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批准立项年份 2005 

通过验收年份 2009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年度报告 

（2018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 
 
 
 

实验室名称：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主任：毛志平 

实验室联系人/联系电话：钟毅 021-67792605 魏取福 0510-85912011 

E-mail 地址：eco-textile@dhu.edu.cn；jinxu@jiangnan.edu.cn 

依托单位名称：东华大学/江南大学 

依托单位联系人/联系电话：朱方亮 021-67792695 

周哲敏 0510-85912011 

 
 
 
 
 
 
 
 
 
 
 
 

2019 年 3 月 13 日填报 

 

 



填写说明 

一、年度报告中各项指标只统计当年产生的数据，起止时间为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年度报告的表格行数可据实调整．．．．．．．．．，不设附件，请做好相

关成果支撑材料的存档工作。年度报告经依托高校考核通过后，于次年 3
月 31 日前在实验室网站公开。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栏中，各项统计数据均为本年度．．．由实验室人员

在本实验室完成的重大科研成果，以及通过国内外合作研究取得的重要成

果。其中： 
1.“论文与专著”栏中，成果署名须有实验室。专著指正式出版的学术

著作，不包括译著、论文集等。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专著不得统计。 
2. “奖励”栏中，取奖项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按照其排名计算系

数。系数计算方式为：1/实验室最靠前人员排名。例如：在某奖项的获奖

人员中，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为第一完成人，则系数为 1；若排名最

靠前的为第二完成人，则系数为 1/2=0.5。实验室在年度内获某项奖励多次

的，系数累加计算。部委（省）级奖指部委（省）级对应国家科学技术奖

相应系列奖。一个成果若获两级奖励，填报最高级者。未正式批准的奖励

不统计。 
3.“承担任务研究经费”指本年度内实验室实际到账的研究经费、运行

补助费和设备更新费。 
4.“发明专利与成果转化”栏中，某些行业批准的具有知识产权意义的

国家级证书（如：新医药、新农药、新软件证书等）视同发明专利填报。

国内外同内容专利不得重复统计。 
5.“标准与规范”指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地方标准的数量。 
三、“研究队伍建设”栏中： 
1.除特别说明统计年度数据外，均统计相关类型人员总数。固定人员

指高等学校聘用的聘期 2 年以上的全职人员；流动人员指访问学者、博士

后研究人员等。 
2.“40 岁以下”是指截至当年年底，不超过 40 周岁。 
3.“科技人才”和“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栏，只统计固．定人员．．．。 

4.“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指在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任职情况。 
四、“开放与运行管理”栏中： 
1.“承办学术会议”包括国际学术会议和国内学术会议。其中，国内学

术会议是指由主管部门或全国性一级学会批准的学术会议。 
2.“国际合作项目”包括实验室承担的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外专

局等部门主管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参与的国际重大科技合作计划/工程

（如：ITER、CERN 等）项目研究，以及双方单位之间正式签订协议书的

国际合作项目。

 

 



 

一、简表 
实验室名称 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研究方向 
(据实增删) 

研究方向 1 纺织印染清洁生产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方向 2 高品质纺织品生态加工技术 

研究方向 3 纺织生物技术 

实验室 

主任 

姓名 毛志平 研究方向 纺织印染清洁生产理论与关键技术 

出生日期 1969 年 6 月 职称 研究员 任职时间 2005 年 

实验室 

副主任 

姓名 魏取福 研究方向 高品质纺织品生态加工技术 

出生日期 1964 年 7 月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08 年 

实验室 

副主任 

姓名 王新厚 研究方向 高品质纺织品生态加工技术 

出生日期 1970 年 2 月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05 年 

实验室 

副主任 

姓名 许长海 研究方向 纺织印染清洁生产理论与关键技术 

出生日期 1975 年 4 月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4 年 

学术 

委员会

主任 

姓名 周翔 研究方向 纺织化学 

出生日期 1934 年 9 月 职称 教授 
（院士） 任职时间 2005 年 

研究水

平与贡

献 

论文与专著 
发表论文 SCI 187 篇 EI 26 篇 

科技专著 国内出版 0 部 国外出版 0 部 

奖励 

国家自然 
科学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国家技术 
发明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省、部级 
科技奖励 一等奖 1 项 二等奖 4 项 

项目到账 
总经费 6161 万元 纵向经费 3894 万元 横向经费 2267 万元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申请数 384 项 授权数 175 项 

成果转化 转化数 4 项 转化总经费 31 万元 

标准与规范 国家标准 1 项 行业/地方标
准 1 项 

研究队

伍建设 科技人才 

实验室固定人员 55 人 实验室流动人员 85 人 

院士 1 人 千人计划 长期 1 人 
短期 1 人 

长江学者 特聘 1 人 
讲座 2 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2 人 

1 

 



 

青年长江 1 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0 人 

青年千人计划 3 人 其他国家、省部级 
人才计划 20 人 

自然科学基金委 
创新群体 0 个 科技部重点领域创

新团队 0 个 

国际学术 
机构任职 

(据实增删) 

姓名 任职机构或组织 职务 

卿凤翎 Journal of Fluorine Chemistry 编委 

朱利叶斯•范克索 
 

匈牙利科学院 院士 

英国皇家化学会 会士 

European Polymer Journal 主编 

武培怡 European Polymer Journal 编委 

毛志平 Coloration Technology 编委 

魏取福 Journal of Engineered Fibers 
and Fabrics 编辑 

Artur Cavaco-Paulo 
Coloration Technology 编委 

Biocatalysis and 
biotransformation 编委 

隋晓锋 European Polymer Journal 编委 

王潮霞 Textile Research Journal 编委 

付少海 Coloration Technology  编委 

访问学者 国内 0 人 国外 0 人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后 6 人 本年度出站博士
后 6 人 

学科发

展与人

才培养 

依托学科 
(据实增删) 

学科 1 纺织科学 
与工程 学科 2 轻工技术 

与工程 学科 3 化学 

学科 4 环境科学 
与工程     

研究生培养 在读博士生 115 人 在读硕士生 423 人 

承担本科课程 2924 学时 承担研究生 
课程 1944 学时 

大专院校教材 0 部   

开放与 

运行管

理 

承办学术会议 国际 5 次 国内 
(含港澳台) 2 次 

年度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0 项 

实验室面积 7500 
m2 实验室网址 http://klet.dhu.edu.cn/；

http://klet.jiangnan.edu.cn/index.htm 

主管部门年度经费投入 (直属高校不
填)万元 依托单位年度经费投入 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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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水平与贡献 
1、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 
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总体定位是：以国家及行业重大战略需求和学

科发展前沿为导向，以创建一流高水平实验室为目标，围绕纺织印染行业节能减
排、纺织品高品质化和纺织生物应用技术等，着力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技术
开发和产业化工程应用，集聚和培养高水平创新型人才，引领我国生态纺织技术
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 

作为纺织印染生态加工技术领域的重点研究基地，实验室根据国家中长期科
技发展纲要和建设纺织强国纲要（2011-2020），以提高纺织印染行业技术水平和
产品竞争力、减少纺织印染行业对环境的压力和实现纺织印染行业可持续发展为
宗旨，结合本学科发展的国际前沿凝练了 3 个主要研究方向：纺织印染清洁生产
理论与关键技术，高品质纺织品生态加工及纺织生物技术。 

