13918926081 

E-Mail: ypqiu@mail.dhu.edu.cn 

（2）常压等离子体对纺织材料表面处理的研究和应用 

常压等离子体处理是一种无污染高效率的绿色处理方法。其对高性能纤维的

表面进行处理，可以改善纤维与树脂之间的界面粘结性能，为得到界面性能好，

力学性能优良的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提供可能性；对羊毛纤维表面进行适当的预处

理和等离子体处理，可对羊毛表面鳞片的去除起到非常好的效果。本团队长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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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常压等离子体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对各种材料之间的粘结性分析和改善，确定

处理工艺参数和表面分析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本研究获得数项省部级项目，发表论文 40 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0 余项。 

 

 

  
 

 

 

负责人：邱夷平 

联系电话：13918926081 

E-mail: ypqiu@dhu.edu.cn 

（3）三维正交机织物织造技术及应用 

本实验室自 2003 年起，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维正交机织织造技术。

10 年间，该技术得到长足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实验室以碳纤维、玻璃纤维、

芳纶纤维、聚乙烯纤维及金属纤维等高性能纤维为原料，研究了超厚三维正交结

构关键织造参数的设置和调整规律，开发了系列三维正交织物，并扩展至典型结

构为“T”形、“L”形、“П”形和中空形件等异形正交截面结构的三维正交织物结构设

计和织造。织造的最大门幅可以达到 1 米，配上合适的综框，最大层数可达 18

层，满足织造异型截面和中空织物的需要，经专家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所研制的三维正交机织复合材料可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风力叶片等的结

构件、也可用于防弹防刺等方面的应用。 

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 10 余项，项目成果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0 余项。 

  图 1 尼龙纤维表面刻蚀电镜照片 
  图 2 羊毛纤维表面经过等离子体

处理后的电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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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 邱夷平 

联系电话：13918926081 

E-mail：ypqiu@dhu.edu.cn 

（4）锂离子电池用高性能材料 

锂离子电池作为一种绿色、环保电源，已经在便携式电子产品上得到比较普

遍的应用。但是，随着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的小型化以及电动汽车等对锂离子电

池技术参数要求的提高，开发低成本、高倍率、安全性好的电池成为锂离子电池

主要的发展方向。本研究发展中心以研制出低成本、高性能的锂离子电池用材料

为目的，对锂离子电池的正、负极材料和隔膜材料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锂离

子电池用隔膜材料方面，本研究团队围绕着对锂离子电池用材料的安全性能、透

气性能、抗穿刺强度等等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利用静电纺

丝技术和后续热处理技术相结合，成功研制了静电纺锂离子电池用隔膜材料，提

高了锂离子电池的电化学稳定窗、循环性能、倍率性能等，降低了界面阻抗，而

且有利于降低产品的成本；另外，成功研制出了性能好、成本低的隔膜材料。在

锂离子电池用电极材料方面，围绕着锂离子电池用材料的循环性能、倍率性能等

等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利用静电纺丝技术和高温烧结技术相结

图 1 各种三维正交机织高性

能纤维织物 

 

图 2 各种三维正交机织异形

截面织物复合材料 

 

mailto:ypqiu@dhu.edu.cn�


 

 

合，成功研制出了工艺流程简单、不需要添加导电材料和粘结剂的锂离子电池用

电极材料。另外，利用溶胶凝胶法成功研制出了性能优良、成本低的电极材料，

提高了锂离子电池的电化学性能。 

项目成果正在申请发明专利 2 项，发表论文 10 余篇。 

 

 

 

 

  

 

 
 
 
 
 
 
 
 
 
 
 
 
 
 
 
 
 
 
 
 
 
 
 

图 3 静电纺丝结合高温烧结制备

的锂离子电池用电极材料 

图 2 锂离子电池用隔膜材料 图 1 锂离子纽扣电池 

项目负责人： 邱夷平 

联系电话：13918926081 

E-mail：ypqiu@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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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润 

纺织品创意设计 

研究设计具有美观性、时尚性、创意性、文化性和生态性的服用面料和家用

纺织品，侧重于视觉艺术效果的创新开发。与江苏阳光集团合作开发毛纺服用面

料，在 2013年法国国际 PV展中展出；与南通叠石桥和绍兴柯桥多家纺织面料公

司合作推出多款婚庆类、时尚类、儿童类床上多套件及被芯产品，部分设计作品

被国内知名品牌家纺公司选中生产。 

目前，正着力开发“中国风”系列服用及家纺产品，参与国家教育部课题 1

项，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提炼的视觉元素，将其与现代时尚审美相结合，设

计具有民族性且国际化的纺织产品，旨在提升中国纺织品设计在国际市场的实力

与地位。 

 

项目负责人：温润 

联系电话：18621004137 

E-Mail：rain@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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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军 

（1）机织物自动验布系统 

研究开发了基于机器视觉的自动验布系统，解决机织物坯布长期依靠人工检

测的问题。该系统采用 CCD 获取图像，利用自行研究的 10 余套算法，结合

DSP+FPGA技术，实现了机织物疵点实时检测，检测速度可达 60m/min，疵点检出

率可达 90%以上。在疵点检测的策略上，采用单分类方法，即只需要有正常的织

物信息即可，无须收集完整的各种疵点，为该系统的应用推广创造了条件。算法

具有自我学习和调整的能力，能够根据各种不同的织物进行自适应学习。开发了

功能完整的后台软件，能够将疵点的信息，包括位置、疵点特征等记录在计算上

上，并可以及时调出，生成检测报告。 

项目具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从算法设计到实时处理，已获发明专利 7

项，还有多项专利处于公开状态，完成地级市科技攻关项目 1 项，发表论文 20

余篇。 

项目负责人：汪军 

联系电话：13621641266 

E-Mail: junwang@dhu.edu.cn 

 

   

自动验布机                       系统实时监控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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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杯纺纱技术及产品 

研制了转杯纺竹节纱技术和工艺，利用超喂原理，能够纺制竹节约为转杯周

长、粗节为 3-4 倍的长竹节纱，具有粗狂和返璞归真的风格，完成省部级鉴定一

项，获得 2007 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在此基础上研发了一种能够纺制短竹

节波纹纱的装置（专利申请中），该技术能够纺制 16S 以下的纱线，在一个转杯

周长内形成 4-5 个粗节和细节，具有改造简单、应用方便的特点。我们新型纺纱

中心还成功研发了能够纺制混纺纱的转杯纺新技术，该技术能够纺制两种纤维性

能差异较大的转杯混纺纱，比如涤棉、麻棉等等，该方法打破了转杯纺纺制混纺

纱困难的传统观点，采用新型设计方法，纺制出的纱线具有独特风格。此外，在

转杯纺接头技术、转杯纺纱器的气流分布等领域有较好的研究基础，能为转杯纺

接头、纺纱器设计提供理论指导。 

该领域已发表论文 30 余篇，相关技术在国内 4-5 个企业得到应用，为转杯

纺纱技术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项目负责人：汪军 

联系电话：13621641266 
E-Mail: junwang@dhu.edu.cn 

 

