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号

1

技术名称

高性能聚合物加脂剂的产业化

技术原理、内容、主要特征指标和解决的主要问题

通过分子设计，开发新型聚合物加脂剂，解决了常规加脂剂吸收率及结合牢度低、耐光性
差、易产生异味等缺陷。产品主要技术指标满足：VOC≤100微克碳/克，老化Cr6+≤3毫克
/千克，耐光性达到4级以上。

项目亮点描述及项目先进性自评估
（国际领先、国内领先、国内先进）

产品生产工艺先进可靠，经济合理可行。产
品加脂性能好、耐光耐老化、无异味，可以
简化制革生产工艺，缩短制革加工时间，降
低废水COD和BOD，满足皮革工业向清洁生
产、高性能和高附加值方向发展的需要。项
目整体技术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国内外同类技术
产品优劣势对比情况分析

技术现状
（专利或知识产权归属情况）

目前国内外聚合物加脂剂的品种和结构仍较
为单一，含有两性基团的聚合物加脂剂仍不
多见。多采用丙烯酸长链烷基酯、或马来酸
酐单双酯为原料，通过聚合反应得到聚合物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加脂剂，但丙烯酸长链烷基酯的工业化生产
成本较高，难以得到广泛应用；马来酸酐单
、双酯的共聚能力差，导致最终产品多为混
合物，性能不突出。

已（拟）产业化
对象

预期投资测算

皮革化工企业

100万

2

低胶原降解力蛋白酶的组分优化

降低蛋白酶中胶原降解力蛋白酶的作用能力，提高其中角蛋白酶的作用能力。

国际领先

同等总蛋白酶活力水平下，胶原降解性蛋白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酶活力水平是常规蛋白酶的1/3。

皮革化工企业

100万

3

制革中废弃毛发与皮屑的营养性
成分提取

将准备工段脱毛中产生的废弃毛发与皮屑进行提取，制备可用于宠物饲料的蛋白粉

国内先进

角蛋白降解性好，综合提取下氨基酸组分全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宠物饲料添加剂开发
企业

100万

4

高吸收铬鞣助剂

技术原理：通过引入无机纳米粒子和乙烯基单体，在鞣制过程中提高Cr的吸收。
内容：以无机纳米粒子和常规的乙烯基类单体为原料，采用原位聚合法制备纳米复合高吸
收铬鞣助剂。
主要特征指标： 将其配合3%铬粉应用于皮革主鞣工序，可提高成革耐湿热稳定性，成革
收缩温度大于90℃；同时可大幅度提高成革的丰满度，使成革增厚率大于100%；此外，
采用该产品配合3%铬粉鞣后废液中Cr2O3含量可降低至100mg/L以下，大大降低废水处理
难度，且工艺操作简单，不影响后续操作。
解决的主要问题：解决废液中Cr2O3含量高的问题。

项目亮点：采用该产品配合3%铬粉鞣后废
液中Cr2O3含量可降低至100mg/L以下，大大 相比于现有的铬鞣剂，本产品的使用可以大
专利或知识产权归属于陕西科技
大降低废液中的铬含量，废液中COD、BOD 大学
降低废水处理难度。
项目先进性自评估：在同类产品中处于国内 值较低。
领先水平

制革及皮革化工企业

50 万

5

增深型纳米复合鞣剂

项目亮点：鞣剂在坯革中分布均匀，具有良
相比于现有的铬鞣剂，本产品不含有毒的六
专利或知识产权归属于陕西科技
好的染色性能。
价铬、废液中染料浓度低，COD、BOD值较 大学
项目先进性自评估：在同类产品中处于国内
低。
领先水平

制革及皮革化工企业

50 万

6

自蒙囿型纳米复合鞣剂

项目亮点：鞣剂在皮胶原各层级中分布均
相比于现有的铬鞣剂，本产品具有自蒙囿， 专利或知识产权归属于陕西科技
匀，与皮胶原交联度高。
大学
项目先进性自评估：在同类产品中处于国内 环境负载率低以及成本低的优势。
领先水平。

制革及皮革化工企业

50 万

7

电磁屏蔽型聚丙烯酸酯纳米复合
涂层

技术原理：高导电石墨烯可高效反射电磁波能量。
相比于现有的金属基电磁屏蔽涂层材料，本
内容：以石墨烯为导电剂，以水性聚合物乳胶为基体，以共混法制得了高导电的水性电磁 项目亮点：涂层电导率高达1333 S/m。
专利或知识产权归属于陕西科技
屏蔽涂层材料。
项目先进性自评估：在同类产品中处于国内 产品不含有毒的有机溶剂、不含金属，具有 大学
轻质、填充量低、耐候性好的优势。
领先水平
主要特征指标：屏蔽效能＞20 dB、电导率＞1333 S/m。
解决的主要问题：赋予皮革抗电磁辐射的先进功能。

制革及皮革化工企业

100 万

8

耐水抗菌型含氟苯丙乳液涂饰剂

技术原理：通过引入低表面能物质，既提高皮革涂饰剂的耐水性，又可阻止细菌在皮革涂
层上的粘附，发挥抗菌效果。
内容：以丙烯酸酯类单体和苯乙烯为主要原料，含氟单体为功能性原料，通过细乳液聚合
法制备出耐水抗菌型涂饰材料。
主要特征指标：涂层吸水率，涂层抗菌率。
解决的主要问题：解决皮革涂层不耐水、易沾染细菌、霉菌的问题。

