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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 

本科《纺织机械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英文名称：纺织机械原理/Textile Machinery Principle 

课程编码： 042221014 

课程性质：专业必选课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对外） 

学时数： 48  ；其中：理论学时：  48 ；实践学时： 0  ；机动学时：  0  ；学分数： 3  ； 

编写人：贾国欣  ；审核人： 吴保平 ；编制单位： 纺织学院 ；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教学目的与任务 

本课程是纺织工程（对外）的一门专业必选课，它包括机械基础及设计等内容。是将机

械原理和机械设计等课程的内容，加以融合、贯通和相互渗透，形成新的纺织机械体系。其

主要教学目的与任务是：讲解常用机构、通用零件及纺织专件的工作原理、结构、特点及基

本设计计算方法，为学生后继专业课程学习打下必要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1. 通过研究常用机构和通用零件，使学生重点掌握各种常用机构和通用零件的工作原

理、结构、特点等方面的知识。 

2. 了解各种常用机构和通用零件的使用和维护等方面的知识，会进行简单的计算和选

用。 

3. 初步具备从工程问题中进行抽象、归纳的能力。能进行正确的分析、计算和解决问

题。 

（三）课程教学内容 

1.  机构分析基础知识 

2. 平面连杆机构 

3. 凸轮机构 

4. 齿轮传动及蜗杆传动 

5. 齿轮系 

6. 其它常用机构 

7. 联接 

8. 轴承 

9. 轴 

10. 带传动及链传动 

11. 联轴器、离合器 

（四）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 

《纺织机械原理》是纺织工程（对外）专业的一门平台课，也是一门学科基础课，是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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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工程（对外）专业学生继续学习纺纱学、机织学、针织学等平台课以及各专业方向课程的

基础。 

二、课程教学总体安排 

（一）学时分配建议表 

学时分配建议表 

教 学 环 节 课  程  内  容 

 
讲 课 习题课 实 验 设 计 

机构分析基础知识 6    

平面连杆机构 2    

凸轮机构 2    

齿轮传动及蜗杆传动 14    

齿轮系 7    

*其它常用机构 2    

*联接 5    

轴承 ２    

轴 1    

*带传动及链传动 5    

纺 织 机 

械 原 理 

联轴器、离合器 2    

总计（学时） 48    

注：1.带*号的内容可根据课时多少进行调整； 

（二）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1. 教材  

杨可桢.机械设计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 参考书目 

胡德金.机械设计基础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邱宣怀.机械设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濮良贵.机械设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三）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 考查 

2．成绩构成 平时：30%；考试：70%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一）机构分析基础知识（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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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目的： 

    了解绘制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的意义。掌握运动副的概念。掌握平面机构自由度的计算。 

2.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平面机构的自由度计算。 

    （2）教学难点：绘制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  

    4. 教学内容： 

    运动副，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平面机构自由度，平面机构的自由度计算及具有确定运

动的条件，机构速度瞬心。 

    5.  教学要求： 

掌握运动副、平面机构的自由度计算、确定运动的条件。 

（二）平面连杆机构（2 学时） 

    1. 教学目的： 

    掌握平面四杆机构的基本型式。掌握铰链四杆机构存在曲柄的条件。掌握铰链四杆机构

的特性。 

    2.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平面四杆机构的基本型式。 

    （2）教学难点：铰链四杆机构存在曲枘的条件。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  

    4. 教学内容： 

    平面四杆机构的基本型式，铰链四杆机构存在曲柄的条件，铰链四杆机构的特性，铰链

四杆机构的演化机构。 

    5. 教学要求 

    熟悉铰链四杆机构的基本类型和应用。掌握铰链四杆机构的基本性质。了解铰链四杆机

构的演化和应用。 

（三）凸轮机构（2 学时） 

    1. 教学目的： 

    掌握凸轮机构的组成、特点、分类及应用。了解从动件的常用运动规律。 

    2.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凸轮的特点、分类及应用。 

    （2）教学难点：从动件的常用运动规律。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  

    4. 教学内容：凸轮机构的组成、特点、分类及应用；从动件的常用运动规律。 

    5. 教学要求 

掌握凸轮机构的组成、特点、分类及应用。了解从动件的常用运动规律。 

（四）齿轮传动和蜗杆传动（14 学时） 

    1. 教学目的： 

    掌握齿轮机构的特点、分类和应用。了解渐开线的性质及渐开线齿廓的传动特点。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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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各部分名称、主要参数及基本尺寸计算。掌握齿轮的正确啮合条件、连续传动条件。熟

悉齿轮的受力分析。掌握齿轮的设计准则及设计计算。了解蜗杆传动的特点和类型。 

    2.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渐开线齿轮各部分名称、主要参数及基本尺寸计算。 

    （2）教学难点：渐开线齿轮齿合过程、传动条件。齿轮的受力分析。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  

    4. 教学内容： 

    齿轮机构的特点、分类和应用，齿廓啮合基本律，渐开线的性质及渐开线齿廓的传动特

点，渐开线齿廓各部分名称、主要参数及基本尺寸，圆柱齿轮的正确啮合条件、正确安装条

件和连续传动条件，渐开线齿轮的切齿原理、根切现象和不发生根切的最少齿数，直齿圆柱

齿轮的受力分析、失效形式、设计准则及设计计算。蜗杆传动的特点和类型，圆柱蜗杆传动

的主要参数和几何尺寸。 

    5. 教学要求 

掌握齿轮传动的常用类型及其应用，掌握渐开线齿轮的啮合特性。直齿圆柱齿轮的主要

参数和几何尺寸计算。熟悉齿轮的加工方法；了解根切现象和最少齿数。了解齿轮的精度、

失效形式和常用材料。掌握直齿圆柱齿轮的受力情况。掌握蜗杆传动的特点。了解蜗杆传动

的基本参数。 

（五）齿轮系（7 学时） 

1. 教学目的： 

    了解轮系的功用。掌握定轴轮系传动比的计算。掌握周转轮系传动比的计算方法。 

    2.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定轴轮系传动比。 

（2）教学难点：根据相对原理计算周转轮系传动比。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  

    4. 教学内容： 

轮系的概念，轮系应用，轮系的分类，定轴轮系传动比的计算，周转轮系传动比的计算。 

    5. 教学要求 

    了解轮系的应用特点和分类，掌握定轴轮系与周转轮系的传动比计算。 

（六）其他常用机构（2 学时） 

    1. 教学目的： 

    了解间歇运动机构的分类、应用及其运动特性。 

    2.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间歇运动机构分类。 

    （2）教学难点：棘轮与槽轮。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  

    4. 教学内容： 

    棘轮机构、槽轮机构、不完全齿轮机构。 

    5.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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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能实现间歇运动结构的工作原理，熟悉能实现变速、变向机构的常用方式和工作原

理 

（七）联接（5 学时） 

    1. 教学目的： 

    了解联接的功用和分类。了解联接的性能特点。 

    2.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螺纹联接。 

    （2）教学难点：键联接。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  

    4. 教学内容： 

    螺纹的主要参数，常用螺纹，螺纹联接的主要形式、螺纹联接件，螺纹连接的预紧和防

松。键联接的功用和分类，平键联接的结构和标准，花键联接的特点及应用， 

    5. 教学要求 

    掌握常用螺纹联接的种类、应用场合,掌握螺纹的主要参数。了解键联结的类型、应用

特点和选用，了解销联结的应用形式。 

（八）轴承（2 学时） 

    1. 教学目的： 

了解滚动轴承的用途，了解滚动轴承的类型选择。了解润滑状态。了解轴瓦的结构和材

料选择特点。 

    2.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滚动轴承的结构、类型选择。 

    （2）教学难点：润滑状态、轴瓦的结构和材料选择。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  

    4. 教学内容： 

    滚动轴承的基本形式、特点、精度和代号，滚动轴承的类型。滑动轴承的润滑状态、结

构形式和应用，轴瓦的结构和材料。 

    5. 教学要求 

熟悉滚动轴承的基本形式、特点、精度和代号，滚动轴承的类型。了解滑动轴承的结构

类型、应用特点。 

（九）轴（1 学时） 

    1. 教学目的： 

    了解轴的类型、掌握轴的结构设计方法。 

    2.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轴的结构设计。 

    （2）教学难点：轴的结构设计。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  

    4. 教学内容： 

    轴的类型及应用，轴的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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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教学要求 

    熟悉常用轴的种类和应用特点，熟悉轴的结构设计。 

（十）带传动和链传动（5 学时） 

    1. 教学目的： 

    掌握带传动和链传动的类型、应用，运动分析和受力分析。 

    2.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带传动和链传动的类型、应用。 

    （2）教学难点：带传动和链传动的运动分析和受力分析。教学内容：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  

4. 教学内容： 

带传动的类型和应用、带传动的受力分析、带传动的弹性滑动和传动比、链传动的特

点和应用、链条和链轮。 

    5. 教学要求 

    掌握带传动和链传动的类型、应用，运动分析和受力分析。 

（十一）联轴器、离合器（2 学时） 

    1. 教学目的： 

了解联轴器、离合器的功用。熟悉联轴器和离合器的类型及工作原理。 

    2.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联轴器和离合器的类型、工作原理。 

    （2）教学难点：联轴器和离合器的选用原则。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  

    4. 教学内容： 

    联轴器的功用，刚性和弹性联轴器的主要类型和结构、特点及选择，离合器的功用，离

合器的主要类型和结构、特点及选择。 

    5. 教学要求 

了解联轴器、离合器的结构性能和应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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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工程学院 

本科《纺织材料学 A》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英文名称：纺织材料学 A  Textile Materials A 

课程编码：042220401 

课程性质：学科基础平台必修课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 

学时数：    64    ；其中：理论学时：   64   ；学分数：   4    

编写人：  张海霞  ；审定人：  曹秋玲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教学目的与任务 

《纺织材料学 A》是纺织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其教学目的与任务是：阐述纤维、

纱线、织物等纺织材料的种类、结构、性能、测试方法及品质评定，阐明纤维、纱线、织物

结构与性质的内在联系，纤维、纱线、织物三者性质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对纺织工艺的影响，

使学生掌握纤维、纱线、织物等纺织材料的基本结构和主要性能，能对纤维、纱线、织物等

纺织材料的结构性能进行检测和品质评定，并能根据生产实践合理使用原料和开发新产品。 

（二）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纺织材料的种类、结构、性能、测试方法及品质评定，纺织材料结

构与性质的内在联系，纤维、纱线、织物三者性质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对纺织工艺的影响；能

较好地了解试验仪器工作原理和影响因素；能认识并鉴别常用纺织材料的品种，能根据生产

实践合理使用原料、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 

（三）课程教学内容 

1．绪论：纺织材料学课程的基础知识和研究内容，纺织纤维的分类，纺织纤维内部结

构概述。 

2．天然纤维：天然纤维的生长与分类、组成与结构、性能与检验、品质评定。 

3．化学纤维：化学纤维的分类与制造，常见化学纤维的特性，化学纤维的性能与检验，

纺织纤维的鉴别。 

4．纺织材料的吸湿性：吸湿指标与常用术语，吸湿性测试方法，吸湿机理和影响纤维

吸湿的外在因素，吸湿对纺织材料性能和纺织工艺的影响。 

5．纤维材料的力学性质：纤维材料的拉伸性质，粘弹体的力学行为特征，纤维的表面

力学性质，纤维的弯曲、扭转和压缩特性。 

6．纤维材料的热、电、光、声学性质：纤维材料的热学性质，电学性质，光学性质，

声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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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纱线的结构与性能：纱线的分类，纱线的加捻与结构，纱线的细度和细度不匀，纱

线的力学性质，纱线的毛羽，纱线的品质评定。 

8．织物的结构与性能：织物分类，机织物和针织物的结构参数，织物的力学性质、保

形性、舒适性、风格和品质评定。 

（四）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 

《纺织材料学 A》是纺织工程专业的平台课，也是一门学科基础课，是纺织工程专业学

生继续学习纺纱学、机织学、针织学、非织造技术等平台课以及各专业方向课程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总体安排 

（一）学时分配建议表 

学时分配建议表 

教 学 环 节 
课  程  内  容 

讲 课 习题课 实 验 设 计 

绪论 2    

天然纤维 14    

化学纤维 8    

纺织材料的吸湿性 4    

纤维材料的力学性质 4    

纤维材料的热、电、光、声学性质 4    

纱线的结构与性能 10    

织物的结构与性能 14    

总结复习 4    

总计（学时） 64    

（二）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1．教材 

宗亚宁、张海霞. 纺织材料学（2 版）. 东华大学出版社，2013. 

2．参考书目 

姚穆. 纺织材料学（第 3 版）. 中国纺织出版社，2009. 

于伟东. 纺织材料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 

（三）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期末考试采用闭卷笔试。 

2．成绩构成：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

考试成绩占 70%。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一）绪论（2 学时） 

1．教学目的：了解纺织材料学课程的研究内容，重点掌握纺织纤维的分类以及纺织纤

维内部结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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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纺织纤维分类和纺织纤维内部结构。 

（2）教学难点：纺织纤维结构理论。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并提供实物，增强学生感性认识。 

4．教学内容： 

（1）纺织材料学课程的基础知识和研究内容 

（2）纺织纤维的分类 

（3）纺织纤维内部结构概述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二）天然纤维（14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棉、麻、毛、丝等天然纤维的种类、组成、结构、主要性能与检验，

了解新型天然纤维的主要品种和应用。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天然纤维的形态结构、主要性能和检验。 

（2）教学难点：纤维结构和性能间的关系，以及纤维性能检验的方法与指标。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 

（1）棉纤维 

（2）麻纤维 

（3）毛发类纤维 

（4）蚕丝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三）化学纤维（8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化学纤维的分类与制造，化学纤维的性能与检验，常见化学纤维的

特性以及纺织纤维的鉴别。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化学纤维的性能与检验，常见化学纤维的特性以及纺织纤维的鉴别。 

（2）教学难点：化纤后加工对化纤性能的影响。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注重归纳总结。 

4．教学内容： 

（1）化纤制造概述 

（2）常见化纤特性 

（3）新型化纤简介 

（4）化纤性能与检验 

（5）纺织纤维的鉴别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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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纺织材料的吸湿性（4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吸湿指标与常用术语，吸湿机理，影响纤维吸湿的外在因素，吸湿

对纺织材料性质的影响以及吸湿性测试方法。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吸湿指标与常用术语，吸湿性测试方法，影响纤维吸湿的内外因，吸

湿对纺织材料性能和纺织工艺的影响。 

（2）教学难点：吸湿机理。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 

（1）吸湿指标和测试方法 

（2）影响纺织材料吸湿性的因素 

（3）吸湿对纺织材料性能和纺织工艺的影响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五）纤维材料的力学性质（4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纤维材料的拉伸指标以及影响拉伸测试结果的因素，粘弹体的力学

行为特征，了解纤维的表面力学性质和弯曲、扭转、压缩特性。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纤维材料的拉伸性质。 

（2）教学难点：粘弹体的力学行为特征。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 

（1）拉伸性质 

（2）力学性能的时间依赖性（蠕变、松弛、疲劳） 

（3）表面力学性质 

（4）纤维的弯曲、扭转和压缩特性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六）纤维材料的热、电、光、声学性质（4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纤维材料的热学、光学、电学、声学性质。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热学性质，抗静电，光泽。 

（2）教学难点：纤维集合体的保暖性，纤维光泽的影响因素。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 

（1）热学性质 

（2）电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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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光学性质 

（4）声学性质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七）纱线的结构与性能（10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纱线的分类，纱线的加捻与结构，纱线的细度和细度不匀，纱线的

力学性质，纱线的毛羽，纱线的品质评定。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纱线的细度、条干均匀度、加捻和力学性质。 

（2）教学难点：波谱图分析和纱线结构特征。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 

（1）纱线的分类 

（2）纱线的加捻与结构 

（3）纱线的细度和细度不匀 

（4）纱线的力学性质 

（5）纱线的毛羽 

（6）纱线的品质评定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八）织物的结构与性能（14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织物的分类，机织物和针织物的结构参数，织物的力学性质、保形

性、舒适性、风格和品质评定。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织物的基本结构参数，织物的力学性质和服用性能。 

（2）教学难点：织物紧度与结构相，织物的力学性质。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 

（1）织物分类 

（2）织物结构与基本组织 

（3）织物的力学性质 

（4）织物的保形性 

（5）织物的舒适性 

（6）织物的风格 

（7）织物的品质评定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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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 

本科《纺纱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英文名称：纺纱学  Spinning System Theory 

课程编码：042220103 

课程性质：学科基础平台必修课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 

学时数： 64  ；其中：理论学时： 60 ；实践学时：  4  ；学分数： 4  ； 

编写人： 王秋霞  ；审定人：  马芹  ；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教学的目的与任务 

《纺纱学》课程是纺织工程专业(包括现代纺织技术方向、纺织品设计、针织与服装方

向、纺织品检验方向)的一门学科基础平台必修课，是学习纺织专业后续课程的重要专业基

础课，也是现代纺织技术专业的学生从事工艺设计、生产管理、产品质量控制、新型纺织产

品开发的专业基础。所以，《纺纱学》课程的学习直接关系到今后工作中能否正确运用纺纱

知识，开发研制性能优良的纱线，解决实际生产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掌握纱线纺制的基本知识即纺纱方法及原理、各工序的机构、工艺参数、及半制品和成

品的质量指标。 

（二）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1）原料选配的目的和方法；（2）原料混合的方法及配料计算；（3）纺

纱工艺流程设计选择；（4）纺纱各工序的任务和工艺流程；（5）国产新型棉纺设备的主要机

构与作用、运动分析、工艺原理；（6）各工序半制品质量控制的内容。 

（三）课程教学内容 

《纺纱学》介绍了纺纱工艺与设备，包括原料的选配、开清棉、梳棉、并条、粗纱、细

纱、后加工和新型纺纱等内容。主要阐述了原棉的选配与化学纤维的选配，原料混合的方法

及配料计算，国产新型棉纺设备的主要机构与作用、运动分析及工艺原理，提高产量、质量

的主要技术途径。在新型纺纱一章阐述了转杯纺纱、摩擦纺纱及喷气纺纱的基本原理。 

（四）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纺织材料学； 

后续课程：纺纱工艺与质量控制、新型纺纱和花式纱线等。 

二、课程教学总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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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时分配建议表 

学时分配建议表 

教 学 环 节 
课  程  内  容 

讲 课 习题课 实 验 设 计 

原料选配（包括绪论） 4    

开清棉工序 12     

梳棉工序 8    

精梳工序 6  2  

并条工序 8    

粗纱工序 6  2  

细纱工序 8     

后加工 4     

新型纺纱 4    

总计（学时） 60  4  

（二）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1．教材 

《纺纱工艺学》（任家智主编），2009 年由东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2．参考书目 

纺纱学（杨锁廷主编）、纺纱系统与设备（郁崇文主编）、纺织工艺与设备（任家智主编）、

棉纺工程（史志陶主编）、棉纺工艺原理（陆再生主编）和纺纱原理（任家智主编）。 

（三）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 

笔试，闭卷考试 

2．成绩构成 

期末考试占 70%，平时成绩占 30%。其中平时出勤占 30%，作业占 70%。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一）原料选配（4 学时） 

1．教学目的 

使学生掌握原料选配的目的与方法、原料混和的方法及计算。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原料选配方法和混料方法。 

（2）教学难点 

原料选配方法和配料计算。 

3．教学方法 

讲课过程中应重点讲述配目前工厂常采用的人工配棉方法——分类排队法，分阶段介绍

原棉的分类排队的概念及注意的问题；概述三种混料方法的特点和适用范围，同时应讲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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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根据原料和纺纱品种选择合适的混和方法。 

4．教学内容 

原棉的选配、化纤的选配、混料方法与配料计算。 

5．教学要求 

掌握配棉目的和方法；原料混和的方法和混比计算。 

（二）开清棉工序（12 学时） 

1．教学目的 

使学生掌握开清棉各单机的的机构特点、作用原理及影响因素；开清棉工艺流程和开清

棉工序的任务；棉卷质量的指标。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抓棉、混棉、开棉、清棉机械的机构特点、作用原理，影响开松、混合、除杂的工艺因

素。 

（2）教学难点 

抓棉、混棉、开棉、清棉机械的机构特点和作用过程，开清棉机械的连接、联动与组合。 

3．教学方法 

讲课时需在黑板上画出抓棉机、混棉机、开棉机和清棉机的剖面图，使学生了解各机器

的机构组成、作用、相对位置和加工过程。在此基础上，阐明机器作用、作用部位及开松、

混和、除杂作用的影响因素。进而根据化纤的特点，合理选择开清棉工艺流程和工艺参数。

介绍连接设备的结构和作用，结合实例讲清组合要求。 

4．教学内容 

开清棉工序的任务和工艺流程，抓棉机械、混棉机械、开棉机械、清棉机械的机构特点、

作用原理及影响因素，开清棉机械的连接、联动与组合，棉卷的质量指标。 

5．教学要求 

使学生了解开清棉工艺流程和任务，掌握开清棉各单机的的机构特点、作用原理及影响

因素。 

（三）梳棉工序（8 学时） 

1．教学目的 

使学生了解梳棉工序的任务和工艺过程；掌握梳棉机的机构特点、作用分析；熟悉生条

质量指标；了解清梳联的优越性与自调匀调的机构组成和工作原理。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梳棉机的梳理、除杂、均匀混和原理。 

（2）教学难点 

梳棉机的机构特点和作用原理，清梳联与自调匀调。 

3．教学方法 

讲课时需在黑板上画出梳棉机的剖面图，使学生了解梳棉机的机构组成、机构作用、相

对位置和工艺过程，阐明梳棉机的作用及完成部位。根据梳棉机的工艺过程，讲述各部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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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作用及影响分梳、除杂、均匀混和的因素。使学生明确生条为一半制品，必须进行质

量控制，进而让学生了解质量控制的内容、指标。最后，看录像或采用多媒体方式介绍纺纱

新技术——清梳联和自调匀整的相关内容。 

4．教学内容 

梳棉工序的任务和工艺过程，梳棉机的机构特点、作用分析，生条质量指标，清梳联与

自调匀调。 

5．教学要求 

使学生了解开梳棉机工艺过程和梳棉工序任务，掌握梳棉机的机构特点、作用原理及影

响因素。 

（四）精梳工序（8 学时） 

1．教学目的 

使学生了解精梳工序的任务和精梳准备的任务，熟悉准备机械和准备工艺；掌握精梳机

的工艺过程和运动配合，精梳机的机构特点和作用分析。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精梳准备工艺的特点及选择，精梳机的工艺过程和运动配合，精梳机的作用原理。 

（2）教学难点 

精梳机的工艺过程和运动配合，精梳机的机构特点和作用分析 

3．教学方法 

精梳机机构复杂，运动独特，各机件运动配合要求高，传动复杂难以理解，很难在徒手

在黑板上将机件图表达出来，故在认识实习时，应采用多媒体手段教学，将图片和动画清晰

打出，帮助学生理解运动过程、机构和运动配合。 

4．教学内容 

精梳工序的任务，精梳准备工序的任务、机械和准备工艺，精梳机的工艺过程和运动配

合，精梳机的机构特点和作用分析。 

5．教学要求 

使学生了解精梳机工艺流程和精梳工序任务，掌握精梳机的的机构特点、运动配合、作

用原理及影响因素。 

（五）并条工序（8 学时） 

1．教学目的 

使学生了解并条工序的任务，熟悉并条机的工艺过程，掌握并合原理、牵伸理论、并条

机工艺配置、熟条质量控制指标。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并合原理，牵伸理论，工艺配置，熟条质量指标。 

（2）教学难点 

并条机的并合原理和牵伸理论，熟条的质量指标。 

3．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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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讲述时应条理清楚，深入浅出。把并合曲线和有关牵伸的图（摩擦力界、纤维数量

分布、牵伸力大小、钳中下须条的受力分析等）表达出来，结合图进行学习。 

4．教学内容 

并条工序的任务，并条机的工艺过程，并合原理分析，牵伸理论分析，并条机的牵伸型

式工艺配置，熟条质量指标。 

5．教学要求 

使学生了解并条工序任务，掌握牵伸理论和熟条质量指标。 

（五）粗纱工序（8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粗纱工序的任务和粗纱机的工艺过程；掌握粗纱机作用原理和牵伸加捻卷绕工艺配

置；熟悉粗纱机半制品的质量指标。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粗纱机的机构特点和作用原理，牵伸、加捻卷绕工艺配置，粗纱张力与伸长率的关系。 

（2）教学难点 

粗纱机的差动装置、升降装置、摆动装置和成形装置作用原理。 

3．教学方法 

课程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合。差动装置、升降装置、摆动装置和成形装置的作用原理可

在实训中心配合下进行。 

4．教学内容 

粗纱工序的任务，粗纱机的工艺过程、机构特点和作用原理，牵伸、加捻卷绕工艺配置，

粗纱半制品的质量指标。 

5．教学要求 

掌握粗纱机的机构特点、作用原理及粗纱半制品质量指标。 

（六）细纱工序（8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细纱工序的任务和重要性、细纱机的工艺过程；掌握细纱牵伸加捻卷绕机构及工艺

配置，降低细纱断头率方法；熟悉成纱的质量要求。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细纱机的机构和作用原理，牵伸、加捻卷绕工艺配置，降低细纱断头率。 

（2）教学难点 

细纱机成形机构的作用原理，降低细纱断头率。 

3．教学方法 

课堂多媒体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合。 

4．教学内容 

细纱工序的任务和重要性，细纱机的工艺过程、机构特点和作用原理，牵伸、加捻卷绕

工艺配置，降低细纱断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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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学要求 

使学生了解细纱机工艺流程和任务，掌握其机构特点、作用原理及工艺配置。 

（七）后加工工序（4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后加工各工序的任务、工艺流程；掌握络筒机、并纱机、捻线机的机构与作用分析，

捻幅分析和捻线工艺配置。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后加工各工序的任务、工艺流程，络筒机张力装置和清纱装置的机构和作用分析，捻幅

分析和捻线工艺配置。 

（2）教学难点 

捻幅分析。 

3．教学方法 

讲课时需在黑板上画出单纱条及股线加捻时捻幅分布图，讲述反向加捻同向加捻的区

别。 

4．教学内容 

后加工各工序的任务、工艺流程，络筒机和并条机的机构和作用分析，捻线机和倍捻机

的机构与作用分析，捻幅分析和捻线工艺配置。 

5．教学要求 

使学生了解各种后加工的内容方法，掌握捻度选择依据。 

（八）新型纺纱（4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新型纺纱的特点与分类；掌握转杯纺纱机的工艺过程、机构与作用原理；熟悉喷气

纺纱机、摩擦纺纱的工艺过程和喷气纱、摩擦纱的特点。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转杯纺纱机的机构与作用原理，喷气纺纱机、摩擦纺纱的纺纱原理，转杯纱、喷气纱和

摩擦纱的特点。 

（2）教学难点 

转杯纺纱凝聚加捻机构作用原理，喷气纺纱机、摩擦纺纱的纺纱原理。 

3．教学方法 

采用现场教学与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实物展示纺纱杯和分梳辊等，帮助学生理解掌

握转杯纺纱的工艺过程和凝聚原理。 

4．教学内容 

新型纺纱的特点与分类，转杯纺纱前纺工艺与主要设备，转杯纺纱机的工艺过程、机构

与作用原理，转杯纱的结构与特性。喷气纺纱机、摩擦纺纱的工艺过程、机构和作用原理、

工艺参数，喷气纱和摩擦纱的特点。 

5．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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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新型纺纱的特点与分类；掌握转杯纺纱机、喷气纺纱机和摩擦纺纱机的工艺过程、

机构与作用原理。 

四、实验要求 

（一）实验的目的与要求 

使学生加深对《纺纱学》主要机构的理解与掌握，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分析问题的能

力，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及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将纺纱工艺理论与纺纱生产实践相结合的能

力。 

（二）实验项目名称、学时分配表 

实验学时分配表 

序

号 

实验项 

目名称 

实验

学时 
实验类型 实验内容 开出要求 

分组 

（人/组）

1 
精梳机分离接

合机构实验 
2 课程实验 

参观精梳机分离结合

机构、原理及传动 

随课 

开出 
10 

2 
粗纱机成形机

构实验 
2 课程实验 

参观粗纱机成形的机

构、原理及传动 

随课 

开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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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 

本科《机织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英文名称：机织学（Weaving Technology） 

课程编码：042220113 

课程性质：学科基础平台必修课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 

学时数：   64  ；其中：理论学时：  60  ；实践学时：  4  ；学分数： 4  ； 

编写人：  马芹  ；审定人：  王秋霞  。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教学目的与任务 

《机织学》是纺织工程专业的一门学科基础平台必修课程，课程开设的目的是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机织物加工的基本工艺流程、各工序生产设备机构组成和工作原理，

对机织工艺和设备有综合性了解，为学习专业方向课程打下一定基础。其任务是阐述机织物

的加工工艺流程、织造设备、各工序的生产原理、生产工艺及产品质量控制等。 

（二）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机织物的主要织造工艺流程，主要加工设备的纱线工艺

流程、机构组成和工作原理，对织造工艺和设备有综合性了解。 

（三）课程教学内容 

 1．络筒 

2．整经 

3．浆纱 

4．穿结经 

5．定捻与卷纬 

6．并捻 

7．开口 

8．引纬 

9．打纬 

10．卷取与送经 

11．织机传动及断头自停 

12．织机综合讨论 

13.机织物加工综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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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 

《机织学》是纺织工程专业的一门学科基础平台必修课程。 

先修课程：《纺织工程导论》、《纺织材料学》、《纺织一级项目Ⅰ》、《纺纱学》、《纺织一

级项目Ⅱ》 

后续课程：《织物结构与设计》、《织造工艺与质量控制》、《纺织厂设计》等。 

二、课程教学总体安排 

（一）学时分配建议表 

学时分配建议表 

教 学 环 节 
课  程  内  容 

讲 课 习题课 实 验 设 计 

绪论及络筒 10    

整经 6    

浆纱 14  2  

穿结经、定捻和卷纬、并捻 2    

开口 6    

引纬 10    

打纬 4    

卷取和送经 4    

织机传动及断头自停 3    

织机综合讨论 1    

机织物加工综合讨论 2    

总计（学时） 62  2  

（二）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1．教材 

朱苏康, 高卫东主编 机织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8（“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参考书目 

朱苏康, 陈元甫主编 机织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1996 

黄故主编 棉织原理 中国纺织出版社 1995 

高卫东主编 现代织造工艺与设备 中国纺织出版社 1998 

周永元主编 浆料化学与物理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3 

（三）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期末考试采用闭卷考试。 

2．成绩构成：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

考试成绩占 70％。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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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络筒（10 学时） 

1．教学目的： 

（1）掌握络筒的目的与要求、络筒机组成、工艺流程； 

（2）掌握筒子卷绕成形原理； 

（3）掌握络筒张力的概念：张力构成、张力变化及均匀络筒张力的措施； 

（4）络筒清纱、捻接和毛羽控制技术的发展；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筒子卷绕成形原理；络筒张力的概念、张力变化及均匀络筒张力的措

施；电子清纱器工作原理；主要络筒工艺参数及质量控制。 

（2）教学难点：筒子卷绕稳定性分析；纱圈的重叠与防叠；管纱退绕张力分析。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并提供实物，增强学生感性认识。 

4．教学内容： 

（1）筒子形式及卷绕成形分析 

（2）络筒张力 

（3）清纱、接头、定长及毛羽控制 

（4）络筒工艺与产量及质量控制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二）整经（6 学时） 

1．教学目的： 

（1）掌握整经的目的、要求、整经方式； 

（2）掌握筒子架的形式和特点，张力装置和断头自停装置的形式和工作原理； 

（3）掌握整经张力特点、整经片纱张力的均匀措施； 

（4）掌握分批、分条整经机的主要装置及工作原理；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经轴卷绕成形原理及卷绕质量控制；整经张力构成、变化及均匀整经

片纱张力的措施；分条整经条带成形控制；主要整经工艺参数及质量控制。 

（2）教学难点：整经机直接传动；分条整经条带成形控制。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加大信息量，增强学生感性认识。 

4．教学内容： 

（1）整经筒子架 

（2）整经张力 

（3）整经卷绕与产量及质量控制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三）浆纱（14 学时+2 学时实验） 

1．教学目的： 

（1）掌握浆纱的目的与要求； 

（2）掌握主要粘着剂的种类及其上浆性能； 

（3）掌握浆纱助剂的种类、作用与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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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浆液配方原则、调浆方法； 

（5）浆纱机组成、工艺流程、工作原理； 

（6）了解高压上浆、预湿上浆技术。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主要粘着剂的种类及其上浆性能；浆液配方的确定；浆纱机组成、工

艺流程、工作原理。 

（2）教学难点：主要粘着剂的上浆性能；上浆机理。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并提供实物，联系生产、生活实际，增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与掌握，对难点知识加强练习。 

4．教学内容： 

（1）浆料 

（2）浆液配方与调浆 

（3）上浆 

（4）浆纱综合讨论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四）穿结经（1 学时） 

1．教学目的： 

（1）掌握穿结经的工作方法，穿经、结经的选用； 

（2）掌握停经片、综框、钢筘的作用、结构、有关工艺参数。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穿经、结经的选用；综丝排列密度计算；筘号的概念及其应用。 

（2）教学难点：筘号的计算。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练习生产实际，增强学生感性认识。 

4．教学内容： 

（1）穿结经方法 

（2）停经片、综框、钢筘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五）定捻和卷纬（0.5 学时） 

1．教学目的： 

（1）掌握定捻的目的和作用机理； 

（2）掌握定捻的方法及其选用； 

（3）卷纬的目的、纬管卷绕成形与工艺要求。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定捻的方法及其选用。 

（2）教学难点：热湿定捻原理；纬管卷绕成形。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增加生活实例，增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4．教学内容： 

（1）纱线定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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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卷纬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六）并捻（0.5 学时） 

1.教学目的： 

（1）掌握股线的分类、特性、及其表示方法； 

（2）了解并捻设备的工艺流程和工作原理； 

（3）了解花式纱线的结构、种类及表示方法。 

2.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股线的分类、特性、及其表示方法； 

（2）教学难点：倍捻机工作原理；花式纱线的表示方法。 

3. 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增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4. 教学内容： 

