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6 届 新 型 原 料 在 针 织 及 其 他 相 关 行 业 应 用 技 术 研 讨 会 ”
通 知
纺信字（2015）第02号

主办单位：全国合成纤维科技信息中心
全国针织科技信息中心
支持媒体：《合成纤维》、《针织工业》

支持单位：中国纺织工程学会
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
天津市针织技术研究所

各化纤、针织企业及有关单位：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纺织行业运营成本逐年上升，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在“互联
网+”时代，思维创新、技术创新和运营模式创新对于企业来说变得尤为重要。如何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行业和产品结构调整、积极拓展市场已成为化纤和针织企业共同努
力的目标。为了更好地建立产业链上下游集成创新，加强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增
强市场竞争能力，由全国合成纤维科技信息中心和全国针织科技信息中心联合主办的“第
16届新型原料在针织及其他相关行业应用技术研讨会”定于2015年7月29-31日在宁夏银
川市世纪大饭店召开。
此次会议的主题为“科技创新引领行业技术进步”。会议邀请国内外知名企业和高
等院校的专家、教授就新型化纤原料的开发现状、特殊性能及针织企业对新原料的加工
应用、市场推广经验做专题报告，并对生产中遇到的棘手问题进行深层次交流。

一、会议主题报告及部分交流内容
1.世界聚酯纤维技术和市场展望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涤纶事业部 王鸣义 教授级高工
2.锦纶长丝智能化生产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封其都 副总经理
3.聚酰胺酯短纤维在针织上的应用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薛斌 主任
4.安芙丽+相变储能纤维新型阻燃调温功能针织面料创新技术研究
——上海帕兰朵高级服饰有限公司 方国平 副总经理
5.天丝®—纺织业可持续发展观
——兰精纤维（上海）有限公司 高建平 经理
6.无染粘胶纤维的开发及推广应用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马君志 所长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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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生物质纤维在功能性面膜材料中的应用
——嘉兴学院 秦益民 教授
9.原液着色车用聚酯纤维的开发及其应用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吴双全 工业设计中心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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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德绒针织保暖面料的开发
——北京铜牛集团有限公司 黄小云 高工
11.科技创新开拓应用领域——金属化织物的性能及应用
——天诺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李智慧 总工
12.智能调温纤维商务休闲针织面料研发及应用
——青岛雪达集团技术中心
13.niti（绿能纤维）无水染整之标准色卡实施方案
——台湾纺合实业 胡詠钦 总经理
14. 针梭织双拼衬衣面料的热湿舒适性研究
——总后勤部军需装备研究所 张华 主任
15.立棉产品在内衣家纺上的应用
——苏州美山子制衣有限公司 李莉 博士
16.生物基化学纤维在针织行业的应用
——五邑大学 张艳明 博士
17.无染纤维在针织服装面料中的应用性研究
——北京服装学院 金鉴梅
18.竹原纤维物化性能的研究
——西安工程大学 孟家光 教授
19.马蔺纤维果胶酶脱胶工业研究
——天津工业大学 田俊莹 博士后
20.新型聚烯烃弹性纤维柔卡及其绢丝针织面料开发
——山东东营市半球纺织有限公司 彭宏 博士 技术顾问
21.吸湿发热针织面料的开发
——常州旭荣针织印染有限公司 吴金玲
22.海藻与莫代尔纤维混纺弹力针织物的研发
——浙江四通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徐海兵
23.微孔涤纶复合汉麻在速干面料开发中的应用
——陈克炎
24.智能纤维及智能纺织品的研究与开发
——江南大学 沈雷 教授
25.绿色服装设计中各种纤维面料的选用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薛苏楠
26.苎麻纱与粘胶光丝复合针织纱的生产实践
——湖南华升洞庭麻业有限公司
严桂香 副总工程师 高工
27.木棉纤维基本性能研究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王梅珍 教授
28.摩擦纺竹纤维包芯纱生产工艺探讨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显方 副教授
29.聚苯硫醚/不锈钢复合功能针织面料的研发与性能研究
——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张威 教授
30.涡流纺针织品起毛起球性和尺寸稳定性分析
——东华大学纺织学院 周立亚
31.轻柔超蓬松异形中空涤纶摇粒绒染整生产工艺
——泉州海天染整有限公司 孙华义 厂长
32.功能性针织面料及其染整加工
——宁波海达针织印染有限公司 程龙瑶 总工程师
33.后现代语境下毛衫装饰的应用研究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变荣
还有精彩报告在拟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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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时间及地点
1.会议时间：2015年7月29-31日
29日下午：参会代表报到；30日：大会报告；31日：组织参观
2.会议地点：银川市世纪大饭店
地址：宁夏银川市玉皇阁北街24号

电话：0951-6080688

3.交通路线：
①银川河东机场—世纪大饭店
机场直接打车到世纪大饭店，价格80～100元左右；
先乘坐机场大巴（20元）至西港航空酒店下车，再打车至世纪大饭店，费用约7元。
②火车站—世纪大饭店
乘坐1路、11路公交车到鼓楼站下车，向前行至玉皇阁后左拐，向前行200米即可到；
火车站打车到世纪大饭店，大约25元。

三、会议费用
会议费用：1800元/人，住宿费用自理
会务费可通过银行汇款(需提前汇款，会议现场取发票，汇款截止日为7月23日)或会
议现场直接缴纳现金（不刷卡），住宿费可直接在酒店前台刷卡，如需酒店预定，请提
前登记。
账号信息
收款单位：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

收款单位：天津市针织技术研究所

开户行：中国银行上海市杨浦支行

开户行：工商银行白堤路支行

账号：435159252974

账号：0302009729300129873

四、联系方式
全国合成纤维科技信息中心

全国针织科技信息中心

地址：上海市平凉路988号(200082)

地址：天津市鹊桥路25号 (300193)

电话：021-55216165、55214320

电话：022-27385020-806 27380390-8119

传真：021-55214320

传真：022-27384456

联系人：倪如青（13641795436）

联系人：刘丽(13352067246) 安虹(13920662988）

沈莉莉（13818233926）
E-mail: hcxwbjb@163.com

孟振华（13512269454）
E-mail: zzgy1973@163.com 或 zzgyggb@163.com

全国合成纤维科技信息中心

全国针织科技信息中心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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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届新型原料在针织及其他相关行业应用技术研讨会
回 执 单
会议时间：2015年7月29-31日
29日下午：参会代表报到；30日：大会报告；31日：组织参观
会议地点：世纪大饭店
地址：宁夏银川市玉皇阁北街24号
账号信息
收款单位：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
收款单位：天津市针织技术研究所
开户行：中国银行上海市杨浦支行
开户行：工商银行白堤路支行
账号：435159252974
账号：0302009729300129873
单位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姓名

性别

参加31日活动：是 （

职务

）

参会代表
电话/手机

否（

E-mail

）

敬请填写：

预订确认函
世纪大饭店
住宿标准：（在括号内打“√”进行勾选）
普通标间 320元/间/天 （
） 商务标间 350元/间/天（
入住日期：
退房日期：
预订间数：

）
间

由于 7 月正值暑期，为更好地做好代表的服务工作，请各位参会代表务必配合，于
7 月 24 日 前将填 写好的回执传真 至 021-55214320, 022-27384456 或发送电 子邮件 至
hcxwbjb@163.com 或 zzgy1973@163.com 或 zzgyggb@163.com
全国合成纤维科技信息中心
全国针织科技信息中心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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