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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纫工艺基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APDE1007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缝纫工艺基础/ Sewing practice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服装设计与工程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服装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服装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为期两周，其间主要强调学生动手能力的培

养，使学生能正确使用缝纫设备，了解服装缝纫的基本方法，掌握服装各种零部件

的制作方法。要求学生在整个实习过程中按大纲的内容，认真练习制作，做到从不

会到比较好地缝制出各种服装配件，为学生今后的成衣制作、服装设计等课程打下

坚实的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基本缝型练习 综合性 15 1 必修 

2 口袋缝制 综合性 15 1 必修 

3 开衩缝制 综合性 15 1 必修 

4 领子缝制 综合性 15 1 必修 

5 其它部件缝制 综合性 12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基本缝型练习 

1.教学内容 

安全使用缝纫机，进行缝纫基础练习，缝直线、平行线、曲线、各种缝型练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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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安全使用缝纫机的知识。 

（2）熟悉直线、曲线、各种缝型的缝制基本知识。 

（3）掌握直线、平行线、曲线、曲线平行线、各种缝型的缝制方法。要求线迹

顺直，不歪扭。 

实验项目 2：口袋缝制 

1.教学内容 

贴袋、插袋、挖袋等的缝制。 

2.教学目标 

（1）了解贴袋、插袋、挖袋等的使用场合，各类口袋的多种具体形式。 

（2）熟悉各种口袋的裁片数量、粘衬部位、缝制流程。 

（3）掌握贴袋、插袋、挖袋的缝制方法，要求贴袋的线要直畅，起落针回针要

对称，开袋方法符合工艺要求，袋口垫松紧均匀，口袋布缝制均匀对称。 

实验项目 3：开衩缝制 

1.教学内容 

女衬衣袖衩、男衬衣袖衩、西裙裙衩的缝制。 

2.教学目标 

（1）了解各种开衩的形式和使用场合。 

（2）熟悉各种开衩的裁片数量、粘衬部位、缝制流程。 

（3）掌握女衬衣袖衩、男衬衣袖衩、西裙裙衩的缝制方法，宝剑头缝制符合工

艺要求，缝线均匀直畅，女式衬衣袖口缝合符合工艺要求，缉线均匀，直畅。 

实验项目 4：领子缝制 

1.教学内容 

企领、男衬衣领、西装领等领子的缝制。 

2.教学目标 

（1）了解各种领子的形式和使用场合。 

（2）熟悉各种领子的裁片数量、粘衬部位、缝制流程。 

（3）掌握企领、男衬衣领、西装领的缝制方法，男式衬衫领制作方法符合工艺

要求，领座、领角要对称，西装领制作方法符合工艺要求，领子、领角对称，缉线均

匀。 

实验项目 5：其它部件缝制 

1.教学内容 

西裤门襟、袖克夫、裙腰（裤腰）、绱袖克夫、绱拉链、绱裙腰（裤腰）等的缝

制。 

2.教学目标 

（1）了解各个部件的形式和使用场合。 

（2）熟悉各种部件的裁片数量、粘衬部位、缝制流程。 

（3）掌握西裤门襟、袖克夫、裙腰（裤腰）、绱袖克夫、绱裙腰（裤腰）、绱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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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等的缝制方法。各个部件缝制符合工艺要求。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分数按以下三方面项内容计 

（1）完成全部训练项目             50% 

（2）作品质量                       40% 

（3）实习小结、出勤、安全        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高速平缝机                              70 台 

2．包缝机                                   6 台 

3．烫台                                     6 台 

4．熨斗                                     6 只 

5．裁剪台                                   15 张 

六、教材及参考书 

张家腾 王学   《服装缝纫工艺基础》 中国纺织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执 笔 人：  陈   超  

审 批 人：  蒋孝峰  

完 成 时 间: 20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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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立体裁剪》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APDE1008                      课程学分：２ 

课程名称（中/英）：服装立体裁剪/ Draping for fashion  Design 

课程学时：72(2周)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服装设计与工程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服装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该课程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创新相结合的课程，学生从平面裁剪到对服装

的立体认知是一个重要转化过程，通过传授学生基础部件的立裁方法，完成从理论到

实践的全过程体现,使学生进一步加深对服装设计与工艺知识、理论知识的理解。着

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创新设计能力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学生的动手能

力和创新能力提出了方式和方法上的要求。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立体裁剪基本操作 综合性 24 2 必修 

2 基本部件的裁法 综合性、设计性 24 2 必修 

3 新型成品裁剪创新 设计性、创新性 24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1：立体裁剪基本操作 

1.教学内容 

上身结构实践 

2.教学目标 

（1）了解上身结构的基本形态。 

（2）熟悉裁剪法的应用。 

（3）掌握原型裁片的技术。 

实验项目2：基本部件的裁法 

1.教学内容 

基本领、衣片、裙型的成品裁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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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常用基本部件的结构。 

（2）熟悉部件剪裁的技术手法。 

（3）掌握部件成型要素。 

实验项目3：新型成品裁剪创新 

1.教学内容 

新型成品裁剪创新。 

2.教学目标 

（1）了解创新思维与裁剪的结合方式。 

（2）熟悉创新与技术相关性。 

（3）掌握创新方式与结构的合理性结合。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分数按以下三方面内容计 

（1）手法能力、技术能力  72% 

（2）创新能力、理解能力  20% 

（3）出勤                8%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人模：A88 A90 29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王旭，服装立体造型设计，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年 

    2、参考书：小池千枝，新立体裁剪，邯郸出版社，1991年 

  

 

  

                                               

执笔人：  殷姗姗 

审批人：  蒋孝锋 

完成时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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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面料设计与生产》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APDE1041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服装面料设计与生产/ Fabric Design & Manufature                 

课程学时：45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服装设计与工程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服装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实验以《服装面料设计与生产》课程为基础，进行 18 学时的实验，通过实验，

要求学生系统掌握服装面料与性能方面的实验理论与实验技术，加深对服装面料理论

知识的理解；掌握服装面料结构与性能的测试方法，掌握有关试验仪器的工作原理和

操作规程，要求学生具有正确识别、选择服装面料的能力，并在服装设计中得以应用。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经纬组合分析 综合性 4 2 必修 

2 面料组织分析 综合性 6 2 必修 

3 面料综合分析 综合性 4 2 必修 

4 常用面料识别 创新性 4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经纬组合分析 

1.教学内容 

分析织物的经纬组合，包括经纬原料、纤度、纱线形态、捻度、捻向、多组经

（纬）的排列比例分析。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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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经纬组合所涵盖的内容。 

（2）熟悉经纬组合分析所需仪器的使用方法。 

（3）掌握：通过对不同结构、不同线型样品的观察，正确判别织物中经纬组合

的组数和各组经、各组纬的排列比例，根据纱线结构形态，判别各组经、各组纬所属

的大类。通过退捻试验，分析出无捻、弱捻、强捻、复捻等线型。 

实验项目 2：面料组织分析 

1.教学内容 

分析面料组织，包括三元组织、变化组织、联合组织、重组织等多种组织织物

的分析，以及配色模纹的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各种织物组织的结构特点，了解配色模纹的形成规律。 

（2）熟悉织物组织分析工具的使用方法。 

（3）掌握织物组织分析的程序，学会织物组织结构分析方法，要求学生从易到

难，每分析一块织物要求画出组织图或配色模纹图。 

实验项目 3：面料综合分析 

1.教学内容 

综合分析织物的组织结构、经纬密度、纱线组合、平方米重量、织缩率、捻缩

率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面料的构成因素。 

（2）熟悉面料分析所需仪器的使用方法。 

（3）掌握面料分析的程序和每一个项目的具体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4：常用面料识别 

1.教学内容 

判别织物的正反面和经纬向，识别一些常规面料，通过目光和手感辨别一些面

料新品的原料、组织结构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织物正反面、经纬向的判别规律。 

（2）熟悉常用面料的外观特点。 

（3）掌握织物正反面和经纬向的判别方法，常用面料构成特点的判别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分数按以下二方面内容计 

（1）实验报告          70% 

（2）实验时的操作情况、出勤、安全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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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子天平              2 台 

2、纱线捻度仪            1 台 

3、面料分析镜            30 个 

4、剪刀                  10 把 

六、教材及参考书 

教材：顾平，《织物组织与结构学》，东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 

 

 

 

                                               

执 笔 人：   白秀娥  

审 批 人：   蒋孝锋  

完 成 时 间: 20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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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打样实验（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APDE2008                     课程学分：0.5 

课程名称（中/英）：服装打样实验(一）/Practice of Pattern Making I                       

课程学时： 18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服装设计与工程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服装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在《服装结构设计（一）》理论教学基础上，通过制作 1:1 纸样实验加深学生对

于服装制板的了解，要求学生掌握并能独立绘制男装上衣原型、西服套装、西裤、大

衣等基本款型的结构制板；在加深服装结构设计课程中关于结构设计要素的理解与应

用的同时，了解实际成衣板型与 1:4 小纸样的制作区别，以及在大纸样中如何处理进

行纸样修正；要求学生能独立设计并绘制一套完整的 1:1 成衣净板，具备独立完成由

服装效果图转化为服装结构图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同规格的尺寸放缝处理，为

缝制工艺实习打下良好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男上装基本纸样绘制 综合性 4 1 必修 

2 男式西服上装 综合性、设计性 5 1 必修 

3 男式西裤 综合性、设计性 4 1 必修 

4 男式外穿衬衣 综合性、设计性 5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男上装基本纸样绘制 

1.教学内容 

绘制 1:1 男上装衣身基本纸样和与之匹配的袖纸样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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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 1:1 男上装衣身基本纸样和与之匹配的袖纸样的绘制方法 

（2）熟悉男上装各部位的构成与人体之间的关系 

（3）掌握基本纸样的运用及变化方法 

实验项目 2：男式西服上装 

1.教学内容 

设计并绘制一件完整的男式西服上衣纸样，面、里部件完整，并完成毛板绘制。 

2.教学目标 

（1）了解男式西服上衣纸样的绘制方法 

（2）熟悉男式西服上装各个部件的设计方法 

（3）掌握男式西服上装纸样不同规格的撇胸及弓背的处理技巧 

实验项目 3：男式西裤 

1.教学内容 

设计并绘制一件完整的男式西裤纸样，面、里部件完整。 

2.教学目标 

（1）了解男式西裤的板型设计方法 

（2）熟悉男式西裤纸样的设计与绘制方法 

（3）掌握男式西裤控制部位的松量及裆部设计的关键点 

实验项目 4：男式外穿衬衣 

1.教学内容 

设计并绘制一件完整的男式外穿衬衣纸样，面、里部件完整。 

2.教学目标 

（1）了解男式衣身基本纸样的放量设计方法 

（2）熟悉男式外穿衬衣纸样的设计与绘制方法 

（3）掌握男式外穿衬衣设计的围度放量原则及袖山高的处理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1 成衣纸样制板：要求结构准确，弧线平滑、顺畅，设计合理、美观；纸样完

成后应对拼接缝进行修正；成衣纸样设计面、里、衬等各部件纸样齐全。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无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刘瑞璞编著，《服装纸样设计原理与应用（男装编）》，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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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考书：  

[1] 张文斌主编，《服装结构设计》，中国纺织出版社； 

[2] 刘瑞璞著，《成衣系列产品设计及其纸样技术》，中国纺织出版社； 

[3] 王海亮、周邦桢编，《服装制图与推板技术》，中国纺织出版社； 

[4] 张文斌编著，《服装结构设计与疵病补正技术》，中国纺织出版社； 

[5] 张文斌主编，《服装工艺学》（结构设计分册）（第三版），中国纺织出版社 

 

 

 

                                               

执 笔 人：潘姝雯   

审 批 人：蒋孝锋   

完 成 时 间:  2016.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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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衣工艺（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APDE2009                       课程学分：２ 

课程名称（中/英）：成衣工艺（一）/ Sewing practiceⅠ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服装专业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服装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目的是培养服装工程专业学生的动手能力，加深对服装生产工艺

学、服装结构、工业样板等专业课程知识的理解，了解男衬衣及女西裙的基本结

构，制作男衬衣及女西裙的样板并进行裁剪，学会隐形拉链的装法，裙后衩的制

作，女西裙的缝制；学会衬衫袖衩、袖克夫、贴袋、衣领的制作，男衬衣的缝

制。通过实习，能编排男衬衣及女西裙的工艺流程。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男衬衫制作 综合性 36 1 必修 

2 女西裙制作 综合性 36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男衬衫制作 

1.教学内容 

男衬衣的样板制作，衣片裁剪，上机缝纫。 

2.教学目标 

（1）了解男衬衣制作的全过程。 

（2）熟悉男衬衣打板、排料、裁剪的方法，男衬衣的缝制流程。 

（3）掌握衬衫袖衩、袖克夫、贴袋、衣领的制作方法和男衬衣的缝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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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女西裙制作 

1.教学内容 

女西裙的样板制作，衣片裁剪，上机缝纫。 

2.教学目标 

（1）了解女西裙制作的全过程。 

（2）熟悉女西裙打板、排料、裁剪的方法，女西裙的缝制流程。 

（3）掌握隐形拉链的装法，裙后衩的制作方法和女西裙的缝制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分数按以下三方面项内容计 

（1）完成全部训练项目             50% 

（2）作品质量                       40% 

（3）实习小结、出勤、安全        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高速平缝机                               70 台 

2．包缝机                                   6 台 

3．烫台                                     6 台 

4．熨斗                                     6 只 

5．裁剪台                                   15 张 

六、教材及参考书 

孙兆全    《服装成衣工艺》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2 

 

 

 

                                               

执 笔 人：   陈  超 

审 批 人：   蒋孝峰 

完 成 时 间: 20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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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APDE2010                       课程学分：4 

课程名称（中/英）：毕业设计/Practice of garment design                

课程学时：144(四周)                          实验学时：144(四周) 

适用专业：服装设计与工程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服装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1.本课程实践教学目的与要求 

毕业设计是一门综合性和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通过实践教学环节，使学生对服

装设计的要领和过程有较全面的了解，掌握服装设计的原理与方法，并运用所学知

识进行综合设计。 

要求熟悉效果图设计、结构图设计、放码设计、工艺流程设计、排料设计、服

装缝纫制作等整个服装设计体系，把握各环节之间的联系，能够熟练设计效果图、

工艺文件图和制作服装。 

 

2.实践环节安排 

本教学环节主要由一个大型综合性实践构成。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毕业设计 综合性 4 周 6-8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1.教学内容 

以 20-25 岁着装者（男女不限）为对象，设计制作服装 4 款。内容包括效果图

设计、结构图设计、放码设计、工艺流程设计、排料设计、服装缝纫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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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要求 

（1）效果图设计  

A．每款画在一张 A4 纸上 

B．附设计说明 

C．附背面款式简图 

D．附面料小样 

E．呈系列化 

（2）结构图设计 

按照款式图画出每款 1：5 的结构图。要求结构设计能较好体现款式效果，数

据标注齐全，样板齐全，线条准确流畅。 

（3）放码设计 

在基本规格的基础上，上下加放 4 个码，关键部位数据标注明确，各部位放码

数据准确，曲线流畅。 

（4）工艺流程设计 

符合服装制作流程，工艺代号标注明确，根据服装画出每款的工艺流程。 

（5）排料设计 

按面料分门别类进行排料设计，注意丝缕，用料率至少达 75%以上。 

（6）服装制作 

根据所画 1：1 的两款纸样制作服装。要求工艺精良，成品效果佳。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本课程的考核分为两部分： 

1、设计文件 60% 

（1）效果图 20% 

（2）1：5 结构图 10% 

（3）排料图 10% 

（4）放码图 10% 

（5）工艺流程图 10% 

2、服装实样 40% 

（1）与设计图的吻合度 10% 

（2）缝纫质量 10% 

（3）整体效果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打板台      40 张 

包缝机      5 台 

绷缝机      2 台 

缝纫机      75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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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材： 

凯瑟琳·麦凯维 詹莱茵·玛斯罗  时装设计：过程、创新与实践（中文版） 中国

纺织出版社 2014 

2、 参考书：  

袁仄 服装设计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0 

徐亚平 服装设计基础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0 

 

 

 

 

                                               

执 笔 人：蒋孝锋   

审 批 人：孙玉钗   

完 成 时 间:  2016.3.14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D4%AC%D8%C6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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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打样实验（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APDE2020                     课程学分：0.5 

课程名称（中/英）：服装打样实验(二）/Practice of Pattern Making II                       

课程学时： 18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服装设计与工程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服装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在《服装结构设计（二）》理论教学基础上，通过制作 1:1 纸样实验加深学生对于

服装制板的了解，要求学生掌握并能独立绘制女装上衣原型、转省设计、女裤、女裙

等基本款型的结构制板；在加深理论课程内容的理解与应用的同时，了解实际成衣板

型与 1:4 小纸样的制作区别，以及在大纸样中如何处理进行纸样修正；要求学生能独

立设计并绘制一套完整的 1:1 成衣净板，具备独立完成由服装效果图转化为服装结构

图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同规格的尺寸放缝处理，为缝制工艺实习打下良好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女装衣身&一片袖基

本纸样绘制 
综合性 3 1 必修 

2 转省设计 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 5 1 必修 

3 女式裤装纸样绘制 综合性、设计性 4 1 必修 

4 女式裙装纸样绘制 综合性、设计性 6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女装衣身、一片袖基本纸样绘制 

1.教学内容 

绘制 1:1 女装衣身及一片袖基本纸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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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女装衣身基本纸样与袖纸样的绘制方法 

（2）熟悉女上装各部位的构成与人体之间的关系 

（3）掌握基本纸样的运用及变化方法 

实验项目 2：转省设计 

1.教学内容 

根据款式图设计并绘制一件完整的女式上衣纸样。 

2.教学目标 

（1）了解省移基本原理及方法 

（2）熟悉女式上装省道，尤其是胸省的转移技巧 

（3）掌握省道转分割、褶裥的变化规律及省道与服装形态的关系 

实验项目 3：女式裤装纸样绘制 

1.教学内容 

设计并绘制一件完整的女式裤装纸样，面、里部件完整。 

2.教学目标 

（1）了解女式裤装的板型设计方法 

（2）熟悉女式裤装基本纸样的绘制方法 

（3）掌握基本纸样的变化设计及控制部位的松量及裆部设计的关键点 

实验项目 4：女式裙装纸样绘制 

1.教学内容 

根据款式图设计并绘制一件完整的女式裙装纸样，面、里部件完整。 

2.教学目标 

（1）了解女式裙装基本纸样的绘制方法 

（2）熟悉人体下半身省道的转移技巧 

（3）掌握省道的变化规律以及围度上的松量变化设计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1 成衣纸样制板：要求结构准确，弧线平滑、顺畅，设计合理、美观；省道

处理正确，美观；纸样完成后应对拼接缝进行修正；成衣纸样设计面、里、衬等各

部件纸样齐全。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无 

 



 

 19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刘瑞璞编著，《服装纸样设计原理与应用（女装编）》，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8 年。 

2.  参考书： 

[1] 张文斌主编，《服装结构设计》，中国纺织出版社； 

[2] 刘瑞璞著，《成衣系列产品设计及其纸样技术》，中国纺织出版社； 

[3] 王海亮、周邦桢编，《服装制图与推板技术》，中国纺织出版社； 

[4] 张文斌编著，《服装结构设计与疵病补正技术》，中国纺织出版社； 

[5] 张文斌主编，《服装工艺学》（结构设计分册）（第三版），中国纺织出版社 

 

 

                                               

执 笔 人：潘姝雯   

审 批 人：蒋孝锋   

完 成 时 间:  2016.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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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衣工艺（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APDE2021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成衣工艺（二）/ Sewing practiceⅡ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服装设计与工程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服装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目的是培养服装工程专业学生的动手能力，加深对服装生产工艺

学、服装结构、工业样板等专业课程知识的理解，了解西装及西裤的基本结构，制

作西装及西裤的样板并进行裁剪，学会斜插袋、挖袋、裤子门襟、男西裤腰、西装

领等的制作，学会西装、西裤的缝制方法。通过实习，能编排西装、西裤的工艺流

程。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男西裤制作 综合性 36 1 必修 

2 女西装制作 综合性 36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男西裤制作 

1.教学内容 

男西裤的样板制作，衣片裁剪，上机缝纫。 

2.教学目标 

（1）了解男西裤制作的全过程。 

（2）熟悉男西裤打板、排料、裁剪的方法，男西裤的缝制流程。 

（3）掌握斜插袋、挖袋、裤子门襟、男西裤腰的制作方法和男西裤的缝制方法。 

实验项目 2：女西装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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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女西装的样板制作，衣片裁剪，上机缝纫。 

2.教学目标 

（1）了解女西装制作的全过程。 

（2）熟悉女西装打板、排料、裁剪的方法，女西装的缝制流程。 

（3）掌握西装领、挖袋的制作及衣服面与里子的组装方法，掌握女西装的制作

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分数按以下三方面项内容计 

（1）完成全部训练项目             50% 

（2）作品质量                       40% 

（3）实习小结、出勤、安全        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高速平缝机                               70 台 

2．包缝机                                   6 台 

3．烫台                                     6 组 

4．熨斗                                     6 只 

5．裁剪台                                   15 张 

六、教材及参考书 

孙兆全  《服装成衣工艺》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2 

 

 

 

                                               

执 笔 人：  陈   超  

审 批 人：  蒋孝峰  

完 成 时 间: 20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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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形针织产品设计与生产工艺》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APDE2024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成形针织产品设计与生产工艺 

               /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Knit to Shape Garments 

课程学时：45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服装设计与工程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服装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实验以《成形针织产品设计与生产工艺》课程为基础，进行 18 学时的实验，

通过实验，使学生进一步加深对成形针织产品设计与生产工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

理解，进一步了解掌握成形针织产品设计的基本角度和工艺方法，掌握成形针织产品

的工艺设计、工艺方法及生产原料的准备，掌握成形针织产品编织机的结构和工作原

理，掌握成形针织产品基本组织的种类和编织原理，掌握羊毛衫常用组织及常规款式

羊毛衫衣片的编织，同时对成形针织产品的生产操作有一定的实践和认知，着重培养

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创新设计能力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横机基本操作 基础性 4 2 必修 

2 基本组织编织设计 综合性 4 2 必修 

3 花色组织编织设计 综合性 4 2 必修 

4 毛衫衣片编织设计 创新性 6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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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横机基本操作 

1.教学内容 

横机的分类、成圈过程及特点；横机的基本机构及编织原理；横机编织的基本

成形动作。 

2.教学目标 

（1）了解横机的基本结构及作用。 

（2）熟悉横机编织部分的基本构造。 

（3）掌握横机成形编织的起口、翻针、放针及收针等。 

实验项目 2：基本组织编织设计 

1.教学内容 

基本组织的分类、结构特点及编织原理；常用基本组织在横机上的编织。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用基本组织的结构特点及编织原理。 

（2）熟悉常用基本组织在横机上的编织工艺。 

（3）掌握纬平针、罗纹等基本组织编织的工艺方法及各组织特性。 

实验项目 3：花色组织编织设计 

1.教学内容 

花色组织的分类、结构特点及编织原理；常用花色组织在横机上的编织。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用花色组织的结构特点及编织原理。 