 

转杯竹节纱制成的织物               转杯三维模型速度矢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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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璐 

（1）纺织基人造血管性能表征系统 

基于移植型和腔内隔绝术用人造血管在体内应该具有的功能和作用，归纳了

其生物力学性能的具体体现，研究了生物力学性能的测试手段和方法。针对人造

血管管壁多孔特性、管壁拉伸特性、管壁顺应性及管壁耐磨特性，建立了表征指

标、研制了测试仪器、制定了测试方法。可在此基础上评价各种人造血管的性能

特征。自行开发研制的主要测试仪器有：人造血管水渗透仪，人造血管疲劳测试

仪，人造血管顺应性测试仪，人造血管管壁耐磨仪等。发表文章 20 余篇，参编

中英文专著各一部，拥有相关授权专利 6项。 

项目负责人：王璐 

联系电话：13661714378 

E-Mail：wanglu@dhu.edu.cn 

（2）腔内隔绝术用人造血管制备技术 

当人体某一部分血管发生病变而失去功能或可能产生病变得情况下， 特别

是当发生病变的是人体深层的动脉时，如腹主动脉瘤，新的手术是将超薄超密高

强人造血管和金属支架的复合体置入导管内，然后在腹股沟的股动脉处开一小口，

通过导管将带有支架的人造血管植入腹主动脉瘤处，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 

项目组在腔内隔绝术用人造血管的原料筛选、制品结构与外形设计、制备技

术以及制品性能评价方面与合作医院展开了系列研究，在缝制型、直管型、分叉

型超薄超密高强人造血管研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四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教育部、上海市科委等省部级项目的支持下，发表文章 30 余篇，参编中英文专

著各一部，拥有相关授权发明专利 15项。 

项目负责人：王璐 

联系电话：13661714378       E-Mail：wanglu@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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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编织型可梯度降解输尿管支架管 

目前用于临床治疗的输尿管支架管为不可降解材料，需要二次手术取出，会

引起一系列并发症。项目组以可降解纤维材料 PGA/PLGA 为主要原料使用精密编

织技术以及特殊后处理技术制成了可控降解支架管，其避免二次手术取出，减少

由输尿管支架管引起的并发症。本新型支架管的力学性能与普通商用不可降解输

尿管支架管的力学性能相当，甚至更优；支架管的管壁较薄，能够提供更好的引

流作用；支架管同时具有双向梯度降解，大大减少了降解碎片堵塞管道的可能性；

支架管在一段时间内能够提供有效的支撑和引流作用，随着病人病情的痊愈，能

够在体内自行降解，降解碎片能够随人的尿液排出体外，降解产物对人体无害。

本成果制作工艺相对简单、操作可控，质量稳定。一次使用可大大减轻病人痛苦，

具有较大的社会效益，同时也有很大的市场发展前景。本项目已发表论文 9 篇，

授权实用新型 1项、公开发明专利 3项。 

项目负责人：王璐 

联系电话：13661714378 

E-Mail：wanglu@dhu.edu.cn 

（4）壳聚糖基负载复合功能性医用敷料 

利用产业化静电纺丝技术开发共混型和包覆型负载功能性纤维膜作为医用

敷料的载体材料，复合载体材料具有有成型纤维精细、提供较大的比表面积、成

型孔隙率适中、孔径分布均匀的特点，可以为皮肤细胞组织生长与伤口愈合提供

良好的透湿透气性，包覆型纺丝膜可以有效地在壳层纤维包覆药物及其他不易纺

功能性高聚物，避免了环境对药物和高聚物的影响，解决了载药医用敷料使用初

期药物释放速率高的问题；同时所选用的高聚物能够有效的吸收组织渗出液，保

持创面湿润，避免创口粘连及细菌感染，对于轻度和重度炎症伤口都能起到加速

伤口愈合的作用。目前，在此项领域已申请发明专利 3项，发表国际期刊论文 4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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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王璐 

联系电话：13661714378 

E-Mail：wanglu@dhu.edu.cn 

（5）医用抗菌缝合线 

手术部位感染（SSIs）是术后常见感染，也是术后主要并发症之一。其危害

主要包括拖延伤口愈合、提高护理费用、增加患者痛苦等。日本每年有 6%-8%的

患者受到 SSIs的困扰，胃肠道手术的 SSIs高达 10%，平均延长住院天数约 7天；

在美国，每年由于 SSIs 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 16 亿美元。2011 年，著名外

科学家 Alexander 等人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指出，缝合线的抗菌处理对 SSIs 的

预防具有借鉴作用。项目组研制了一种具有产业化潜力的新型抗菌编织型真丝缝

合线制备方法，弥补了非可吸收抗菌缝合线商品化过程中的空白。以含有抗菌剂

的高分子可降解材料为载体对真丝编织缝合线进行处理，使其具有长效缓释抗菌

的特性，抗菌性能持续时间与伤口愈合速率相匹配。此外，在深入研究缝合线操

作特性（组织拖拽、柔韧性、打结强度等）的测试与评价的基础上，完善抗菌缝

合线评价体系，包括抗菌性能、抗菌持久稳定性能、打结抗张强度、缝合线间及

缝合线与组织间的摩擦性能、结点安全性等。已发表文章 4篇，申请发明专利 3

项。 

项目负责人：王璐 

联系电话：13661714378 

E-Mail：wanglu@dhu.edu.cn 

（6）天然染料制备及其在生态纺织品开发与羊毛清洁生产中的应用

技术 

 在国家“863”项目和江苏省科技攻关项目的持续支持下，课题组开发了可产业

化的红、黄、蓝、紫、褐和绿色系天然植物染料的制备技术；完成色卡 306 种；

色牢度达到 3 级以上；建成了标准染色工艺；开发出精纺面料（匹染、筒染）、

针织毛纱（绞纱染色）、毛针织服装等 3大类生态毛纺织品；发明专利授权 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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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植物染料数据库 1 项，发表论文 30 篇，参编专著 2 部。该项目取得的成果