生态纺织重点实验室本年度围绕设定的 3 大研究方开展工作，积极申报并承
担了一批国家及省部级重要研究项目和企业委托项目，其中部省级以上科研项目
107 项，企业委托项目 169 项；到帐科研经费合计 6161 万元，其中纵向经费 3894
万元，横向经费 2267 万元；发表 SCI 论文 187 篇，EI 论文 26 篇；参与编写国
家标准 1 项、团体标准 1 项；成果获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 项，
二等奖 4 项；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175 件。重点实验室在国际合作和学术交流上继
续与国际知名院校与组织紧密联系，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已经发展成一个
国际化的学术交流平台。 

 
2、承担科研任务 
生态纺织重点实验室本年度承担了 8 项科技部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课题，承

担了 18 项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4 项工信部绿色与智能制造项目；此外，
还承担了 30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4 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1 项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项目、15 项上海市科委自
然科学基金等项目、1 项江苏省“双创团队”项目、4 项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 项
目、1 项江苏省产学研联合创新项目、1 项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7
项江南大学自主科研计划、10 项军工科技项目；实验室充分发挥科技服务功能，
与纺织加工企业密切合作，共承担了 169 项企业委托项目，围绕生态纺织技术展
开协作研究。 

 

请选择本年度内主要重点任务填写以下信息： 

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起止 
时间 

经费

(万元) 类别 

1. 

高分子小口径人工血
管抗凝血、抗组织增生
表面改性技术及产品
开发 

2018YFC1
105501 洪枫 2018.9-2

021.06 347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2. 
印染行业有毒有害物
质识别、排放场景构建
与替代技术 

2018YFC1
801502 毛志平 2018.12-

2021.11 265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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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秸秆原料乳酸分离纯
化工艺研究 

2017YFB0
309302-03 洪枫 2017.7-2

021.6 58.8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4. 针织物低温连续前处
理关键技术与示范 

2017YFB0
309702-05 张琳萍 2017.7-2

021.6 37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5. 非水介质染色理论研
究及专用染料的研发 

2017YFB0
309603 何瑾馨 2017.7-2

020.12 290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6. 生物基聚酯、聚酰胺纤
维应用示范 

2017YFB0
309405-02 蔡再生 2017.7-2

020.12 71.1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7. 针织物平幅轧蒸染色
关键技术与示范 

2017YFB0
309703 徐红 2017.7-2

021.6 1020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8. 针织物全流程平幅印
染技术 

2017YFB0
309700 徐红 2017.7-2

021.6 2067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9. 
生物材料微纳米结构
特征对组织诱导的作
用 

2016YFC1
100202-3 莫秀梅 2016.7-2

020.12 40.5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10. 
纺织印染行业高风险
特征污染物污染控制
技术与示范 

2016YFC0
400504-2 胡春艳 2016.7-2

019.12 170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11. 高保形易护理毛织物
关键加工技术 

2017YFB0
309203-05 王妮 2017.7-2

020.12 70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12. 纺织品的保形机理与
修饰原理研究 

2017YFB0
309201-02 李毓陵 2017.7-2

019.12 110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13. 聚酰胺高效柔性化制
备关键技术 

2016YFB0
302704-3 陈仕艳 2016.7-2

020.12 90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14. 聚酯工业丝品质提升
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 

2016YFB0
303004 张玉梅 2016.7-2

020.6 285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15. 聚酯纤维再生及染料
脱色机理研究* 

2016YFB0
302901-3 葛明桥 2016.1 - 

2018.12 80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16. 
土木材料在交通、矿
山、垃圾填埋领域的应
用示范研究合作协议* 

2016YFB0
303205-5 钱坤 2016.1 - 

2018.12 34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17. 调温功能纱线与吸湿
发热染整加工技术* 

2017YFB0
309104-4 魏取福 2017.7-2

021.6 64.5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18. 高保形纺织品制备关
键技术 

2017YFB0
309200 高卫东 2017.7-2

021.6 1940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19. 纺织品热湿舒适性协
同作用机制与评价* 

2017YFB0
309100 王鸿博 2017.7-2

021.6 72.1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20. 
立体织物碳纤维/陶瓷
基复合材料深海耐压
舱的研制* 

2016YFC-0
304301 钱坤 2016.07-

2020.12 187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21. 针织物全流程平幅印
染技术* 

2017YFB0
309700 付少海 2017.06-

2021.12 48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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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有机-无机微纳米无氟
防水整理剂制备及应
用技术* 

2017YFB0
309704 许长海 2017.07-

2021.06 65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23. 
高品质聚乳酸纤维及
其纺织品规模化制备
与应用* 

2017YFB0
309300 张丽平 2017.06-

2021.12 61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24. 
应急救援特种防护材
料关键技术研究与应
用示范   

2018YFC0
810300 王潮霞 2018-202

1 80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25. 

含毒害组分的典型工
业污泥/精馏釜残热化
学安全转化与资源化
利用* 

2018YFC1
902100 付少海 2018.12-

2022.11 253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26. 新型环保印染绿色关
键工艺系统集成项目 

  毛志平 2016.7-2
019.6 16 工业和信息

化部 

27. 试剂级与医用级鱼胶
原系列产品的开发 

  莫秀梅 2016.9-2
019.9 10 工业和信息

化部 

28. 
筒子纱数字化绿色染
整设计及其装备创新
服务平台建设 

  毛志平 2016.1-2
018.12 12 工业和信息

化部 

29. 

染整智能设备与制造
系统间互联互通及互
操作标准研究与试验
验证 

  毛志平 2017.1-2
019.12 100 工业和信息

化部 

30. 
柔性光催化防护材料
的构筑及光催化降解
化学毒剂机理研究 

218702045
8 张琳萍 2019.1-2

021.12 54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31. 放射性氟同位素 18F引
入的点击化学 

218701074
4 胥波 2019.1-2

021.12 65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32. 
喹啉衍生物拮抗 VB1
诱导 TD 性状的分子机
理研究 

31671309 黄志伟 2017.1-2
020.12 24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33. 

仿生活性丝素蛋白
-P(LLA-CL)微纳米纱
线针织支架用于兔跟
腱再生 

  莫秀梅 2018.1-2
021.12 6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34. 

羟基/甲氧基多溴联苯
醚的母体-胎儿传递与
胎盘转运和屏障作用
机制 

21677094 黄焰根 2017.1-2
020.12 15.46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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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种新型介孔
miRNA21 控释纳米微
球/肝素复合修饰小口
径聚氨酯人工血管的
实验研究 

81501595 莫秀梅 2016.1-2
018.12 8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36. 
系列多尾有机硅烷季
铵盐模板剂设计合成
应用及构效关系研究 

21676053 刘栋良 2017.1-2
020.12 64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37. 新型亲核氟化反应 21672035 胥波 2017.1-2
020.12 65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38. 

一种新型的溶石药物
控释金属支架治疗难
治性胆总管结石的实
验研究 

81470904 莫秀梅 2015.1-2
018.12 28.4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39. 

塔里木盆地海相原油
中一类长链烷基苯的
检出、结构鉴定及其地
质意义 

41473044 黄焰根 2015.1-2
018.12 2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40. 超高效均相金催化剂
的理性设计 

21472018 胥波 2015.1-2
018.12 85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41. 

