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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纺织材料学是纺织工程专业的一门核心专业课、基础课。所涵盖的知识点多、内容繁杂,学生难以将课程知

识融会贯通和灵活应用。OBE(Outcomes-basededucationE)教育理念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的教育理念,

即教学的目的聚焦于“学生学到了什么”。以OBE教育理念为指导对纺织材料学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方法和

考核评价等进行了设计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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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E(Outcomes-basededucation,能力导向教育、
目标导向教育或需求导向教育)的理念,关注的是教育

的“结果”或“产出”,即以学习主体学到了什么来衡量

教学质量,而不再强调施教者“如何教”和“教什么”。

OBE教育理念的内涵包括“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

为导向”和“持续改进”[1-2],近年来,OBE教育的理念

在国内高校中越来越受到重视,许多课程也基于此理

念进行了课程改革[3-5]。
纺织材料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6-8]。结合OBE教育理念进行教学改革,在提高学

生主动学习意识的情况下,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知识、
能力、素质等综合能力。

1 纺织材料学课程现状

纺织材料学课程是纺织工程专业的核心课、基础

课。也是纺织工程专业考研的必考课程。我校(五邑

大学)的纺织材料学课程在建设过程中经历了“院级精

品课程”、“校级精品课程”和“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

生在基本概念多、知识点繁杂的情况下,对该课程产生

畏惧而影响了教学效果的进一步提高。

2 OBE理念下纺织材料学课程教学设计

2.1 课程目标

进行相关调研,结合学校定位,制定纺织工程专业

人才培养目标,根据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通用标准拟

定专业毕业要求,进行指标点的分解,同时列出支撑的

课程。纺织材料学作为纺织工程的专业核心课程,除
了让学生了解纺织材料的结构和性质,知晓结构和性

能的关系,并能对纺织材料的性能进行评价及影响因

素分析,还需要了解现代新型的纺织材料。根据课程

的内容和支撑的指标点,确定课程的目标,如表1所

示。
表1 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的支撑

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1
目标 1:能 正 确 表 述 纤
维、纱线和织物的结构以
及性能。

能将数学、自然科学、工
程基础知识和纺织工程
专业知识运用到纺织领
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表述
中。

工程知识

2

目标2:能正确分析并表
达影响纺织材料性能(力
学性质、热学性质、光学性
质、电学性质、吸湿性能和
服用性能等)的因素。

能对纺织领域复杂工程
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正
确表达。

问题分析

3

目标3:对于给定的纺织
材料能选用正确的方法
进行鉴别,并熟悉纺织品
的外观性能、手感、耐用
性、安全卫生性能的测试
方法。

能够采用正确的方法分
析和鉴别纺织产品,并熟
悉纺织产品的检测方法。

研 究/动 手
能力

4

目标4:能使用文献检索
工具获取新型天然纤维、
高性能纤维、功能纤维、
新型纱线和功能性织物
的最新进展。

能熟练使用文献检索工
具获取纺织工程领域理
论和技术的最新进展。

使用现代工
具

2.2 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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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教学内容

结合OBE的教育理念(以产出为导向)和课程的

教学目标及性质,本课程的产出包括知识、能力和素质

三方面,具体如下:
(1)知识 关于纺织材料的基本知识(材料组成、

结构和性质等)。
(2)能力 对知识灵活运用的能力;如对普通纺织

品的分析和简单鉴别的能力;对提高纺织品的性能如

防紫外、阻燃等提出解决方法的能力;资料查阅和综合

分析的能力;团队合作能力。
(3)素质 热爱纺织工程专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和“清洁生产”、“可持续发展”意识。
根据纺织工程专业制定的新版人才培养方案中课