开创了从源头消除纺织企业产生对环境的污染的先例，为羊毛染整的根本改革，

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提供了毛纺织行业产业升级的一个途径。该项目成果填

补国内空白，总体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本成果还可应用于其他天然纤维和化学纤

维以及混纺面料。近年荣获省、部级科研二等奖 2项，三等奖 1项。 

项目负责人：王璐 

联系电话：13661714378 

E-Mail：wanglu@dhu.edu.cn 

（7）植物源功能助剂的开发及其在纺织品上的应用 

项目组深入研究了高效低耗植物源防蛀和保健功能整理剂的清洁提取系列

技术，从植物中分离出具有防蛀、抗菌、防紫外线等功能有效成分；以防蛀、保

健功能整合为目标，对天然植物的萃取物进行合理的配伍与优化，形成了毛用植

物源多功能生态整理剂的复配技术，制得了适用于毛纺织品加工的天然生态型多

功能整理剂；借助天然生态助剂对羊毛制品的助染与助整作用，将生态染整各个

过程利用时空集成技术优化组织，构建了植物源多功能整理剂在毛纺织品中的生

态染整产业化系列技术；进行天然生态型多功能高档毛纺织品的新型组合，开发

出具有防蛀、保健整合功能的天然生态型多功能羊毛制品。系列产品符合防蛀、

抗菌、防紫外线、生态纺织品和精梳毛织品等诸多标准的质量指标要求，具有良

好的防蛀、抗菌、防紫外线的功能。功能整理的废水达到完全安全排放，符合国

家环保产品标准要求，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本成果还可应用于其他

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以及混纺面料。已发表研究论文 23篇，授权发明专利 7项，

参编专著 2部，近年荣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2项。 

项目负责人：王璐 

联系电话：13661714378 

E-Mail：wanglu@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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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仿羽绒功能性保暖纤维 

基于纤维集合体的导热机理与保暖机制的研究，开发了具有优良热阻系数的

纤维及功能性保暖材料，一方面，从集合体构建结构出发，仿造羽绒纤维集合体

高蓬松度和孔隙分形参数，对化学纤维进行形态加工优化和集合优化，在降低成

本的同时，达到了保暖率接近甚至超过羽绒纤维集合体的目的。另一方面，所开

发新型高级功能性纤维，其本身的化学结构和改性结构具有吸湿保暖和积极发热

作用，对于形成保暖性面料或填充絮料都有重要价值。在此方向获得国家级资助

项目 1项，验收成果优秀。并发表国际期刊论文 15篇。 

项目负责人：王璐 

联系电话：13661714378 

E-Mail：wanglu@dhu.edu.cn 

（9）基于微纳米尺度的织物自清洁改性技术 

从工程仿生学角度出发，以荷叶效应为基础，通过纤维形态结构、物理参数

设计，确定共混纤维配比及织物组织结构参数，仿制织物表层微米结构；通过溶

胶凝胶法对织物表面进行纳米技术改性，构建织物表层纳米结构，形成多尺度协

同耦合效应，最后，通过低表面能化学修饰，开发高效持久的功能性自清洁面料。

在此方向申请发明专利 2项，获得国家级资助项目 1项，企业资助项目 1项，中

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 3等奖。 

项目负责人：王璐 

联系电话：13661714378 

E-Mail：wanglu@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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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妮 

防透明纤维及视觉遮蔽纺织品 

针对白色制服面料及其他薄型面料曝露内衣造成不雅外观、不可兼顾视觉遮

蔽性与穿着舒适性的问题, 明确提出以强化纤维内部散射消光为主来提高最终

织物视觉遮蔽效果的技术思路。通过设计具有多层次散射功能的复杂结构纤维截

面和优化添加高折射率粉体选择及其粒径分布，在大幅度提高防透效果的同时，

克服了高折射率粉体所带来的纺丝设备损伤以及纤维强度显著降低等问题，兼具

低投入和良好的可加工性。在此基础上成功研发了防透效果优良的仿毛聚酯长丝

及短纤维、双组分并列复合弹性聚酯长丝及短纤维和防透粘胶短纤维等，且与普

通纤维相比，无染色及整理加工难点。开发生产了视觉遮蔽效果突出的长丝或短

纤混纺的棉型、毛型机织物及针织物，成功解决了浅色轻薄面料视觉遮蔽性与手

感、舒适性不可兼顾的矛盾，产品的视觉遮蔽效果可达到两层普通同规格面料水

平。相关产品已应用于海军白色夏服、春秋常服和礼服,并推广到高检、高法、

海关、远洋航运等行业制服及休闲服装。防透明纤维被列为 2013/2014中国流行

纤维趋势十大纤维之一，所开发纺织品在具有防可见光透视、防近红外盗摄的同

时，兼具隔绝紫外线、降低阳光下辐射升温的作用以及光触媒自清洁和抗菌防臭

功能。经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组织的鉴定结论为：总体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工艺技术先进、实用、稳定，设备新增投资少；通过完整的产业链集成创新，实

现了规模化生产，市场前景广阔，社会和经济效益显著。相关技术及产品于 2010

年获得江阴市科技进步奖、2011 年江苏省纺织技术创新奖以及 2012 年中国纺织

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二等奖和桑麻纺织科技进步二等奖。 

项目负责人：施楣梧 王妮      联系电话：13621822569 

E-Mail: shimeiwu@263.net.cn，wangni@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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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其 

功能织物及粘扣带 

研究开发了阻燃织物和粘扣带，包括第一代卤素阻燃织物和粘扣带，阻燃指

标达到美国波音公司航空用阻燃材料标准，第二代无卤素阻燃织物和粘扣带，阻

燃指标达到美国波音公司航空用阻燃材料标准，烟气毒性和烟密度达到欧洲空客

阻燃材料标准，第三代耐水洗无卤素阻燃织物和粘扣带，阻燃指标达到美国波音

公司航空用阻燃材料标准，无甲醛，耐洗涤 30 次，第四代涤纶、锦纶交织无卤

素耐水洗阻燃织物，阻燃指标达到美国波音公司航空用阻燃材料标准，热熔点提

高，在较高温度使用，强度不降低，无卤素，耐洗涤 30 次。研发了耐硫织物和

粘扣带，在与橡胶材料复合时不变黄。研发了耐酚黄织物和粘扣带，仓储不变霉。

研发了导湿透汽、抗菌、高强耐疲劳、芳香、驱蚊、耐酸、耐氯、防污快干、耐

水、负离子远红外织物及粘扣带，大量应用到企业生产中，获得发明专利 10 项，

实用新型专利 4 项。 

 

项目负责人：王其 

联系电话：13761919429 

E-Mail: wq@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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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厚 