多重响应性微凝胶自
组装形成水凝胶光子
晶体的制备及其光学
性能的研究 

51473032 鲁希华 2015.1-2
018.12 78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42. 
双层仿生抗凝血血管
支架及体内血管再生
的研究 

31470941 莫秀梅 2015.1-2
018.12 8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43. 
铁基污泥水热炭强化
印染废水生物脱氮除
碳的效能与机制 

518708105
6 薛罡 2019.1-2

022.12 6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44. 

多重网络导电聚合物
复合水凝胶的可控制
备及其自修复超级电
容器电极材料研究 

218705058
2 刘天西 2019.1-2

021.12 65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45. 

基于细菌纤维素多尺
度构筑的结构仿生组
织支架材料设计与制
备 

  陈仕艳 2018.1-2
020.12 7.5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46. 

大孔聚合物诱导组装
有序多孔碳基复合材
料及其集流体性能研
究 

  张超 2018.1-2
021.12 61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47. 基于纱条中纤维排列
的牵伸过程研究 

  郁崇文 2018.1-2
021.12 61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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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纤维素/聚芳砜酰胺合
金纤维的多尺度微观
结构研究与阻燃性调
控 

  张玉梅 2018.1-2
021.12 58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49. 
纤维/气流双向耦合作
用下的熔喷微纳米纤
维结构演变机制 

  王新厚 2018.1-2
021.12 6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50. 

具有多级孔结构的聚
合物基纳米复合气凝
胶的可控构筑及其隔
热阻燃性能研究 

21674019 刘天西 2017.1-2
020.12 68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51. 

纳米碳基高分子复合
材料的可控制备及其
在新能源领域的应用
基础研究 

51433001 刘天西 2015.1-2
019.12 36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

项目) 

52. 
医用细菌纤维素材料
微/纳结构设计、调控及
应用评价 

51573024 陈仕艳 2016.1-2
019.12 73.6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53. 

静电纺复合纳米二氧
化钛正渗透膜削减再
生水中抗生素和耐药
性的特性及调控机制
研究 

21477018 黄满红 2015.1-2
018.12 8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54. 

基于普鲁兰酶催化脱
支和过氧化物酶催化
接枝聚合的接枝淀粉
制备方法与反应机理
及成膜性能调控 

21674043 范雪荣 2017.1 - 
2020.12 65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55. 

角蛋白酶对羊毛角蛋
白二硫键的酶解机理
及其对羊毛结构与性
能的影响和调控 

51673087 王强 2017.1 - 
2020.12 63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56. 
纤维素纳米晶体的改
性-水解连续法制备机
理及其基质相容性 

31570578 蒋学 2016.1-2
019.12 63 国家自然基

金(面上) 

57. 

水域沤竹体系中菌群
结构多样性和酶活力
分布表征及沤竹机理
研究 

31470509 傅佳佳 2015.1-2
018.12 80 国家自然基

金(面上) 

58. 

还原性离子液体中基
于 PEG 聚合物构象诱
导的角蛋白再生材料
增强机理 

31771039 袁久刚 2018.1-2
021.12 58 国家自然基

金(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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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纤维素无定形区反应
位点尺寸的表征及抗
皱机理研究 

518003032
1 纪柏林 2019.1-2

021.12 26 国家自然基
金(青年) 

60. 
基于聚离子液体的多
重刺激响应型智能水
凝胶的设计和应用 

218005090
9 冯雪凌 2019.1-2

021.12 25.3 国家自然基
金(青年) 

61. 单纳米气泡及相关三
相界面的电化学研究 

218004027
4 陈前进 2019.1-2

021.12 27 国家自然基
金(青年) 

62. 
流变-红外联用研究典
型应力刚化水凝胶的
分子作用机制 

218003016
7 侯磊 2019.1-2

021.12 27 国家自然基
金(青年) 

63. 
阴离子和芳香环团簇
非共价相互作用的光
电子能谱研究 

11604046 张健 2017.1-2
019.12 23 国家自然基

金(青年) 

64. 
超双疏与光催化协同
自清洁表面的微结构
设计及稳健性研究 

51502035 徐壁 2016.1-2
018.12 24.94 国家自然基

金(青年) 

65. 
立构复合聚乳酸弹性
纤维的制备与性能研
究 

51503029 陈支泽 2016.1-2
018.12 23.78 国家自然基

金(青年) 

66. 
非晶光子晶体对长余
辉材料发光性能的调
控 

51503034 石小迪 2016.1-2
018.12 22.68 国家自然基

金(青年) 

67. 

过渡金属与可见光协
同催化的C-H/C-F键双
活化交叉偶联反应研
究 

  储玲玲 2018.1-2
020.12 26 国家自然基

金(青年) 

68. 

具有多级结构的石墨
烯/弹性体复合衬底材
料的制备、界面调控及
其性能研究 

21504012 张超 2016.1-2
018.12 21 国家自然基

金(青年) 

69. 

高耐热稳定导向的铁
配合物及其氮化硼负
载催化剂的乙烯聚合
催化性能研究 

21801098 张丽平 2019.1-2
021.12 24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 

70. 

线性温度响应的寡聚
乙二醇基 LCST 型聚合
物的合成及二维相关
光谱研究 

BX201700
048 侯磊 2017.6-2

019.6 20 
全国博士后
管委会博新

计划 

71. 
角蛋白矿化制备高荧
光纳米金簇及汞离子
检测应用 

2018M630
386 杨光 2018.1-2

019.5 8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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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柠檬酸对棉织物防皱
整理的构效关系及反
应机理研究 

2018M641
893 纪柏林 2018.8-2

020.1 5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73. 
基于 β-环糊精/二茂铁
电压响应聚合物的相
变机理研究 

2018M631
979 侯磊 2018.1-2

019.6 5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74. 超临界 CO2 流体中羊
毛纤维染色基础研究 

2017M611
420 郑环达 2017.3-2

018.11 5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75. 
碳纳米复合材料的结
构调控与能量存储机
制研究 

17XD1400
100 刘天西 2017.5-2

020.4 40 上海市优秀
学科带头人 

76. 

基于 POSS 手性多臂分
子钳修饰的有机无机
杂化量子点的构筑及
其多信号分子识别性
能 

18ZR14008
00 侯爱芹 2018.5-2

011.4 20 上海市科学
技术委员会 

77. 
具有特殊温度响应行
为高强韧复合水凝胶
的制备与表征 

18YF14011
00 侯磊 2018.5-2

011.4 20 上海市科学
技术委员会 

78. 双色强场中二卤代烃
消除机理的研究 

16CG38 张健 2017.1-2
019.12 6 上海市科学

技术委员会 

79. 卤代烃在飞秒激光强
场中的量子相干调控 

16ZR14481
00 张健 2016.7-2

019.6 20 上海市科学
技术委员会 

80. 
富勒烯的功能化、自组
装及在直接甲醇燃料
电池催化剂中的应用 

16ZR14017
00 张煊 2016.7-2

019.6 20 上海市科学
技术委员会 

81. 