项目亮点：涂层吸水率低于10%，抗菌率高
项 相比于现有皮革涂饰材料，本产品具有耐水 专利或知识产权归属于陕西科技
于95%。
大学
目先进性自评估：在同类产品中处于国内领 、抗菌功能突出及成本低 的优势。
先水平。

制革及皮革化工企业

50万

9

阻燃抑烟型酪素基皮革涂饰剂

技术原理：通过引入无机阻燃剂，既提高皮革涂饰剂的阻燃性能，又可稀释燃烧中的有毒
气体，发挥抑烟的效果。
内容：以酪素复合乳液作为主要原料，以无机纳米材料改性水滑石为阻燃剂，通过物理共
混的方法获得阻燃抑烟型涂饰剂。
主要特征指标：极限氧指数，垂直燃烧性能，烟密度。
解决的主要问题：解决涂饰皮革阻燃抑烟性差的问题。

项目亮点：涂饰后皮革的极限氧指数从
24.1%提高至27.4%，垂直燃烧速率可达
相比于现有的阻燃涂层材料，本产品不含有
64.8mm/min，烟密度下降了约61%。满足汽 毒的有机溶剂、具有填充量低、抑烟性能好 专利或知识产权归属于陕西科技
大学
车坐垫革阻燃的要求。
的优势。
项目先进性自评估：在同类产品中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

制革及皮革化工企业

80万

10

阻燃型改性水滑石复合加脂剂

技术原理：通过对水滑石分别进行插层和表面改性，进而将其引入到加脂剂中，制备阻燃
型改性水滑石复合加脂剂。
内容：利用生物基环糊精和层状硅酸盐对水滑石分别进行插层和表面改性，进而采用原位
法将其引入到加脂剂中，应用于皮革加脂工艺，提升皮革阻燃抑烟性。
主要特征指标：极限氧指数、有焰燃烧时间、产烟速率。
解决的主要问题：解决加脂皮革阻燃抑烟性差的问题。

项目亮点：加脂皮革极限氧指数由23.5%提
升至27.8%、有焰燃烧时间由82 s减少至26 s 相比于现有的加脂剂相比，其优势在于成本 专利或知识产权归属于陕西科技
、产烟速率降低了62.5%。
低，原料环保，具有阻燃抑烟性。
大学
项目先进性自评估：在同类产品中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

制革及皮革化工企业

50万

11

防污型生物基水性聚氨酯涂饰剂

技术原理：利用低表面能的聚硅氧烷对生物基水性聚氨酯改性，制备防污型生物基水性聚
氨酯涂饰剂。
内容：通过对聚硅氧烷进行改性，进而将其引入到生物基水性聚氨酯中，制备防污型生物
基水性聚氨酯涂饰剂，进而制得防污皮革。
主要特征指标：水接触角、滑动角、吸水率、液滴滑动速率。
解决的主要问题：解决革制品沾染污物不易清洗的问题，提高皮革防污性能。

项目亮点：涂层水接触角高于120°，滑动角
低于10°，吸水率低于10 %，液滴滑动速率 相比于现有的市售涂饰剂，本产品优势在于 专利或知识产权归属于陕西科技
2cm/s
项目先进 聚硅氧烷获得途径成本较低，原料环保可再 大学
性自评估：在同类产品中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生。
。

制革及皮革化工企业

50万

此类产品生产简单，成膜耐黄变性能突出。
目前已进行过工业级生产且拥有第三方检测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件，当前专利
制革及皮革化工企业
报告。有望替代市场上同类产品，具有良好 权利人：陕西科技大学
的市场需求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50万

此类产品已进行工业级生产且拥有第三方检
测报告，低温耐曲折性能能突出。有望替代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件，当前专利
制革及皮革化工企业
市场上同类产品，具有良好的市场需求和广 权利人：陕西科技大学
阔的应用前景。

50万

12

13

耐黄变型水性丙烯酸树脂涂料

耐寒型水性丙烯酸树脂涂料

技术原理：通过引入带正电荷纳米材料促进阴离子染料的吸收。
内容：采用原位法将带正电荷纳米材料引入有机聚合物鞣剂中，制备一种增深型纳米复合
鞣剂。
主要特征指标：该鞣剂在皮胶原各层级结构中渗透性良好，分布均匀，其中带正电荷纳米
粒子可以促进湿整饰过程中阴离子染料和加脂剂的吸收，提高皮革的染色性能。
解决的主要问题：解决皮革败色问题
技术原理：通过引入天然生物质材料以及无机纳米粒子，既可以提高鞣剂的鞣性，又可以
改善鞣剂的渗透性。
内容：以生物质材料和纳米粒子为主要原料，通过配位反应制备出自蒙囿型纳米复合鞣剂
。
主要特征指标：坯革的收缩温度，鞣剂分布的均匀度。
解决的主要问题：传统铬鞣带来的污染问题

技术原理：利用纳米材料吸收紫外线的特性，提高聚丙烯酸酯的耐黄变性能；
内容：以丙烯酸或丙烯酸酯类单体、纳米材料为主要原料合成的一种中软型丙烯酸树脂乳
液；
主要特征指标：成膜透光度＞95%， 抗张强度＞2MPa，断裂伸长率＞600%， 耐黄变性达
4-5级。
解决的主要问题：改善皮革涂层易黄变的问题。