（1）股线 

（2）花式捻线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七）开口（6 学时） 

1．教学目的： 

（1）掌握梭口参数、梭口的形成过程、形成方式、梭口清晰度的概念； 

（2）掌握开口过程中经纱的拉伸变形及其影响因素；  

（3）掌握综框运动规律及对织造过程的影响； 

（4）掌握开口机构的类型及其工作原理。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有关梭口的基本概念；梭口的形成过程、形成方式、梭口清晰度的概

念；开口过程中经纱的拉伸变形及其影响因素。 

（2）教学难点：综框运动规律；提花开口机构工作原理。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并提供实物，增强学生对设备机构的感性认识，同时联系生

产、生活实际，增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对难点知识加强练习。 

4．教学内容： 

（1）梭口 

（2）开口运动规律 

（3）开口机构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八）引纬（10 学时）     

1．教学目的： 

（1）掌握有梭织机的引纬工作原理； 

（2）了解自动换梭装置、多梭箱装置的作用及其工作原理； 

（3）握片梭引纬过程及其工作原理、片梭引纬的特点及品种适应性； 

（4）掌握剑杆引纬过程及其工作原理、剑杆引纬的特点及品种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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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掌握喷气引纬过程及其工作原理、喷气引纬的特点及品种适应性； 

（6）掌握喷水引纬过程及其工作原理、喷水引纬的特点及品种适应性； 

（7）掌握无梭织物的布边结构类型、形成方法及应用； 

（8）掌握储纬装置的作用、类型、工作原理及其选用。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有梭织机的特点；各种无梭引纬方式的工作特点及品种适应性；无梭

织物布边结构类型。 

（2）教学难点：流体力学基本原理；片梭织机扭轴投梭机构工作原理；定长储纬器的

工作原理。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并提供实物，增强学生感性认识。 

4．教学内容： 

（1）有梭引纬 

（2）片梭引纬 

（3）剑杆引纬 

（4）喷气引纬 

（5）喷水引纬 

（6）无梭引纬的辅助装置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九）打纬（4 学时） 

1．教学目的： 

（1）掌握打纬机构的作用、对打纬机构的要求； 

（2）掌握打纬机构的类型及其工作特点； 

（3）掌握打纬区、织物形成区的概念； 

（4）掌握打纬过程对织物形成的影响。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对打纬机构的要求，打纬机构的类型及其应用；打纬区、织物形成区

的概念。 

（2）教学难点：打纬区、织物形成区的概念。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难点问题加强讲解与练习。 

4．教学内容： 

（1）打纬机构 

（2）打纬与织物的形成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十）卷取和送经（4 学时） 

1．教学目的： 

（1）掌握卷取机构类型、工作原理、工作特点、卷取量计算方法与调整； 

（2）掌握送经机构类型、工作原理、工作特点、送经量计算方法与调整。 

2．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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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重点：卷取量、送经量的计算与调整。 

（2）教学难点： 卷取量、送经量的计算。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难点问题加强讲解与练习。 

4．教学内容： 

（1）卷取机构 

（2）送经机构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十一）织机传动与断头自停（1 学时＋2 学时现场教学） 

1．教学目的： 

（1）掌握有梭及无梭织机的传动与制动方式； 

（2）掌握机械式和电子式的断经、断纬自停机构的工作原理及其应用； 

（3）了解织机其它辅助机构。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断经、断纬自停机构的工作原理。 

（2）教学难点：有梭及无梭织机的传动与制动机构。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加大信息量，并进行现场机构教学，增强学生感性认识，

理论联系实际。 

4．教学内容： 

（1）织机的传动与制动系统 

（2）断纱自停装置 

（3）现场教学：织机辅助机构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十二） 织机综合讨论（1 学时） 

1．教学目的： 

（1）了解织机主要上机工艺参数； 

（2）掌握织机产量计算与质量控制。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织机主要上机工艺参数的选择。 

（2）教学难点：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并提供实物，增强学生感性认识。 

4．教学内容： 

（1）织机上机工艺参数； 

（2）织机生产率和织造断头。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十三）机织物加工综合讨论（2 学时） 

1．教学目的： 

（1）掌握坯布整理方法、质量统计指标； 

（2）掌握白坯织物和色织物生产工艺流程； 

（3）了解其它不同纤维织物的加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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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白坯织物和色织物生产工艺流程。 

（2）教学难点：其它不同纤维织物的加工流程。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并提供实物，增强学生感性认识。 

4．教学内容： 

（1）织物坯布整理； 

（2）机织物加工流程与工艺设备。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四、实验要求 

（一）实验的目的与要求 

1、熟悉浆料的基本性质和调浆方法、浆液质量指标及其测试。 

2、通过现场教学，了解织机辅助机构的工作原理。 

（二）实验项目名称、学时分配表 

（三）考核方式：现场考核、实验报告 

  

实验学时分配表 

序

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 

学时 
实验类型 

实验 

内容 

开出 

要求 

分  组 

（人/组）

1 
调浆与浆液性能

测试 
2 分组实验 

调浆、浆液性能 

测试 
必开 

15～20 人/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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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 

本科《针织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英文名称：针织学  Knitting Technology 

课程编码：042220201 

课程性质：学科基础平台必修课 

适用专业：中荷合作办学纺织工程专业 

学时数：   64   ；其中：理论学时：  60  ；实践学时：  4 学分数：  4   

编写人：  张一平     ；审定人：    张一平   ；编制单位： 纺织学院。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教学目的与任务 

针织学是纺织工程专业各方向的学科基础平台课程之一，是学生从事纺织工艺设计、生

产管理、产品质量控制、新型纺织产品开发的专业基础；其任务是使学生具备针织生产工艺、

技术和设备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为成为从事相关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专门人才打下基础，

同时也为后续专业方向课程的学习做好准备。 

（二）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通过课程的学习，应使学生了解针织生产的工艺、技术、设备；掌握针织的相关概念、

针织机的基本构造与工作原理，常见的纬编与经编针织物组织的结构特点、用途和编织工艺

等知识和相关的基本技能，了解针织技术的发展趋势。使学生初步具备一定的织物分析能力、

产品生产上机能力，并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三）课程教学内容 

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包括： 

1、针织基础、针织工艺的基本原理、针织机基本原理； 

2、纬编针织物形成原理，纬编针织物组织特点与编织、纬编选针机构工作原理、针织

机给纱与牵拉卷取等知识； 

3、经编以及经编针织物概念，经编成圈运动、梳栉横移和送经机构的工作原理、以及

简单的经编组织特点与形成。 

（四）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 

（1）先修课程 

先修课程：《纺织机械原理》、《纺织材料学 A》等。 

（2）后续课程 

后续课程为《国际纺织品贸易》、《市场营销学》、《纺织前沿》等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总体安排 

（一）学时分配建议表 



 29 

  

               

学时分配建议表 

教 学 环 节 
课  程  内  容 

讲 课 习题课 实 验 设 计 

纬编概述 4    

纬编基本组织与变化组织及圆机编

织工艺 
8    

纬编花色组织及圆机编织工艺 14  2  

圆纬机的选针与选片原理及应用 8    

纬编机的其他机构与装置 2    

经编概述 2    

整经 2    

经编机的结构和原理 8    

经编组织 10  2  

总结复习 2    

总计（学时） 60  4  

（二）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1．教材 

龙海如，针织学，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6 第一版 

2．参考书目 

（1）许瑞超，针织技术，东华大学出版社，2009 年 7 月。 

（2）天津纺织工学院，针织学（第一分册  纬编），纺织工业出版社，1980 年 1 月。 

（3）D．J．Spencer．Knitting Technolog．Oxford(England)：Pergamon Press   

（4）潘寿民，国外新型圆纬机构造调整和使用，纺织工业出版社，1992 年 10 月。 

（5）李泰亨，针织圆纬引进设备与工艺，纺织工业出版社，1993 年 9 月。 

（6）蒋高明，现代经编工艺与设备，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 年 12 月。 

（7）蒋高明，现代经编产品设计与工艺，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2002 年 12 月。 

（8）孙锋，针织词典，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 年。 

（三）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期末考试采用闭卷笔试。 

2．成绩构成：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

考试成绩占 70％。平时成绩包括考勤、作业以及平时测试等内容。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一） 纬编概述（4 学时） 

1．教学目的 

介绍针织概念，纬编针织物分类与表示、纬编机械，针织用纱与织前准备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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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重点：针织及相关概念，纬编针织物的表示方法，针织用纱要求。 

（2）教学难点：纬编针织物分类与表示。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讲授为主，联系工艺实际。 

4．教学内容 

（1）针织与针织物； 

（2）纬编针织物分类与表示； 

（3）纬编针织机； 

（4）针织用纱的要求及准备。 

5．教学要求 

掌握针织相关概念和纬编针织物的表示方法。 

（二）纬编基本组织与变化组织及圆机编织工艺（8 学时） 

1．教学目的 

介绍纬编基本组织、变化组织的结构、特点及编织工艺。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纬编基本组织、变化组织的结构、特点及编织工艺。特别是单面平针

组织的编织工艺；罗纹型与双罗纹型的区别。 

（2）教学难点：单面机针与沉降片的配合； 双罗纹机成圈机件的配置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讲授为主，联系工艺实际。 

4．教学内容 

（1）纬平针组织及编织工艺； 

（2）罗纹组织及编织工艺； 

（3）双罗纹组织及编织工艺； 

（4）双反面组织及编织工艺。 

5．教学要求 

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三）纬编花色组织及圆机编织工艺（14 学时） 

1．教学目的 

介绍纬编常见的各种花色组织的结构、特点、编织原理。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提花组织、集圈组织、衬垫组织、毛圈组织、复合组织。 

（2）教学难点：提花组织、集圈组织、衬垫组织、毛圈组织、复合组织的概念及编织

原理。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讲授为主，联系工艺实际。 

4．教学内容 

（1）提花组织及编织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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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集圈组织及编织原理； 

（3）添纱组织及编织原理； 

（4）衬垫组织及编织原理； 

（5）毛圈组织、毛绒组织、衬纬组织、调线组织、绕经组织、移圈（菠萝、纱罗）组

织等概念及形成原理； 

（6）复合组织及编织原理。 

5．教学要求 

掌握纬编常见的各种花色组织的结构、特点、编织原理，提花组织、集圈组织、衬垫组

织、毛圈组织、复合组织为重点。 

（四）圆纬机的选针与选片原理及应用（8 学时） 

1．教学目的 

介绍常见的各种圆纬机选针机构的结构、工作原理和上机工艺。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多针道三角选针、拨片选针机构以及织物反面的设计。 

（2）教学难点：多针道三角选针、提花轮选针机构。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讲授为主，联系工艺实际。 

4．教学内容 

（1）多针道变换三角式选针机构的选针原理及应用； 

（2）提花轮选针与选片原理及应用； 

（3）拨片式选针原理及应用； 

（4）电子选针与选片原理； 

（5）双面提花圆机的上针成圈系统与上机工艺。 

5．教学要求 

掌握多针道三角选针、提花轮选针、拨片选针机构的特点、上机工艺以及织物反面的设

计。 

（五） 纬编机的其他机构与装置（2学时） 

1.教学目的 

介绍纬编机的给纱机构、牵拉与卷取机构、以及其他机构。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给纱、牵拉与卷取机构的要求和工作原理。 

（2）教学难点：给纱、牵拉与卷取机构工作原理。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讲授为主，联系工艺实际。 

4.教学内容 

（1）给纱； 

（2）牵拉与卷取、传动机构与辅助装置。 

5.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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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给纱机构、牵拉与卷取机构等的要求和机构工作原理。 

（六） 经编概述（2 学时） 

1.教学目的 

介绍经编的概念、经编针织物、经编机、经编生产以及经编针织物组织的表示方法。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经编的概念、经编机、以及经编针织物组织的表示方法。 

（2）教学难点：经编针织物组织的表示方法。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讲授为主，联系工艺实际。 

4.教学内容 

（1）介绍经编的概念、经编针织物、经编机、经编生产； 

（2）经编针织物组织的表示方法。 

5.教学要求 

掌握重点，理解难点。 

（七） 整经（2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整经的意义方法、整经机的结构及工作原理、整经时的经纱张力、质量控制。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整经机的结构及工作原理、整经时的经纱张力、质量控制。 

（2）教学难点：整经机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讲授为主，联系工艺实际。 

4.教学内容 

（1）概述； 

（2）整经机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5.教学要求 

掌握重点，理解难点。 

（八）经编机的结构和原理（8 学时） 

1.教学目的 

讲解槽针、钩针、舌针经编机的成圈机构与成圈原理；经编机的横移机构要求和工作原

理，特别是花纹链条式横移机构；讲解常用的送经机构以及送经量估算等经编机的结构和工

作原理。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掌握槽针、钩针、舌针经编机的成圈机构与成圈原理；经编机的横移

机构要求和工作原理，特别是花纹链条式横移机构；常用的送经机构以及送经量估算等经编

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2）教学难点：槽针经编机的成圈机构及配合、花纹链条式横移机构以及其它横移机

构及其工作原理、送经机构以及送经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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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方法 

多媒体讲授为主，联系工艺实际。 

4.教学内容 

（1）成圈机构:讲解槽针、钩针、舌针经编机的成圈机构； 

（2）梳栉横移机构:讲解花纹链条式横移机构以及其它横移机构； 

（3）送经机构:讲解常用的送经机构以及送经量估算； 

（4）牵拉卷取机构； 

（5）传动机构及辅助装置。 

5.教学要求 

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九） 经编组织（10 学时） 

1.教学目的 

讲解经编针织物基本、少梳栉经编组织和花色组织的结构特点及编织工艺。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经编针织物基本结构与特点、少梳栉经编组织形成与变化、花色组织

形成与实现原理。 

（2）教学难点：经编针织物组织的概念和编织原理。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讲授为主，联系工艺实际。 

4.教学内容 

（1）经编针织物基本组织及编织原理； 

（2）经编针织物的变化组织及编织原理； 

（3）少梳栉经编组织及编织原理； 

（4）缺垫、衬纬、缺压、压纱等经编组织概念及编织原理。 

5.教学要求 

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四、实验要求 

（一）实验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实验培养学生针织面料的认识和辨别，同时通过实验验证相关关基础理论,巩固并

加深对针织及针织物基本概念，针织形成原理，针织机械以及针织物组织等理解，培养学生

综合运用所学课程知识，学会分析的能力，为今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和生产实践打下基础，

并且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作风，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工作作风。 

（二）实验项目名称、学时分配表 

实验学时分配表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学时 实验类型 实验内容 开出要求 分  组（人/组） 

1 纬编针织物认

识 

2 讲解+实际

操作 

常见各类纬

编面料的认

各类试样，分

析仪器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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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2 
经编针织物认

识 
2 

讲解+实际

操作 

常见各类经

编面料的认

识 

2 

（三）考核方式 

根据预习情况，动手能力，操作技能实验报告综合评价实验成绩。实验成绩分为优、良、

中、及格和不及格五档（或折合成百分，用于平时成绩计算），占平时成绩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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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 

中荷合作办学纺织工程专业《非织造技术 A》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英文名称：非织造技术 A（ Nonwoven Fabric Technology A） 

课程编码：042220111 

课程性质：学科基础平台必修课 

适用专业：中荷合作办学纺织工程专业 

学时数：  32  ；其中：理论学时： 28  ；实践学时： 4  ；机动学时： 0 ；学分数：  

2 ； 

编写人：   李金超 ；审定人：  朱洪英  ；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教学目的与任务 

本课程是纺织工程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的与任务是：使学生对非织造

布产品特点、分类及应用，各种非织造布的生产加工工艺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从而为学生

提供一种新的专业基础知识，拓宽学生知识面,为以后学生使用非织造布产品，从事纺织、

非织造行业的各类工作打下基本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非织造布生产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了解非织造布加工领

域的性质和范围，掌握非织造加工技术的基本知识，掌握几种主要的成网、加固以及后整理

的加工过程，初步具有非织造布工艺实施、工艺设计的能力，具有从事非织造织物生产管理

的基本能力。 

（三）课程教学内容 

1.绪论 

2.非织造材料的成网方法 

3.非织造材料的固网方法 

4.非织造材料后整理及产品应用 

（四）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有《纺织机械原理》、《纺织材料学》、《纺纱学》、《机织学》，无后续课程。 

二、课程教学总体安排 

（一）学时分配建议表 

              学时分配建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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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课  程  内  容 

讲 课 习题课 实 验 设 计 

绪论 2    

非织造材料成网方法 10    

非织造材料固网方法 12    

非织造材料后整理及产品应用 4    

现场教学   4  

总计（学时） 28  4  

（二）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1．教材：《非织造布技术概论》马建伟主编  中国纺织出版社； 第 2 版 2008 年 

2．参考书目 

《非织造布材料与工程学》 郭秉臣主编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5 

《非织造学》 柯勤飞主编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04 

（三）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 

开卷、闭卷或课程作业或专业论文 

2.成绩构成     

总成绩由平时成绩和考试卷面（或课程作业或专业论文）成绩两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占

总成绩的 50%，考试卷面成绩（或课程作业或专业论文）占总成绩的 50%。 

课程作业或专业论文用时：不占用上课时间，业余完成。课程作业或专业论文的撰写内

容和格式要符合本课程的课程作业指导书或专业论文指导书的相关要求。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一）绪论（2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非织造布发展状况；非织造材料的定义与分类；非织造工艺的技术特点；非织造

材料的结构与性能；非织造材料的用途及与传统纺织的区别；非织造用纤维原料。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非织造材料的定义与分类、非织造工艺的技术特点 

（2）教学难点：非织造材料的结构与性能 

3．教学方法：课堂讲授、实物，重点部分从不同角度反复讲解。 

4．教学内容： 

（1）非织造材料的定义和分类 

（2）非织造材料的历史和现状 

（3）非织造材料的技术特点 

（4）非织造用纤维原料 

5．教学要求 

认真听课，做好笔记和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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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织造材料成网方法（10 学时） 

1．教学目的 

使学生掌握成网方法的分类和特点，初步了解各种成网方法的原理、工艺、机构及纤

网结构及应用。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干法成网、纺粘法成网、纺熔法的成网原理及工艺过程。 

（2）教学难点：成网设备 

3．教学方法：课堂讲授、实物，重点部分从不同角度反复讲解。 

4．教学内容： 

（1）干法成网 

（2）湿法成网 

（3）聚合物直接成网 

（4）组合成网 

5．教学要求 

认真听课，做好笔记和作业，查阅非织造材料成网方法的有关资料。 

（三）非织造材料固网方法（12 学时） 

1．教学目的 

使学生掌握各类固网方法的分类和特点，初步了解各种固网方法的原理、工艺、机构

及纤网结构及应用。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化学粘合法、机械固网法、热粘合法固网原理及工艺过程。 

（2）教学难点：固网设备 

3．教学方法：课堂讲授、实物，重点部分从不同角度反复讲解。 

4．教学内容： 

（1）化学粘合法 

（2）机械固网法 

（3）热粘合法 

5．教学要求 

认真听课，做好笔记和作业，查阅非织造材料固网方法有关资料。 

（四）非织造布后整理及产品应用（4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非织造材料产品分类和在各领域中的应用及其后整理、复合技术。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非织造材料后整理概念 

（2）教学难点：非织造材料后整理方式 

3．教学方法：课堂讲授、实物，重点部分从不同角度反复讲解。 

4．教学内容： 

（1）非织造材料后整理目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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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织造材料后整理方式及其分类 

5．教学要求 

认真听课，做好笔记和作业。 

  

  

河南工程学院 

本科《国际纺织品贸易》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英文名称：国际纺织品贸易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e of Textile 

课程编码：042231001 

课程性质：专业选修课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对外） 

学时数： 48 ；其中：理论学时： 48 ；实践学时：    ；机动学时：    ；学分数： 

3 ； 

编写人：   孔繁荣    ；审核人：  张海霞 ； 编制单位： 纺织学院 ；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教学目的与任务 

《国际纺织品贸易》是纺织工程（对外）的专业选修课，是从事纺织品国际贸易和相关

工作必须掌握的知识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纺织品贸易特点，对纺织品贸易的

整体情况以及贸易实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掌握对外贸易的一般做法，了解国际货物买卖合

同的主要内容，熟悉交易磋商、签约等环节的基本程序，毕业后能适应外贸工作的需求。 

（二）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本课程主要介绍纺织品贸易的基础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及措施、国际贸易协定和世界贸

易组织概况，以及纺织品贸易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 

（三）课程教学内容 

    本课程分纺织品国际贸易概论与进出口实务，主要介绍国际贸易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及

与纺织品有关的国际贸易协议，介绍国际贸易惯例及国际贸易运作规范并结合纺织品贸易实

际情况，通过纺织品案例分析，掌握纺织品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四）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 

纺织品贸易作为一门学科，不是独立的，通过其他课程的学习，再结合国际贸易原理，

才能在实践中灵活运用本门课程，可以为后续毕业设计（论文）等奠定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总体安排 

（一）学时分配建议表 

学时分配建议表 

课  程  内  容 教 学 环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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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课 习题课 实 验 设 计 

国际贸易概论 6    

国际贸易理论与措施 6    

WTO 下纺织品与服装规则 4    

国际贸易术语 6    

纺织品贸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6    

纺织品贸易的运输、保险与结算 10    

纺织品贸易的争端解决 2    

纺织品进出口贸易流程 6    

总结复习 2    

总计（学时） 48    

（二）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上课教师可从推荐参考书中选择教材。 

1．张彦欣.《国际纺织品实务》，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11 

2．王建坤.《纺织服装贸易概论》. 中国纺织出版社，2009.10 

3．蔡玉兰.《纺织服装国际贸易》. 东华大学出版社，2008.12 

4．郭燕.《国际纺织品服装贸易理论与措施》. 人民出版社，2011.8 

5．赵京霞.《后配额时代的国际纺织品贸易》. 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10 

6．黎孝先.《国际贸易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7 

（三）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课程结束后提交一篇论文。 

2．成绩构成：平时成绩占 50%，论文成绩占 50%，其中平时成绩包括考勤、课堂纪律和

作业等情况。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一）国际贸易概论（6学时） 

1．教学目的：使学生了解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理解国际贸易的分类、了解国际贸易

的产生和发展；了解国际分工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了解世界市场的发展历

程。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国际贸易基本概念 

（2）教学难点：国际贸易分类 

3．教学方法：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 

（2）国际贸易的分类 

（3）国际贸易的产生与发展 

（4）国际分工与世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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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二）国际贸易理论与措施（6 学时） 

1．教学目的：使学生了解对外贸易主要理论学说，了解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演变；

掌握关税措施、非关税措施的种类和特点，理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影

响，了解鼓励出口措施的种类，以及出口管制的形式。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理论在政策中的运用，关税种类 

（2）教学难点：非关税壁垒措施 

3．教学方法：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自由贸易理论与政策 

（2）保护贸易理论与政策 

（3）贸易自由化与新贸易保护主义 

（4）纺织品贸易壁垒 

（5）出口鼓励和出口管制方面的措施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三）WTO 纺织品与服装规则（4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 WTO《纺织品与服装协定》的具体内容，以及在任何情况下实施纺

织品贸易过渡期保障措施。了解 WTO《纺织品与服装协定》的产生背景和产生过程以及对

发展中国家成员的意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WTO《纺织品与服装协定》的主要内容 

（2）教学难点： 一体化进程和配额限制取消进程 

3．教学方法：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 

（2）《纺织品与服装协定》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四）国际贸易术语（6 学时） 

1．教学目的：使学生了解贸易术语的概念、性质、作用以及相关国际贸易惯例；掌握

2010 通则中贸易术语的含义及各种贸易术语的运用。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贸易术语的性质、《2010 通则》的内容、主要贸易术语的含义 

（2）教学难点：贸易术语的选用、贸易术语与合同的关系 

3．教学方法：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国际贸易术语与国际贸易惯例的概念 

（2）主要国际贸易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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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五）纺织品贸易合同的主要条款（6 学时） 

1．教学目的：使学生掌握纺织品贸易买卖合同基本条款的内容和法律地位，以及如何

订好合同的各项条款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品质、数量、包装与价格条款的主要内容 

（2）教学难点：订立上述条款的重点 

3．教学方法：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商品的名称与品质 

（2）商品的数量 

（3）商品的包装 

（4）商品的价格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六）纺织品贸易的运输、保险与结算（10 学时） 

1．教学目的：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合同中运输条款的内容；熟悉办理投保的手续及基本

流程，掌握国际货物运输保险的各种险别的范围与有关保险条款的具体内容；熟悉合同支付

条款的制订方法，掌握汇票的内容与使用、信用证的种类及相关程序。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海洋运输的特点以及海运提单的填写，海洋运输的险别 

（2）教学难点：班轮运输运费的计算，保险金额及保险费的计算 

3．教学方法：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国际贸易运输方式、主要运输单据、装运条款 

（2）保险的基本原则、海上货物运输保险承保的范围 

（3）我国海运货物运输保险险别与条款 

（4）合同中的保险条款和我国进出口货物保险的做法 

（5）国际贸易支付工具、方式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七）纺织品贸易的争端解决（2 学时） 

1．教学目的：使学生掌握纺织品商检，了解国内外主要检验机构与检验标准。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出入境检验检疫程序及检验时间和地点的规定 

（2）教学难点：生态纺织品的检验与标志 

3．教学方法：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商品的检验和索赔 

（2）不可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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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仲裁 

（4）生态纺织品的检验与标志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八）纺织品进出口贸易流程（6 学时） 

1．教学目的：使学生初步了解进出口交易前应做好的准备工作，掌握交易磋商的程序、

步骤，并学会在交易磋商的基础上签订销售合同。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交易磋商的一般程序 

（2）教学难点：发盘和接受的必备条件及各国法律的有关规定 

3．教学方法：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交易前的准备和交易磋商 

（2）贸易合同订立 

（3）出口合同履行、进口合同履行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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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 

本科《品牌建设》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英文名称： 品牌建设  Brand Construction  

课程编码：042231002  

课程性质：专业选修课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对外） 

学时数：  48  ；其中：理论学时：  48  ；学分数： 3  ； 

编写人：  黄海涛  ；审定人： 张海霞 ；编制单位： 纺织学院 。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教学目的与任务 

《品牌建设》是纺织工程专业（对外）学生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品牌建设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对品牌建设有系统的认识和了

解，并能运用所学知识做出相应的设计、传播、维护和创新。通过本课程教学，学生应初步

了解品牌建设的基本原理，着重掌握品牌建设的理论知识，了解品牌的历史，熟悉品牌与消

费的关系，应用品牌战略与决策。具备运用理论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能够运

用所学知识参与品牌建设。 

（二）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要求学生做到：了解品牌的历史；明确品牌建设的战略的理论体系；

掌握品牌建设的含义和特征、构成要素、分类和相关的基本概念；重点掌握品牌与决策和品

牌传播；学会运用品牌建设的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本课程的教学要求中，“了解”、

“掌握”、“重点掌握”是三个由低到高、逐步深入的能力层次要求。“了解”是指知道有

关情况；“掌握”是指在了解有关情况的基础上，正确理解有关名词、概念、知识的含义，

并能准确表述；“重点掌握”是指在明确的基础上，能把握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和基本制度的完整内容。本课程考核中，要求“了解”的部分一般不作为考核内容；要求“掌

握”、“重点掌握”的部分作为重点考核的内容。 

（三）课程教学内容 

品牌概念、历史、生命周期及与消费者的关系，品牌的战略与决策，品牌的定位与个性，

品牌价值与资产，品牌的设计、延伸、维护与创新。 

二、课程教学总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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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时分配建议表              

学时分配建议表 

教 学 环 节 
课  程  内  容 

讲 课 习题课 实 验 设 计 

品牌概论 4       

品牌的历史 2       

品牌与消费者 4       

品牌战略与决策 6    

品牌生命周期 4    

品牌定位与品牌个性 4    

品牌设计 4    

品牌价值与品牌资产 4    

品牌传播 6    

品牌延伸 4    

品牌维护与品牌创新 4    

复习提交作业 2    

总计（学时） 48      

（二）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1．教材 

无 

2．参考书目 

《品牌建设理论与实务》，李自琼，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品牌学》，余明阳，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 

（三）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课程结束后提交大作业。 

2．成绩构成：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和大作业构成，其中平时成绩包括作业情况、上课

出勤情况等占 50％，大作业占 50％。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一）品牌概论（4 学时） 

    1.教学目的 

掌握品牌概念、了解品牌的含义、分类及其相关概念，着重掌握品牌的构成要素。 

2.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品牌的构成要素。 

（2）教学难点：品牌的划分。 

（3）处理方法：将重点难点内容与一般内容有机结合，在兼顾系统性的基础上突出重

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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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方法：多媒体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品牌的含义和特征 

（2）品牌的构成要素 

（3）品牌的分类及相关概念 

5.教学要求 

综合运用多媒体课堂讲授、讨论教学方法，注重启发式教育，引导学生展开讨论，使学

生在掌握品牌的基本概念。 

（二）品牌的历史 （2 学时） 

   1.教学目的 

掌握国内外品牌现代发展史，了解国外原始品牌的发展和我国古代、近代的品牌发展史。 

2.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掌握国内外近、现代品牌发展史。 

（2）教学难点：我国现代品牌发展。 

（3）处理方法：课内与课外有机结合、教材与参考文献（或资料）有机结合。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堂讲授和联系实际讨论相结合 

4.教学内容 

（1）中国品牌的发展史 

（2）外国品牌的发展史 

5.教学要求 

课堂教学中，向学生介绍品牌建设出现的问题，结合实例进行讲授，使教学的内容能够

紧密地与现实相结合。 

（三）品牌与消费者  （4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消费者的消费心理、购买行为以及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因素，掌握品牌与消费者

的关系。 

2.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因素。 

（2）教学难点：品牌功能、情感与消费者的关系。 

（3）处理方法：在讲课过程中多采用案例教学，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同时加强课堂讨

论。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堂讲授和做练习相结合 

4.教学内容 

（1）消费者心理 

（2）消费者心理与品牌 

（3）品牌与消费者的关系 

5.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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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中，向学生介绍消费者购买品牌的心理，结合实例进行讲授，使教学的内容能

够紧密地与现实相结合。通过讨论，学生能够掌握品牌与消费者的关系。  

（四）品牌战略与决策  （6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品牌与企业的关系，掌握品牌战略的内涵、特征、关键以及品牌的战略决策。 

2.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品牌战略的内涵、特征、关键。 

（2）教学难点： 品牌的战略决策。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品牌与企业的关系 

（2）品牌战略 

（3）品牌决策 

5.教学要求 

通过向学生介绍品牌战与企业的关系，让学生掌握品牌战略的内涵、特征、关键以及品

牌的战略决策，结合实例进行讲授，使教学的内容能够紧密地与现实相结合，让学生对品牌

重新定位。 

（五）品牌生命周期（4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品牌的生命周期，掌握品牌生命周期与产品生命周期的关系。从中了解品牌周期的

特征，学会品牌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管理。 

2.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品牌生命周期与产品生命周期的关系。 

（2）教学难点：品牌生命周期的特征。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品牌生命周期与产品生命周期的关系 

（2）品牌生命周期的特征及管理 

5.教学要求： 

综合运用多媒体课堂讲授、讨论教学方法，例举生活中事例，引导学生展开讨论，使学

生在掌握品牌生命周期的特征。 

（六）品牌定位与品牌个性  （4 学时） 

1.教学目的 

通过对本章节的学习，了解品牌定位的意义、原则、程序和方法，并了解品牌定位存在

的误区。掌握品牌个性的作用。 

2.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品牌定位的原则、程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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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难点：品牌个性的作用。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品牌定位 

（2）品牌个性 

5.教学要求 

本节首先通过什么是品牌定位，了解品牌定位的意义，通过对案例的生动剖析，让学生

清楚认识到品牌定位的原则、程序和方法。 

（七）品牌设计  （4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品牌设计的含义和品牌名称的意义，认识国内外著名品牌名称设计的类型，掌握品

牌名称设计及品牌标志设计的原则。学会品牌命名的程序和策略。 

2.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品牌命名的策略和品牌标志设计的基本要素。 

（2）教学难点：品牌名称设计及品牌标志设计的原则。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品牌设计概述 

（2）品牌名称设计 

（3）品牌标志设计 

5.教学要求 

综合运用多媒体课堂讲授、案例讨论教学方法，注重启发式教育，引导学生展开讨论，

使学生在掌握品牌名称设计和标志设计的原则上，懂得如何命名和设计品牌。 

（八）品牌价值位与品牌资产  （4 学时） 

1.教学目的 

通过对本章节的学习，了解品牌价值的定义及核心价值，并了解品牌资产的含义与特征。

掌握品牌价值和资产的构成，并学会品牌价值的评估方法。 

2.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品牌价值和资产的构成。 

（2）教学难点：品牌价值的评估方法。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品牌价值 

（2）品牌资产 

5.教学要求 

通过课程讲授，让学生了解品牌价值的定义及品牌资产的含义，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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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重点掌握品牌价值和资产的构成，并学会品牌价值的评估方法。 

（九）品牌传播  （6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品牌传播的含义、品牌传播媒介种类以及传播手段，掌握品牌传播的要素及模式，

品牌的功能、原则以及影响媒介选择的因素。通过上面知识知道品牌整合营销传播的特点和

作用，并对整合营销传播的程序有一定的了解。 

2.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品牌传播的要素及模式。 

（2）教学难点：品牌的功能、原则以及影响媒介选择的因素。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品牌传播的特点和功能 

（2）品牌传播的模式和原则 

（3）品牌传播媒介 

（4）品牌传播手段 

（5）品牌整合传播 

5.教学要求 

综合运用多媒体课堂讲授、案例讨论等教学方法，通过例举案例，引导学生展开讨论，

使学生在了解影响媒介选择的因素，掌握品牌传播的要素及模式，品牌的功能、原则。 

（十）品牌延伸  （4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品牌延伸的含义、动因及种类，熟悉品牌延伸的风险。掌握品牌延伸的原则及品牌