基于新型电极-毛细管
系统设计的高灵敏高
重现性 EKS 技术对抗
生素残留的预富集研
究 

16ZR14014
00 徐中其 2016.7-2

019.6 20 上海市科学
技术委员会 

82. 
结构可控纳米纤维小
径人工血管的合成及
其性能研究 

155207208
00 洪枫 2015.10-

2018.9 30 上海市科学
技术委员会 

83. 
活性纳米纤维神经导
管的制备及体内神经
再生的研究 

154419051
00 莫秀梅 2015.7-2

018.9 50 上海市科学
技术委员会 

84. 
纳米纤维和纳米纱双
层仿生血管支架及体
内血管再生的研究 

15JC14901
00 莫秀梅 2015.9-2

018.8 60 上海市科学
技术委员会 

85. 双网络自愈合导电聚
合物复合水凝胶材料 

18QA1400
200 张超 2018.4-2

021.3 40 上海市科学
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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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催化亲核氟化反应及
新型 18F的标记方法研
究 

17YF14001
00 储玲玲 2017.5-2

020.4 20 上海市科学
技术委员会 

87. 

有序组装制备仿生结
构聚合物基功能复合
材料及其可穿戴传感
性能研究 

17ZR14399
00 张超 2017.5-2

020.4 20 上海市科学
技术委员会 

88. 
超细包覆颜料在生物
质纤维及纺丝液中的
相容性研究 

BK201601
65 张丽平 2016.06-

2019.06 20 
江苏省自然
科学基金(青

年) 

89. 响应型液晶纤维开发
的关键技术研究 

BO201500
1 付少海 2016.1-2

018.12 50 

江苏省产业
重大原创性
技术创新项

目 

90. 
碳纤维立体间隔织物
成套装备的研发及产
业化 

BA201617
0 钱坤 2016.04-

2019.03 120 
江苏省科技
成果转化项

目 

91. 
纺织品喷墨印花纳米
乳胶墨水的制备及其
应用中的关键技术 

BY201602
2-31 张丽平 2016.06-

2018.06 30 
江苏省前瞻
性产学研项

目 
注：请依次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973”计划（973）、“863”计划（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重点和重大、创新研究群体计划、杰出青年基金、重大科研计划）、国家科技（攻关）、
国防重大、国际合作、省部重大科技计划、重大横向合作等为序填写，并在类别栏中注明。只
统计项目/课题负责人是实验室人员的任务信息。只填写所牵头负责的项目或课题。若该项目或
课题为某项目的子课题或子任务，请在名称后加*号标注。 

 
三、研究队伍建设 

1、各研究方向及研究队伍 

研究方向 学术带

头人 主要骨干 

1、纺织印染清洁生产理论与关键技术 毛志平 卿凤翎、蔡再生、付少海 

2、高品质纺织品生态加工技术 武培怡 J. Vancso、魏取福、王鸿博 

3、纺织生物技术 
Artur 

Cavaco-P
aulo 

王强、高卫东 

 
2.本年度固定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1. 周翔 研究人员 女 学士 教授 84 2005 年至今 

2. 卿凤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4 2005 年至今 

3. 朱利叶斯· 
范克索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63 2016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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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4. 武培怡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9 2016 年至今 

5. 任学宏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6 2011 年至今 

6. 隋晓锋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34 2013 年至今 

7. 阎克路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63 2005 年至今 

8. 郁崇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5 2015 年至今 

9. 毛志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48 2005 年至今 

10. 魏取福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3 2005 年至今 

11. 王新厚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7 2005 年至今 

12. 高卫东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8 2005 年至今 

13. 薛罡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6 2005 年至今 

14. 蔡再生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2 2005 年至今 

15. 钱坤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5 2005 年至今 

16. 王强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4 2005 年至今 

17. 王潮霞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49 2005 年至今 

18. 徐红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49 2007 年至今 

19. 张玉梅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47 2005 年至今 

20. 李毓陵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4 2013 年至今 

21. 付少海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5 2006 年至今 

22. 葛明桥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61 2005 年至今 

23. 范雪荣 研究人员 男 硕士 教授 55 2005 年至今 

24. 谢春萍 研究人员 女 硕士 教授 58 2005 年至今 

25. 王鸿博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5 2005 年至今 

26. 王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7 2005 年至今 

27. 鲁希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4 2012 年至今 

28. 许长海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2 2011 年至今 

29. 蒋学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2 2005 年至今 

30. 谢孔良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3 2014 年至今 

31. 洪枫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7 2005 年至今 

32. 王炜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4 2005 年至今 

33. 陈沛然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4 2005 年至今 

34. 刘栋良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4 2005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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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35. 陈仕艳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41 2013 年至今 

36. 黄满红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39 2005 年至今 

37. 罗艳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44 2005 年至今 

38. 孙胜童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31 2016 年至今 

39. 张超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31 2015 年至今 

40. 陈前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31 2016 年至今 

41. 李戎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42 2005 年至今 

42. 王碧佳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7 2012 年至今 

43. 张琳萍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4 2005 年至今 

44. 俞丹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9 2005 年至今 

45. 葛凤燕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1 2006 年至今 

46. 徐壁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3 2010 年至今 

47. 袁久刚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6 2011 年至今 

48. 傅佳佳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5 2011 年至今 

49. 徐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5 2013 年至今 

50. 张丽平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3 2014 年至今 

51. 钟毅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讲师 43 2007 年至今 

52. 陈支泽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4 2012 年至今 

53. 胡春艳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助理研
究员 

36 2011 年至今 

54. 冯雪凌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33 2018 年至今 

 
注：（1）固定人员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三种类型，应为所在高等学校聘用

的聘期 2 年以上的全职人员。（2）“在实验室工作年限”栏中填写实验室工作的聘期。 
 
3、本年度流动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年龄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在实验室 
工作期限 

1. 孙晓霞 博士后 
研究人员 女 31  中国 东华大学 2015.05-至今 

2. 张健 博士后 
研究人员 女 31  中国 东华大学 2015.12-至今 

3. 缪月娥 博士后 
研究人员 女 30  中国 东华大学 2016.03-至今 

4. 樊玮 博士后 
研究人员 女 27  中国 东华大学 2016.03-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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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年龄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在实验室 
工作期限 

5. 虞波 博士后 
研究人员 男 38  中国 东华大学 2016.03-至今 

6. 贺振江 博士后 
研究人员 男 30  中国 东华大学 2016.03-至今 

7. 马跃辉 博士后 
研究人员 女 32  中国 东华大学 2016.04-至今 

8. 胡婷莉 博士后 
研究人员 女 38  中国 东华大学 2016.05-至今 

9. 陆少锋 博士后 
研究人员 男 38  中国 东华大学 2016.06-至今 

10. 邓慧 博士后 
研究人员 女 38  中国 东华大学 2016.06-至今 

11. 郑环达 博士后 
研究人员 男 30  中国 东华大学 2016.11-至今 

12. 于金超 博士后 
研究人员 男 31  中国 东华大学 2016.11-至今 

13. 彭程 博士后 
研究人员 女 29  中国 东华大学 2016.11-至今 

14. 刘宏强 博士后 
研究人员 男 37  中国 东华大学 2017.02-至今 

15. 龚华旭 博士后 
研究人员 男 32  中国 东华大学 2017.03-至今 

16. 侯磊 博士后 
研究人员 男 29  中国 东华大学 2017.06-至今 

17. 张凯 博士后 
研究人员 男 31  中国 东华大学 2016.10-至今 

18. 雒香 博士后 
研究人员 女 31  中国 东华大学 2017.09-至今 

19. 杨光 博士后 
研究人员 女 36  中国 东华大学 2017.05-至今 

20. 纪伯林 博士后 
研究人员 男 31  中国 东华大学 2018.01-至今 

21. 马辉 博士后 
研究人员 男 35  中国 东华大学 2017.12-至今 

22. 王晓文 博士后 
研究人员 男 36  中国 东华大学 2018.01-至今 

23. 张弛 博士后 
研究人员 女 34  中国 东华大学 2018.05-至今 

24. 王先锋 博士后 
研究人员 男 30  中国 东华大学 2018.06-至今 

25. 瞿建刚 博士后 
研究人员 男 31  中国 东华大学 2018.06-至今 

26. 于金超 博士后 
研究人员 男 32  中国 东华大学 2016.11-至今 

27. 孙刚 其他 男 57 教授 美国 美国加州大学
戴维斯分校 2009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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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年龄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在实验室 
工作期限 