技术原理：通过控制软硬单体配比实现软而不黏效果的同时达到低温耐曲折性能。
内容：本产品以丙烯酸、丙烯酸酯类单体等为主要原料合成的一种中软型丙烯酸树脂乳
液；其乳液固含量：
主要特征指标：挥发性有机物含量: ＜5g/L，成膜透光度＞95%，抗张强度＞2MPa，断裂
伸长率＞800%及优异的低温耐曲折性（-20℃，屈挠次数＞30,000次，未出现裂纹）；
解决的主要问题：防止涂层在低温环境下发生龟裂现象。

项目亮点：本产品适用于各类皮革制品的涂
饰工序，可与常规溶剂、颜料等复配使用。
以其为底涂，可提高皮革的耐弯曲性；以其
为顶涂，可使革柔软丰满而富有真皮感，赋
予革优异的耐黄变性能；可最大限度地保持
革自身的风格。本产品也适用于纸张增强
剂，保持纸张耐折性的同时赋予其优异的耐
黄性能。
项目先进性自评估：在同类产品中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
项目亮点：本产品适用于各类皮革制品的涂
饰工序，可用作底涂，显著提升皮革的耐弯
曲性；可与其他着色剂、助剂复配，用作顶
涂，防止涂层在低温环境下龟裂。本产品可
用于纺织浆纱，赋予经纱抵御外部机械力作
用的能力，保持纱线的可织性。本产品对低
温环境中户外设备表面的保护也具有一定的
潜在应用价值。
项目先进性自评估：在同类产品中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

技术原理：通过设计纳米材料的形貌，丰富聚丙烯酸酯基体中水汽分子的传输路径，实现
良好的透气透湿性能。
内容：本产品以丙烯酸或丙烯酸酯类单体、形貌化处理的纳米ZnO为主要原料合成的一种
中软型丙烯酸树脂乳液。
主要特征指标：抗张强度＞9MPa，断裂伸长率＞500 %，透水汽性能可以提升170%及耐
水性能提升43.22%。
解决的主要问题：皮革因涂饰而将降低其卫生性能的问题。

项目亮点：本产品适用于各类皮革制品的涂
饰工序，可与常规溶剂、颜料等复配使用，
可用于皮革涂饰的顶涂和底涂工段。以其为
成膜材料，可实现了透水汽性能与耐水性能
的同步提升，赋予革优异的防水透湿性能，
最大限度地保持革本身的卫生性能。本产品 此类产品已拥有第三方检测报告，防水透湿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4件，当前专利
制革及皮革化工企业
也适用于纺织物的后整理，可赋予其优异的 性能良好。有望替代市场上同类产品，具有 权利人：陕西科技大学
防水透湿性能，能改善纺织品的卫生性能及 良好的市场需求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穿着舒适度。
项目先进性自评估：在同类产品中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

14

防水透湿型水性丙烯酸树脂涂料

15

疏水防污型聚氨酯涂料

技术原理：利用纳米微胶囊封装疏水性物质，实现长效疏水防污效果；于此同时，通过化
学键合作用提升其与皮革的黏着牢度
内容：以疏水硅壳油芯微胶囊、聚氨酯树脂为主要原料，制备了一款疏水防污型聚氨酯树
脂涂层材料。
主要特征指标：涂层水接触角
解决主要问题：解决皮革涂层易于沾染污渍。

项目亮点：本产品图示后革样表面水接触角
此类产品已拥有第三方检测报告，疏水性能
＞150°，具有超疏水性 。
良好。有望替代市场上同类产品，具有良好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3件，当前专利 制革及皮革化工企业
权利人：陕西科技大学
项目先进性自评估：在同类产品中处于国内 的市场需求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领先水平。

50万

16

阻燃型水性丙烯酸树脂涂料

技术原理：通过引入含磷单体，利用含磷材料的自由基捕获作用、催化成炭作用来提升皮
革涂层的阻燃性能。
内容：以丙烯酸或丙烯酸酯类单体、纳米材料为主要原料合成的一种中软型丙烯酸树脂乳
液。
主要特征指标：极限氧指数、革样烟密度、革样燃烧速率
解决主要问题：解决皮革涂层易于燃烧的问题，保障人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

项目亮点：本产品涂饰后革样抗张强度＞
2MPa，断裂伸长率＞600%；接触角＞150
°，滚动角＜10°；可在365nm紫外光照射下
实现裂纹、断裂等损伤修复
项目先进性自评估：在同类产品中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

相比于现有皮革涂饰材料，本产品具有优异
的阻燃性能。同时，以该产品为底涂，可提
高皮革的耐弯曲性；以其为顶涂，可使革柔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件，当前专利
制革及皮革化工企业
软丰满而富有真皮感，可最大限度地保持革 权利人：陕西科技大学
自身的风格，且常规的合成设备可满足该产
品的生产。

50万

17

自修复型水性丙烯酸树脂涂料

技术原理：利用聚丙烯酸酯结构中存在的紫外光可逆响应基团，实现不同紫外光照下聚丙
烯酸酯分子链段中化学键的断裂与结合，从而实现材料损伤的自修复。
内容：以或丙烯酸酯类单体、香豆素类衍生物、纳米材料为主要原料合成的一种丙烯酸树
脂乳液
主要特征指标：修复性能、疏水性、物理机械性
解决主要问题：解决皮革涂层易被外力破坏，使用寿命短的问题

