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国家特聘专家王际平教授团队介绍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国家特聘专家王际平教授团队自2019年2月开始组建，目
前有教授1人，特聘研究员1人，讲师4人、博士后1人、博士3人、硕士研究生14
人。团队主要研究方向为：1）非水介质/无水染色理论及工程技术开发与示范；
2）智能纺织品材料技术开发；3）纺织品护理理论及技术开发。
团队目前正在主持的科研项目6项，总合同经费10543万元。其中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1项，国拨经费1593万，企业配套经费5500万；浙江省重点研发专项1
项，省拨经费200万，企业配套640万；新疆建设兵团重大科技项目1项，省拨经
费800万，企业配套1600万；企业合作项目2项，经费210万。
团 队 成 员 目 前 在 ACS Applied Materials and Interfaces ， Polymers ，
Macromolelcular Research ， Textiles Research Journal ， Reactive and Functional
Polymers，Molecular Catalysis，Dyes and Pigments等期刊发表论文若干篇。另外，
团队荣获2019年“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恒逸基金”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三
等奖。
团队在科研平台：
 上海市纺织化学清洁生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部级）
1）非水介质/无水染色研究室；
2）生态纺织材料功能改性研究室；
3）精细化工与纺织品检测研究室。

团队成员及主要研究领域
王际平教授
第五批国家‘千人计划’创新特聘专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负责人，浙江省重点研发项目首席科学家，新疆建设兵
团重大项目负责人。1994年获美国德州大学阿灵顿校区有机
及高分子化学博士。现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
任，纺织服装学院教授，博导，教授委员会主任；兼任美国
纺织化学家及染色家协会（AATCC）董事，出版委员会主席；

Journal of Surfactant and Detergent编辑；中国印染行业协会专家技术委员会专家；
浙江省印染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千人计划”和“万人计划”人才评审专家；水
利部水资源论证评审专家；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评审专家等。
曾任美国宝洁总公司全球纺织及工业标准部门首席科学家，中国纺织大学染
整研究室副主任。长期从事纺织化学、日用化学、高分子化学/物理、导电高分
子以及高分子表面/界面物理化学基础及应用基础研究。拥有超过80个美国、欧
洲及中国授权专利，发表100余篇科技论文和专著章节。鉴于他在纺织化学与精
细化工方面的杰出贡献，荣获“科学中国人”2014年度人物。荣获2017国际先进材
料学会年度奖章（IAAM Medal）。
顾肖敏博士
顾肖敏，女，博士，特聘研究员。1982年获浙江丝绸工学院
（现浙江理工大学）制丝专业学士学位，1985年获华东纺织
工学院（现东华大学）纺织材料专业硕士学位，1995年获美
国徳州州立大学阿灵顿校区有机与高分子化学专业博士学位。
1985.2-1989.9任教于中国纺织大学纺织工程系助教、讲师。
1995.12-2015.9任职于美国麦可门公司(Michelman Inc.) 研发
部研究员、高级研究员（2005年始），是美国麦可门公司聚合物乳化与玻纤涂层
领域技术权威。她开发的玻纤涂层改性产品已在全球主要玻纤公司得到应用，包
括中国的巨石、CTG, CPIC等，年销售达3亿人民币。她开发的低摩擦系数、高
耐热产品已在印度涂层公司得到应用，年销售达1.5亿人民币。现主要从事聚合
物乳化和涂层方面的应用基及产品开发研究。
裴刘军博士
2017年11月毕业于浙江理工大学，毕业后加入王际平教授团
队从事博士后研究，于2019年9月开始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纺
织服装学院工作。主要进行“非水介质染色关键技术研究与产
业化示范”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的研究。2018年指导学生在第一
届全国大学生绿色染整科技创新竞赛中获得特等奖；申请非
水介质染色相关专利8项，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12
篇，EI 论文1篇。研究领域：非水介质染色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纺织品洗涤护

理基本原理和技术开发。
梁帅童博士
2018年毕业于东华大学服装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纺织品护
理原理和技术开发。近年主持联合利华委托洗涤剂评价项目
一项, 美的生活电器事业部委托挂烫及平烫实验平台搭建及4
类服装熨烫参数优化项目一项，完成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创新
基金1项，美的生活电器事业部委托衣物护理联合应用基础研
究，与挂烫机熨烫技术研究等项目，发表科研论文9篇，申请
发明专利3项，授权1项。
张红娟博士
2019 年毕业于东华大学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主要研究
方向为高性能活性染料的设计与开发及其在非水介质染色中
的应用。近年来主持完成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创新基金 1 项，
参与完成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 13ZR1400300 和 18ZR1400800
两项，发表研究论文 20 余篇，SCI 等收录 16 篇，其中第一作
者 5 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8 项，其中授权 9 项。
王群博士
2018 年 6 月毕业于苏州大学，并获材料学博士学位，2017 年
5 月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新南威尔士大学进行博士联合
培养，于 2019 年 9 月进入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工作，主要研究
方向为功能纳米光催化剂的可控制备及其在能源、环境和智
能纺织品材料开发等领域的应用。目前已经发表论文 7 篇，
其 中 以 第 一 作 者 在 Nanoscale, ChemSusCh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nomedicine 等中科院分区一、二区发表 SCI 论文
4 篇，EI 论文 1 篇及英文论著章节 1 篇，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