（1）安全防护类柔性防刺材料 

    研究开发了新型高性能树脂成型柔性防刺复合材料。针对目前市场上存在

的硬质防刺服厚重笨拙，柔性防刺服成本高昂，透气性差的缺陷，采用网板成型

工艺，利用高性能高分子树脂与化纤面料复合的方式，生产出新型柔性防刺复合

材料。该柔性防刺材料具有防刺性能优良，柔软舒适，灵活透气及隐蔽性强的特

点，与传统防刺材料相比，重量减轻 20%，厚度减轻 30%，柔软性显著增强。可

广泛用于制作防刺服、防刺割手套、护膝、护臂、皮包等安全防护用品。采用该

材料生产的柔性防刺服完全符合国内公共安全行业最新标准 GA68-2008《警用防

刺服》所规定的各项要求，而且能达到美国 NIJ0115.00 高能量水平防护等级一级。

该技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项目负责人：王新厚 

联系电话：13512194387    

E-Mail: xhwang@dhu.edu.cn 

（2）纺粘/熔喷非织造宽幅模头 

纺粘/熔喷设备的宽幅化，是纺熔设备发展的重要趋势。它不仅可以大大提

高产量、满足市场对纺熔产品日益增长的需要，且可节约生产成本，提高企业利

益。 

本课题组提出一种基于流体动力学数值模拟与优化算法的模头设计方法，可

为企业提供设计方案。另外，我们设计研发出一种多歧管宽幅衣架型模头（已获

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该模头宽度可达 4m，纤网不匀率可控在 5%之内，另外

还有熔体滞留时间短，耗能低，适应多种聚合物等优点。 

项目负责人：王新厚 

联系电话：13512194387   

  E-Mail: xhwang@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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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纳米熔喷无纺布开发 

在工业生产条件下，成功制备了纳米熔喷无纺布，纤维平均直径可达600nm，

从理论和实验两方面研究探索了熔喷工艺中纳米纤维细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形

成了一种新的纳米纤维成纤技术，填补了国内在纳米熔喷技术开发上的空白。 

同时，本课题组采用不同的测试仪器，对纳米纤网的密度、孔径分布、空气

透气率、静水压和断裂伸长率等性能进行了测试和比较。通过对比微米熔喷纤网，

发现纳米纤网密度较小，但其透气率和断裂伸长率等性能更为优良。该法生产出

来的产品结构蓬松，纤维比表面积大，在过滤材料、保暖材料和医用口罩等方面

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项目负责人：王新厚 

联系电话：13512194387     

E-Mail: xhwang@dhu.edu.cn 

 

（4）高效广谱纳米纤维吸附材料 

纤维形态的偕胺肟材料具有比表面积大，吸附容量高、吸附速度快、选择性

好、易洗脱、再生性能好等优点，作为一种高性能吸附材料，在工业废水处理以

及金属离子富集、回收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并被认为是吸附和分离材料

的主要发展方向。以 PAN 纳米纤维材料为基础原料，通过在纳米纤维中引入偕

胺肟功能基团，成功开发了可同时吸附多种重金属离子的高性能偕胺肟化纳米纤

维吸附材料，本研究中偕胺肟基转化比例可达 50%以上，高于其他类似研究 30%

的平均水平。实验室研究结果表明，偕胺肟化纳米纤维对镉（Cd2+）、铬（Cr3+）、

铜（Cu2+）、镍（Ni2+）、铅（Pb2+）和锌（Zn2+ ）等几种重金属离子均具有较好的

吸附性能，在上述六种重金属离子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其总吸附容量可达

150mg/g 以上，对每种重金属离子的吸附容量分别在 100-300mg/g 之间，与改性

前相比，吸附速率加快，可吸附的重金属种类增加，吸附容量增加 50%以上。纳

米纤维的偕胺肟化不仅提高了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价值，而且有利于降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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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扩大了纳米纤维材料在环保领域的应用。产品性能已在实验室得到验证，

目前正致力于高性能改性纳米纤维材料在重金属污水处理中的产业化应用研究。 

 

项目负责人：王新厚 

联系电话：13512194387       

E-Mail: xhwang@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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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福军 

（1）深冷处理方法改性对高性能纤维综合改性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研究了通过深低温（-100℃--196℃）处理技

术（也叫深冷处理技术）改善钢铁材料机械性能，随后并将该技术进行的产业化。

深冷处理是将被处理工件置于特定的、可控的低温环境中，使材料的微观组织结

构产生变化，从而达到提高或改善材料性能的一种新技术。本项目采用深冷处理

技术对高性能纤维（芳纶纤维，碳纤维）进行了改性研究。经过处理后，芳纶纤

维和碳纤维的界面性能均提高 20%以上；机械拉伸性能略有上升；芳纶纤维的耐

磨性明显提高。 

项目优势： 

（1）本项目中经深冷处理的高性能纤维具有更为优异的综合力学性能，可

满足不同领域内的应用需求，同时提高高性能纤维的使用寿命。 

（2）本项目中经深冷处理的芳纶纤维耐摩擦性能及拉伸性能有明显的提高，

充分挖掘了芳纶纤维材料的潜力。 

（3）本项目中高性能纤维经深冷处理后表面粗糙化，表明能增加的同时与

树脂基体的接触面积也增大，有利于高性能纤维与树脂形成良好的粘合界面，提

高芳纶增强复合材料的综合性能。 

（4）本项目的深冷处理工艺过程及深冷处理设备结构简单，与其他改性处

理工艺相比，更节约能源及生产成本，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5）本项目所述深冷处理技术以液氮作为冷源,利用其相变(气化) 吸热来

获得低温环境、无毒无味、环境友好，属于绿色制造技术范畴。 

本项目已申请专利 2项；中科院低温工程重点实验室开放课一项；并发表多篇相

关学术论文。 

项目负责人：许福军 

联系电话：021-6779-2678 

E-Mail: fjxu@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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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旧棉织物聚合物复合材料 

自 08年联合国环境署发起了在全球开展“绿色经济”和“绿色新政”的倡

议以来，复合材料领域的“绿色复合材料”也备受关注。绿色复合材料解决了传

统复合材料在制备过程和回收处理过程中对环境污染的问题。本项目利用回收的

废旧棉织物增强聚丙烯树脂，通过改变二者的质量配比获得不同性能的绿色复合

材料，通过后处理，改善其阻燃性能。并尝试以此作为箱包蒙皮、板材、墙体装

饰产品的原料。 

项目优势： 

1、注重纺织废旧资源的再利用，减少资源浪费。 

2、制备方法新颖，用途广： 

本项目利用牛仔织物作为增强材料，充分的发挥了织物的一体性、美观性、可设

计性等优点。通过实验测试发现制备的绿色复合材料性能优良，广泛适用于板材、

蒙皮、工业装饰等生产领域。 

3、无毒、环保、安全： 

由于本材料采用牛仔织物和聚丙烯作为原料，均为无毒无害材料。在研发过程，

注重通过无卤阻燃方式对材料的阻燃性能进行改善，保证使用过程中的安全。 

4、成本低，性能优，经济效益好： 

鉴于来源是废旧牛仔织物，故原材料成本低，聚丙烯也是广为使用的聚合物。因

此产品生产成本低廉，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 

本项目已申请专利 2项，并发表多篇相关学术论文。 

项目负责人：许福军 

联系电话：021-6779-2678 

E-Mail: fjxu@dhu.edu.cn 

（3）三维正交机织织物及其天线结构 

依托课题组实验室的三维正交机织织造设备，开发轻质超厚三维机织织物及

其复合材料结构。三维正交机织物由于在平面内的两组纱线不参加交织，因此经、

纬纱线都没有屈曲，使得材料的强度和刚度都很高。该类织物可以用于个人防护

和飞行器包容结构等领域。如果以三维机织物为复合材料预制件，该织物厚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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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捆扎纱，有效克服了二维复合材料的分层问题，使其具有整体性能好、抗损

