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见纺织纤维形态检验的综合性设计

王 虹,王 军
(江苏警官学院 刑事科学技术系,江苏 南京210031)

摘 要:在原有课程实验基础上,充分利用偏光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等实验室现有仪器设备,

充实调整教学内容、拓展检验方法,将课程实践教学与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相结合,扩展设计“常见纺织纤维形态检验”的

综合性实验项目。通过实验设计能够从微观角度更好地观察研究纺织纤维结构形态特征,有效地将实验室仪器设备引入

本科实践教学中,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学生科研能力,促进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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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和实践教学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方法与

手段,引发众多高校对实验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的探

索[1]。近年来,各高校均将创新型人才培养作为教育

教学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不断加大对实验室硬件条

件的投入,加强实验室建设。本学院实验室依托中央

财政支持购入一批科研教学仪器设备,其中有扫描电

子显微镜、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等显微分析仪器,由于实

验室大型仪器设备价格昂贵、数量少,大多用于科研,
加上前期样品制备、实验准备工作量大,限制了大型仪

器设备在培养本科生实践创新能力方面发挥应有的作

用。为适应现代实践教学改革创新的要求,拓宽学生

思维空间,引导学生对专业问题进行创新性思考[2]。
结合专业实际,在常见纺织纤维形态的检验实验项目

基础上,充实调整教学内容、拓展检验方法,探索利用

偏光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等多

种显微分析技术检验纤维形态特征,设计适合专业发

展,实用性、综合性强的实验教学项目,有效发挥实验

室大型仪器设备在实践教学中的作用,不仅有利于学

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而且有助于推动实验

室优质教育教学资源与实践教学的融合,对培养创新

型技术人才具有积极意义。

1 现有的实验教学模式

大学实验教学,包含巩固已学理论知识、探索未知

领域的功能,也包含提升学习兴趣、培养综合能力的功

能[3]。在传统的实验教学体系中,课程实践教学主要

是根据实验条件,按照理论课程需要,围绕理论教学涉

及的知识点来开设,实验通常以演示性、验证性项目居

多,学生只学到一些孤立的技能训练,实验内容体现不

出实践性教学自身的连贯性和综合性,不利于学生对

所学知识形成系统完整的认识。目前常见纺织纤维形

态的检验实验教学内容,主要是采用显微镜观察法观

察比对纤维形态特征,实验教学分教师课堂集中讲授

和学生实践操作两大部分,实验仪器为XPT-7型偏

光显微镜,学生首先听取教师讲解,观看演示操作,按
照实验教学指导书上的实验步骤按部就班完成各自实

验。由于学生在实验过程中习惯于接受现成的知识和

技能,对实验内容所涉知识的理解和技能的掌握不足,
缺乏自主思考,实验教学方法和使用的仪器设备相对

单一,导致学生学习的兴趣普遍不高。传统实验项目

在设计过程中忽视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填鸭式教学方法缺乏以问题为导向的探索思考能力的

培养,不利于培养学生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难
以达到融会贯通并灵活运用的教学目标[4]。

2 常见纺织纤维形态的检验综合性实验设计

2.1 实验设计思路

综合性实验教学方案的设计,要以学生已学知识

为基础,并对实验内容、方法适当拓展,加深学生对学

科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5]。因此,综合性实验教学

设计要紧跟科技发展前沿,并能充分发挥科研仪器设

备的作用,实验要以有效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将课程

理论教学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基本理论、检验手段等相

对独立的环节整合成一条贯通式的知识链,不仅有利

于启发学生对学科知识结构整体性、系统性的掌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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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主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适应专业发展需求,我们从课程教学目标出发,以应

用型、综合性为课程设计理念,将教学大纲要求的基本

实验方法和实验手段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同时将

实验室现有的仪器设备应用到实验教学中,设计常见

纺织纤维形态的检验综合性实验,相比原有的实验教

学模式,开放性的综合性实验项目更容易激发学生的

实验热情,有利于培养学生勇于探索的实践能力[6]。

2.2 实验内容设计

常见纺织纤维形态的检验综合性实验设计分为两

大部分,第一部分内容是使用偏光显微镜、扫描电子显

微镜和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测已知纤维形态特征;第
二部分内容是检验鉴别未知纤维试样,实验内容包括