（2）熟悉常用花色组织在横机上的编织工艺。 

（3）掌握集圈、移圈等花色组织编织的工艺方法及各组织特性。 

实验项目 4：毛衫衣片编织设计 

1.教学内容 

羊毛衫分类与结构；羊毛衫常用组织；羊毛衫衣片的编织。 

2.教学目标 

（1）了解羊毛衫的分类与结构以及羊毛衫常用组织。 

（2）熟悉常规款式羊毛衫编织工艺计算。 

（3）掌握羊毛衫衣片设计及编织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分数按以下二方面内容计 

（1）实验报告            70% 

（2）实验时的操作情况、出勤、安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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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编织机：SK280/SRP60  10 台；SK270/SRP60  5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龙海如，针织学（第 2 版），中国纺织出版社，2014 年 

2、参考书：孟家光，羊毛衫设计与生产工艺，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 年 

 

 

 

                                               

执 笔 人：  白秀娥  

审 批 人：  蒋孝锋  

完 成 时 间: 20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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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女装设计与制作》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APDE2025                     课程学分：2 学分 

课程名称（中/英）：高级女装设计与制作 

                  /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haute couture                    

课程学时：72 (2 周)                       实验学时：72 学时 

适用专业：服装设计与工程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服装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服装设计与制作的升级课程。课程主要作高级时装（女装）的概述与

发展、设计与研发、推广与发布、操作与技术等方面系统介绍高级时装，使学生了

解高级时装（女装）的文化、风格、表现手法、设计语言、流行趋势、市场动态；

在了解高级时装基本设计语言的同时，能将独创性的设计思想运用在女装设计之

中；提升学生的审美水平，能用较为专业的眼光来审视女装设计，并具备服装高级

技术人才所必需的创新设计能力，通过实验使学生熟悉和掌握高级女装设计的方法

与技巧，能独立设计并制作系列时装。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服装流行趋势预测

及趋势板报告 
综合性 8 1 必修 

2 
扩展系列高级女装

设计及面料改造 

综合性、设计

性、创新性 
8 1 必修 

3 
高级女装创意设计

与制作 

综合性、设计

性、创新性 
20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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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服装流行趋势预测及趋势板报告 

1.教学内容 

服装流行趋势预测相关内容的收集与应用，趋势板的制作技巧。 

2.教学目标 

（1）了解高级时装（女装）的文化、风格、表现手法、设计语言、流行趋势、

市场动态；了解基本的服装流行趋势传播途径及方法 

（2）熟悉高级时装的服装流行趋势预测及基本设计语言， 

（3）学会发现及收集服装流行咨询，掌握流行趋势预测及趋势板的使用及制作

方法。 

实验项目 2：扩展系列高级女装设计及面料改造 

1.教学内容 

扩展系列高级女装设计，并根据设计图纸对现有材料进行面料改造 

2.教学目标 

（1）了解服装面料的基本性能；了解特殊材料在高级女装中的应用方法与技巧 

（2）熟悉女装立体裁剪的方法与工艺 

（3）掌握服装基本廓形的设计方法，并能在基本廓形的基础上，延伸出具有创

新性的廓形设计；理解细节设计在系列设计中的作用，并能独立完成各个部位的细节

设计；掌握面料改造的基本方法，创新设计与制作能体现流行趋势的新兴面料肌理效

果，并将其运用于创新系列设计中 

实验项目 3：高级女装创意设计与制作 

1.教学内容 

根据扩展系列设计选取一套高级女装，进行制作 

2.教学目标 

（1）了解高级女装的设计语言与方法，服装流行趋势预测的内容及面料改造在

女装设计中的应用 

（2）熟悉女装结构设计与制作 

（3）掌握手工制作部件的方法与技巧，并将其运用在高级女装的设计与制作中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以各个实验报告为依据。 

实验报告分为两个部分： 

实验项目 1、2 提交纸质（电子稿）实验报告，内容包括：流行趋势板、扩展系

列设计效果图（草图）、面料改造小样。要求：流行趋势板资讯内容充实，能够体现

最新趋势、总结内容具有代表性、排版设计美观；拓展系列设计效果图（草图）廓形、

款式、色彩能够体现最新流行趋势，系列性强，有创新性；面料改造小样肌理设计体

现流行，并有一定的创新性，制作精良。 

实验项目 3 提交成衣实验报告，内容包括：高级女装实物、高级女装设计报告手

册。要求：高级女装实物效果具有创新性、可穿性、审美性，工艺，尤其是手工部分

制作精良；高级女装设计报告手册内容完善，绘图部分人体或服装比例恰当，能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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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着装效果与细节设计，排版设计美观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服装人体模型（160/84A）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自编 

2.  参考书：  

[1] 许才国、鲁兴海编著 《高级定制服装概论》 东华大学出版社 

[2] [英]艾丽诺·伦弗鲁 科林·伦弗鲁 《时装设计元素：拓展系列设计》 中国纺织出 

   版社 
 

 

 

                                               

执 笔 人：潘姝雯   

审 批 人：蒋孝锋   

完 成 时 间:  2016.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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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织服装设计与生产工艺》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APDE2026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针织服装设计与生产工艺 

                         /Design & Manufacture of Knit Garments  

课程学时：45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服装设计与工程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服装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1.本课程实践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实践教学环节使学生了解针织物的结构特征与针织面料特性，掌握针织服装

功能设计、服装结构设计、服装样板设计的原理与方法；掌握服装裁剪工艺与服装缝

制机械选择原则；掌握针织服装缝制工艺设计原理与方法；了解针织服装功能性设计

依据。能够在充分考虑针织面料特性的基础上完成载剪类针织服装结构设计与样板设

计，能够有效运用规格演算法完成典型针织服装的样板设计；能够根据任务要求制订

针织服装缝制工艺并完成针织服装的制作。 

2.实践环节安排 

本实践教学环节主要由三种类型的实践组成，其中综合性实践为 6 学时，占本实

践课程比例的 33%，综创新性实践 3 学时，占本实践课程的 17%，设计性实验 9 学

时，占本实践课程的 50%。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针织面料性能分析 综合性 6 2-4 必修 

2 典型针织服装样板与工艺设计 设计性 9 1-2 必修 

3 功能性针织服装设计 创新性 3 1-3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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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针织面料性能分析 

1.教学内容 

了解典型服用针织面料，尤其是纬编针织面料的性能。主要包括：延伸性，弹

性，脱散性，卷边性，线圈歪斜，纬斜，勾丝，起毛起球等影响针织服装设计与生产

工艺的性能。 

2.教学目标 

（1）了解针织物，尤其是纬编针织物性能分析方法。 

（2）熟悉服用针织面料主要性能特点。 

（3）掌握针织面料性能对针织服装设计与生产工艺的影响规律。 

实验项目 2：典型针织服装样板与工艺设计 

1.教学内容 

完成 3-4 款典型针织服装的样板设计与工艺设计 

2.教学目标 

（1）了解针织服装样板与工艺设计原理与方法。 

（2）熟悉根据针织面料性能特点进行样板设计与工艺设计的方法。 

（3）掌握规格演算法在针织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实验项目 3：功能性针织服装设计 

1.教学内容 

完成 1 款功能性针织服装的样板设计与工艺设计 

2.教学目标 

（1）了解人体需求与功能性针织服装设计的原理与方法。 

（2）能够独立完成符合人体需求的服装功能性设计 

（3）结合课程所学，综合针织服装设计方法与人体需求，完成功能性针织服装

的设计。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本课程的考核分为两部分： 

1.针织服装结构设计及样板设计 

此部分占本实验课程总成绩的 60%。要求学生根据任务要求完成规定种类的针

织服装结构设计及样板设计，并按要求提交完成的样板。成绩评定按实际完成的工作

量以及完成工作的正确率评定。 

2.功能性针织服装设计与制作 

此部分占本实验课程总成绩的 40%。要求学生根据所学知识，立足针织面料特性

以及人体需求完成功能性针织服装的功能性设计，根据设定的功能性要求设计服装结构

并完成样板设计，完成服装的裁剪，制订服装制作工艺，选择加工机器种类，完成成衣

制作。成绩评定按实际完成的工作质量、工作量以及工作的正确率评定。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打板台      40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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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缝机      5 台 

绷缝机      2 台 

缝纫机      75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3、教材： 

印建荣 针织内衣结构设计教程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0 

4、 参考书：  

桂继烈 针织服装设计基础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1 

李津 针织服装设计与生产工艺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5 

常建亮 印桂荣 内衣纸样设计原理与实例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 
 

 

 

                                               

执 笔 人：孙玉钗   

审 批 人：蒋孝锋   

完 成 时 间:  2016.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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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CAM 原理基础》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APDE3015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服装 CAD/CAM 工程  

                                         / principle of 

CAD/CAM                            

课程学时： 32                             实验学时：8 

适用专业：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及其它相关专业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服装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课程《CAD/CAM 原理基础》主要介绍纺织类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原理方法，根据

现有纺织类 CAD 的功能，主要介绍 CAD 中基本点线绘图、圆弧绘图、HERMITE 曲

线、贝塞尔曲线、B 样条曲线、图形几何变换等原理和方法，以及计算机中数据的存

储、检索、排序等处理方法。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了解计算机辅助设计的

原理方法，掌握将数学模型转换为计算机算法的方法。 

二、实验课程内容和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三点画圆弧 设计性 2 1 必开 

2 两点画圆弧 设计性 2 1 必开 

3 HERMITE 曲线 设计性 2 1 必开 

4 BEIZIER 曲线 设计性 2 1 必开 

三、实验项目的内容和要求 

实验项目 1：三点画圆弧 

1. 教学内容 

已知任意三点坐标，编程画出通过该三点的圆弧。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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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三点画圆弧的数学模型。 

（2）熟悉计算机绘图模式。 

（3）掌握已知三点坐标参数，编程计算圆心坐标，圆弧半径，圆弧走向，并绘

制该圆弧。 

 

实验项目 2：两点画圆弧 

1. 教学内容 

已知任意两点坐标和圆弧起点的切线矢量，编程画出通过该两点的圆弧。 

2.教学目标 

（1）了解两点画圆弧的数学模型。 

（2）熟悉计算机绘图模式。 

（3）掌握已知两点坐标参数和圆弧起点的切线矢量，编程计算圆心坐标，圆弧

半径，圆弧走向，并绘制该圆弧。 

实验项目 3：HERMITE 曲线 

1. 教学内容 

已知任意两点坐标和曲线起点、终点的切线矢量，编程画出通过该两点的

HERMITE 曲线。 

2.教学目标 

（1）了解 HERMITE 曲线的数学模型。 

（2）熟悉计算机绘图模式。 

（3）掌握将 HERMITE 函数转换成计算机程序的方法，编程绘制 HERMITE 曲

线。 

实验项目 4：BEIZIER 曲线 

1. 教学内容 

已知任意四坐标，编程画出通过该两点的 BEIZIER 曲线。 

2.教学目标 

（1）了解 BEIZIER 曲线的数学模型。 

（2）熟悉计算机绘图模式。 

（3）掌握将 BEIZIER 函数转换成计算机程序的方法，编程绘制 BEIZIER 曲线。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报告：根据每个实验的要求，提交实验报告。 

1、考核方式：实验课考核成绩根据每次上机作业的成绩综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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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计算机            台套数：58 

六、教材及参考书 

教材：自编讲义 

 

5、参考书：  

服装 CAD 原理与应用  张鸿志  纺织出版社 

电脑服装设计    朱辉等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服装设计的计算机方法   陈之戈等   江苏科技出版社 

服装结构与算法   张晓莉等 机械工业出版社 

服装 CAD 技术与应用  张鸿志  纺织出版社 

 

 

 

             执 笔 人：陈之戈 

             审 批 人：蒋孝锋 

             完成时间：2016.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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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整工艺大型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LCEN2003                       课程学分：2 学分 

课程名称：染整工艺大型实验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in Textile Dyeing and 

Finishing              

课程学时： 72                              实验学时：两周 

适用专业：轻化工程 

实验室名称：轻化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大型实验课程主要开设了真丝绸、真丝/人丝交织物、真丝/棉交织物、真丝/涤

纶交织物、人棉织物、涤纶仿丝绸织物、棉织物、涤/棉织物、Tencel 织物等的染整

加工的设计、实施及相关指标测定的课程。该设计型实验两周内，实验室全天向学

生开放，要求学生对选定科目查阅资料，设计工艺方案，制定完整的工艺路线、工

艺参数、测试项目、测试手段、测试指标等，并通过实验实施、修改、完善，直至

完成产品。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技能，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操作能力和科学态度。通过实践巩固理

论知识，全面扩展和提高染整专业学生的知识面和综合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学时分配 实验类型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真丝绸染整 二周 设计性 1 必修 

2 真丝/人丝交织物染整 二周 设计性 1 必修 

3 真丝/棉交织物染整 二周 设计性 1 必修 

4 真丝/苎麻交织物染整 二周 设计性 1 必修 

5 真丝/涤纶交织物染整 二周 设计性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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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学时分配 实验类型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6 真丝/锦纶交织物染整 二周 设计性 1 必修 

7 人棉织物染整 二周 设计性 1 必修 

8 涤纶仿丝绸染整 二周 设计性 1 必修 

9 氨纶、含氨纶织物染整 二周 设计性 1 必修 

10 棉织物染整 二周 设计性 1 必修 

11 涤/棉织物染整 二周 设计性 1 必修 

12 Tencel/涤纶混纺织物染整 二周 设计性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学时要求 

实验项目 1：真丝绸染整 

1.教学内容 

真丝绸脱胶、染色、印花、整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真丝绸的特性。 

（2）熟悉真丝绸染整加工工艺。 

（3）掌握相关指标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2：真丝/人丝交织物染整 

1.教学内容 

真丝/人丝交织物精练、染色、印花（烂花）、整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真丝/人丝交织物的特性。 

（2）熟悉真丝/人丝交织物染整加工工艺。 

（3）掌握真丝/人丝交织物相关指标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3：真丝/棉交织物染整 

1.教学内容 

真丝/棉交织物精练、染色、印花、整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真丝/棉交织物的特性。 

（2）熟悉真丝/棉交织物染整加工工艺。 

（3）掌握真丝/棉交织物相关指标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4：真丝/苎麻交织物染整 

1.教学内容 

真丝/苎麻交织物精练、染色、印花、整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真丝/苎麻交织物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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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真丝/苎麻交织物染整加工工艺。 

（3）掌握真丝/苎麻交织物相关指标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5：真丝/涤纶交织物染整 

1.教学内容 

真丝/涤纶交织物精练、染色、印花、整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真丝/涤纶交织物的特性。 

（2）熟悉真丝/涤纶交织物染整加工工艺。 

（3）掌握真丝/涤纶交织物相关指标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6：真丝/锦纶交织物染整 

1.教学内容 

真丝/锦纶交织物精练、染色、印花、整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真丝/锦纶交织物的特性。 

（2）熟悉真丝/锦纶交织物染整加工工艺。 

（3）掌握真丝/锦纶交织物相关指标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7：人棉织物染整 

1.教学内容 

人棉织物褪浆、漂白、染色、印花、整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人棉织物的特性。 

（2）熟悉人棉织物染整加工工艺。 

（3）掌握人棉织物相关指标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8：涤纶仿丝绸染整 

1.教学内容 

涤纶仿丝绸织物精练、预定型、碱减量、染色、印花、整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涤纶织物的特性。 

（2）熟悉涤纶仿丝绸织物染整加工工艺。 

（3）掌握涤纶仿丝绸织物相关指标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9：氨纶、含氨纶织物染整 

1.教学内容 

氨纶、含氨纶织物练漂、热定型、染色、印花、整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氨纶、含氨纶织物的特性。 

（2）熟悉氨纶、含氨纶织物染整加工工艺。 

（3）掌握氨纶、含氨纶织物相关指标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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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0：棉织物染整 

1.教学内容 

棉织物褪浆、煮练、漂白、染色、印花、整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棉织物的特性。 

（2）熟悉棉织物染整加工工艺。 

（3）掌握棉织物相关指标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11：涤/棉织物染整 

1.教学内容 

涤/棉织物褪浆、漂白、染色、印花、整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涤/棉织物的特性。 

（2）熟悉涤/棉织物染整加工工艺。 

（3）掌握涤/棉织物相关指标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12：Tencel/涤纶交织物染整 

1.教学内容 

Tencel/涤纶交织物练漂、染色、整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 Tencel/涤纶交织物的特性。 

（2）熟悉 Tencel/涤纶交织物染整加工工艺。 

（3）掌握 Tencel/涤纶交织物相关指标测定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结合实验全过程综合评定：20%查阅资料和工艺设计+40%工艺过程、操作和测

试+20%实验报告+20%样品 

实验报告要求：对全过程工艺方案进行整理、归纳、总结，并作文字说明；对

实验数据进行整理、计算、处理和分析（表格、图表和函数）；对实验结果进行讨

论分析并附样品或样本；总结实践中的收获和体会并提出改进意见。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仪 器 数 量 

六孔恒温水浴 20 台 

721 型分光光度计 6 台 

Hunter Lab UltraScan XE 自动分光测色仪 1 台 

DL-6000 PLUS 红外染色试样机 2 台 

IR-12SM 型红外染色试样机 2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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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 器 数 量 

SW-12 型耐洗色牢度试验机 2 台 

SYG7001 型汗渍色牢度试验机 1 台 

Y571 型电动摩擦牢度仪 3 台 

James H Head 670 型摩擦色牢度仪 1 台 

James H Head 290 型汗渍色牢度仪 1 台 

James H Head Thermaplate 升华牢度测定仪 1 台 

缝纫机 1 台 

NDJ-8S 型数字式旋转粘度计 2 台 

NDJ-1 型旋转粘度计 2 台 

电热印花台板 1 套 

YX-280 手提高压蒸箱 2 台 

MU562A 磁棒印花机 1 台 

QC-2000 标准光源箱 1 套 

Mini Tenter 实验室连续式定型烘干机 1 台 

浸轧针状焙烘拉幅机 1 台 

P-AO 空压气膜式立式强力压染试验机 2 台 

P-BO 空压气膜式横式强力压染试验机 1 台 

DHG 电热鼓风干燥箱 3 台 

Y（B）813 型织物粘水度测定仪 2 套 

YG-026A 电子织物强力试验仪 1 台 

需氧指数测试仪 1 台 

电子天平 10 台 

电动搅拌机 18 台 

织物静水压试验仪 1 台 

高温高压染色机 1 台 

恒温振荡水浴锅 3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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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染整工艺大型实验》 彭桃芝 陆同庆 张培群 苏州大学材料工程学院 2003 年 5

月 

2.参考书： 

《染整工艺原理》 王菊生 孙铠 纺织工业出版社 1990 年 6 月 

《染料应用手册》 上海市纺织工业局《染料应用手册》编写组 纺织工业出版社 1989 年 9 月

《印刷色彩学》 刘武辉 胡更生 王琪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 年 3 月 

《纤维素基质材料阻燃技术》 骆介禹 骆希明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3 年 4 月 

《织物印刷》 金银河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 年 2 月 

《化纤仿毛技术原理与生产实践》 张建春等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3 年 9 月 

 
 

执 笔 人：张培群  史彩云   

审 批 人：王祥荣   

完 成 时 间：2016.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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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基础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LCEN3007                     课程学分：0.5 学分 

课程名称（中/英）：专业基础实验  Specialty Basic Experiment 

课程学时：18                             实验学时：18 学时 

适用专业：轻化工程 

实验室名称：轻化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染整专业基础实验课程开设了纤维材料的认识与鉴别、粉状染料的鉴别、真

丝织物上染料的鉴别等实验，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各种纤维鉴别的方

法，对纤维的形态结构和物理性能有进一步的加深和理解；了解用粘度法测定高聚

物的分子量的方法，掌握粘度法测定高聚物分子量的原理；熟悉部分不溶性染料扩

散性能的测定方法，并进一步了解染料的性质；用溶解法、染色法、沉淀法、氧化

还原法、离子鉴定法等方法按特定的流程鉴定粉末染料的应用分类，初步掌握染料

应用分类的鉴别方法；学会初步鉴别真丝织物上染料类别的方法，进一步了解上染

真丝织物的各类染料的一般性能。以上实验课程是学生进入专业实验所必需的知识

储备和动手能力的训练。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粘度法测定高聚物的分子量 综合性 4 2 选修 

2 纤维材料的认识与鉴别(一) 验证性 4 2 必修 

3 纤维材料的认识与鉴别（二） 综合性 4 2 必修 

4 粉状染料的鉴别 验证性 6 2 必修 

5 真丝织物上染料的鉴别 综合性 4 2 必修 

6 染料扩散性能的测定 综合性 4 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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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学时要求 

实验项目 1：粘度法测定高聚物的分子量 

1.教学内容 

分别测定溶剂 C0、高分子溶液 C1、2/3 C1、1/2 C1、1/3 C1、1/4 C1 流经乌氏粘度

计 E 球的时间，计算各浓度的 ηr  、ηsp ，及 ηsp/C，lnηr /C 并作图，利用外推法可

求得该高分子溶液的特性粘度，查高聚物—溶剂系的 K、α 值，根据经验式［η］= Ｋ

*Ｍ-α 算出高聚物的分子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粘度法测定高聚物分子量的原理。 

（2）熟悉乌氏粘度计的使用方法。 

（3）掌握测定聚己内酰胺粘均分子量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2：纤维材料的认识与鉴别(一) 

1.教学内容 

利用哈氏切片机制作纤维切片，然后借助显微镜观察纤维截面形态，以达到区分

纤维的目的。 

2.教学目标 

（1）了解纤维切片的方法。 

（2）熟悉显微镜的观察操作。 

（3）掌握用显微镜观察法识别常用纤维的横截面特征。 

实验项目 3：纤维材料的认识与鉴别（二） 

1.教学内容 

燃烧法：将纤维的一端移入火焰，仔细观察并记录，根据被鉴别纤维的耐热性、

燃烧性、延燃性、气味和灰烬等来判别纤维类别；溶解法：把要鉴别的纤维放入溶剂，

在规定的时间和温度下，在光线明亮的地方仔细观察其溶解性，借此来判别纤维；混

合染料着色法：把未知纤维投入已煮沸的混合染料中，浸渍 10 秒，取出用水冲洗，

观察其着色情况并与标样对比，就可得出鉴别结果 

2.教学目标 

（1）了解不同纤维的鉴别方法。 

（2）熟悉燃烧法、着色法和溶解法鉴别纤维。 

（3）掌握通过燃烧法、着色法和溶解法结合显微镜观察法来判别织物中纤维的

组成。 

实验项目 4：粉状染料的鉴别 

1.教学内容 

用溶解法、染色法、沉淀法、氧化还原法、离子鉴定法等方法按特定的流程鉴定

粉末染料的应用分类。实验中鉴定的水溶性染料为：直接染料、酸性染料（包括酸性

媒染染料、酸性金属络合染料），可溶性还原染料，显色盐、阳离子染料。非水溶性

染料为：色酚、色基、还原染料、硫化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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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染料的不同分类方法。 

