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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山杯”第一届（2015年）全国针织纬编技术研讨会

会议通知

主办单位：全国针织科技信息中心

《针织工业》编辑部

天津市纺织服装生产力促进中心

冠名单位：张家港润山针织机械有限公司

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针织行业也步入从大到强的关键时期，

产业间的相互交融、交叉替代、异质竞争、产品更新周期快速缩短以及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等

变化，企业信息化、智能化、“互联网+”的发展趋势，给传统纺织产业尤其是针织行业提出

新的课题。因此，如何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增强行业竞争力，准

确把握未来针织行业发展动态，推动我国针织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是目前整个针织行业亟

需探讨和解决的问题。为此全国针织科技信息中心决定启动“全国针织纬编技术研讨会”，

以期达到引领行业技术进步和推广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促进信息交流的目的。

“润山杯”第一届（2015 年）全国针织纬编技术研讨会定于 2015 年 5 月 27—29 日在浙

江省绍兴柯桥富丽华大酒店召开，本次会议将特别邀请行业有关领导、针织行业资深专家、

高等院校教授就相关政策、研究及发展趋势作专题报告；邀请具有实践经验的企业技术人员

为实际生产技术问题提供解决方案；邀请相关企业介绍新设备、新技术、新原料等的研发及

应用。

一、会议主题报告及部分交流内容

1．新机型、新趋势——润山公司的发展历程及新产品的推广应用

——张家港润山针织机械有限公司 郑泽山 总经理

2．针织圆纬机技术与产品发展动态 ——东华大学 龙海如 教授 博士

3．针织企业发展新趋势及产品创新

——浙江保利针织有限公司 印平 生产厂长 面料设计师

4. 纯不锈钢纤维性能特点及其圆纬机编织工艺难点分析

——苏州大学 孙玉钗 教授 博士

5．轶纶聚酰亚胺和安芙丽纤维热学功能针织关键技术研究

——上海帕兰朵高级服饰有限公司 方国平 副总经理



6．纯壳聚糖纤维及制品产业化研发和应用探讨

——海斯摩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胡广敏 董事长

7．科技改变生活——仪纶纤维在色纺行业中的开发和应用

——山东如意棉纺集团 张红梅 总设计师

8．纱线整理技术在针织生产中的重要性

——兴化市汤氏纺机制造有限公司 汤月波 总经理

9．简论针织圆机输纱器的发展现状

——美名格-艾罗(太仓)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许洪波 销售总监

10．针织圆机纱长监控系统及其应用 ——禾田电器 张民 总经理

11．针织圆机安装调试及使用中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

——金天梭·鑫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白羽 大圆机专家

12．错过零售电商，别再错过产业电商 ——阿里巴巴 洪烈 资深市场专家

13．圆机仿嵌花组织大提花织物的上机花型设计

——宁波大千纺织品有限公司 胡淑芬 经理

14．凉感功能棉针织面料的开发 ——常州旭荣针织印染有限公司 金雪 研发课长

15．一种新型针织家居面料的开发 ——青岛贵华针织有限公司 单新伟 科长

16．镂空提花面料组织结构设计与开发

——宁波大千纺织品有限公司 钟国能 技术部部长

17．吸湿速干壳聚糖针织面料的开发 ——上海嘉乐股份有限公司 陈建峰

18．凉感织物的开发 ——常州旭荣针织印染有限公司 刘红玉

19．光敏变色印花汽车座椅面料的开发

——南京奥普织物有限公司 马小淋 高级纺织面料设计师

20．无痕针织内衣面料的开发与研究

——济南元首针织股份有限公司 高爱香

21．双斜针筒针织圆机 ——汕头市滋兴发展有限公司 李炜 总工

22．无线wifi组网在针织厂的应用

——美名格-艾罗（太仓）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李斌

23．纬编针织物组织设计与三维仿真系统

——天津工业大学 李英琳 副教授 博士

24．超细变形丝双面乔赛功能性针织面料开发

——河北科技大学 崔少英 教授

25．纬编提花鞋面材料的样版设计与开发

——江南大学 丛洪莲 副教授 博士

26．针织摇粒绒与机织牛仔面料复合的生产实践

——盐城职业技术学院 李桂付 副教授

27．基于桑蚕丝铜氨纤维混纺的针织绸面料研发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袁菁红

28．安全性服装的设计模式研究 ——江南大学 沈雷 教授

29．《高速丝袜机》新标准解析

——浙江省质量检测科学研究院 徐海平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30．针织企业持续发展初探 ——福建红旗股份有限公司 吴兴良 高工

