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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入学科本征属性融合课程思政的
“纺织材料学”教学探索
刘洪玲，章

倩，于伟东

（东华大学 纺织学院，
上海 201620）
摘 要：[研究意义]基于双一流建设学科教学要求，遵循和贯彻“契入学科本征属性、融合课程思政教学”的改革思路，把
立德树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放在首位，注重对工科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充分发挥课程的育人功能。[研究
方法]依据“纺织材料学”课程特点，实现教学改革的三个转变，融合课程思政的元素开展纺织材料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
探索。[研究结果和结论]研究认为采用“课程学习与案例教学”
“探究式与小班化”
“智慧课堂与在线式学习”的课堂教学
方法，融合历史事实和发展规律、实用特征和普适原理、相互关系和推演方法等，使学生认知主体转向以“形”属性、交互
作用、
定量数字化表征为主的科学认知观与知识体系，涉及纺织材料的本征与对象和认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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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Exploration of "Textile Material Science" by Integrating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Intrinsic Attributes
LIU Hongling，ZHANG Qian，
YU Weidong
（College of Textiles,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teaching requirements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the reform is implemented by integrating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intrinsic attributes from subject, enhancing morality and fostering talents
in the first place, and focusing on the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ability of engineering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xtile Materials Science" course, three changes in teaching reform are realized, and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elements of the course are integrated to carry out the teaching exploration of the basic courses of textile materials. The re⁃
search shows that the classroom teaching methods of "curriculum learning and case teaching", "inquiry and small class", "smart
classroom and online learning" are adopted, which integrates historical facts and development laws,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universal principles, mutual relations and deductions methods, etc.. The students' cognitive subject turns to the scientific cogni⁃
tive outlook and knowledge system based on "form" attributes, interactions, and quantitative digital representations, involving
the nature and objects of textile materials and cognitive methods.
Key words: textile material scienc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rinsic attributes of subject; interaction

1

引言

是纺织与服装工程类专业的基础课。早期的纺织

“纺织材料学”是一门传统而经典的纺织特色

工程类专业设置学习苏联模式，分设为若干个专门

课程，几乎是在纺织工程类包括棉纺、麻纺、绢纺、
丝织、机织、针织等专业出现时，就出现的一门重要
的专业基础类课程。该课程已有 70 年的历史，在

教材、教学内容、手段和评价方式上，形成了一套结

化的专业。近 30 年来，在纺织类专业的调整和改

革中，随着本科教学改革的开展，遵循“加强基础、
拓宽专业、注重实践、提高能力、主辅结合、按需分
流”的原则，这些专业合并为一个纺织工程大专业，

构完整精致、文-图-数并茂、创新务实的课程体系， “纺织材料学”成为这个大专业的 8 门专业基础课之
首，
其作为纺织工程类教学中的基础再次被确认。
在纺织材料学的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中，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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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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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研究主要为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1-3]、微课堂
及慕课堂教学 [4-7]、不同教学方式的结合 [8-19] 等。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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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纺织材料应用领域的拓展和其物质的人工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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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化、制备的多样化与先进化、表征的定量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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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化，使人们逐渐意识到纺织材料为“形”(即物

准确把握课程特点，将思政元素融入纺织材料课程

体的形态、尺度与维度、结构和表面)属性而非“质”

中，真正做到专业知识与课程思政隐性教育融会贯

(即物质的组成、含量和物态)属性的材料，并属典

通。

型的“软物质”
（1991 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法国的
皮埃尔-吉勒·德热纳 ( P.G.de Gennes) 教授提出

3

纺织材料学教学方法的探索
为了解决抬头率低的课堂难题，开展小班化教

的）材料[20]。人们开始更为自觉地采用定量和数字

学，采用“课程学习与案例教学”
“探究式与小班

化的方式表征纺织材料的形、性特征和探索两者

化”“智慧课堂与在线学习”的课堂教学方法，教学

间的关系，并与“质”特征平行地构筑与材料性能

相长，完善育人目标、方案实施和考核评价等，实现

的关系和解释其物理与化学的本因。由此发展沿

全要素课堂教学改革，打造高阶学习课堂。教学设

革过程可以看出，纺织材料学的教学在向着本身

计分为在线新课预习、新课导入、课程思政融入课

学科构架体系的方向完善；向着更贴近于材料学

程讲授三部分，通过精选纺织案例将三部分内容有

特征、更强地成为纺织材料科学与工程类专业的

机结合起来；通过采用案例法、探究式及智慧课堂

基础课程方向发展，这也是东华大学纺织材料学

等多样化的混合教学手段，增强纺织材料学课程创

教学的特色。

新性、高阶性和挑战度。通过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纺织材料学课程 2005 年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

程，2008 年获国家级精品课程。与之配套的教材于
2006 年出版“十五”国家规划教材，2010 年《纺织材
料学》
（修订）和《纺织材料学习题集》获“十二五”部