28. 
Artur 

Cavaco 
Paulo 

其他 男 54 教授 葡萄牙 米尼奥大学 2014 年至今 

29. 刘龙 其他 男 38 教授 中国 江南大学 2009 年至今 

30. 刘天西 研究人员 男 48 教授 中国 东华大学 2015 年至今 

31. 胥波 其他 男 44 教授 中国 东华大学 2013 年至今 

32. 储玲玲 其他 女 31 研究员 中国 东华大学 2016 年至今 

33. 赵涛 其他 男 52 教授 中国 东华大学 2015 年至今 

34. 李卫东 其他 男 49 教授级 
高工 中国 

上海市质量监
督检验技术研
究院纤维检验

所 

2011 年至今 

35. 王曙东 其他 男 34 讲师 中国 盐城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2017.01-2018.12 

36. 乔启全 其他 男 40 教授 美国 南达科他州立
大学 2017.01- 2018.12 

37. 郭增革 其他 男 30 讲师 中国 山东理工大学 2017.01- 2018.12 

38. 王良彪 其他 男 31 讲师 中国 江苏理工学院 2017.01- 2018.12 

39. 张一帆 其他 男 33 助理 
研究员 中国 天津工业大学 2017.01- 2018.12 

40. 李伟 其他 男 30 讲师 中国 安徽工程大学 2017.01- 2018.12 

41. 竺铝涛 其他 男 34 讲师 中国 浙江理工大学 2017.01- 2018.12 

42. 付译鋆 其他 女 27 讲师 中国 南通大学 2017.01- 2018.12 

43. 张俊豪 其他 男 38 副教授 中国 江苏科技大学 2017.01- 2018.12 

44. 柯惠珍 其他 女 31 讲师 中国 闽江学院 2017.01- 2018.12 

45. 高彦涛 其他 男 34 助研 中国 
中国科学院上
海应用物理研

究所 
2018.10- 2020.10 

46. 王萍 其他 女 34 副教授 中国 苏州大学 2018.10- 2021.10 

47. 罗磊 其他 男 28 讲师 中国 武汉纺织大学 2018.10- 2021.10 

48. 董爱学 其他 男 30 讲师 中国 绍兴文理学院 2018.10- 2021.10 

49. 沙莎 其他 女 31 讲师 中国 武汉纺织大学 2018.10- 2020.10 

50. 俞俭 其他 女 47 副教授 中国 盐城工学院 2018.10- 2020.10 

51. 冒海燕 其他 女 32 讲师 中国 盐城工学院 2018.10- 2020.10 

52. 潘刚伟 其他 男 31 讲师 中国 南通大学 2018.10- 2020.10 

53. 瞿建刚 其他 男 31 讲师 中国 南通大学 2018.10- 2020.10 

54. 蒋之铭 其他 男 29 讲师 中国 青岛大学 2018.10- 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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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年龄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在实验室 
工作期限 

55. 冯建勇 其他 男 34 讲师 中国 浙江理工大学 2018.10- 2020.10 

56. 邢剑 其他 男 29 讲师 中国 安徽工程大学 2018.10- 2020.10 

57. 曹机良 其他 男 35 副教授 中国 河南工程学院 2018.10- 2020.10 

58. 刘科 其他 男 37 副教授 中国 湖北文理学院 2018.10- 2020.10 

59. 莫秀梅 其他 女 56 教授 中国 东华大学 2014 年至今 

60. 何瑾馨 其他 男 58 教授 中国 东华大学 2014 年至今 

61. 陈英 其他 女 53 教授 中国 东华大学 2009 年至今 

62. 侯爱芹 其他 女 52 教授 中国 东华大学 2013 年至今 

63. 邢彦军 其他 男 46 教授 中国 东华大学 2013 年至今 

64. 朱利民 其他 男 57 教授 中国 东华大学 2013 年至今 

65. 张兴群 其他 男 54 教授 中国 东华大学 2013 年至今 

66. 赵圣印 其他 男 45 教授 中国 东华大学 2014 年至今 

67. 黄焰根 其他 男 41 副教授 中国 东华大学 2014 年至今 

68. 闵洁 其他 男 53 副教授 中国 东华大学 2014 年至今 

69. 张云龙 其他 男 38 副教授 中国 东华大学 2014 年至今 

70. 娄向新 其他 男 45 副教授 中国 东华大学 2015 年至今 

71. 黄志伟 其他 男 45 副教授 中国 东华大学 2015 年至今 

72. 曹张军 其他 男 42 副教授 中国 东华大学 2015 年至今 

73. 董霞 其他 女 34 副教授 中国 东华大学 2015 年至今 

74. 权静 其他 女 40 副教授 中国 东华大学 2015 年至今 

75. 郑皓 其他 女 34 副教授 中国 东华大学 2016 年至今 

76. 徐中其 其他 男 42 副教授 中国 东华大学 2013 年至今 

77. 张煊 其他 男 44 副教授 中国 东华大学 2013 年至今 

78. 王妮 其他 女 42 副教授 中国 东华大学 2017.01- 2018.12 

79. 薛文良 其他 男 38 副教授 中国 东华大学 2015 年至今 

80. 周申华 其他 男 32 副教授 中国 东华大学 2017.01- 2018.12 

81. 巨安奇 其他 男 36 副教授 中国 东华大学 2017.01- 2018.12 

82. 刘秀明 其他 男 33 特聘教授 中国 天津工业大学 2017.01- 2018.12 

83. 孙炜伟 其他 女 33 特聘教授 中国 上海大学 2017.01- 2018.12 

84. 刘朋超 其他 男 33 特聘教授 中国 
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
九人民医院 

2017.01- 2018.12 

85. 柯福佑 其他 男 31 讲师 中国 东华大学 2018.01-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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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流动人员包括“博士后研究人员、访问学者、其他”三种类型，请按照以上三种类
型进行人员排序。（2）在“实验室工作期限”在实验室工作的协议起止时间。 
 
四、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 

1、学科发展 
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依托东华大学、江南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轻工技

术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 3 个学科，在纺织印染清洁生产理论与关键技术、高品
质纺织品生态加工技术和纺织生物技术方向形成鲜明特色和优势。 