31．电脑分色印花技术在长毛绒扎染产品中的应用

——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 黄雪红

还有精彩报告在拟定之中……

http://it.alljournals.cn/search.aspx?subject=industry_technology&major=qgysgy&orderby=referenced&field=institution&q=%e5%b8%b8%e5%b7%9e%e6%97%ad%e8%8d%a3%e9%92%88%e7%bb%87%e5%8d%b0%e6%9f%93%e6%9c%89%e9%99%90%e5%85%ac%e5%8f%b8&prev_q=%e5%b8%b8%e5%b7%9e%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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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t.alljournals.cn/search.aspx?subject=industry_technology&major=qgysgy&orderby=referenced&field=author_name&q=%e5%88%98%e7%ba%a2%e7%8e%89&prev_q=%e5%88%98%e7%ba%a2%e7%8e%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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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t.alljournals.cn/search.aspx?subject=industry_technology&major=qgysgy&orderby=referenced&field=title&q=%e7%ba%ac%e7%bc%96%e9%92%88%e7%bb%87%e7%89%a9%e7%bb%84%e7%bb%87%e8%ae%be%e8%ae%a1%e4%b8%8e%e4%b8%89%e7%bb%b4%e4%bb%bf%e7%9c%9f%e7%b3%bb%e7%bb%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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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t.alljournals.cn/search.aspx?subject=industry_technology&major=qgysgy&orderby=referenced&field=author_name&q=%e5%90%b4%e5%85%b4%e8%89%af&prev_q=%e5%90%b4%e5%85%b4%e8%89%af


二、会议时间及地点

1.会议时间：2015年5月27-29日

27日 下午报到 28日 大会报告 29日 组织参观

2.会议地点：绍兴柯桥富丽华大酒店

地址：浙江省绍兴柯桥笛扬路1338号 电话：0575-84128888 85682518

联系人：许继红 13675789698

3.交通路线：

① 杭州萧山机场—富丽华大酒店

出租车：价格200元左右

机场巴士：机场大巴(20元)至柯桥（金昌大厦下车），换乘出租车到达酒店约15元。

② 绍兴火车北站—富丽华大酒店

出租车：价格15元左右。

③ 绍兴城北桥火车站—富丽华大酒店

出租车：价格35元左右。

④ 绍兴客运中心—富丽华大酒店

出租车：价格35元左右；

公交车：88路至华联国际商贸城下车，对面就到富丽华大酒店。

三、会议费用

1. 针织企业代表：会务费：1000 元/人 (含会议费、资料费、餐费、参观费等)，

住宿自理：190 元/人•天(双人房)，380 元/间•天(包房)。

2. 相关行业的单位(设备、原料、仪器等)在会议期间若进行信息发布，需另交信息发布费,

并提前与主办单位联系，未经主办单位同意，企业不得随意发放资料及搭建广告牌或

桌子。

3. 相关行业的企业代表：只参加会议不进行信息发布的代表除每人交纳会务费和住宿费

外，每单位需另交 500 元赞助费。若摆放易拉宝：500 元/个。

四、联系方式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鹊桥路25号 邮编：300193

电话：022-27385020-806、808、812 传真：022-27384456

联 系 人 ： 刘 丽 (13352067246) 孟 振 华 (13512269254) 安 虹 (13920662988)

E-mail: zzgy1973@163.com zzgyggb@163.com

全国针织科技信息中心 天津市纺织服装生产力促进中心

2015年4月20日



“润山杯”第一届（2015年）全国针织纬编技术研讨会

回 执 单

会议时间：2015年5月27-29日 (27日下午报到, 28日大会报告, 29日组织参观)

会议地点：绍兴柯桥富丽华大酒店 地址：浙江省绍兴柯桥笛扬路1338号

账号信息：(会务费可提前通过银行汇款)

收款单位：天津市针织技术研究所

开 户 行：工商银行白堤路支行

账 号：0302009729300129873

单位 联系人

地址 电话

邮编 传真

参 会 代 表

姓名 性别 职务 电话/手机 E-mail

参加29日活动： 是 □ 否 □

敬请填写：

预订确认函
绍兴柯桥富丽华大酒店

住宿标准：双标间 380元/间·天 , 大床房 380元/间·天

入住日期： 退房日期： 预订间数： 间

请各位参会代表填写好回执，于2015年5月20日前电邮、传真或电话回复至全国针织科技

信息中心，以便安排住宿和统计人数。谢谢合作! 如需电子版回执请到针织工业网站

(www.knittingpub.com)下载。

电话：022-27385020-806 传真022-27384456

E-mail:zzgy1973@163.com 825409297@qq.com

mailto:zzgy1973@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