延伸的策略。 

2.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品牌延伸的原则及品牌延伸的策略。 

（2）教学难点：品牌延伸的风险。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品牌延伸概述 

（2）品牌延伸策略 

（3）品牌延伸的风险与规避 

5.教学要求 

通过案例，让学生了解品牌延伸的含义、动因，并说明品牌延伸的风险，从中找到规避

的方法。掌握品牌延伸的原则及品牌延伸的策略。 

（十一）品牌维护与品牌创新  （4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品牌维护的意义和品牌创新的含义，熟悉法律、政府及企业如何维护品牌，掌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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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创新的原则。 

2.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法律、政府及企业如何维护品牌。 

（2）教学难点：品牌创新的原则。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法律、政府及企业对品牌的维护 

（2）品牌创新 

5.教学要求 

综合运用多媒体课堂讲授、案例讨论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展开讨论，使学生了解品牌维

护的意义和品牌创新的含义，知道品牌创新的特征和一般动力，并掌握品牌创新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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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 

本科《市场营销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英文名称：市场营销学 Marketing  

课程编码：062221022 

课程性质：学科必修课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对外） 

学时数：  48   ；其中：理论学时：  48   ；实践学时： 0 ；学分数： 3   ； 

编写人： 张浩清     ；审定人： 常英  ；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教学目的与任务 

市场营销学是一门建立在经济科学、行为科学、管理科学和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应

用科学。市场营销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企业市场营销活动过程及其规

律性，即在特定的市场营销环境中，企业以市场调研分析为基础，为满足现实和潜在的市场

需求，所实施的以产品（Product）、定价（Price）、地点（Place）、促销（Promotion）为

主要决策内容的市场营销管理过程及其客观规律性。市场营销学的研究内容具有综合性、实

践性、应用性。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营销学不仅广泛应用于企业、政府和非营利组织，而且逐

渐应用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市场营销学不仅是财

经类、管理类各专业的必修课，而且还是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等专业的重要课程。在工商

管理类课程体系中，市场营销学通论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二）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应使学生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市场营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基本技能和方法，充分认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加强企业营销管理的重要性，了解分析市场

营销环境、研究市场购买行为、制定市场营销组合策略、组织和控制市场营销活动的基本程

序和方法，培养和提高正确分析和解决市场营销管理问题的实践能力，以使学生能够较好地

适应市场营销管理工作实践的需要，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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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实践中，要求课堂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借助课堂讨论、计算机模拟、社会实

践、市场调查、营销策划、营销咨询与培训等多种形式，培养学生的营销知识应用能力、营

销决策能力和营销创新能力。 

（三）课程教学内容 

理论课教学内容包括：市场与市场营销 、战略规划与营销管理、市场营销环境分析、

市场营销调研、消费者行为分析、组织市场购买行为与营销、竞争者分析与市场竞争战略、

目标市场营销战略、产品策略、新产品开发、服务营销、定价策略、分销策略、零售和批发、

营销沟通策略、人员推销与销售管理、营销规划与营销管理等。 

（四）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管理学原理、会计学、财务管理、经

济法、统计学等。 

二、课程教学总体安排 

（一）学时分配建议表 

             学时分配建议表 

教 学 环 节 
课  程  内  容 

讲 课 习题课 案例教学 设 计 

第一章  市场营销概述 6    

第二章  市场营销环境分析 4    

第三章  市场营销调研与预测 4    

第四章  购买行为分析 4    

第五章 市场营销战略规划 2    

第六章  目标市场分析 4    

第七章  市场营销组合与产品策略 6    

第八章  定价策略 4    

第九章  分销渠道策略 4    

第十章  整合营销传播策略 6    

第十一章  市场营销管理 2    

第十二章  国际市场营销 2    

合    计 48    

（二）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1．教材 

在市场营销学课程的教材选用上，我们坚持选优原则。近几年使用的教材是： 

《市场营销学通论》（第三版）（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21 世纪工商管理

系列教材）郭国庆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4 月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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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原理》（高等学校规划教材）吕朝晖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 年 8 月出

版 

2．参考书目 

《市场营销学教程》纪宝成 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3 月 

《市场营销学》，晁钢令，上海财经大学出版，2003 年版 

《市场营销》，吴宪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市场营销理论：理论、案例与实训》，杨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三）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 

本课程因为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技术性、操作性课程，不宜采用闭卷考试方式，期末考

试建议采用写专业论文或笔试（开卷）的考试方式，主要考核学生对营销基本理论的掌握程

度和对现实问题的分析解决能力。 

2．成绩构成 

平时成绩（20%）+期末卷面成绩（80%） 

学生期末考试成绩的评定，期末卷面成绩占 80%，平时成绩占 20%。学生平时成绩的评

定应完成的环节主要包括课堂出勤、课堂讨论和课外作业等，课外作业可以采用调查报告、

课程论文、方案设计、案例分析等方式。任课教师对于学生平时成绩的评定拥有规则制定权

和权威解释权。 

期末考试题型的设计以开放式综合型案例分析题为主，与营销实践有机结合，凸显试题

的灵活性和应用性特点，采用有限制的开卷考试方式。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一)  市场营销概述（ 6 学时） 

1．教学目的与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营销学对市场的定义，理解需要、欲望和需求，产品，交换和交

易的概念。能够多视角认识市场营销，了解一些重要概念，以及营销管理的任务和营销学的

重要分支。掌握营销管理哲学的 5 种典型经营观念，重点掌握营销观念的 2 个导向和 4个支

柱。掌握关系营销观念，理解顾客满意、顾客忠诚的概念，认识保持顾客的重要性和意义。

了解市场营销学演进的大致历程，了解各个时期出现的新观念。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市场营销、市场营销的含义及其重要概念。 

（2）教学难点 

 市场营销任务 

 市场营销哲学 

3．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课堂讨论、案例教学 

4．教学内容 

（1） 市场的概念 

市场的产生和发展及市场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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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欲望和需求。 

产品及其内涵。 

交易和交换。 

（2）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的含义及其重要概念。 

（3）市场营销活动的过程 

树立与贯彻营销观念。 

分析与预测市场营销机会。 

制定市场营销战略规划。 

制定与实施市场营销策略组合。 

管理与监控市场营销活动。 

（4）市场营销的任务 

（5）市场营销管理哲学 

生产观念。 

产品观念。 

推销观念。 

市场营销观念。 

社会营销观念（顾客满意、客户关系管理等）。 

（6）市场营销理论的新发展 

营销思想的着重点。 

现代营销新发展。 

5．教学要求：掌握市场营销基本概念 

6、学生练习及作业 

讨论：谈一谈你对市场和营销的认识。 

  

（二）  市场营销环境分析(4 学时) 

1．教学目的与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市场营销环境对市场营销活动的重要影响作用，掌握微观环境和宏

观环境的主要构成，应用分析、评价市场机会与环境威胁的基本方法，分析企业面对市场营

销环境变化所应采取的对策。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  市场营销环境概述 

市场营销环境的含义和特点。 

市场营销机会与环境威胁。 

分析市场营销环境的方法。 

3．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案例教学 

4．教学内容 

（1）  市场营销环境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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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环境的含义和特点。 

市场营销机会与环境威胁。 

分析市场营销环境的方法。 

（2）  直接市场营销环境 

供应商营销。 

营销渠道企业。 

市场。 

竞争者。 

公众。 

（3）  间接营销环境 

政治法律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 

经济环境。 

人口环境。 

科技环境。 

自然环境。 

5．教学要求：掌握市场营销环境分析 

6、学生练习及作业 

讨论：谈一谈你对营销环境的认识。 

  

（三）  市场营销调研与预测（4 学时） 

1．教学目的与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市场营销信息系统含义与构成，掌握市场营销调研过程，应用市场

营销调研的基本方法，为企业市场营销决策服务。 

2．教学重点与难点 

（2） 市场营销调研 

市场营销调研的含义和类型。 

市场营销调研的作用。 

现代信息技术在市场调研中的应用。 

市场营销调研过程。 

3．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案例教学 

4．教学内容 

（1） 市场营销信息系统 

市场营销信息系统的构成。 

市场营销信息的来源。 

现代信息技术与市场营销信息。 

（2）市场营销调研 

市场营销调研的含义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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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调研的作用。 

现代信息技术在市场调研中的应用。 

市场营销调研过程。 

（3） 市场营销调研方法 

询问调查。 

市场观察。 

市场实验。 

5．教学要求：掌握市场调查与预测的手段 

6、学生练习及作业 

讨论：市场调研有哪些注意事项？ 

  

（四）  购买行为分析（4 学时） 

1．教学目的与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消费者市场的含义、特点以及影响消费者购买的主要因素，掌握消

费者购买决策过程，应用消费者购买行为理论分析中国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类型及其特征。 

2．教学重点与难点 

（3） 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 

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的参与者。 

消费者购买行为类型。 

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的主要步骤。 

3．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案例教学 

4．教学内容 

（1） 消费者市场购买行为概述 

消费者市场的含义。 

消费者市场的特点。 

消费者购买行为模式。 

（2） 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主要因素 

文化因素。 

社会因素。 

个人因素。 

心理因素。 

（3） 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 

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的参与者。 

消费者购买行为类型。 

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的主要步骤。 

（4） 组织市场购买行为 

 组织市场的特点。 

 组织市场用户的购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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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学要求：掌握购买行为分析 

6、学生练习及作业 

讨论：做为一个消费者，谈一谈自己的某一次购物的体会。 

  

（五）战略规划和市场营销管理过程（2 学时） 

1．教学目的与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战略规划和市场营销管理过程的含义、作用和步骤，掌握制定企

业任务、目标和业务组合计划的基本方法，以及企业业务创新的主要途径，明确市场营销管

理的实质和主要任务，应用业务组合理论确定企业的主要业务。 

2．教学重点与难点 

（2）  市场营销战略规划过程 

规定企业任务。 

确定企业目标。 

安排业务组合。 

实施业务创新。 

3．教学方法：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市场营销战略规划概述 

市场营销战略规划的含义。 

市场营销战略规划的特征。 

（2）市场营销战略规划的过程 

规定企业任务。 

确定企业目标。 

安排业务组合。 

实施业务创新。 

5．教学要求：掌握市场营销战略规划内容 

6、学生练习及作业 

讨论：谈一变战略与战术的区别。 

  

（六）  目标市场分析（4 学时） 

1．教学目的与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市场细分、市场选择、市场定位等目标市场营销战略各步骤的含义

及其联系，掌握市场细分的作用和依据，应用市场细分原理和市场定位方法，处理企业目标

市场营销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2．教学重点与难点 

（3） 市场定位 

市场定位的含义。 

市场定位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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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定位的步骤与方法。 

3．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案例教学 

4．教学内容 

（1） 市场细分 

市场细分的概念及理论依据。 

市场细分的作用。 

市场细分的依据。 

市场细分的原则。 

（2）目标 市场选择 

目标市场的确定。 

目标市场战略。 

（3） 市场定位 

市场定位的含义。 

市场定位的分类。 

市场定位的步骤与方法。 

5．教学要求：掌握目标市场选择、市场定位 

6、学生练习及作业 

如何进行市场细分？ 

如何进行市场定位？ 

  

（七）营销策略组合与产品策略（6学时） 

1．教学目的与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产品的整体概念及其营销意义，掌握产品组合策略和产品生命周期

的阶段特征及其营销策略，了解品牌的含义及其在市场营销中的作用，掌握品牌的含义、品

牌资产以及品牌与商标的区别，包装的含义与作用，品牌设计与包装设计的原则，品牌与包

装的基本策略，应用品牌理论分析中国实施名牌战略面临的机会与挑战。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 产品整体概念 

产品的整体概念。 

产品整体概念的营销意义。 

产品的分类。 

3．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案例教学 

4．教学内容 

（1）营销策略组合 

    营销策略组合的含义。 

     营销策略组合的特征。 

（2） 产品整体概念 

产品的整体概念。 



 58 

产品整体概念的营销意义。 

产品的分类。 

（3） 产品组合 

产品组合及其相关概念。 

产品线（产品大类）长度决策。 

产品线（产品大类）现代化决策。 

产品线（产品大类）特色决策。 

（4） 产品生命周期 

产品生命周期的概念及其阶段划分。 

产品生命周期概念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产品生命周期的形态。 

产品生命周期的阶段特征及其营销策略。 

（5）品牌策略 

品牌有无。 

品牌设计。 

品牌组合。 

品牌更新。 

品牌扩展。 

品牌保护。 

品牌管理。 

（6） 包装策略 

包装的含义、种类与和作用 

包装标签与包装标志。 

包装的设计原则。 

包装策略。 

（7）新产品开发策略 

新产品的概念 

新产品开发程序 

5．教学要求：掌握产品策略内容 

6、学生练习及作业 

如何理解产品的整体概念？ 

新产品开发有哪些策略？ 

  

（八）  定价策略（4 学时） 

1．教学目的与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定价的主要影响因素，掌握成本导向定价、需求导向定价和竞争导

向定价等一般定价方法和基本策略，应用价格变动反应及价格调整原理，分析中国特定行业

的价格大战及其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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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重点与难点 

（4） 定价的基本策略 

折扣策略。 

地区定价策略。 

心理定价策略。 

新产品定价策略。 

组合定价策略。 

3．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案例教学 

4．教学内容 

（1）定价环境 

产品成本。 

市场需求。 

竞争者的产品与价格。 

政策法规。 

（2）定价目标 

（3）定价的方法 

成本导向定价法。 

需求导向定价法。 

竞争导向定价法。 

（4）定价策略 

折扣策略。 

地区定价策略。 

心理定价策略。 

新产品定价策略。 

组合定价策略。 

（5）价格调整 

企业降价与提价。 

顾客对企业变价的反应。 

竞争者对企业变价的反应。 

企业对竞争者变价的反应。 

中国企业价格战的形式与效果。 

5．教学要求：掌握价格策略内容 

6、学生练习及作业 

讨论：谈一谈你对中国房价的看法。 

  

（九）  分销策略（4 学时） 

1．教学目的与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分销渠道和物流的含义及作用，掌握分销渠道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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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销渠道和物流管理，以及各类批发商与零售商的差别等，并应用分销渠道理论分析中间商

存在的必要性等营销现实问题。 

2．教学重点与难点 

（2）分销渠道选择 

（3）分销渠道的管理 

3．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案例教学 

4．教学内容 

（1） 分销渠道综述 

分销渠道的含义与职能。 

分销渠道的类型。 

（2） 分销渠道的选择 

影响分销渠道选择的因素。 

分销渠道的设计。 

（3）分销渠道的管理 

分销商的选择 

分销商的激励 

 分销商绩效评估 

 渠道冲突处理 

（4） 批发商与零售商 

批发商的含义与类型。 

零售商店的类型。中国零售业态的新发展。 

无门市零售形式。 

（5） 商品实体分配 

物流的含义与职能。“第三利润源”学说。 

物流的目标。 

物流的规划与管理。 

运输与存货策略。 

物流现代化。 

5．教学要求：掌握分销渠道策略内容 

6、学生练习及作业 

如何选择分销商？ 

分销商的激励有哪些方法？ 

渠道冲突如何处理？ 

  

（十）  整合营销传播策略(6 学时) 

1．教学目的与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促销的含义与作用，促销组合的基本内容以及各种促销方式的主要

特点，掌握广告的设计原则和人员推销的基本策略，公共关系和营业推广的主要活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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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促销组合理论，分析中国企业促销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 整合营销传播概述 

 整合营销传播的含义。 

 开展有效营销传播的步骤。 

确定营销传播预算。 

 确定营销传播组合。 

3．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案例教学 

4．教学内容 

（1） 整合营销传播概述 

 整合营销传播的含义。 

 开展有效营销传播的步骤。 

 确定营销传播预算。 

 确定营销传播组合。 

（2）人员推销策略 

人员推销的概念及特点。 

推销人员的素质。 

推销人员的甄选与培训 

人员推销的形式、对象与策略 

推销人员的奖励 

推销人员的考核与评价。 

（3）广告策略 

广告的概念与种类。 

广告媒体及其选择。 

广告的设计原则。 

广告效果的测定 

（4）营业推广（销售促进）策略 

销售促进（营业推广）的特点。 

销售促进（营业推广）的方式。 

销售促进（营业推广）的控制。 

（5）公共关系策略 

公共关系的概念及特征。 

公共关系的作用。 

公共关系的活动方式和工作程序。 

5．教学要求：掌握整合营销传播内容 

6、学生练习及作业 

讨论：谈一谈你对人员推销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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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市场营销管理（2 学时） 

1．教学目的与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市场营销计划的作用与内容，以及市场营销组织的主要类型，掌握

处理营销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关系的技能，以及市场营销控制的主要方法，应用市场营销控

制理论，分析和处理企业营销管理的绩效问题。 

2．教学重点与难点 

（2）企业营销组织 

企业营销部门的演变。 

企业营销部门的组织形式。 

企业营销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 

3．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案例教学 

4．教学内容 

（1）市场营销计划 

市场营销计划的作用。 

市场营销计划的内容。 

（2）企业营销组织 

企业营销部门的演变。 

企业营销部门的组织形式。 

企业营销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 

（3）市场营销控制 

年度控制。 

赢利能力控制。 

效率控制。 

战略控制。 

5．教学要求：掌握市场营销管理内容 

6、学生练习及作业 

讨论：谈一谈人生规划的重要性。 

  

（十二）    国际市场营销（2 学时） 

1．教学目的与教学要求 

本章为非重点章。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国际市场营销的特点，明确国际市场营销

的重要意义，掌握国际市场营销的基本方式和营销策略。结合案例进行教学。  

2．教学重点与难点 

（3）国际市场营销的主要决策 

     是否进入国际市场。 

    进入哪些国际市场。 

     如何进入目标市场。 

    市场营销组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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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案例教学 

4．教学内容 

（1）国际市场营销概述 

     国际市场营销的特点。 

     国际市场营销的意义。 

（2）国际市场营销环境 

     经济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 。  

政治环境。 

     法律环境。 

（3）国际市场营销的主要决策 

     是否进入国际市场。 

    进入哪些国际市场。 

     如何进入目标市场。 

    市场营销组合决定。 

（4）市场营销的组织机构 

     出口战略的营销组织。 

 海外生产战略的营销组织。 

 全球经营战略的营销组织。 

5．教学要求：掌握国际市场营销内容 

6、学生练习及作业 

讨论：谈一谈国内营销与国际营销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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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 

本科《商业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英文名称：商业经济学（Business Economics） 

课程编码：042231005 

课程性质：专业选修课 

适用专业：中荷合作办学纺织工程专业 

学时数：    48   ；其中：理论学时：   48  ；学分数：  3    

编写人：  贾琳  ；审定人：  张海霞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教学目的与任务 

《商业经济学》是中荷合作办学纺织工程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其教学目的与任务是：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同学们了解市场机制是如何通过需求、供给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实现对社

会资源的配置；同时了解市场机制对解决资源配置的局限性以及政府所相应采取的宏观措施

又是如何影响市场的。 

（二）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经济学的各种概念原理、分析方法，重点掌握市场经济中产品的供

给与需求曲线、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与成本的关系、各种市场情况的性质与特点、生产要

素以及各类政府的微观经济政策，熟悉宏观经济中的变量与衡量、经济波动的解释、货币政

策与财政政策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 

（三）课程教学内容 

1．绪论 

2．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 

3．消费者行为 

4．生产者行为 

5．市场结构 

6．要素市场 

7. 一般均衡与经济效率 

8. 国民收入核算与决定理论 

9. 短期波动与长期经济增长 

10. 宏观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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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 

《经济学基础》是中荷合作办学纺织工程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在学习本课程的基础上，

将继续学习《国际纺织品贸易》、《市场营销学》和《销售管理》等课程。 

二、课程教学总体安排 

（一）学时分配建议表 

  

学时分配建议表 

教 学 环 节 
课  程  内  容 

讲 课 习题课 实 验 设 计 

第一章: 绪论 2       

第二章：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 6       

第三章：消费者行为 4       

第四章：生产者行为. 6    

第五章：市场结构. 6    

第六章：要素市场 6    

第七章：一般均衡与经济效率 4    

第八章：国民收入核算与决定理论 4    

第九章：短期波动与长期经济增长 4    

第十章： 宏观经济政策 4    

总结复习 2    

总计（学时） 48       

（二）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1．教材 

教材：安徽，刘源海《经济学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2．参考书目 

李二艳，《经济学基础》，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高鸿业，《宏观经济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三）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期末考试采用闭卷笔试。 

2．成绩构成：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

考试成绩占 70%。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一）绪论（2 学时） 

1．教学目的：了解经济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意义，掌握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2．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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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重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2）教学难点：经济学研究理论。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二）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4 学时） 

1．教学目的：需求和供给的相互作用如何说明了均衡价格的决定和变动。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需求、供给的变动。 

（2）教学难点：需求弹性模型。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需求、供给、均衡价格和需求弹性模型。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三）消费者行为（6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市场需求是如何由消费者的行为决定的。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效用理论。 

（2）教学难点：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效用与效用理论、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四）生产者行为（8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企业生产中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 

（2）教学难点：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生产函数以及产量的短期和长期变动规律，成本函数及其变动规律，生

产函数和成本函数的对偶关系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五）市场结构（6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市场的类型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市场与市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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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难点：市场类型的选择与比较。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市场与市场结构，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六）要素市场（2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确定要素价格的因素。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要素需求的特征。  

（2）教学难点：要素的供给和价格的决定。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要素需求的特征；厂商对要素的需求；要素的供给和价格的决定。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七）一般均衡与经济效率（2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一般均衡的理论意义，掌握帕累托最优状态。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 

（2）教学难点：市场的经济效率。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市场的经济效率和市场失灵的表现。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八）国民收入核算与决定理论（4学时） 

1．教学目的：了解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基本内容；掌握凯恩斯学说的

中心内容—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2）教学难点：国民收入决定的公式、各种乘数的含义及计算方法。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国民生产总值，名义 GDP 和实际 GDP，国民收入的决定及变动。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九）短期波动与长期经济增长（4学时） 

1．教学目的：了解经济增长核算方程；掌握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和结论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和结论  

（2）教学难点：乘数—加速数相互作用导致经济波动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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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含义、增长核算、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经济周

期的含义、乘数—加速数原理解释经济周期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十）宏观经济政策（4学时） 

1．教学目的：了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分类，掌握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内容、

政策工具及其使用。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内容 

（2）教学难点：货币创造乘数的公式及计算方法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财政政策工具及运用、宏观货币政策工具及运用、

货币创造乘数。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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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 

本科《整理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英文名称：整理技术   Fishing Technology 

课程编码：042231006 

课程性质：专业选修课 

适用专业：中荷合作办学纺织工程专业 

学时数：  64 ；其中：理论学时： 64   ；机动学时：  4  ；学分数： 4  ； 

编写人： 陈莉娜    ；审定人：  张一平        ；编制单位： 纺织学院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教学目的与任务 

本课程是纺织工程专业的专业选修课，该课程介绍了多种纺织品的练漂、染色、印花和

整理等常规染整加工原理与方法。通过学习这门课程，使学生能够掌握纺织原料及其特性，

较全面系统地掌握一般的染整加工目的、原理及工艺，了解常用染整加工用剂及处理设备，

能够指出染整加工过程可能对纺织品性能带来的影响，最终目的是将所学专业与染整加工相

联系，能够从织物的染整需要出发，顺利解决所学专业中可能遇到的与染整相关的实际问题，

为学生毕业后从事相关技术或研究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掌握：常规练漂工序的加工目的、原理及工艺；不同染料的染

色特性、应用范围及染色原理；印花原理、方法与工艺；常见整理的加工目的、原理及工艺；

了解整理技术的发展趋势。 

（三）课程教学内容 

本课程以纺织品染整加工为主线，通过纺织原料、染整用水和表面活性剂、纺织品的前

处理、染色、印花和后整理等内容的讲授，使学生掌握纺织品的染整加工工艺及理论。 

（四）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纺织材料学；针织学；机织学；纺纱学 

后续课程：毕业实习、毕业设计； 

  

二、课程教学总体安排 

（一）学时分配建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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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分配建议表 

教 学 环 节 
课 程 内 容 

讲 课 习题课 实 验 设计 

绪论 2    

染整用水和染整助剂 4    

纺织品的前处理 10    

纺织品的染色 18    

纺织品印花 8    

纺织品整理 16    

机动 4    

总结复习 2    

总计（学时） 64    

（二）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1. 教材： 

范雪荣. 纺织品染整工艺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6. 

2. 参考书目： 

郑光洪, 印染概论（第二版）,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8; 

蔡再生, 染整概论（第二版）,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7. 

林杰，染整技术，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9. 

（三）课程考核方式 

1. 考核方式：总成绩由课堂讨论、作业、考勤、期末综合测试组成。 

2. 成绩构成：课堂讨论、作业、考勤：50%，期末综合测试（大作业）：50%。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一）绪  论（2 学时） 

1. 教学目的：了解染整在纺织工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加工的目的和产品。染整加工的

对象和加工工序，加工目的。 

2.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染整加工的对象和加工工序； 

（2）教学难点：染整加工的加工工序。 

3. 教学方法：采用多媒体教学，课堂讲授。 

4. 教学内容： 

（1）染整在纺织工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2）染整加工的对象和加工工序； 

（3）加工的目的和产品。 

5. 教学要求：使学生了解染整在纺织工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加工的目的和产品。并对

学习本课程产生兴趣。 

http://baike.baidu.com/view/2229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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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染整用水和染整助剂（4 学时） 

1. 教学目的：掌握水质对纺织品染整加工的影响及水的软化方法。掌握表面活性剂的

基本知识及在染整加工中的基本作用。 

2.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水质对纺织品染整加工的影响及水的软化方法。表面活性剂在染整加

工中的基本作用； 

（2）教学难点：表面活性剂的基本知识。 

3. 教学方法：采用多媒体教学，课堂讲授。 

4. 教学内容： 

（1）染整用水； 

（2）表面活性剂； 

（3）生物酶。 

5. 教学要求：使学生了解掌握水质对纺织品染整加工的影响及水的软化方法。掌握表

面活性剂的基本知识及在染整加工中的基本作用质。 

（三）纺织品前处理（10 学时） 

1. 教学目的：掌握练漂加工各加工工序的基本原理和主要方法。 

2.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练漂加工各加工工序的主要方法； 

（2）教学难点：练漂加工各加工工序的基本原理。 

3. 教学方法：采用多媒体教学，课堂讲授。 

4. 教学内容： 

（1）棉织物的前处理； 

（2）麻织物的前处理； 

（3）羊毛的初步加工和毛织物的漂白； 

（4）丝织物前处理； 

（5）化纤及混纺织物前处理； 

（6）其他织物前处理。 

5. 教学要求：使学生掌握练漂加工各加工工序的基本原理和主要方法。掌握羊毛、蚕

丝合纤及混纺织物的练漂加工工艺，了解绒布、灯芯绒及色织布的练漂加工工艺质。 

（五）纺织品染色（18 学时） 

1. 教学目的：了解染料的一般概念、染色原理和染色机械。掌握各种染料的染色性能

和染色工艺。 

2.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掌握各种染料的结构特点、染色性能和染色工艺法； 

（2）教学难点：各种染料的染色性能和染色工艺。 

3. 教学方法：采用多媒体教学，课堂讲授。 

4. 教学内容： 

（1）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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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染料基本知识； 

（3）染色原理和设备； 

（4）直接染料染色； 

（5）活性染料染色； 

（6）还原染料和可溶性还原染料染色； 

（7）酸性染料、酸性媒介染料、酸性含媒染料染色； 

（8）分散染料染色； 

（9）阳离子染料染色； 

（10）混纺交织物染色。 

5. 教学要求：使学生掌握染色加工各加工工序的基本原理和主要方法。 

（六）纺织品印花（8 学时） 

1. 教学目的：掌握印花基础知识，能区分染色与印花的异同点，掌握印花糊料的性能

及其对印花产品质量的影响，了解一般印花加工过程。 

2.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一般印花加工过程； 

（2）教学难点：一般印花加工过程的主要原理。 

3. 教学方法：采用多媒体教学，课堂讲授。 

4. 教学内容： 

（1）概述； 

（2）涂料印花； 

（3）纤维素纤维织物印花； 

（4）蚕丝织物印花； 

（5）毛织物印花； 

（6）合成纤维织物印花； 

（7）混纺织物印花； 

（8）其他印花。 

5. 教学要求：使学生掌握一般印花加工过程的主要原理及工艺。 

（七）纺织品整理（16 学时） 

1. 教学目的：了解整理知识、熟悉其基本工艺。 

2.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纺织品整理加工的基本工艺； 

（2）教学难点：纺织品整理加工基本工艺的主要原理。 

3. 教学方法：采用多媒体教学，课堂讲授。 

4. 教学内容： 

（1）整理概述； 

（2）织物的一般整理； 

（3）棉织物整理； 

（4）毛织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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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丝织物整理； 

（6）合成纤维织物的整理； 

（7）混纺和交织织物整理； 

（8）针织物整理； 

（9）纺织品功能整理。 

5. 教学要求：使学生了解定型整理、机械预缩整理、光泽和轧纹整理、绒面整理 、手

感整理、树脂整理和柔软整理，防皱整理，防紫外线整理，防静电整理等功能性整理的目的

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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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 

本科《纺织前沿》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英文名称：纺织前沿（Textile Front Technology）  

课程编码：042231007 

课程性质：选修课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对外） 

学时数：  48  ；其中：理论学时： 48 ；实践学时：  0 ；机动学时：  0 ；学分数： 

3 ； 

编写人：  马芹   ；审定人：王秋霞     ；编制单位： 纺织学院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教学目的与任务 

本课程是中荷合作办学纺织工程专业的专业发展与创新能力培养的选修课程。其主要任

务是：使学生掌握最新纺织前沿技术、纺织发展趋势和方向、各工序主要新技术的基本原理

和应用，为学生毕业后在纺织生产中适应新技术发展的要求、开拓、创新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使学生掌握纺织前沿技术的基本知识，了解纺织技术发展趋势，初步具备纺织生产中应

用新技术进行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的能力。 

（三）课程教学内容 

1. 纺织新材料 

2. 纺纱各工序前沿技术 

3. 织造各工序前沿技术 

（四）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纺纱学》、《机织学》 

后续课程：《纺织工艺与质量控制》《纺织品设计 C》 

二、课程教学总体安排 

（一）学时分配建议表 

              学时分配建议表                    

教 学 环 节 
课  程  内  容 

讲 课 习题课 实 验 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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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新材料 16    

纺纱前沿技术 18       

织造前沿技术 12       

总结考查 2    

总计（40 学时）  48       

（二）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1．教材：无 

2．参考资料： 

王建坤，新型服用纺织纤维及其产品开发，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 年 

杨建忠、崔世忠等，新型纺织材料及应用. 东华大学出版社，2005 

历年全国纺纱、织造新技术年会论文集 

历年全国浆纱技术年会论文集 

纺织类期刊：纺织学报、东华大学学报、纺织导报、棉纺织技术等 

网上资源：图书馆数字资源，各专业网站 

（三）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考查 

2．成绩构成：平时听课、作业、测验综合打分。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一）纺织新材料（16 学时） 

1．教学目的：使学生了解最新的纺织新材料知识，包括新材料的生产、性能及应用等，

特别是掌握原料性能对产品风格的影响，以及对加工条件的要求。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特种天然纤维、新型再生纤维、新型合成纤维特点及性能， 

（2）教学难点：高性能合成纤维的结构性能 

3．教学方法：多媒体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绪论：纺织纤维的发展与分类。 

（2）新型天然纤维：新型植物纤维、新型动物纤维。 

（3）新型再生纤维：再生纤维素纤维、再生蛋白质纤维。 

（4）新型合成纤维：弹力纤维、新型涤纶纤维、聚乳酸纤维、水溶性纤维等。 

（5）功能性纤维：高吸湿纤维、抗菌除臭纤维、抗紫外纤维、抗辐射纤维、空调纤维、

竹炭纤维、导电纤维、光导纤维等等。 

（6）高性能纤维（特种功能纤维）：碳纤维、芳族聚酰胺纤维等。 

5．教学要求: 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二）纺纱前沿技术（18 学时） 

1．教学目的：使学生掌握纺纱各工序前沿技术发展情况。 

2．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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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重点：高产清梳联技术、新型精梳机工作原理、细纱新型纺纱与花式纱线 

（2）教学难点：新型纺纱技术 

3．教学方法：多媒体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开清棉新技术 

（2）梳棉主要新技术 

（3）精梳新技术 

（4）并条新技术 

（5）粗纱新技术 

（6）细纱新型纺纱与花式纱线 

5．教学要求: 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三）织造前沿技术（ 12 学时） 

1．教学目的：使学生掌握织造各工序前沿技术发展情况。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新型浆料、上浆前沿技术、织造前沿技术。 

（2）教学难点：上浆前沿技术 

3．教学方法：多媒体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络筒新技术； 

（2）整经新技术； 

（3）新型浆料与上浆新技术； 

（4）织造新技术；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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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 

本科《纺织专业英语 D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英文名称：纺织专业英语 D1（Textile English D1）   

课程编码： 042221015 

课程性质：专业选修课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对外） 

学时数：  48 ；其中：理论学时：  48  ；实践学时：    ；机动学时：    ；学分

数： 3  ； 

编写人：  孔繁荣  ；审核人： 张海霞 ； 编制单位： 纺织学院 ；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教学目的与任务 

《纺织专业英语 D1》是纺织工程（对外）的专业选修课，供掌握一定纺织专业基础知

识并拥有基础英语的学生学习的专业英语课。其主要任务是：使学生具备纺织工程专业高等

技术应用型人才所必须的专业外语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拓宽纺织工程专业学生的专业知

识，为学生毕业后从事纺织品加工、了解国外先进的纺织技术及为今后继续学习打下了一定

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要求学生了解纺织专业英语的基本特点及基本表达方法，掌握关于纤维、纱线与织物生

产加工方面的专业英文词汇，借助专业词典能阅读并翻译相关的英文专业文献资料，从中获

取有用的专业信息，以及在此基础上使用英文进行一定的专业交流。 

（三）课程教学内容 

纤维、纱线、织物生产加工以及织物组织方面的英文表达及相关文章的翻译技巧等。 

（四）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大学英语、纺织材料学、纺纱学、织造学。 

后续课程：纺织专业英语 D2。 

二、课程教学总体安排 

（一）学时分配建议表 

学时分配建议表 

教 学 环 节 
课  程  内  容 

讲 课 习题课 实 验 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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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纤维 14    