程体系的安排,纺织材料学由原来的72学时改为64
学时,且取消了新型纺织材料这门课,但根据纺织科技

发展的现状,新型材料不断涌现,且一些功能性材料用

途广泛,因此本课程在以姚穆院士主编的《纺织材料

学》(第二版)为主要教材外,还选择了多本辅助教材,
优选教学内容并且进行模块化设置,将教学内容划分

为纤维(普通纤维、新型天然纤维、新型化学纤维、高性

能纤维)的结构和性能、纱线(环锭纱和花式纱)的形

成、结构、性能和指标、织物(梭织物、针织物、非织造

布、功能性织物)的形成、结构、指标等、材料的热、电、
光及服用性能四大模块,通过分析比较各模块内纺织

材料的性质,关联模块间知识点的纵向联系使学生掌

握纺织材料的性质,并能灵活应用。

2.2.2 教学过程设计

(1)基于OBE理念的课程教学过程 本课程的教

学目标(即产出)包括知识、能力、素质三部分,基于

OBE理念的课程教学实施方法为:先根据课程目标制

定每一模块的教学目标,模块教学目标→将模块教学

目标分解到每次课教学内容中,获得课堂目标→以能

力为衡量准则来考查课堂教学目标的达成→提高素

质,具体分解过程,如图1所示。某一次教学内容的具

体实施过程,如图2所示。
(2)教学方法 课堂教学方法除采取一般的实物

演示教学、启发式教学、交互式等教学方法外,还将结

合课程自身的特点融入实物分析式教学方法。纺织材

料学涉及的内容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学生既

熟悉又陌生,因此比较感兴趣,但是课程内容较多,如
果不对实物进行分析,就难以对理论知识透彻理解,甚

至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采取

逐步推进的实物分析式教学方法,具体过程如图3所

示。

课程总目标

模块1目标 模块2目标 模块3目标 模块4目标

每次课
内容目标 …… …… ……

图1 课程目标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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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于OBE的课程教学示例

基本实物展示

样品带进课堂

身边实行分析

T恤、牛仔等自身服装

市场实物信息采集

样品带进课堂

纤维类：棉、毛、丝等
纱线类：花式纱、包芯纱
织物：烂花织物

分析自身衣服所用原料
的性能

走进市场采集原料信息，
并总结分析

图3 实物分析导向教学

实物分析教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基本实

物展示,即将各种实物样品带进课堂。第二阶段为身

边实物分析,即学生对自己日常穿的服装进行分析,分
析原料和织物形成方法等,将自身的真实感受和课堂

知识良好结合。第三阶段,学生到商场或市场考查、调
研,见识更多的纺织原料,通过总结分析,来更进一步

消化吸收课堂知识。实物分析导向教学不仅使学生更

容易理解所学知识,并且还锻炼了学生的分析问题和

沟通交流能力。
(3)教学手段 课堂教学以多媒体教学为主,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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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采用“微助教”、“网络教学平台”进行辅助教学,学生

可以答疑、讨论、测试,系列性的课堂知识巩固,不仅有

利于学生掌握众多的知识点,还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

3 课程考核与评价

纺织材料学课程通常以闭卷考试为主,结合平时

成绩综合评定最终成绩(通常期末考试占70%,平时成

绩占30%)。闭卷考试内容涉及的主要是基本理论知

识,学生考前经常进行突击性记忆,结果则是学生常将

知识点混淆。平时成绩也主要以作业为主,存在学生

之间相互抄袭或网络搜索资料应付的情况,并未反映

学生的真实水平。因此,改革后的考核方法采用“期末

考试+期中考试+平时成绩”相结合的方法,期末考试

和期中考试为结果性评价,平时成绩为阶段性评价,包
括平时测验、平时表现、样品分析、项目汇报等,贯穿于

整个教学过程。课程考核与评价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纺织材料学课程考核评价表

考核项目 考核方法 权 重/%

阶段性评价(平时成绩) 平时测验 根据章节内容,不定期进行课堂测验 10 25
平时表现 出勤、课堂提问、讨论 5
样品分析 三个阶段的实物分析总结 5
项目汇报 自学资料的总结汇报 5

结果性评价(期中成绩) 期中考试 闭卷考试 15 15
结果性评价(期末成绩) 期末考试 闭卷考试 60 60

4 结语

在工程教育认证和我校“专业质量提升工程”逐步

推进的背景下,将OBE教育理念应用到纺织材料学课

程教学中,根据课程的性质、定位和课程支撑指标点制

定课程目标,并优选和模块化课程教学内容,在教学实

施过程中将课程目标分解到每次课堂教学中,采用讲

授、研讨和实物分析导向等教学方法,同时结合多元化

的考核评价方式,实现有效教学的目的和课程目标的

达成,综合提升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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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ReformofTextileMaterialCourseBasedonOBEConcept
WANGXiao-mei,HUANGGang*,JIAYong-tang,DAIDong-liang

(SchoolofTextileScienceandEngineering,WuyiUniversity,Guangzhou529020,China)

  Abstract:Textilematerialwasacoreandbasiccoursefortextileengineeringspecialty.Itwasdifficultforstudentstointegrate

curriculumknowledgeanduseitflexiblybecauseofthenumerousknowledgepointsandcomplicatedcontent.OBEeducationconcept

wasastudent-centeredandresult-orientededucationconcept.Thepurposeofteachingfocusedon"whatstudentshavelearned".Under

theguidanceofOBEeducationalconcept,theteachingobjectives,teachingprocess,teachingmethods,assessmentandevaluationof

textilematerialscourseweredesig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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