（2）熟悉各种应用分类染料的特性。 

（3）掌握染料应用分类的鉴别方法。 

实验项目 5：真丝织物上染料的鉴别 

1.教学内容 

用脱色法（酸、碱、有机溶剂）、染色法、物理化学法鉴定真丝染色织物上染料

（酸性染料、直接染料、活性染料、阳离子染料和中性染料）的应用分类。 

2.教学目标 

（1）了解上染真丝织物的各类染料的一般性能。 

（2）熟悉鉴别真丝织物上染料应用分类的方法 

（3）掌握真丝织物上染料的鉴别方法 

实验项目 6：染料扩散性能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制备染料悬浮液，进行染液渗圈实验，根据渗圈中心的染料沉积情况定性的确定

染料性能的优劣，经与“染料扩散性能测试样卡”中的滤纸渗圈对比评级，评价染料的

扩散性能。 

2.教学目标 

（1）了解染液渗圈实验。 

（2）熟悉染料悬浮液的制备方法。 

（3）掌握分散染料和还原染料等不溶性染料扩散性能的测定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结合实验全过程综合评定：50%日常表现+50%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要求：对全过程工艺方案进行整理、归纳、总结，并作文字说明；对实

验数据进行整理、计算、处理和分析（表格、图表和函数）；对实验结果进行讨论分

析并附样品或样本；总结实践中的收获和体会并提出改进意见。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仪 器 数 量 

CU-3 纤维分析系统 1 套 

光学显微镜 5 台 

哈氏切片器 10 台 

电子天平 2 台 

恒温水浴锅 5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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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染整工艺实验》  彭桃芝 陆同庆 张培群 苏州大学材料工程学院 2003 年 5

月 

2.参考书： 

《染整工艺原理》  王菊生 孙铠 纺织工业出版社 1990 年 6 月 

《染料应用手册》  上海市纺织工业局《染料应用手册》编写组 纺织工业出版

社  1989 年 9 月 

《纤维素基质材料阻燃技术》 骆介禹 骆希明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3 年 4 月 
 

 

 

 

 

执 笔 人：张培群  史彩云   

审 批 人：王祥荣   

完 成 时 间：2016.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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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整专业实验（1）》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LCEN3019                 课程学分：1 

课程名称：染整专业实验(1)      Specialty Experiment(1)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60 学时 

适用专业：轻化工程 

实验室名称：轻化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染整专业实验（1）的课程主要包括：碱性蛋白酶活力的测定、纺织品练漂、

涤/棉织物热稳定性测定等，以及各种按应用分类的染料对纺织品的染色和各类染料

的性能，纺织品色牢度的测定以及色差的测定等。 

通过实验要求学生了解各类常用纺织纤维和染料的一般物理化学性能，掌握

常用纺织品的染色原理、工艺、操作和相关染化料的使用及结果分析，掌握常用纺

织品的前处理原理、工艺、操作和相关助剂的使用及物理指标的测试分析，熟悉各

类试验设备和测试仪器的工作原理、操作方法、数据分析，能够掌握纺织品测色配

色原理，学会织物的拼色染色方法。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碱性蛋白酶活力的测定 综合性 3 2 必修 

2 真丝织物的脱胶 综合性 6 2 必修 

3 T/C织物热稳定性测定——干热收缩法 综合性 3 2 必修 

4 直接染料染色 综合性 5 2 必修 

5 酸性染料染色（一） 综合性 3 2 必修 

6 酸性染料染色（二） 综合性 3 2 必修 

7 酸性媒染染料染色 综合性 4 2 必修 

8 活性染料染色（一） 综合性 3 2 必修 

9 活性染料轧染（二） 综合性 3 2 必修 

10 还原染料隐色体浸染 综合性 3 2 必修 

11 还原染料悬浮体轧染 综合性 4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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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2 分散染料染色 综合性 4 2 必修 

13 阳离子染料染色 综合性 4 2 必修 

14 皮革、皮毛染色 基础性 3 2 选修 

15 染料拼色染色 设计性 6 2 必修 

16 纺织品色牢度测定 综合性 3 2 必修 

17 纺织品色差测定 创新性 3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碱性蛋白酶活力的测定 

1.教学内容 

配制酶液，显色反应，测试、计算酶活力。 

2.教学目标 

（1）了解真丝织物酶脱胶过程中酶活力变化情况。 

（2）熟悉比色常数 K 的求法。 

（3）掌握测定蛋白酶活力的方法。 

实验项目 2：真丝织物的脱胶 

1.教学内容 

练液配制，预处理、初练、复练。计算练减率、测试白度及毛效。 

2.教学目标 

（1）了解在精练过程中练减率的变化情况。 

（2）熟悉真丝织物的脱胶方法。 

（3）掌握真丝织物练减率、成品白度和毛效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3：T/C 织物热稳定性测定——干热收缩法 

1.教学内容 

样品的裁制，测量，织物在不同温度下受热，再测量、计算热收缩率，结果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未经定形的织物和经过定形后织物的干热收缩变化情况。 

（2）熟悉热定型加工对织物热稳定性的影响。 

（3）掌握 T/C 织物热稳定性的测试方法。 

实验项目 4：直接染料染色 

1.教学内容 

染液配制，染色，收集残液，上染百分率的测定，绘图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中性电解质和温度对直接染料染色的影响。 

（2）熟悉上染百分率的测定和染料吸收光谱曲线测定方法 

（3）掌握直接染料染色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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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酸性染料染色（一） 

1.教学内容 

pH 值测定，不同 pH 值染液配制，染色。 

2.教学目标 

（1）了解染浴的 pH 值对酸性染料上染的影响。 

（2）熟悉 pH 值的测定方法。 

（3）掌握酸性染料染色的一般方法。 

实验项目 6：酸性染料染色（二） 

1.教学内容 

不同元明粉浓度的染液配制，染色，结果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中性电解质对酸性染料染色效果的影响。 

（2）熟悉在不同 pH 值条件下加入中性电解质的作用机理。 

（3）掌握酸性染料染色的一般方法。 

实验项目 7：酸性媒染染料染色 

1.教学内容 

配制三种不同的染液，染色，结果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媒染剂对酸性媒染染染色的影响。 

（2）熟悉不同染色方法对染色效果的影响。 

（3）掌握酸性媒染染料染色常用的三种方法。 

实验项目 8：活性染料染色(一) 

1.教学内容 

配制染液，染色，用 4 种不同的碱剂固色，结果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碱剂和温度对活性染料染色效果的影响。 

（2）熟悉活性染料的固色率的测定方法。 

（3）掌握活性染料对棉织物染色的一般方法。 

实验项目 9：活性染料轧染 (二) 

1.教学内容 

配制染液，用两种不同的轧染方法染色，结果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活性染料轧染染色的两种工艺方法。 

（2）熟悉轧车和热定形机的使用。 

（3）掌握活性染料对纤维素纤维的轧染工艺。 

实验项目 10：还原染料隐色体浸染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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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隐色体制备，染色，结果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隐色体浸染法。 

（2）熟悉还原染料的还原、氧化和染色性能。 

（3）掌握还原染料的干缸还原和全浴还原操作。 

实验项目 11：还原染料悬浮体轧染 

1.教学内容 

染液配制，轧染，还原，氧化，保险粉用量对效果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了解还原染料的悬浮体轧染。 

（2）熟悉两配方配色的原理及染色效果分析。 

（3）掌握还原染料悬浮体轧染工艺。 

实验项目 12：分散染料染色 

1.教学内容 

染液配制，高温高压染色，热熔轧染，结果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分散染料的染色性能。 

（2）熟悉高温高压试验机的操作。 

（3）掌握分散染料高温高压染色工艺和热熔轧染工艺。 

实验项目 13：阳离子染料染色 

1.教学内容 

染液配制，高温高压设备中染色，水浴恒温染色，结果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阳离子染料的染色性能和原理。 

（2）熟悉控制升温染色和恒温染色法。 

（3）掌握腈纶用阳离子染料染色的基本方法。 

实验项目 14：皮革、皮毛染色 

1.教学内容 

直接染料染色，硫化染料染色，酸性媒染染色，结果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皮革皮毛的染色原理。 

（2）熟悉不同染料的染色效果。 

（3）掌握皮革皮毛的染色方法。 

 

 

实验项目 15：染料拼色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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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自制拼色配方，计算及配制染液，自定染色工艺，染色，结果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运用余色原理调整染色配方中拼色色光。 

（2）熟悉拼色原理及拼色的基本原则。 

（3）掌握三原色的基本理论及拼色方法。 

实验项目 16：纺织品色牢度测定 

1.教学内容 

试样制备，耐洗牢度和摩擦牢度测试，汗渍牢度演示实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最基本的有关纺织品常规色牢度的试验方法。 

（2）熟悉常规色牢度检测的相关国家标准。 

（3）掌握相关色牢度测试仪器的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17：纺织品色差测定 

1.教学内容 

整理测试用的标样和测试样，在 K/S 测试仪上测定 L、a、b 及△ E 值，结果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色差的含义。 

（2）熟悉色差的测定及计算方法。 

（3）掌握色差仪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结合实验全过程综合评定：50%日常表现+50%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要求：对全过程工艺方案进行整理、归纳、总结，并作文字说明；对实

验数据进行整理、计算、处理和分析（表格、图表和函数）；对实验结果进行讨论分

析并附样品或样本；总结实践中的收获和体会并提出改进意见。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仪 器 数 量 

六孔恒温水浴 20 台 

721 型分光光度计 6 台 

722S 型分光光度计 4 台 

S22 PC 型分光光度计 2 台 

PB-10 数字酸度计 3 台 

REX 型数字酸度计 2 台 

WD-5 全自动白度仪 1 台 

WSD-Ⅲ白度仪 1 台 

Mini Tenter 实验室连续式定型烘干机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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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 器 数 量 

浸轧针状焙烘拉幅机 1 台 

P-AO 空压气膜式立式强力压染试验机 2 台 

P-BO 空压气膜式横式强力压染试验机 1 台 

DHG 电热鼓风干燥箱 3 台 

电子天平 10 台 

ZBW 型毛效测定仪 2 台 

YG（B）871 型毛细管测定仪 1 台 

Hunter Lab UltraScan XE 自动分光测色仪 1 台 

DL-6000 PLUS 红外染色试样机 2 台 

IR-12SM 型红外染色试样机 2 台 

SW-12 型耐洗色牢度试验机 2 台 

SYG7001 型汗渍色牢度试验机 1 台 

Y571 型电动摩擦牢度仪 3 台 

James H Head 670 型摩擦色牢度仪 1 台 

James H Head 290 型汗渍色牢度仪 1 台 

James H Head Thermaplate 升华牢度测定仪 1 台 

缝纫机 1 台 

QC-2000 标准光源箱 1 套 

高温高压染色机 1 台 

恒温振荡水浴锅 3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染整工艺实验》 彭桃芝 陆同庆 张培群 苏州大学材料工程学院 2003 年 5 月 

2、参考书： 

《染整工艺原理》 王菊生 孙铠 纺织工业出版社 1990 年 6 月 

《染料应用手册》 上海市纺织工业局《染料应用手册》编写组 纺织工业出版 

1989 年 9 月 

《染整工艺实验教程》 陈英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9 年 7 月 
 

执 笔 人：张培群  史彩云       

审 批 人：王祥荣   

完 成 时 间：2016.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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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整专业实验（2）》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LCEN3020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染整专业实验(2)      Specialty Experiment(2)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30 学时 

适用专业：轻化工程 

实验室名称：轻化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染整专业实验(2)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纺织品防皱、拒水、阻燃及抗紫外整理

等，印花原糊的制备及性能测试，纺织品直接印花、拔染印花及涂料印花等。  

通过实验要求学生了解各类常用纺织纤维和染料的一般物理化学性能，熟悉印花

原糊的制备、学会印花原糊的性能测试，掌握常用纺织品的印花原理、工艺、操作和

相关染化料的使用及结果分析，掌握常用纺织品的后整理原理、工艺、操作和相关助

剂的使用及物理指标的测试分析，熟悉各类试验设备和测试仪器的工作原理、操作方

法、数据分析。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棉织物防皱整理 综合性 6 2 必修 

2 织物的拒水整理 综合性 4 2 必修 

3 织物的阻燃整理 综合性 4 2 必修 

4 涤纶织物抗紫外整理 综合性 4 2 选修 

5 印花常用原糊的制备及性能测试 综合性 6 2 必修 

6 真丝绸氯化亚锡拔染印花 综合性 4 2 必修 

7 涂料印花 综合性 3 2 必修 

8 
涤/棉混纺织物分散/活性染料同浆直接

印花 
综合性 3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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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学时要求 

实验项目 1：棉织物防皱整理 

1.教学内容 

防皱工作液的配制、二浸二轧、整理织物。初缩体和织物上游离甲醛的测试、

强力和弹性的测试、结果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不同氨基树脂对整理品质量的关系。 

（2）熟悉整理织物上游离甲醛及几种主要物理指标的测定方法。 

（3）掌握防皱整理工作液的制备方法。 

实验项目 2：织物的拒水整理 

1.教学内容 

拒水整理工作液的配制、整理织物、沾水度测定、评级。 

2.教学目标 

（1）了解一般拒水整理的工艺。 

（2）熟悉拒水整理液的制备。 

（3）掌握检验织物拒水整理效果的测试方法。 

实验项目 3：织物的阻燃整理 

1.教学内容 

配制阻燃整理液，整理织物、垂直燃烧法测试织物的续燃、阴燃时间及炭长、

结果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织物的阻燃机理。 

（2）熟悉阻燃整理的一般工艺。 

（3）掌握测定阻燃整理效果的方法。 

实验项目 4：涤纶织物抗紫外整理 

1.教学内容 

抗紫外整理工作液的配制、整理织物、测试织物的 UPF 值，结果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纺织品的抗紫外机理。 

（2）熟悉抗紫外整理的一般工艺。 

（3）掌握测定抗紫外效果的方法。 

实验项目 5：印花常用原糊的制备及性能测试 

1.教学内容 

不同类型的糊料配制、绘制流变曲线，测试糊料的水合性、渗透性和流变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糊料的性能及常用糊料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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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 NDJ-8S 型数字式回转粘度计的使用方法。 

（3）掌握糊料流变性、水合性和渗透性的测试方法及流变曲线的绘制。 

实验项目 6：真丝绸氯化亚锡拔染印花 

1.教学内容 

印花色浆配制、印花、蒸化。拔白和色拔效果的比较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拔白及色拔印花。 

（2）熟悉真丝绸采用氯化亚锡拔染印花和防印印花的工艺。 

（3）掌握真丝绸拔染印花的工艺原理及印花效果。 

实验项目 7：涂料印花 

1.教学内容 

乳化湖及合成增稠剂的配制、颜料色浆的配制、印花及固化工艺。 

2.教学目标 

（1）了解涂料及涂料印花。 

（2）熟悉织物涂料印花的基本原理。 

（3）掌握织物涂料印花的基本工艺。 

实验项目 8：涤/棉混纺织物分散/活性染料同浆直接印花 

1.教学内容 

不同应用分类染料色浆的调制、刮印、不同蒸化固色工艺，结果的比较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同浆印花。 

（2）熟悉采用不同固色工艺的固色效果。 

（3）掌握分散/活性染料对涤/棉织物的印花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结合实验全过程综合评定：50%日常表现+50%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要求：对全过程工艺方案进行整理、归纳、总结，并作文字说明；对实

验数据进行整理、计算、处理和分析（表格、图表和函数）；对实验结果进行讨论分

析并附样品或样本；总结实践中的收获和体会并提出改进意见。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仪 器 数 量 

六孔恒温水浴 20 台 

721 型分光光度计 6 台 

NDJ-8S 型数字式旋转粘度计 2 台 

NDJ-1 型旋转粘度计 2 台 

电热印花台板 1 套 

YX-280 手提高压蒸箱 2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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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 器 数 量 

MU562A 磁棒印花机 1 台 

P-AO 空压气膜式立式强力压染试验机 2 台 

P-BO 空压气膜式横式强力压染试验机 1 台 

DHG 电热鼓风干燥箱 3 台 

Y（B）813 型织物粘水度测定仪 2 套 

YG-026A 电子织物强力试验仪 1 台 

电子天平 10 台 

电动搅拌机 18 台 

织物静水压试验仪 1 台 

恒温振荡水浴锅 3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染整工艺实验》 彭桃芝 陆同庆 张培群 苏州大学材料工程学院 2003 年 5

月 

2.参考书： 

《染整工艺原理》 王菊生 孙铠 纺织工业出版社 1990 年 6 月 

《染料应用手册》 上海市纺织工业局《染料应用手册》编写组 纺织工业出版

社   1989 年 9 月 

 

 

 

执 笔 人：张培群  史彩云   

审 批 人：王祥荣   

完 成 时 间：2016.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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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有机化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NMEN2012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纺织有机化学/ Organic Chemistry for Textiles 

课程学时：63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非织造材料

实验分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理论教学与实践，要求学生系统掌握纺织有机化学基础理论相关的实

验理论与实验技术，加深对纺织有机化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理解；掌握纺织有

机化学实验的测试原理、分析测试方法以及基本操作技能；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分析问题能力、创新设计能力，以及严格、认真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态度；具备

数据处理、归纳和分析实验现象、撰书写实验报告的能力。 

本课程实验类型分为演示性、验证性、综合性三种类型。其中演示性实验所占

比例为 11％，验证性实验所占比例为 56％，综合性实验为 33％。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纺织有机化学实验的一

般知识简介 
演示性 2 16 必修 

2 玻璃工操作与塞子钻孔 验证性 2 2 必修 

3 熔点的测定 验证性 2 2 必修 

4 重结晶和过滤 验证性 2 2 必修 

5 萃取与洗涤 验证性 2 2 必修 

6 减压蒸馏  验证性 2 2 必修 

7 乙酸乙酯的制备 综合性 3 2 必修 

8 乙酸正丁酯的制备 综合性 3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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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纺织有机化学实验的一般知识简介 

1.教学内容 

本实验在多媒体教室进行视频教学。 

2.教学目标 

（1）了解开展纺织有机化学实验的意义。 

（2）熟悉纺织有机化学实验操作方面的安全注意事项。 

（3）掌握纺织有机化学实验的操作流程。  

实验项目 2：玻璃工操作与塞子钻孔 

1.教学内容 

进行玻璃管加工和塞子钻孔等玻璃工的操作。 

2.教学目标 

（1）了解玻璃工操作实验的意义。 

（2）熟悉玻璃管的截断、熔光、拉细、弯曲和塞子钻孔等操作流程。 

（3）掌握酒精喷灯的使用、简单的玻璃工操作和塞子钻孔。 

实验项目 3：熔点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分别用提勒管和熔点仪两种仪器对试样的熔点进行测定和比较。 

2.教学目标 

（1）了解熔点测定的意义和应用。 

（2）熟悉温度计校正的方法。 

（3）掌握熔点测定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4：重结晶和过滤 

1.教学内容 

对试样进行重结晶以提纯试样；用抽滤瓶、真空泵等仪器进行过滤操作。 

2.教学目标 

（1）了解重结晶提纯固体有机化合物的原理和方法。 

（2）熟悉重结晶和过滤实验的操作流程。 

（3）掌握重结晶的实验操作。 

实验项目 5：萃取与洗涤 

1.教学内容 

分别用一次萃取法和多次萃取法，将乙醚试剂从醋酸水溶液中萃取醋酸，并比

较两种方法的萃取效果。 

2.教学目标 

（1）了解萃取和洗涤的原理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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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萃取和洗涤的实验操作流程。 

（3）掌握萃取和洗涤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6：减压蒸馏  

1.教学内容 

搭置整套减压蒸馏装置，并对呋喃甲醛的粗产品进行减压蒸馏加以提纯。 

2.教学目标 

（1）了解减压蒸馏的原理和应用。 

（2）熟悉减压蒸馏的实验操作流程。 

（3）掌握减压蒸馏的仪器安装和操作。 

实验项目 7：乙酸乙酯的制备 

1.教学内容 

搭置整套仪器并制备乙酸乙酯。 

2.教学目标 

（1）了解乙酸乙酯合成的原理和基本方法。 

（2）熟悉乙酸乙酯合成的实验操作流程。 

（3）掌握液体的洗涤、蒸馏等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8：乙酸正丁酯的制备 

1.教学内容 

搭置整套仪器并制备乙酸正丁酯。 

2.教学目标 

（1）了解乙酸正丁酯合成的原理和基本方法。 

（2）熟悉乙酸正丁酯合成的实验操作流程。 

（3）掌握液体的洗涤、蒸馏等基本操作。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学生的实验报告必须独立完成，不得抄袭；实验结果必须真实、可靠，及时记

录实验现象，不得更改实验数据，对实验结果必须进行理论分析。 

实验报告的内容可分为：1）实验目的；2）实验仪器及试剂、工具；3）实验

原理；4）实验操作步骤；5）实验结果：实验现象及数据分析 

2．考核方式 

实验成绩根据学生的实验出勤、实验准备、实验报告、操作技能和实验结果五

项综合评分。学生必须按规定出勤，无故缺勤的学生原则上不安排补做实验，3 次

及 3 次以上无故缺勤的学生，其实验成绩被评为不合格。实验出勤占 10%，实验准

备占 10%，实验报告质量占 30%，实验操作技能占 40%，实验结果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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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 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 现有台套数 

玻璃恒温水浴锅 12 油浴加热装置 12 

电子天平 5 熔点仪 3 

酒精喷灯 10 旋片式真空泵 2 

水循环式真空泵 3 电动搅拌器 10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编 

2.参考书：………… 

 

 

 

执 笔 人：张欢嘉   

审 批 人：王祥荣   

完 成 时 间：2016.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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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纤维工艺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NMEN2013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合成纤维工艺学/ Technology of Synthetic Fibers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非织造材料

实验分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理论教学与实践，要求学生系统掌握合成纤维工艺学基础理论相关的实

验理论与实验技术，以及合成纤维工艺、结构与性能方面的实验理论与实验技术，加

深对合成纤维材料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理解；掌握合成纤维材料的制备、结构与性

能方法、测试原理、分析测试方法，以及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国际标准；培

养学生的创新设计能力，以及严格、认真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态度；具备数据处理、

归纳和分析实验现象、撰书写实验报告的能力；使学生能较好掌握合成纤维材料的工

艺技术和相关理论，具有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动手能力，为今后从事

合成纤维领域的生产、研发、经营管理或进一步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实验类型分为演示性、验证性、综合性、创新性四种类型。其中演示性实

验所占比例为 10％，验证性实验为 50％，综合性实验为 20%，创新性实验为 20%。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纤维与织物测试仪器认识 演示性 3 16 必修 

2 纱线线密度的测定 验证性 3 2 必修 

3 化学纤维—长丝电子条干不匀率试验 验证性 3 2 必修 

4 化学纤维—拉伸性能试验 验证性 3 2 必修 

5 化学纤维—长丝热收缩率试验 验证性 3 2 必修 

6 纤维卷曲性能试验 验证性 3 2 选修 

7 化学纤维取向性测定 1—声速法 综合性 3 2 必修 

8 化学纤维取向性测定 2—双折射法 综合性 3 2 选修 

9 湿法纺丝 创新性 6 8 选修 



 

 59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纤维与织物测试仪器认识 

1.教学内容 

观看录像，熟悉各种纤维、织物测试仪器用途与使用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开展合成纤维工艺学实验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各种纤维、织物测试仪器。 

（3）掌握合成纤维工艺学的实验方法。 

实验项目 2：纱线线密度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纤维的线密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测定纤维线密度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线密度测定的方法及原理。 