委级规划教材。2020 年《纺织材料学》
（第 3 版）、

启发引导学生追本溯源，
组织实施情况如下：

3.1

课程思政建设与专业教学有机结合
挖掘课程自身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与专
业教学紧密联系起来，形成协同效应。本课程入选

《习题集》和（英文版）获十四五部委级规划教材。

上海市课程思政精品改革领航课程。

“纺织材料学”遵循并实践“契入纺织工程与材料学

3.2

科的本征属性的教学内容的更新提高和融合课程
思政的教学模式”，实现教学内容更贴近于纺织材
料的“形”属性和本征因素的表述解释与辨析；使学
生理解力与掌握量更强和更广；使课堂教学和课后
自习变得多元化和自觉，真正做到了纺织材料学的
教学内容与学科发展基本同步。
“纺织材料学”本征
属性的教学内容主要体现在下述三个转变：由“质”
为主的科学向以“形”为主的科学转变；由“独立作

实验与理论课程相结合
层Ⅰ为基础实验教学，学生动手操作，意在培

养学生的基本实验技能；层Ⅱ为大精仪器实验，让
学生了解常用先进测试仪器及测量指标；层Ⅲ为
校外观摩实习和大学生创新计划，学生可实地感
受标准检验机构的检测方法与内容和参与科技创
新活动。

3.3

智慧课堂与在线学习相结合

用”为主的因果关系向以“交互作用”为主的相互关

荀子曾说：
“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可

系转变；由“定性”表述为主的教学向以“定量”表述

见，人善于利用手段和工具的重要性。纺织材料学

为主教学的转变。在教学的过程中，针对本课程的

课程采用智慧课堂与在线学习相结合的方式，由学

特点，把握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脉搏，注重在传授知

银在线、微课堂、智慧课堂等组成全方位线上辅助

识的同时，融合思政教育元素，帮助学生塑造正确

教学体系，鼓励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通过对教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学参与者以及教学过程的每一环节进行分析整合，

2 “纺织材料学”
的课程思政目标与要求

进行情景教学、课堂交互式学习，推送电子教材和

纺织材料学课程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在完

学习资料，提升教学质量和学生的综合能力。以新

成课程目标的基础上，明确课程思政教育目标，
“教

疆大学作为试点智慧课堂教学，两地可以同步教

育者先受教育”，引导教师把教书育人和自我修养

学，共享教学内容，做到教学认知一致，知识点和基

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

本观点的统一，打破传统教学以书本知识讲授为核

教。通过课程教学，使学生建立自学、经典理论运

心，
重理论，
轻实践，
使得知识抽象化，
符号化。学生

用、逻辑思辨和知识联结与生长的四大能力，端正

无法做到对知识的活学活用，
只能理解表面意思。

和确立科学认知观。围绕纺织工程专业人才培养

3.4

的目标，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结合纺
织材料的历史渊源、技术产业发展，在教学过程中