生态纺织是东华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国家双一流学科的重点建设方向之一。过
去 5 年中，该建设方向上共承担科研项目 506 项，科研经费总数 17934.5 万元，发
表论文 555 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66 项，实验室固定人员所承担的科研项目数、
科研经费数、发表的论文、授权的专利分占 63.6%、79.9%、62.4%和 50.8%。同时，
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以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为引领，吸收化学、机械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等学科教师共同参与，也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实验室队伍的建设对学科建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过去 5 年实验室引
进的 11 名全职教师，包括杰青 1 名、国家千人（短期）1 名、青年千人 2 名，占纺
织科学与工程学科生态纺织建设方向引进人才的 100 %。此外，实验室还有 8 名固
定人员晋升更高一级职称。 

江南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科在静电纺纳米功能纤维制备与机理研究、纤维增
强复合材料等功能性纺织材料、纺织用酶制剂的开发和应用、喷墨印花颜料墨水的
研制和应用、超细涂料及染色技术、印染节能加工技术与设备等生态染整技术等学
科方向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和优势。2005 年以来，本学科共承担国家“863 计划”项目 3
项，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 2 项，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1 项
及子课题 7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 余项，申请发明专利 400 多项，已授权 200 多
项；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 44 项，其中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15 项（含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二等奖 1 项）；发表论文 190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526 篇，EI 收录 273 篇；
出版专著及国家级规划教材等 83 部。 

目前江南大学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在纺织科学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三大研
究方向——生物质纤维制备与应用、纤维生物法改性、纤维生态染整技术，包括：
纳米功能纺织材料、纺织生物技术、纳米功能化纤维制备技术、纺织品功能整理技
术、生物基纺织纤维材料、纺织复合材料、智能纺织化学品、染整技术与装备、数
字喷墨印花技术、功能纺织品十个课题组，对学科建设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推动
了学科交叉与新兴学科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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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教融合推动教学发展 
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每个成员均承担了至少一门课程的教学课程，

2018 年度共承担 2924 学时的本科课程教学和 1944 学时的研究生课程教学；2018
年度共承担了 3 项教改项目。实验室重视纺织科学领域的前沿探索研究，并鼓励
成员积极指导本科生进行大学生创新训练，将实验室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
2018 年度共指导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 10 项。 

 
3、人才培养 
（1）人才培养总体情况 
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获国家留学基金委“2019年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

培养”第一批项目资助——“纺织品功能整理新技术创新人才培养项目”，每年优
选 2 名研究生去国外合作单位学习。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利用江南大学功
能纤维材料国际联合实验室和纺织生物技术国际联合实验室，举办的国际研讨
会，促进跨学科、跨院系的人才交流和培养；依托实验室主任魏取福教授主持的
CSC“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为青年教师和博士研究生提供赴国外知名
科研机构研究和学习的机会，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与北卡州立大学纺织学
院成立本硕连读人才培养计划，每年培养 10 左右的硕士生人才；此外，实验室
还利用与企业横向合作的优势，成立了 20 余个企业研究生工作站，与企业联合
培养创新人才。 

 
 
（2）研究生代表性成果（列举不超过 3 项） 

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鼓励研究生参与实验室的科研活动，在实验室
平台中得到锻炼，并取得代表性科研成果。这些代表性成果包括： 

[1] Liu, Peixi; Liu, Yingjun; Li, Peiliang; Zhou, Yingjie; Song, Yaying; Shi, Yuan; Feng, 
Wenhao; Mo, Xiumei; Gao, Hongyang; An, Qingzhu; Zhu, Wei. Rosuvastatin- and 
Heparin-Loaded Poly(L-lactide-co-caprolactone) Nanofiber Aneurysm Stent Promotes 
Endothelialization via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Type A Modulation. ACS Applied 
Materials &Interfaces. 2018,10(48):41012-41018 

[2] Huimin Zhou, Xin Xia, Pengfei Lv, Jin Zhang, Xuebin Hou, Min Zhao, Kelong Ao, Di 
Wang, Muhammad Naeem, Keyu Lu, Hui Qiao, Malgorzata Zimniewska, and Qufu Wei. 
C@TiO2/MoO3 Composite Nanofibers with 1T-Phase MoS2 Nanograin Dopant and Stabilized 
Interfaces as Anodes for Li- and Na-Ion Batteries. Chem. Sus. Chem, 2018, 11 (23):4060 -4070 

[3] Li, Yingzhan; Zhu, Liqian; Wang, Bijia; Mao, Zhiping; Xu, Hong; Zhong, Yi; Zhang, 
Linping; Sui, Xiaofeng. Fabrication of Thermoresponsive Polymer-Functionalized Cellulose 
Sponges: Flexible Porous Materials for Stimuli-Responsive Catalytic Systems. ACS Applied 
Materials &Interfaces. 2018,10(33):27831-27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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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情况（列举 5 项以内） 

序号 参加会议

形式 学生姓名 硕士/博
士 参加会议名称及会议主办方 导师 

1 口头 
报告 钱涛 硕士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rfactant 

& Detergent (ICCD 2018) 钟毅 

2 墙报 荣立夺 博士 第二届聚合物分子工程国际学术会议 隋晓锋 

3 墙报 侯雪斌 博士 第十三届中美华人纳米论坛 魏取福 

4 墙报 聂小林 博士 2018 静电纺纳米纤维国际研讨会 魏取福 

5 墙报 王若淳 硕士 第二届聚合物分子工程国际学术会议 隋晓锋 

      
注：请依次以参加会议形式为大会发言、口头报告、发表会议论文、其他为序分别填报。

所有研究生的导师必须是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 

 
五、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1、开放交流 

（1）开放课题设置情况 

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本年度的开放开课主要围绕本实验室的三大研究方
向，即：生物质纤维制备与应用、纤维生物法改性、纤维生态染整技术。共收到来自
国内 12 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项目申请书 29 份。经专家评审，最终确定资助 18 项研
究课题，设主任基金项目 3 项，共计 70 万元；重点项目 3 项，每项 5 万元；一般项
目 12 项，每项 2 万元，合计发放资助经费 109.0 万元。开放课题资助清单列出如下 

序号 课题名称 经费额

度 承担人 职称 承担人单位 课题起止

时间 

1 
基于多重刺激响应型
聚离子液体的生物基
纤维材料功能整理 

27万元 冯雪凌 研究员 东华大学 2018.01-
2018.12 

2 
二维相关光谱研究活
性染料印染工艺中若干
分子间相互作用机制 

23万元 侯磊 讲师 东华大学 2018.01-
2018.12 

3 再生聚酯纤维VOC的
形成机理及控制技术 20万元 柯福佑 讲师 东华大学 2018.01-

2018.12 

4 纳米/纺织复合材料刺
破损伤机理 5 万元 王萍 副教授 苏州大学 

2018.10- 
2021.10 

5 

柔性自支撑结构
rGO/SnS2@CNF/rGO
电极材料的构建及储
锂机制研究 

5 万元 罗磊 讲师 武汉纺织大学 
2018.10- 
2021.10 

6 漆酶/TEMPO 引发麻
纤维高效接枝疏水化

5 万元 董爱学 讲师 绍兴文理学院 
2018.10-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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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性及其增强复合材
料界面调控 