（3）掌握测定纤维线密度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3：化学纤维—长丝电子条干不匀率试验 

1.教学内容 

应用均匀度仪测定化纤长丝条干不匀率。 

2.教学目标 

（1）了解测定化纤长丝条干不匀率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测定化纤长丝条干不匀率的基本原理。 

（3）掌握均匀度仪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4：化学纤维—拉伸性能试验 

1.教学内容 

用单纤维强力仪测定各种化学纤维的拉伸性能；用拉伸曲线计算纤维各项力学

指标；了解各种化学纤维拉伸曲线特征。 

2.教学目标 

（1）了解测定化纤纤维拉伸性能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测定化纤纤维拉伸性能的基本原理。 

（3）掌握用单纤维强力仪测定各种化学纤维拉伸性能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5：化学纤维—长丝热收缩率试验 

1.教学内容 

测定化纤长丝的沸水收缩率和干热收缩率。 

2.教学目标 

（1）了解进行长丝热收缩率试验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测定化纤长丝沸水收缩率和干热收缩率的实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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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化纤长丝沸水收缩率和干热收缩率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6：纤维卷曲性能试验 

1.教学内容 

用纤维卷曲弹性仪测定纤维卷曲弹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测定纤维卷曲性能试验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纤维卷曲弹性仪的结构和测试原理。 

（3）掌握用纤维卷曲弹性仪测定纤维卷曲弹性的试验方法。 

实验项目 7：化学纤维取向性测定 1—声速法 

1.教学内容 

声速仪使用，数据测量与处理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声速法测定化学纤维取向度的方法。 

（2）熟悉声速法测定化学纤维的基本原理。 

（3）掌握声速仪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8：化学纤维取向性测定 2—双折射法 

1.教学内容 

将浸油纤维样品，使用偏光显微镜测定纤维的双折射，用阿贝折射仪测定油的

折射率。 

2.教学目标 

（1）了解测定化学纤维取向性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偏光显微镜与阿贝折射仪结构及使用方法。 

（3）掌握浸油法测定化学纤维的双折射及取向度的方法。 

实验项目 9：湿法纺丝 

1.教学内容 

使用湿法纺丝小样机制取纤维，并对所制纤维各种性能进行测试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进行湿法纺丝试验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湿法纺丝的工艺流程及原理。 

（3）掌握湿法纺丝小样机制取纤维的操作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学生的实验报告必须独立完成，不得抄袭；实验结果必须真实、可靠，及时记

录实验现象，不得更改实验数据，对实验结果必须进行理论分析。 

实验报告的内容可分为：1）实验目的；2）实验仪器及试剂、工具；3）实验

原理；4）实验操作步骤；5）实验结果：实验现象及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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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方式 

实验成绩根据学生的实验出勤、实验准备、实验报告、操作技能和实验结果五

项综合评分。学生必须按规定出勤，无故缺勤的学生原则上不安排补做实验，3 次

及 3 次以上无故缺勤的学生，其实验成绩被评为不合格。实验出勤占 10%，实验准

备占 10%，实验报告质量占 30%，实验操作技能占 40%，实验结果占 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 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 现有台套数 

玻璃恒温水浴锅 12 油浴加热装置 12 

电子天平 5 湿法纺丝小型生产线 1 

声速取向测量仪 1 阿贝折射仪 5 

声速取向测量仪 缺 1 均匀度仪 缺 4 

单纤强力仪 缺 2 纤维卷曲性能测定仪 缺 4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编 

2.参考书：………… 

 

 

 

执 笔 人：张欢嘉   

审 批 人：王祥荣   

完 成 时 间：2016.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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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NMEN2021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Polymeric Chemistry & Physics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非织造材料

实验分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非织造材料与工程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课程，通过实验理论教学与实

践，要求学生系统掌握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基础理论相关的实验理论与实验技术；培养

学生的动手能力、分析问题能力、创新设计能力，以及严格、认真和实事求是的科学

研究态度；具备数据处理、归纳和分析实验现象、撰书写实验报告的能力；为学生今

后从事非织造学科领域的研究和生产打下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验基础。 

本课程实验类型分为验证性和综合性两种类型。其中验证性实验所占比例为

33％，综合性实验为 67％。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乙酸乙烯酯的乳液聚合 综合性 3 2 必修 

2 
稀释粘度法测定聚合物

的分子量 
综合性 3 2 必修 

3 
膨胀计法测定聚合物玻

璃化温度 
综合性 3 2 必修 

4 
解偏振法测定聚合物的

结晶速度 
验证性 3 2 必修 

5 
热塑性塑料熔体流动速

率（MFR）测定 
验证性 3 2 必修 

6 
膨胀计法测定苯乙烯自

由基聚合反应速率 
综合性 3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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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乙酸乙烯酯的乳液聚合 

1.教学内容 

搭置整套仪器，以乳液聚合的方法制备乙酸乙烯酯。 

2.教学目标 

（1）了解乙酸乙烯酯的性质和用途。 

（2）熟悉乳液聚合的基本原理。 

（3）掌握制备乙酸乙烯酯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2：稀释粘度法测定聚合物的分子量 

1.教学内容 

使用乌氏粘度计、秒表、水浴等仪器测定聚合物的分子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测定聚合物分子量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粘度法测定聚合物分子量的基本原理。 

（3）掌握测定聚合物溶液粘度的实验技术。 

实验项目 3：膨胀计法测定聚合物玻璃化温度 

1.教学内容 

用膨胀计、水浴等仪器测定聚合物的玻璃化温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升温速度对玻璃化温度的影响。 

（2）熟悉膨胀计测定聚合物玻璃化温度的原理。 

（3）掌握膨胀计法测定聚合物玻璃化温度的方法。 

实验项目 4：解偏振法测定聚合物的结晶速度 

1.教学内容 

使用解偏振仪测定并记录聚合物的结晶速度曲线并对曲线进行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测定聚合物结晶速度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光学解偏振法测定结晶速度的基本原理。 

（3）掌握光学解偏振仪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5：热塑性塑料熔体流动速率（MFR）测定 

1.教学内容 

使用熔体流动速率测定仪测定热塑性塑料的熔体流动速率。 

2.教学目标 

（1）了解测定熔体流动速率的目的和意义，以及塑料熔体流动指数与分子量大

小及其分布的关系。 

（2）熟悉测定塑料熔体流动指数的原理。 

（3）掌握熔体流动速率测定仪的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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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6：膨胀计法测定苯乙烯自由基聚合反应速率 

1.教学内容 

使用膨胀计、水浴等仪器测定苯乙烯自由基的聚合反应速率。 

2.教学目标 

（1）了解聚合速度与单体浓度间的动力学关系式。 

（2）熟悉膨胀计测定自由基聚合反应速率的原理。 

（3）掌握膨胀计的使用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学生的实验报告必须独立完成，不得抄袭；实验结果必须真实、可靠，及时记录

实验现象，不得更改实验数据，对实验结果必须进行理论分析。 

实验报告的内容可分为：1）实验目的；2）实验仪器及试剂、工具；3）实验原

理；4）实验操作步骤；5）实验结果：实验现象及数据分析 

2．考核方式 

实验成绩根据学生的实验出勤、实验准备、实验报告、操作技能和实验结果五项

综合评分。学生必须按规定出勤，无故缺勤的学生原则上不安排补做实验，3 次及 3

次以上无故缺勤的学生，其实验成绩被评为不合格。实验出勤占 10%，实验准备占

10%，实验报告质量占 30%，实验操作技能占 40%，实验结果占 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 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 现有台套数 

玻璃恒温水浴锅 12 油浴加热装置 12 

电子天平 5 乌氏粘度计 20 

解偏振仪 2 熔体流动速率测定仪 2 

膨胀计 20 电动搅拌器 10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编 

2.参考书：………… 

 

执 笔 人：张欢嘉   

审 批 人：王祥荣   

完 成 时 间：2016.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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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织造工艺与产品设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NMEN3009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非织造工艺与产品设计/Non-woven Techniques and 

Product Design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非织造材料

实验分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理论教学与实践，要求学生全面掌握非织造材料与工程的实验理论与实

验技术，并根据非织造材料的结构与性能要求，独立完成非织造材料制造工艺技术的

工艺设计与调整，加深对非织造材料制造设备及工艺技术等基本理论的理解；掌握非

织造材料制造设备的结构与控制、纤维原料结构性能测试分析及准备、非织造材料的

生产工艺技术、非织造材料的结构与性能的测试原理及分析测试方法，以及相关的国

家标准、国际标准和行业标准；掌握非织造材料设计、工艺原理与生产实践的方法，

以及独立操作技能；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分析问题能力、创新设计能力，以及严格、

认真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态度；具备数据处理、归纳和分析实验现象、撰书写实验

报告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罗拉式梳理机的梳理效能及纤网结构与性能表征 验证性 6 6 必修 

2 气流成网工艺技术及纤网结构与性能表征 验证性 6 6 必修 

3 熔喷法成网工艺技术及纤网结构与性能表征 验证性 8 8 必修 

4 
盖板式梳理机的梳理效能及其梳理效能、纤网结

构与性能表征 
验证性 6 6 选修 

5 热轧加固工艺技术及材料结构与性能表征 综合性 8 8 必修 

6 针刺加固工艺技术及材料结构与性能表征 综合性 8 8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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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7 热风穿透加固工艺技术及材料结构与性能表征 综合性 8 8 选修 

8 超声波粘合加固工艺技术及材料结构与性能表征 综合性 8 8 选修 

9 交叉铺网工艺技术及纤网结构与性能表征 综合性 8 8 必修 

10 
熔喷微滤非织造材料的设计、制备及其结构与性

能表征 
创新性 12 8 选修 

11 
涤纶-ES 纤维针刺过滤非织造材料的设计、制备及

其结构与性能表征 
创新性 12 8 必修 

12 保暖絮片的设计、制备及其结构与性能表征 创新性 12 8 必修 

13 针刺服装衬布的设计、制备及其结构与性能表征 创新性 12 8 选修 

14 
纺粘非织造材料超声波粘合制品的设计、制备及

其结构与性能表征 
创新性 12 8 选修 

15 针刺土工布的设计、制备及其结构与性能表征 创新性 12 8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罗拉式梳理机的梳理效能及纤网结构与性能表征 

1.教学内容 

纤网的成型是非织造材料的关键核心技术。由于采用梳理成网技术时，可以对纤

网的结构、定重、厚度以及纤维的定向度等多个参数进行调节，因此大多数短纤维网

的成型主要采用梳理成网方式。 

罗拉式梳理机适合于梳理较长的短纤维，非常适合于非织造材料用纤维的梳理。

实验室拥有一套单锡林单道夫罗拉式梳理试验小样机，主要由预梳开松系统、主梳理

系统、凝聚输出系统和传动系统等组成。实验教学中，让学生了解罗拉式梳理机的主

体结构及其操作流程，熟悉纤网梳理成型的工艺技术和纤网结构性能的表征方法，分

析和掌握预梳开松系统、主梳理系统、凝聚输出系统与梳理成网效能、纤网结构性能

之间的相关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罗拉式梳理机的主体结构及其操作流程； 

（2）熟悉纤网梳理成型的工艺技术和纤网结构性能的表征方法； 

（3）掌握预梳开松系统、主梳理系统、凝聚输出系统与梳理成网效能、纤网结

构性能之间的相关性。 

实验项目 2：气流法成网工艺技术及纤网结构与性能表征 

1.教学内容 

气流成网技术是将经充分开松混合后的纤维喂入高速回转的锡林或刺辊，在离

心力和气流联合作用下，将纤维输送至成网帘上凝聚形成纤维网的非织造成网技术。

用气流成网方式制取的纤网，纤维在纤网中呈三维杂乱分布。 

气流成网加工时，纤维良好的单纤维状态及其在气流中均匀分布是获得优质纤

维网的先决条件。实验教学中，让学生了解气流成网设备的主体结构及其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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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气流成网工艺技术和纤网结构性能的表征方法，分析和掌握纤维开松混合状态、

纤维喂入速度、气体流速、成网帘速度等工艺参数与纤网结构性能的关系。 

2.教学目标 

（1）了解气流成网设备的主体结构及其操作流程； 

（2）熟悉气流成网工艺技术和纤网结构性能的表征方法； 

（3）掌握纤维开松混合状态、纤维喂入速度、气体流速、成网帘速度等工艺参

数与纤网结构性能的关系。 

实验项目 3：熔喷法成网工艺技术及纤网结构与性能表征 

1.教学内容 

熔喷法成网工艺技术是将热塑性聚合物熔体从模头喷丝孔中挤出，形成熔体细

流，加热的拉伸空气从模头喷丝孔两侧风道中高速吹出，对熔体细流进行拉伸；冷却

空气在模头下方一定位置从两侧补入，使纤维冷却结晶；在成网帘下方设真空抽吸装

置，使经过高速气流拉伸成形的超细纤维均匀地收集在成网帘上，依靠自身粘合或其

他加固方法成为熔喷法非织造材料。实验教学中，让学生了解熔喷法成网设备的主体

结构及其操作流程，熟悉熔喷法成网工艺技术和纤网结构性能的表征方法，分析和掌

握聚合物特性、螺杆挤出机温度设定、熔体挤出速度、拉伸空气温度及压力、成网帘

接收距离及速度等工艺参数与纤网结构性能的关系。 

2.教学目标 

（1）了解熔喷法成网设备的主体结构及其操作流程； 

（2）熟悉熔喷法成网工艺技术和纤网结构性能的表征方法； 

（3）掌握聚合物特性、螺杆挤出机温度设定、熔体挤出速度、拉伸空气温度及

压力、成网帘接收距离及速度等工艺参数与纤网结构性能的关系。 

实验项目 4：盖板式梳理机的梳理效能及纤网结构与性能表征 

1.教学内容 

纤网的成型是非织造材料的关键核心技术。由于采用梳理成网技术时，可以对纤

网的结构、定重、厚度以及纤维的定向度等多个参数进行调节，因此大多数短纤维网

的成型主要采用梳理成网方式。 

实验室拥有一套单锡林-盖板式梳理试验小样机，主要由预梳开松系统、主梳理

系统、凝聚输出系统和传动系统等组成。实验教学中，让学生了解盖板式梳理机的主

体结构及其操作流程，熟悉盖板式梳理机梳理成型的工艺技术和纤网结构性能的表征

方法，分析和掌握预梳开松系统、主梳理系统、凝聚输出系统与梳理成网效能、纤网

结构性能之间的相关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盖板式梳理机的主体结构及其操作流程； 

（2）熟悉盖板式梳理机梳理成型的工艺技术和纤网结构性能的表征方法； 

（3）掌握预梳开松系统、主梳理系统、凝聚输出系统与梳理成网效能、纤网结

构性能之间的相关性。 

实验项目 5：热轧加固工艺技术及材料结构与性能表征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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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轧加固工艺技术是利用一对或两对加热钢辊或包有其他材料的钢辊对纤网进

行加热加压，导致纤网中部分纤维熔融、流动、扩散而产生粘结，冷却后，纤网得到

加固成为热轧粘合非织造材料。 

热轧加固工艺过程包括纤网变形与热传递过程、Clapeyron 效应、流动过程、扩

散过程和冷却过程等五个基本过程。实验教学中，让学生了解三辊式热轧加固设备的

主体结构及其操作流程，熟悉热轧加固工艺技术和热轧粘合非织造材料结构性能的表

征方法，分析和掌握热轧辊温度、热轧辊线速度、热轧辊压力、纤网厚度、纤网喂入

速度等工艺参数与热轧粘合非织造材料性结构性能之间的相关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三辊式热轧加固设备的主体结构及其操作流程； 

（2）熟悉热轧加固工艺技术和热轧粘合非织造材料结构性能的表征方法； 

（3）掌握热轧辊温度、热轧辊线速度、热轧辊压力、纤网厚度、纤网喂入速度

等工艺参数与热轧粘合非织造材料性结构性能之间的相关性。 

实验项目 6：针刺加固工艺技术及材料结构与性能表征 

1.教学内容 

针刺加固工艺技术是利用三角截面(或其它截面)棱边带倒钩的刺针对纤网进行

反复穿刺；倒钩穿过纤网时，将纤网表面和局部里层纤维强迫刺入纤网内部；由于纤

维之间的摩擦作用，原来蓬松的纤网被压缩；刺针退出纤网时，刺入的纤维束脱离倒

钩而留在纤网中；许多纤维束纠缠住纤网使其不能再恢复原来的蓬松状态；经过许多

次的针刺，相当多的纤维束被刺入纤网，使纤网中纤维互相缠结，从而形成具有一定

强力和厚度的针刺法非织造材料。实验教学中，让学生了解预针刺设备及其送网机构

的主体结构、主针刺设备的主体结构及其操作流程，熟悉针刺加固工艺技术和针刺加

固非织造材料结构性能的表征方法，分析和掌握针刺频率、针刺深度、植针密度、纤

网输送速度等工艺参数与针刺加固非织造材料结构性能之间的相关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预针刺设备及其送网机构的主体结构、主针刺设备的主体结构及其操

作流程； 

（2）熟悉针刺加固工艺技术和针刺加固非织造材料结构性能的表征方法； 

（3）掌握针刺频率、针刺深度、植针密度、纤网输送速度等工艺参数与针刺加

固非织造材料结构性能之间的相关性。 

实验项目 7：热风穿透加固工艺技术及材料结构与性能表征 

1.教学内容 

热风穿透加固工艺技术是利用烘箱对含有纤维状或粉末状热熔介质的纤网进行

加热，使纤网中的热熔纤维或热熔粉末受热熔融，熔融的聚合物流动并凝聚在纤维交

叉点上，冷却后纤网得到粘合加固成为热风粘合非织造材料。 

热风穿透加固工艺过程包括热传递过程、流动过程、扩散过程和冷却过程等四

个基本过程。实验教学中，让学生了解热风穿透加固设备的主体结构及其操作流程，

熟悉热风穿透加固工艺技术和热风粘合非织造材料结构性能的表征方法，分析和掌握

烘箱温度、热风速度、热熔纤维含量、纤网厚度、纤网喂入速度等工艺参数与热风粘

合非织造材料性结构性能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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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热风穿透加固设备的主体结构及其操作流程； 

（2）熟悉热风穿透加固工艺技术和热风粘合非织造材料结构性能的表征方法； 

（3）掌握烘箱温度、热风速度、热熔纤维含量、纤网厚度、纤网喂入速度等工

艺参数与热风粘合非织造材料性结构性能之间的相关性。 

实验项目 8：超声波粘合加固工艺技术及材料结构与性能表征 

1.教学内容 

超声波粘合加固工艺技术就是将被粘合的纤网或叠层材料喂入传振器和辊筒之

间形成的缝隙，纤网或叠层材料在植入销钉的局部区域将受到一定的压力，在该区域

内纤网中的纤维材料受到超声波的激励作用，纤维内部微结构之间产生摩擦而产生热

量，最终导致纤维熔融。在压力的作用下，超声波粘合将发生和热轧粘合一样的熔融、

流动、扩散及冷却等工艺过程。 

超声波粘合设备通常由超声波控制电源、超声波发生及施加系统，以及托网辊筒

和辊筒传动系统等组成，其关键部件是超声波发生及施加系统，包括换能器、变幅杆、

传振杆及加压装置。超声波粘合的能量来自电能转换的机械振动能，换能器将电能转

换为 20kHz 的高频机械振动，经过变幅杆振动传递到传振器，振幅进一步放大，达

到 100μm 左右。实验教学中，让学生了解超声波粘合加固设备的主体结构及其操作

流程，熟悉超声波粘合加固工艺技术和超声波粘合非织造材料结构性能的表征方法，

分析和掌握超声波频率、传振器和辊筒距离、纤网厚度、纤网喂入速度等工艺参数与

超声波粘合非织造材料结构性能之间的相关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超声波粘合加固设备的主体结构及其操作流程； 

（2）熟悉超声波粘合加固工艺技术和超声波粘合非织造材料结构性能的表征方法； 

（3）掌握超声波频率、传振器和辊筒距离、纤网厚度、纤网喂入速度等工艺参

数与超声波粘合非织造材料性结构性能之间的相关性。 

实验项目 9：交叉铺网工艺技术及纤网结构与性能表征 

1.教学内容 

非织造材料生产中，通常需要将从梳理机获得的薄纤网进行铺叠，以获得面密度

和厚度较大的非织造材料。纤网的铺叠方式主要有平行式铺网和交叉式铺网。实验室

采用双帘夹持交叉铺网机对从梳理机获得的薄纤网进行铺叠，由于薄网始终在双帘夹

持下运动，因此不会受到意外张力和气流的干扰，既可提高铺网速度，又可改善纤网

均匀性。夹持帘由聚酯长丝织成，厚度 0.7~1.0mm，表面采用合成橡胶涂层，涂层中

混有少量碳粉，以防止帘带上积聚静电。导网系统带快速反转装置以迅速换向。实验

教学中，让学生了解双帘夹持交叉铺网机的主体结构及其操作流程，熟悉交叉铺网工

艺技术和叠层厚纤网结构性能的表征方法，分析和掌握薄网面密度、薄网喂入速度、

铺网层数、铺网宽度和铺网速度等工艺参数与叠层厚纤网结构性能之间的相关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双帘夹持交叉铺网机的主体结构及其操作流程； 

（2）熟悉交叉铺网工艺技术和叠层厚纤网结构性能的表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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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薄网面密度、薄网喂入速度、铺网层数、铺网宽度和铺网速度等工艺

参数与叠层厚纤网结构性能之间的相关性。 

实验项目 10：熔喷微滤非织造材料的设计、制备及其结构与性能表征 

1.教学内容 

微滤又称微孔过滤，微滤能截留 0.1～1μm 之间的颗粒，微滤允许大分子有机物

和无机盐等通过，但能阻挡住悬浮物、细菌、部分病毒及大尺度的胶体的透过。微滤

的过滤原理有三种：筛分、滤饼层过滤、深层过滤。熔喷微滤非织造材料在水处理的

应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实验教学中，让学生了解熔喷微滤非织造材料的设计、制

备过程，熟悉熔喷非织造设备的操作流程和材料过滤性能的测试方法，分析和掌握聚

合物性能、熔喷法工艺参数与熔喷微滤非织造材料结构和过滤性能之间的相关性。 

本实验项目的先行实验是实验项目 3。 

2.教学目标 

（1）了解熔喷微滤非织造材料的设计、制备过程； 

（2）熟悉熔喷非织造设备的操作流程和材料过滤性能的测试方法； 

（3）掌握聚合物性能、熔喷法工艺参数与熔喷微滤非织造材料结构和过滤性能

之间的相关性。 

实验项目 11：涤纶-ES 纤维针刺过滤非织造材料的设计、制备及其结构与性能

表征 

1.教学内容 

涤纶针刺过滤材料具有普通毡类滤布特有的孔隙度高、透气性好、耐酸、碱度适

中的特点外，而且具有非常好的耐磨性，故它是毡类滤材中使用量最大的一个品种。

涤纶针刺过滤材料的表面光滑程度对滤料的动态运行阻力有非常大的影响。在保证滤

料达到较高的过滤精度情况下，如何提高涤纶针刺过滤毡滤料的透气度及提高表面光

滑程度，减少粉尘附着，降低运行阻力是滤料生产厂首先应研究的课题。在实验教学

中，让学生了解涤纶-ES 纤维针刺过滤非织造材料的设计、制备过程，熟悉罗拉式梳

理设备、双帘加持交叉铺网设备、针刺非织造设备和热轧粘合加固设备的操作流程和

材料过滤性能的测试方法，分析和掌握 ES 纤维含量、纤网结构性能、针刺加固工艺

参数、热轧粘合加固工艺参数与涤纶-ES 纤维针刺过滤非织造材料结构和过滤性能之

间的相关性。 

本实验项目的先行实验是实验项目 1、实验项目 5、实验项目 6 和实验项目 9。 

2.教学目标 

（1）了解涤纶-ES 纤维针刺过滤非织造材料的设计、制备过程； 

（2）熟悉罗拉式梳理设备、双帘加持交叉铺网设备、针刺非织造设备和热轧粘

合加固设备的操作流程和材料过滤性能的测试方法； 

（3）掌握 ES 纤维含量、纤网结构性能、针刺加固工艺参数、热轧粘合加固工

艺参数与涤纶-ES 纤维针刺过滤非织造材料结构和过滤性能之间的相关性。 

 