项目亮点：本产品涂饰后革样抗张强度＞
5MPa，断裂伸长率＞600%；涂饰后革样极
相比于现有皮革涂饰材料，本产品具有优异
限氧指数＞28%，涂饰后革样烟密度<6%， 的疏水性能、耐磨性能及修复性能；可显著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件，当前专利 制革及皮革化工企业
权利人：陕西科技大学
涂饰后革样燃烧速率<0.03 mm/s
提升皮革使用寿命
项目先进性自评估：在同类产品中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

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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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纳米复合鞣剂

技术原理：通过设计纳米复合鞣剂中的官能团类型、侧链长度等，使纳米复合鞣剂在皮胶
原纤维中具有良好的分散性，更好地与皮胶原纤维作用。
内容：以无机纳米粒子和乙烯基类单体为原料，通过水溶液聚合法制备新型纳米复合鞣剂
。将该鞣剂应用于皮革主鞣工序中，可赋予皮胶原纤维鞣制性能。
主要特征指标：鞣制坯革的收缩温度；增厚率；成革的物理机械性能；鞣剂在皮胶原纤维
中的分散性等。
解决的主要问题：解决了传统铬鞣剂对环境带来的污染问题。

项目亮点描述：鞣制坯革的收缩温度可以达
到80℃以上，增厚率可以达到75%以上，成 相比于现有的铬鞣剂，本产品不含有毒的六
专利或知识产权归属于陕西科技
革的物理机械性能满足服装革和鞋面革国家
价铬，COD、BOD值较低，成革具有良好的 大学
标准等。
丰满性的优势。
项目先进性自评估：在同类产品中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

制革及皮革化工企业

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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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废革屑制备轻质、高效柔性
电磁屏蔽薄膜

技术原理：通过静电纺丝、高温碳化法制备轻质、高效柔性电磁屏蔽薄膜。
内容：本项目以废革屑为原料，通过静电纺丝与高温碳化技术，制备柔性电磁屏蔽薄膜，
实现其质量轻、厚度薄、柔性良好、可任意弯曲、力学性能优异等性能。
主要特征指标：柔性电磁屏蔽薄膜单位面积的质量＜0.06 g/cm2；厚度＜1 mm；电磁屏蔽
效能＞80 dB；柔性电磁屏蔽材料弯折1000次，电磁屏蔽效能保持率为80%以上。
解决的主要问题：用于有效保护人体不受电磁辐射危害，为柔性可穿戴电子设备的研发奠
定基础。

项目亮点：电磁屏蔽薄膜厚度薄，电磁屏蔽
相比于现有的国内外电磁屏蔽薄膜，本项目
专利或知识产权归属于陕西科技
效能高，单位厚度电磁屏蔽效能高。
研发的电磁屏蔽薄膜具有厚度薄、质量轻、
大学
项目先进性自评估：在同类产品中处于国内 电磁屏蔽效能高的优势。
领先水平。

制革及皮革化工企业

6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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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光软性酪素基纳米复合皮革涂
饰剂

技术原理：构筑具有核壳结构的酪蛋白基纳米复合乳液，乳胶粒结构稳定，粒径分布均
一，尺寸在纳米级别。涂层具有优异的增强增韧性和耐水性。
内容：引入纳米粒子，通过调节聚合参数，可以实现涂层软硬度可控。
主要特征指标：涂层光泽，涂层柔软度。
解决的主要问题：解决皮革涂层不耐微生物，且耐曲挠性差的问题。

项目亮点：本产品涂饰后的皮革，既能保持
皮革独特的卫生性能和天然的粒面花纹，又
能在不同程度上改善酪素涂层不耐湿擦、不 此类产品成本合适，性能突出。能够替代市
耐挠曲、酪素溶液易腐败等缺点，同时具有 场上国际同类产品，具有良好的市场需求和 专利或知识产权归属于陕西科技
大学
广阔的应用前景。
光泽高，手感好的特性。
项目先进性自评估：在同类产品中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

制革及皮革化工企业

50万

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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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型酪素基纳米复合皮革涂饰
剂

技术原理：在酪蛋白体系中引入抗菌型纳米粒子，所制备的复合乳液应用于皮革表面，有
利于提高涂层的机械强度、抗菌性和耐水性。
内容：采用原位法制备具有核壳结构的纳米复合乳液 ，通过调控合成参数，获得壳层分
布纳米粒子的抗菌乳液。
主要特征指标：涂层抗菌性。
解决的主要问题：解决皮革涂层不耐微生物的问题。

项目亮点：本产品涂饰后的皮革，既能保持
皮革独特的卫生性能和天然的粒面花纹，又
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酪素涂层不耐微生物腐 此类产品抗菌性能突出。有望替代市场上同 专利或知识产权归属于陕西科技
类产品，具有良好的市场需求和广阔的应用
大学
蚀等缺点，同时涂层具有软而不粘的特性。 前景。
项目先进性自评估：在同类产品中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

制革及皮革化工企业

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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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洁型酪蛋白基纳米复合皮革
涂饰剂

技术原理：以酪蛋白为基材，高分子胶束为模板，采用界面聚合法获得具有多层核壳结构
的自清洁型酪蛋白基纳米杂化微胶囊乳液。
内容：调控复合乳液的结构。在该体系中，一方面，纳米粒子的存在涂层的强度和韧性起
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在紫外光照射下，构筑超亲水表面，达到涂层自清洁的
效果。
主要特征指标：涂层耐沾污性。
解决的主要问题：解决皮革涂层使用寿命的问题。