纱线及纺纱工艺 10    

织造工艺 10    

针织、非织及染整 12    

复习测试 2    

总计（学时） 48    

（二）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1．教材        

黄故，《纺织英语》(第三版)，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4 

2．参考书目   

黄故，《纺织英语》(第一版)，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2 

卓乃坚，《纺织英语》，东华大学出版社，2007.6 

（三）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 

闭卷考试。 

2．成绩构成 

总成绩由平时成绩和考试卷面成绩两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50%，考试卷面成

绩占总成绩的 50%，其中平时成绩包括考勤、课堂纪律、课堂讨论和作业等情况。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一）纺织纤维（14 学时） 

1．教学目的 

使学生掌握有关纤维等纺织材料方面的常用英语词汇，并能够用这些词汇简单表述纤维

的相关性质。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专业词汇的记忆及相关性能的表达。 

（2）教学难点 

如何使用英语表达纤维的性能。 

3．教学方法 

讲授与学生提问相结合、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4．教学内容 

（1）天然纤维：棉、毛、丝及麻纤维的性质与用途； 

（2）化学纤维：黏胶、涤纶等纤维的性能及用途； 

（3）纤维的鉴别：纤维的鉴别方法。 

5．教学要求 

掌握各种纤维的表达，以及能用英文描述纤维的性质和用途。 

（二）纱线及纺纱工艺（10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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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目的 

使学生掌握纱线结构、纺纱方法等方面的常用英语词汇，并能够用这些词汇简单表述纱

线的生产加工过程。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纺纱方法的英文表达和翻译。 

（2）教学难点 

纱线结构方面的词汇及纺纱工艺的描述。 

3．教学方法 

讲授与学生提问相结合、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4．教学内容 

（1）纱线概述：纱线的强力、捻度、捻向、粗细等的表述； 

（2）纺纱过程：环锭纺纱过程。 

5．教学要求 

掌握纱线结构、纺纱方法等的英文表达并翻译文章。 

（三）织造工艺（10 学时） 

1．教学目的：使学生掌握整经、织造和织物组织等方面的常用英语词汇，并能够使用

这些词汇表述织物形成过程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织造工艺流程和织物组织英文表达及翻译。 

（2）教学难点 

织造工艺流程方面的词汇。 

3．教学方法 

采用讲授、启发、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 

4．教学内容 

（1）络筒、整经； 

（2）经纱上浆； 

（3）开口、打纬、织物和经纱控制。 

5．教学要求 

了解织造工艺、织造设备的知识，掌握相关英文表达并能翻译课文。 

（四） 针织、非织及染整（12 学时） 

1．教学目的 

使学生了解针织和非织的加工流程，掌握相关的英文表达并翻译文章。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以下内容及相关词汇的英文表达和翻译：针织成圈过程，非织物用途，织物染色印花和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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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难点 

织物的染整工艺流程。 

3．教学方法 

讲授与学生提问相结合、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4．教学内容： 

（1） 针织工艺； 

（2） 非织工艺及非织物用途； 

（3） 织物整理及退浆，染色和印花。 

5．教学要求 

了解织造针织和非织及染整加工流程，掌握相关的英文表达并翻译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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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工程学院 

本科《纺织仪器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英文名称：纺织仪器学（Textile Measuring Instrument） 

课程编码：042221016 

课程性质：专业必修课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 

学时数：    48    ；其中：理论学时：   48   ；学分数：   3     

编写人：  张海霞  ；审核人：  朱保林  ；编制单位：  纺织学院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教学目的与任务 

《纺织仪器学》是纺织工程专业的专业必修课，其教学目的与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常用

纺织材料测试仪器的工作原理、基本结构及影响其计量性能的主要因素，为以后在生产实践

中进行仪器设备的操作、管理、维护以及进行科学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常用纺织测试仪器的工作原理、基本结构和测试方法（包括使用、

测试指标、测试数据的分析、影响测试结果的因素等），掌握影响纺织材料测试仪器计量性

能的主要因素，能对常用的纺织材料测试仪器进行维护保养。 

（三）课程教学内容 

1．测量方法与误差：测量误差，仪器的静态和动态特性，试样误差，异常值处理等。 

2．纤维长度、卷曲和热收缩测试：单根纤维长度测量，梳片式和罗拉式长度测量，光

电式和电容式长度测量，纤维卷曲和热收缩测试。 

3．纤维细度、成熟度和异形度测试：气流法、光学投影法测量纤维细度的原理与仪器

结构，光电法、振动法等测量方法的原理，纤维成熟度和化纤异形度的测试方法。 

4．纺织材料强伸性能测试：摆锤式强力仪和其他类型机械式强力仪原理与结构，电子

强力仪原理与结构，纺织材料耐磨性能和摩擦系数测试方法。 

5．纱线捻度、毛羽和直径测试：纱线捻度、毛羽、直径的测试方法与仪器结构原理。 

6．纱条不匀和疵点测试：纱条不匀及其测量方法，电容均匀度仪测量原理，纱条不匀

波长谱分析，纱条疵点测试，纱线光电测量分析系统。 

7．纺织材料吸湿和电学性质测试：纺织材料直接测湿法和间接测湿法的原理与仪器结

构，纤维比电阻测量，纺织材料静电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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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纺织材料颜色和光泽测试：CIE 表色系统，颜色测量与仪器，纺织品光泽测量。 

9．织物风格的客观评定：织物抗弯刚度、悬垂性和抗折皱性测试，单台多指标式和多

台多指标式织物风格仪的测量原理与结构。 

10．纺织品热湿传递和透气性测试：织物热、湿传递性能及测试，织物透气性测试。 

11．纺织品阻燃和色牢度测试：纺织品阻燃和抗熔融性测试，纺织品色牢度测试。 

12．纺织品其他性能测试：纺织品拉伸断裂机理与仪器结构，织物起球和勾丝测试，织

物尺寸变化率测试，织物紫外线透过率测试。 

13．生态纺织品测试：纺织品中有害物质的检测方法，生态纺织品测试仪器。 

14．纺织纤维鉴别和混纺比测定：纺织纤维定性鉴别和混纺比测定方法。 

15．纤维结构分析：电子显微镜分析、红外光谱、X 射线衍射、热分析技术等。 

（四）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有《纺织材料学 A》，主要介绍纺织材料的结构、性能、检验内容与品质评定

方法。本课程在先修课程的基础上重点介绍纺织检测仪器的结构、原理与维护保养，为学生

后期进行毕业设计等打下一定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总体安排 

（一）学时分配建议表 

学时分配建议表 

教 学 环 节 
课  程  内  容 

讲 课 习题课 实 验 设 计 

测量方法与误差 4    

纤维长度、卷曲和热收缩测试 6    

纤维细度、成熟度和异形度测试 4    

纺织材料强伸性能测试 2    

纱线捻度、毛羽和直径测试 2    

纱条不匀和疵点测试 2    

纺织材料吸湿和电学性质测试 2    

纺织材料颜色和光泽测试 2    

织物风格的客观评定 2    

纺织品热湿传递和透气性测试 2    

纺织品阻燃和色牢度测试 2    

纺织品其他性能测试 2    

生态纺织品测试 4    

纺织纤维鉴别和混纺比测定 2    

纤维结构分析 6    

复习总结 4    

总计（学时）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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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1．教材 

李汝勤，宋钧才. 纤维和纺织品测试技术. 东华大学出版社，2009. 

2．参考书目 

潘志娟. 纤维材料近代测试技术. 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 

翟亚丽. 纺织测试仪器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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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期末考试采用闭卷笔试。 

2．成绩构成：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

考试成绩占 70%。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一）测量方法与误差（4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仪器的测量误差、静态和动态特性、试样误差以及异常值处理，了

解试验方法精密度估计和测量结果不确定度。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仪器的测量误差、静态特性和试样误差。 

（2）教学难点：仪器的动态特性和异常值处理。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概述，测量误差，仪器的静态和动态特性，试样误差，异常值处理和试

验方法精密度估计，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二）纤维长度、卷曲和热收缩测试（6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纤维长度、卷曲和热收缩测试的原理、方法及仪器，了解变形丝、

加弹丝测试方法。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纺织纤维长度测试方法与仪器结构。 

（2）教学难点：纤维长度分布曲线的理解。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纤维长度测量概述，单根纤维长度测量，梳片式和罗拉式长度测量仪，

光电式长度测量方法与仪器，电容式长度测量方法与仪器，纤维卷曲性能测试，变形丝卷缩

性能测试，纤维热收缩率测试，加弹丝自动测试系统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三）纤维细度、成熟度和异形度测试（4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纤维细度、成熟度和异形度测试的原理、方法及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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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纺织纤维细度测试原理与仪器结构。 

（2）教学难点：纤维细度测试原理和成熟度测试方法。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纤维细度测量概述，气流法，光学投影法，光电法，振动法及声学法，

棉纤维成熟度测试，化学纤维异形度测试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四）纺织材料强伸性能测试（2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纺织材料强伸性能测试的原理、方法及仪器。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纺织材料强伸性能测试的原理、方法及仪器结构。 

（2）教学难点：不同类型机械式强力仪间工作原理的异同。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纺织材料强伸性能测试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五）纱线捻度、毛羽和直径测试（2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纱线捻度、毛羽和直径的测试方法及仪器。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纱线捻度、毛羽和直径的测试原理及仪器。 

（2）教学难点：二次、三次退加法测试纱线捻度的原理。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纱线捻度、毛羽和直径测试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六）纱条不匀和疵点测试（2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纱条不匀和疵点测试的原理、方法及仪器。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纱条不匀和疵点测试的原理、方法及仪器。 

（2）教学难点：纱条不匀测试原理和波长谱图分析。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纱条不匀和疵点测试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七）纺织材料吸湿和电学性质测试（2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纺织材料吸湿和电学性质测试的原理、方法及仪器。 

2．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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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重点：烘箱法测试纺织材料吸湿性和纺织材料静电测量。 

（2）教学难点；纺织材料静电测量方法与原理。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纺织材料吸湿和电学性质测试。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八）纺织材料颜色和光泽测试（2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纺织材料颜色和光泽测试的原理、方法及仪器。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纺织材料颜色和光泽测试的原理、方法及仪器。 

（2）教学难点：颜色的性质和 CIE 表色系统。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纺织材料颜色和光泽测试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九）织物风格的客观评定（2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织物风格的客观评价方法与仪器。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织物抗弯刚度、悬垂法和抗折皱测试原理。 

（2）教学难点：对多指标式织物风格仪所得指标与曲线的理解。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织物风格的客观评定。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十）纺织品热湿传递和透气性测试（2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纺织品热湿传递和透气性测试的原理、方法及仪器。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各类测试方法的基本原理。 

（2）教学难点；服装热阻、湿阻等概念的理解。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纺织品热湿传递和透气性测试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十一）纺织品阻燃和色牢度测试（2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纺织品阻燃和色牢度测试的原理、方法及仪器。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纺织品燃烧性能基本试验方法和色牢度评定原则。 

（2）教学难点：阻燃性能各类测试仪器间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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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纺织品阻燃和色牢度测试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十二）纺织品其他性能测试（2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纺织品拉伸性能、起球、勾丝、尺寸变化率和紫外线透过率测试的

原理、方法及仪器。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各类测试方法的基本原理。 

（2）教学难点：紫外线透过率的测试方法。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织物拉伸、起球、勾丝、尺寸变化率、紫外线透过率等的测试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十三）生态纺织品测试（4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生态纺织品测试的原理、方法及仪器。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生态纺织品中各类有害物质的检测方法。 

（2）教学难点：色谱仪、质谱仪、分光光度计等测试原理的理解。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概述，纺织品中有害物质的检测方法，生态纺织品测试仪器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十四）纺织纤维鉴别和混纺比测定（2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纺织纤维鉴别和混纺比测定的方法。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纺织纤维定性鉴别和定量分析的方法。 

（2）教学难点：混纺比测定结果的计算。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纺织纤维鉴别和混纺比测定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十五）纤维结构分析（6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纤维结构分析的方法。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纤维结构分析的原理及方法。 

（2）教学难点：纤维结构分析的原理。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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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4．教学内容：电子显微镜分析，红外光谱分析技术，X 射线衍射分析，热分析技术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河南工程学院 

本科《纺织专业英语 D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英文名称：纺织专业英语 D2（Textile English D2） 

课程编码：042221017 

课程性质：专业选修课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对外） 

学时数：  32   ；其中：理论学时：  32  ；实践学时：   ；机动学时：   ；学分

数：  2  ； 

编写人： 孔繁荣  ；审核人：  张海霞  ； 编制单位： 纺织学院 ；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教学目的与任务 

《纺织专业英语 D2》是纺织工程（对外）的专业选修课，供掌握一定纺织专业基础知

识并拥有基础英语的学生学习的专业英语课程，通过专业英语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织物性能

与纺织品服装贸易方面所需的专业词汇和习惯表达，具备基本的专业科技文章的阅读、翻译

技巧及写作能力，并适当用英语进行相关专业方面的交流。 

（二）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要求学生了解纺织专业英语的基本特点及基本表达方法，掌握关于纺织品性能与纺织服

装贸易方面的专业英文词汇，借助专业词典能阅读并翻译相关的英文专业文献资料，从中获

取有用的专业信息，以及在此基础上使用英文进行一定的专业交流。 

（三）课程教学内容 

织物性能，纺织品服装外贸单证方面的英文表达及相关文章的翻译技巧等。 

（四）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大学英语，纺织专业英语 D1。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二、课程教学总体安排 

（一）学时分配建议表 

学时分配建议表 

课  程  内  容 教 学 环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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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课 习题课 实 验 设 计 

织物性能及其法规 12    

服装概述及其质量 10    

外贸单证 8    

复习测试 2    

总计（学时） 32    

（二）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1．黄故.《纺织英语》(第三版)，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4 

2．卓乃坚.《服装英语》，东华大学出版社，2007.10 

3．卓乃坚.《纺织品服装外贸实务英语》，东华大学出版社，2008.7 

（三）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 

闭卷考试。 

2．成绩构成 

总成绩由平时成绩和考试卷面成绩两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50%，考试卷面成

绩占总成绩的 50%，其中平时成绩包括考勤、课堂纪律、课堂讨论和作业等情况。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一）织物性能及其法规（12 学时） 

1．教学目的 

使学生了解织物的性能特点，掌握相关的英文表达并翻译文章。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以下内容及相关词汇的英文表达和翻译：织物外观保持性，织物力学性能，织物的吸湿。 

（2）教学难点 

性能测试方法及影响因素的分析。 

3．教学方法 

以讲授法为主，配以相应的习题进行练习，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4．教学内容 

织物外观保持性，织物力学性能，织物的吸湿和热学性质，纺织品的相关法规。 

5．教学要求 

了解织物的性能特点，掌握相关的英文表达并翻译文章。 

（二）服装概述及其质量（10 学时） 

1．教学目的 

使学生了解服装的基本组成以及服装成品中出现的问题，掌握相关的英文表达并翻译文

章。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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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及相关词汇的英文表达和翻译：服装的组成部分名称，服装质量问题。 

（2）教学难点 

服装的组成。 

3．教学方法 

以讲授法为主，配以相应的习题进行练习，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4．教学内容 

服装的分类及材料，服装的组成部分，服装的测量部位，常见的服装质量问题。 

5．教学要求 

了解服装的基本组成以及服装成品中出现的问题，掌握相关的英文表达并翻译文章。 

（三）外贸单证（8 学时） 

1．教学目的 

使学生了解纺织品服装外贸中常用的单证，掌握相关的英文表达。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以下内容及相关词汇的英文表达和翻译：外贸合同，外贸单证。 

（2）教学难点 

外贸合同。 

3．教学方法 

以讲授法为主，配以相应的习题进行练习，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4．教学内容 

纺织品服装外贸合同，纺织品服装贸易相关单证。 

5．教学要求 

了解了解纺织品服装外贸中常用的单证，掌握相关的英文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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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 

本科《织物组织与结构》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英文名称：织物组织与结构  Fabric Weaves and Structure 

课程编码：042220302 

课程性质：专业必修课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中荷合作办学） 

学时数：  64 ；其中：理论学时： 62  ；实验学时： 0 ；机动学时：2   学分数： 4  ； 

编写人： 邹清云 ；审核人：  周蓉 ；编制单位：  纺织学院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教学目的与任务 

本课程是纺织工程专业（合作办学）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通过这门课的学生使学生掌

握各类织物组织的特点、画法、上机要求及应用情况，了解织物组织结构方面的基本知识；

使学生具有初步研究织物组织规律素质，在仿样设计中能正确分析织物组织，织物规格，并

设计合理的上机图；在创新设计中能根据织物品种和用途合理设计组织图及上机图，为学生

毕业后从事纺织企业的产品设计及工艺实施、开发和生产现场管理及为今后继续学习奠定必

要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通过课堂教学、自学、习题练习，使学生掌握各种常用组织的特点、构成方法及应用情

况，熟练掌握组织图、上机图的画法，了解织物组织与结构方面的知识，为后续纺织品设计

课程的学习提供基础。 

（三）课程教学内容 

1．了解织物及织物组织、织物结构方面的基本知识。 

2．掌握常用织物组织的特点、作图、上机要点及应用。 

3．掌握织物上机图知识，能根据不同组织作出上机图。 

4．掌握织物组织学习的思路和方法。使学生逐渐完成从基础课到专业课学习的转变，

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四）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工程类基础课、纺织材料学 A、纺纱学、机织学等。 

后续课程：纺织品设计 C、纺织品质量分析及其它专业方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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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学习是建立在《纺织材料学 A》、《纺纱学》、《机织学》等先修课程的基础

上并为《纺织品设计 C》、《纺织品质量分析》等后续课程打基础的，本课程学的好坏对后续

专业课的学习影响很大。 

二、课程教学总体安排 

（一）学时分配建议表 

  

学时分配建议表 

教 学 环 节 
课  程  内  容 

讲 课 习题课 实 验 设 计 

织物基本知识 2    

三原组织及其织物 6    

上机图 4    

变化组织及其织物 12    

联合组织及其织物 12    

复杂组织及其织物 22    

织物几何结构 4    

机动 2    

总计（学时） 64    

（二）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1．教材：织物结构与设计，蔡陛霞主编（第四版），中国纺织出版社。 

2．参考书： 

（1）织物结构与设计，沈兰萍主编，中国纺织出版社； 

（2）织物结构与设计学，顾平主编，东华大学出版社； 

3.《织物组织》教学课件，在纺织系精品课程网页上。 

（三）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 

闭卷考试，笔试。 

2．成绩构成 

30%平时成绩，70%考试成绩。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一）织物基本知识（2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本课程的任务、目的和学习方法，掌握织物的基本知识。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本课程学习目的及任务，织物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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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难点：新型织物介绍。 

3．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课程简介 

（2）织物基本知识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了解本课程目的、要求和主要教学内容。了解织物的基本知识。 

（二）三原组织及其织物（6 学时） 

1．教学目的 

使学生掌握三原组织的特点、构成方法、组织图画法及主要应用。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组织基本概念、三原组织构成及特点，组织图。 

（2）教学难点：缎纹组织。 

3．教学方法 

课堂教学。 

4．教学内容 

（1）织物组织概述 

（2）平纹组织及其织物 

（3）斜纹组织及其织物 

（4）缎纹组织及其织物 

（5）平均浮长。 

5．教学要求 

使学生掌握三原组织的特点、构成方法、组织图画法及主要应用。讲课时注意尽量多

带些实物。 

（三）上机图（4 学时） 

1．教学目的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上机图的画法及相互关系，了解织物分析的基本内容及步骤。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上机图。 

（2）教学难点：上机图的画法及相互关系。 

3．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为主，配合课堂练习。 

4．教学内容 

（1）穿综图 

（2）穿筘图 

（3）纹板图。 

（4）组织图、穿综图、纹板图三图之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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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学要求 

掌握上机图的画法及相互关系。 

（四）变化组织及其织物（12 学时） 

1．教学目的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平纹、斜纹、缎纹变化组织的组织特点、构成方法、组织图画

法及主要应用。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斜纹变化组织。 

（2）教学难点：斜纹变化组织。 

3．教学方法 

以课堂讲授为主，讲练结合。 

4．教学内容 

（1）平纹变化组织及其织物 

（2）斜纹变化组织及其织物 

（3）缎纹变化组织及其织物。 

5．教学要求 

使学生掌握平纹、斜纹、缎纹变化组织的组织特点、构成方法、组织图画法及主要应

用。 

（五）联合组织及其织物（12 学时） 

1．教学目的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联合组织及其织物的特点、构成方法、组织图画法、上机要点

及主要应用。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各种组织的构成及上机图。 

（2）教学难点：绉组织、网目组织、配色模纹。 

3．教学方法 

以课堂讲授为主，讲练结合。 

4．教学内容 

（1）条格组织 

（2）绉组织 

（3）透孔组织 

（4）蜂巢组织 

（5）凸条组织 

（6）网目组织 

（7）平纹地小提花组织 

（8）配色模纹组织。 

5．教学要求 

使学生掌握联合组织及其织物的特点、构成方法、组织图画法、上机要点及主要应用。 



 94 

（六）复杂组织及其织物（22 学时） 

1．教学目的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常用复杂组织的构成、特点、作图方法及上机要点。了解其他

一些复杂组织的构成原理。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各种组织的构成及上机图。 

（2）教学难点：上机图的画法。 

3．教学方法 

以课堂讲授为主，讲练结合。 

4．教学内容 

（1）复杂组织的概念和分类 

（2）二重组织 

（3）双层组织 

（4）纬起毛组织 

（5）经起毛组织 

（6）毛巾组织 

（7）纱罗组织。 

5．教学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常用复杂组织的构成、特点、作图方法及上机要点。了解其他

一些复杂组织的构成原理。 

（七）织物几何结构（4 学时） 

1．教学目的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织物结构及织物设计的基本知识。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织物几何结构相。 

（2）教学难点：织物结构。 

3．教学方法 

课堂教学。 

4．教学内容 

（1）织物结构基本知识 

（2）织物紧度与织物几何结构相的关系。 

5．教学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织物结构基本知识，掌握织物紧度与织物几何结构相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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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 

本科《纺织工艺与质量控制》教学大纲 

课程中英文名称：纺织工艺与质量控制  Textile  Technique and Quality Control 

课程编码：042221019 

课程性质：专业必修课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对外） 

学时数：  64  ；其中：理论学时： 64 ；实践学时： 0  ；学分数：4 ； 

编写人： 陈理、丁艳瑞 ；审定人：  马芹  ；编制单位： 纺织学院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教学目的与任务 

《纺织工艺与质量控制》课程是纺织工程专业（对外）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纺织工艺设计和质量控制的基本知识；能进行常见品种的纺织工艺参

数设计；掌握各工序工艺参数对生产过程、产品质量的影响，能运用本课程的基础理论知识

分析、解决生产中常见的质量问题，能对各工序半制品及成品进行质量控制。此外，为后续

的实践教学环节和毕业设计服务；并为学生毕业后从事纺织工业企业的纺织工艺设计和生产

质量管理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该重点掌握纺织各工序工艺设计的内容、工艺参数的确定原

则及主要工艺参数对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的影响，能进行常见品种的工艺参数设计，掌握各

工序主要的质量指标；了解各工序主要质量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三）课程教学内容 

1. 开清棉工艺与质量控制 

2. 梳棉工艺与质量控制 

3. 并条工艺与质量控制 

4. 精梳工艺与质量控制 

5. 粗纱工艺与质量控制 

6. 细纱工艺与质量控制 

7. 络筒工艺与质量控制 

8. 整经工艺与质量控制 

9. 浆纱工艺与质量控制 

10. 穿经工艺与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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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纬纱准备工艺与质量控制 

12. 织造工艺与质量控制 

13. 整理工艺与质量控制 

（四）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纺织材料学、纺纱学、机织学、织物组织与结构； 

后续课程：纺织品质量分析、功能性材料等。 

二、课程教学总体安排 

（一）学时分配建议表 

           

学时分配建议表 

教 学 环 节 
课  程  内  容 

讲 课 习题课 实 验 设 计 

开清棉工艺设计与质量控制 6    

梳棉工艺设计与质量控制 8    

并条工艺设计与质量控制 4    

粗纱工艺设计与质量控制 6    

细纱工艺设计与成纱质量控制 4    

精梳工艺设计与质量控制 4    

络筒工艺与质量控制 3    

整经工艺与质量控制 4    

浆纱工艺与质量控制 5    

穿经工艺与质量控制 2    

纬纱准备工艺与质量控制 2    

织造工艺与质量控制 14    

 整理工艺与质量控制 2    

总计（学时） 64    

（二）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1．教材 

（1）《纺纱工艺设计与质量控制》（郁崇文主编），2007 年由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

（2）朱苏康、高卫东主编，《机织学》，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 年 5 月。 

2．参考书目 

（1）纺纱工艺设计与质量控制（张喜昌主编）、纺纱系统与设备（郁崇文主编）、纺织

工艺与设备（任家智主编）、棉纺工程（史志陶主编）、棉纺工艺原理（陆再生主编）和棉纺

手册。 

（2）江南大学、《棉织手册》编委会等编，《棉织手册》（第三版），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郭嫣、王绍斌编著，《织造质量控制》，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 年 7 月。马芹

主编，《织造工艺与质量控制》，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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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期末采用笔试，闭卷考试。 

2．成绩构成：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

考试成绩占 70%。平时成绩由作业成绩、出勤情况、学习态度及课堂提问等项目组成。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一）开清棉工艺设计与质量控制（6 学时） 

1．教学目的：使学生掌握开清棉工艺参数的设计及质量控制的措施。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各单机工艺参数的制定。 

（2）教学难点：清棉机工艺设计。 

3．教学方法 

建议采用多媒体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开清棉工艺 

（2）开清棉质量控制 

5．教学要求：要求学生掌握开清棉工艺参数的确定原则及开清棉工序主要质量指标，

了解开清棉半制品质量控制的内容和方法。 

（二）梳棉工艺设计与质量控制（8学时） 

1．教学目的 

使学生掌握梳棉工艺设计的方法及质量控制的措施。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梳棉机工艺参数的设计。 

（2）教学难点 

详细工艺设计，棉网质量控制措施。 

3．教学方法 

建议采用多媒体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梳棉工艺 

（2）梳棉质量控制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梳棉工艺参数的确定及梳棉主要质量指标，了解梳棉质量控制的内容和方

法。 

 (三)并条工艺设计与质量控制（4 学时） 

1．教学目的 

使学生掌握并条工艺设计的方法及质量控制的措施。 

2．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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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重点 

并条机工艺参数的设计。 

（2）教学难点 

详细工艺设计，熟条重量不匀率控制的内容和方法。 

3．教学方法 

建议采用多媒体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并条工艺 

（2）并条质量控制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并条工艺参数的确定及并条主要质量指标，了解并条质量控制的内容和方

法。 

（四）粗纱工艺设计与质量控制（6学时） 

1．教学目的 

使学生掌握粗纱工艺设计的方法及质量控制的措施。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粗纱机工艺参数的设计。 

（2）教学难点 

粗纱张力与伸长率的控制。 

3．教学方法 

建议采用多媒体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粗纱工艺 

（2）粗纱质量控制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粗纱工艺参数的确定及粗纱主要质量指标，了解粗纱质量控制的内容和

方法。 

（五）细纱工艺设计与质量控制（4学时） 

1．教学目的 

使学生掌握细纱工艺设计的方法及质量控制的措施。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细纱机工艺参数的设计。 

（2）教学难点 

细纱断头率的控制。 

3．教学方法 

建议采用多媒体课堂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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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学内容 

（1）细纱工艺 

（2）细纱质量控制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细纱工艺参数的确定及细纱主要质量指标，了解细纱质量控制的内容和

方法。 

（六）精梳工艺设计与质量控制（4学时） 

1．教学目的 

使学生掌握精梳工艺设计的方法及质量控制的措施。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精梳工艺参数的设计。 

（2）教学难点 

精梳机牵伸工艺设计。 

3．教学方法 

建议采用多媒体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精梳工艺 

（2）精梳质量控制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精梳工艺参数的确定及精梳主要质量指标，了解精梳质量控制的内容和方

法。 

（七）络筒工艺与质量控制（3 学时） 

1．教学目的：使学生掌握络筒工艺参数的制订及质量控制的措施。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络筒工艺参数的制订。 

（2）教学难点：清纱工艺参数的制订。 

3．教学方法：建议采用多媒体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络筒工艺 

（2）络筒质量控制 

5．教学要求：要求学生掌握络筒工艺参数的确定原则及络筒工序主要质量指标，了解

络筒对纱线性能的影响、疵筒类型及主要疵点的产生原因。 

（八）整经工艺与质量控制（4 时） 

1．教学目的：使学生掌握整经工艺参数的制订及质量控制的措施。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整经工艺参数的制订。 

（2）教学难点：整经排花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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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方法：建议采用多媒体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分批整经工艺 

（2）分批整经质量控制 

（3）分条整经工艺 

（4）分条整经质量控制 

5．教学要求：要求学生掌握整经工艺参数的确定原则及整经主要质量指标，了解整经

对纱线性能的影响、疵轴类型及主要疵点的产生原因。 

（九）浆纱工艺与质量控制（5 学时） 

1．教学目的：使学生掌握浆液配方及上浆工艺参数的制订，熟悉浆液及浆纱的主要质

量指标。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浆液配方及上浆工艺参数的制订。 

（2）教学难点：浆液配方的确定。 

3．教学方法：建议采用多媒体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浆液配方 

（2）调浆工艺与浆液质量控制 

（3）上浆工艺 

（4）浆纱质量控制 

5．教学要求：要求学生掌握常见品种的浆液配方及上浆工艺参数确定原则；熟悉浆液

及浆纱的主要质量指标；了解浆料的质量指标及调浆方法。 

（十）穿经工艺与质量控制（2 学时） 

1．教学目的：使学生掌握穿经工艺参数的制订及穿经质量指标。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穿经工艺参数的制订。 

（2）教学难点：综框页数和列数的选择。 

3．教学方法：建议采用多媒体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穿经工艺 

（2）穿经质量控制 

5．教学要求：要求学生掌握穿经工艺参数的制订及穿经质量指标，了解疵轴类型及产

生原因。 

（十一）纬纱准备工艺与质量控制（2 学时） 

1．教学目的：使学生掌握纬纱准备工艺流程、定捻方法及卷纬工艺参数的确定原则。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定捻方法及卷纬工艺参数的确定。 

（2）教学难点：卷纬工艺参数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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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方法：建议采用多媒体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纬纱准备工艺流程及其确定 

（2）纬纱定捻工艺与质量控制 

（3）卷纬工艺与质量控制 

5．教学要求：要求学生掌握纬纱准备工艺流程、定捻方法及卷纬工艺参数的确定原则。 

（十二）织造工艺与质量控制（14 学时） 

1．教学目的：使学生掌握织造工艺参数的确定原则，并能合理确定常见品种的织造工

艺参数，了解常见疵点的种类及主要疵点的形成原因。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织造工艺参数的制订。 

（2）教学难点：无梭织机织造工艺参数的制订。 

3．教学方法：建议采用多媒体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有梭织机织造工艺与质量控制 

（2）剑杆织机织造工艺与质量控制 

（3）喷气织机织造工艺与质量控制 

（4）片梭织机织造工艺与质量控制 

5．教学要求：要求学生掌握织造工艺参数的确定原则，了解常见疵点的种类及主要疵

点形成原因。 

（十三）整理工艺与质量控制（2 学时） 

1．教学目的：使学生掌握整理工艺设计的内容，了解本色布质量标准。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整理工艺设计的内容。 

（2）教学难点：整理工艺设计的内容。 

3．教学方法：建议采用多媒体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整理工艺 

（2）织物质量标准与检验 

5．教学要求：要求学生掌握整理工艺设计的内容，了解本色布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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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 

中荷合作办学《纺织品设计 C》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英文名称：纺织品设计 C  Textile Design C 

课程编码：042221020 

课程性质：专业必修课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 

学时数： 48  ；其中：理论学时： 48 ；实践学时： 0 ；机动学时： 0 ；学分数： 3  ； 

编写人：   刘杰    ；审核人：  朱保林     ； 编制单位： 纺织学院 ；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教学目的与任务 

本课程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具备本专业必须的机织物设计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工艺

知识，能进行一般机织产品的工艺设计与调整，初步具有开发、设计新产品及模拟、优化老

产品的能力，具备纺织品设计专业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所必须的机织产品设计与生产的基础

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学生毕业后从事纺织企业的产品设计及工艺实施、开发和生产现场管理

及为今后继续学习奠定必要的基础。同时，教学中注意渗透思想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的辩证

思维，加强学生的职业道德观念。 

（二）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了解：服用织物产品的基本品种、风格特征及生产加工工艺流程。 

掌握：纺织品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各类织物产品从原料、纱线、织造到染整的整体

工艺设计内容及结构参数的设计方法与技巧，具备产品的规格设计能力。并能对实施产品生

产过程中的纺、织、染各工序提出相应的工艺及关键措施。 

重点掌握：能较熟练地根据需要设计出所需的产品，做到设计合理，理论应用得当。同

时灵活应用基本理论知识于实践中解决相应问题，对产品在生产加工中出现的质量问题，具

有初步分析和控制解决能力。 

（三）课程教学内容 

纺织品设计的基本原理、棉及棉型白坯产品、色织产品、毛产品、丝产品、麻产品、装

饰产品的设计。 

（四）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 

学习本课程前应掌握专业基础知识：纺织材料学、纺纱学、织造学、织物结构与设计，

这是学习纺织品设计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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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教学总体安排 

（一）学时分配建议表  

本课程共 48 学时，具体学时分配如下： 

  

学时分配建议表 

教 学 环 节 
课 程 内 容 

讲课 习题课 实验课 设计 

绪论 2    

纺织品设计基本原理 18    

棉及棉型白坯织物的设计 4    

色织物设计 6    

毛织产品设计 6    

装饰产品设计 4    

其它产品设计（丝、麻） 6    

复习考试 2    

合计 48    

（二）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1．推荐教材：周蓉主编 纺织品设计 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1 

2．参考书目： 

（1）黄翠蓉主编 纺织面料设计 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20071   

（2）上海市第一织布公司编, 色织物设计与生产, 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 1982. 