制作纤维试样、仪器操作、图像采集及处理、未知纤维

检验等实验环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每组5人,分组

实验。考虑到实验学时的限制,实验课前要求学生查

阅偏光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和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等相关资料,学习了解所用仪器的工作原理、仪器结

构;观看实验室提供的仪器操作使用培训视频,了解仪

器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做好实验预习。为锻炼学生

的实践操作技能,实验课前学生要自己动手制作纤维

载玻片实验样本,样本制作时采用XPT-7型偏光显

微镜观察纤维在载玻片中分布情况,以保证后续仪器

检测能够顺利进行。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实验样本的制

备有特殊要求,学生因缺乏操作经验,必须在实验指导

教师的指导下,按照制作要求完成样本制备。对于未

知纤维试样的检验鉴别,学生要有清晰的检验思路,需
要制定出实验方案,按实验流程进行检测,待纤维检测

完成后,采集图像,对检测结果分析讨论,得出鉴定结

论,最后完成实验报告。

2.3 实验材料

随着化纤纺织行业的快速发展,具有吸湿、抗菌、
防水、抗静电、耐热、阻燃等新型功能的纤维不断涌

现[7-10],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使得新型纤维应用领域

越来越广泛,为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在保留原实验室提

供的18种常见纺织纤维基础上,收集增补了聚对苯二

甲酸乙二酯纤维(PET)、聚对苯二甲酸丙二酯纤维(

PTT)、莱赛尔纤维、莫代尔纤维、芳纶1414纤维、聚
乳酸纤维(PLA)、竹炭纤维、中空纤维、导电纤维、超高

分子量纤维(PE)等10多种新型纤维。

2.4 实验仪器与试剂

XPT-7型偏光显微镜(南京江南永新光学有限

公司),QUANTA400扫描电子显微镜(美国FEI公

司),LeicaDM2500P偏 光 显 微 镜(德 国 徕 卡),O-
LYMPUSLEXTOLS4100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日本

奥林巴斯)。
试剂:甘油

2.5 实验步骤和讨论

各小组通过预约的方式分批完成实验样本制作和

仪器检测,仪器操作部分学生必须在实验技术人员的

现场指导下分别上机操作,对制作好的纤维样本进行

仪器检测分析,采集处理图像,保存检测结果。

2.5.1 偏光显微镜实验

由于大多数纤维都具有各向异性的特性,在偏振

光下会发生双折射的现象,产生各种纤维独有的干涉

条纹,利用偏振光显微镜可以对纤维结构特征进行观

察检测[11]。相比原实验采用的XPT-7型偏光显微

镜,LeicaDM2500P偏光显微镜配备专业的CCD和

软件系统,采集处理图像速度快,系统提供的直观自动

同步显微图像环境更方便纤维形态特征的观测,图像

易于保存,有利于未知纤维的比对检验,能够取得更好

的实验效果。偏光显微镜观察芳纶1414纤维形态特

征,如图1所示,纤维纵截面光滑平直,细度均匀,中轴

呈红白相间两色,左右对称为深蓝色。

图1 偏光显微镜芳纶1414纤维纵截面形态

2.5.2 扫描电子显微镜实验

扫描电子显微镜具有放大倍数范围宽、二次成像

分辨率高、样品制备操作简单等特点,采用具备低真空

模式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可以直接观测纤维试样,无需

蒸镀导电膜。其高分辨图像可以实现极微区的原位精

细观察,学生可以从更微观的角度研究观察纤维试样

拉伸端口的结构特征。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芳纶1414
纤维纵截面形态特征,如图2所示,芳纶1414纤维纵

截面呈光滑管状,细度均匀,表面有少量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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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扫描电子显微镜芳纶1414纤维纵截面形态

2.5.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实验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具有放大倍数高、大景深,可观察

立体层次等特点[12]。不同种类纤维其纺丝工艺不同,纤
维在生产加工过程中经过干燥、挤压、纺丝组件、卷绕等纺

丝工艺形成了纤维表面微观结构特征,在机械外力的作用

下,纤维表层极易产生毛边、撕裂和分层等表面缺陷,采用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检测纤维样本,可增加学生对不同种类

