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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织造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探索
王玉栋，费鹏飞，冯

宇

（太原理工大学 轻纺工程学院，
晋中 030600）
摘 要：[研究意义]“非织造学”是面向纺织工程专业和非织造材料与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核心课程。[研究方法]太
原理工大学非织造学教学团队通过课程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与优化以及实验课程和线上学习方式的新
增，努力提高教学效果。[研究结果与结论]实践后发现教学改革后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有了较大提高，团队毕业论文指
导人数、非织造领域就业意向人数、以“非织造学”作为考研复试课程的人数和非织造方面竞赛报名人数都有了大幅度
增加。实验教学开设后，所有的学生都具备了非织造设备的操作能力。课程的教学改革使学生更好地掌握了基本专业
知识，
为学生将来的深造与就业打下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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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eaching Reform of "Nonwovens" Course
WANG Yudong，FEI Pengfei，FENG Yu

(College of Textile Engineering,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nzhong 030600 China)

Abstract: "Nonwovens" is an important core subject for textile engineering and nonwoven materials and engineering pro⁃
gramme. The teachers of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ve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teaching reforms and improve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rough the reform and optimization of curriculum design,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and addition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content and online learning methods. It is found that after the teaching reform, the average scores of final
exam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The number of applicants from the teaching team, the number of students with employment in⁃
tentions in the non-woven field, the number of students taking "nonwovens" as the re-examination course for postgraduate en⁃
trance examination, and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 the non- woven competition increased. After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was opened, all students had the ability to operate non-woven equipment.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e courses enables students to
better master the basic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lays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students' future study and employment.
Key words: textile engineering；nonwoven materials and engineering；nonwovens；
teaching methods

相对于传统的机织技术和针织技术，非织造

来讲，培养具有较好的理论知识、动手能力和生产

技术省去了中间纺纱工序，其工艺流程短、且生产

管理能力的专业人才是“非织造学”课程建设的重

效率更高

[1-3]

。非织造材料具有性能优异和应用广

泛等特点，同时由于纤维原料、生产设备和应用领
域的不断突破，使得非织造产业在近几十年发展
迅速[4-6]。因此，非织造企业对生产技术和产品设计
人才的需求量也在急剧增大 [7-8]。对于广大开设纺
织工程专业和非织造材料与工程专业的本科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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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任务之一。为此，太原理工大学轻纺工程学院纺
织工程系把“非织造学”列为一项核心课程。通过
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非织造学的基本专业知识，
旨在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非织造学的能力，掌握将
非织造学相关理论、工艺和设备，并与生产实践相
结合，为学生将来从事非织造材料设计、生产以及
非织造设备的维修与保养打好基础。为了更好地
达到毕业要求、提高育人效果，结合“非织造学”课
程的特点和教学需要，纺织工程系的王玉栋老师、
费鹏飞老师和冯宇老师对课程设计和教学内容进
行了优化，并对教学方法进行了探索和革新，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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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织造学”课程设计
“非织造学”课程的建设包括教学大纲的完善、
课 件 的 更 新 、教 材 的 选 用 、动 画 和 视 频 的 制 作 。
2017 年教学大纲的编写是参照太原理工大学 2016

修订版教学计划指导文件和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
证标准进行的。在课程性质上明确把“非织造学”
列为纺织工程专业学生必修的专业核心课程。在
早先的 2012 版教学大纲中，
“非织造”还是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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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发。之前课件讲授的都是国外 Dupont 公司和

Chicopee 公司的水刺设备。而在新的课件中重点

介绍了郑州纺机厂和常熟飞龙机械有限公司的水
刺设备，让学生领略中国制造的魅力，对增强民族
自豪感和凝聚力有极大的作用。随着非织造技术
的进步，东华大学柯勤飞教授和靳向煜教授主编的
《非织造学》第 3 版也做到了与时俱进，进行了内容

更新和修订。本次教学大纲的指定教材也相应地

之一。非织造产业迅猛发展和在国民经济中的重

选用该版。在课程内容的呈现上，主讲老师设计和

要作用，越来越多的非织造企业来太原理工大学招

采纳了一些视频和动画来展示各类非织造设备的

聘毕业生，根据需要，将其调整为必修核心课程。

工作原理和工艺流程，增加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

并且将“非织造学”课时数从 56 调整为 64 课时，新

2 “非织造学”教学内容建设

增了 8 课时实验数。

“非织造学”主要课程讲义分为：非织造材料及

工艺概述、纤维原料、干法成网、湿法成网、针刺加

教学团队对“非织造学”的教学内容进行了更
新与优化，理论教学内容详见表 1。对于工厂弃用
的设备和工艺在教学内容中进行了缩减。将国内

固、水刺加固、热粘合加固、化学粘合法加固、纺粘

外非织造设备与技术的最新发展状况补充进新的

工艺与设备、熔喷工艺与设备、非织造产品性能与

教学内容中，使课程的理论教学可以与外界变化同

测试。由于水刺产品的火爆，推动了国内水刺设备

步，避免十年讲课内容无变化的现象。例如：化学

表 1 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
Tab.1 Teaching method and content
教学内容
章节