（3）沈兰萍主编.织物组织与纺织品快速设计.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2 

（4）《纺织品大全》.中国纺织出版社.1996。 

（5）沈干主编   丝绸产品设计 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 1991.6  

（6）夏景武主编  精纺毛织物生产工艺与设计(精) 中国纺织出版社，1995 

（7）朱平．功能纤维及功能纺织品．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 

（三）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闭卷考试 

2．成绩构成：卷面成绩 70%，平时成绩 30%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一) 绪论、纺织品设计的基本原理（20 学时） 

1、教学目的：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纺织品设计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了解织物定位设计，掌握纺织品

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2、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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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重点 

织物结构设计与织物结构参数计算 

（2）教学难点 

织物结构设计与织物结构参数计算的运用 

3、教学方法 

本课程以课堂教学为主，辅以现场教学。课堂教学要采用各种手段，如投影，实物样品，

实验，并与课程设计与打小样实习有机的结合。 

4、教学内容 

（1） 纺织品设计基本知识（原则、依据、类型、步骤、内容等） 

（2）织物结构设计（包括原料、纱线、织物规格、花型等） 

（3）织物结构参数计算（相似织物、仿样） 

（4）织物定位设计（设计思想，根据消费群体、企业设备和人员状况、市场流行与预

测等确定） 

5、教学要求 

通过教学，要求学生了解纺织品设计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了解织物定位设计，掌握纺织

品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二）棉及棉型白坯产品的设计（4学时） 

1、教学目的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白坯织物的风格特征及主要品种，掌握从原料→纺纱→织造→染

整的整个生产过程及各工序主要的工艺参数、工艺要点，熟悉白坯织物工艺计算，能进行白

坯织物的设计。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掌握从原料→纺纱→织造→染整的整个生产过程及各工序主要的工艺参数、工艺要点。 

（2）教学难点 

白坯织物的设计 

3、教学方法 

本章以课堂教学为主，辅以实物教学。课堂教学采用各种手段，如实物样品，并与课程

设计与打小样实习有机的结合。 

4、教学内容 

（1） 白坯织物的种类及风格特征 

（2） 白坯织物的设计（包括原料设计、纱线与织物规格设计、工艺设计等） 

（3） 白坯织物上机工艺计算 

（4） 典型产品设计实例及发展趋势（包括基础产品和新产品） 

5、教学要求 

使学生了解白坯织物的风格特征及主要品种，掌握从原料→纺纱→织造→染整的整个生

产过程及各工序主要的工艺参数、工艺要点，熟悉白坯织物工艺计算，能进行白坯织物的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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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色织产品设计（6学时） 

1、教学目的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色织物的风格特征及主要品种，了解整个生产过程及各工序主要

的作用。并能进行色织物分批整经及分条整经的劈花及排花工艺。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色织物的风格特征及主要品种,并能进行色织物分批整经及分条整经的劈花及排花工艺 

（2）教学难点 

色织物分批整经及分条整经的劈花及排花工艺 

3、教学方法 

本章以课堂教学为主，辅以实物、实例教学。课堂教学采用各种手段，如实物样品，并

结合布样进行实例分析和练习。可安排一些大作业和讨论，提高学生综合设计的能力。 

4、教学内容 

（1）色织物的配色（颜色基础知识、配色） 

（2）色织物的花型及规格设计（包括花型设计、规格设计） 

（3）色织物工艺设计及工艺计算（包括劈花、排花及工艺计算） 

（4）典型产品设计实例及发展趋势（包括基础产品和新产品） 

5、教学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色织物的风格特征及主要品种，了解整个生产过程及各工序主要

的作用。并能进行色织物分批整经及分条整经的劈花及排花工艺。 

（四）毛织产品设计（6学时） 

1．教学目的 

使学生了解毛纺织产品设计的主要依据与方法。了解精纺毛织物、粗纺毛织物的分类与

编号，了解粗纺毛织物、与精纺毛织物设计与生产的不同。掌握大类精纺毛织物的风格特征，

掌握从原料→纺纱→织造→染整的整个生产过程及各工序主要的工艺参数、工艺要点的设

计，熟悉精纺毛织物工艺计算，能进行精纺毛织物的设计。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掌握精纺毛织物的特点及大类精纺毛织物的风格特征及主要品种，掌握从原料→纺纱→

织造→染整的整个生产过程及各工序主要的工艺参数、工艺要点的设计，熟悉精纺毛织物工

艺计算。 

（2）教学难点 

根据需求，进行精纺毛织物的设计。 

3．教学方法 

以课堂教学为主，辅以实物教学。课堂教学采用各种手段，如实物样品，并与课程设计

与打小样实习有机的结合。 

4．教学内容： 

（1）精纺毛织物的种类及风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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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纺毛织物的规格设计（包括原料设计、纱线与织物规格设计） 

（3）精纺毛织物的生产工艺设计及工艺计算（包括纺纱、织造、染整工艺） 

（4）粗纺毛织物的种类及风格特征 

（5）粗纺毛织物设计（包括规格设计和工艺设计） 

（6）典型精、粗纺毛织物设计实例及发展趋势（包括基础产品及新产品） 

5．教学要求 

使学生了解毛纺织产品设计的主要依据与方法。了解精纺毛织物、粗纺毛织物的分类与

编号，了解粗纺毛织物、与精纺毛织物设计与生产的不同。掌握大类精纺毛织物的风格特征，

掌握从原料→纺纱→织造→染整的整个生产过程及各工序主要的工艺参数、工艺要点的设

计，熟悉精纺毛织物工艺计算，能进行精纺毛织物的设计。 

（五）装饰产品设计（4学时） 

1．教学目的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装饰织物原料、纱线、织物规格的设计要点。熟悉典型装饰织物

的设计过程、方法。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学生掌握装饰织物原料、纱线、织物规格的设计要点 

（2）教学难点 

装饰织物的创新设计。 

3．教学方法 

以课堂教学为主，辅以实物教学。课堂教学采用各种手段，如实物样品，并与课程设计

与打小样实习有机的结合。 

4．教学内容：按章节介绍教学内容。 

（1）装饰织物的种类及要求 

（2）装饰织物设计（包括大类产品的花型设计、原料、纱线及织物规格设计） 

（3）典型装饰织物设计实例及发展趋势（包括基础产品及新产品） 

5．教学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装饰织物原料、纱线、织物规格的设计要点。熟悉典型装饰织物

的设计过程、方法。 

（六）其它产品设计（6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丝、麻织物的分类与编号。掌握丝织物大类产品的主要风格特征。掌握丝、麻织物

主要结构参数的设计，熟悉典型织物设计技巧和方法。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掌握丝、麻织物大类产品的主要风格特征。掌握丝、麻织物主要结构参数的设计，熟悉

典型织物设计技巧和方法。 

（2）教学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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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织物设计技巧和方法 

3．教学方法 

以课堂教学为主，辅以实物教学。课堂教学采用各种手段，如实物样品，并与课程设计

与打小样实习有机的结合。 

4．教学内容： 

（1）丝织物设计 

（2）麻织物设计 

5．教学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丝织物的风格特征及主要品种，了解整个生产过程及各工序主要

的作用。掌握丝织物主要结构参数的设计，熟悉典型织物设计技巧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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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 

本科《销售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英文名称：销售管理  Sales Management 

课程编码：042231008 

课程性质：专业选修课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对外） 

学时数    48   ：其中，理论学时：  48  ；学分数：  3  ； 

编写人： 黄海涛  ；审定人： 张海霞  ；编制单位： 纺织学院 。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教学目的与任务 

《销售管理》是纺织工程专业（对外）学生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本课程的教学目的

在于通过销售管理的教学使学生掌握销售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内容和基本技能，增强

学生的营销管理能力、工作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的专业技能。使同

学们掌握销售管理的基础和理论、销售管理的过程与技巧、销售规划与设计、销售人员

的管理及销售管理的新趋势，为今后的实际管理工作奠定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销售管理》是高等学校市场营销专业开设的一门新兴专业学科课程。它是一门建立在

市场营销管理理论基础之上的应用型学科，有较强的实践性。主要介绍销售管理含义、模式、

原理和销售管理中的道德等销售管理基础知识和销售规划、销售对象、销售人员和销售过程

管理等内容。该课程教学既要重视销售管理理论，又要突出它的应用性和实践性，注重学生

专业技能的培养。本课程的教学要求中，“了解”、“掌握”、“重点掌握”是三个由低到高、

逐步深入的能力层次要求。“了解”是指知道有关情况；“掌握”是指在了解有关情况的基础

上，正确理解有关名词、概念、知识的含义，并能准确表述；“重点掌握”是指在明确的基

础上，能把握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制度的完整内容。本课程考核中，要求

“了解”的部分一般不作为考核内容；要求“掌握”、“重点掌握”的部分作为重点考核的内

容。 

（三）课程教学内容 

该课程教学内容包括：销售管理的概述，销售过程中就具备的客户开发、销售谈判等技

能，销售计划、区域、人员、渠道、客户、销售终端、网络销售等管理，销售诊断与控制等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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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 

销售管理是一门销售管理课程，学习销售管理应具备一定销售的基础知识，因此应当以

《市场营销学》的相关内容为基础知识。 

二、课程教学总体安排 

（一）学时分配建议表 

               

学时分配建议表 

教 学 环 节 
课  程  内  容 

讲 课 习题课 实 验 设 计 

销售管理概述 4       

销售基本技能 6       

销售计划管理 4       

销售区域管理 4    

销售人员管理 6    

销售渠道管理 6    

客户管理 4    

销售终端管理 4    

网络销售管理 4    

销售诊断与控制 4    

复习提交作业 2    

总计（学时） 48      

（二）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1．教材 

无 

2．参考书目 

（1）欧阳小珍：《销售管理》（第 1 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6 月。 

（2）李先国：《销售管理》（第 1 版）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年 7 月。 

（3）任广新：《销售管理》（第 1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4 月。 

（三）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课程结束后提交大作业。 

2．成绩构成：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和大作业构成，其中平时成绩包括作业情况、上课

出勤情况等占 50％，大作业占 50％。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一）销售管理概述（4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什么是销售与销售管理、销售部门在企业中的地位，了解销售管理学的发展趋势，

理解销售管理的岗位职责，掌握销售管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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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销售管理的过程。 

（2）教学难点：销售管理的岗位职责。 

（3）处理方法：将重点难点内容与一般内容有机结合，在兼顾系统性的基础上突出重

点难点。 

3.教学方法：多媒体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销售与销售管理 

（2）销售部门在企业中的地位 

（3）销售经理岗位职责 

（4）销售管理学的发展历程 

5.教学要求 

综合运用多媒体课堂讲授、引用典型案例理解销售经理岗位职责，引导学生展开讨论，

使学生在掌握销售管理的过程。 

  

（二）销售基本技能  （6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销售漏斗理论，销售谈判的基本流程与技巧。熟悉销售谈判的各项准备工作，掌握

客户开发的两种策略和客户寻找与开发的技巧，销售促成与销售成交的概念，销售促成对销

售人员的基本要求。学会灵活运用常用的促成销售技巧。 

2.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客户开发的两种策略和客户寻找与开发的技巧，销售促成对销售人员的

基本要求。 

（2）教学难点：销售异议的处理方法。 

（3）处理方法：课内与课外有机结合、教材与参考文献（或资料）及有关销售情景有机

结合。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堂讲授和联系实际讨论相结合 

4.教学内容 

（1）寻找和开发客户，及寻找和开发客户的技巧 

（2）销售谈判准备、流程和技巧 

（3）销售异议处理及促成交易技巧 

5.教学要求 

课堂教学中，教师还结合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向学生介绍销售谈判的技巧，结合实例进

行讲授，使教学的内容能够紧密地与现实相结合。 

（三）销售计划管理 （4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销售预算的概念和方法，销售配额的制定。掌握销售计划的基本概念的内容，销售

目标的制定方法，销售预算的相关方法和重要性，并会制定销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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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销售计划的基本概念的内容，销售目标的制定方法。 

（2）教学难点：销售预算的相关方法和重要性，并会制定销售计划。 

（3）处理方法：多采用案例教学，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同时加强课堂讨论。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堂讲授和讨论相结合 

4.教学内容 

（1）销售计划定义和基本内容 

（2）销售预测的内涵、方法和程序 

（3）销售目标的内容、制定方法和销售配额的内容及分配 

（4）销售预算管理的内容及控制体系 

5.教学要求 

课堂教学中，通过案例讨论，学生能够学到销售目标的制定方法，并知道销售预算的相

关方法和重要性，学会制定销售计划。 

（四）销售区域管理  （4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区域市场进入的几种方式，理解什么是销售区域，掌握销售区域设计的基本方法，

销售潜力的计算方法，销售路线的设计方法和窜货管理的几种措施。 

2.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销售区域设计的基本方法，销售潜力的计算方法。 

（2）教学难点：销售路线的设计方法和窜货管理的几种措施。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销售区域的特点、作用及划分的方法 

（2）制定销售区域目标和设计销售区域的方法 

（3）区域市场开发的意义和误区及进入区域市场的方式 

（4）销售区域配额、时间上的管理，销售区域的竞争策略及窜货管理 

5.教学要求 

课堂教学中，结合实例，向学生介绍销售区域的特点、作用及划分的方法。通过案例讨

论，学生能够学到销售区域设计的基本方法，销售潜力的计算方法，提高销售路线的设计方

法、掌握窜货管理的几种措施。 

（五）销售人员管理（6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合格销售人员所具备的素质，掌握销售人员的招聘流程与技巧，销售人员激励、考

核的方法，销售人员培训流程，并学会选择培训方法。了解销售人员薪酬设计方案，能够进

行薪酬设计。 

2.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销售人员的招聘流程与技巧，销售人员激励、考核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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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难点：销售人员培训流程，并学会选择培训方法。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销售人员规模设计 

（2）销售人员招募与选拔 

（3）销售人员的培训和激励 

（4）销售人员的业绩和考评 

（5）销售人员的薪酬制度 

5.教学要求： 

综合运用多媒体课堂讲授、案例讨论教学方法，引用典型案例阐明合格销售人员所具备

的素质，引导学生展开讨论，使学生在掌握销售人员的招聘流程与技巧，销售人员激励、考

核的方法，销售人员培训流程，达到学会选择培训方法。 

（六）销售渠道管理  （6 学时） 

1.教学目的 

通过对本章节的学习，了解销售渠道管理人员的岗位和职责，实际工作中能起草相关岗

位规范。熟悉销售渠道中间商的种类。掌握销售渠道相关业务术语，渠道建设原则和关键因

素，销售合同的基本要素，销售渠道管理的基本知识，并能够在渠道管理中应用。 

2.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销售渠道相关业务术语，渠道建设原则和关键因素，销售合同的基本

要素。 

（2）教学难点：销售渠道管理的基本知识，并能够在渠道管理中应用。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堂讲授 

4.教学内容 

（1）企业管理人员的岗位和职责 

（2）如何建立销售渠道 

（3）渠道中间商品种类介绍 

（4）销售合同 

（5）如何进行渠道管理 

5.教学要求 

使学生掌握销售渠道相关业务术语，渠道建设原则和关键因素，通过实例分析，使学生

掌握销售合同的基本要素，销售渠道管理的基本知识，并能够在渠道管理中应用。 

（七）客户管理  （4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客户信用管理的价值链和操作流程，理解客户管理的内涵和意义，熟悉客户投诉处

理的原则和技巧。掌握客户关系管理的概念和 CRM 系统的功能与类型，客户服务管理的内容

和过程。 

2.教学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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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重点：客户关系管理的概念和 CRM 系统的功能与类型。 

（2）教学难点：客户服务管理的内容和过程。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堂讲授和讨论相结合 

4.教学内容 

（1）客户管理 

（2）客户关系管理 

（3）客户信用管理 

（4）客户投诉管理 

（5）客户服务管理 

5.教学要求 

综合运用多媒体课堂讲授、案例讨论教学方法，注重启发式教育，引用典型案例，使学

生熟悉客户投诉处理的原则和技巧。并掌握客户关系管理的概念和 CRM 系统的功能与类型，

客户服务管理的内容和过程。 

（八）销售终端管理  （4 学时） 

1.教学目的 

通过对终端货品陈列的基本要素、基本要求、基本原则和陈列技巧的学习，增强对销售

终端的来之不易意识，基本能胜任销售终端的日常管理工作，能够处理比较复杂的终端销售

问题；通过学习订单报价、流程、软件等订货管理知识，熟悉备货和发货的程序；通过了解

退货的原则和流程等三个方面的基础知识，能够全面地掌握订货、发货、退货整个系统的基

本技能，具备在终端销售环节进行实际操作的实战能力；通过对销售终端管理的要求、内容、

策略等知识的学习，能从宏观上提升管理能力，成为销售终端的合格管理者。 

2.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订货、发货、退货整个系统的基本技能。 

（2）教学难点：无。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堂讲授和讨论相结合 

4.教学内容 

（1）货品陈列 

（2）订货、发货与退货管理 

（3）终端管理 

5.教学要求 

综合运用多媒体课堂讲授、案例讨论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展开讨论，使学生具备在终端

销售环节进行实际操作的实战能力，能从宏观上提升管理能力，成为销售终端的合格管理者。 

（九）网络销售管理  （4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网络销售的概念与特点，熟知网络人员的管理内容，掌握网络销售的流程和方法，

学会规避网络销售风险的方法和管理措施。 

2.教学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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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重点：网络销售的流程和方法。 

（2）教学难点：规避网络销售风险的方法和管理措施。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堂讲授和讨论相结合 

4.教学内容 

（1）什么是网络销售 

（2）网络销售的基本流程 

（3）网络销售的主要方法 

（4）网络销售人员管理 

（5）网络销售风险管理 

5.教学要求 

通过案例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展开讨论，使学生熟知网络人员的管理内容，掌握网络销

售的流程和方法，在实际事务中学会规避网络销售风险的方法和管理措施。 

（十）销售诊断与控制  （4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销售诊断的工作步骤与内容，理解销售诊断与控制的基本内容，熟悉销售分析与评

价的常用方法，能够分析企业的销售情况，形成分析报告。掌握销售目标控制的各种控制方

法，能够对企业销售情况做出控制。 

2.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销售目标控制的各种控制方法。 

（2）教学难点：销售分析与评价的常用方法，如何分析企业的销售情况。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堂讲授和讨论相结合 

4.教学内容 

（1）销售诊断与控制 

（2）销售诊断工作步骤与内容 

（3）销售分析与评价 

（4）销售目标控制 

5.教学要求 

引用典型案例阐明销售诊断与控制的基本内容，引导学生展开讨论，使学生熟悉销售分

析与评价的常用方法，能够分析企业的销售情况，并形成分析报告。掌握销售目标控制的各

种控制方法，能够对所在企业销售情况做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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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 

本科《数字印刷》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英文名称：数字印刷(Digital printing ) 

课程编码：042231009 

课程性质：专业选修课 

适用专业：（对外合作办学）纺织工程 

学时数： 48 ；其中：理论学时：46；实践学时： 0 ；机动学时： 2 ；学分数：3  

编写人： 李瑞娟、王莉 ；审核人： 洪亮  ； 编制单位：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教学目的与任务 

《数字印刷》是纺织工程专业选修课，主要介绍纺织品数码喷墨印花原理，喷墨印花设

备，喷墨印花图像数字处理技术及软件、喷墨墨水，喷墨印花织物及其前处理和喷墨印花实

例分析和后整理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系统掌握数字印花技术，尤其对纺织品

数码喷墨印花工艺流程中涉及的相关工艺技术有深入的理解，同时培养学生专业工程素质和

实际生产能力，为毕业后从事纺织专业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二）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1. 掌握数码喷墨印花的原理； 

2. 掌握喷墨印花设备； 

3. 掌握喷墨印花图像数字处理技术及软件; 

4. 掌握喷墨印花油墨; 

5. 掌握喷墨印花织物及其前处理; 

6. 掌握喷墨印花织物后整理技术。 

（三）课程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讲授纺织品喷墨印花的原理，喷墨印花系统组成，喷墨印花图像数字处理技

术及软件，喷墨印花油墨，喷墨印花织物及其前处理，喷墨印花织物后整理技术和一些典型

的数码印花实例。 

（四）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纺织材料学，纺纱学，机织学，针织学，非织造技术，织物组织

与结构，纺织工艺与质量控制等。后续课程为纺织品质量分析和毕业实习等。 

二、课程教学总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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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时分配建议表 

  

  

学时分配建议表 

教 学 环 节 
课  程  内  容 

讲 课 习题课 实 验 机动 

绪论 2    

纺织品喷墨印花的原理 6    

喷墨印花设备  6    

喷墨印花图像数字处理技术及软件 8   

喷墨印花油墨 10   

喷墨印花织物及其前处理 6   

喷墨印花实例分析 6   

喷墨印花织物后整理 2   

2 

总计（学时） 48  

（二）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1．教材 

薛朝华、贾顺田，《纺织品数码喷墨印花技术》，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 年 2 月 

2．参考书目 

周弈华，《数字印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年 5 月 

（三）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闭卷笔试 

2．成绩构成：平时成绩占 20%，期末成绩占 80%.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一）、绪论（2 学时） 

1．教学目的 

讲解纺织品喷墨印花技术的概念、特点、起源与发展，为本课程后续学习打基础。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喷墨印花技术的概念、特点。 

（2）教学难点 

无 

3．教学方法 

理论与生活实例相结合多媒体讲授。 

4．教学内容 

（1）纺织品喷墨印花技术的概念（2）纺织品喷墨印花技术的特点 

（3）喷墨印花技术的起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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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学要求 

掌握纺织品喷墨印花技术的概念、特点、起源与发展。 

（二）数码喷墨印花的原理（6 学时） 

1．教学目的 

分析喷墨印花时墨滴的形成，墨滴和织物的相互作用、按需和连续喷墨原理等数码喷

墨印花原理。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墨滴的形成，墨滴和织物的相互作用，按需和连续喷墨原理。 

（2）教学难点 

墨滴和织物的相互作用。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讲授。 

4．教学内容 

（1）墨滴的形成（2）墨滴和织物的相互作用 

（3）按需喷墨原理（4）连续喷墨原理 

5．教学要求 

掌握喷墨印花时墨滴的形成，墨滴和织物的相互作用、按需和连续喷墨原理等数码喷墨

印花原理。 

（三）、喷墨印花设备（6学时） 

1．教学目的 

讲解喷墨印花机组成、分类及典型喷墨印花机。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喷墨印花机组成，不同类型喷墨印刷机工作原理。 

（2）教学难点 

喷墨印花机组成，不同类型喷墨印刷机工作原理。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讲授。 

4．教学内容 

（1）喷墨印花机组成和分类 

（2）典型喷墨印花机 

5．教学要求 

掌握喷墨印花机组成、分类及典型喷墨印花机的工作原理、特点及应用。 

（四）、喷墨印花图像数字处理技术及软件（8 学时） 

1．教学目的 

讲解喷墨印花图案的基本制作，喷墨印花图案原稿的数字化处理，数字印花图案的色彩

模式及色彩管理，喷墨印花 RIP 软件，数码印花专用软件和制作喷墨印花图案应注意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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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印花图案的基本制作，喷墨印花图案原稿的数字化处理，数字印花图案的色彩模式及色

彩管理，喷墨印花 RIP 软件。 

（2）教学难点 

喷墨印花图案原稿的数字化处理，数字印花图案的色彩模式及色彩管理。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讲授。 

4．教学内容 

（1）喷墨印花图案的基本制作 

（2）喷墨印花图案原稿的数字化处理 

（3）数字印花图案的色彩模式及色彩管理 

（4）喷墨印花 RIP 软件 

（5）数码印花专用软件 

（6）制作喷墨印花图案应注意的问题 

5．教学要求 

掌握喷墨印花图案的基本制作，喷墨印花图案原稿的数字化处理，数字印花图案的色彩

模式及色彩管理，喷墨印花 RIP 软件，数码印花专用软件和制作喷墨印花图案应注意的问

题。 

（五）、喷墨印花油墨（10 学时） 

1．教学目的 

讲解喷墨印花用墨水的性能要求、基本组成，纺织品喷墨印花染料类型，染料型喷墨

印花墨水和颜料型喷墨印花墨水。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喷墨印花用墨水的性能要求、基本组成，染料型喷墨印花墨水和颜料型喷墨印花墨水。 

（2）教学难点 

染料型喷墨印花墨水和颜料型喷墨印花墨水。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讲授。 

4．教学内容 

（1）喷墨印花用墨水的性能要求、基本组成 

（2）纺织品喷墨印花染料 

（3）染料型喷墨印花墨水 

（4）颜料型喷墨印花墨水 

5．教学要求 

掌握喷墨印花用墨水的性能要求、基本组成，纺织品喷墨印花染料类型，染料型喷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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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墨水和颜料型喷墨印花墨水的组成、特点及应用。 

（六）、喷墨印花织物及其前处理（6学时） 

1．教学目的 

讲解纺织品一般前处理和织物特殊前处理对喷墨印花的影响。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纺织品一般前处理和织物特殊前处理对喷墨印花的影响。 

（2）教学难点 

织物特殊前处理对喷墨印花的影响。 

3．教学方法 

多媒体讲授。 

4．教学内容 

（1）纺织品一般前处理（2）织物特殊前处理对喷墨印花的影响 

5．教学要求 

掌握纺织品一般前处理方法和织物特殊前处理对喷墨印花的影响。 

（七）、喷墨印花实例分析（6 学时） 

1．教学目的 

讲解纺织品直接喷墨印花、纺织品转移喷墨印花、成衣喷墨印花及地毯喷墨印花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织品直接喷墨印花、纺织品转移喷墨印花。 

（2）教学难点 

纺织品转移喷墨印花。 

3．教学方法 

理论与生活实例相结合多媒体讲授。 

4．教学内容 

（1）纺织品直接喷墨印花（2）纺织品转移喷墨印花 

（3）成衣喷墨印花（4）地毯喷墨印花 

5．教学要求 

掌握纺织品直接喷墨印花、纺织品转移喷墨印花、成衣喷墨印花及地毯喷墨印花等基

本喷墨印花方式。 

（八）、喷墨印花织物后整理（2 学时） 

1．教学目的 

讲解喷墨印花织物后整理的工艺技术。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喷墨印花织物后整理工艺。 

（2）教学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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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墨印花织物后整理工艺。 

3．教学方法 

理论与生活实例相结合多媒体讲授。 

4．教学内容 

（1）喷墨印花织物后整理的作用目的（2）喷墨印花织物后整理的工艺方法 

5．教学要求 

掌握喷墨印花织物后整理的工艺技术。 

（九）机动（2 学时） 

根据学生知识掌握情况调整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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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 

本科《纺织品质量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英文名称：纺织品质量分析  Textile Quality Analysis 

课程编码：042231010 

课程性质：专业限选课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 

学时数： 48 ；其中：理论学时： 32 ；实践学时： 16 ；机动学时：   ；学分数： 3 ； 

编写人：曹秋玲；审核人：张海霞； 编制单位： 纺织学院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教学目的与任务 

《纺织品质量分析》是纺织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限选课。其任务是介绍纺织品检验的基

础知识，纺织品中纤维原料的质量检验，纱线品质评定，织物结构分析、性能检验和品质评

定，纺织品安全卫生及环保项目的检验，服装及产业用纺织品的质量检验等。 

（二）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掌握纺织品质量检验分析的基础知识，了解纺织品质量管理及纺织标准的表现形式、

种类、级别和内容；掌握纺织原料、纱线、织物的品质检验，服装质量检验及产业用纺织品

的性能检验；掌握纺织品安全性检验；掌握纺织品检验的抽样方法。 

（三）课程教学内容 

1．纺织品检验的基础知识：纺织品及其种类，纺织品质量检验与分析，纺织标准，纺

织品检验的抽样方法，纺织品测试环境与试样准备。 

2．纺织品中纤维原料的质量检验：棉、麻、羊毛、化学短纤维的品质评定与检验，纺

织纤维的鉴别。 

3．纱线的品质评定：棉本色纱线、麻纱线、毛纱线、生丝、化纤长丝的品质评定。 

4．织物结构的测试与分析：织物的分类及其特征分析，织物密度和紧度的测试方法，

织物几何结构相的分析，织物匹长、幅宽、厚度与重量的测试分析。 

5．织物的机械性能检验：织物拉伸、撕裂、顶破、耐磨性质的测试与评价。 

6．织物的品质检验：棉、毛、丝、麻织物及针织物品质检验。 

7．织物的外观及其保持性检验：纺织品颜色与色差、白度与光泽、色牢度、抗起球性、

抗勾丝性、刚柔性、悬垂性、抗折皱性、褶裥保持性与抗起拱性、尺寸稳定性。 

8．纺织品的舒适性检验：纺织品的保暖性、透湿性、透气性和防钻绒性检验。 

9．纺织品安全卫生及环保项目的检验：我国对纺织品通用安全技术的要求，纺织品上

有害物质的安全检测，纺织品的阻燃性、抗静电性、抗菌防霉和防虫性、抗沾污性、抗紫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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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能检验。 

10．产业用纺织品质量的检验：土工织物、农业用、汽车用、过滤用纺织品的质量检验。 

11．服装质量检验：服装检验概述，普通服装的质量检验。 

（四）先修课程 

先修课程：纺织材料学 A、纺织仪器学、纺织工艺与质量控制 

二、课程教学总体安排 

（一）学时分配建议表 

学时分配建议表 

教 学 环 节 
课  程  内  容 

讲 课 习题课 实验 设计 

纺织品检验的基础知识 6       

纺织品中纤维原料的质量检验 4    

纱线的品质评定 4  8  

织物结构的测试与分析 2    

织物的机械性能检验 2    

织物的品质评定 2  8  

织物的外观及其保持性检验 2    

纺织品的舒适性检验 2    

纺织品安全卫生及环保项目的检验 2    

产业用纺织品质量的检验 2    

服装质量检验 2    

复习考试 2    

总计（学时） 32   16   

（二）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1．教材 

翟亚丽. 纺织品检验学.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 

2．参考书目 

[1] 张毅. 纺织商品检验学. 东华大学出版社，2009 

[2] 田恬. 纺织品检验. 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 

[3] 蒋耀兴. 纺织品检验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 

[4] 李廷，陆维民. 检验检疫概论与进出口纺织品检验. 东华大学出版社，2005 

（三）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课程结束后提交一篇论文。 

2．成绩构成：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实验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构成，平时成绩占 30%，

实验成绩占 30%，论文成绩占 40%。其中平时成绩包括考勤和作业等情况。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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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纺织品检验的基础知识（6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纺织品检验的基础知识。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纺织标准，纺织品检验的抽样方法，纺织品测试环境与试样准备。 

（2）教学难点：抽样检验方案。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 

（1）纺织品及其种类 

（2）纺织品质量检验与分析 

（3）纺织标准 

（4）纺织品检验的抽样方法 

（5）纺织品测试环境与试样准备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二）纺织品中纤维原料的质量检验（4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纺织品中纤维原料质量检验的内容与方法，以及纺织纤维的鉴别。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纺织品中纤维原料质量检验的内容与方法，纺织纤维的鉴别。 

（2）教学难点：各类纤维品质评定的具体要求各不相同，难以记忆。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归纳总

结。 

4．教学内容： 

（1）棉纤维的品质评定与检验 

（2）麻纤维的品质检验 

（3）羊毛的品质评定与检验 

（4）化学短纤维的品质评定与检验 

（5）纺织纤维的鉴别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三）纱线的品质评定（4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纱线品质评定的内容和方法。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各类纱线品质评定的内容和方法。 

（2）教学难点；各类纱线品质评定的具体要求各不相同，难以记忆。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归纳总

结。 

4．教学内容： 

（1）棉本色纱线的品质评定 

（2）麻纱线的品质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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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毛纱线的品质评定 

（4）生丝的品质评定 

（5）化纤长丝的品质评定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四）织物结构的测试与分析（2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织物结构的测试与分析方法。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织物结构的测试与分析方法。 

（2）教学难点：织物特征分析与织物几何结构相的分析方法。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 

（1）织物的分类及其特征分析 

（2）织物分析 

（3）织物密度和紧度的测试方法 

（4）织物几何结构相的分析 

（5）织物匹长和幅宽的测试 

（6）织物厚度与重量的分析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五）织物的机械性能检验（2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织物机械性能检验的内容与方法。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织物拉、撕、顶、磨性质的测试方法与评价。 

（2）教学难点：织物机械性能检验的方法与评价。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织物拉伸、撕裂、顶破、耐磨性质的测试与评价。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六）织物的品质评定（2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织物品质检验的内容与方法。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各类织物品质检验的内容与方法。 

（2）教学难点：各类织物品质评定的具体要求各不相同，难以记忆。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归纳总

结。 

4．教学内容： 

（1）棉织物品质检验 

（2）毛织物品质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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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丝织物品质检验 

（4）麻织物品质检验 

（5）针织物品质检验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七）织物的外观及其保持性检验（2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织物外观及其保持性的检验内容与方法。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织物外观及其保持性的检验内容与方法。 

（2）教学难点；纺织品颜色、色差、白度、压缩变形等的检验方法。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 

（1）纺织品颜色与色差 

（2）纺织品白度与光泽 

（3）纺织品色牢度 

（4）纺织品的抗起球性 

（5）纺织品的抗勾丝性 

（6）织物的刚柔性 

（7）织物的悬垂性 

（8）织物的抗折皱性 

（9）织物的褶裥保持性与抗起拱性 

（10）织物的尺寸稳定性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八）纺织品的舒适性检验（2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纺织品舒适性检验的内容与方法。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纺织品保暖性、透湿性和透气性的测试指标与方法。 

（2）教学难点：纺织品防钻绒性的测试。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纺织品保暖性、透湿性、透气性和防钻绒性的测试指标与方法。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九）纺织品安全卫生及环保项目的检验（2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纺织品安全卫生及环保项目的检验内容与方法。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纺织品安全卫生及环保项目的检验内容与方法。 

（2）教学难点；各类检验项目的测试原理与评价指标。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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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4．教学内容： 

（1）我国对纺织品通用安全技术的要求 

（2）纺织品上有害物质的安全检测 

（3）纺织品的阻燃性 

（4）纺织品的抗静电性 

（5）纺织品的抗菌防霉和防虫性检验 

（6）纺织品的抗沾污性检验 

（7）抗紫外线纺织品检验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十）产业用纺织品质量的检验（2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产业用纺织品质量检验的内容与方法。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产业用纺织品的分类和土工织物的性能检验。 

（2）教学难点：产业用纺织品和服用、装饰用纺织品检验内容与质量要求方面的异同。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 

（1）土工织物的性能检验 

（2）农业用纺织品的质量检验 

（3）汽车用纺织品的质量检验 

（4）过滤用纺织品的质量检验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十一）服装质量检验（2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服装质量检验的内容与方法。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服装检验的内容与方法。 

（2）教学难点：普通服装质量检验。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对重点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对难点内容注重解释说

明。 

4．教学内容 

（1）服装检验概述 

（2）普通服装的质量检验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四、实验要求 

（一）实验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实验培养学生进行纺织品质量分析的能力（包括实验方法和实验技术），同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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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验证有关理论知识,巩固并加深对纺织品质量分析的理解，其任务是通过实验训练，使

学生巩固和提高实验技能与常用测试仪器设备的使用能力，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课程知

识，学会观察思考和分析实验过程的能力，为今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和生产实践打下基础，

并且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作风，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工作作风。 

（二）实验项目名称、学时分配表 

  

实验学时分配表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学时 实验类型 实验内容 开出要求 分  组（人/组） 

1 纱线质量分析 8 验证 
棉本色纱线

的品质评定
2 

2 织物质量分析 8 验证 
棉本色布的

品质评定 

纺材实验室准

备好仪器和试

样 2 

  

（三）考核方式 

根据实验预习情况，动手能力，操作技能，实验数据，结果分析，实验报告综合评价实

验成绩。实验成绩用百分制，占本课程总成绩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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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 

中荷合作办学纺织工程专业《技术织物》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英文名称：技术织物（Technical Fabric） 

课程编码：042231012 

课程性质：专业限选课 

适用专业：中荷合作办学纺织工程专业 

学时数：  48 ；其中：理论学时：48；实践学时： 0 ；机动学时： 0 ；学分数： 0 ； 

编写人：   李金超 ；审定人：  朱洪英  ；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教学目的与任务 

本课程是中荷合作办学纺织工程专业的限选课，系考查课。 

传统的织物主要用于服装领域和床上用品，随着化学纤维的出现和高技术纤维的发展，

织物在产业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纺织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该课

程在专业培养中起着拓宽专业领域、延伸知识面的重要作用。 

（二）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本课程按照产品应用领域分类系统地讲述了各类技术织物，对他们的种类、规格、原料、

结构特点、功能等进行了阐述。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近年来在不同的产业领域用到

的技术织物有较系统的了解，并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相关的产品设计。为今后从事专

业领域的生产与研究打下基础。 

（三）课程教学内容 

1. 绪论：了解技术织物的现状和发展 

2. 高性能纤维 

3. 航空航天用纺织品的种类、性能、要求。 

4. 三维纺织复合材料织物 

4. 建筑和设施用纺织品的种类、性能、要求。 

5. 医疗卫生用织物的种类、性能、要求。 

6. 安全防护用织物的种类、性能、要求。 

7. 土工布的性能、要求。 

8. 过滤材料的过滤机理及过滤材料的性能、要求 

9. 其他产业用织物的种类、性能、要求。 

本课程通过对以上知识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产业用技术织物，并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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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相关产品设计的能力，成为素质较高的专业人士。 

  

（四）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有《纺织机械原理》、《纺织材料学》、《纺纱学》、《机织学》，无后续课程。 

二、课程教学总体安排 

（一）学时分配建议表 

              学时分配建议表                    

教 学 环 节 
课  程  内  容 

讲 课 习题课 实 验 设 计 

绪论 2    

高性能纤维 4    

航空航天用纺织品 4    

三维纺织复合材料织物 6    

建筑用纺织品 4    

医疗卫生用织物 6    

安全防护用织物 6    

土工布 6    

过滤材料 6    

其他产业用织物 4    

总计（学时） 48    

（二）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1．教材：《非织造布技术概论》马建伟主编  中国纺织出版社; 第 2 版 2008 年 

2．参考书目 

陈韶娟，《技术纺织品》，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 

杨彩云，《产业用纺织品》（第二版），中国纺织出版社，2002 年 

晏  雄，《产业用纺织品》，东华大学出版社，2013. 