伤容限高和可设计性强等优点，在对结构重量、整体性和抗疲劳性能要求很高的

航空航天领域和舰船壳体上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同时，利用三维机织结构良好的

可嵌入特点，开发具有良好机械性能和电磁学性能的三维织物天线结构。 

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51303025)、上海市自然科学

基金（12ZR1440500）和教育博士点基金项目(20120075120016)的支持，授权发

明专利 4项，发表 SCI源刊论文 7篇。 

 

图 1 三维多层机织芳纶玄武岩混杂织物 

 

图 2 三维机织微带天线结构示意图 

项目负责人：许福军 

联系电话：021-6779-2678    E-Mail: fjxu@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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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梅娣 

提花袜品计算机快速辅助花型分析与设计系统 

针织提花袜品计算机快速辅助花型分析和设计系统是针对目前困扰袜子企

业如何迅速正确快速分析出袜品实样中的花型意匠图及上机工艺，摆脱传统的人

工分析费时费力的现状，如何很快真实地将画报或照片上的花型图案、或原创设

计的花型图案转化成花纹意匠图和上机工艺，摆脱运用目前电脑袜机本身所带的

设计软件对编织画报或照片上的图案、或原创设计的图案的袜品存在着图案严重

变形的现象，必须通过反复试制、修改花纹意匠图才能较真实地表达出原图案的

真实面目的窘况而开发的。高效、易操作、快速的针织提花袜品计算机快速辅助

花型分析和设计系统简化了花型分析、设计过程，并能通过系统直接转化，为上

机编织所需的文件格式实现了上机一体化，缩短了设计周期，提高了工效，彻底

降低了设计人员的工作强度、为企业带来了经济效益。 

该系统集下列多种功能于一体：具有采集袜品实样的组织花型、花型的分色

和归色、花型图转换成花纹意匠图和上机工艺功能，因而能根据袜品的花型和织

物参数准确重现袜品实样中图案；能根据原料的性能、组织结构、机器的特性，

快速真实、不变形地将画报或照片上的花型图案、或原创设计的花型图案转化成

花纹意匠图和上机工艺；具有直接设计花纹意匠图的功能，并可以直接将其转化

为上机工艺等功能；同时该系统还具有图片数据库的浏览、添加、编辑和调用功

能。该系统进一步研发可在提花圆机面料及提花横机产品的花型分析与设计上得

到运用。 

项目负责人：谢梅娣 

联系电话：13817755685 

E-Mail: xiemeidi@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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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旭东 

产业用纺织品老化性能评价体系及使用寿命预测 

已完成交通部水运司、长江口航道建设有限公司和上海新纺织产业用品有限

公司委托的“土工合成材料老化性能试验和综合评价”项目，针对长江口航道治

理工程用聚丙烯土工织物，采用户外老化试验（包括大气自然暴晒试验、沙土掩

埋试验、水下老化试验）和人工加速老化试验（紫外荧光灯），对其老化性能进

行了系统研究，并建立了大气自然暴晒试验和人工加速老化试验之间的相关性，

实现了通过短期实验室方法对聚丙烯土工织物在实际使用环境下的寿命进行预

测的目的。同时采用了多种宏、微观测试方法，对聚丙烯土工织物的老化性能进

行了表征。在不同的户外老化试验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国内气候条件的基础资料。 

研究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一项，发表研究论文 20 余篇。在 2004 年交通

部水运司组织的《水运工程土工织物应用技术规程》修订专题研究成果送审稿审

查会上，对该项目的研究成果给予了很高评价：该专题研究是我国在推广应用土

工合成材料中，结合水运工程实践对土工织物抗老化性能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

较系统的专题调查和专项试验研究，技术路线正确、内容丰富、数据可靠。弥补

了我国水运工程土工织物应用研究的空白。（交通部水运司（函）－水运技术函

字[2004]325 号）。2005 年交通部水运司组织修订的“水运工程土工织物应用技

术规程（JTJ/T239-98）”中，引用了该项目的研究成果。 

以该项目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又受企业委托，完成了“PVC 涂层膜结构材料

的老化性能研究”项目和“聚丙烯土工织物的老化性能研究”项目的研究工作。 

以上的研究成果不仅对大量使用产业用纺织品的水利、建筑等工程，如长江

口深水航道、温州浅滩、大小洋山、天津塘沽、青草沙等提供工程维护和保养依

据。同时也会给国内各种产业用纺织品的应用提供符合中国气候条件的基础资料，

具有很好的社会效益。 

项目负责人：杨旭东 

联系电话：13564374372 

E-Mail: xdyang@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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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纤维/熔喷非织造复合材料 



 

 

 
 

大气自然老化试验场和沙土掩埋老化试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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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玉球 

车用复合材料抗冲击高能量吸收部件 

现有的车用能量吸收部件大部分采用的是金属制的吸能盒。普通金属材料通

常自身较重，主要靠金属材料的塑性变形来吸能，例如现用金属材料铝，相对质

量重、能量吸收低，满足不了汽车轻量、安全的发展趋势。将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作为缓冲吸能材料是近年来开展的一个研究方向。研究表明，复合材料与金属材

料不同的损伤与破坏机理使其具有更为优越的缓冲和能量吸收性能，因此，利用

复合材料件，特别是复合材料圆柱管作为缓冲装置用于耐撞性要求较高的结构中，

是目前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关注的热点。 

在运用工艺较为简单的缠绕、机织、编织等两维织物结构来设计预制件并且使用

普通的环氧树脂和不饱和聚酯树脂的条件下，通过采用互补性增强纤维（碳纤维

和芳纶纤维）并且优化两种不同特性增强纤维的混杂方式和比例，成功研制出比

能量吸收能力超过传统汽车用金属制能量吸收盒 2 倍（比能量吸收值 Es=110kJ/kg）

的高能量吸收性能的汽车防护部件,目前国际上能够达到这一指标的汽车吸能部

件尚未见报道。对研制好的复合材料进行打孔，通过合理的选用打孔直径大小、

打孔位置以及连接方式，成功实现了与汽车保险杠以及前纵梁之间的连接，实现

了在车辆上的实际运用。 

我们研究的运用，不仅极大提高汽车的防撞性能，有力保证乘员的人生安全；

而且轻量的复合材料满足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要求。 

项目负责人：阳玉球 

联系电话：15021982812     E-Mail: amy_yuqiu_yang@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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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澜 