实验项目 12：保暖絮片的设计、制备及其结构与性能表征 

1.教学内容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93227/6932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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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暖絮片具有疏松的纤网结构，需要经过机纳或手绗缝，将絮片束缚在成衣面

料内部，主要的纤维品种有棉花、羊毛、羽绒和化纤等，用于保暖和隔热。在实验教

学中，让学生了解保暖絮片的设计、制备过程，熟悉罗拉式梳理设备、双帘加持交叉

铺网设备、热风粘合加固设备的操作流程和材料保暖性能的测试方法，分析和掌握

ES 纤维含量、纤网结构性能、热风粘合加固工艺参数与保暖絮片材料结构和过滤性

能之间的相关性。 

本实验项目的先行实验是实验项目 1、实验项目 7 和实验项目 9。 

2.教学目标 

（1）了解保暖絮片的设计、制备过程； 

（2）熟悉罗拉式梳理设备、双帘加持交叉铺网设备、热风粘合加固设备的操作

流程和材料保暖性能的测试方法； 

（3）掌握 ES 纤维含量、纤网结构性能、热风粘合加固工艺参数与保暖絮片材

料结构和过滤性能之间的相关性。 

实验项目 13：针刺服装衬布的设计、制备及其结构与性能表征 

1.教学内容 

服装衬布是服装辅料的一个品种，它在服装上起骨架作用。通过衬布的造型、补

强、保形作用，服装才能形成形形色色的优美款式。衬布是以机织物、针织物和非织

造不为基布，采用（或不采用）热塑性高分子化合物，经过专门机械进行特殊整理加

工，用于服装的内层起到补强、挺括等作用的，与面料粘合（或非粘合）的专用服装

辅料。在实验教学中，让学生了解针刺服装衬布的设计、制备过程，熟悉罗拉式梳理

设备、双帘加持交叉铺网设备、针刺非织造设备和热轧粘合加固设备的操作流程和材

料硬挺度性能的测试方法，分析和掌握 ES 纤维含量、纤网结构性能、针刺加固工艺

参数、热轧粘合加固工艺参数与针刺服装衬布结构和过滤性能之间的相关性。 

本实验项目的先行实验是实验项目 1、实验项目 5、实验项目 6 和实验项目 9。 

2.教学目标 

（1）了解针刺服装衬布的设计、制备过程； 

（2）熟悉罗拉式梳理设备、双帘加持交叉铺网设备、针刺非织造设备和热轧粘

合加固设备的操作流程和材料硬挺度性能的测试方法； 

（3）掌握 ES 纤维含量、纤网结构性能、针刺加固工艺参数、热轧粘合加固工

艺参数与针刺服装衬布结构和过滤性能之间的相关性。 

实验项目 14：纺粘非织造材料超声波粘合制品的设计、制备及其结构与性能表征 

1.教学内容 

超声波花边缝合技术起源于超声波粘合加固技术，缝合过程无需使用任何针线，

可以节约由于断针断线所带来的人工成本和工时成本，能同时满足纺粘非织造产品的

切割、熔接、缝合等多项要求。匹配不同的花轮，可获得不同的外观效果。在实验教

学中，让学生了解纺粘非织造材料超声波粘合制品的设计、制备过程，熟悉超声波花

边机的主体结构及其操作流程，分析和掌握超声波频率、传振器和辊筒距离、纺粘非

织造材料厚度及其喂入速度等工艺参数与纺粘非织造材料超声波粘合制品结构性能

之间的相关性。 

本实验项目的先行实验是实验项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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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纺粘非织造材料超声波粘合制品的设计、制备过程； 

（2）熟悉超声波花边机的主体结构及其操作流程； 

（3）掌握超声波频率、传振器和辊筒距离、纺粘非织造材料厚度及其喂入速度

等工艺参数与纺粘非织造材料超声波粘合制品结构性能之间的相关性。 

实验项目 15：针刺土工布的设计、制备及其结构与性能表征 

1.教学内容 

目前非织造材料类产品在工程中应用以短纤维针刺土工布为主，尤其以幅宽

4m～6m，克重 300g/㎡-400g/㎡的产品应用较多。针刺土工布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

用量也逐年增加，尤以水利工程中用作滤层的用量较多，其次是公路、铁路、环保、

机场、海岸等各项工程。实验教学中，让学生了解涤纶针刺土工布的设计、制备过程，

熟悉罗拉式梳理设备、双帘加持交叉铺网设备、针刺法加固设备的操作流程和土工布

结构性能的测试方法，分析和掌握纤网结构性能、针刺加固工艺参数与针刺土工布结

构性能之间的相关性。 

本实验项目的先行实验是实验项目 1、实验项目 6 和实验项目 9。 

2.教学目标 

（1）了解涤纶针刺土工布的设计、制备过程； 

（2）熟悉罗拉式梳理设备、双帘加持交叉铺网设备、针刺法加固设备的操作流

程和土工布结构性能的测试方法； 

（3）掌握纤网结构性能、针刺加固工艺参数与针刺土工布结构性能之间的相关性。四、

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学生的实验报告必须独立完成，不得抄袭；实验结果必须真实、可靠，及时记录

实验现象，不得更改实验数据，对实验结果必须进行理论分析。 

2．考核方式 

实验成绩根据学生的实验出勤、实验准备、实验报告、操作技能和实验结果五项

综合评分。学生必须按规定出勤，无故缺勤的学生原则上不安排补做实验，3 次及 3

次以上无故缺勤的学生，其实验成绩被评为不合格。实验出勤占 10%，实验准备占

10%，实验报告质量占 30%，实验操作技能占 40%，实验结果占 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 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 现有台套数 

罗拉式梳理试验小样机 1 数字式撕裂仪 1 

盖板式梳理试验小样机 1 M508 织物柔软度仪 1 

预针刺试验小样机 1 RL-11B 熔体流动速率仪 2 

主针刺试验小样机 2 平板式保温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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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仪器设备 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 现有台套数 

三辊式热轧试验小样机 1 全自动织物硬挺度仪 1 

熔喷柔性工艺样机 1 拉伸试验机 1 

热风穿透试验小样机 1 声速取向仪 缺 2 

气流成网小样机 1 毛细管流变仪 缺 2 

土工布透水测定仪 5 45°织物燃烧测定仪 缺 2 

土工布有效孔径测定仪 5 水平/垂直燃烧测定仪 缺 2 

土工布动态穿孔试验机 5 过滤性能测试仪 缺 2 

土工布磨损试验机 5 氧指数测定仪 缺 2 

马佛炉 1 热熔胶软化点测定仪 缺 4 

显微镜 3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非织造工艺与产品设计自编讲义 

2.参考书： 

柯勤飞、靳向煜主编，非织造学（第二版），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0 

郭秉臣主编，非织造材料与工程学，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0 

郭秉臣主编，非织造布的性能与测试，北京那个：中国纺织出版社，1994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主编，土工合成材料测试手册，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1991 

 

 

 

                                               

执 笔 人：  丁远蓉，朱新生  

审 批 人：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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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织造材料与工程专业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NMEN3020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非织造材料与工程专业实验 

       / Specialty Experiment for Nonwoven Materials & Engineering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非织造材料

实验分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理论教学与实践，要求学生系统掌握非织造材料与工程基础理论相关的

实验理论与实验技术，以及非织造材料工艺、结构与性能方面的实验理论与实验技术，

加深对非织造材料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理解；掌握纤维原料与非织造材料的制备、

结构与性能方法、测试原理、分析测试方法，以及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国际

标准；掌握产业用纺织品设计、工艺原理与试验的方法，以及基本操作技能；培养学

生的动手能力、分析问题能力、创新设计能力，以及严格、认真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研

究态度；具备数据处理、归纳和分析实验现象、撰书写实验报告的能力。 

本课程实验类型分为验证性、综合性、创新性三种类型。其中验证性实验所占比

例为 15％，综合性实验为 30%，创新性实验为 55%。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苯乙烯超微乳液聚合 验证性 3 2 必修 

2 回转粘度计测定不同浓度聚乙烯醇

水溶液粘度 

验证性 3 2 必修 

3 浸润液对纤维表面接触角测定 验证性 3 2 必修 

4 洗涤剂表面张力的测定 验证性 3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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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5 针刺土工布动态穿孔实验 验证性 2 2 必修 

6 针刺土工布磨擦实验 验证性 2 2 必修 

7 针刺土工布透水性测定实验 验证性 2 2 必修 

8 针刺土工布有效孔径测定实验 验证性 2 2 必修 

9 熔喷法制备微滤聚丙烯膜管及其结

构与性能 

综合性 10 8 选修 

10 聚乙烯熔喷制备非织造材料 创新性 10 8 选修 

11 丙纶/涤纶非织造布抗菌整理 创新性 6 4 选修 

12 丙纶/涤纶非织造布抗静电整理 创新性 6 4 选修 

13 丙纶/涤纶等离子体预处理及接枝聚

合改性 

创新性 10 8 选修 

14 丙纶/涤纶紫外光照射化学接枝改性

实验 

创新性 10 8 选修 

15 涤纶针刺土工布的制备及其性能测

试 

综合性 10 8 选修 

16 腈纶针刺布过滤材料的制备（透气、

纤度、强度） 

综合性 10 8 选修 

17 丙纶气流成网与热粘合 创新性 10 8 选修 

18 涤纶气流成网与热粘合 创新性 10 8 选修 

19 锦纶气流成网与热粘合 创新性 10 8 选修 

20 热轧非织造布的制备极其性能测试 综合性 10 8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苯乙烯超微乳液聚合 

1.教学内容 

搭装制取聚苯乙烯的实验装置；用超微乳液聚合法制取聚苯乙烯。 

2.教学目标 

（1）了解超微乳液聚合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超微乳液聚合的实验原理。 

（3）掌握聚苯乙烯超微乳液聚合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2：回转粘度计测定不同浓度聚乙烯醇水溶液粘度 

1.教学内容 

选择合适转筒，使用回转粘度计测定溶液粘度并进行数据处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测定溶液粘度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回转粘度计测定溶液粘度的实验原理。 

（3）掌握回转粘度计的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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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3：浸润液对纤维表面接触角测定 

1.教学内容 

利用接触角测定仪测定各种纤维的接触角。 

2.教学目标 

（1）了解纤维的表面性质。 

（2）熟悉接触角测定仪测定纤维接触角的实验原理。 

（3）掌握单纤维表面接触角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4：洗涤剂表面张力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利用表面张力仪测定洗涤剂的表面张力。 

2.教学目标 

（1）了解测定溶液表面张力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表面张力仪测定溶液表面张力的实验原理。 

（3）掌握表面张力仪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5：针刺土工布动态穿孔实验 

1.教学内容 

使用土工布动态穿孔试验仪对针刺土工布进行试验并测定钢锥穿刺程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动态穿孔试验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动态穿孔试验的实验原理。 

（3）掌握土工布动态穿孔试验仪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6：针刺土工布磨擦实验 

1.教学内容 

使用土工布摩擦试验仪对针刺土工布进行摩擦试验并测定其磨损程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土工布摩擦试验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土工布摩擦试验的原理。 

（3）掌握土工布摩擦试验仪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7：针刺土工布透水性测定实验 

1.教学内容 

使用土工布透水性测定仪对针刺土工布进行透水性测定试验并评价其透水性

能。 

2.教学目标 

（1）了解土工布透水性测定试验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土工布透水性测定试验的原理。 

（3）掌握土工布透水性测定仪的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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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8：针刺土工布有效孔径测定实验 

1.教学内容 

使用土工布有效孔径测定仪对针刺土工布进行有效孔径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土工布有效孔径测定试验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土工布有效孔径测定试验的原理。 

（3）掌握土工布有效孔径测定仪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9：熔喷法制备微滤聚丙烯膜管及其结构与性能 

1.教学内容 

使用熔喷非织造布小型生产线对聚丙烯热塑性材料进行熔喷无纺布试验和小

样生产。 

2.教学目标 

（1）了解熔喷法制备微滤聚丙烯膜管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熔喷法制备微滤聚丙烯膜管的实验原理。 

（3）掌握熔喷法制备微滤聚丙烯膜管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10：聚乙烯熔喷制备非织造材料 

1.教学内容 

使用熔喷非织造布小型生产线对聚乙烯材料进行熔喷无纺布试验和小样生

产。 

2.教学目标 

（1）了解聚乙烯熔喷非织造布制备试验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聚乙烯熔喷非织造布制备试验的原理。 

（3）掌握熔喷法制备聚乙烯非织造材料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11：丙纶/涤纶非织造布抗菌整理 

1.教学内容 

对非织造布进行抗菌整理实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对非织造布进行抗菌整理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非织造布抗菌整理的实验原理。 

（3）掌握非织造布抗菌整理的实验方法以及性能分析测试。 

实验项目 12：丙纶/涤纶非织造布抗静电整理 

1.教学内容 

对非织造布进行抗静电整理实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对非织造布进行抗静电整理的目的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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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非织造布抗静电整理的实验原理。 

（3）掌握非织造布抗静电整理的实验方法以及性能分析测试。 

实验项目 13：丙纶/涤纶等离子体预处理及接枝聚合改性 

1.教学内容 

对非织造布进行化学接枝改性实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对非织造布进行化学接枝改性实验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等离子体辐射与接枝聚合改性的实验原理。 

（3）掌握等离子体辐射与接枝聚合改性的实验方法以及性能分析测试。 

实验项目 14：丙纶/涤纶紫外光照射化学接枝改性实验 

1.教学内容 

利用光化学反应仪对丙纶、涤纶纤维进行光辐射处理以对其进行改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对丙纶、涤纶纤维进行光辐射处理以对其进行改性实验的目的和意

义。 

（2）熟悉紫外光照射改性丙纶/涤纶纤维的实验原理。 

（3）掌握紫外光照射改性丙纶/涤纶纤维的实验方法以及性能分析测试。 

实验项目 15：涤纶针刺土工布的制备及其性能测试 

1.教学内容 

利用针刺非织造布设备制备涤纶土工布并测定其相关性能参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制备针刺涤纶土工布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针刺涤纶土工布加固的基本原理。 

（3）掌握针刺涤纶土工布加固的实验技术，及其微观结构与性能分析表征。 

实验项目 16：腈纶针刺布过滤材料的制备（透气、纤度、强度） 

1.教学内容 

利用针刺非织造布设备制备腈纶布并测定其相关性能参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制备针刺腈纶布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针刺腈纶布加固的基本原理。 

（3）掌握针刺腈纶布加固的实验技术，及其微观结构与性能分析表征。 

实验项目 17：丙纶气流成网与热粘合 

1.教学内容 

利用气流成网机组制备丙纶纤网。 

2.教学目标 

（1）了解制备丙纶纤网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气流成网实验系统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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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气流成网技术生产丙纶纤网的方法，及其微观结构与性能分析表征。 

实验项目 18：涤纶气流成网与热粘合 

1.教学内容 

利用气流成网机组制备涤纶纤网。 

2.教学目标 

（1）了解制备涤纶纤网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气流成网实验系统的工作原理。 

（3）掌握气流成网技术生产涤纶纤网的方法，及其微观结构与性能分析表征。 

实验项目 19：锦纶气流成网与热粘合 

1.教学内容 

利用气流成网机组制备锦纶纤网。 

2.教学目标 

（1）了解制备锦纶纤网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气流成网实验系统的工作原理。 

（3）掌握气流成网技术生产锦纶纤网的方法，及其微观结构与性能分析表征。 

实验项目 20：热轧非织造布的制备极其性能测试 

1.教学内容 

利用热轧非织造布设备制备热轧非织造布并测定其相关性能参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制备热轧非织造布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制备热轧非织造布的基本原理 

（3）掌握热轧非织造布生产线的操作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学生的实验报告必须独立完成，不得抄袭；实验结果必须真实、可靠，及时记录

实验现象，不得更改实验数据，对实验结果必须进行理论分析。 

实验报告的内容可分为：1）实验目的；2）实验仪器及试剂、工具；3）实验原

理；4）实验操作步骤；5）实验结果：实验现象及数据分析 

2．考核方式 

实验成绩根据学生的实验出勤、实验准备、实验报告、操作技能和实验结果五项

综合评分。学生必须按规定出勤，无故缺勤的学生原则上不安排补做实验，3 次及 3

次以上无故缺勤的学生，其实验成绩被评为不合格。实验出勤占 10%，实验准备占

10%，实验报告质量占 30%，实验操作技能占 40%，实验结果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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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 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 现有台套数 

玻璃恒温水浴锅 12 油浴加热装置 12 

回转粘度计 2 接触角测定仪 1 

电子天平 5 表面张力仪 1 

土工布动态穿孔仪 5 土工布磨擦仪 5 

土工布透水性测定仪 5 土工布有效孔径测定仪 5 

熔喷无纺布小型生产线 1 针刺热轧气流成网生产线 1 

等离子体 缺 4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编 

2.参考书： 

蒋耀兴主编，《纺织工程专业实验教程》，2000 年 

焦晓宁，刘建勇主编，非织造布后整理，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 年 

柯勤飞，靳向煜主编，《非织造学（第 2 版）》，东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 

郭秉臣主编，《非织造材料与工程学》，中国纺织出版社，2010 年； 

程博闻主编，《非织造布用粘合剂》，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 年； 

言宏元主编，《非织造工艺学（第 2 版）》，中国纺织出版社，2010 年。 

 

 

 

执 笔 人：朱新生   丁远蓉   

         张欢嘉  

 

审 批 人：王祥荣   

完 成 时 间：2016.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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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织造学（下）》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NMEN3022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非织造学/ Nonwoven Science & Technology II 

课程学时：63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非织造材料

实验分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理论教学与实践，要求学生系统掌握非织造学基础理论相关的实验理论

与实验技术，以及非织造材料工艺、结构与性能方面的实验理论与实验技术，加深对

非织造学这门课程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理解；使学生能较好掌握非织造材料及产品

的工艺技术和相关理论，具有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动手能力，为今后

从事非织造学科领域的生产、研发、经营管理或进一步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实验类型分为综合性和创新性两种类型。其中综合性实验所占比例为

67％，创新性实验为 33％。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非织造布动态穿孔

试验 
综合性 3 2 必修 

2 非织造布摩擦试验 综合性 3 2 必修 

3 
非织造布透水性测

定试验 
综合性 3 2 必修 

4 
非织造布有效孔径

测定试验 
综合性 3 2 必修 

5 
熔喷非织造布的制

备试验 
创新性 6 8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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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非织造布动态穿孔试验 

1.教学内容 

使用非织造布动态穿孔试验仪对非织造布进行试验并测定钢锥穿刺程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动态穿孔试验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动态穿孔试验的实验原理。 

（3）掌握非织造布动态穿孔试验仪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2：非织造布摩擦试验 

1.教学内容 

使用非织造布摩擦试验仪对非织造布进行摩擦试验并测定其磨损程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非织造布摩擦试验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非织造布摩擦试验的原理。 

（3）掌握非织造布摩擦试验仪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3：非织造布透水性测定试验 

1.教学内容 

使用非织造布透水性测定仪对非织造布进行透水性测定试验并评价其透水性能。 

2.教学目标 

（1）了解非织造布透水性测定试验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非织造布透水性测定试验的原理。 

（3）掌握非织造布透水性测定仪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4：非织造布有效孔径测定试验 

1.教学内容 

使用非织造布有效孔径测定仪对非织造布进行有效孔径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非织造布有效孔径测定试验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非织造布有效孔径测定试验的原理。 

（3）掌握非织造布有效孔径测定仪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5：熔喷非织造布的制备试验 

1.教学内容 

使用熔喷非织造布小型生产线对聚丙烯（PP），尼龙（PA），聚酯（PET）等

热塑性材料进行熔喷无纺布试验和小样生产。 

2.教学目标 

（1）了解熔喷非织造布制备试验的目的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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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熔喷非织造布制备试验的原理。 

（3）掌握熔喷非织造布小型生产线的操作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学生的实验报告必须独立完成，不得抄袭；实验结果必须真实、可靠，及时记录

实验现象，不得更改实验数据，对实验结果必须进行理论分析。 

实验报告的内容可分为：1）实验目的；2）实验仪器及试剂、工具；3）实验原

理；4）实验操作步骤；5）实验结果：实验现象及数据分析 

2．考核方式 

实验成绩根据学生的实验出勤、实验准备、实验报告、操作技能和实验结果五项

综合评分。学生必须按规定出勤，无故缺勤的学生原则上不安排补做实验，3 次及 3

次以上无故缺勤的学生，其实验成绩被评为不合格。实验出勤占 10%，实验准备占

10%，实验报告质量占 30%，实验操作技能占 40%，实验结果占 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 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 现有台套数 

土工布动态穿孔试验仪 5 土工布摩擦试验仪 5 

土工布透水性测定仪 5 土工布有效孔径测定仪 5 

电子天平 5 熔喷非织造布小型生产线 1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编 

2.参考书： 

柯勤飞，靳向煜主编，《非织造学（第 2 版）》，东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 

郭秉臣主编，《非织造材料与工程学》，中国纺织出版社，2010 年 

 

 

 

执 笔 人：张欢嘉   

审 批 人：王祥荣   

完 成 时 间：2016.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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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材料学》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XEI1013                       课程学分：3.0 

课程名称（中/英）：(纺织材料学/ Textile Materials) 

课程学时：63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纺织类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纺织材料分

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结合纺织材料学理论教学，使学生进一步加深对纺织材料基本知识、基本

理论的理解，掌握纺织纤维、纱线、织物结构与性能的测试分析方法、测试原理，以

及相关的纺织标准；并熟悉相关试验原理和仪器的操作规程。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认识与鉴别纺织纤维 综合性 6 2 必修 

2 织物结构分析 综合性 6 2 必修 

3 织物性能测试 综合性 6 2 必修 

4 纱线捻度的测定 验证性 2 2 选修 

5 纺织材料回潮率测定 验证性 3 2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认识与鉴别纺织纤维 

1.教学内容 

运用手感目测、燃烧试验、化学溶解试验、着色试验、显微镜观察等常用实验方

法鉴别纤维。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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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纺织纤维的外观形态特征和内在性质。 