张玉惕，《产业用纺织品》，中国纺织出版社，2009. 

  

（三）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 

开卷、闭卷或课程作业或专业论文 

2．成绩构成:  

总成绩由平时成绩和考试卷面（或课程作业或专业论文）成绩两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占

总成绩的 50%，考试卷面成绩（或课程作业或专业论文）占总成绩的 50%。 

课程作业或专业论文用时：不占用上课时间，业余完成。课程作业或专业论文的撰写内

容和格式要符合本课程的课程作业指导书或专业论文指导书的相关要求。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http://book.jd.com/writer/%E7%BA%BF%E7%8E%89%E6%83%95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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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2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产业用技术织物的发展历史、重要意义、现状及发展趋势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技术织物的应用领域。 

（2）教学难点 

技术织物的特点及分类。 

3.教学方法 

采用启发式、案例教学法、讨论式等多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4.教学内容 

（1）技术织物的定义 

（2）技术织物发展历史 

（3）技术织物重要意义 

（4）技术织物与非传统织物的区别 

（5）技术织物的分类 

5.教学要求 

通过学习本章，使学生了解产业用纺织品的发展历史、重要意义及发展趋势；掌握产业

用纺织品的定义、特点及分类等。同时要求学生认真听课，做好笔记和作业，查阅相关资料。 

  

（二）高性能纤维（4 学时） 

1．教学目的 

本章主要以碳纤维为例讲授其制造、结构与性能以及玻璃纤维等常用高性能纤维。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以碳纤维为例分析其优异力学性能的原因。 

（2）教学难点 

    碳纤维的制备及大分子结构。 

3．教学方法 

PPT 讲授 

4．教学内容： 

2.1 碳纤维的分类、制备、结构、性能、应用等 

2.2 玻璃纤维 

2.3 芳香族聚酰胺纤维 

2.4 其它高性能纤维 

5．教学要求 

使学生逐步认识到常用天然纤维及合成纤维之外的高性能纤维及其优异的机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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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航空航天用纺织品（4 学时） 

1．教学目的 

使学生了解技术织物在航海航天领域的应用。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航空航天用织物的特殊要求。 

（2）教学难点：如何满足不同的应用要求 

3．教学方法：课堂讲授、图片、视频展示。 

4．教学内容： 

（1）航天服 

（2）航空航天用纺织复合材料 

5．教学要求 

认真听课，做好笔记和作业。 

  

（四）三维纺织复合材料织物（6 学时） 

1．教学目的 

   使学生学习三维纺织工艺及其在纺织复合材料领域的应用。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重点学习实现三维织物工艺过程。 

（2）教学难点 

    三维织物的细观结构。 

3．教学方法 

PPT 讲授 

4．教学内容： 

6.1 普通机织物、针织物的结构、力学性能；立体织物的结构及其发展 

6.2 三维机织物的织造及内部结构 

6.3 三维编织织造的织造及结构 

6.4 三维针织物的工艺及应用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学习二维、三维织物的工艺原理以及复合材料制品的结构性能与应用。 

  

（五）建筑用纺织品（4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建筑用纺织品的发展、分类、应用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建筑用纺织品分类 

（2）教学难点：建筑用纺织品应用 

3．教学方法：课堂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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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学内容： 

（1）建筑用纺织品的发展历程 

（2）建筑用膜材料 

（3） 建筑用隔音、隔热纺织材料 

（4）建筑用增强纺织材料 

5．教学要求 

认真听课，做好笔记和作业。 

  

（六）医疗卫生用织物（6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各种医疗卫生用织物的特点、性能要求、材料特性及应用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各种医疗卫生用纺织品的分类、性能要求、材料特性及应用。 

（2）教学难点 

各种医疗卫生用纺织品的材料特性。 

3.教学方法 

采用启发式、案例教学法、讨论式等多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4.教学内容 

（1）医疗卫生用纺织品的分类 

（2）医疗卫生用纺织品性能和要求 

（3）医疗用 

5.教学要求 

通过学习本章，使学生掌握各种医疗卫生用纺织品的分类、性能要求、材料特性及应用

等。同时要求学生认真听课，做好笔记和作业，查阅相关资料。 

  

（七）安全防护用织物（6 学时） 

1．教学目的 

掌握安全防护用纺织品的性能要求、材料特性、制造方法及其主要应用情况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安全防护用纺织品的性能要求、材料特性、制造方法及其主要应用。 

（2）教学难点 

安全防护用纺织品的材料特性、制造方法。 

3.教学方法 

采用启发式、案例教学法、讨论式等多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4.教学内容 

（1）耐高温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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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阻燃织物  

（3）机械性损伤的防护 

（4）电磁辐射纺织品 

 5.教学要求 

通过学习本章，使学生掌握安全防护用纺织品的性能要求、材料特性、制造方法及其

主要应用情况等。同时要求学生认真听课，做好笔记和作业，查阅相关资料。 

  

  

（八）土工布（6 学时） 

1.教学目的 

掌握各种土工织物的分类、制造、功能及应用情况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各种土工织物的分类、制造、功能及应用情况。 

（2）教学难点 

各种土工织物的制造、功能。 

3.教学方法 

采用启发式、案例教学法、讨论式等多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4.教学内容 

（1）土工织物的定义及其分类 

（2）土工织物的功能 

（3）土工织物的应用 

5.教学要求 

通过学习本章，使学生掌握各种土工织物的分类、制造、功能及应用情况等。同时要求

学生认真听课，做好笔记和作业，查阅相关资料。 

  

（九）过滤材料（6 学时） 

1.教学目的 

掌握过滤产品性能要求、材料特性、制造方法及其主要应用情况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过滤产品性能要求、材料特性、制造方法及其主要应用。 

（2）教学难点 

过滤产品性能要求、制造方法。 

3.教学方法  

采用启发式、案例教学法、讨论式等多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4.教学内容 

（1）过滤定义、目的、种类 

（2）过滤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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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滤材性能要求 

（4）产品介绍 

5.教学要求 

通过学习本章，使学生掌握过滤产品性能要求、材料特性、制造方法及其主要应用情况

等。同时要求学生认真听课，做好笔记和作业，查阅相关资料。 

  

（十）其他产业用织物（4 学时） 

根据情况讲解相关产业领域比较前沿的新型技术纺织品，如吸油纺织品、透明纺织品、

可穿戴纺织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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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 

本科《功能性材料》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英文名称：功能高分子材料（Functional Materials） 

课程编码：042231013 

课程性质：专业课程限选课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中荷合作办学） 

学时数： 48 ；其中：讲课学时： 48；实践学时： 0 ；学分数： 3.0； 

编写人：  石文英  ；审定人：  朱洪英   ；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教学目的与任务 

《功能性材料》是我校纺织工程（中荷合作办学）专业的一门专业限选课程。其主要目

的与任务是：使学生在修完其它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之后，进一步拓宽专业领域、延伸知识

面的重要作用。 

本课程按照纺织品功能系统地讲述了各类功能纺织品，并阐述功能实现原理、功能实现

途径及功能评价等方面纤维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功能纺织品有较系统的了解，

并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相关的产品设计。为今后从事专业领域的生产与研究打下基

础。 

（二）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功能材料》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为：  

1. 了解国内外功能材料的研究现状和发展； 

2. 掌握功能材料的性能，了解结构和性能之间的联系； 

3. 掌握各种功能材料的加工和应用。 

   （三）课程教学内容 

本课程教学内容主要有：阻燃性材料、抗菌性材料、抗静电性材料、拒水拒油性材料、

防水透湿性材料、抗紫外线材料、抗电磁辐射性材料、医用和保健功能性材料、亲水性材料、

智能性材料、离子交换功能材料、纳米性材料和其他功能性材料等。 

（四）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 

该课程的先修课程为纺织材料学、纺纱学、织造学、织物组织与结构、非织造技术等。

本课程与上述课程联系紧密，上述课程讲述的是基础专业知识，本课程是对专业知识的拓展

及延伸。后续课程为专业实习和毕业设计。 

二、课程教学总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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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时分配建议表 

本课程标准课时 48 个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讲课 习题课 实验 设计 

绪论 2    

（一）阻燃性材料 4    

（二）抗菌性材料 4    

（三）抗静电材料 4    

（四）拒水拒油性材料 2    

（五）防水透湿性材料 2    

（六）抗紫外线材料 4    

（七）抗电磁辐射材料 4    

（八）医用和保健功能材料 4    

（九）亲水性材料 4    

（十）智能性材料 2    

（十一）离子交换功能材料 4    

（十二）纳米材料 4    

（十三）其他功能材料 4    

合计 48    

（二）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1. 教材： 

（1）朱平. 功能纤维及功能纺织品，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 年. 

2. 参考书目： 

（1）陈运能等编，新型纺织材料，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8 年. 

（2）赵家祥等，医用功能纤维，北京：中国石化工业出版社，1996 年. 

（3）薛迪庚，织物的功能性整理，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 年. 

（4）王树根. 特种功能纺织品，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3 年. 

（5）高洁. 功能纤维与智能材料.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4 年. 

（三）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 

开卷或大作业或论文 

2.成绩构成： 

总成绩由平时成绩和考试卷面（或大作业或课程论文）成绩两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占总

成绩的 30%，考试卷面成绩（或大作业或课程论文）占总成绩的 70%。 

大作业或论文用时：不占用上课时间，业余完成。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一）绪论（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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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目的：掌握功能材料的发展与分类，了解功能材料的获得途径及生产现状。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功能材料的发展与分类。 

（2）教学难点：功能材料的分类。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加强课堂讨论。 

4．教学内容：功能材料的发展与分类，功能材料的获得途径及生产现状。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 

（二）阻燃性材料（4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阻燃性材料的分类，了解阻燃性纺织品的热裂解、阻燃机理及阻燃

测试标准。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阻燃性纺织品的阻燃机理。 

（2）教学难点：阻燃性纺织品的阻燃测试标准。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加强课堂讨论。 

4．教学内容：分类、纺织品热裂解及阻燃机理、阻燃纤维、阻燃整理、阻燃测试标准。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同时要求学生认真听课，做好笔记和作

业，课余时间查阅阻燃性材料的相关资料进行学习。 

（三）抗菌性材料（4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抗菌性材料分类和抗菌机理，了解抗菌纤维、抗菌整理、测试与评

价。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抗菌性材料的抗菌机理。 

（2）教学难点：抗菌性材料的测试与评价。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加强课堂讨论。 

4．教学内容：分类、抗菌机理、抗菌纤维、纺织品及抗菌整理、测试与评价。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同时要求学生认真听课，做好笔记和作

业，课余时间查阅抗菌性材料的相关资料进行学习。 

（四）抗静电材料（4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抗静电材料分类和静电产生机理及消除，了解抗静电纺织品生产、

测试与评价。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抗静电材料分类。 

（2）教学难点：抗静电材料的静电产生机理。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加强课堂讨论。 

4．教学内容：分类、静电产生机理及消除、抗静电纺织品生产、测试与评价。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同时要求学生认真听课，做好笔记和作

业，课余时间查阅抗静电材料的相关资料进行学习。 

（五）拒水拒油性材料（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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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目的：掌握拒水拒油性材料发展概述、分类和功能原理，了解拒水拒油性纺织

品生产、测试与评价。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拒水拒油性材料的分类。 

（2）教学难点：拒水拒油性材料的功能原理。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加强课堂讨论。 

4．教学内容：拒水拒油性材料发展概述、分类、功能原理、拒水拒油性纺织品生产、

测试与评价。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同时要求学生认真听课，做好笔记和作

业，课余时间查阅拒水拒油性的相关资料进行学习。 

（六）防水透湿性材料（2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防水透湿性材料发展概述、分类和功能原理，了解防水透湿性纺织

品生产、测试与评价。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防水透湿性材料的分类。 

（2）教学难点：防水透湿性材料的功能原理。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加强课堂讨论。 

4．教学内容：防水透湿性材料发展概述、分类、功能原理、防水透湿性材料纺织品生

产、测试与评价。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同时要求学生认真听课，做好笔记和作

业，课余时间查阅防水透湿性材料的相关资料进行学习。 

（七）抗紫外线材料（4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抗紫外线材料发展概述、分类和抗紫外线机理，了解防抗紫外线纺

织品生产、测试与评价。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抗紫外线材料的分类。 

（2）教学难点：抗紫外线材料的功能原理。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加强课堂讨论。 

4．教学内容：抗紫外线材料发展概述、分类、抗紫外线机理、防抗紫外线纺织品生产、

测试与评价。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同时要求学生认真听课，做好笔记和作

业，课余时间查阅抗紫外线材料的相关资料进行学习。 

（八）抗电磁辐射材料（4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抗电磁辐射材料发展概述、分类和屏蔽原理，了解抗电磁辐射纺织

品生产、效能测试。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抗电磁辐射材料的分类。 

（2）教学难点：抗电磁辐射材料的屏蔽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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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加强课堂讨论。 

4．教学内容：抗电磁辐射材料发展概述、分类和屏蔽原理、抗电磁辐射纺织品生产、

效能测试。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同时要求学生认真听课，做好笔记和作

业，课余时间查阅抗电磁辐射材料的相关资料进行学习。 

（九）医用和保健功能材料（4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医用和保健功能材料发展概述、分类和医用和保健功能材料性能要

求，了解防医用和保健功能纺织品生产、性能评价。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医用和保健功能材料的分类。 

（2）教学难点：医用和保健功能材料的性能。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加强课堂讨论。 

4．教学内容：医用和保健功能材料发展概述、分类、医用和保健功能材料性能要求、

防医用和保健功能纺织品生产、性能评价。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同时要求学生认真听课，做好笔记和作

业，课余时间查阅医用和保健功能材料的相关资料进行学习。 

（十）亲水性材料（4 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亲水性材料发展概述、分类和亲水性材料性能要求，了解亲水性纺

织品生产途径、服用评价。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亲水性材料的分类。 

（2）教学难点：亲水性材料的性能。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加强课堂讨论。 

4．教学内容：亲水性材料发展概述、分类和亲水性材料性能要求、亲水性纺织品生产

途径、服用评价。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同时要求学生认真听课，做好笔记和作

业，课余时间查阅亲水性材料的相关资料进行学习。 

（十一）智能性材料（2学时） 

1．教学目的：掌握智能性材料发展概述、分类和智能性材料性能要求，了解智能性纺

织品生产途径及应用领域。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智能性材料的分类。 

（2）教学难点：智能性材料的性能。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加强课堂讨论。 

4．教学内容：智能性材料发展概述、分类和亲水性材料性能要求、亲水性纺织品生产

途径、应用领域。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同时要求学生认真听课，做好笔记和作

业，课余时间查阅智能性材料的相关资料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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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离子交换功能材料（4 学时） 

1．教学目的：了解离子交换树脂、吸附树脂和离子交换纤维的概念、分类、性能、合

成方法和应用。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离子交换功能材料的概念与分类。 

（2）教学难点：离子交换功能材料的结构和机理。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加强课堂讨论。 

4．教学内容：离子交换树脂、吸附树脂和离子交换纤维的概念、分类、性能、合成方

法和应用。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同时要求学生认真听课，做好笔记和作

业，课余时间查阅离子交换功能料的相关资料进行学习。 

（十三）纳米材料  （4 学时） 

1．教学目的：了解纳米材料的概念、分类、性能、制备方法和应用。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纳米材料的概念与分类。 

（2）教学难点：纳米材料的制备方法。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加强课堂讨论。 

4．教学内容：纳米材料的概念、分类、性能、制备方法和应用。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同时要求学生认真听课，做好笔记和作

业，课余时间查阅纳米材料的相关资料进行学习。 

（十四）其他功能材料（4 学时） 

1．教学目的：了解光功能材料、声功能材料、磁性材料、电解质等功能材料的的定义、

分类和应用。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功能材料的结构和应用。 

（2）教学难点：各种功能材料的研究进展，目前所存在的不足。 

3．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加强课堂讨论。 

4．教学内容：光功能材料、声功能材料、磁性材料、电解质等功能材料的的定义、分

类和应用。 

5．教学要求：掌握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内容。同时要求学生认真听课，做好笔记和作

业，课余时间查阅其他功能材料的相关资料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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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 

本科《买手 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英文名称：买手 1    International buying 1 

课程编码：042231003 

课程性质：专业限选课 

适用专业：河南工程学院纺织工程本科专业 

学时数： 64 ；其中：理论学时：64；实践学时： 0 ；机动学时： 0 ；学

分数：4 ； 

编写人：  崔迎科  ；审定人：        ；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教学目的与任务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的国际化，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购买生产经营

优势资源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种经营战略。同时，采购职能在企业中逐渐上升为

战略管理职能，采购职能和部门在社会生产活动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日益重要

的作用。 

本课程基于国际采购和跨文化交流视角，从采购及买手等基本概念入手，以

国际买手的采购活动为主线，对买手的类型、企业采购流程、采购决策、国际买

手行为规律、采购策略、卖主评价、供应商管理、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内容进行

系统性讲解。在知识方面，使学生对国际买手的基本知识、基本内容、基本方法

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在能力和技能方面了解和掌握国际买手的一些基本操作

技能。培养学生从事国际买手的职业能力及运用相应工具从事具体国际采购活动

的能力，能适应企业相关工作要求。 

（二）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买手 1 是河南工程学院中荷合作办学纺织工程本科专业的一门专业限选课

程，是一门实践性强的应用学科。国际买手在国际时尚品和纺织品采购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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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管理的焦点，而且变得越来越复杂，成为一个多功能的规则体系和企业战

略决策的重要部分。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了解国际采购的文化及交流差别，理解国

际买手采购战略的作用和重要意义，掌握采购、采购战略和采购策略管理的一些

基本知识、政策、基本方法，重点掌握国际买手工作的基本流程和步骤、国际买

手和采购渠道的不同类别、企业采购决策、国际买手行为规律、国际买手工作流

程、采购策略、供应商管理及企业社会责任等内容。 

 

（三）课程教学内容 

买手 1 是纺织工程专业的一门基础入门课程，主要从国际采购的文化交流

和采购战略角度对国际买手采购战略和采购策略的基础知识进行介绍，以实现国

际买手的合理化运作。主要介绍了国际买手工作的基本环节（规划、组织和实施）

和步骤（如一般采购流程的 6 个步骤）、国际买手和采购渠道的不同类别、企业

采购决策、国际时尚买手的工作流程、国际买手的采购策略、供应商管理及企业

社会责任等内容。 

（四）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 

1、先修课程：无 

2、后续课程：买手 2、国际纺织品贸易 

二、课程教学总体安排 

（一）学时分配建议表 

为了更好地讲授国际买手 1这门课程，本大纲结合指定教材及参考书目，在

总结和吸取中荷合作办学中的中外教学优势的基础上，将讲课内容综合规划为八

讲，具体内容及课时分配如下： 

学时分配建议表 

教 学 环 节 
课  程  内  容 

讲 课 习题课 实 验 设 计 

第一讲 国际买手概述（采购基础知识） 6    

第二讲 采购决策、流程与支出管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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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商品采购模式 10    

第四讲 国际时尚买手 10    

第五讲 采购商品管理与采购行为分析 8    

第六讲 采购策略和卖主评级 8    

第七讲 供应商管理 8    

第八讲 国际买手与企业社会责任 6    

总计（学时） 64    

 

 （二）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1．教材 

Fashion Buying，Helen Goworek，Blackwell Publishing，2nd edition (C)，

9781405149921 

2. 参考书目 

（1）采购与供应管理   赵道致、王振强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2）采购管理         李恒兴主编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3）采购与供应链管理-一个实践者的角度  刘宝红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年 

（三）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 

考试 

2．成绩构成 

（1）平时成绩：根据作业情况、考勤及课堂表现、回答问题等打分， 占总

成绩 30%。 

（2）期末卷面成绩：占总成绩 70%。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一）国际买手概述（采购基础知识）（6 学时） 

1．教学目的 

本讲作为学习这门课程的导论，为本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通过本讲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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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明确采购、供应、供应链的定义，采购管理的定义及内涵，采购管理与库

存控制之间的联系、采购组织及其岗位设置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采购、供应、供应链、采购管理的定义、采购组织 

（2）教学难点 

采购管理与库存控制之间的联系 

3．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取课堂教学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辅之以课堂讨论的学习方

式。教学中注意适时有选择地引入新知识和前沿知识，完善电子教学手段，结合

案例教学，使学生掌握所学内容，做到广度和深度结合。 

4．教学内容 

（1）采购、供应、供应链的定义、内涵 

（2）采购、供应管理与库存控制之间的联系 

（3）采购组织 

（4）采购发展的最新趋势 

5．教学要求 

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采购、供应的定义，采购管理与供应管理的定

义及内涵，理解采购管理与库存控制之间的联系，了解采购组织及其岗位设置和

采购的最新趋势。 

（二）采购决策、流程与支出管理（8学时） 

1．教学目的 

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采购的一般流程，使学生理解企业如

何进行商品自制或采购的决策，使学生了解和掌握支出管理的内容。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采购的一般流程、商品自制或采购的决策、采购支出管理 

（2）教学难点 

商品自制或采购的决策 

3．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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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采取课堂教学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辅之以课堂讨论的学习方

式，使学生对采购决策、采购流程和采购支出管理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领会和掌

握。 

4．教学内容 

（1）采购的一般流程 

（2）企业商品的自制与采购决策 

（3）采购支出管理 

5．教学要求 

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采购的一般流程，使学生理解企业如何

进行商品自制或采购的决策，使学生了解和掌握采购支出管理的内容。 

（三）商品采购模式（10 学时） 

1．教学目的 

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学生明确企业与政府采购的模式类型，熟悉各种典型的采

购模式，学会根据企、事业单位实际选择采购模式的类型。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各种典型的采购模式的概念、内容、基本程序和优劣势 

（2）教学难点 

企业采购模式的基本程序、优劣势分析 

3．教学方法 

教学中注意适时有选择地引入新知识和前沿知识，通过完善电子教学手段和

视频教学，结合案例教学。理论教学采用 PPT 等多媒体教学方式。 

4．教学内容 

本讲主要阐述企、事业单位采购模式的类型、程序、优劣势，讲授集中采购、

分散采购、联合采购、JIT 采购、MRO 采购的具体内容和步骤；招标采购的涵义

及内涵、基本过程、招标文件的内容、要求与制定。 

5．教学要求 

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各种企业、政府采购模式的概念、程序、优劣势

及其抉择，讲授集中采购、分散采购、联合采购、JIT 采购、MRO 采购、招标采

购等模式的具体内容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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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时尚买手（10 学时） 

1．教学目的 

通过本讲学习，使学生了解国际时尚买手的概念、功能，理解和掌握时尚买

手的行为规律，重点掌握国际时尚买手工作流程的 10 个步骤。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国际时尚买手的行为规律、国际时尚买手工作流程的 10 个步骤 

（2）教学难点 

国际时尚买手的行为规律、国际时尚买手工作流程的 10 个步骤 

3．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取课堂教学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辅之以课堂讨论的学习方

式，使学生对国际时尚买手和国际时尚买手工作流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领会和

掌握。 

4．教学内容 

（1）国际时尚买手的概念、功能 

（2）国际时尚买手的行为规律 

（3）国际时尚买手工作流程的 10 个步骤 

5．教学要求 

通过本讲学习，使学生了解国际时尚买手的概念、功能，理解和掌握时尚买

手的行为规律，重点掌握国际时尚买手工作流程的 10 个步骤。 

（五）采购商品管理与采购行为分析（8学时） 

1．教学目的 

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学生明确采购商品的概念、内涵、类别、要素，了解和掌

握采购行为分析的基本理论模型，为深入理解和实施采购与供应管理奠定基础。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商品的概念、内涵、类别、要素，采购行为分析的 3种理论（希斯模型、韦

伯斯特-温德模型、乔弗莱-利林模型） 

（2）教学难点 

采购行为分析的 3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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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方法 

教学中注意适时有选择地引入新知识和前沿知识，通过完善电子和视频教学

手段，结合案例教学，使学生掌握所学内容，做到广度和深度结合 

4．教学内容 

本讲阐述了商品的含义、分类以及商品质量与质量标准等问题；指出了商品

采购要素，即质量、价格、品牌、包装、规格、服务等；结合各种采购行为理论

对采购行为进行分析。 

5．教学要求 

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学生采购商品的概念、内涵、要素等，理解采购行为分析

的影响因素，为深入理解国际买手的工作内容奠定基础。 

（六）采购策略和卖主评级（8学时） 

1．教学目的 

通过本讲学习，使学生熟悉国际买手采购的策略，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国际买

手对供应商进行评级的理论、工具和方法。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国际买手采购的策略 

（2）教学难点 

国际买手对供应商进行评级的理论、工具和方法 

3．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取课堂教学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辅之以课堂讨论的学习方

式，课堂教学主要采用以 PPT 为主的多媒体教学手段。 

4．教学内容 

（1）国际买手采购的策略 

单源供应还是多源供应、全球采购网络、供应商垂直一体化 or 非垂直一

体化 

（2）供应商进行评级的理论、工具和方法 

  A. 买手需求分析 

  B. 寻找供应信息来源 

  C．选择供应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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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学要求 

通过本讲学习，使学生熟悉国际买手采购的策略，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国际买

手对供应商进行评级的理论、工具和方法。 

（七）供应商管理（8学时） 

1．教学目的 

供应商选择和管理是国际买手的最重要与关键的工作之一，通过本讲的学

习使学生明确供应商管理的概念、作用与意义，掌握供应商调查，供应商开发、

供应商考核，供应商选择，供应商的使用、激励、控制的内容。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供应商调查、供应商开发、供应商考核、供应商选择 

（2）教学难点 

供应商考核、供应商选择 

3．教学方法 

教学中注意适时有选择地引入新知识和前沿知识，通过完善电子教学手段，

结合案例教学，使学生掌握所学内容，做到广度和深度结合 

4．教学内容 

本讲讨论供应商选择与管理的若干问题，包括供应商管理的概念、作用与意

义，供应商调查，供应商开发、供应商考核、供应商选择，及供应商的使用、激

励、控制等内容。 

5．教学要求 

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供应商管理的概念、作用与意义，掌握供应商调

查、供应商开发、供应商考核、供应商选择，及供应商的使用、激励、控制等内

容。 

（八）国际买手与企业社会责任（6学时） 

1．教学目的 

通过本讲学习，使学生理解采购观念和行为之间的间隔，了解和掌握企业社

会责任(CSR)的概念和内容，重点掌握国际买手在采购过程中必须重视企业社会

责任的原因及如何关注供应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2．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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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重点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和内容 

（2）教学难点 

国际买手在采购过程中必须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原因及如何督促供应商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 

3．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取课堂教学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辅之以课堂讨论的学习方

式。课堂教学主要采用以 PPT 为主的多媒体教学手段。 

4．教学内容 

（1）采购观念和行为之间的间隔 

（2）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和内容 

（3）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原因 

（4）如何改变企业观念，督促供应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5．教学要求 

通过本讲学习，使学生理解采购观念和行为之间的间隔，了解和掌握企业社

会责任的概念和内容，重点掌握国际买手在采购过程中必须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

原因及如何关注供应商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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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 

本科《买手 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英文名称：买手 2   Project Buying 2 

课程编码：042231011 

课程性质：专业限选课 

适用专业：河南工程学院纺织工程本科专业 

学时数： 64 ；其中：理论学时：64；实践学时： 0 ；机动学时： 0 ；学

分数：4 ； 

编写人：  崔迎科  ；审定人：        ；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教学目的与任务 

随着贸易全球化，企业国际采购成为一项战略活动。这种基于跨国和跨文

化的采购多是以采购项目团队的方式运作。项目管理和运作是与战略管理有很大

不同的一个管理领域。因此，了解国际采购的项目管理和运作方式是重要的。 

本课程从国际采购项目团队视角，从项目团队等基本概念入手，以国际采购

项目团队的运作为主线，对国际采购项目团队的组建、项目团队的角色、国际采

购计划、国际采购的成本分析及控制、国际采购项目团队的绩效考核、国际采购

项目团队的运作会议等方面内容进行系统性讲解。在知识方面，使学生对国际采

购项目和项目团队的基本知识、基本内容、基本方法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在

能力和技能方面了解和掌握国际采购项目团队运作的一些基本操作技能，培养学

生从事国际买手的职业能力。 

（二）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买手 2 是河南工程学院中荷合作办学纺织工程本科专业的一门专业限选课

程，是一门实践性强的应用学科。国际采购项目团队的管理和运作是一个管理趋

势，且越来越复杂。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了解跨文化的国际采购项目团队组建，理

解国际采购项目团队的重要意义，掌握国际采购项目团队运作的基本模式和流

程、国际采购计划的管理、国际采购成本的分析和控制、国际采购项目团队的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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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考核等，重点掌握国际采购项目团队运作的基本模式和流程、国际采购的基本

技能、国际采购计划的管理、国际采购成本的分析和控制等内容。 

（三）课程教学内容 

买手 2 是本科纺织工程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主要从国际采购项目团队运

作的视角对国际采购项目团队的组建、沟通和运作模式、商业技能、技术知识分

析、产品设计和样品制作、需求概念化、国际采购计划管理、国际采购成本分析

控制、国际采购团队绩效考核等内容进行教学和介绍。 

（四）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 

1、先修课程：买手 1 

2、后续课程：国际纺织品贸易 

二、课程教学总体安排 

（一）学时分配建议表 

为了更好地讲授国际买手 2这门课程，本大纲结合指定教材及参考书目，在

总结和吸取中荷合作办学中的中外教学优势的基础上，将讲课内容综合规划为八

讲，具体内容及课时分配如下： 

学时分配建议表 

教 学 环 节 
课  程  内  容 

讲 课 习题课 实 验 设 计 

第一讲 国际采购项目及团队组建 8    

第二讲 业务部主任会议 8    

第三讲 产品线会议 10    

第四讲 采购会议和采购健康 10    

第五讲 国际采购计划管理 8    

第六讲 国际采购成本分析与控制 8    

第七讲 国际采购谈判与合同管理 6    

第八讲 国际采购绩效管理 6    

总计（学时）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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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1．教材 