知识点
非织造材料国标定义

第 一 章 非 织 造 材 料 非织造发展简史
及工艺概述
非织造材料与传统纺织品的区别

第二章纤维原料

第三章短纤维成网

第四章针刺加固

第五章水刺加固

第六章热粘合加固

教学方法
多媒体 PPT 讲解、板书讲解
多媒体 PPT 讲解、专业视频播放、板书讲解、互动讨论、
实物展示
多媒体 PPT 讲解、专业视频播放

非织造材料分类与应用

多媒体 PPT 讲解、互动讨论、布置作业

纤维原料在非织造材料中的作用

板书讲解、
多媒体 PPT 讲解

纤维原料与非织造材料性能的关系

板书讲解、
多媒体 PPT 讲解、专业视频播放

纤维原料选用的原则

多媒体 PPT 讲解、互动讨论、布置作业

成网前准备

多媒体 PPT 讲解、互动讨论、板书讲解、
实物展示

干法成网工艺与设备

多媒体 PPT 讲解、互动讨论、板书讲解、
实物展示

湿法成网工艺与设备

多媒体 PPT 讲解、互动讨论、板书讲解、
实物展示

干法与湿法产品性能与应用

多媒体 PPT 讲解、板书讲解、布置作业

针刺加固工艺与原理

板书讲解、
多媒体 PPT 讲解、互动讨论

预针刺与主针刺工艺及设备

多媒体 PPT 讲解、互动讨论、板书讲解

针刺工艺参数与产品性能关系

多媒体 PPT 讲解、板书讲解、布置作业

水刺加固工艺与原理

板书讲解、
多媒体 PPT 讲解、互动讨论

预湿与水刺工艺及设备

多媒体 PPT 讲解、互动讨论

工艺参数与产品性能关系

板书讲解、
多媒体 PPT 讲解

热轧粘合工艺与设备

多媒体 PPT 讲解、板书讲解

热风粘合工艺与设备

多媒体 PPT 讲解、板书讲解、互动讨论

超声波粘合工艺与设备

多媒体 PPT 讲解、板书讲解、互动讨论

热粘合参数与产品性能关系

多媒体 PPT 讲解、板书讲解、互动讨论、
布置作业

主要粘合剂和助剂的介绍
第七章化学粘合加
化学粘合法加固工艺
固
化学粘合工艺与产品性能关系

板书讲解、
多媒体 PPT 讲解
多媒体 PPT 讲解、板书讲解、互动讨论、
布置作业
多媒体 PPT 讲解、板书讲解、布置作业

130 服饰导刊

FASHION GUIDE 二零二一年 二月/第十卷

第一期

续上表
聚合物原料的基本性质
第八章纺丝成网工
纺粘成网工艺与设备
艺和设备
静电纺工艺与设备

板书讲解、
多媒体 PPT 讲解、互动讨论

第 九 章 熔 喷 工 艺 与 熔喷工艺与设备
设备
熔喷工艺参数与产品性能关系

板书讲解、
多媒体 PPT 讲解、互动讨论

非织造材料的后整理
第十章非织造产品
非织造材料的复合
与测试
非织造材料的测试技术

多媒体 PPT 讲解、专业视频播放、
实物展示

Tab.2
序号

1

2

多媒体 PPT 讲解、互动讨论
多媒体 PPT 讲解、互动讨论、布置作业
多媒体 PPT 讲解、布置作业
多媒体 PPT 讲解、互动讨论
多媒体 PPT 讲解、板书讲解、互动讨论、
布置作业