项目亮点：本产品涂饰后的皮革，既能保持
皮革独特的卫生性能和天然的粒面花纹，又
能在赋予涂饰后皮革防污的特性，从而可以 此类产品在防污皮革及功能制品的制造方面 专利或知识产权归属于陕西科技
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大学
提高皮革及其制品使用寿命。
项目先进性自评估：在同类产品中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

制革及皮革化工企业

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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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释功能型酪蛋白基纳米复合皮
革涂饰剂

技术原理：基于微胶囊技术对小分子活性物质如香精或防霉剂等进行有效包覆，获得纳米
杂化微胶囊乳液。
内容：通过调节无机纳米壳层的厚度和微胶囊尺寸等参数，分别获得具有缓香/抗菌双功能
、缓释防霉/自清洁双功能酪蛋白基微胶囊型皮革涂饰材料，可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产品的附
加值。
主要特征指标：涂层长久使用性（缓香/缓释防霉）。
解
决的主要问题：解决皮革涂层使用寿命的问题。

项目亮点：本产品涂饰后的皮革，既能保持
皮革独特的卫生性能和天然的粒面花纹，又
能在赋予皮革较长久的防霉/抗菌/香味的特 此类产品在高档汽车坐垫革，鞋靴革等方面 专利或知识产权归属于陕西科技
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大学
点，同时具有优异手感的特性。
项目先进性自评估：在同类产品中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

制革及皮革化工企业

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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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帮注射-发泡橡胶双密度鞋底产
业化关键技术

技术原理：通过对橡胶双密度鞋底关键生产工艺的攻关，制备双层结构鞋底，赋予鞋底的
防护功能和功能性；
内容：采用化学发泡技术，发泡橡胶为芯材，未发泡橡胶为外壳，降低鞋底的重量，增加
回弹性。
主要特征指标：单只大底重量降低20%以上，单只鞋重量降低15%以上，鞋底的低温耐折
性（-30℃）大于40000次，发泡橡胶层的密度为0.8 g/cm3。
解决的主要问题：该技术赋予鞋底轻量化和舒适性的同时，保证其使用性能，满足不同目
标群体的特殊需求。

项目亮点：橡胶用量降低30%以上，密度为
0.8g/cm3。
项目先 与国外技术相比，该产品橡胶用量更少、重 专利或知识产权归属于陕西科技
大学
进性评估：在同类产品中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量更轻，舒适度更好
。

功能性鞋靴：军用鞋
靴、消防、登山、
防水/油滑等

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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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原理：超临界CO2发泡技术 ；
内容：以超临界CO2为物理发泡剂制备的尼龙弹性体珠粒，然后在常温下进行冷压成型；
超临界CO2发泡技术制备尼龙弹性 主要特征指标：所制备的微孔发泡材料具有泡孔尺寸小（小于100 μm）、泡孔密度大（大
体珠粒微孔发泡材料
于109个/cm3）、泡孔结构均一、材料密度可控（0.05-0.15 g/cm3）等特征；
解决的主要问题：绿色环保、操作可控性强、耗能低、成本低廉，与传统泡沫材料相比没
有发泡剂残余。

项目亮点：以超临界CO2为物理发泡剂，体
现了制备方法绿色环保的特点；而且常温下
通过使Pebax珠粒表面溶解，进而使Pebax珠 国内外技术指标：密度小于0.20 g/cm3，回弹
专利或知识产权归属于陕西科技
粒自粘合，体现了制备方法简单、节能；
3
Pebax珠粒片材具有质轻、弹性高、回弹性 大于65；该技术指标：密度小于0.15 g/cm ， 大学
高的特点。
项目先 回弹大于70%
进性自评估：在同类产品中处于国内领先水
平。

汽车内饰、体育用品
、鞋材、包装、玩具
等。

8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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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橡胶基电磁屏蔽密封件关键技
术

技术原理：采用结构设计富集电磁屏蔽剂，降低其填充量制备电磁屏蔽密封件；
内容：本材料设计了一种以“导电层-发泡层-导电层”为顺序的硅橡胶基电磁屏蔽材料，以硅
橡胶为基体，石墨烯和导电炭黑为电磁屏蔽剂；
主要特征指标：实现了在19.8wt％低填料的负载下达到28 dB的电磁屏蔽性能，其密度仅为
1.0 g/cm3；
解决的主要问题：可规模化生产的橡胶基复合发泡电磁屏蔽材料需填充大于50wt%的电磁
屏蔽剂构筑导电网络结构，导致难以兼顾其优异的可加工性和高电磁屏蔽效能的技术瓶
颈，实际应用困难。

项目亮点：电磁屏蔽剂的填充量小，成本低
、轻质、可加工和力学性能优异的电磁屏蔽 国际水平：电磁屏蔽剂采用银颗粒，填充量 专利或知识产权归属于陕西科技
大学
材料；
项目先进性 高达200%，成本高
自评估：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航空航天业、电子信
息业、医疗器具业