课题组主要研究领域：

（1）非水介质/无水染色理论及工程技术开发与示范

图1 硅基非水介质分散染色体系
硅基非水介质分散染色体系如图1所示，当纤维进入染浴时，由于活性染液
的亲纤维憎介质性能，染液快速地扩散至纤维表面，随着染色过程的推进，分散
在硅基非水介质中的染液小颗粒几乎全部扩散至纤维表面，最后，形成一个包围
纤维的超低浴比的染色环境；在纤维内外形成了很高的染料浓度差，染料会自发
的从纤维表面扩散渗透到纤维内部，并在合适的条件下固着，完成整个染色过程。
研究方向：
 建立纺织品在以硅基化合物为代表的生态型单组份非水介质染色理论体系
和染色技术
 设计与开发适用非水介质体系的配套染色助剂、色谱齐全的专用高性能染料
 研究与开发污染物控制和介质回收及循环利用的关键技术
 研究适用于本染色体系的残液的末端处理方法与装备，提高介质回用率

（2）生态纺织材料功能改性技术开发与示范
随着我国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大量污染物产生并附着于纺织品等各种固体
表面，严重影响其功能或外观，而传统的清洗方法不仅消耗大量水资源和洗涤剂
化学品，且清洗排放的废水会严重威胁生态环境。此外，现代工业快速发展伴随
而来的空气污染日益凸显，严重威胁人体健康，半导体光催化技术可以在光照下
将有机污染物光催化降解为小分子物质实现化学自清洁，同时还具有净化空气、
抗菌、防紫外线等多功能性。超双疏（超疏水和超疏油）表面具有降低污染物黏
附及对已吸附污染物易去除的双重功能，实现防水、防油、抗污、防粘附等效果，
可赋予材料物理自清洁的特性。本中心拟研究生态纺织材料功能改性技术，开发
光催化、超双疏、自清洁、净化空气等生态多功能纺织材料，对节水节能、环境
保护、绿色健康具有重大研究意义。
研究方向：
 可见光活性高效光催化纺织材料研究
 超双疏光催化协同自清洁纺织材料开发
 高性能生态功能纺织材料规模化生产关键技术研究
（3）纺织品护理技术理论及技术开发
纺织品护理也是纺织行业耗水量较大的一个环节，据统计每年大约需要消耗
200亿升的自来水用于纺织品护理，但废水排放量大及洗涤成本的提高不满足清
洁生产的需求，也严重制约了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纺织品护理过程中
使用节能减排技术，对于减小环境负担，减少碳排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中心
旨在纺织品护理进行理论研究及技术开发，优化洗涤技术，开发新型洗涤剂。例
如，阳离子型氟碳表面活性剂的开发，其作用机理及在棉织物快速干燥领域的应
用如图2所示。
研究方向：
 开发新型高效节水节能型表面活性剂，能够适应不同的纺织品种类、结构、
污渍种类及水的硬度，使其显著降低水消耗及对环境的冲击
 开发新型环境友好型的脱水助剂，以辅助在纺织品护理过程中的烘干过程，
并显著降低电能的消耗
 针对新型洗涤剂和具有不同纤维种类和结构的纺织品进行优化，实现进一步

的节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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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促进剂对分散染料在无水染色体
系染色性能的影响机制研究
硅基非水介质染色体系中盐的作用机
理研究
不同固色方法对羊毛物理性能的影响
基于 Ti-MOFs 复合材料的构建及其光
催化性能研究
TiO2 复合膜层油水分离-光催化协同机
制及其应用研究
染料转移抑制剂在纺织品护理中的应
用及机理研究
活性染料及其水解结构在纺织品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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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的扩散机制研究