基于三维正交机织物的微带天线的设计和研究 

三维织物增强复合材料不会分层，如果能够将天线制作成为三维复合材料的

一部分，则天线的可靠性可以大幅度提高。微带天线的触角已深入到人们日常生

活的方方面面，对于消防队员、森林护林员、边防巡逻和军事人员而言，将天线

安置在头盔上是一个极佳的选择。同时，将来的应用不只要求通信联络，还需要

能够直接进行 GPS卫星定位等。微带天线的应用已经深入到许多领域，在国外已

有良好的发展，但在国内发展速度缓慢。这种形式的共形天线结构的实现将会对

我国的航空航天、军用、民用等各个领域起到革命性的变化。对于柔性可变形的

纺织品而言，天线与其的结合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中，满足人们生活高品质的需

要和方便快速的生活节奏的要求。此类方法所设计的共形天线的单个辐射元增益

可达 6dB。 

 

  

图 1 共形柔性四元微带天线阵列照片 

项目负责人：姚澜、邱夷平 

联系电话：13764575615       E-Mail: yaolan@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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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崇文 

（1）精细化麻纤维及纺纱加工技术 

    本项目提出了对亚麻、大麻和黄红麻等纤维的精细化加工，即首先对粗硬

的亚麻、大麻和黄红麻纤维进行精细的改性处理，再对其在棉纺、苎麻纺和亚麻

纺的设备上实现精细化的纺织加工，最后，开发出精细化的麻产品。本项目的特

点在于，针对亚麻、大麻和黄红麻纤维的特性和纺纱加工的实际需求，解决了这

些麻纤维中木质素的去除与纤维强力保持的矛盾；攻克了工艺纤维纺纱中，纤维

长度与细度匹配的难关，实现了棉纺、尤其是苎麻纺和亚麻纺技术在此类麻纤维

加工中的技术集成，生产出了远较传统亚麻、大麻和黄红麻产品高档的精细化的

纱和织物，并可以用于针织，拓宽了麻纤维的应用领域。相关技术于 2004 年获

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项目成果获发明专利 15 项，发表论文 20 余篇，已在

多家纺织企业应用。 

项目负责人：郁崇文 

联系电话：13651603285 

E-Mail: yucw@dhu.edu.cn 

（2）苎麻牵切技术及应用 

在对纤维长度与纺纱加工和成纱质量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成功研发了流程短、

产量高的苎麻牵切纺纱方法，该法将苎麻纤维的长度控制在合理有效的范围，并

集传统的苎麻纺和棉纺的生产工艺与技术于一体，以较现有苎麻纺纱流程短、生

产效率高的纺纱方式生产出更优质的苎麻纱。该成果已获 10 余项发明专利，发

表论文 10 余篇，其应用成果获得了 2010 年湖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该成果还可应用于亚麻、绢纺等纺纱领域。 

项目负责人：郁崇文 

联系电话：13651603285 

E-Mail: yucw@dhu.edu.cn 

mailto:yucw@dhu.edu.cn�
mailto:yucw@dhu.edu.cn�


 

 

（3）苎麻快速脱胶技术 

本技术对苎麻纤维进行快速脱胶。通过对苎麻纤维成分的深入测试分析，寻

找到有效去除有害成分、保留无害成分的途径，利用新型高效的化学助剂，合理

地去除有害成分，不仅大大降低了脱胶的负担，提高了纤维制成率，还可以大大

缩短脱胶时间，降低脱胶能耗，使脱胶技术更趋环境友好。该技术已获得 3 项发

明专利。 

项目负责人：郁崇文 

联系电话：13651603285 

E-Mail: yucw@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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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华 

（1）抗菌/防紫外复合功能针织产品 

本项目研制了目前市场深受欢迎的以舒适、抗菌和防紫外功能为主要特征的

针织面料和针织内衣，在复合功能整理剂的研制、复合功能整理工艺的研究、功

能性和舒适性能研究方面进行了系统研发：无机/有机复合抗菌剂、防紫外线整

理剂制备，兼具无机抗菌剂安全性、耐热性和有机抗菌剂有效性、持续性特征；

同浴短流程、浸渍法后整理工艺适于针织产品，具有整理过程和整理工艺简单等

特征；复合功能整理优选工艺参数研究，使针织产品兼具抗菌、防螨、防紫外功

能性和舒适服用性能，适于高档功能性针织内衣。所开发的抗菌/防紫外功能性

针织面料经国家专业检测机构参照 FZ/T 73023-2006 AAA、GB/T 18830-2009、GB/T 

3921-2008C(3)标准检测，达到的主要技术指标： 

抗菌防螨性能：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99％、大肠杆菌抑菌率 89％、白色

念珠菌抑菌率 95％，驱避率 69.49％； 

防紫外线性能：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50，且 UVA 平均透射比（T（UVA）

AV）0.1； 

耐洗色牢度≥4 级。 

本项目相关成果于 2011 年度获中国针织工业协会“中国针织内衣创新贡献

奖”。 

项目负责人：张佩华 

联系电话：13361881662 

E-mail: phzh@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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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抗菌/易护理复合功能针织产品 

选用无机/有机复合抗菌整理剂和自清洁整理剂，采用浸渍法、同浴短流程

后整理工艺，对冬季保暖针织物进行复合功能整理，研究了自清洁整理剂浓度、

焙烘温度、焙烘时间对织物拒水和拒油性、保暖性、表面摩擦性、抗起毛起球性、

透气性和透湿性等的影响规律，并采用正交优化实验获得了较优的复合功能整理

工艺参数，使针织产品兼具抗菌、防螨、防污、易去污功能性和舒适服用性能，

适于高档功能性针织内衣。所开发的抗菌/易护理功能性针织面料经国家专业检

测机构参照 FZ/T 73023-2006 AAA、AATCC 130-2000、GB/T 19977-2005、GB/T 

3921-2008C(3)标准检测，达到的主要技术指标： 

抗菌防螨性能：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99％、大肠杆菌抑菌率 89％、白色

念珠菌抑菌率 95％； 

防污易去污性能：易去污：≥3 级，拒油等级：≥3.5 级； 

耐洗色牢度≥4 级。 

本项目相关成果于 2012 年度获中国针织工业协会“中国针织内衣创新贡献

奖”。 

项目负责人：张佩华 

联系电话：13361881662 

E-mail: phzh@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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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体周围神经再生导管 

人体周围神经再生导管，属于医疗器械领域，其用途为促进周围神经再生以

替代自体神经移植，达到缺损神经快速生长、功能完全恢复的目的。本项目追踪

国际周围神经临床应用的新技术和趋势，以提升我国医疗水平器械研制水平，满

足人民健康生活水平需求为牵引，产学研医结合，多学科交叉，汇聚高分子材料、

纺织、医学、临床、医疗器械等领域研究团队，通过周围神经再生导管专用聚乙

交酯丙交酯纤维材料的制备、神经导管结构设计和工艺制备、动物实验、产品标

准制定等一系列临床前实验研究，研制和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体周围神

经再生导管，修复大鼠 14mm 长坐骨神经缺损、修复犬 25mm 长坐骨神经缺损。

本项目相关研究成果，已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5 项。 

项目负责人：张佩华 

联系电话：13361881662 

E-mail: phzh@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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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科用疝气补片 