（2）熟悉显微镜结构原理与正确使用方法。 

（3）掌握手感目测、燃烧试验、化学溶解试验、着色试验、显微镜观察等纤维鉴

别方法 

实验项目 2：织物结构分析 

1.教学内容 

分析织物的纱线组成、织物组织；测定织物经纬密度，判别织物经纬向；测定

织物厚度、纱线线密度、单位面积质量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电子天平、密度镜等仪器结构原理及使用方法。 

（2）熟悉织物结构各参数含义和计算表征方法。 

（3）掌握分析织物经纬密度、线密度、单位面积质量、组织等方法；利用物理

或化学方法区别织物中纤维组成。 

实验项目 3：织物性能测试 

1.教学内容 

运用织物透气仪、强伸度仪、折皱弹性仪、厚度仪、耐磨仪等试验仪器，对给定

试样的性能进行综合评价。 

2.教学目标 

（1）了解测试织物透气性、强伸度、折皱弹性、厚度、耐磨性等性能相关国家

标准。 

（2）熟悉织物透气仪、强伸度仪、折皱弹性仪、厚度仪、耐磨仪等试验仪器结

构原理及使用方法。 

（3）掌握测试并综合分析和评价织物透气性、强伸度、折皱弹性、厚度、耐磨

性等性能方法。 

实验项目 4：纱线捻度的测定 

1.教学内容 

用纱线捻度仪测量短纤纱、长丝纱的捻度、捻缩指标，观察捻缩与捻伸现象。 

2.教学目标 

（1）了解捻度仪的结构。 

（2）熟悉捻度仪操作方法。 

（3）掌握捻度标准测试方法和纱线捻度、捻系数及捻缩的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5：纺织材料回潮率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棉、麻、丝、涤纶、羊毛、锦纶等纤维材料的回潮率、放湿曲线。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用纺织纤维的吸湿、放湿特点。 

（2）熟悉烘箱、天平结构原理及使用方法。 

（3）掌握纺织材料回潮率测定和计算方法，绘制纤维放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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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根据实验报告成绩、出勤情况和实验中的操作情况综合评定实验成绩，其中实验

报告占 40%，出勤占 20，实验操作占 4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电子天平      7 台             2、纱线捻度仪             8 台 

3、显微镜      13 台             4、织物透气仪          2 台 

5、织物强力仪     5 台             6、织物折皱弹性测试装置  10 套      

7、八篮恒温烘箱   5 台             8、织物厚度仪             5 台 

9、织物密度镜    10 只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将耀兴.《纺织工程专业实验教程》.本院教材科印制.2000.10 

2、参考书：余序芬.《纺织材料实验技术》.中国纺织出版社.2004.3 

             

 

 

 

                                    执 笔 人：李春萍  

                                         审 批 人：杨旭红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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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服装 CAD/CAM 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TXEI3004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纺织服装 CAD/CAM 技术 

                                CAD/CAM for Textile & Clothing                       

课程学时：45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纺织工程分

室 

一、课程简介 

课程内容为纹制 CAD 的使用，要求学生熟练掌握纹制 CAD 的功能；要求学生

利用纹制 CAD 软件完成大提花织物的设计。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纹制 CAD 编辑功能 验证性 2 1 必修 

2 绘图功能使用 验证性 2 1 必修 

3 工艺的设定 验证性 2 1 必修 

4 特殊功能的使用 验证性 2 1 必修 

5 其他功能的使用 验证性 1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纹制 CAD 编辑功能 

1.教学内容 

纹制 CAD 编辑功能，包含图像输入，尺寸处理，组织文件引入等功能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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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软件界面，图像建立 

（2）熟悉软件编辑功能 

（3）掌握图像输入方法，参数设置等方法 

实验项目 2：绘图功能使用 

1.教学内容 

点、直线、曲线、圆、椭圆、矩形、换色、多边形、拷贝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绘图菜单各项工具功能 

（2）熟悉绘图菜单各项工具使用方法 

（3）掌握绘图菜单各项工具的使用技巧 

实验项目 3：工艺的设定 

1.教学内容 

组织生成、铺组织、投梭设定、组织表设置、样卡设计、纹板生成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工艺菜单各项工具功能 

（2）熟悉工艺菜单各项工具使用方法 

（3）掌握工艺菜单各项工具的使用技巧 

实验项目 4：特殊功能的使用 

1.教学内容 

文字生成、接回头、交织次数的统计、抽针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特殊功能菜单各项工具功能 

（2）熟悉特殊功能菜单各项工具使用方法 

（3）掌握特殊功能菜单各项工具的使用技巧 

实验项目 5：其他功能的使用 

1.教学内容 

间丝、泥地、影光、勾边、拼接、包边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其他功能菜单各项工具功能 

（2）熟悉其他功能菜单各项工具使用方法 

（3）掌握其他功能菜单各项工具的使用技巧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学生必须完成布置实验任务，提供图形文件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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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 45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遍教材………… 

2.参考书：  

 

 

 

                                               

执 笔 人：顾建华   

审 批 人：    

完 成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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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服装产品开发管理》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XEI3012                     课程学分：0.5 

课程名称（中/英）：(纺织服装产品开发管理 

            / Textile and Apparel Product Development Management)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服装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纺织服装产品开发管理实践型实验是纺织服装产品开发管理课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通过实验，使学生进一步巩固、加深对产品开发过程中各项工作的理解，掌握新

产品开发过程的方法以及相关的纺织服装标准，熟悉行业产业链的基本流程，培养学

生创新思维，学会合理地运用纺织服装专业知识完成新产品的开发。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纺材拓展实验 综合性 4 6 必修 

2 面料风格感官评价实验 综合性 6 6 必修 

3 服装产品性能虚拟测试实验 综合性 6 6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纺材拓展实验 

1.教学内容 

根据新产品的设计需求，调研相适合的纺织材料，形成各种组合方案，优选出

最适合的方案。 

2.教学目标 

（1）了解纺织新产品开发基本过程。 

（2）熟悉各种纺织材料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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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不同材料搭配组合的方法 

实验项目 2：面料风格感官评价实验 

1.教学内容 

对不同材质、不同组织的面料进行感官评价，对感官评价信息进行量化分析，

获取有效的结果，以完成感官评价实验分析报告。 

2.教学目标 

（1）了解纺织品设计和服装设计过程中，面料与设计的基本关系。 

（2）熟悉纺织感官评价实践方法。 

（3）掌握感官信息的量化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3：服装产品性能虚拟测试实验 

1.教学内容 

运用服装 CAD 的虚拟测试模块，对不同服用织物进行虚拟静态（造型效果、

服装压力分布）和动态（穿着运动余量）的仿真试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织物性能在服装产品上的表现。 

（2）熟悉服装虚拟仿真测试方法。 

（3）掌握从织物到服装成品的产品开发过程。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根据实验报告成绩、出勤情况和实验中的操作情况综合评定实验成绩，其中实

验报告占 40%，出勤占 20，实验操作占 4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服装 CAD         1 套（网络版）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L.Horne,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in Textiles: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 Woodhead Publishing, 2012. 

2、参考书：Rose Sinclair,《Textiles and Fashion: Materials, Design and Technology》, 

Woodhead Publishing,2015. 

 

                                        执 笔 人：王立川  

                                              审 批 人：眭建华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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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习(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TXEI3018                    课程学分： 2   

课程名称（中/英）：生产实习(一)/Integrated Processing Labs(1) 

课程学时： 2 周                          实验学时：2 周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中外合作班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纺织工程分

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织物仿制设计、创意编织设计、大提花花型设计三部

分。 

织物仿制设计要求每名学生独立分析 1 块给定的织物样品，并拟定相关仿制设计

规格单；创意编织设计要求每名学生采用特制的编织框板，自行组织纱线、设计图案、

制定编织方法，并制成一个具有一定意境效果的纤维工艺制品；大提花花型设计要求

每名学生对给定的一个提花、印花织物的花纹进行修缮，并以此改进设计出 3 种表现

效果。 

教学目标及基本要求： 

（1）通过织物仿制设计教学，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能力，

加强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独立工作的能力。 

（2）指导教师提供的仿制设计样品、织物花型都是近阶段从从企业或市场采集

的，通过本环节学习，让学生更多的了解市场、接近实际。 

（3）通过织物仿制设计和提花织物花型设计学习，培养学生专业理论与实际生

产结合，相互渗透和融会贯通的能力； 

（4）通过创意编织设计，培养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进行独立思考、创

新发挥的能力。 

（5）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及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和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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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织物仿制设计 综合性 3 天 1 必修 

2 创意编织设计 创新性 3 天 1 必修 

3 大提花花型设计 设计性 4 天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织物仿制设计 

1.教学内容 

对提供的一块织物样品进行织物正反面、经纬向、纤维形态、经纬纱组合、经

纬交织密度、织物组织、门幅等进行细致分析。进一步根据分析的结果和实际纺织

企业常用的材料、规格、设备等情况，并经设计和相关规格、参数的计算，拟定仿

制设计规格单。 

综合纤维、纱线、原料和织物分析技能，综合织物仿制设计的相关技术配置与

运算技能。 

2.教学目标 

（1）了解织物的基本构成。 

（2）掌握纤维鉴别、织物鉴别、织物组织分析、纱线线密度、捻度、织物缩

率、交织密度等测试技能。 

（3）掌握从织物分析到仿制设计的基本路径和相关技术要点。 

实验项目 2：创意编织设计 

1.教学内容 

在给定一个 50cm*50cm 的方形编织框板上，选用多种颜色的开司米纱线，进行

产品用途设计（工艺壁挂、小型抱枕、小型靠垫）、构图设计、编织方法设计（交织、

十字绣、钩针起绒起圈等）、流苏设计，并在框板上制成实际作品。强调作品的独特

性和创意。 

2.教学目标 

（1）了解和探索纱线编织的各种方法手段。 

（2）挖掘创意思维，提高动手编织能力。 

实验项目 3：  大提花花型设计 

1.教学内容 

对给定的一个大提花、印花或手绘纹样进行扫描引入纹织 CAD 软件中，通过分

色、轮廓勾描与修缮、上色、四方接回头、规格调整，制成一个花回的四方连续纹

样。进一步采用换色、包边、叠加、衬底等多种手段，将原纹样改进设计成 3 种不

同的效果。 

2.教学目标 

（1）熟练掌握纹织 CAD 软件的操作和绘画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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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大提花织物花型设计的引入、分色、勾描、上色、装饰、接回头、参

数调整等的基本程序与要点。 

（3）掌握运用纹织 CAD、PS 等软件对花型进行再次创新设计的技能，培养创

意设计能力。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提交一份织物分析与仿制设计文件、创意编织设计的作品与设计文件、同花型

不同设计效果的作品图稿不少于 3 幅。 

根据提交文件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作品的美观、创新效果进行评分，并按照织

物仿制设计 30%、创意编织设计 30%、大提花花型设计 30%、考核（平时成绩）10%

的比例进行综合评分。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50cm*50cm 编织框板、照布镜、织物密度镜、直尺、显微镜、电子天平、捻度

仪、JCAD 软件、各色开司米纱线。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顾平主编， 《织物组织与结构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2010.2 

2.参考书： 朱苏康 高卫东《机织学》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5 

           于伟东 《纺织材料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5 

           顾平 《织物结构与设计》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06.7 

 

 

 

 

                                               

执 笔 人：  眭建华 

审 批 人：  
 

完 成 时 间 2016 .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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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物组织学》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XEN1007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织物组织学/ Fabric Texture) 

课程学时：63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纺织类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纺织工程分

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的实验教学，要求学生掌握织物分析、设计方法；熟悉单纱整经机工

作原理及操作方法；掌握织机装造方法；掌握三元组织、联合组织、复杂组织的试织

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设计和试织。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整经工艺实验 综合性 4 5 必修 

2 织机装造实验 综合性 8 5 必修 

3 
三原组织，联合、复杂

组织上机实验 
综合性 6 5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整经工艺实验 

1.教学内容 

根据工艺单整经、上轴。 

2.教学目标 

（1）了解单纱小样整经机主要机构和工作原理。 

（2）熟悉整经软件使用。 

（3）掌握整经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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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织机装造实验 

1.教学内容 

分析织物的纱线组成、织物组织；测定织物经纬密度，判别织物经纬向；测定

织物厚度、纱线线密度、单位面积质量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小样织机送经机构、卷取机构工作原理。 

（2）熟悉电子多臂机结构及工作原理。 

（3）掌握穿综的类型及方法；掌握穿筘和扎轴的方法。 

实验项目 3：三原组织，联合、复杂组织上机实验 

1.教学内容 

利用小样织机试织三原组织、联合组织和复杂组织。 

2.教学目标 

（1）了解织造软件的使用方法。 

（2）熟悉织物规格设计和上机的技术要点。 

（3）掌握三原组织、联合组织、复杂组织的试制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根据实验报告成绩、出勤情况和实验中的操作情况综合评定实验成绩，实验成

绩占 «织物组织学»成绩的 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小样织机              9 台              

2、小样整经机             3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将耀兴.《纺织工程专业实验教程》.本院教材科印制.2000.10 

2、参考书：顾平．《织物组织与结构学》．东华大学出版社．2010 

             

 

                                

执 笔 人 朱美男、于法鹏 

审 批 人 眭建华 

完成时间 2016.2.28 

 



 

 97 

《纺织化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XEN1011                        课程学分：3.0 

课程名称（中/英）：纺织化学/Textile Technology                       

课程学时：81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纺织类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纺织工程分

室 

一、课程简介 

纺织化学实验是为了配合《纺织应用化学》课程教学所进行的实验教学。本实

验通过对蛋白质的性质、纺织用水总硬度、总碱度的测定等 6 个项目的教学实验使

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对课堂教学内容有进一步的更直接、感性的认识,通过实验使学

生对化学实验中的注意事项，安全知识及救护常识有一定的了解、掌握。学会实验

中部分常用操作、仪器的使用、玻璃仪器的洗涤及误差与数据处理等，提高学生的

动手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蛋白质的性质 综合性 3 2 必修 

2 表面活性剂的性质 综合性 3 2 必修 

3 水中铁含量的测定 综合性 3 2 必修 

4 纺织用水总硬度的测定 综合性 3 2 必修 

5 纺织用水总碱度的测定 综合性 3 2 必修 

6 
常用纺织浆料的鉴别及

纺织用水电导率的测定 
综合性 3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蛋白质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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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蛋白质的两性性质及蛋白质的沉淀反应，蛋白质的颜色反应其中包含双缩脲反

应、黄蛋白反应、茚三酮反应、米伦反应。 

2.教学目标 

（1）了解化学实验注意事项，实验安全及救护常识。 

（2）熟悉丝胶溶液的制备方法。 

（3）掌握丝胶蛋白质的性质及其相关的颜色反应。 

实验项目 2：表面活性剂的性质 

1.教学内容 

     表面活性剂耐硬水的差异及表面活性剂的鉴别—溴酚蓝法，通过毛细管浸入液

体现象分析表面张力。 

2.教学目标 

（1）了解几种常用的表面活性剂及其作用。 

（2）熟悉表面张力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3）掌握表面活性剂的性质及表面活性剂类型的鉴别方法。 

实验项目 3：水中铁含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亚铁离子与林菲罗啉生成橙红色络合物的反应及应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分光光度计的构造及工作原理。 

（2）熟悉分光光度计的使用方法。 

（3）掌握目视比色法及分光光度法测定水样中铁含量的方法。 

实验项目 4：纺织用水总硬度的测定 

1.教学内容 

电子天平的使用方法及称量方法（直接称量法、 递减称量法），硬度离子与铬

黑 T 及 EDTA 生成络合物的反应及维持反应的条件。 

2.教学目标 

（1）了解电子天平的基本构造及性能。 

（2）熟悉正确使用电子天平的方法。 

（3）掌握直接法配制 EDTA 标准溶液，掌握 EDTA 滴定法测定纺织用水总硬度。 

实验项目 5：纺织用水总碱度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水的碱度的概念及测定方法，甲基橙指示剂、酚酞指示剂的使用以及用盐酸 

溶液滴定的原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有效数字的概念和规则。 

（2）熟悉滴定管的洗涤及使用方法。 

（3）掌握 HCI 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及纺织用水总碱度的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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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6：常用纺织浆料的鉴别及纺织用水电导率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淀粉、骨胶、海藻酸钠、CMC、完全醇解 PVA、部分醇解 PVA、聚丙烯酸酯等 

浆料的化学特性及与其他常见化学试剂的显色或沉淀反应。 

     2.教学目标 

（1）了解电导率的含义及电导率仪的工作原理。 

（2）熟悉常用浆料的鉴别方法和性质。 

（3）掌握电导率仪测定纺织用水电导率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平时成绩：包括出勤次数，全勤 60 分，动手能力及学习态度满分 20 分。 

2、实验报告成绩：满分 20 分，包括书面整洁度、实验完成质量、问答题解答

正 确性。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721 分光光度计   4 台             4、TU-1810 分光光度计    2 台 

2、电子天平         4 台             5、电导率仪             4 台 

3、酸式滴定管       8 套             6、烘箱                 2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纺织化学实验讲义》/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 

2.参考书：《纺织应用化学》/张幼珠等编著.-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9.8 

                                               

 

 

 

执 笔 人：  于法鹏  

审 批 人：   卢神州  

完成时间： 2016.3 

 



 

 100 

《纺织材料学》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XEN1012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纺织材料学/ Textile Materials)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纺织类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级）纺织材料分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结合纺织材料学理论教学，使学生进一步加深对纺织材料基本知识、基本

理论的理解，掌握纺织纤维、纱线、织物结构与性能的测试分析方法、测试原理，以

及相关的纺织标准；并熟悉相关试验原理和仪器的操作规程。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认识与鉴别纺织纤维 综合性 6 2 必修 

2 织物结构分析 综合性 6 2 必修 

3 织物性能测试 综合性 6 2 必修 

4 纱线捻度的测定 验证性 2 2 选修 

5 纺织材料回潮率测定 验证性 3 2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认识与鉴别纺织纤维 

1.教学内容 

运用手感目测、燃烧试验、化学溶解试验、着色试验、显微镜观察等常用实验方

法鉴别纤维。 

2.教学目标 

（1）了解纺织纤维的外观形态特征和内在性质。 

（2）熟悉显微镜结构原理与正确使用方法。 

（3）掌握手感目测、燃烧试验、化学溶解试验、着色试验、显微镜观察等纤维

http://texlab.sud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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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方法 

实验项目 2：织物结构分析 

1.教学内容 

分析织物的纱线组成、织物组织；测定织物经纬密度，判别织物经纬向；测定

织物厚度、纱线线密度、单位面积质量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电子天平、密度镜等仪器结构原理及使用方法。 

（2）熟悉织物结构各参数含义和计算表征方法。 

（3）掌握分析织物经纬密度、线密度、单位面积质量、组织等方法；利用物理

或化学方法区别织物中纤维组成。 

实验项目 3：织物性能测试 

1.教学内容 

运用织物透气仪、强伸度仪、折皱弹性仪、厚度仪、耐磨仪等试验仪器，对给定

试样的性能进行综合评价。 

2.教学目标 

（1）了解测试织物透气性、强伸度、折皱弹性、厚度、耐磨性等性能相关国家

标准。 

（2）熟悉织物透气仪、强伸度仪、折皱弹性仪、厚度仪、耐磨仪等试验仪器结

构原理及使用方法。 

（3）掌握测试并综合分析和评价织物透气性、强伸度、折皱弹性、厚度、耐磨

性等性能方法。 

实验项目 4：纱线捻度的测定 

1.教学内容 

用纱线捻度仪测量短纤纱、长丝纱的捻度、捻缩指标，观察捻缩与捻伸现象。 

2.教学目标 

（1）了解捻度仪的结构。 

（2）熟悉捻度仪操作方法。 

（3）掌握捻度标准测试方法和纱线捻度、捻系数及捻缩的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5：纺织材料回潮率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棉、麻、丝、涤纶、羊毛、锦纶等纤维材料的回潮率、放湿曲线。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用纺织纤维的吸湿、放湿特点。 

（2）熟悉烘箱、天平结构原理及使用方法。 

（3）掌握纺织材料回潮率测定和计算方法，绘制纤维放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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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根据实验报告成绩、出勤情况和实验中的操作情况综合评定实验成绩，其中实验

报告占 40%，出勤占 20，实验操作占 4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电子天平      7 台             2、纱线捻度仪             8 台 

3、显微镜      13 台             4、织物透气仪          2 台 

5、织物强力仪     5 台             6、织物折皱弹性测试装置  10 套      

7、八篮恒温烘箱   5 台             8、织物厚度仪             5 台 

9、织物密度镜    10 只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将耀兴.《纺织工程专业实验教程》.本院教材科印制.2000.10 

2、参考书：余序芬.《纺织材料实验技术》.中国纺织出版社.2004.3 

             

 

 

                                          执 笔 人：李春萍  

                                                审 批 人：杨旭红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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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CAD 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XEN1015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纺织品 CAD 技术 Textile CAD Technology 

课程学时：  45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纺织工程分室 

一、课程简介 

AutoCAD（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是计算机应用的一个重要分支，它能根据用

户的指令（命令）迅速而准确地绘出所需要的图形，具有具有容易校正绘图错误以及

大幅度修改图形而无需重新绘制的特点，最后能输出清晰而准确的图形。它在设计过

程中能提高设计水平、减小设计绘图量、缩短设计周期、易于建立和使用标准图库及

改善绘图质量等，可广泛应用于需要设计绘图的所有领域。作为未来 21 世纪的工程

技术人员，学习并掌握现代化的设计方法，是刻不容缓的。本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

运用计算机进行绘图的能力，以使将来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

场需求。本课程的任务是通过介绍 AutoCAD 的基本绘图命令、编辑命令、系统的设

置方法、以及图形的观察与输出功能等，使学生能掌握计算机绘图的方法和技巧。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绘图命令实验 验证性 2 1 必修 

2 编辑命令实验 验证性 2 1 必修 

3 系统设置与辅助功能 验证性 2 1 必修 

4 图层、线型和块 验证性 2 1 必修 

5 文字、图形填充 验证性 2 1 必修 

6 尺寸标注 验证性 3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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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7 综合绘图 1 验证性 3 1 必修 

8 综合绘图 2 验证性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绘图命令实验 

1.教学内容 

介绍软件界面和绘图命令 

2.教学目标 

（1）了解软件界面，命令输入方式，绘图命令使用 

（2）熟悉软件界面 

（3）掌握命令输入和绘图命令的使用 

实验项目 2：编辑命令实验 

1.教学内容 

介绍编辑命令的使用与技巧 

2.教学目标 

（1）了解编辑命令 

（2）熟悉一些编辑技巧 

（3）掌握编辑命令的使用技巧 

实验项目 3：系统设置与辅助功能 

1.教学内容 

介绍软件系统的设置与辅助功能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软件系统的设置与辅助功能 

（2）熟悉一些系统的设置与辅助功能的方法 

（3）掌握系统的设置与辅助功能设置命令的使用技巧 

实验项目 4：图层、线型和块 

1.教学内容 

介绍图层、线型的设置与块的建立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图层、线型的设置与块的作用 