7 纤维可控的三维针织
布料动态仿真研究 2 万元 沙莎 讲师 武汉纺织大学 

2018.10- 
2020.10 

8 木棉纤维改性及其天
然染料染色性能研究 2 万元 俞俭 副教授 盐城工学院 

2018.10- 
2020.10 

9 两性离子聚氨酯制备
及其自修复性能 2 万元 冒海燕 讲师 盐城工学院 

2018.10- 
2020.10 

10 
聚乳酸立构复合纤维
的耐水解机制及生物
降解规律的研究 

2 万元 潘刚伟 讲师 南通大学 
2018.10- 
2020.10 

11 
基于柔性载体的
BiVO4 复合材料制备
及光催化机理研究 

2 万元 瞿建刚 讲师 南通大学 
2018.10- 
2020.10 

12 卤胺改性抗菌海藻纤维
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2 万元 蒋之铭 讲师 青岛大学 

2018.10- 
2020.10 

13 
负泊松比经编间隔织
物拉伸破坏机理的同
步辐射 CT 研究 

2 万元 高彦涛 副研究
员 

中国科学院上
海应用物理研

究所 

2018.10- 
2020.10 

14 

聚左旋乳酸/多壁碳纳
米管复合熔融纺纤维
针织物补片制备及大
鼠心肌修复效果研究 

2 万元 冯建勇 讲师 浙江理工大学 
2018.10- 
2020.10 

15 
利用石墨烯掺杂的聚
苯硫醚熔纺纤维的制
备及抗氧化性能研究 

2 万元 邢剑 讲师 安徽工程大学 
2018.10- 
2020.10 

16 
双组分纤维材料临界 
CO2 流体染色过程调
控与机理研究 

2 万元 郑环达 讲师 大连工业大学 
2018.10- 
2020.10 

17 
印制热还原法石墨烯
柔性导电织物的制备
及性能研究 

2 万元 曹机良 副教授 河南工程学院 
2018.10- 
2020.10 

18 
柔性可穿戴纤维状锂
离子电池织物关键技
术研究 

2 万元 刘科 副教授 湖北文理学院 
2018.10- 
2020.10 

注：职称一栏，请在职人员填写职称，学生填写博士/硕士。 

（2）主办或承办大型学术会议情况 
序

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主席 召开时间 参加

人数 类别 

1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Textiles 

江南大学功能纤维材
料国际联合实验室、江
南大学纺织纤维生物

魏取福 2018.6.22-20
18.6.24 100 全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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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联合实验室 

2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 
Aspects of Resent 
Development on 

Fluorine Chemistry 

东华大学、生态纺织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 卿凤翎 2018.5.18-20

18.5.20 80 全球性 

3 
Sino-German 

Young-Scientist 
Forum 

东华大学、生态纺织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 孙胜童 2018.5.10-20

18.5.13 31 全球性 

4 绿色环保染整技术
国际研讨会 

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
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轻
工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生态纺织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 

阎克路 2018.6.8-6.8 500 全球性 

5 

教育部高等学校轻
工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纺织化学与
染整工程方向）第二

次会议 

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
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轻
工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生态纺织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 

阎克路 2018.6.8-6.8 500 全球性 

6 
中国纺织工程学术
年会-纺织生态染整
技术分会 

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生
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 

武培怡 2018.10.20-1
0.22 200 全国性 

7 2018 全国棉纺织科
技报告会 

中国纺织工程学会棉
纺织专业委员会、生态
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 

高卫东 2018.11.23-2
018.11.25 150 全国性 

注：请按全球性、地区性、双边性、全国性等类别排序，并在类别栏中注明。 
 
（3）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情况 

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1. 2018 年 10 月 31 日，德国马普学会高分子研究所 Wagner Manfred 博士应邀来到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并作题为“Chemical structure analysis 
via NMR approach for smart response textile materials”学术讲座。 

2. 2018 年 1 月 17 日，美国德克萨斯 A&M 大学应邀来到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进
行学术交流，并作题为 “Thermochromic Functional π-Conjugated Oligomers, 
Polymers, Supramolecular Polymers, and Networks”学术讲座。 

3. 2018 年 6 月 6-7 日，University of Minho 大学，Miguel Gama 教授，报告题目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of human cathelicidin” 、 “Optimization of bacterial 
nanocellulose production and its applications” 

4. 2018 年 6 月 14 日，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大学，Prof. Wankei Wan教授，报
告题目“Bacterial cellulose production, properties and its hydrogel nanocomposites” 

5. 2018 年 6 月 23 日，葡萄牙米尼奥大学的 Artur Cavaco-Paulo 教授应邀来到江南大
学纺织服装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并作题为“Biosynthetic polymers”学术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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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8 年 6 月 23 日，加拿大纽布伦斯威克大学 Yonghao Ni 教授应邀于江南大学纺
织服装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并作题为“New development of dissolving pulp for the 
production of viscose rayon”学术讲座。 

7. 2018 年 6 月 23 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You-Lo Hsieh 教授应邀于江南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并作题为“Renewable Fiber Innovations”学术讲座。 

8. 2018 年 6 月 23 日，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Xiangwu Zhang 教授应邀于江南大
学纺织服装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并作题为“Electrospinning vs. Centrifugally 
Spinning – Processing and Applications”学术讲座。 

9. 2018 年 6 月 23 日，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Lucian Lucia 教授应邀于江南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并作题为“Tunable Interfacial Phenomena Observed in 
Bacterial Cellulose”学术讲座。 

10. 2018 年 6 月 23 日，美国南达科他矿业及理工学院 Hao Feng 教授应邀于江南大
学 纺 织 服 装 学 院 进 行 学 术 交 流 ， 并 作 题 为 “Electrospun Nanofibrous 
Mats/Membranes for Water Filtration/Purification Applications”学术讲座。 

11. 2018 年 6 月 23 日，法国国立高等纺织工艺学校 Peng Wang 教授应邀于江南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并作题为“Evaluation on multi-scales of the mechanical 
behaviour of flax-fibre-reinforced composites form the yarn to composite”学术讲座。 

12. 2018 年 6 月 23 日，美国南达科他州立大学 Qiquan Qiao 教授应邀于江南大学纺
织服装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并作题为 “Room Temperature, Air Crystallized 
Perovskite film for High Performance Solar Cells”学术讲座。 

13. 2018 年 6 月 23 日，葡萄牙米尼奥大学 Jennifer Noro 教授应邀于江南大学纺织服
装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并作题为“Cyclo-oligosaccharides-based nanoemulsions for 
compound encapsulation”学术讲座。 

14. 2018 年 6 月 23 日，加拿大纽布伦斯威克大学 Huining Xiao 教授应邀于江南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并作题为“Antimould/antimicrobial cellulose fibres and 
non-woven fabrics with non-leaching effect”学术讲座。 

15. 2018 年 6 月 23 日，日本信州大学 Qingqing Ni 教授应邀于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
院进行学术交流，并作题为“Shape memory polymer based bio-materials:”学术讲座。 

16. 2018 年 6 月 24 日，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 Donggang Yao 教授应邀于江南大学纺
织服装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并作题为“A Framework for Developing High-Strength 
Polymer Fibers from Substantial Chain Extensions”学术讲座。 

17. 2018 年 6 月 24 日，美国特拉华大学 Kun Fu 教授应邀于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进行学术交流，并作题为“Advanced Fibers for Energy and Wearables”学术讲座。 