课程成绩评定方式
课程成绩采取过程考核和期末考核相结合的

方式，其中，期末考试占 60%，考核内容为标准化与

服饰与传播：
教学研究

127

非标准化、理论与实验、灵活考查和基础考核“三结

具有最优异的超疏水性[23]。因此，有毒有害液体溅

合”综合考核方式，关注学生自主学习的学业评价；

射到此表面，可以达到无悬滴无停留的状态。通过

课堂讨论与平时作业综合成绩占 30%，将教学模式

案例教学，学生能直观了解纺织材料在重工防护服

从灌输式转变为学生独立思考的高阶思维；课程考

中的应用，对“形”属性的认识提高，专业认同感和

核 10%以案例分析和课外实践科技活动成效等评

自豪感增强。

价相结合，以学生为中心，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的创

新能力。以成果导向(OBE)为导向，使同学及时复
习并配套《纺织材料学习题集》、动手实验和综合训
练，实现逐考逐卸负；使教师能及时、真实和全面地
掌握教学过程。

3.5

举办《纺织材料学》教学年会
已连续举办 8 届年会，搭建教学经验交流平

台，通过学术交流，及时总结在纺织材料教学中的

4.2

图 1 接触角理论模型
Fig.1 Theory model of contact angle

以“独立作用”为主的因果关系向以“交

互作用”
为主的相互关系转变
在过去的授课过程中，仅关注纺织材料的单个

成果和经验，互为点拨和探讨，互为受益和提高。

因素的“独立作用”解释因果关系而忽略了多个因

引领全国纺织院校教学创新，
持续推进社教融合。

素的交互作用。
“交互作用”强调材料处理过程中的

4

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的教学内容探索

双向性和交互性，它的优势在于培养学生经典理论

《纺织材料学》主要讲述纤维、纱线和织物的分

运用、逻辑思辨和知识联结与生长的能力，培养学

类、命名、结构及性能等。从大自然的馈赠如棉、
毛、丝和麻开始，一直到模仿天然纤维的结构和性

生团结合作和创新精神。具体内容如下：
（1）纤维间相互作用对纱线强度的影响。纱

能 而 得 到 的 化 学 纤 维（涤 纶 、锦 纶 、维 纶 和 丙 纶

线是通过加捻将短纤维连续并具有强度和弹性。

等）。2018 再版《纺织材料学》不仅明确提出纺织材

在短纤纱的讲解过程中，通过探究式教学方法，根

料形属性，而且阐述了“形”的构成要素并身体力行

据图 2 所示束纤维的拉伸曲线讲解交互作用的重

地实施了本教材及其教学的三个转变, 此三转变有

要性。假设纱线里面包含三根纤维，若没有交互

机地融合入了对教材和课程的思政[21]。

作用，纤维的强力应该等于各根纤维的强力之和，

4.1 “质”
为主的科学向以
“形”
为主的科学转变

如公式 1 所示；实际上，束纤维在拉伸过程中，周围

“质”为主的科学向以“形”为主的科学转变是
契入学科本征属性的基础部分，
“质”所表达的为材
料的组成、含量和物态，而“形”是指材料的形态、尺
度、表面和结构四要素。
“形”与“质”相互独立，均决
定材料的性质与功能。教师在讲解这一章节时，引
入危化品的防护案例，以科研反哺教学，让学生体
会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深化学生对“形”属性的理
解。如 2015 年中国近年来代价最高的天津市滨海
新区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火灾爆炸事
故，主要是有毒有害化学品，造成 165 人遇难，其中
参与救援的消防人员 75 人 [22]。我们通过对个体柔
性防护装备的结构进行拆分，重点讲解纺织材料及
“形”属性在复合灾害事故应急救援安全的个体防
护用轻柔高效复合功能织物的结构与组成设计和
纺织复合成形技术。材料表面作用的本质在于
“形”，以个体防护材料的制作为例，如图 1 所示。

纤维对该纤维具有交互作用，当某根纤维断裂的
时候，周围纤维还对其进行握持，依然承担力的作
用，所以实际的强力如式 2 所示，因此我们可以得
到式 3。从这个原理中，我们可以启发学生，
“单丝

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引导学生提出问题，研究问
题，解决问题，参与互动与思考，根据已学知识分
析其原因，培养学生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
p无交互作用 = p1 min + p 2 min + p3 min
p交互作用 = p1 min + p 2 + p3 min

∵ p 2 min < p 2 ; ∴ p无交互作用 < p交互作用

如果在纺织材料的表面以不同粗糙结构构筑，对液

滴的粘附力排序为：F 微米 > F 纳米 > F 纳/微米复合 。表面粘

附力随着表面粗糙度的增加而减小，微纳米级的复
合粗糙表面，具有最大的接触角和最小的滚动角，

图 2 束纤维拉伸的交互作用
Fig.2 Interaction of fiber bundle stretching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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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阻燃机理与协同功效的正反馈交互作用。
在阻燃机理的讲解过程中，结合阻燃消防服的设

代纺织人的努力，由定性表达到定量表征，靠的就
是这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计，重点讲解 4 层结构（由外到内分别为高性能层、

2

æx ö
εc = 2ç c ÷
è l0 ø

防水透气层、轻质隔热层和柔软舒适层）在阻燃过
[21]

程中的作用 。由阻燃机理与协同功效的正反馈
交互作用让学生了解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最外层的高
性能层主要是阻燃纤维构成的，可以采用纯纺、混
纺或复合纺制成本征阻燃纱线及织物。纯纺纱只
提供原纤维织物的极限氧指数（LOI），并随纱线捻
度的减少和膨松度及毛羽的增多而下降，见图 3 水

平虚线。混纺纱，在阻燃性能独立情形下，只能提
升低者；只有存在正交互作用并有极值时，才能超
过高者。复合纺当成纱是高 LOIB 纤维外包低 LOIA

纤维的包芯或包缠纱时，成纱的 LOIyB = LOIFB，见图
3。因此，控制纺织材料的性能，结合结构特征，构

筑性能优异的阻燃织物。通过对阻燃消防服的剖
析，启发学生突破常规是创新的基础，突出纺织材
料创新的重要性，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32

极限氧指数 LOI (%)

31

织物B LOI FB

织物B

织物A·B 独立
作用实测结果(¢)

织物A

关注的是材料的组成或成分，而所举的实例恰巧证
明了这个想法的偏颇，甚至是错误；当学生们发现
纤维材料的属性是形属性时候，思维突然打开，理
解豁然开朗，因为纺织加工的行为就是解决形态、
尺度、表面和结构问题，而至于什么纤维或者什么
组成那只是选择，而且性能的变化范围在可见可预
料范围内，小于三倍，也就是说只能在同数量级，同
一维度内做有限的调整，使同学们的认知观发生变
化。思政元素的引入，教学方法的不断改革创新，
人才培养目标。

LI Jiangqiang, CAI Guangming, KE Guizhen，et al. Teaching Re⁃

纱线B LOI yA

26
20

是最重要的决定属性；人类早期，乃至近现代，最为

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及实践[J].服饰导刊，2021，
1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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