（2）熟悉图层、线型的设置与块的建立方法 

（3）掌握图层、线型的设置与块的建立和使用技巧 

实验项目 5：文字、图形填充 

1.教学内容 

介绍文字的建立、编辑，图案填充的方法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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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文字的建立与图案填充方法 

（2）熟悉文字的建立、编辑，图案填充的方法与编辑 

（3）掌握文字的建立、编辑，图案填充的方法与编辑使用技巧 

实验项目 6：尺寸标注 

1.教学内容 

介绍尺寸格式设置、尺寸标注及编辑 

2.教学目标 

（1）了解尺寸格式设置、尺寸标注及编辑方法 

（2）熟悉尺寸格式设置、尺寸标注 

（3）掌握尺寸格式设置、尺寸标注使用技巧 

实验项目 7：综合绘图 1 

1.教学内容 

介绍机械图的整个绘图流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机械图的整个绘图方法 

（2）熟悉机械图的绘制 

（3）掌握机械图绘制技巧 

实验项目 8：综合绘图 2 

1.教学内容 

介绍建筑图的整个绘图流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建筑图的整个绘图方法 

（2）熟悉建筑图的绘制 

（3）掌握建筑图绘制技巧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每次实验提交绘制布置图形，要求尺寸准确、对应关系正确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计算机 45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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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AutoCAD 实用教程，郑阿奇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0.4 出版 

2.参考书：AutoCAD 计算机绘图实用教程  李忆馥主编  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7.10 

                                               

 

 

执 笔 人：顾建华   

审 批 人：    

完 成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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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电子学》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XEN2014                       课程学分：3.0 

课程名称（中/英）：(电工电子学/ Electrotechnics & Electronics) 

课程学时：63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 

实验室名称：机电工程学院 电工电子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实验是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一种重要方法，而电工电子学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

学科，因此，电工电子学实验在教学环节中更显重要。 电工电子学实验除了进一

步巩固理论理论知识外，还应继续培养学生科学实验技能，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两方面能力得到进一步训练和提高，为将来从事科技工作打好必要的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迭加定理和戴维宁定理 验证性 3 2 必修 

2 单相交流电路及功率测定 综合性 3 2 必修 

3 三相交流电路 综合性 3 2 必修 

4 单管低频交流电压放大器 综合性 3 2 必修 

5 运算放大器的使用 综合性 3 2 必修 

6 整流、滤波和简单稳压电路 综合性 3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迭加定理和戴维宁定理 

1.教学内容 

验证基尔霍夫定律，验证迭加定理和戴维宁定理的正确性，有源网络与无源网

络的等效方法等。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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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会正确使用电工电子学仪器仪表。 

（2）验证基尔霍夫定律。 

（3）验证迭加定理和戴维宁定理的正确性，及线性电路的认识。 

（4）学会用实验方法求二端网络的等效参数。 

实验项目 2：单相交流电路及功率测定 

1.教学内容 

学习交流电路中基尔霍夫定律的表示形式，交流电路中功率的表达式，相量图

的画法，感性负载提高功率因数的原理和方法。 

2.教学目标 

（1）学会交流电压表、电流表和功率表的用法及仪表量程的选择。 

（2）明确交流电路中电压、电流和功率之间的关系。 

（3）了解感性负载用并联电容器来提高功率因数的方法。 

实验项目 3：三相交流电路 

1.教学内容 

了解三相交流电路中供电各相的关系，运用有关测试仪器，测试在三相交流电

路中负载不同接线方法的电流、电压、功率的关系。 

2.教学目标 

（1）学习三相交流电路中，负载的星形和三角形连接方法。 

（2）明确三相对称负载在作星形和三角形连接时的特点。 

（3）了解三相四线制中线的作用。 

实验项目 4：单管低频交流电压放大器 

1.教学内容 

学习单管低频交流放大电路的工作原理，如何配置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工

作点不同对放大性能的影响，计算电路的放大倍数。 

2.教学目标 

（1）学习低频信号发生器和二踪示波器的使用方法。 

（2）学会静态工作点的设置、调整和测试方法。 

（3）学会放大器的电压放大倍数的测量方法，了解负载电阻对电压放大倍数

的影响。 

实验项目 5：运算放大器的使用 

1.教学内容 

学习运算放大器的输入方式和基本应用电路的原理，推导电路的输入与输出

之间的关系，分析运算精度的影响因素。 

2.教学目标 

（1）熟悉集成运算放大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2）利用集成运算放大器进行比例、求和、积分运算，并验证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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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6：整流、滤波和简单稳压电路 

1.教学内容 

熟悉整流、滤波、稳压的原理及整流、稳压元件的选择，估算稳压电路的输

出电压及电流。 

2.教学目标 

（1）熟悉半波、桥式整流电路的组成。 

（2）观察和比较各种滤波器的滤波效果。 

（3）观察有无稳压环节对整流电压的变化率，验证稳压效果。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根据实验报告成绩、出勤情况和实验中的操作情况综合评定实验成绩，其中实

验报告占 40%，出勤占 20%，实验操作占 4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数字万用表       15 台           2、数字双踪示波器       15 台 

3、直流毫安表       30 台             4、交流电压表         30 台 

5、电工电子实验台    15 套             6、低频信号发生器      15 台      

7、三相负载灯箱      15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汪萍.《电子电工学实验指导书》.校教材科印制.2001.6 

2、参考书：叶挺秀.《电工电子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1 

             

 

                                              

                                      执 笔 人：张长胜  

                                            审 批 人：眭建华  

                      完 成 时 间： 2016.3 

 

 

 



 

 110 

《纺织工艺与产品设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TXEN3009                      课程学分：  2   

课程名称（中/英）：纺织工艺与产品设计 

                  / Technology and Product Design of Textile    

课程学时： 2 周                             实验学时：2 周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纺织工程分

室 

一、课程简介 

课程的主要内容： 

本课程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纺织产品设计、纺织工艺与设备设计、车间布局设计

三部分。 

工艺设计要求每名学生依自己独立设计的产品为主要依据，完成产品的规格设计、

组织设计、原料用量工艺设计；、纺织工艺与设备设计包括生产计划、产品工艺流程

设计、依据不同生产能力夫人各种配套设备的选型和配备数量核算；车间布局设计包

括工厂的车间设计、所有机器设备排列和附房设计。最终实现学生各自设计一个规模

不同、产量不等、品种不同、花素比例不同的纺织厂。 

教学目标及基本要求： 

（1）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能力，加强学生分析问题和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独立工作的能力； 

（2）培养学生专业实践和应用的能力、技术经济分析和协调综合考虑问题的能

力。实现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相互渗透和融会贯通。 

（3）在设计过程中，应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以及设计的基本原则，体现出纺织

工业生产中的先进经验和技术成果；发挥个人独立研究和查阅资料的能力和获取新知

识的能力。为在将来工作岗位上能够选择与运用资料解决实际问题，打下良好的基础。 

（4）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及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和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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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针对产品的数量和产量为每名学生下达设计任务。设计须体现传统与现

代工艺的结合。每位同学按时上交《纺织工艺与产品设计》说明书一份（包括总论、

产品设计、工艺设计、配套设备核算、车间布局等）、标准设计图纸若干。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纺织产品设计 综合性 3 天 1 必修 

2 纺织工艺与设备设计 创新性 3 天 1 必修 

3 车间布局设计 设计性 4 天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纺织产品设计 

1.教学内容 

依织物的组织、原料、上机形式、用途对纺织产品（面料）进行设计。，结合设

备的考虑、原料的运用、花素比例，选用不同的产品及工艺流程。 

结合原料和织物组织及织机的运用，进行包括经纬织缩率、捻缩率、整经、百米

绸经纬原料用量的计算及成品核算。 

2.教学目标 

（1）了解产品规格与工艺流程的确定，织物的技术设计。 

（2）熟悉依织物的组织、原料、上机形式、用途对纺织产品（面料）进行设计，

结合设备的考虑、原料的运用、花素比例，选用不同的产品及工艺流程。 

（3）掌握基于织物规格的织物技术设计，原料用量及成品核算。 

实验项目 2：纺织工艺与设备设计 

1.教学内容 

按照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和设备的特点，合理选择机器设备配套类型，根据生产品

种的特点确定各机器的生产效率和计划停台率。根据织机的车速、效率结合百米绸的

经纬丝原料需用量计算出每小时、日、月、年经纬丝的实际总用量。 

以各类配套设备的生产能力，确定工艺流程中各类机器设备的定额台数和配备台

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各类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和设备的特点 

（2）熟悉各类机器设备配套类型及设备参数 

（3）掌握结合面料产品的特点及产量要求，对各工艺流程做配套设备的技术设

计，实现合理配置。  

实验项目 3：车间布局设计 

1.教学内容 

根据工艺要求和连续生产的原则及机器设备和柱网尺寸的要求，设计车间机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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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工艺操作图，并安排辅助生产的附房设计。绘制各车间机器设备及附房排列图。 

2.教学目标 

（1）了解各类面料产品工艺要求和连续生产的基本原则和生产要求 

（2）熟悉据工艺要求和连续生产的原则及机器设备和柱网尺寸的要求，设计车

间机器流程和工艺操作图。 

（3）掌握纺织面料织造车间、准备车间的工艺布局设计，各车间机器设备及附

房标准排列图。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原则上每人完成一个规模不同、产量不等、品种不同、花素比例不同的丝绸厂，

需选用设计剑杆、喷水、喷气、片梭的新型织机车间二个。每位同学按时上交《纺织

工艺与产品设计》说明书一份（包括总论、产品设计、工艺设计、配套设备核算、车

间布局等）、标准设计图纸若干。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号图板  丁字尺 若干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苏州丝绸工学院 浙江丝绸工学院  《丝绸工厂设计》 中国纺织出版 

             社.1995.6 

2.参考书：  《中国出口绸缎统一规格》中国丝绸工业总公司 1995.12 

《绸缎规格手册》  中国丝绸工业总公司 1991.10 

朱苏康 高卫东《机织学》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5 

上海市丝绸公司 《丝织手册》  纺织工业出版社 1990.12 

于伟东 《纺织材料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5 

顾平 《织物结构与设计》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06.7 

 

                                          

 

      

执 笔 人： 冯  岑 

审 批 人： 
 

完 成 时 间 2016 .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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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纺试织》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TXEN3010                     课程学分： 2   

课程名称（中/英）：试纺试织/ Test of Spinning and Weaving 

课程学时：  2 周                           实验学时：2 周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纺织工程分室 

一、课程简介 

课程的主要内容： 

本课程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织物仿制设计、创意编织设计、大提花花型设计三部

分。 

织物仿制设计要求每名学生独立分析 1 块给定的织物样品，并拟定相关仿制设计

规格单；创意编织设计要求每名学生采用特制的编织框板，自行组织纱线、设计图案、

制定编织方法，并制成一个具有一定意境效果的纤维工艺制品；大提花花型设计要求

每名学生对给定的一个提花、印花织物的花纹进行修缮，并以此改进设计出 3 种表现

效果。 

教学目标及基本要求： 

（1）通过织物仿制设计教学，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能力，

加强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独立工作的能力。 

（2）指导教师提供的仿制设计样品、织物花型都是近阶段从从企业或市场采集

的，通过本环节学习，让学生更多的了解市场、接近实际。 

（3）通过织物仿制设计和提花织物花型设计学习，培养学生专业理论与实际生

产结合，相互渗透和融会贯通的能力； 

（4）通过创意编织设计，培养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进行独立思考、创新

发挥的能力。 

（5）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及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和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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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织物仿制设计 综合性 3 天 1 必修 

2 创意编织设计 创新性 3 天 1 必修 

3 大提花花型设计 设计性 4 天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织物仿制设计 

1.教学内容 

对提供的一块织物样品进行织物正反面、经纬向、纤维形态、经纬纱组合、经纬

交织密度、织物组织、门幅等进行细致分析。进一步根据分析的结果和实际纺织企业

常用的材料、规格、设备等情况，并经设计和相关规格、参数的计算，拟定仿制设计

规格单。 

综合纤维、纱线、原料和织物分析技能，综合织物仿制设计的相关技术配置与运

算技能。 

2.教学目标 

（1）了解织物的基本构成。 

（2）掌握纤维鉴别、织物鉴别、织物组织分析、纱线线密度、捻度、织物缩率、

交织密度等测试技能。 

（3）掌握从织物分析到仿制设计的基本路径和相关技术要点。 

实验项目 2：创意编织设计 

1.教学内容 

在给定一个 50cm*50cm 的方形编织框板上，选用多种颜色的开司米纱线，进行

产品用途设计（工艺壁挂、小型抱枕、小型靠垫）、构图设计、编织方法设计（交织、

十字绣、钩针起绒起圈等）、流苏设计，并在框板上制成实际作品。强调作品的独特

性和创意。 

2.教学目标 

（1）了解和探索纱线编织的各种方法手段。 

（2）挖掘创意思维，提高动手编织能力。 

实验项目 3：  大提花花型设计 

1.教学内容 

对给定的一个大提花、印花或手绘纹样进行扫描引入纹织 CAD 软件中，通过分

色、轮廓勾描与修缮、上色、四方接回头、规格调整，制成一个花回的四方连续纹样。

进一步采用换色、包边、叠加、衬底等多种手段，将原纹样改进设计成 3 种不同的效

果。 

2.教学目标 

（1）熟练掌握纹织 CAD 软件的操作和绘画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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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大提花织物花型设计的引入、分色、勾描、上色、装饰、接回头、参

数调整等的基本程序与要点。 

（3）掌握运用纹织 CAD、PS 等软件对花型进行再次创新设计的技能，培养创

意设计能力。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提交一份织物分析与仿制设计文件、创意编织设计的作品与设计文件、同花型不

同设计效果的作品图稿不少于 3 幅。 

根据提交文件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作品的美观、创新效果进行评分，并按照织物

仿制设计 30%、创意编织设计 30%、大提花花型设计 30%、考核（平时成绩）10%

的比例进行综合评分。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50cm*50cm 编织框板、照布镜、织物密度镜、直尺、显微镜、电子天平、捻度

仪、JCAD 软件、各色开司米纱线。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顾平主编， 《织物组织与结构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2010.2 

2.参考书：朱苏康 高卫东《机织学》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5 

于伟东 《纺织材料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5 

         顾平 《织物结构与设计》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06.7 

 

 

 

 

                                               

执 笔 人：  眭建华 

审 批 人：  
 

完 成 时 间 2016 .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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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丝工艺学》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XEN3017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长丝工艺学/ Filament Technology)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纺织材料分

室 

一、课程简介 

长丝工艺学实验是长丝工艺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验，使学生进一步巩

固、加深对长丝生产工艺、产品性能理解，掌握长丝结构与性能的测试方法、测试原

理，以及相关的纺织标准，熟悉相关试验原理和仪器的操作规程，培养学生动手能力、

观察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蚕茧工艺性能测定 综合性 4 2 必修 

2 生丝纤度设计 综合性 6 2 必修 

3 长丝纱性能测试与分析综合实验 综合性 6 2 必修 

4 生丝抱合力测定 验证性 2 2 必修 

5 生丝黑板检验 验证性 2 2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蚕茧工艺性能测定 

1.教学内容 

测量蚕茧在几种温度、真空度下渗透吸水特性，记录浮茧、瘪茧数量；测定茧

形大小、茧各部分组成比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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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真空渗透作用原理和蚕茧真空渗透吸水特性。 

（2）熟悉真空渗透吸水操作规程及浮茧、瘪茧产生原因。 

（3）掌握真蚕茧空度测试与计算方法；学会测定茧幅及蚕茧各部分组成。 

实验项目 2：生丝纤度设计 

1.教学内容 

首先是煮茧，其次通过一粒缫工艺试验，测量蚕茧的茧丝纤度、茧丝长等性能指

标，绘制茧丝纤度分布曲线，设计生丝纤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煮茧的工艺流程及蚕茧各工艺性能指标。 

（2）熟悉茧尺器结构与使用方法。 

（3）掌握蚕茧茧丝纤度、茧丝长的等工艺性能测定与计算方法；能够绘制茧丝

的分布曲线；学会设计生丝纤度的方法。 

实验项目 3：长丝纱性能测试与分析综合实验 

1.教学内容 

运用有关测试仪器，测量长丝纱的线密度、强伸度、热收缩性等指标并分析影

响因素。 

2.教学目标 

（1）了解影响长丝纱线线密度、强伸度、热收缩性等性能测定结果的因素。 

（2）熟悉相关仪器的结构和测试原理。 

（3）掌握长丝纱的线密度、强伸度、热收缩性等测试方法 

实验项目 4：生丝抱合力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生丝抱合力。 

2.教学目标 

（1）了解测定生丝抱合力国家标准。 

（2）熟悉生丝抱合力仪的结构和测试原理。。 

（3）掌握生丝抱合测试方法。 

实验项目 5：生丝黑板检验 

1.教学内容 

对照生丝检验标准样照（实样），评定生丝匀度、洁净、清洁成绩 

2.教学目标 

（1）了解黑板检验室的布置和黑板机的结构。 

（2）熟悉生丝黑板检验国家标准。 

（3）掌握生丝检验黑板的制作方法及生丝匀度、洁净、清洁检验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根据实验报告成绩、出勤情况和实验中的操作情况综合评定实验成绩，其中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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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占 40%，出勤占 20，实验操作占 4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电子天平         7 台             2、抱合力机               5 台 

3、八篮恒温烘箱      5 台             4、纱线弹性仪          5 台 

5、检尺器           10 台             6、电子单纱强力机        5 套      

7、真空渗透装置      5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将耀兴.《纺织工程专业实验教程》.本院教材科印制.2000.10 

2、参考书：余序芬.《纺织材料实验技术》.中国纺织出版社.2004.3 

             

 

 

                                              

                                       执 笔 人：李春萍  

                                            审 批 人：杨旭红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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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车实习》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XEN3042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平车实习/ The dismantle and assembly practice of 

textile machinery)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纺织类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纺织工程分

室 

一、课程简介 

《平车实习》是纺织工程专业学生的专业实习环节，通过对织机的拆解、安装，

使学生了解织机的结构、性能，了解平车的目的、掌握工具的使用方法，掌握织机拆

装顺序，各零部件安装步骤与要求，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二、实习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拆机 综合性 8 6 必修 

2 装机 综合性 48 6 必修 

3 校车 综合性 16 6 必修 

三、实习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习项目 1：拆机 

1.教学内容 

了解织机各机构性能，按照拆机原则，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拆解织机。 

2.教学目标 

（1）了解织机完好技术条件；了解拆机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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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工具的使用与维护。 

（3）掌握大、小平车周期及要求；掌握拆机原则、拆机顺序。 

实习项目 2：装机 

1.教学内容 

轴的安装；辅助墙板及投梭机构安装；传动与制动机构安装；打纬及换梭机构

安装；送经与卷取机构安装。 

2.教学目标 

（1）了解车脚板的的作用、材料及平整方法；了解机架安装的步骤及要求。 

（2）熟悉各轴不灵活的主要原因；熟悉换梭机构及双梭箱的安装步骤及要求。 

（3）掌握各轴的安装步骤及要求；掌握五大机构的安装步骤与调节要求。  

实习项目 3：校车 

1.教学内容 

校车、试车。 

2.教学目标 

（1）了解试车的步骤与注意事项。 

（2）熟悉织机的操作。 

（3）掌握校车的项目、步骤与要求。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习成绩根据学生的平时成绩（包括出勤、实习态度、动手能力）、操作考核和

理论考核综合评分。平时成绩占 60%，操作考核占 20%，理论考核占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K274 型织机      6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纺织教研室编《平车实习讲义》 

2、参考书：朱苏康  高卫东．《机织学》．中国纺织出版社．2009 

 

 

 

执 笔 人: 朱美男、于法鹏 

审 批 人: 冯  岑 

完成时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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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习(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TXEI3070                      课程学分： 2 

课程名称（中/英）：生产实习(二)/Integrated Processing Labs(2) 

课程学时：  2 周                            实验学时：2 周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中外合作班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纺织工程分

室 

一、课程简介 

课程的主要内容： 

本课程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纺织产品设计、纺织工艺与设备设计、车间布局设计

三部分。 

工艺设计要求每名学生依自己独立设计的产品为主要依据，完成产品的规格设

计、组织设计、原料用量工艺设计；、纺织工艺与设备设计包括生产计划、产品工艺

流程设计、依据不同生产能力夫人各种配套设备的选型和配备数量核算；车间布局设

计包括工厂的车间设计、所有机器设备排列和附房设计。最终实现学生各自设计一个

规模不同、产量不等、品种不同、花素比例不同的纺织厂。 

教学目标及基本要求： 

（1）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能力，加强学生分析问题和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独立工作的能力； 

（2）培养学生专业实践和应用的能力、技术经济分析和协调综合考虑问题的能

力。实现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相互渗透和融会贯通。 

（3）在设计过程中，应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以及设计的基本原则，体现出纺织

工业生产中的先进经验和技术成果；发挥个人独立研究和查阅资料的能力和获取新知

识的能力。为在将来工作岗位上能够选择与运用资料解决实际问题，打下良好的基础。 

（4）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及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和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指导教师针对产品的数量和产量为每名学生下达设计任务。设计须体现传统与现

代工艺的结合。每位同学按时上交《纺织工艺与产品设计》说明书一份（包括总论、

产品设计、工艺设计、配套设备核算、车间布局等）、标准设计图纸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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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纺织产品设计 综合性 3 天 1 必修 

2 纺织工艺与设备设计 创新性 3 天 1 必修 

3 车间布局设计 设计性 4 天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纺织产品设计 

1.教学内容 

依织物的组织、原料、上机形式、用途对纺织产品（面料）进行设计。，结合设

备的考虑、原料的运用、花素比例，选用不同的产品及工艺流程。 

结合原料和织物组织及织机的运用，进行包括经纬织缩率、捻缩率、整经、百米

绸经纬原料用量的计算及成品核算。 

2.教学目标 

（1）了解产品规格与工艺流程的确定，织物的技术设计。 

（2）熟悉依织物的组织、原料、上机形式、用途对纺织产品（面料）进行设计，

结合设备的考虑、原料的运用、花素比例，选用不同的产品及工艺流程。 

（3）掌握基于织物规格的织物技术设计，原料用量及成品核算。 

实验项目 2：纺织工艺与设备设计 

1.教学内容 

按照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和设备的特点，合理选择机器设备配套类型，根据生产品

种的特点确定各机器的生产效率和计划停台率。根据织机的车速、效率结合百米绸的

经纬丝原料需用量计算出每小时、日、月、年经纬丝的实际总用量。 

以各类配套设备的生产能力，确定工艺流程中各类机器设备的定额台数和配备台

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各类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和设备的特点 

（2）熟悉各类机器设备配套类型及设备参数 

（3）掌握结合面料产品的特点及产量要求，对各工艺流程做配套设备的技术设

计，实现合理配置。  

实验项目 3：车间布局设计 

1.教学内容 

根据工艺要求和连续生产的原则及机器设备和柱网尺寸的要求，设计车间机器流

程和工艺操作图，并安排辅助生产的附房设计。绘制各车间机器设备及附房排列图。 

 

2.教学目标 

（1）了解各类面料产品工艺要求和连续生产的基本原则和生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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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据工艺要求和连续生产的原则及机器设备和柱网尺寸的要求，设计车