表 2 实验教学内容和课时分配
Experimental content and time allocation

实验名称

目的和要求

实验内容

课时分配

实验类型

必开或选开

熔喷纺丝实验

掌握熔喷小样机的
使用方法和纺丝原
理，可根据不同产品
要求改变工艺参数

1、熔喷小样机的开、关
机流程。
2、
工艺参数的调节。
3、
试制几种熔布小样

4

综合性

必开

静电纺丝实验

掌握静电纺丝机的
操作流程和纺丝原
理，并掌握工艺参数
对静电纺纤维性能
的影响

1、
纺丝溶液的配制。
2、静电纺设备开、关机
流程。
3、
工艺参数的调节。
4、
纳米纤维的制备

4

综合性

必开

Tab.3
年级

教材

表 3 两种教学模式的比较
Comparison of two teaching modes

课时

讲义、课件和课程内容

实验课程

教学方式

线上、
线下

2016 级 《非织造学》
（2 版）

56

未更新

未开设

传统讲授式

线下

2017 级 《非织造学》
（3 版）

64

更新和优化

开设

启发式和参与式

线上与线下结合式

粘合剂不仅对环境有极大污染，对车间工作人员的

术人员的短缺，市场上一直缺少优秀的调机师。熔

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危害；加之国内外对环保的日益

喷纺丝实验的开设有助于学生掌握设备工艺参数

重视，化学粘合法产品在所有非织造材料中的比重

的调节和熔喷产品的开发，为将来学生的就业打下

越来越小。熔喷非织造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其产

良好的开端。静电纺可以制备纳米级纤维，其制品

品每年在国内外保持大规模增长。这也促进了国

在生物组织、空气过滤、医用卫生和隔音材料等领

内熔喷设备的更新换代。很多新建的熔喷非织造

域具有较大应用前景。因此，很多纺织界科研人员

企业纷纷选用模头为 1.6 米幅宽的大型设备 [9- 10]。

对其进行了深入探究[14-15]。静电纺丝实验对那些志

因此，对第七章化学粘合法工艺与设备的教学内

在读研的同学有极大的吸引力，有助于他们较早地

容进行了删减，而对第九章熔喷工艺与设备的教

开启科研生涯。

学时长相应地增加。

3 “非织造学”教学方法改革

“非织造”教学课程体系主要包括理论知识讲

在理论授课和实验教学时，
充分激发学生的灵感

解和综合性实验实践两大部分。以前由于缺少相

和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即采用启发式和参与式教

关的非织造设备，主要以理论讲授为主，虽然附以

学方式。例如在讲授熔喷工艺内容时，
较全面地介绍

视频和动画展示，但学生对非织造设备与工艺仍觉

熔喷设备与工艺原理之后，
然后提问他们如何进一步

抽象和较大距离感。由于学院对“非织造学”课程的

降低熔喷纤维的直径。将问题留在课后，
要求学生查

重视，向学校教务处申请了专门的经费购买了熔喷

阅相关资料并总结，
并在下一节课进行讨论，
可以拓

小样机和静电纺丝设备。如表 2 所示，在新的教学

展学生的知识面和加深他们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在

计划中新开了熔喷纺丝实验和静电纺丝实验。其

实验环节，
可以将课堂讨论应用于实践，
验证自己之

中熔喷非织造高度产业化，其纤维在所有商业化纤

前的论证。通过这种上课方式的改变，
考试成绩对比

。由于 2019 年 12 月新冠疫情的

发现 2017 版大纲启用后的学生对专业知识掌握较

维中是最细的

[11-13]

爆发，造成熔喷产品缺口巨大，也造成熔喷相关技

好，
在考试成绩上得到了体现
（表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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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两种模式的效果比较
Comparison of two teaching modes

年级

期末考试成绩（平
均分数）

团队毕业设计报
名（人数）

考研复试课程选
择（人数）

就业意向
（人数）

竞赛报名
（人数）

熔喷和静电纺
设备可操作
（人数）

2016 级

75.3

2

1

16

0

0

2017 级

86

6

12

34

17

39

将中国大学 MOOC(慕课)和超星直播等网络课

喷和静电纺设备。他们也没有报名非织造方面的

堂引入到课堂中，丰富了教学资源。同时做到取长

竞赛项目，这与“红绿蓝杯”织物设计大赛和纱线设

补短，充分借鉴其他同行的长处与优点，改进自身

计大赛的火热报名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熔喷纺

的不足，给自己的知识库充电。鼓励学生线上学习

丝实验和静电纺丝实验的开设，2017 级两个班 40

和完成作业，并在线上展示和分享自己的成果，做
到线上学习和课堂学习相互促进，达到提高学生对
“非织造学”专业知识掌握的目的。针对 2017 级学

名学生除一名留学生因疫情未返校外，其余 39 学
生均掌握了熔喷和静电纺设备的操作。其中 17 名

学生愿报名参加“金三发”杯等非织造专业大赛项

生展开调查，其在超星直播课堂上的线上平均参与

目。

度高达 98%。同学们的积极参与也带来了回报，他

5

生有了大幅度提高（表 4）。

学”教学团队通过大纲修订、教材和课件更新、教学

们期末考试成绩较未开展线上学习的 2016 级本科

4

课程改革的效果检验

2019 年起我们教学团队启动了“非织造学”教

结语
太原理工大学轻纺工程学院纺织系“非织造

内容优化、实验内容新增和线上教学方式的丰富等
一系列措施提高教学效果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学改革，并针对 2017 级纺织工程 1 班和纺织工程 2

实践应用证明教改后的学生平均成绩较以前提高

班的学生启用新的教学模式，对于 2016 级的纺织

名。经调查发现研究生复试课程选报人数增加了

班的本科生进行了实践应用。我们对 2017 级两个

了 10.7 分，教学团队毕业设计指导人数增加了 4

工程 1 班和纺织工程 2 班的同学延续以前的教学模

11 人，以非织造企业为就业意向的人数增加了 18

果较为显著。首先，2017 级期末总成绩的最高分达

人。开设实验课程后基本所有学生都掌握了相关

式（表 3）。如表 4 所示，
“非织造”教学改革后的效
到了 97 分，其平均分为 86 分，相比 2016 级学生提

人 ，非 织 造 学 竞 赛 方 面 竞 赛 报 名 人 数 增 加 了 17

设备的操作，为将来从事非织造材料设计和生产工

高了 10.7 分。教材及课程内容的更新、实验课程的

作打好基础。

造学”课程对学生们的吸引力大增，这在期末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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