采购项目管理， 北京中交协物流人力资源培训中心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 

2. 参考书目 

（1） 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第五版） (PMBOK) 

（2） 项目管理：计划、进度和控制的系统方法，（美）科兹纳 

（3） Successful Project Management, Jack Gido, James P. Clements 

（三）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 

考试 

2．成绩构成 

（1）平时成绩：根据作业情况、考勤及课堂表现、回答问题等打分， 占总

成绩 30%。 

（2）期末卷面成绩：占总成绩 70%。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一）国际采购项目及团队组建（8学时） 

1．教学目的 

通过本讲学习，为本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本讲主要介绍国际采购项目的含

义、项目的生命周期、铁三角及项目团队组建等基础知识，并分组组建项目团队。

使学生理解什么是项目，掌握项目的生命周期，项目与运作的联系、项目铁三角

等，并在教师的指导下分组组建国际采购项目团队。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国际采购项目的含义、项目的生命周期、铁三角及项目团队组建 

（2）教学难点 

国际采购项目铁三角及项目团队组建 

3．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取课堂教学与角色扮演相结合的方法，辅之以课堂讨论的学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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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教学中注意适时有选择地引入新知识和前沿知识，完善电子教学手段，结合

案例教学，使学生掌握所学内容，做到广度和深度结合。 

4．教学内容 

（1）国际采购项目的含义 

（2）国际采购项目的生命周期 

（3）项目铁三角 

（4）国际采购项目团队 

（5）国际采购项目团队组建及运作 

5．教学要求 

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国际采购项目的含义，了解和掌握项目的生命周

期、项目铁三角，理解项目与运作之间的联系，在技能上掌握项目团队组建及其

初步运作。 

（二）业务部主任会议（8学时） 

1．教学目的 

在组建采购项目团队的基础上，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学生理解国际采购项目

团队业务部主任会议的含义、作用、原则，了解业务部主任会议的主要任务和一

般程序，掌握采购项目业务部主任会议的运作技能和知识，并使学生分组承担相

应的角色。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国际采购项目团队业务部主任会议的含义、作用、原则；业务部主任会议的

主要任务和一般程序 

（2）教学难点 

国际采购项目业务部主任会议的运作技能和知识 

3．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取课堂教学与角色扮演相结合的方法，辅之以课堂讨论的学习方

式，使学生对国际采购项目团队业务部主任会议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领会和掌握。 

4．教学内容 

（1）国际采购项目团队业务部主任会议的含义、作用、原则 

（2）业务部主任会议的主要任务和一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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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际采购项目业务部主任会议的运作技能和知识 

（4）模拟业务部主任会议 

5．教学要求 

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国际采购项目团队业务部主任会议的主

要任务和一般流程，并分角色模拟业务部主任会议的运作。 

（三）产品线会议（10 学时） 

1．教学目的 

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学生理解国际采购项目团队产品线会议的含义、作用、

原则，了解产品线会议的主要任务和一般程序，掌握采购项目产品线会议的运作

技能和知识，并使学生分组承担相应的角色。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国际采购项目团队产品线会议的含义、作用、原则；产品线会议的主要任务

和一般程序 

（2）教学难点 

国际采购项目产品线会议的运作技能和知识 

3．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取课堂教学与角色扮演相结合的方法，辅之以课堂讨论的学习方

式，使学生对国际采购项目团队产品线会议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领会和掌握。 

4．教学内容 

（1）国际采购项目团队产品线会议的含义、作用、原则 

（2）产品线会议的主要任务和一般程序 

（3）国际采购项目产品线会议的运作技能和知识 

（4）模拟产品线会议 

5．教学要求 

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国际采购项目团队产品线会议的主要任

务和一般流程，并分角色模拟产品线会议的运作。 

（四）采购会议和采购健康（10 学时） 

1．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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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学生理解国际采购项目团队采购会议的含义、作用、原

则，了解采购会议的主要任务和一般程序，掌握采购项目采购会议的运作技能和

知识，并使学生分组承担相应的角色。此外，使学生具有健康采购的意识。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国际采购项目团队采购会议的含义、作用、原则；采购会议的主要任务和一

般程序 

（2）教学难点 

国际采购项目采购会议的运作技能和知识 

3．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取课堂教学与角色扮演相结合的方法，辅之以课堂讨论的学习方

式，使学生对国际采购项目团队采购会议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领会和掌握。 

4．教学内容 

（1）国际采购项目团队采购会议的含义、作用、原则 

（2）采购会议的主要任务和一般程序 

（3）国际采购项目采购会议的运作技能和知识 

（4）模拟国际采购会议 

（5）健康采购 

5．教学要求 

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国际采购项目团队采购会议的主要任务

和一般流程，并分角色模拟采购会议的运作，并具备健康采购和社会责任意识。 

（五）国际采购计划管理（8学时） 

1．教学目的 

企业物资采购计划是采购管理中最重要与关键的工作之一，通过本讲的学

习使学生明确企业物资采购计划的相关内容，能运用基本的数理分析与公式模型

推导出企业在制订计划时所需要的数据。使学生理解订货点采购的原理，订货点

的确定，及其选择及实施的方法、策略及评价。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物资采购计划的内容和编制步骤、物资消耗定额、商品需求量、采购量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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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采购预算的编制流程和步骤 

（2）教学难点 

物资消耗定额、商品需求量、采购量的确定 

3．教学方法 

教学中注意适时有选择地引入新知识和前沿知识，通过完善电子教学手段，

结合案例教学，使学生掌握所学内容，做到广度和深度结合 

4．教学内容 

详细说明了企业在编制物资采购计划时应遵循的原则；阐述了物资消耗定

额、商品需求量、采购量的确定等内容；介绍了编制企业采购计划的实施步骤；

讲述采购预算的编制流程和步骤；叙述审批与执行采购计划时应注意的问题及库

存控制的概念及其内涵。。  

5．教学要求 

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采购计划的概念、内涵、编制原则和步骤，掌握

运用基本的数理分析与公式模型推导出企业在制订计划时所需要的数据，掌握采

购预算基础知识。 

（六）国际采购成本分析与控制（8学时） 

1．教学目的 

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采购成本的结构以及降低采购成本的方法，了解

价值分析在采购中的相关应用。理解什么是价格分析，对于采购有什么样的影响

作用，用学习曲线来分析问题，对于降低采购成本的方法能够熟练掌握。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成本的结构以及降低采购成本的方法，价值分析在采购中的相关应用，用学

习曲线来分析问题 

（2）教学难点 

价值分析在采购中的相关应用，用学习曲线来分析问题 

3．教学方法 

教学中注意适时有选择地引入新知识和前沿知识，通过完善电子教学手段，

结合案例教学，使学生掌握所学内容，做到广度和深度结合 

4．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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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主要介绍采购成本的结构以及降低采购成本的方法，价值分析在采购中

的相关应用。价格分析对于采购有什么样的影响作用，学习曲线及应用，降低采

购成本的方法。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采购成本的结构以及降低采购成本的方法，了解价值分析在采

购中的相关应用。理解什么是价格分析，对于采购有什么样的影响作用，学会用

学习曲线来分析问题，对于降低采购成本的方法能够熟练掌握。 

（七）国际采购谈判和合同管理（6学时） 

1．教学目的 

国际采购谈判与采购合同管理是企业采购过程中的重要内容。通过本讲学习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如下内容：国际采购谈判的含义、基本内容；采购谈判组织的

构成、谈判过程的策略和技巧；采购合同的基本知识、合同订立及实施、采购合

同纠纷的解决和索赔。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国际采购谈判的基本内容，购谈判组织的构成、谈判过程的策略和技巧。 

（2）教学难点 

国际采购谈判过程的策略和技巧、合同订立及实施、采购合同纠纷的解决

和索赔。 

3．教学方法 

教学中注意适时有选择地引入新知识和前沿知识，通过完善电子教学手段，

结合案例教学，使学生掌握所学内容，做到广度和深度结合 

4．教学内容 

主要介绍国际采购谈判的含义、基本内容；采购谈判组织的构成、谈判过程

的策略和技巧；采购合同的基本知识、合同订立及实施、采购合同纠纷的解决和

索赔。 

5．教学要求 

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学生重点掌握采购谈判的基本内容；采购谈判组织的构

成、谈判过程的策略和技巧；采购合同的基本知识、合同订立及实施、采购合同

纠纷的解决和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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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际采购绩效管理（6学时） 

1．教学目的 

国际采购绩效管理是采购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学生掌

握采购绩效管理制度及其管理流程，理解并掌握国际采购绩效管理方案。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 

国际采购绩效管理制度及其管理流程 

（2）教学难点 

选择恰当管理方案并进行有效国际采购绩效管理 

3．教学方法 

教学中注意适时有选择地引入新知识和前沿知识，通过完善电子教学手段，

结合案例教学，使学生掌握所学内容，做到广度和深度结合 

4．教学内容 

本讲主要讨论国际采购绩效管理制度及其管理流程，国际采购绩效管理方

案。 

5．教学要求 

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国际采购绩效管理制度及其管理流程，理解并掌

握国际采购绩效管理方案及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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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 

本科《英语精读》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英文名称： 英语精读   English Intensive Reading  

     课程编码：082221101-4 

     课程性质：通识教育基础必修课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对外） 

学时数： 256  ；其中：理论学时：  256  ；实践学时： 0 ；机动学时：  0  ；学

分数： 16  ； 

编写人：  李小冰  ；审核人： 王红丽  ；编制单位：国际教育学院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教学目的与任务 

英语精读是一门综合英语技能课，本课程的目的及要求在于传授系统的基础语言知识

（包括语音、语法、词汇与篇章的结构、语言功能等），训练基本语言技能（听、说、读、

写），培养学生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同时帮助学生掌握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打好语

言基础，并提高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二）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本课程主要通过语言基础训练与篇章讲解分析，使学生逐步提高语篇阅读理解能力，了

解英语各种文体的表达方式和特点，扩大词汇量和熟悉英语常用句型，具备英语口头与笔头

表达能力。 通过在一、二年级的四个学期开设的英语精读课程，为学生打好扎实的语言基

础的同时，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听、说、读、写、译能力。 

（三）课程教学内容 

英语精读课程教学采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新视界大学英语》系列教材为主

干教材，课程分为 1-4 级，不同级别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都有所不同。通过不同形式的语言

训练，帮助学生巩固语言基础，通过真实的语境、语料和多样的练习，提升学生的语感，提

高学生在不同情境下应用语言的能力。通过各种课堂活动，培养学生分析、推理、归纳、综

合等思考能力和表述、研讨、争辩、应答等语言运用能力，同时挖掘课本中富有“内涵意义”

的语言内容，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四）先修课程 

初高中基础知识(英语词汇、英语语法、英语听力、英语口语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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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教学总体安排 

（一）学时分配建议表 

学时分配建议表 

教 学 环 节 
课  程  内  容 

讲 课 习题课 实践 设 计 

 Book Ⅰ 64 0 0 0 

Book Ⅱ 64 0 0 0 

Book Ⅲ 64 0 0 0 

Book Ⅳ 64 0 0 0 

总计（学时） 256 0 0 0 

  

（二）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1．教材 

《新视界大学英语综合教程学生用书》，金立贤、Martin Cortazzi（英）主编，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年 7 月。 

2. 参考书目 

《新视界大学英语综合教程教师用书》，金立贤、Martin Cortazzi（英）主编，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年 7 月。 

  

（三）课程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采取全面、客观、科学的评价体系，即形成性评估（30%）和终结性评估（70%）

相结合的方式。形成性评估包括学生的出勤、课堂参与、讨论或报告、作业、口语或书面测

试等项目，教师可根据具体教学内容或教学形式设定平时考核项目及比例。终结性评估以期

末闭卷考试的形式进行。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第一册 

Unit 1  A New Start（8 学时） 

1.教学目的 

（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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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掌握课文的重点词汇和语法、课文结构和写作手段、与大学入学相关

的听、说、读、写训练。 

（2）教学难点： 

重点语法结构：participles as adverbials, It wasn’t until…that… 

3.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重点词汇: relieve, assure, likely, lack, scare, neglect, detect, confess, 

pursue, frustrate, balance, barely, impress 

重点词组：find out, in the first place, stay up, to be honest, go ahead, check 

in, sign up for, run out of 

重点词法结构：un-, in- 

重点语法结构：I wish + past perfect, participles as adverbials, It wasn’t until…

that…, ellipsis 

（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通过学习，学会预测文章的内容，掌握课文的结构和主要思想；掌握本单元的重点词法

和句法结构；掌握记叙文的写作技巧；了解与课文主题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一系列和

课文主题相关的听、说、读、写训练。 

  

Unit 2  Food for Thought（8 学时） 

1.教学目的 

（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掌握课文的重点词汇和语法、课文结构和写作手段、与大学入学相关

的听、说、读、写训练。 

（2）教学难点： 

重点语法结构：should have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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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重点词汇: typically, investigate, expectation, confuse, exhaust, identify, 

plunge, puzzle, despite, adapt, appreciate, stimulate, process, concentrate, resist, 

release, thereby 

重点词组：what’s up, have an/some/little/no effect on 

 重点词法结构：-ed, -ing 

重点语法结构：see/hear/feel sb. doing sth., should have done 

（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通过学习，学会预测文章的内容，掌握课文的结构和主要思想；掌握本单元的重点词法

和句法结构；掌握记叙文的写作技巧；了解与课文主题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一系列和

课文主题相关的听、说、读、写训练。 

  

Unit 3  Face to Face（8 学时） 

1.教学目的 

（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掌握课文的重点词汇和语法、课文结构和写作手段、与大学入学相关

的听、说、读、写训练。 

（2）教学难点：重点语法结构：重点语法结构：present participles in adverbial 

phrases, It + be …who/that… 

3.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重点词汇: hesitate, urgent, resemble, conscious, accompany, appeal, some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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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ession, complain, incline, commit, approach, confident, present, restrict, 

distress 

重点词组：pick up, come across, as to, short of, in any case, catch sight of, 

in private 

重点语法结构：present participles in adverbial phrases, as…as, prep.+ 

whom/which, It + be …who/that… 

（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通过学习，学会预测文章的内容，掌握课文的结构和主要思想；掌握本单元的重点词法

和句法结构；掌握记叙文的写作技巧；了解与课文主题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一系列和

课文主题相关的听、说、读、写训练。 

  

Unit 4  Love, Actually（8 学时） 

1.教学目的 

（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掌握课文的重点词汇和语法、课文结构和写作手段、与大学入学相关

的听、说、读、写训练。 

（2）教学难点：verb + doing/to do, It’s believed/claimed/said/thought that… 

3.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重点词汇: resign, quit, civil, conflict, view, influential, claim, mutual, 

furthermore, benefit, approve, adjust, reluctant, favourable, attribute, intend, 

reject, propose, witness 

重点词组：make fun of, from then on, stand up for, name after, set out, when 

it comes to, leave sth./sb. behind 

 重点语法结构： verb + doing/to do, It’s believed/claimed/said/thought that…, 

in order (for sb.) to do s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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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通过学习，掌握课文的主要思想和课文的写作技巧；掌握课文的重点词法和句法结构；

学会描写风俗习惯的常用词语和写作思路；了解各国有关爱情的风俗和文化；进行一系列和

课文主题相关的听、说、读、写训练。 

  

Unit 5  Shopping Around（8 学时） 

1.教学目的 

（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掌握课文的重点词汇和语法、课文结构和写作手段、与大学入学相关

的听、说、读、写训练。 

（2）教学难点：get used to doing sth., used to do sth., the idea that clause 

3.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重点词汇: behave, display, impulse, reserve, objective, psychological, promote, 

entertainment, refresh, issue, discount, guarantee, attach, credit, comparable, 

bankrupt, temptation, eliminate, accumulate, despair, recovery 

重点词组：on impulse, make an effort, go with, feel like, by no means, on one’

s own, what’s more, in need of sth., end in 

重点语法结构： get used to doing sth., used to do sth., the idea that clause   

（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通过学习，巩固根据文章内容引申出结论的阅读技巧，掌握课文的主要思想和写作技巧；

掌握课文的重点词法和句法结构；进行语义转述的写作练习；了解各国有关购物及贸易的风

俗和文化；进行一系列和课文主题相关的听、说、读、写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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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6  It Runs in the Family（8 学时） 

1.教学目的 

（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掌握课文的重点词汇和语法、课文结构和写作手段、与大学入学相关

的听、说、读、写训练。 

（2）教学难点： 

重点语法结构: could have done, despite the fact that…  

3.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重点词汇: significant, detail, independent, positive, retain, characteristic, 

consistent, rarely, impressive, secure, confrontation, provide, advocate, 

acknowledge, extend, pursue,  

重点词组：live up to sth., as sb. puts it, carry sb. through sth., many a, in 

large part, point out, in spite of 

重点词法结构：adjectives with –ful, adjectives with un- and -able 

重点语法结构：could have done, despite the fact that…  

（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通过学习，掌握预测文章内容和根据上下文推断生词含义的阅读技巧，掌握课文的主要

思想和写作手段；掌握课文的重点词法和句法结构；学会在写作中使用让步从句或短语；进

行一系列和课文主题相关的听、说、读、写训练。 

  

Unit 7  Travellers’ Tales（8 学时） 

1.教学目的 

（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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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掌握课文的重点词汇和语法、课文结构和写作手段、与大学入学相关

的听、说、读、写训练。 

（2）教学难点： 

重点语法结构: of which/whom 

3.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重点词汇: overwhelm, ignorance, surroundings, annoy, circumstance, vision, 

inspire, dramatic, rural, instinct, departure, comparison, resolve, destination,  

properly, crash, interval, reverse, violent,  yield, stuff 

重点词组：by choice, remind sb. of sth., in comparison with, no sooner…than, 

in reverse, in turn, for instance 

重点词法结构：adjectives with –ly, adjectives + al 

重点语法结构：of which/whom 

（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通过学习，学会理解文章中字里行间的意思，掌握课文的主要思想和写作技巧；掌握课

文的重点词法和句法结构；学会使用举例法阐释自己的观点；进行一系列和课文主题相关的

听、说、读、写训练。 

  

Unit 8  The Green Revolution（8 学时） 

1.教学目的 

（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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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重点：掌握课文的重点词汇和语法、课文结构和写作手段、与大学入学相关

的听、说、读、写训练。 

（2）教学难点：重点语法结构: the more…the more…, turn out to be  

3.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重 点 词 汇 :delivery, apparent, threat, starve, generate, renew, concern, 

equivalent, decrease, inevitable, consume, switch, publicity, campaign, replace, 

interfere, correspond, distribute, reckon, forbid, individual, combine, relate, 

efficient, thrive, sustainable 

重点词组：turn out, switch off/on, what’s the point of, in theory/practice, 

pay off, reckon on, do one’s bit, cut down, thanks to 

 重点词法结构：verbs with re- 

 重点语法结构：the more…the more…, stative verb + adjective, turn out to be 

（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通过学习，学会理解文章中字里行间的意思，掌握课文的主要思想和写作技巧；掌握课

文的重点词法和句法结构；学会使用举例法阐释自己的观点；进行一系列和课文主题相关的

听、说、读、写训练。 

  

第二册 

Unit 1  Live and Learn （8 学时） 

1.教学目的 

（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背景知识介绍及主题 

（2）教学难点：写作技巧及篇章结构分析 

3.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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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重点词汇:affirm, agony, poison, advanced, concept, particularly, powerful 

presence, radical suspicion, available, consult, debate, establish, indispensable, 

interpret, observe, procedure, relevant, suspicion 

重点词组：think for oneself, not think much of, in sb.’s presence, be about 

to do, at length   

重点语法结构：impersonal structures with the passive voice, had + subject 

inversion, neither + inversion, much 的用法 

（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读懂、读透。通过课文，不断扩大并不断巩固常用词汇，吸收各种短语和习语，

接触新的语法现象。 

  

Unit 2  A Sporting Chance（8 学时） 

1.教学目的 

（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背景知识介绍及主题 

（2）教学难点：写作技巧及篇章结构分析 

3.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读懂、读透。通过课文，不断扩大并不断巩固常用词汇，吸收各种短语和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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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新的语法现象。 

  

Unit 3  Breaking News（8 学时） 

1.教学目的 

（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背景知识介绍及主题 

（2）教学难点：写作技巧及篇章结构分析 

3.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重点词汇: accelerate, ancient, award, competitive, depressed, efficiency, 

exchange, feature, historical, immense, involve, overtake, privilege, prospect, 

register, resume, ridiculous, stretch, survival, temporary, vehicle  

重点词组： have...in common, play a role, substitute, for, speak of 

重点语法结构：would的用法，wherever和whenever, linking clauses with all / some 

/ many of which / whom, It is surprising / strange / curious etc that … should … 

（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读懂、读透。通过课文，不断扩大并不断巩固常用词汇，吸收各种短语和习语，

接触新的语法现象。 

  

Unit 4  Animal Magic（8 学时） 

1.教学目的 

（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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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背景知识介绍及主题 

（2）教学难点：写作技巧及篇章结构分析 

3.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重点词汇: appoint, compel, fascinate, gaze, loan, respond, acquaint, justify, 

mystery, penetrate, preserve, profile, react, rouse, contest, democracy, 

demonstrate, imagine, moderate, proposal, species, vote  

重点词组：take action against, not just to …but also to …, test on, run the 

risk of 

重点语法结构： while 的用法，not just to …but also to …  

（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读懂、读透。通过课文，不断扩大并不断巩固常用词汇，吸收各种短语和习语，

接触新的语法现象。 

  

Unit 5  Time Off（8 学时） 

1.教学目的 

（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背景知识介绍及主题 

（2）教学难点：写作技巧及篇章结构分析 

3.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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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词汇: absence, remote, removal, evolve, excessive, inherent, leisure, 

maintain, offence, routine, commitment, concentration, minimum, negative, virtual, 

absence, deserve, likewise, provoke, virtual weird 

重点词组：take up, worthy of, as a matter of fact, move on 

重点词法结构：non- and in-  

重点语法结构：gerund as subject and object, phrase or clause in apposition   

（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读懂、读透。通过课文，不断扩大并不断巩固常用词汇，吸收各种短语和习语，

接触新的语法现象。 

  

Unit 6  Body and Soul（8 学时） 

1.教学目的 

（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背景知识介绍及主题 

（2）教学难点：写作技巧及篇章结构分析 

3.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重点词汇: conduct, fake, fatigue, highlight, inferior, intensify, severe, 

tackle, anxiety, convince, deceive, genuine, interact, mysterious, phenomenon, 

undergo, undermine, consequently, considerable, cultivate, depression, desirable, 

differ, distinguish, exhibit, indicate, liable link, persist, phenomenon, previous, 

tackle, undergo, undermine 

重点词组：There’s no point in doing …, in the long term, have … effect on, 

in the face of, now that  

重点词法结构：verb + -able 

重点语法结构：be + wh- clause, have a hard / difficult / easy time doing some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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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 no point (in) doing …, now that 

（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读懂、读透。通过课文，不断扩大并不断巩固常用词汇，吸收各种短语和习语，

接触新的语法现象。 

  

Unit 7  Crime Wave（8 学时） 

1.教学目的 

（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背景知识介绍及主题 

（2）教学难点：写作技巧及篇章结构分析 

3.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重点词汇: arbitrary, assume, contract, corruption, mature, assert, imitate, 

instant, representative, threaten, accordingly, admission, apology, arbitrary, 

collapse, complaint, contract, dispute, identical, parallel, precise, predict, 

suspect, threaten, victim  

重点词组：on the scen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 on the spot, take … for 

granted 

重点词法结构：adjectives with -ent / -ant and nouns with -ence / -ance 

重点语法结构：as的用法，what + clause, There is no / little doubt that … 

（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读懂、读透。通过课文，不断扩大并不断巩固常用词汇，吸收各种短语和习语，

接触新的语法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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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8  Career Move（8 学时） 

1.教学目的 

（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背景知识介绍及主题 

（2）教学难点：写作技巧及篇章结构分析 

3.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重点词汇: deny, enhance, emphasize, evidently, facilitate, generous, selfish, 

alternative, betray, enroll, obstacle, sacrifice, ultimate, worthless, acquire, 

assemble, casual, tough, worthless 

重点词组：obstacle to, academic success, drop out, make sacrifices 

 重点词法结构：self- and co- 

 重点语法结构：with + noun + participle, emphatic use of the auxiliary verb do 

（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读懂、读透。通过课文，不断扩大并不断巩固常用词汇，吸收各种短语和习语，

接触新的语法现象。 

  

第三册 

Unit 1 A world inside（8 学时） 

1.教学目的 

（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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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背景知识介绍及主题 

（2）教学难点：写作技巧及篇章结构分析 

3.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 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重点词汇: applicant, committee, measurement, unfair, abundant, approval, 

condemn,             define, perceive, procession, senior, spectacular 

重点词组：screw up, for the sake of 

重点词法结构：mis-, -ment, -ness 

重点语法结构：in that 

（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读懂、读透。通过课文，不断扩大并不断巩固常用词汇，吸收各种短语和习语，

接触新的语法现象。 

  

Unit 2 Through the eyes of a child（8 学时） 

1.教学目的 

（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背景知识介绍及主题 

（2）教学难点：写作技巧及篇章结构分析 

3.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重点词汇: apartment, fancy, magnetic, permission, rotate, admire, con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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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ard, layer, pollute, visible 

重点词组：brainwash/talk/force someone into doing something 

重点语法结构：nothing but, expressions with prepositions and adverbs 

（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读懂、读透。通过课文，不断扩大并不断巩固常用词汇，吸收各种短语和习语，

接触新的语法现象。 

  

Unit 3 The living arts（8 学时） 

1.教学目的 

（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背景知识介绍及主题 

（2）教学难点：写作技巧及篇章结构分析 

3.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重点词汇: abstract, complementary, desperate, destructive, distinct, liberate, 

overlook, prevail, defect, reflection 

重点语法结构：may have done, despite, yet 

（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读懂、读透。通过课文，不断扩大并不断巩固常用词汇，吸收各种短语和习语，

接触新的语法现象。 

  

Unit 4 A change for the better? （8 学时） 

1.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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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背景知识介绍及主题 

（2）教学难点：写作技巧及篇章结构分析 

3.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重点词汇: contribution, disapprove, grand, grip, handful, inquisitive, margin, 

vital,  

重点词组：filter through, dependent on 

重点语法结构： ellipsis, have trouble/difficulties/problems (in) doing 

something, in such a way/fashion that..., past participles  

（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读懂、读透。通过课文，不断扩大并不断巩固常用词汇，吸收各种短语和习语，

接触新的语法现象。 

  

Unit 5 Know your place（8 学时） 

1.教学目的 

（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背景知识介绍及主题 

（2）教学难点：写作技巧及篇章结构分析 

3.教学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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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重点词汇: connection, diversion, frantic, incidence, protective, considerate, 

cumulative, drift, indignant, intrude, capacity, diverse, embody, possession, 

retreat, socialize 

重点词组：wind up, pick on 

重点词法结构：dis-, -ize 

重点语法结构： not doing, the last place/thing/person etc + clause 

（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读懂、读透。通过课文，不断扩大并不断巩固常用词汇，吸收各种短语和习语，

接触新的语法现象。 

  

Unit 6 Lives of heroes（8 学时） 

1.教学目的 

（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背景知识介绍及主题 

（2）教学难点：写作技巧及篇章结构分析 

3.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重点词汇: perspective, slip, curve, initially, reassure, regain, thankful, 

unforgivable 

重点词组：account for, at stake, come into one’s own, come to terms with, count 

on, sell out, set the pace 

重点语法结构：verb + wh-clause, no matter what/how/when etc, even if/even though 



 178 

（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读懂、读透。通过课文，不断扩大并不断巩固常用词汇，吸收各种短语和习语，

接触新的语法现象。 

  

Unit 7 Brave new world（8 学时） 

1.教学目的 

（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背景知识介绍及主题 

（2）教学难点：写作技巧及篇章结构分析 

3.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重点词汇: alert, neutral, redundant, consecutive, duplicate, duration, ignore, 

overlap, sack, adjacent, coincidence, frequency, latter, misfortune, reminder, 

situate 

重点词法结构：-(il)ity 

 重点语法结构：be bound to, a/the/one reason why, when it comes to 

（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读懂、读透。通过课文，不断扩大并不断巩固常用词汇，吸收各种短语和习语，

接触新的语法现象。 

  

Unit 8 Let’s celebrate! （8 学时） 

1.教学目的 

（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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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背景知识介绍及主题 

（2）教学难点：写作技巧及篇章结构分析 

3.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重点词汇: gross, signal, utmost, utter, venture, volume, drunk, overseas, panic, 

scandal, stagger, stir, unity, donation, fur, merry, payment, proceed, scarcely, 

steer, vanish, whatsoever 

重点语法结构：superlative adjective (+ noun) + possible, whatsoever, present 

participle + verb + subject 

（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读懂、读透。通过课文，不断扩大并不断巩固常用词汇，吸收各种短语和习语，

接触新的语法现象。 

  

第四册 

Unit 1 A working life（8 学时） 

1.教学目的 

（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背景知识介绍及主题 

（2）教学难点：写作技巧及篇章结构分析 

3.教学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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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重 点 词 汇 : stale, arrangement, singular, transaction, erase, hint, 

complimentary, administration, console, expertise, frown, messy, reward 

重点词组：comply with, odds and ends, clean up, get across, spend in doing sth.; 

重点语法结构：although+ could have to indicate possibility in the past, omission 

of verbs in elliptical clauses; 

（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读懂、读透。通过课文，不断扩大并不断巩固常用词汇，吸收各种短语和习语，

接触新的语法现象。 

  

Unit 2 Talking books（8 学时） 

1.教学目的 

（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背景知识介绍及主题 

（2）教学难点：写作技巧及篇章结构分析 

3.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重点词汇: confession, envy, originality, prohibit, prohibition, realm, revolve, 

strive, stumble, appetite, classification, cynic, enrich, recommendation, 

repetitive 

重点词组： 

重点词法结构：-ous 

重点语法结构：it’s the first time that+ present perfect; inversion: adj.+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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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读懂、读透。通过课文，不断扩大并不断巩固常用词汇，吸收各种短语和习语，

接触新的语法现象。 

  

Unit 3 Passing fashions（8 学时） 

1.教学目的 

（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背景知识介绍及主题 

（2）教学难点：写作技巧及篇章结构分析 

3.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重点词汇: conversely, descend, fasten, pierce, rally, stable, troublesome, bare, 

boom, consensus, export, expose, import, limited, proportion; 

重点词组：bounce back, remain confident, remain constant, gain access to, gain 

respect, gain weight; 

重点词法结构：over- , under- 

重点语法结构：the use of a clause as the subject of the sentence 

（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读懂、读透。通过课文，不断扩大并不断巩固常用词汇，吸收各种短语和习语，

接触新的语法现象。 

  

Unit 4 Money matters（8 学时） 

1.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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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背景知识介绍及主题 

（2）教学难点：写作技巧及篇章结构分析 

3.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重点词汇: commercialism, confusion, deplete, gentleness, graduation, rail, 

relay, greed, meditation, recite, sigh, tenderness, versus 

重点词组：fog up, turn down, drink up, calm down, turn down, divide up 

重点词法结构：particles up and down 

重点语法结构：as if, unpacking difficult sentences   

（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读懂、读透。通过课文，不断扩大并不断巩固常用词汇，吸收各种短语和习语，

接触新的语法现象。 

  

Unit 5 The gender gap（8 学时） 

1.教学目的 

（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背景知识介绍及主题 

（2）教学难点：写作技巧及篇章结构分析 

3.教学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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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重点词汇: approach, recommend, recommendation, extend, extensive, exhaust, 

extension, negotiate, be (more) likely to do sth. apparently/ obviously/ clearly, 

potential, reluctant/ unwilling, prefer to previously, refusal, retail, frequently, 

encounter… 

重点词组：give due attention to，according to a recent survey， dramatic    

increase，imitate the pronunciation of a word，be incapable of spelling，discuss 

the factors of this phenomenon，offer one’s own view on sth，be accountable for 

this situation，one of the most common factors，pass the examination，the most 

contributing factor…  

重点语法结构：复杂从句，倒装，虚拟语气等。 

（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读懂、读透。通过课文，不断扩大并不断巩固常用词汇，吸收各种短语和习语，

接触新的语法现象。 

  

Unit 6 Make yourself at home（8 学时） 

1.教学目的 

（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背景知识介绍及主题 

（2）教学难点：写作技巧及篇章结构分析 

3.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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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词汇: address，conscious (of)，shape，unconscious，decade， of，reverse，

offer/ provide， globalization，involve，focus on，be involve regularly, occasionally, 

conversely, descend, fasten, pierce, rally, stable, troublesome, bare, boom, 

consensus, export, expose, import, limited, proportion;… 

重点词组：at an annual rate, participate in，offer sth to sb, provide sb with 

sth., bounce back, remain confident, remain constant, gain access to, gain respect, 

gain weight… 

（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读懂、读透。通过课文，不断扩大并不断巩固常用词汇，吸收各种短语和习语，

接触新的语法现象。 

  

Unit 7 A love of language（8 学时） 

1.教学目的 

（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背景知识介绍及主题 

（2）教学难点：写作技巧及篇章结构分析 

3.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重点词汇: application，due to sth. apply for，link， budget，steady，unsteady， 

stable，stability，unstable， inflation ， long-term, short-term, admit, interest, 

admission,  

重点词组：apply to sth.，remain + adj. maintain.，keep pace with, in the wake 

of, long for, neglect of, feel empty, depressed or irritable / puzzle / pressured 

inability to 重点语法结构：倒装,虚拟语气,时态,从句 

（2）文章分析 



 185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读懂、读透。通过课文，不断扩大并不断巩固常用词汇，吸收各种短语和习语，

接触新的语法现象。 

  

Unit 8 Enquiring minds（8 学时） 

1.教学目的 

（1）背景知识介绍（如：作者及作品背景） 

（2）作品体裁（如：描写、记叙、说明、议论） 

（3）作品文体（如：正式、非正式等） 

（4）主题：即该篇文章的创作意图 

（5）写作技巧：如修辞的运用、结构的分布、词汇的选择等 

（6）篇章结构分析：如本篇文章由几大意义段组成，段落大意、主题句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背景知识介绍及主题 