间机器流程和工艺操作图。 

（3）掌握纺织面料织造车间、准备车间的工艺布局设计，各车间机器设备及附

房标准排列图。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原则上每人完成一个规模不同、产量不等、品种不同、花素比例不同的丝绸厂，

需选用设计剑杆、喷水、喷气、片梭的新型织机车间二个。每位同学按时上交《纺织

工艺与产品设计》说明书一份（包括总论、产品设计、工艺设计、配套设备核算、车

间布局等）、标准设计图纸若干。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号图板  丁字尺 若干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苏州丝绸工学院 浙江丝绸工学院  《丝绸工厂设计》 中国纺织出版

社.1995.6 

2.参考书  《中国出口绸缎统一规格》中国丝绸工业总公司 1995.12 

《绸缎规格手册》  中国丝绸工业总公司 1991.10 

朱苏康 高卫东《机织学》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5 

上海市丝绸公司 《丝织手册》  纺织工业出版社 1990.12 

于伟东 《纺织材料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5 

顾平 《织物结构与设计》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06.7 

 

                                          

 

 

      

执 笔 人：  冯 岑 

审 批 人：  
 

完 成 时 间: 2016 .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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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织学》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XEN3073                     课程学分：4 

课程名称（中/英）：(机织学/Weaving) 

课程学时：81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纺织类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纺织工程分

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的实验教学，要求学生了解络筒机、并捻机、捻丝机、单纱浆纱机、小

样织机、丝织机等设备的主要机构及工作原理；掌握张力仪、单纱强力仪、闪光测速仪、

转速仪、恩氏粘度计等仪器的使用方法。掌握络筒、并丝、捻丝、织造过程中纱线张力

的测试分析方法；熟悉实验各主要设备的工艺参数及调节方法；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创新设计能力、分析问题能力，以及严格、认真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态度。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络筒实验 综合性 2 3 必修 

2 并纱实验 验证性 3 3 必修 

3 捻纱实验 综合性 3 3 必修 

4 经纱上浆实验 综合性 4 3 必修 

5 浆纱质量检验 综合性 4 3 必修 

6 经缩、织缩测试 综合性 2 4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络筒实验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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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络筒过程中纱线张力、线速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络筒机结构及工艺流程。 

（2）熟悉络筒机张力调节方法。 

（3）掌握张力仪和线速仪的使用方法；分析影响络纱张力的主要因素。 

实验项目 2：并纱实验 

1.教学内容 

测量并线过程中单纱张力；验证钢丝圈与锭子差速形成卷绕的原理；分析筒子直径

变化时，钢丝圈转速和捻度变化的情况。 

2.教学目标 

（1）了解并纱机结构及工作原理。 

（2）熟悉并纱机操作。 

（3）掌握并纱张力的测试方法；掌握并纱筒子、钢丝圈转速的测试方法。 

实验项目 3：捻纱实验 

1.教学内容 

比较不同锭速、不同退解筒子直径、不同捻度以及导丝钩上不同绕丝圈数时张力的

大小；测定锭子转速并观察气圈形状；比较实际捻度和理论捻度之间的差异。 

2.教学目标 

（1）了解捻丝机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2）熟悉捻丝机操作。 

（3）掌握纱线加捻方法；掌握捻度、捻缩的测试方法。 

实验项目 4：经纱上浆实验 

1.教学内容 

根据已经掌握的理论知识，自制浆料；测试浆液性质；在实验浆纱机上进行上浆试

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上浆工艺参数与浆纱质量的关系。 

（2）熟悉单纱浆纱机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3）掌握上浆工艺参数的调节；掌握浆液含固率、恩氏粘度的检测方法。 

实验项目 5：浆纱质量检验 

1.教学内容 

测定上浆纱线的上浆率和强力、伸长。 

2.教学目标 

（1）了解纱线上浆率与浆纱质量的关系。 

（2）熟悉烘箱、电子天平的使用方法。 

（3）掌握上浆率和强力、伸长的检测方法。 

实验项目 6：经缩、织缩测试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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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织物组织对经缩率、织缩率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了解自动织样机的工作原理。 

（2）熟悉自动织样机的操作方法。 

（3）掌握经缩率、织缩率的测定、计算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根据实验报告成绩、出勤情况和实验中的操作情况综合评定实验成绩，实验成绩占 

«机织学»成绩的 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电子天平                  6 台              

2、精密络筒机                 2 台 

3、GD122 并捻机            1 台              

4、JSGD144 捻丝机           1 台 

5、GA391 型单纱浆纱机        1 台              

6、自动小样织机              10 台      

7、ETM 张力仪                2 台              

8、DTMX-200 张力仪          5 台 

9、SFY-13 张力仪              2 台 

10、PN-01C 便携式频闪仪      3 台 

11、SC-3B 闪光测速仪         4 台 

12、DSS-2 型闪光测速仪       4 台 

13、YS-20 转速仪             4 台 

14、糖度计                   3 台 

15、电磁炉                   4 台 

16、恩氏粘度计               6 台 

17、烘箱                     5 台 

18、单纱强力仪               5 台 

19、纱线捻度仪               8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将耀兴.《纺织工程专业实验教程》.本院教材科印制.2000.10 

2.参考书：李丽君 崔鸿钧．《机织技术实验教程》．东华大学出版社．2009 

         朱苏康  高卫东．《机织学》．中国纺织出版社．2009 

                                    

执 笔 人: 朱美男、于法鹏 

审 批 人: 冯岑 

完成时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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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织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XEN3074                       课程学分：2.50 

课程名称（中/英）：针织学/Knitting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纺织类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纺织工程分

室 

一、课程简介 

《针织学》实验通过横机、圆机的认识及运动分析和罗纹、集圈、波纹、平针、

提花等几种组织的编织与组织分析实验使学生对纬编针织物组织结构的特点与特性

及横机、圆机的基本结构、编织原理有进一步的感性认识，通过对仪器设备的操作使

用，理论联系实际，强化课堂教学中的知识点，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横机的认识与平针、罗

纹组织的编织 
综合性 4 2 必修 

2 集圈、波纹组织的编织 综合性 3 2 必修 

3 
罗纹空气层、及筒状织

物的编织 
综合性 3 2 必修 

4 提花织物的编织 综合性 4 2 必修 

5 圆机的认识及运动分析 演示性 1 2 必修 

6 
针织物组织分析及线圈

密度、长度测定 
综合性 3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横机的认识与平针、罗纹组织的编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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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横机的分类与一般结构，成圈机件配置与成圈过程，平针、罗纹组织结构的特

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横机的主要机构及工作原理。 

（2）熟悉机号的概念，机号与可加工纱线细度的关系。 

（3）掌握平针、罗纹组织的编织方法及起头方式。 

实验项目 2：集圈、波纹组织的编织 

1.教学内容 

了解与掌握集圈、波纹组织的编织原理及组织特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集圈组织的组织特性与分类及常用的几种波纹组织。 

（2）熟悉集圈、波纹组织的结构及形成方法。 

（3）掌握集圈、波纹组织的编织方法。 

实验项目 3：罗纹空气层、及筒状织物的编织 

1.教学内容 

了解与掌握复合组织的编织原理及组织特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复合组织的种类和组织特性。 

（2）熟悉罗纹-平针复合组织、及筒状织物的结构及形成方法。 

（3）掌握罗纹空气层、及筒状织物的编织方法。 

实验项目 4：提花织物的编织 

1.教学内容 

      了解与掌握横机成圈与选针机件、三角系统、编织与选针原理。衣坯起口方

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提花组织的种类、编织原理及组织特性。 

（2）熟悉提花横机的工作原理及操作注意事项。 

（3）掌握纹板的制作与使用及提花织物的编织方法。 

实验项目 5：圆机的认识及运动分析 

1.教学内容 

  圆机主要编织机构及其工作原理分析,牵拉卷取机构、辅助装置的工作原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圆机的辅助装置及工作原理。 

（2）熟悉圆机的基本组成与结构。 

（3）掌握部分工艺参数的调整。 

实验项目 6：针织物组织分析及线圈密度、长度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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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掌握针织物组织常用的表示方法（线圈图、意匠图、编织图）及针织物组织结

构的分析方法，能正确分析针织物的纵密、横密，测定线圈长度、未充满系 

数和覆盖系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针织物的主要参数与性能指标。 

（2）熟悉平针、罗纹、集圈、波纹组织及提花、罗纹空气层组织的结构特点。 

（3）掌握针织物组织结构分析方法及线圈密度、长度的测定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平时成绩：包括出勤次数，全勤 60 分。动手能力及学习态度,满分 20 分。 

2、实验报告成绩：满分 20 分，包括书面整洁度、实验完成质量、问答题正确

性。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二级胖花横机           10 台           4、电脑提花横机   15 台 

2、利达 UBX 型单面圆纬机  1 台            5、圆袜机         1 台 

3、络丝机                 1 台            6、缝合机         2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针织学》/龙如海主编.—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4.6 

2.参考书：《羊毛衫设计与生产工艺》/孟家光主编.—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6.1 

 

 

 

                                               

执 笔 人：  于法鹏  

审 批 人：  林红  

完 成 时 间： 20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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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纱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TXEN3075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 纺纱学 / Spinning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 

实验室名称：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纺织工程分

室 

一、课程简介 

纺纱学是纺织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包括了从纤维原料到形成纱线的主要

加工过程。本课程以纺纱加工原理为基础，主要讲解纺纱过程中纱条牵伸、纺纱张

力、纱线形态以及纱线毛羽等内容。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系统掌握纱条牵伸过程中纤维变速点位置测定方

法，了解牵伸对纱条条干的影响；掌握细纱机纺纱张力测试方法，明确不同位置处

纺纱张力分布；了解不同纺纱技术得到的纱条形态结构特征；掌握纱线毛羽测试方

法。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牵伸过程中纤维变速点位置测定 设计性 5 20 必修 

2 细纱机纺纱张力、气圈形态测试 创新性 4 20 必修 

3 不同纱线结构测试 综合性 5 20 必修 

4 纱线毛羽测试 设计性 4 20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牵伸过程中纤维变速点位置测定 

1.教学内容 

1.1 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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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牵伸过程中纤维处于二种运动状态，即受控状态和浮游状态。受控纤维的运

动是有规律的，它或以后罗拉速度运动（称慢速纤维），或以前罗拉的速度运动（称

快速纤维）；浮游纤维的运动决定于周围纤维的运动状态及中间机构（针排、皮圈、

罗拉等）对它的控制。因此浮游纤维从慢速变为快速的变速点位置是不固定的，也

即直接影响到牵伸后须条的均匀度。 

由于须条中纤维性状、牵伸区内各类纤维的数量分布、须条结构、摩擦力界分

布和牵伸倍数等因素都会影响须条中每根纤维的变速点位置，这样牵伸区内纤维的

变速点就形成了一个分布，而且这个分布对时间是不稳定的，从而破坏了纤维间的

正常移距，产生移距偏差，造成牵伸后须条不匀。实践指出，如果变速点分布愈靠

近前罗拉钳口，且其分布愈集中，则愈有利于牵伸后须条的均匀度。 

1.2 实验设备、仪器和试样 

1) 小型并条机一台。 

2) 直尺、剪刀、镊子各一把。 

3) 棉条（化纤条或毛条）若干。 

4) 高支有色示踪纱若干。 

1.3 实验内容与步骤 

1) 按要求调整并记录单区牵伸倍数 E 和两罗拉中心距 L。 

2) 示踪纱根据试样分别按 30mm（棉条）、或 70mm（毛条）、110mm（毛条）

长度剪取 n 根（n≥5）。 

3) 截取条子一根（棉条为 0.5m，毛条为 1m），在条子尾端用色笔作一参考线，

然后将条子轻轻拨开，将示踪纱按图 1-1 所示，放入条子中间，示踪纱头端之间距

离为 10mm（棉条）或 20mm(毛条)，末根示踪纱的头端距参考线为 b 末（棉条为

140mm，毛条为 500mm），此即为开车前的位置，见图 1-1（A）。 

4) 开车后条子进入牵伸区（注意防止意外牵伸），示踪纱在到达变速点位置前，

一直以后罗拉速度运动，故末根示踪纱头端到参考线的距离不变，如图 1-1（B）所

示，仍为 b 末。 

5) 变速后（即示踪纱到达变速点位置后，就以前罗拉速度运动），当末根示踪

纱走出前罗拉钳口后立即关车。（注意：参考线不能进入牵伸区），即如图 1-1（C）

所示。 

6) 取下上罗拉，在条子上作好前罗拉钳口线位置的记号，取下条子。在条子

上量取末根示踪纱头端与前罗拉钳口线的距离 c 末、各相邻示踪纱头端间的距离 di、

参考线与前罗拉钳口线间的距离 s。此时末根示踪纱头端距参考线为 H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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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纤维变速示意图 

 

7) 示踪纱变速点位置 xi 的计算： 

由图 1-1（C）可知，末根示踪纱头端从变速点位置开始到关车为止，所走过的

距离为 c 末+x 末[即图 1-1 中的（B）到（C）]；同一时间里，参考线的位移为 b 末－

(s-x 末)，由于理论牵伸为 E，所以两个位移满足如下关系式： 

  末末末末 xcExsb  )(          ……………………………………（1） 

将（1）式整理后得： 

1

)(






E

Esbc
x

末末

末               ……………………………………（2） 

对任意一根示踪纱来说，其变速点位置为： 

1

)(






E

Esbc
x ii

i                 ……………………………………（3） 

量出牵伸后任意一根示踪纱头端与前钳口线的距离 ic ，代入（3）式即可求出

各变速点的位置。 

2.教学目标 

（1）学会一种测定纤维变速点位置的方法——示踪纤维法。 

（2）加深了解须条牵伸过程中，变速点位置及分布对牵伸后须条条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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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细纱机纺纱张力、气圈形态测试 

1.教学内容 

1.1 基本知识 

环锭纺纱过程中，纱条拖动钢丝圈高速回转时，需要克服钢丝圈与钢领之间的

摩擦力，克服导纱钩和钢丝圈对纱线的摩擦阻力，以克服气圈张力。因此，在纺纱

过程中，纱条要承受一定的纺纱张力。适当的纺纱张力将增加成纱张力，对提高纱

线均匀度，减少毛羽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纺纱张力过大或过小均对生产不利。

过大容易引起断头；过小卷绕密度松，管纱容量小。尤其是突变张力，它是引起细

纱断头的重要因素。但应指出，正常生产中，纱线张力随卷绕直径的变化做周期性

变化。钢丝圈转一圈时纱线与导纱钩包围角的变化，也会引起张力周期性脉动。以

上两种情况引起的张力变化是在正常卷绕工艺条件下产生的，不一定对断头造成威

胁。 

在一落纱中，小纱张力最大，大纱张力次之，中纱张力最小。在卷绕同一层纱

时，卷绕小直径张力大，卷绕大直径张力小。 

本实验主要测定大，中，小纱及卷绕直径不同时的纺纱张力，计算平均张力，

峰值张力与张力不匀率。同时用数字式闪光测速仪观察气圈形态与钢丝圈倾角。 

1.2 实验设备、仪器和试样 

1) 细纱机一台 

2) 高速动态摄像机一台 

3) 手持式数显张力仪 

4) 粗纱一筒 

 1.3 实验内容与步骤 

 ⑴观察气圈形态与钢丝圈倾角 

1) 用高速动态摄像机测定锭子与钢丝圈的速度。 

2) 分别观察大﹑小直径时和大﹑中﹑小纱时的气圈形态，测量气圈最大凸形

尺寸并记录。 

3) 改变钢领直径或钢丝圈重量或锭子速度，分别观察气圈形态及气圈最大直

径的变化。 

4) 观察钢丝圈的各个倾角。 

 

⑵测定纺纱张力 

1) 检查细纱机，开车生头。测定大﹑中﹑小纱及大﹑小直径时的纺纱张力。 

2) 改变纲领直径（或钢丝圈号数或锭子速度）后，再测定大﹑中﹑小纱时的

张力。 

2.教学目标 

（1）观察不同工艺条件下的（钢领直径﹑钢丝圈重量或锭子速度）气圈形态（气圈的

直径和高度）。 

（2）学习有关仪器的使用方法和张力测试方法。 

（3）通过纺纱张力的测定，了解大﹑中﹑小纱的张力变化，以及钢领板一个升降动程

内的张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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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3：不同纱线结构测试 

1.教学内容 

1.1 基本知识 

随着纺织工业不断发展，纺纱方法也在不断创新，除了传统的环锭纺之外，相

继出现了转杯纺、喷气纺、摩擦纺、静电纺等多种新型纺纱方法。 

纱线结构主要反映须条经加捻，纤维在纱线中的排列形态以及纱线的紧密

度．不同的加捻成纱过程，具有不同的纱线结构，从而导致纱线机械物理性能的差

异，直接影响成纱的质量。纤维在纱线中的排列形态主要有圆锥或圆柱形螺旋线、

圆锥或圆柱形弯钩打圈、对折、缠绕及边缘纤维等，其所占比例随纺纱方法的不同

而各异。在这些形态中，螺旋线是最为理想的，这种形态在纱线结构所占比例越大，

纱线的强力越高。 

对纱线内部纤维的形态不能直接观察到，可以用示踪纤维法来观察。在本色棉

条中混入部分染色的涤纶纤维，然后进行纺纱，将纺好的纱做成试样浸入与棉具有

相同折射率的溶液中，让其充分湿润，纱线就呈透明状，而染色的涤纶纤维则不受

影响，可在显微镜下清晰地看到有色纤维在纱线中的形态。 

1.2 实验设备、仪器和试样 

1) 阿贝折射仪。 

2) 体视生物显微镜。 

3) 各种工艺纺制的棉纱试样纱框（环锭纺、转杯纺、喷气纺、摩擦纺），玻璃

器皿。 

4) 配制浸纱溶液用的 α－氯代萘溶液和石腊油。 

1.3 实验内容与步骤 

1) 配制浸纱溶液 

在温度为 20℃时，棉纤维的平均折射率为 1.557（毛为 1.550）。本实验用 α－

氯代萘（1.6585）和石脂油（1.4700）二种液体，按比例配制成所需折射率的溶液，

计算公式如下： 

1 2

2 1

V

V

n n

n n





 

式中： V1 、V2 ——折射率低于及高于纤维平均折射率的溶液的体积； 

n1 、n2——折射率低于及高子纤维平均折射率的溶液的折射率； 

n——纤维的平均折射率，为平行及垂直折射率的一半。 

将初配好的溶液在阿贝折射仪上进行测定，并不断微调配比，直至与所到纤维

的平均折射率相同为止。 

2) 阿贝折射仪的使用 

阿贝折射仪（见图 2-l）是一种能测定半透明液体或固体折射率及透明液体平

均色散的仪器，可测范围是 1.30～1.70，精度为 0.0003。阿贝折射仪由光学和机械

两部分组成，而光学系统又分别由望远镜系统和读数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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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阿贝折射仪结构图 

 

将棱镜表面擦干净，把待测液体均匀加在进光棱镜的磨砂面上，旋转棱镜锁紧

手柄 13，要求液体均匀无气泡并充满视场。调节两反光镜 9，使两镜筒视场明亮。旋

转手轮，使棱镜组转动，在测量镜系统中观察明暗分界线上下移动，同时旋转阿米西

棱手轮 2，使机场中除黑白两色外无其它颜色。当视场中无彩色且分界线在十字线中

心时，观察读数镜视场右边所指示刻度值（见图 2-2），即为所测溶液的折射率。 

 

图 2-2 阿贝折射仪视场及读数示意图 

3) 纱线试样制作 

（1）用 1％重量的有色示踪纤维（染成黑色）在梳棉机处以约 2～3 毫克的小

束，纵横向以约 10 厘米间距匀铺在棉卷上喂入，然后进行各工序加工，直至纺成各

种工艺的细纱。 

（2）将纱按一定密度均匀绕在用铁丝弯制的纱框上，二端固定在纱框上，然后

1.测量镜筒          

2.阿米西棱镜手轮 

3.恒温器接头        

4.温度计  

5.测量棱镜          

6.铰链 

7.辅助棱镜          

8.加样品孔 

9.反光镜            

10.读数镜筒 

11.转轴              

12.刻度盘罩 

13.棱镜锁紧扳手      

14.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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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去另一面的纱样。 

（3）纱样烘干（在洪箱内烘一小时左右，温度为 104℃）。 

（4）将烘干的纱样浸没在配好的溶液中，浸渍 24 小时以上，使本色的棉纤维

成透明体。 

4) 观察纱线结构 

将浸透的纱样放在显微镜下，观察有色示踪纤维在纱线中的纵向形态，也可以

观察纱线的构造，如有否纱芯、外层包缠，或有否内紧外松等的纱线结构。描述并记

录观察到的示踪纤维的各种形态，也可摄影以便进行成纱机理与成纱机械物理性能的

研究。 

2.教学目标 

（1）观察纤维在纱条中纵向的分布形态，了解各种纺纱方式的成纱机理及纱线

性能。 

（2）通过实验，掌握阿贝折射仪和生物显微镜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3）掌握一种纱线结构的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4：纱线毛羽测试 

1.教学内容 

1.1 基本知识 

纱线毛羽是指伸出纱线主题的纤维端或圈。毛羽在纱线上呈空间分布，毛羽的性

状(长短、形态)比较复杂，随纤维特性、纺纱方法、纺纱工艺参数、捻度、纱线的线

密度等而异。毛羽的作用根据纱线的用途而论，对于缝纫线、高支织物、轻薄织物、

抗起球型织物，纱线毛羽应尽可能短而少；而起毛保暖织物，则要求毛羽多而长，必

要时还用羊毛工艺达到应有的绒毛效果。但纱线毛羽过长，不利于后道织造加工。毛

羽还影响纱线条干均匀和表面光洁，影响纤维的强力利用系数，使成纱强力降低，毛

羽使纱线的耐磨性变差，从而降低生产效率。由于长毛羽形成棉结，染色后容易形成

色差，最终影响产品外观、手感和使用性能。 

1.2 实验设备、仪器和试样 

1) YG 171 LB 型纱线毛羽测试仪 

2) 细纱 

1.3 实验内容与步骤 

1) 接通主机电源，仪器进入待机状态，预热 20min。 

2) 在待机状态下进行参数设置，包括片段长度、测试速度、试验次数、纱线

品种、 

3) 进入毛羽测试。 

4) 根据纱路图引纱(先拉出约 1m 纱线舍弃之)→调节张力→一管纱测试完成

后，仪器自停→换管继续测试，直至完成所有试样 

5) 结果分析，分别计算纱线毛羽平均值、极差、CV 值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纱线毛羽仪的测试原理 

（2）熟悉测试纱线毛羽的方法 

（3）掌握纱线毛羽测试试验结果计算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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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学生实际动手实验操作能力及出勤情况占成绩的 50%，实验报告完成情况占成

绩的 5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并条机一台 

2) 细纱机一台 

3) 高速动态摄像机一台 

4) 手持式数显张力仪 

5) 阿贝折射仪 

6) 体视生物显微镜 

7) YG 171 LB 型纱线毛羽测试仪一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郁崇文，《纺纱实验教程》，东华大学出版社，2009 

2.参考书： 

郁崇文，《纺纱学》，中国纺织出版社，2014 

杨锁廷，《纺纱实验教程》，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 

余序芬，《纺织材料实验技术》，中国纺织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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