疝是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包括腹股沟疝、股疝、脐疝和腹壁切口疝等。疝

修补材料按材料成分、组合方式不同，可分为不可吸收、可吸收和复合型补片。

其中不可吸收性聚丙烯（PP）补片是目前国内外应用最为广泛的补片，主要用于

筋膜缺损修复、腹股沟疝修复、切口疝/脐疝腹膜外修复。本项目分别选用聚丙

烯（PP）、聚偏二氟乙烯（PVDF）单丝，经针织经编网孔结构设计，成功开发了

大网孔轻量型 PP、PVDF 补片以及可吸收/不可吸收复合型补片系列产品。所达到

的技术指标： 

轻量型补片的质量≤38g/m2，有效孔隙率>70%；可修复≥4.8cm2 缺损面积，

大小可根据需要任意剪取；补片伸张强度>16N/cm。 

项目研究成果已获授权专利 2 项。 

项目负责人：张佩华 

联系电话：13361881662 

E-mail: phzh@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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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云 

（1）精纺毛织物防紫外与凉爽化技术研究 

本研究通过原料创新，利用功能性竹炭纤维、抗紫外线纤维等新型纤维的特

殊性能，通过与羊毛纤维混纺、交并、交织等方式，弥补羊毛纤维的不足，开发

出可以夏季服用的凉爽保健毛精纺面料，突破了防紫外、凉爽化精纺毛织物开发

的系列关键技术问题，开发出的适用于夏季服用的凉爽保健毛织物，被赋予抗菌、

排汗吸湿、抗紫外线等一系列特殊功能。尤其对紫外线的遮蔽功能，在炎炎夏日

有效地保护人体皮肤。并且织物所具有的服用舒适、凉爽宜人、保健、安全等全

新的功能具有永久性，不受洗涤次数的影响。项目的实施成功，将突破毛精纺面

料服用季节局限性，扩大毛精纺面料的服用范围，满足了消费者在夏季穿高档毛

制品的需求；另外可以提高羊毛制品的附加值，有利于毛纺织行业的发展，符合

现代纺织品发展潮流。 

利用该课题技术开发的产品达到FZ/T24002-2006《精梳毛织品》标准优等品

水平；抗紫外线性能达到GB/T18830-2002《纺织品 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标准，

紫外线防护系数UPF＞30，透射比T（UVA）AV＜5％。 

该研究成果已获一项授权发明专利“防紫外凉爽毛纺面料及其制造方法”，

专利号：ZL200910095844.8。 

项目负责人：张瑞云 

联系电话：15221999857 

E-Mail: ryzhang@dhu.edu.cn 

（2）废旧涤棉混纺织物中含棉成分的回收和再利用研究 

本研究采用NMMO溶液对废旧涤棉混纺织物中纤维素纤维进行回收，由于NMMO

溶液是纤维素纤维的直接溶剂，可以很好得溶解混纺织物中的棉纤维素，本研究

采用的NMMO对于混纺织物中的棉纤维素的溶解效率与以往纯棉纺织品的溶解效

率没有区别，实现了与传统棉织物的等价值回收，同时又能处理混纺产品；另外

又区别于以往把废棉织物作为填充物进行回收利用，增加了棉成分的回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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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该方法在不影响对棉成分溶解效率的前提下，不仅可对棉纤维进行回收，

而且NMMO溶液在质量、强力和结构方面都不会对涤纶造成损伤，NMMO水溶液溶解

棉纤维后，利用真空抽滤或离心分离可以得到涤纶，从而实现对涤纶的回收和再

利用，大大了提高了对废品的回收率。NMMO无毒，对纤维素的溶解是物理过程，

无化学变化，无废弃物产生，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而99.5wt%～99.7wt%的回收

和再利用效率使得对价格昂贵的NMMO溶剂的应用成为可能。而传统方法使用氢氧

化钠水解聚酯再溶解棉，使用了大量的碱，其溶解后的溶液不便于回收，对环境

会造成很大污染，也会影响回收再利用纤维的性能。而本研究可以很好的溶解混

纺织物中的棉纤维素，不会对涤纶造成损伤，不会污染环境，本研究将从经济、

环保等方面为废旧涤棉纺织品的工业化回收奠定基础。 

该研究成果已获一项授权发明专利“一种废旧涤棉混纺织物中含棉成分的回

收方法”，专利号： ZL 201110127508.4 。 

项目负责人：张瑞云 

联系电话：15221999857 

E-Mail: ryzhang@dhu.edu.cn 

（3）壳聚糖/聚乙烯醇/聚乳酸共混致密膜的制备研究 

可生物降解的合成高分子因具有性能可控、无免疫排斥反应以及生物相容性

好等优点而被广泛用于生物医学领域。壳聚糖（CS）、聚乙烯醇（PVA）、聚乳

酸（PLA）就是目前应用较广的几种可生物降解高分子。壳聚糖具有良好的可生

物降解性、抑菌性、止血和止痛、加速伤口创面愈合等功能；聚乙烯醇因其良好

的亲水性和易成膜性多经共混用于改善其他高分子的性能；聚乳酸在人体内的降

解性和降解产物的高度安全性相继得到确认。本研究以壳聚糖为基体，与另外两

种高分子共混制备多孔膜材料，综合三种高分子的优点，制备了性能更佳，具有

较大应用潜力的医用生物膜材料。 

研究采用冷冻干燥技术，分别制备了不同比例的CS/PVA/PLA共混膜，通过测

定多孔膜的吸湿性、透湿性、孔隙率、力学性能评价了壳聚糖基共混膜的常规物

理性能，采用红外光谱、热分析、扫描电镜等，系统研究了材料的微观结构、降

解性能。通过控制各物质的配比、成型工艺等条件，可以改善共混膜的性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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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用领域，如伤口敷料、人造皮肤等将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该研究成果已获一项授权发明专利“一种壳聚糖/聚乙烯醇/聚乳酸共混致密