80万

27

系列有机无铬鞣制体系两性湿染
整材料及其配套工艺

无铬生态皮革制造技术是皮革工业最重要的发展方向，我国更是将无铬皮革制造技术列为
《中国制造2025》的关键技术。实施无铬生态皮革，已然成为我国的重大需求之一，同时
更是皮革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途径。无铬生态鞣革的生产主要包括利用生态有机鞣工艺
生产白湿皮、复鞣加脂染色以及涂饰等。近年来，无铬生态有机鞣剂凭借其单体来源丰富
、结构可设计、性价比高、性能可“定制”等诸多优势已逐渐显现出代替铬鞣剂的趋势。然
而，已开发的有机无铬鞣剂在工业化应用中发现皮革的等电点因鞣剂分子与皮胶原的氨基
反应会显著降低，从而降低了皮革携带电荷的正电性，导致了传统铬鞣体系中配套的大部
分阴离子染整材料因化学结合位点的减少，由此导致传统阴离子型复鞣剂、加脂剂的吸收
和化学结合率显著下降，直接导致皮革的物理机械性能以及手感欠佳等问题，不能满足鞣
制体系的发展新需求。与阴离子化料相比，两性化料因同时含有阴、阳离子，可对坯革表
面电荷进行调控，有利于整个无铬鞣皮革湿整饰材料的反应匹配性，因而成为了有机无铬
鞣体系配套化学品的主要结构。基于此，我们系统性开发了6种生态裘皮有机鞣剂配套两
性聚合物复鞣剂（SWR-1、SWR-2和SWR-3）和两性聚合物加脂剂湿整饰材料（SWF、
pADD和pADD-2）的合成工艺及配套应用工艺，相关性能指标如下：烷基酚聚氧乙烯醚
（APEO）≤100 毫克/千克，有机溶剂含量≤2%，甲醛≤300 毫克/千克， Cr、 Al、 Zr均
≤100 毫克/千克。这些材料具备更小的相对分子质量和乳液粒径，广适于皮革和裘皮的加
工制造，对裘皮的毛被基本无影响，且对毛被有护理柔顺作用，耐光性更强，应用后毛皮
皮板延伸性良好，柔软丰满，对后续常规阴离子染料的吸收率显著提高。

项目针对有机无铬生态皮革体系下传统铬鞣
体系中配套的大部分阴离子湿整饰材料与之
不匹配问题， 从全工艺的电荷调控与平衡
理论出发，借鉴前沿交叉学科的相关理论与
技术，创新性地提出基于皮革表面电荷的调
控，“定制”合成了6种生态有机鞣剂配套两
性聚合物复鞣剂、加脂剂湿整饰材料，系列
材料两性离子特征显著，广适于皮革和裘皮
的加工制造，目前已申请专利14件，授权10
件，形成了专利技术集群。材料应用时吸收
率高，对毛被无影响，毛皮皮板延伸性良
好，柔软丰满，对后续常规阴离子染料的吸
收率显著提高，在未来具有更广阔的应用前
景。系列产品合成方法成熟，合成路线简
单，反应温度较低、反应时间较短，在常压
下即可进行，部分产品可在水相下合成，过
程绿色环保，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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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填充助染加脂作用的高吸收
内盐式两性皮革复鞣剂

（1）产品固含量40%左右粘稠状液体；
内盐的优点在于表观上是一种非离子，所制
复鞣剂中含有氨基丙磺酸内盐式两性结构，内盐式结构在复鞣时不显示阳离子性，渗透性
（2）用量为皮重5%~10%；
备的复鞣剂在皮革胶原纤维内部分散及渗透
好，在染色加脂的pH值变化时可以转化为阳和阴两性离子，起到固定染料及皮革加脂剂的
（3）促使染料及加脂剂的吸收率大于96%， 陕西科技大学
性好，不影响复鞣剂自身的稳定性。国内领
作用，提高染料和加脂剂吸收率。
减少加脂剂用量5%左右。
先
（4）产品成本5000元/吨。

皮革化工企业

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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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革生物技术及关键酶制剂

基于蛋白酶、糖苷酶、脂肪酶等多种酶的协同作用，提高了脱毛酶在皮内的渗透速率和催 脱毛率达100%，硫化物和石灰用量降低到
完全实现原料酶国产化，价格低廉；工艺安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授权专
化性能，降低了酶对皮表面胶原蛋白、弹性蛋白的作用强调，有效解决了酶脱毛过程中容 0.6%及1.2%左右，皮革综合性能与常规灰碱
利5项。
全性、可控性程度高。
易导致的松面和烂面问题。制革系列酶制剂的国产化。
法相当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制革/皮化企业

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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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鞣革屑高效脱铬和综合利用

铬鞣革屑高效脱铬，在皮胶原基本不水解的情况下，将铬脱除，把铬鞣革屑转变为白皮
能得到具有完整纤维结构的脱铬胶原，具有
脱铬率高，铬残留量低，脱铬胶原结构完
屑，解决了含铬皮屑的运输问题。完整的脱铬皮屑可根据需要进行适度水解，适合不同用
良好的工程化转化基础。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整，可高值化利用效率高。
途的需要。脱铬率达98%左右，脱铬胶原铬残留率降低到800ppm以下，解决了革屑脱铬过
。
程中铬残留率高、胶原明胶化严重、脱铬胶原综合利用难度大等问题。

制革/废弃物处理企
业

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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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控制铬排放为目标，形成了 基于无盐高
构建了无盐高吸收高固定铬鞣制革技术、铬鞣废液直接循环利用技术、铬沉淀回收利用技
吸收铬鞣技术的完整的铬污染控制技术体系 技术集成度高，为控制铬鞣制革过程中铬污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授权专
基于无盐浸酸-高吸收铬鞣技术的 术及含铬废水分类处理方案，铬吸收率提高到95%以上，铬鞣废液铬浓度降低到100mg/L以
及集成方案，能实现铬的稳定近零排放，铬 染提供了较为完整源头减排及末端治理方案
下，铬鞣废液可直接无限循环利用，含铬废水排放量降低20%以上，含铬污泥减少23%以
利2项。
铬近零排放集成技术
一次综合利用率提高到98%左右。达到国际 。
上，有效解决了铬鞣制革技术过程中铬及氯离子污染问题。
先进水平。