18. 2018 年 6 月 24 日，韩国淑明女子大学 Hye Rim Kim 教授应邀于江南大学纺织服
装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并作题为“Functionalization and coloration in bacterial 
cellulose fabrics production”学术讲座。 

19. 2018 年 6 月 24 日，土耳其乌鲁达大学 Serpil KoralKoc 教授应邀于江南大学纺织
服装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并作题为 “Air-jet textured yarns for automotive 
applications”学术讲座。 

20. 2018 年 6 月 24 日，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Reza Ghiladi 教授应邀于江南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并作题为“Ultrafine Porous Multilayer Hollow 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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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bers for Energy Storage”学术讲座。 
21. 2018 年 6 月 24 日，葡萄牙米尼奥大学 Carla Silva 教授应邀于江南大学纺织服装

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并作题为“Laccase: a green catalyst for the biosynthesis of 
poly(catechol)”学术讲座。 

22. 2018 年 6 月 24 日，美国康奈尔大学 Juan Hinestroza 教授应邀于江南大学纺织服
装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并作题为“Efficient removal of pollutants from water using 
modified cotton fabrics: The magic of metal-organic frameworks”学术讲座。 

23. 2018 年 6 月 24 日，奥地利维也纳自然资源和生命科学大学 Felice Quartinello 教
授应邀于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并作题为“Enzymatic separation of 
polymers from textile waste”学术讲座。 

24. 2018 年 7 月 6 日，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陈峰 研究员，报告题目“仿生
结构磷酸钙基生物材料”  

25. 2018 年 7 月 6 日，复旦大学，贺鹤勇 教授，报告题目“若干多相催化剂的设计
研究” 

26. 2018 年 7 月 6 日，湖南大学，郭灿城 教授，报告题目“烃类仿生催化氧化研究
及应用” 

27. 2018 年 9 月 28 日，华东理工大学，郎美东 教授，报告题目“可降解聚酯生物材
料” 

28. 2018 年 12 月 11 日，Cornell University，Chu, Chih-Chang 教授，报告题目“Wound 
Closure Biomaterials: Past, Current and Future (Part I)” 

29. 2018 年 12 月 12 日，Faculty of Chemistry, Jagiellonian University，Szczepan 
Zapotoczny教授，报告题目“Macromolecular engineering on surfaces-ladder-like 
polymer brushes” 

30. 2018 年 12 月 21 日，上海交通大学，庄小东教授，报告题目“二维软物质与能源
器件应用” 

31. 2018 年 12 月 21 日，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黄晓宇教授，报告题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攻略” 

32. 2018 年 12 月 28 日，上海交通大学，颜徐州 研究员，报告题目“金属配位络合
物中的聚集诱导发光化学” 

 
 
（4）科学传播 
生态纺织重点实验室鼓励各课题组及成员将研究成果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本

年度所发表论文有 187 篇被 SCI 数据库收录，26 篇被 EI 数据库收录；另外，获得
发明专利授权 175 件。重点实验室根据实际情况酌情报销发表论文和申请、授权专
利所涉及的相关费用。重点实验室利用网站媒体（ http://klet.dhu.edu.cn/ ；
http://klet.jiangnan.edu.cn/index.htm）和微信公众号对相关研究成果和重大突破进行
宣传，并及时更新相关内容，使国内外专家同行能及时了解对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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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行管理 

（1）学术委员会成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年龄 所在单位 是否外籍 

1 周 翔 女 教授（院士） 84 东华大学 否 

2 俞建勇 男 教授（院士） 54 东华大学 否 

3 卿凤翎 男 教授（长江） 55 东华大学 否 

4 张淑芬 女 教授（长江） 58 大连理工大学 否 

5 武培怡 男 教授（杰青） 50 东华大学 否 

6 张慧琴 女 教授级高工 57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否 

7 陈志华 男 教授级高工 53 中国印染行业协会 否 

8 高卫东 男 教授 59 江南大学 否 

9 陈国强 男 教授 61 苏州大学 否 

10 邵建中 女 教授 64 浙江理工大学 否 

11 张健飞 男 教授 58 天津工业大学 否 

12 房宽峻 男 教授 55 青岛大学 否 

13 范雪荣 男 教授 56 江南大学 否 

14 毛志平 男 研究员 49 东华大学 否 

15 魏取福 男 教授 54 江南大学 否 

（2）学术委员会工作情况 

2018 年 12 月 29 日，江南大学 2018 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第二届学术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无锡江南大学召开。江南大学高卫东教授、范雪荣教授、魏
取福教授，东华大学武培怡教授、毛志平研究员，天津工业大学张健飞教授，浙
江理工大学邵建中教授，苏州大学陈国强教授、青岛大学房宽峻教授等 20 余学
术委员会以及专家出席本次会议。 

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毛志平研究员向学术委员会委员汇报了重
点实验室 2018 年的工作进展，详细报告了重点实验室概况、建设情况、重点实
验室评估情况及今后的发展方向。武培怡教授、冯雪凌研究员、付少海教授、王
强教授和许长海教授分别作题为《聚合物离子导体》、《智能响应高分子功能材料
及体系构建》、《分散染料节能减排染色关键技术》、《羊毛织物生物法防毡缩整理》
和《节能减排前处理及染色关键技术》的精彩学术报告。 

学术委员会认真听取了工作汇报，与会领导和专家对重点实验室目前的运行
建设情况给予肯定，并从设施基础建设、生态纺织技术创新、重点实验室队伍建
设、学术交流与合作、行业服务等方面对重点实验室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学术委员会充分肯定了重点实验室自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认为重点实验室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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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定位合理，研究方向特色鲜明，对其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包括应进
一步加大生态纺织基础研究，加大生态纺织技术人才培养，拓展高校间的合作与
交流，为国家在生态纺织技术领域培养优秀人才，不断提升实验室的整体水平和
国际影响力。 

 

 

（3）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支持情况 

生态纺织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东华大学和江南大学，本年度为重点实验室
引进了 6 名青年教师，并分别给以自主课题资助，以加强重点实验室的团队建设。
另外，优先为重点实验室配置或更新了多台重要仪器设备，并对科研场所进行了
优化集中，以便于有效开展科学研究。 

 
3、仪器设备 
实验室共有 10 万元以上各类大型实验设备仪器 194 台套，总价值 6478 万元；

其中 50 万元以上大型仪器设备 29 台套，价值 2572 万元。实验室仪器设备的
使用和管理坚持资源共享、提高使用效益为基本原则。 

为提高仪器设备的使用率、开发和共享程度，实验室主要采取了以下 4 条措
施： 

1、实验室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四：8:30～21:00，周五：8:30～17:00，周六、
周日预约开放。 

2、大型仪器设备落实专人负责管理，并聘请博士研究生作为辅助人员协助
管理。对所有大型仪器设备进行网络化在线管理，所有仪器设备都预约、限时使
用。 

3、实验室仪器设备不仅满足本实验室科研工作的需要，而且还为依托单位
和社会提供各种所需的科技服务，年平均提供仪器开放使用、检测服务时间约在
20,000 小时以上。 

4、所有仪器设备有偿使用，所收费用主要用于仪器耗材的补充、日常维护
费用和仪器设备管理人员的加班费用。 

目前，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时间为 800～1200 小时/年，部分使用频率
高的仪器使用时间超过 2800 小时/年，绝大部分仪器设备达到了购置时的预期使
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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