膜的制备方法”，专利号： ZL 2010 1 0136570.5。 

项目负责人：张瑞云 

联系电话：15221999857 

E-Mail: ryzhang@dhu.edu.cn 

（4）织物与服装虚拟设计及多态仿真研究 

研究课题从计算机技术层面解决了三维实体建模、三维虚拟环境中的可视化

模拟、三维交互设计等技术难题，同时从纺织层面研究织物与服装三维柔性实体

的表征，如面料的材质特征、纹理特征、物理性质，服装的着装工艺、体现服装

悬垂和被风吹动的动感仿真等，实现了实用化纺织与服装虚拟设计与仿真系统的

开发；建立了反映织物中纱线实际交织状态的细观结构模型，采用适用于纤维集

合体的经典理论力学模型预测相关力学性能指标，并在集成化的软件体系对结构

和性能设计可视化实现,不仅有助于三维织物自身的结构设计，也为复合材料基

本力学性能预测提供准确的基础数据。研究结果目前已开发具有基础功能的雏形

系统。 

项目负责人：张瑞云 

联系电话：15221999857 

E-Mail: ryzhang@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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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俐 

（1）基于三维负泊松比织物的智慧防冲材料的研发 

研究开发了保护人体免受冲击、撞击和跌倒摔伤的智能防冲材料。这些防冲

材料将由弹性 PTT 纤维和其它复丝和单丝编织，并经冲击增硬流体整理，受冲击

时变硬，但冲击后又变软的特别研发的负泊松比间隔织物制成。新的防冲击材料

将克服目前使用的泡沫和纺织材料比较低的抗冲击性能，很差的舒适性和维护难

等缺陷，提供优良的抗冲击性能，非常突出的舒适性，柔软和容易维护。本项目

新研发的防冲材料主要用于运动防护服装和装置以及医用装置如股骨防护等。 

该材料具有： 

(1) 具有高能量吸收和舒適性以及容易护理的三维负泊松比织物。 

(2) 用于人体防护，並和服裝或防护装置制成一体或嵌入的智慧防护材料。 

 



 

 

 
项目负责人：赵俐 

联系电话：13341672169 

E-mail: zhaoli@dhu.edu.cn 

（2）纬编针织提花床褥布的设计与开发 

本项目采用德国迈耶西双面电脑提花圆纬机，跟踪国际国内提花床褥布

的流行趋势和发展动态以及市场的变化，设计花纹图案与配色新颖的纬编针

织提花床褥布，并将效果图转化为适配于电脑提花圆纬机的意匠图，制定上

机编织工艺，实现从设计到生产的无缝连接。 

从新型原料的开发应用、织物组织结构与花型的设计、编织工艺参数的优

化等环节，研制与开发结构与花型新颖的纬编针织提花床褥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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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赵俐 

联系电话：13341672169 

E-mail: zhaoli@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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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针织羊绒、羊毛衫的设计与开发 

本项目采用瑞士 STEIGER 电脑提花横机，跟踪国际国内无虚线提花毛衫

的流行趋势和发展动态以及市场的变化，设计男女羊绒衫的花纹图案与配色

新颖的纬编针织提花羊绒衫，提供每个系列服装款型图及必要的样衣规格、

配色方案及图案。 

 

项目负责人：赵俐 

联系电话：13341672169 

E-mail: zhaoli@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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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跃崎 

面向电子商务环境的三维试衣系统 

    本项目属于"纺织科学与工程"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两个学科间的交叉技术

领域，旨在解决服装网络销售和定制时用户无法亲身试穿这一典型困境下，如何

利用二维服装数码图像进行服装三维形态重建，实现高精度仿真预测及不同体型

/姿态下的试衣及评估。 

    近年来，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使得网络购物成为大众生活和国民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2 年发布的数据，服装类商

品的在线交易额高达 3188.8 亿元，位于所有网购产品之首。尽管网络购物已经

极大地改变了现有的消费模式和结构，但是服装类商品的电子商务却总是因为无

法亲身试衣而遭遇退货或者尺码不合等因素的困扰。此外，随着金融危机的冲击，

国内从事服装外单加工的广大服装企业，由于门店缺乏渠道不畅，在选择网络营

销作为其开拓内需市场的首选时，所遇到的主要技术门槛同样是电子商务环境下

不能亲身试衣的问题。 

    鉴于该问题在国内外均无系统和深入的解决方案，我们自 2001 年起对其中

的关键共性技术展开了深入探索，特别是对如何建立一个高精度的三维服装模型; 

以及如何全自动地获得目标人体的各种相关参数，用于试衣、合身性预测、远程

量身定制等，形成了以下关键子系统：  

1）面向电子商务环境虚拟服装的仿真方法：将服装对象在电子商务环境中

的高精度试衣作为一个稳态变迁的命题，从二维照片重建真实服装的三维形态，

通过混合建模的方案，实现服装低频和高频变形的仿真。其核心在于解决了二维

照片到三维服装模型的高精度建模问题，达到了用虚拟服装替代真实服装在虚拟

网络空间中进行各种试衣行为的目的。 



 

 

 

 

图 1. 基于二维照片的三维服装合成系统 VDresser 及其仿真效果 

 

2）全自动人体测量系统 XScan：通过人体自动分段与表面形状分析，自动获

取围长，曲线距离，直线距离及角度等试衣/制衣所需参数。该发明解决了网络

空间中的非接触式自动测量，无需事先在人体表面添加任何标志点，极大地简化

了操作，提高了人体参数自动获取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图 2. 采用 XScan 所得人体自动测量效果示例 

 



 

 

3）不同姿态下服装与人体间的同步变形方法及人体生成系统：通过变形梯

度映射及变形过程中法向守恒的方案，实现同一件服装的自适应试衣，提高了动

态仿真的速度及可靠性。结合上述第一项技术，可实现不同人体体型/姿态下的

动/静态仿真，极大地提高了技术整体的通用性。 

 

图3. 通过人体体型插值构造的大型三维人体数据库 

 

4）网络环境中三维服装的合身性评价方法：通过计算人体与服装之间残余

空间的形态和分布特征，在无需亲身试衣的情况下得到目标服装的合身性评估结

论。实现了网络空间下合身性问题的科学表征和准确评价。 

5） 触摸屏式大型试衣机：采用 Kinect 体感驱动，实现触摸及体感操作下的虚拟

试衣行为，可用于大型商场导购等促销行为。 

 

图 4. 用于商城导购的触摸屏式三维服装试衣机 

 

    目前上述全套技术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共获批 4 项国家发明专利，发表了

相关论文 30 余篇，其中 SCI/EI 检索论文 20 余篇，先后获得上海市技术发明二等

奖，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三等奖，及香港桑麻基金会纺织科技二等奖。 

+ = 

原始体型库 人体体型插值 任意体型插值后所生成体型库 



 

 

    本项目已经在传统服装加工行业和服装网络营销等两个领域得到了产业化

推广应用，自 2010 年起为企业新增产值 3.4 亿元，新增利润 8730 万，为国家新

增税收 5490 万元，出口创汇 1750 万美元，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并在推动服

装企业进入以高新技术为导向的电子商务实践及网络营销，包括在线服装定制，

拓展在线品牌等方面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项目负责人：钟跃崎 

联系电话：021-67792703 

E-Mail: zhyq@dhu.edu.cn 

网址：http://vdresser.dhu.edu.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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