制革/皮化企业

100万元

与国内同类产品对比：（1）系列两性聚合物
复鞣剂具备更小的相对分子质量和乳液粒
径，耐光性强，复鞣后坯革染色均匀、色泽
饱满，且皮坯的收缩温度、色深度K/S、物理
机械性能、柔软度及增厚率、阴离子材料吸
收率（染料和加脂剂）均存在一定优势。材
料本身吸收率高，应用裘皮后，对毛被无影
响，复鞣后皮板粒面紧实，柔软丰满，增厚
明显，尤其是可显著提升后续常规阴离子染
料的吸收率，皮板颜色饱和度好。（2）系列
两性聚合物加脂剂具备更小的相对分子质量
和乳液粒径，耐光性强，可用于皮革和裘皮
的加工制造。材料本身吸收率高，加脂后坯
革柔软，回弹性好，油润感强，尤其是可显
著提升后续常规阴离子染料的吸收率，皮板
颜色饱和度好。

已申请专利14件，授权10件，形
成了专利技术集群，部分代表性
专利信息如下：[1] 王学川, 郝东
艳, 李季. 一种两性聚合物表面活
性剂、及含有该表面活性剂的无
铬鞣皮革加脂剂[P].
ZL201910604412.9.
[2] 王学川, 郝东艳, 李季. 一种咪
唑型离子液体两性聚合物加脂剂
根据投入设备、生产线建
及其制备方法[P].
ZL201811144865.X.
[3]王 皮革化学品相关企业 设先进程度、厂房建设、
年生产力等实际情况而定
学川，侯梦迪，刘新华，等. 一种
基于生物质基的具有反应活性的
两性复鞣剂及其制备方法[P]，ZL
201910048456.8.
[4] 王学川, 闫转, 刘新华. 一种两
性聚氨酯及其作为降低皮革中游
离甲醛的复鞣剂的用途[P].
ZL201810310383.0.
[5] 王学川, 蓝晓梅, 刘新华, 等. 一
种植物油衍生物改性的两性聚氨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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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效抗菌皮革涂层材料关键技术

一.技术原理：利用纳米银表面丰富和高密度的官能团，分别与高分子涂饰剂和皮胶原纤维
产生强氢键作用，从而实现纳米银抗菌材料在皮革表面的稳定附着以及在涂层内的均匀分
布，构建负载纳米银抗菌涂层。
二.项目内容及主要特征指标：1.实现了日产百公斤级水性纳米银的规模化制备，保障纳米
银的生产技术可以直接向企业及工厂进行转化；
2.建立纳米银与常规树脂类涂饰剂相适应的涂饰配方与涂饰工艺，保证新涂层能够符合国
家标准规定的皮革各项物理机械性能；
3.研发的抗菌产品能够通过第三方检测机构关于抗菌共性的评价，并赋予其科技附加值，
扩大产品销售市场并帮助企业逐渐建立高端品牌效应。
三.解决的主要问题:解决了传统抗菌皮革难以实现长效抗菌功能。本技术所研究的抗菌皮
革涂层材料及其涂覆技术则为抗菌皮革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提供了关键技术方案。

亮点描述：1.本技术研发的相关纳米银抗菌
产品能够与水性皮革涂饰剂相容并稳定结合
的生态环保型抗菌材料，使其在皮革表面稳
定负载，构建长效抗菌功能皮革。2.涂层工
艺成熟，相关涂层指标，抗菌指标均已通过
第三方机构评估，已经实现企业大规模生产
。目前处于国内先进

目前抗菌皮革技术及产品相关的知识产权在
国内外依然是空白状态，抗菌皮革产品研发
的在我国处于起步阶段，市面上暂无相关成
熟技术及产品。同时具有长效抗菌功能的皮
革对促进传统制革工业的转型升级、突破我
国皮革制品在全球市场的中低端定位瓶颈具 技术获国家发明专利2项
有重要意义。因此，市场双方需求推动的抗
菌功能性皮革产品亟待研发。本关键技术所
研究的抗菌皮革涂层材料及其涂覆技术则为
抗菌皮革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提供了关键技术
方案。

沙发革、汽车坐垫革
生产企业

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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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原理：利用感胶系列（或Hofmeister series）离子、离子液体及低温熔盐，提高生物
酶制剂的活力稳定性、分散性、溶解性，促进酶制剂向皮内的渗透以充分发挥酶制剂与裸
皮中底物的作用，实现快速脱毛及分散胶原纤维束；内容：开发了KCl、NH4Cl、
(NH4)2SO4、MgCl2以及[AMIm]Cl等系列盐类协同中性蛋白酶脱毛/胶原纤维分散的循环工
艺技术，以及一步脱毛/分散胶原纤维束/软化工艺技术；主要特征指标：开发的盐/酶脱毛
盐/酶协同的简化脱毛/分散胶原纤
工艺仅4h就实现完全脱毛，一步脱毛/分散胶原纤维束/软化仅30h，产生的污染物量与传
维束技术
统工艺相比大幅度降低，如COD及NH3-N含量分别降低约30%，固体悬浮含量减少约82%，
用水量降低约60%。胶原纤维束的纤维分散效果好，力学性能高于传统工艺等；解决的主
要问题：极大地减少了传统工艺带来的硫化物、固体悬浮物及氨氮污染；加速了酶制剂向
皮内的渗透，减少了酶对粒面的损伤，缓解了酶工艺遇到的“松面”与“烂毛眼”问题；简化
了准备工段工艺流程，可大幅降低成本。