纤维表面微观结构的感性认识。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扫描

芳纶1414纤维形态特征见图3,从获取的图像可以看到芳

纶1414纤维表面的独特结构,纤维细度均匀,表面有条形

的拉丝沟槽和不均匀孔隙分布。

图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芳纶1414纤维纵截面形态

实验表明,利用偏光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激
光共聚焦显微镜对已知纤维进行观测并采集图像,可
以获得同一种纤维不同仪器的测试结果,从而得到纤

维形态特征的多重信息。由于不同分析仪器在纤维的

检测分析上各有利弊,为避免单一检测仪器的局限性,
要充分利用多种仪器设备提供的信息进行合理选择,
因此,在对未知纤维的分析鉴别实验中,需要结合多种

仪器测试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得出相互关联、相互

补充、相互支撑的鉴定结论。学生在对未知纤维细微

差异质疑、探究、释疑等检验鉴别过程中,需要进行综

合分析评判,最后得出准确的定性结论。通过综合性

实验训练,培养了学生多角度、综合考虑问题的科研能

力,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积极探索的科研热情,对学生综

合性思维和科研探索能力的培养具有指导意义。

3 结语

采用多种显微分析仪器对纤维形态特征进行综合

检验,将常见纺织纤维形态的检验一般验证性实验扩

展设计为综合性实验项目,有效地将实验室科研仪器

设备引入本科实践教学中,提高优质教育教学资源的

利用效率;通过综合性实验的训练,能够使学生学习了

解到学科前沿知识,熟悉多种仪器的操作与使用,从理

论和实践两方面加深对纤维形态特征检验的理解和应

用;贴近实战的实验环节设计,能够提高学生运用现代

科学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为以

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良好的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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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ParallelVacuumConcentrator
intheDeterminationofBannedAzoDyesinTextiles

YANXin-cheng1,CHAIXian-du1,SUNJin1,HEPan1,HEYu-qi1,LIUZi-guo2,PANGXing-rong2

(1.SichuanFiberInspectionBureau,Chengdu610015,China;

2.TianjinHengaoTechnologyDevelopmentCo.,Ltd.,Tianjin300384,China)

  Abstract:Anewparallelvacuumconcentratorwasusedtoreplacetherotaryevaporatorinthepretreatmentprocessofdetecting
bannedazodyesintextiles,whichcouldrealizethebatchtreatmentofconcentrationandimprovethedetectionefficiency.Underthe

specifiedconditions,therecoveryof24aromaticaminesspecifiedinthestandardbytheparallelvacuumconcentratorwas64.5%~

94.0%,whichmetthetestrequirements.Theconcentrationtimeofsixsampleswas7.5min,andtheaverageconcentrationtimeof

onesamplewasabout1.3min,whichwas1/6ofthetraditionalrotaryevaporationtime.Atthesametime,therecoveryofetherwas

morethan75%,avoidingexcessiveevaporationofetherintheexperimentalenvironment.Inthesimulatedsampletest,therecovery
oftypicalamineswasobviouslybetterthanthestandard.

Keywords:parallelvacuumconcentrator;textiles;bannedazod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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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mprehensiveExperimentDesign
ofMorphologyExaminationofCommonTextileFiber

WANGHong,WANGJun
(DepartmentofForensicScience,JiangsuPoliceInstitute,Nanjing210031,China)

  Abstract:Onthebasisoftheoriginalexperiment,theexistinginstrumentswereusedfully,suchaspolarizingmicroscope,scan-

ningelectronmicroscope,laserconfocalmicroscopeandsoon.Theteachingcontentwasenrichedandthetestmethodwasexpanded.

Combingthepracticaltrainingteachingofthecoursewiththelargeinstrumentandequipmentinthelaboratory,the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projectofmorphologyexaminationofthecommontextilefiberswasexpanded,tobetterobserveandstudythestructural

andmorphologicalcharacteristicsoftextilefiberfromthemicrocosmicpointofview,andtoeffectivelyintroducelaboratoryinstru-

mentsandequipmentintoundergraduatepracticeteaching,whichwasofpositivesignificancetoimprovestudents'interestinlearn-

ing,enhancestudents'scientificresearchability,andpromotethecultivationofstudents'innovationandpracticalability.

Keywords:comprehensiveexperiment;textilefiber;fibermorphology;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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