在研项目简介（名称、主持人、来源、经费）
1. 纺织品非水介质染色及污水零排放关键技术研究和产业化示范，王际平/裴刘
军，2019 年新疆兵团重大科技项目，总经费 2400 万，学校经费 100 万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棉花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85%，但新疆纺织产业仍
集中在纺纱织布，最主要原因是新疆缺水，且生态环境脆弱，无法承受印染行业
的含盐废水排放。基于对新疆棉印染加工现状的分析，本项目以改变染色耗水，
耗盐，耗化学品的现状为目标，着重研究开发和推广具有良好应用前景的活性染
料/硅基非水介质（十甲基环五硅氧烷）乳化/悬浮体系染色技术，并开发适用于
非水介质染色关键设备、染料、助剂和染色工艺；最后建设一条年产 5000 吨散
棉/棉布的硅基非水介质染色生产线，从根本上改变新疆印染产业废水排放量大、
处理难度高等环境污染问题，对新疆地区乃至全国的纺织品印染产业走向生态化
和可持续发展发挥着积极影响。同时将打通纺织服装业上下游产业技术瓶颈，推
动新疆纺织服装全产业链发展，有效带动阿拉尔及新疆纺织服装行业发展，提高
新疆地区就业率，带动新疆纺织产业向下游延伸，提升经济效益，将新疆纺织服
装产业做大做强，为新疆的就业和稳定做出贡献。

图 3 近五年中国及新疆棉花产量变化图
2. 服装洗涤护理技术研发中心：
（1）吸湿排汗运动衣的洗净研究，裴刘军/王际平，蓝月亮集团，35 万。
舒适性是纺织服装最重要的性能，同时舒适性也是消费者对于服装的第一要
求。对于运动服装而言，热湿舒适性是它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指标，直接关系到穿

着者的运动表现和效率；而运动衣的洗净效果直接影响到了其耐细心以及运动员
身上的气味等。
本项目首先国内外运动衣大品牌商进行市场调研，确定运动衣的材质、整理
剂及整理技术，分析整理前后运动衣的吸湿性、透气性、柔软性、表面张力、zeta
电位等物理性指标变化。选取日常生活中常见的 2-3 种污渍，如皮脂等油性污渍
和大汗腺分泌的汗渍等，按一定的方法制备污渍均匀分布的污布。在一定条件下
的污布洗涤，研究其去污效果，分析吸湿排汗运动衣的净洗效果，并对如何提高
运动衣的净洗效果进行重点研究。吸湿排汗纯棉单导面料制备路线如图 4 所示。

图 4 吸湿排汗纯棉单导面料制备路线
（2）活性黑 5 染料的防串染技术及作用机理，梁帅童/王际平，蓝月亮集团，35
万。
以活性黑 5 作为活性染料的模型，研究防串色剂提升活性黑 5 防串染的机理
机制,并提供防串色剂或给出防串色剂明确的结构特点；该防串色剂的作用对象
具有可拓展性，即可满足活性黑 5 的防串染需求，也可满足其他常用活性染料（如：
活性红 195 等）的防串染需求。
3. 非水介质染色新产品可追溯研究与纤维特性对其染色性能影响机制研究，王
际平/裴刘军/张红娟，海宁绿宇纺织科技，100 万。
目前海宁绿宇已开发了较多的非水介质染色产品，并且逐渐被市场接受，为
了对非水介质染色后的散纤、纱线或织物等纺织品进行鉴定，鉴别与传统水浴染
色之间的差异，对由非水介质染色提供原材料制成的纺织服装产品进行有效的追
溯，本项目着重研究非水介质染色后产品某种元素的变化，或借助同位素标记等

方法对非水介质染色产品进行有效的追溯；运用先进的分析测试手段，表征非水
介质染色产品特性，并用于生产实践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
另外，针对不同地区的棉纤维，不同规格的棉纤维（棉花、精梳棉、长绒棉），
经过不同前处理后，研究其润湿性能的变化，进一步研究不同润湿性能棉纤维的
成份变化，建立纤维成份与纤维润湿时间之间的关系。研究活性染料在非水介质
染色体系中对不同润湿性能的棉纤维染色匀染性、扩散速率的影响，进一步指导
非水介质染色工业化生产中前处理和介质的选择。
4. 挂烫及平烫实验平台搭建及 4 类服装熨烫参数优化，梁帅童，横向，12.5 万。
熨烫产品一直是消费者家庭衣物护理过程中不可或缺一款设备。但是当前服
装的熨烫产品面临着一些问题：（1）因消费者缺乏服装材质分类的专业知识，
现行熨烫产品依纤维成分分类的标识体系与消费者手头的服装难以匹配；（2）
材质相同的服装因厚薄不同、服装结构不同（例如羊毛西服与羊毛大衣，纯棉衬
衫与棉大衣），所需的温度、湿度、压力等熨烫条件均有不同，现行熨烫模块仅
按纤维成分来做分类，导致除皱率不高，熨烫效果不尽人意；（3）消费者担心
高价值服装熨烫过程中的损伤等。
项目所设计的实验平台应实现自动运行，能够进行大衣等各种常见类型服装
的熨烫，蒸汽熨烫的手柄和喷头的更换，实验平台还能够调整平烫压力及挂烫悬
挂配重，为各类服装的熨烫测试和各种熨烫设备的评测与工艺研究提供了一个综
合试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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