针对传统脱毛/分散胶原纤维工艺带来的环
境污染问题，开发了基于中性盐辅助酶制剂
的简化准备工段工艺技术，解决了酶工艺脱
毛不彻底及粒面损伤的技术难题，缓解酶工
艺遇到的“松面”和“烂毛眼”问题，为酶工艺
推广与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该项目达国际
领先水平。

目前，国内外有相关的研究，但由于缺乏相
关系统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不能从科学的角
度指导实践，多数是针对某一单元操作过程
知识产权归属郑州大学材料科学
上的应用研究。本项目从分子与聚集态结构
院与工程学院
层面、酶制剂与裸皮中各组分的相互作用机
理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相关成果可望用
于指导基于酶制剂的水场工艺的简化。

制革水场工段加工的
企业

约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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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糖的功能化修饰及用于绿色
皮革鞣制的研究

技术原理：多糖含有丰富的羟基，C2及C3位置的羟基经氧化得到含有醛基，羧基的多糖基
绿色鞣剂，其中的醛基与皮胶原氨基发生席夫碱反应，羧基与金属鞣剂形成配位，因此具
有鞣制效应。内容：首次以大豆多糖为原料，经氧化制备含醛基、羧基的多糖，通过响应
面法优化了氧化条件，并将其作为一种绿色鞣剂或蒙囿剂鞣制皮革，所得皮革的湿热稳定
性好，力学性能高，胶原纤维分散效果明显。主要特征指标：醛基化大豆多糖鞣制的皮革
湿热收缩温度达70℃以上，羧基化大豆多糖用于新型锆鞣蒙囿剂鞣制的皮革湿热收缩温度
达92℃，坯革的感官性能好。将制备的兼具醛基和羧基的海藻酸钠用作铬鞣工艺中的预鞣
剂，添加1%的多糖基预鞣剂，可以减少25%的铬鞣剂，鞣制的皮革收缩温度高达110℃。解
决的主要问题：拓宽了大豆多糖的应用。通过少用甚至不用铬鞣剂，大大减少了铬鞣工艺
带来的环境问题，有利于制革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国内外已有多糖用于皮革的研究，但基于大
豆多糖的预鞣剂目前国内外尚无相关研究报
道。本项目探索了大豆多糖的高值化转化及
在制革工业中的应用，采用响应面法优化了
基于大豆多糖的绿色鞣剂的制备与应用。在
大豆多糖的功能化修饰及用于清洁皮革鞣制
的研究方面达国内领先水平。

绿色鞣剂的开发是制革行业的研究热点。有
关多糖在皮革中的应用已有研究，但相关的
基础研究不足，尚不能用于指导实践。基于
知识产权归属郑州大学材料科学
大豆多糖的皮革化学品的研究与应用国内外
院与工程学院
尚无相关的研究报道。本项目研究拓宽了大
豆多糖的应用，有利于制革行业的可持续发
展。

皮革化工企业；制革
鞣制工段加工的企业

约100万

无盐免浸酸少铬鞣关键技术

1.技术原理和内容：1）非铬鞣剂预处理并改性裸皮胶原纤维；2）聚羧酸助剂处理改性后
的胶原，赋予其较多的羧基；3）采用少量铬鞣剂鞣制，增强胶原羧基与铬的配位，提高
改性胶原对铬的吸收率和结合率，并保证革的湿热稳定性。2.主要特征指标：白湿革的收
缩温度为75～85oC，削匀后的革屑易生物降解及资源化利用。削匀后的白湿革经2%的聚羧
酸助剂预处理后，采用3～4%的铬粉鞣制所得蓝湿革的收缩温度可达95oC以上。白湿革对
国内领先
铬的吸收率可达96%，鞣制废液中的Cr2O3含量小于200 mg/L。.直接对软化裸皮进行鞣
制，无需浸酸工序，故节约中性盐100%、硫酸100%，鞣制后废水中Cl-含量为0。3.本项技
术是在通过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免除传统的浸酸工序并大幅度地减少铬鞣剂的使用量。
同时，提高了铬鞣剂的吸收率，大大地减少了废水中Cl-、Cr3+的含量、含铬废弃物的量
等，改变传统铬鞣工艺中工业盐的使用、铬鞣剂消耗量大且吸收率低、含铬固废的量及对
环境污染大的现状。

本项技术主要涉及到鞣制过程中的中性盐、
铬鞣剂的使用量及污染等问题，与国内外技
术相比具有：
1）实现无盐免浸酸短流程鞣制，得到白湿坯
革，过程易于操作和掌握，利于推广和产业
化，成本略低；
该项技术已经授权专利1项，知识
2）白湿坯革的削匀屑环保，易于资源化利
产权归嘉兴学院
用；
3）基于削匀后白湿坯革质量，采用3～4%铬
粉鞣制，吸收率达到96%，坯革的收缩温度≥
95oC，废液中的Cr2O3含量≤200mg/kg；
4）经染整工艺后得到的成品革与传统铬鞣工
艺所得的坯革质量相同。

制革企业

投产100万张牛皮的企业
可节省铬鞣剂400余吨，
去除氯化钠及部分酸，累
计价值300余万元。可消
除或大大地降低氯离子的
含量并降低污水的处理费
用。同时，该技术产业化
后的废革屑可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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