（2）教学难点：写作技巧及篇章结构分析 

3.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教材为本，课堂讲授与操练、讨论并重，适量的笔头练习，并在各种课内外活动中使

学生得到实践与提高。 

4.教学内容 

（1）词汇的讲解（同义词辩析、近义词扩展等） 

重点词汇: decline, well-being conversely, descend, fasten, pierce, rally, 

stable, troublesome, bare, boom, consensus, export, expose, import, limited, 

proportion;… 

重点词组： physical symptoms, personal hygiene,struggle  with, compete in, at 

the expense of… 

重点语法结构：倒装,虚拟语气,时态,从句 

（2）文章分析 

（3）写作手法的运用 

（4）文化知识的掌握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读懂、读透。通过课文，不断扩大并不断巩固常用词汇，吸收各种短语和习语，

接触新的语法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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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 

本科《英语口语》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英文名称：英语口语 Oral English 

课程编码：082221109-12 

课程性质：通识教育基础限选课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对外） 

学时数：128 ；其中：理论学时：64 ；实践学时： 64  ；机动学时： 0 ；学分数 8  ； 

编写人：王素芳   ；审核人： 李小冰；编制单位：国际教育学院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教学目的与任务 

英语口语课的目的是通过大量的口语练习和实践，逐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用英语进行口头

交际的能力，使学生能利用已掌握的英语，比较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能就所听到的语段

进行问答和复述，能就日常生活话题进行交谈，做到正确表达思想，语音、语调自然、无重

大语法错误，语言基本得体；能运用交际策略达到交际的目的；能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

人用恰当、得体的语言形式去体现不同的交际功能；逐步达到在英语口头表达方面准确与流

利的结合。同时帮助学生了解主要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

能力。本课程的任务是通过课堂教学，鼓励学生积极开展口语交际活动，培养学生运用英语

进行交际的能力，逐渐提高学生对文化差异的认知力，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也

为高年级的英语学习打下基础。 

（二）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英语口语是一门英语技能课，课程时间为两学年，共四个学期，完成四册书的教学。本

课程要求学生语音正确、语调得体，能用基本正确的语言表达感情，要求学生能就一般日常

生活话题，如问候、邀请、问路、看病、天气、道歉、运动、爱好等进行简单会话；了解一

定的中外文化差异；并要求学生能就熟悉的材料经过短暂的思考作两分钟左右的连贯性讲

话。 

（三）课程教学内容 

1.通过大量的视听及文字材料，示范性地展示语言功能表达方法，让学生了解和熟悉不

同的表达模式； 

2.进行大量形式多样的口语技能模仿、训练和语言实践活动，巩固和扩展所学语言功能

的常用句型，强化交际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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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展话题讨论，加深对英、美等主要英语国家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的了解，学会在具

体语境中进行正确得体的交际； 

4.利用生动有趣的学习素材，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愿意开口说英语，敢于开口说

英语。 

（四）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为《英语精读》、《英语听力》，后续课程为《英语写作》。 

  

二、课程教学总体安排 

（一）学时分配建议表 

学时分配建议表 

教 学 环 节 
课  程  内  容 

讲 课 习题课 实践 设 计 

Book Ⅰ 16 0 16 0 

Book Ⅱ 16 0 16 0 

Book Ⅲ 16 0 16 0 

Book Ⅳ 16 0 16 0 

总计（学时） 64 0 64 0 

  

（二）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1．教材： 

《流畅英语口语教程》（学生用书）第二版，Helena Gomm，Jon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2012 年。 

《新视界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学生用书）第一版，Simon Greenall、周燕，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年 11 月。 

2. 参考书目： 

《流畅英语口语教程》（教师用书）第二版，Helena Gomm，Jon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2012 年。 

《新视界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教师用书）第一版，Simon Greenall、周燕，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年 11 月。 

  

（三）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本课程采用口试形式。 

http://book.douban.com/search/Helena Gomm%EF%BC%8CJon�
http://book.douban.com/search/Helena Gomm%EF%BC%8CJ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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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绩构成：平时成绩(30%)+期末考试(70%)，外籍教师可根据实际教学情况调整百分

比，期中考试成绩可占一定比例；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考勤和作业，期末考试为卷面成

绩。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第一部分（2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如何向对方介绍自己，如何询问对方的职业及姓名，地址以及电话号码等相关信息。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介绍自己和询问别人的姓名、地址及电话号码的几种句式及常用方法。 

（2）教学难点：英语中对方的名和姓与中文中名和姓的关系，以及在日常交流中的正

确运用。 

3．教学方法 

互动式教学、任务型教学、启发式教学、角色扮演、小组合作、理论与实践并重、多媒

体教学 

4．教学内容 

向对方介绍自己；询问对方的职业及姓名、地址以及电话号码等相关信息；语中对方的

名和姓与中文中名和姓的关系。 

5．教学要求 

要求能将相关用语和词汇应用在实际的交流中，能灵活掌握所学内容。 

  

第二部分（2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如何询问对方的家庭情况，掌握家庭成员在英语中的正确称呼，能运用正确的句式

询问及回答有关婚姻子女状况等方面的相关问题，知道如何从年龄，身高，发式等多方面去

描述一个人的外貌特征。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家庭成员的介绍及描述。 

（2）教学难点：如何描述别人的外貌特征，让他人能对未曾见面的对象有个大概的印

象。 

3．教学方法 

互动式教学、任务型教学、启发式教学、角色扮演、小组合作、理论与实践并重、多媒

体教学 

4．教学内容 

询问对方的家庭情况；掌握家庭成员在英语中的正确称呼；询问及回答有关婚姻子女状

况等方面的相关问题；从年龄，身高，发式等多方面去描述一个人的外貌特征。 

5．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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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能将相关用语和词汇应用在实际的交流中，能灵活掌握所学内容。 

  

第三部分（2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并能正确使用地点状语，精确回答别人提出的有关地点的一系列问题。注意礼貌用

语的用法。知道如何从尺寸、形状、性质、用途等方面描述一种物品。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Wh—question 的熟练问答及物品的描述。 

（2）教学难点：如何描述一种物品的性质、形状、用途等。 

3．教学方法 

互动式教学、任务型教学、启发式教学、角色扮演、小组合作、理论与实践并重、多媒

体教学 

4．教学内容 

地点状语；注意礼貌用语的用法；从尺寸、形状、性质、用途等方面描述一种物品。 

5．教学要求 

要求能将相关用语和词汇应用在实际的交流中，能灵活掌握所学内容。 

  

第四部分（2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如何询问及回答活动的起始时间及结束时间，知道英语里时间的正确表达法。并掌

握如何使用地点状语向他人介绍某个地方的具体位置。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时间的正确表达法。 

（2）教学难点：地点状语的精确使用。 

3．教学方法 

互动式教学、任务型教学、启发式教学、角色扮演、小组合作、理论与实践并重、多媒

体教学 

4．教学内容 

询问及回答活动的起始时间及结束时间；英语里时间的正确表达法；使用地点状语向他

人介绍某个地方的具体位置。 

5．教学要求 

要求能将相关用语和词汇应用在实际的交流中，能灵活掌握所学内容。 

  

第五部分（2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如何使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感情（诸如喜欢、不喜欢等），如何表达对别人的意见的

赞同或反对。  

2．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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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重点：如何表述喜欢或不喜欢，同意或不同意。 

（2）教学难点：表示赞同或反对的几种表示方法。 

3．教学方法 

互动式教学、任务型教学、启发式教学、角色扮演、小组合作、理论与实践并重、多媒

体教学 

4．教学内容 

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感情（诸如喜欢、不喜欢等）；表达对别人的意见的赞同或反对。 

5．教学要求 

要求能将相关用语和词汇应用在实际的交流中，能灵活掌握所学内容。 

  

第六部分（2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如何向别人发出邀请，如何接受或拒绝别人的邀请，掌握如何向对方收集更多的有

关活动的信息；如何确定活动的地点和时间；如何更改或增添计划内容。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接受和拒绝别人邀请时的礼貌用语的正确用法。 

（2）教学难点：更改或增添计划内容的委婉语用法。 

3．教学方法 

互动式教学、任务型教学、启发式教学、角色扮演、小组合作、理论与实践并重、多媒

体教学 

4．教学内容 

向别人发出邀请；接受或拒绝别人的邀请；向对方收集更多的有关活动的信息；确定活

动的地点和时间；更改或增添计划内容。 

5．教学要求 

要求能将相关用语和词汇应用在实际的交流中，能灵活掌握所学内容。 

  

第七部分（4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在购买物品时如何请求或给予别人帮助，如何获得相关的信息，如：物品的尺寸，

价格等。知道如何用英语对两种物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比较，掌握如何将物品进行退还并能

正确给出可信的理由。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获得所购物品相关信息的几种表达方式。 

（2）教学难点：如何对两种物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比较（比较级的正确使用）。 

3．教学方法 

互动式教学、任务型教学、启发式教学、角色扮演、小组合作、理论与实践并重、多媒

体教学 

4．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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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购买物品时如何请求或给予别人帮助并获得相关的信息，如：物品的尺寸，价格等；

用英语对两种物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比较；将物品进行退还并能正确给出可信的理由。 

5．教学要求 

要求能将相关用语和词汇应用在实际的交流中，能灵活掌握所学内容。 

  

第八部分（4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菜单上的有关内容，知道如何订菜，如何提出自己对菜肴的特别要求及相关的饭店

服务用语。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订菜的有关程序及表达方式。 

（2）教学难点：饭店服务英语的正确表达方法。 

3．教学方法 

互动式教学、任务型教学、启发式教学、角色扮演、小组合作、理论与实践并重、多媒

体教学 

4．教学内容 

了解菜单上的有关内容；订菜的表达方式，提出自己对菜肴的特别要求及相关的饭店服

务用语。 

5．教学要求 

要求能将相关用语和词汇应用在实际的交流中，能灵活掌握所学内容。 

  

第九部分（4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如何向别人提出一些或小或大的要求，如何寻求别人的帮助；掌握如何委婉地向别

人提出批评或投诉；怎样接受别人的道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提出要求或寻求帮助的几种表达方式。 

（2）教学难点：向别人提出批评或投诉及接受道歉时的委婉语的用法。 

3．教学方法 

互动式教学、任务型教学、启发式教学、角色扮演、小组合作、理论与实践并重、多媒

体教学 

4．教学内容 

向别人提出要求；寻求别人的帮助；委婉地向别人提出批评或投诉；接受别人的道歉。 

5．教学要求 

要求能将相关用语和词汇应用在实际的交流中，能灵活掌握所学内容。 

  

第十部分（6 学时） 

1．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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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如何提供或给予别人概括性或详细的个人信息；知道如何表达时间的长度，掌握如

何向别人介绍时间的变更。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提供或给予别人概括性或详细的个人信息的相关表达方式。 

（2）教学难点：时间长度及时间变更的表达方式。 

3．教学方法 

互动式教学、任务型教学、启发式教学、角色扮演、小组合作、理论与实践并重、多媒

体教学 

4．教学内容 

提供或给予别人概括性或详细的个人信息；表达时间的长度；向别人介绍时间的变更。 

5．教学要求 

要求能将相关用语和词汇应用在实际的交流中，能灵活掌握所学内容。 

  

第十一部分（6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如何询问别人过去的经历；知道如何询问别人意见或看法；掌握地点位置的比较方

法。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询问别人过去的经历及看法意见的表达方式。 

（2）教学难点：地理位置比较的表达方式。 

3．教学方法 

互动式教学、任务型教学、启发式教学、角色扮演、小组合作、理论与实践并重、多媒

体教学 

4．教学内容 

询问别人过去的经历及看法意见的表达方式；地理位置比较的表达方式。 

5．教学要求 

要求能将相关用语和词汇应用在实际的交流中，能灵活掌握所学内容。 

  

第十二部分（6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如何与别人讨论自己的未来计划，希望及实现的可能性。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表述自己或询问别人的未来计划的表达方式。 

（2）教学难点：表述自己对未来的希望及憧憬的表达方式。 

3．教学方法 

互动式教学、任务型教学、启发式教学、角色扮演、小组合作、理论与实践并重、多媒

体教学 

4．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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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自己或询问别人的未来计划的表达方式；希望及实现的可能性的表述。 

5．教学要求 

要求能将相关用语和词汇应用在实际的交流中，能灵活掌握所学内容。 

  

第十三部分（6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开始一个新的话题的各种方法，学会用多种方式询问对方你们是否曾经相识并能与

对方进行简短的对话。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开始新话题的各种表达方式。 

（2）教学难点：如何使用礼貌且委婉的语言询问对方是否曾经相识。 

3．教学方法 

互动式教学、任务型教学、启发式教学、角色扮演、小组合作、理论与实践并重、多媒

体教学 

4．教学内容 

开始新话题的各种表达方式；用多种方式使用礼貌且委婉的语言询问对方是否曾经相

识。 

5．教学要求 

要求能将相关用语和词汇应用在实际的交流中，能灵活掌握所学内容。 

  

第十四部分（6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如何向别人询问提供某种服务的地点；掌握运用方位词描述建筑物的地理位置；能

够熟练运用方位名词向别人介绍商店或商场的各个部门的具体地理位置。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询问提供某种服务的地点的表达方式。 

（2）教学难点：方位词的正确使用，能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方位名词给别人做详细的介

绍。 

3．教学方法 

互动式教学、任务型教学、启发式教学、角色扮演、小组合作、理论与实践并重、多媒

体教学 

4．教学内容 

向别人询问提供某种服务的地点；运用方位词描述建筑物的地理位置；运用方位名词向

别人介绍商店或商场的各个部门的具体地理位置。 

5．教学要求 

要求能将相关用语和词汇应用在实际的交流中，能灵活掌握所学内容。 

  

第十五部分（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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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目的 

了解电话用语的表达方式；掌握如何使用电话用语熟练地询问对方的有关信息，如何给

别人电话留言。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电话用语的表达方式。 

（2）教学难点：给对方电话留言的几种方法。 

3．教学方法 

互动式教学、任务型教学、启发式教学、角色扮演、小组合作、理论与实践并重、多媒

体教学 

4．教学内容 

电话用语的表达方式；用电话用语熟练地询问对方的有关信息；给别人电话留言。 

5．教学要求 

要求能将相关用语和词汇应用在实际的交流中，能灵活掌握所学内容。 

  

第十六部分（6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正确地表达出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认识，知道如何给别人建议。掌握请求询问或提供

建议的几种表达方式。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正确地表达出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认识。 

（2）教学难点：请求询问或提供建议的几种表达方式。 

3．教学方法 

互动式教学、任务型教学、启发式教学、角色扮演、小组合作、理论与实践并重、多媒

体教学 

4．教学内容 

表达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认识；给别人建议；请求询问或提供建议的表达方式。 

5．教学要求 

要求能将相关用语和词汇应用在实际的交流中，能灵活掌握所学内容。 

  

第十七部分（6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如何询问或提供别人的有关信息；知道如何表达出自己对好的/坏的消息的情绪变

化；掌握如何使用礼貌且委婉的语言来询问别人的更详细的信息。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询问或提供别人的有关信息的表达方式。 

（2）教学难点：情绪变化的用词方面的精确性，以及询问别人更详细信息时的语言的

礼貌性及委婉性。 

3．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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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式教学、任务型教学、启发式教学、角色扮演、小组合作、理论与实践并重、多媒

体教学 

4．教学内容 

询问或提供别人的有关信息；表达出自己对好的/坏的消息的情绪变化；使用礼貌且委

婉的语言来询问别人的更详细的信息。 

5．教学要求 

要求能将相关用语和词汇应用在实际的交流中，能灵活掌握所学内容。 

  

第十八部分（8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如何表达病情的有关症状，能给对方一些好的建议；能用礼貌用语向医生对所开的

药方提出疑问。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病情症状及某些建议的几种表达方式。 

（2）教学难点：如何使用礼貌用语向医生询问药方上的有关细节问题。 

3．教学方法 

互动式教学、任务型教学、启发式教学、角色扮演、小组合作、理论与实践并重、多媒

体教学 

4．教学内容 

表达病情的有关症状；给予对方一些好的建议；用礼貌用语向医生对所开的药方提出疑

问。 

5．教学要求 

要求能将相关用语和词汇应用在实际的交流中，能灵活掌握所学内容。 

  

第十九部分（8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如何向别人描述某件物品的用途；并能向别人介绍该物品的使用步骤及方法。掌握

如何向对方提出自己的需求。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描述某件物品的用途，使用步骤及使用方法的表达方式。 

（2）教学难点：表述自己的需求的方法。 

3．教学方法 

互动式教学、任务型教学、启发式教学、角色扮演、小组合作、理论与实践并重、多媒

体教学 

4．教学内容 

描述某件物品的用途；介绍该物品的使用步骤及方法；向对方提出自己的需求。 

5．教学要求 

要求能将相关用语和词汇应用在实际的交流中，能灵活掌握所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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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部分（8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如何询问有关饭店的类型及一些具体细节问题；掌握预定房问的程序及表达方式；

知道如何到饭店登记及要求提供有关服务。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饭店的几种类型及有关细节问题的询问方式 

（2）教学难点：预定房间的程序、登记方式及要求提供服务的表达方式 

3．教学方法 

互动式教学、任务型教学、启发式教学、角色扮演、小组合作、理论与实践并重、多媒

体教学 

4．教学内容 

询问有关饭店的类型及一些具体细节问题；预定房问的程序及表达方式；到饭店登记及

要求提供有关服务的表述。 

5．教学要求 

要求能将相关用语和词汇应用在实际的交流中，能灵活掌握所学内容。 

  

第二十一部分（8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如何得到某一活动的具体信息，能用英语与别人讨论可能举办的一些活动；掌握如

何向别人询问交通工具，能与别人熟练交谈有关旅游的相关内容。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旅游前期具体信息的获得的几种方法。 

（2）教学难点：如何表达旅游过程中及旅游后自己的感受和体会。 

3．教学方法 

互动式教学、任务型教学、启发式教学、角色扮演、小组合作、理论与实践并重、多媒

体教学 

4．教学内容 

某一活动的具体信息的获得；用英语与别人讨论可能举办的一些活动；向别人询问交通

工具；与别人交谈有关旅游的相关内容。 

5．教学要求 

要求能将相关用语和词汇应用在实际的交流中，能灵活掌握所学内容。  

  

第二十二部分（8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如何向别人打听某一特定人物的有关情况；能正确描述对方的性格及个性。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打听某一特定人物的有关情况过程中语言的精确性。 

（2）教学难点：用恰当的词描述对方的性格及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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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方法 

互动式教学、任务型教学、启发式教学、角色扮演、小组合作、理论与实践并重、多媒

体教学 

4．教学内容 

向别人打听某一特定人物的有关情况；描述对方的性格及个性。 

5．教学要求 

要求能将相关用语和词汇应用在实际的交流中，能灵活掌握所学内容。 

  

第二十三部分（8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掌握个人经历的表述方法。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如何向别人介绍自己的个人经历。 

（2）教学难点：如何采用回忆的方法询问别人或提供别人有关的个人经历。 

3．教学方法 

互动式教学、任务型教学、启发式教学、角色扮演、小组合作、理论与实践并重、多媒

体教学 

4．教学内容 

介绍自己的个人经历；询问别人或提供别人有关的个人经历。 

5．教学要求 

要求能将相关用语和词汇应用在实际的交流中，能灵活掌握所学内容。 

  

第二十四部分（8 学时） 

1．教学目的 

了解询问及提供给别人一些个人意见；掌握如何表达自己对一些社会问题、现象的赞同

或反对。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询问及提供个人意见的表达方式。 

（2）教学难点：如何得体地表示自己对某种社会现象或问题的赞同或反对。 

3．教学方法 

互动式教学、任务型教学、启发式教学、角色扮演、小组合作、理论与实践并重、多媒

体教学 

4．教学内容 

询问及提供给别人一些个人意见；表达自己对一些社会问题、现象的赞同或反对。 

5．教学要求 

要求能将相关用语和词汇应用在实际的交流中，能灵活掌握所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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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 

本科《英语听力》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英文名称：英语听力 English Listening 

课程编码：082221105-08 

课程性质：通识教育基础限选课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对外） 

学时数： 128 ；其中：理论学时： 64  ；实践学时： 64 ；学分数： 8  ；  

编写人：王素芳   ；审核人：  李小冰 ；编制单位：_国际教育学院_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教学目的与任务 

作为基础阶段的重要课程之一，听力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对于学生进行正规的，严格的听

力技能训练，有计划的逐步提高学生的听力理解水平，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语言的能力。听力

课程是一门综合了语音、词汇、语法、惯用法、背景知识、记忆以及概括能力的学科，它要

求学生通过这门课的学习增长语言知识，提高语言技能以及扩大知识面。听力课程要求学生

注意力集中，养成良好的听力习惯，提高英语语感，包括语音的辨别、句子结构的分析、内

容的判断乃至短期和长期记忆的提高等。 

（二）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本课程要求传授系统的听力技巧（包括语音、语法、词汇与篇章的结构、语言功能等），

着重训练学生的听说技能，培养学生初步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同时指导学生的学习方

法，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  

（三）课程教学内容 

知识点：掌握基本的语音知识和读音规则，识别英语语音中的连读、重读、同化、失去

爆破以及语音语调等；掌握并熟练运用文章所学的词汇、习语、固定搭配等语言点，能够深

入理解听力材料的重点和难点。  

能力点：运用猜测和联想理解生词的能力、用英语直接理解信息并加工信息的能力、针

对任务进行复述、归纳、重点信息再现的能力，能够有效地进行独立学习，逐步发展学生的

英语听力技巧。 

教学重点：辨别容易混淆的音素、单词和句子结构，预测内容。归纳大意，掌握细节，

猜测生词；推理、判断内在含义，判断说话人的语气、感情和态度；掌握要点，记笔记等。 

教学难点：针对不同国家、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口音和不同阶层的人所说的英语

进行有效地辨别，并能从中提取有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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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为《英语精读》、《英语口语》，后续课程为《英语写作》。 

  

二、课程教学总体安排 

（一）学时分配建议表 

                                学时分配建议表 

教 学 环 节 

课  程  内  容 
讲 课 习题课 实践 

设 

计 

Book Ⅰ 16 0 16  0 

Book Ⅱ 16 0 16  0 

Book Ⅲ 16 0 16  0 

Book Ⅳ 16 0 16  0 

总计（学时） 64 0 64  0 

  

（二）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1．教材： 

《剑桥国际英语教程》（学生用书）1－4 册，Jack C.Richards 等编著，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2007 年。 

2．参考书目： 

《剑桥国际英语教程》（教师用书）1－4 册，Jack C.Richards 等编著，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2007 年。 

《剑桥国际英语教程》（练习册）1－4 册，Jack C.Richards 等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2007 年。 

  

（三）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上机、笔试、上机+笔试 三种方式选一 

2．成绩构成：平时成绩(30%)+期末考试(70%)，外籍教师可根据实际教学情况调整百分

比，期中考试成绩可占一定比例；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考勤和作业，期末考试为卷面成

绩。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1. 教学目的 

通过听力理论知识学习，为中级水平的学习者展示了听力理解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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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提供了表达个人观点的机会，提供控制型练习以及较为自由的听力理解语法练习；通过

听力实践练习目的主要包括训练学生掌握材料的要领，抓大意、辨认特定信息和理解推理等

听力技巧。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各种主题、形式和内容的听力材料的训练。 

（2）教学难点： 听力方法、技巧和策略的训练与应用 

3. 教学方法 

采用多媒体教学、听说练习、小组讨论、分组扮演角色等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的方式，

灵活运用。 

  

4. 教学内容 

听力材料的主题范围包括：日常生活、社会文化和生活、艺术、人文、经济、贸易、国

家、民族、世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科技等。主要形式为短对话、长对话、短文。主要

内容包括：语音、字母、数字、单词、句型、故事、传说、寓言、笑话、发言、宣言、经验

报告、祝酒辞 、诉讼、辩论、演讲、建议、简介、使用说明、天气预报、娱乐及商品报道、

新闻报道、采访及访谈、讨论、竞赛、辩论赛、电视、电影介绍、电视广告、广播通知等。 

听力材料的听力策略包括：积极预测说话人将要说的内容或话语走向；把听到的内容与

自己的经历、世界知识和文化知识等背景知识联系起来；区分重点信息和次重点细节，跟上

对话或短文脉络或线索；推断隐含在听力材料中有关说话人情况及其处境。  

听力材料的主要方法包括：语音训练、口头训练、记笔记训练。语音训练重点是让学生

学会辨认影响听力理解的弱读、连读和省略等语音形式。口头训练让学生根据听力材料回答

问题或进行复述总结等，提高学生英语听说交际技能。记笔记训练主要培养学生选择重点能

力、简洁、快速书写能力、以及有条理地安排记下内容的能力。 

  

5. 教学要求 

第一学期：能够听懂英语的日常对话，把握各种听力技巧，准确并顺利获取英语对话主

旨与大意，同时了解英语国家文化与固定表达方法。熟练掌握慢速英语广播，同时正确理解

正常语速的英文广播内容。    

第二学期：通过多种形式的训练，帮助学生初步克服听力障碍，能听懂英语国家人士日

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谈话；基本听懂中等难度的听力材料，理解大意，领会作者的态度、感

情和真实意图。    

第三学期：学生应能听懂长篇录音材料的主要内容，并用英语简要地做笔记；能大体辨

别各种英语变体(如美国英语、英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等)；能在 15 分钟内根据已学知识

听写词数为 100 个左右、语速为每分钟 80 个单词的录音材料，错误率不超过 10％。   

第四学期：能够听懂难度较大的材料，理解大意，归纳侧重点，推测内容和归纳新闻要

点等，领会作者的态度、感情和真实意图；能在 15 分钟内听写词数为 150 个左右、语速为

每分钟 100 个单词的录音材料，错误率不超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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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 

本科《英语写作》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英文名称： 英语写作   English Writing  

     课程编码：082221113-14 

     课程性质：通识教育基础限选课 

     适用专业：纺织工程（对外） 

学时数： 64  ；其中：理论学时：  64  ；实践学时： 0  ；机动学时：  0  ；学

分数： 4  ； 

编写人：  魏京京  ；审核人：李小冰 ； 编制单位： 国际教育学院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教学目的与任务 

本课程为对外合作办学各专业二年级基础课程，是学生在进行过英语精读、英语泛读、

英语语法、英语听力、以及英语口语等各方面基本技能训练后进入的英语能力培养的又一环

节。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系统地了解和掌握英语写作的格式、句子写作、段落写作、

短文写作、应用文写作，以及如何书写听讲或读书笔记、摘要、报告、备忘录和图表描述。 

（二）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本课程的教学总体要求是帮助学生在已掌握的语言基础上，不断提高英语表达的准确性

与鲜明性，培养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在二年级阶段教学结束时，应该能够在半个小时内根

据作文题目、提纲或图表写出长度为 200 单词左右的短文，内容切题，结构严谨，条理清楚，

语法正确，语言通顺，表达得体。同时还能根据提示，在 10 分钟内写出长度为 60 个单词左

右的应用文。此外，还应训练学生掌握各种文体及其篇章结构的写法，如描写文、记叙文、

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等，以及听讲或读书笔记、摘要、报告、备忘录和图表描述的写法。 

（三）课程教学内容 

 本课程的教学时数为 64 学时，安排在第三、四学期，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写作的基本理论及常识：包括一般的写作知识（如写作格式要求，包括移行、大小写、

标点符号的规范用法等）、写作基本原理、同时还包括吸收当代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将其用

来指导写作教学。 

2.段落层次写作，包括段落的结构和主题句，各种不同段落的写作方法（段落展开种类

中的时间序列法、进程描述法、空间序列法、概括举例法、对比对照法、因果关系法、分类

法和定义法等）等，强调段落的统一性、连贯性、和完整性等； 

3.短文层次写作：掌握文章的篇章结构安排和写作手段，包括记叙文、描写文、说明文、

议论文等的写作要求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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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种应用文的写作，包括书信、便条、备忘录、个人简历、通知，告示，书评或影评

等的写法。 

  

（四）先修课程 

     英语精读、英语听力、英语口语 

  

二、课程教学总体安排 

（一）学时分配建议表 

英语写作课程共一册书，分第三、四两学期进行。第三学期学习前半部分内容，主要包

括写作的基本理论及常识和段落层次写作；第四学期学习后半部分内容，主要包括短文层次

写作和各种应用文写作。每周课时 2 小时，每学期授课 16 周，两学期共计 64 课时。 

  

学时分配建议表 

教 学 环 节 
课  程  内  容 

讲 课 习题课 实践 设 计 

 Book Ⅰ 32 0 0 0 

Book Ⅱ 32 0 0 0 

总计（学时） 64 0 0 0 

     

（二）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1．教材 

《新世纪实用英语写作》（修订版），张玉娟、陈春田 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年 9 月。 

2. 参考书目 

《简明英语写作教程》（第三版），V. R. Narayanaswani (印) 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2007 年 11 月。 

《英语写作基础教程》（第三版），丁往道，吴冰 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5 月。 

《英语基础写作教程》，刘爱英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年 1 月。 

  

（三）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闭卷笔试。总体考核采用平时表现如出勤、小测验、作业与期末考试相

结合的方式。  

2．成绩构成：学期成绩评定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构成，平时成绩 60%，期末成绩 40%，

http://www.jd.com/writer/丁往道_1.html�
http://www.jd.com/writer/吴冰_1.html�
http://www.jd.com/publish/高等教育出版社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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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平时成绩包括课堂出勤 20%、平时表现以及课堂参与程度 20%， 平时 3-4 次作业 30%，

测试 1-2 次 30%。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第一部分  书面格式 （4 学时） 

1. 教学目的 

让学生了解书面格式的重要性，掌握具体的格式要求，如，标题、标点符号等。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基本的文稿格式。 

（2）教学难点：标点符号的用法。 

3. 教学方法 

多媒体教学；讲解与练习并重；互相讨论，小组合作。 

4. 教学内容 

书面格式的要求，即如何写标题、如何留边距、如何缩进、如何正确标点、何时大写。 

5、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英文写作的书面格式，例如：如何写标题、大小写、分隔单词以及标点符

号的用法。 

  

第二部分  句子 （12 学时） 

1. 教学目的 

使学生掌握句子分类、句子的基本类型，同时掌握扩展句子的方法以及平行结构的

用法，最重要的是熟悉句子结构中的常见错误，并掌握其修改方法。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句子的类型及具有表达力的句子的特征，句子扩展的方法。 

（2）教学难点：如何充实句子使句子多样化，如何避免句子结构中的错误。 

3. 教学方法 

多媒体教学；讲解与练习并重；互相讨论，小组合作。 

4. 教学内容 

英语句子的成分与结构；英语句子的四种不同分类及各类型特点；平行结构的用法及其

书写方法；具有表达力的句子的要点，即统一性、连贯性、简明性、强调性、变化性。 

5. 教学要求 

学生必须学会造出正确和具有表达力的句子，能使句子形式多样化。 

  

第三部分   段落写作 （16 学时） 

1. 教学目的 

让学生掌握有效表达的段落特征及如何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形成段落并进行扩展。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如何有效表达的段落的特征如统一性、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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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难点：如何采用不同的方法形成段落，如时间法、过程法、空间法、举例与总

结法、对比法、因果法、分类法、定义法、综合法等。。 

3. 教学方法 

多媒体教学；讲解与练习并重；互相讨论，小组合作。 

 4. 教学内容 

有效表达的段落的特征，即统一性、连贯性；主题句的运用，以及主题句的不同位置和特

点；段落规划的方法，即主题句的确定、提纲的列举；展段落的不同方法。 

5. 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段落的构成以及段落的特点，并能通过不同的方式扩展段落。 

  

第四部分  整篇文章的写作 （10 学时） 

1. 教学目的 

让学生掌握写整篇文章的步骤以及如何写描写文、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书写整篇文章的步骤、如何编列提纲，描写文、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

文的特征。 

（2）教学难点：如何提高学生书写描写文、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的能力。 

3. 教学方法 

多媒体教学；讲解与练习并重；互相讨论，小组合作。 

4. 教学内容 

整篇文章的步骤，即列提纲、写初稿、修改稿到誊正定稿；文章的组织结构，即文章的

组织原则、开头和结尾；描写文、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等不同文体的定义、特点、写作

与点评。 

5. 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了解写作的步骤，会编列提纲，能区分不同短文的类型以及其书写特点。 

  

第五部分   实用文体写作 （6 学时） 

1. 教学目的 

让学生掌握一些常用文体的表达及书写格式。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日常应用文的写作，如电子邮件、传真、便条、通知等。 

（2）教学难点：商业信函和个人简历的写作。 

3. 教学方法 

多媒体教学；讲解与练习并重；互相讨论，小组合作。 

4. 教学内容 

各种实用文体的格式；实用文体中常使用的经典句型示例；常见实用文体写作训练。 

5. 教学要求 

学生能了解正式与非正式文体的区分，并会书写一些常用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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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学术论文写作 （10 学时） 

1. 教学目的 

让学生掌握写总结摘要、读书报告以及研究论文的步骤、方法和书写要求。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写总结摘要和读书报告。 

（2）教学难点：写研究论文。 

3. 教学方法 

多媒体教学；讲解与练习并重；互相讨论，小组合作。 

4．教学内容 

总结和摘要的类型、语言特点和写作要求讲解、讨论与训练；读书报告的撰写方法讲解、

讨论与训练；研究论文的书写步骤和格式的讲解、讨论与训练。 

5. 教学要求 

学生会书写摘要、总结和读书报告，了解研究论文撰写的特点、准备工作以及写作要求。 

  

第七部分  英语写作应试指导 （6学时） 

1. 教学目的 

让学生了解一些常见公共英语考试的写作类型及要求。 

2．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常见公共英语考试，尤其是大学英语四六级的作文体裁和题型、应试步

骤。 

（2）教学难点：常见公共英语考试中作文的应试技巧。 

3. 教学方法 

多媒体教学；讲解与练习并重；互相讨论，小组合作。 

4. 教学内容 

大学英语四六级的作文体裁和题型、应试步骤及应试技巧；其他常见公共英语考试作文

体裁和题型、应试步骤及应试技巧。 

5. 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能在掌握一些写作的应试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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