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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概况

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对纤维类材料的需求和纺织大工业生产的演进， 纺织科学与工程学
科 （简称 “纺织学科”） 已经成为一门现代工程学科。

１９ 世纪， 西欧和北美各国先后完成产业革命， 出现纺织大工业生产， 高等学校内设置纺
织类系科， 纺织学科开始形成， 并在纤维尺度上研究植物纤维、 动物纤维的性状和特征， 探索
纱线、 织物等纤维集合体的制备加工工艺和加工过程中的物理、 化学、 力学等问题。 ２０ 世纪
中， 随着纺织生产进一步扩大， 纺织机械不断改善， 纤维的物理和化学加工机理形成体系， 通
过合成方法制造化学纤维的技术突破， 合成染料和加工溶剂、 助剂生产的进步， 学科内涵不断
深化。 纤维原料合成和纺丝技术的发展， 使学科内容开始深入到高分子材料领域， 从分子水平
上讨论纤维的结构、 性能和加工方法。 纤维资源短缺问题的提出， 使学科不仅关注新纤维资源
的获取， 更强调对纤维资源的保护与生态循环。 纺织品在服装外其他产业领域应用价值的发
现， 不断地提出新的科学和工程问题。 创意产业的兴起， 使设计和艺术成为学科的重要内容。
另外， 近年来由于材料科学的进展和新纤维材料的涌现， 纳米、 信息、 生物等科技的迅猛发
展， 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广泛应用， 计算机集成化生产系统的普遍实施， 纺织品及服装的功能和
创意设计密切结合， 使纺织学科的内涵及外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生活的进步， 纺织学科对工程技术知识， 如控制理论、 流
体力学、 表面科学、 信息处理、 计算机应用等提出更高要求， 与高分子材料的关系更加密切，
同经济学和艺术学的联系更加紧密。 除机械、 材料、 物理、 化学、 信息等学科外， 产品品质表
征和控制还涉及模糊数学、 最优控制等学科， 纺织品的开发和应用需要掌握天然纤维生长及消
失规律和化学纤维分子设计的最新发展， 资源和能源利用、 环境生态及保护、 市场开发、 投资
效益和快速反应等更是纺织学科必须重视的主题。

纺织学科不仅要解答纺织工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出的科学和技术问题， 例如， 纤维资源
的发现和配置， 纤维品制造和消费全周期的二氧化碳排放等。 同时纺织科学也需要为其他领域
在应用纤维及纤维集合体材料中所面临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例如， 航空航天领域的高性能复
合材料的制造和性能体现， 生物医学领域人造器官的替代和性能评价等。 因此， 纺织学科应适
应社会发展现状和科技发展趋势， 注意拓宽专业面， 并且兼顾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
二、学科内涵

1．研究对象　纺织学科的研究对象为纤维和纤维集合体， 研究纤维形态、 结构与性能、
成形工艺与设备、 纤维制品的功能及性能等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和规律。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
段， 研究的重点将随着科技发展、 社会进步， 以及纤维制品应用范围拓广而发展和变迁。 例
如： 从了解纤维的结构和性能间的关系发展到通过对高分子材料分子设计或改性， 改变纤维及



其集合体的性能或功能； 从单一关注纤维的获取到实施依据生态准则的纤维的选择与加工， 纤
维的循环利用， 以及制造和使用中的可再用性。 从通过改变纱线交织规律的纺织品设计发展到
以视触觉机制为基础、 结合文化艺术背景， 借助虚拟现实技术的现代纺织设计技术； 从机械的
方法优化制造工艺、 用视觉和触觉方法评价产品质量， 发展到通过以人工视觉， 计算机识别和
智能控制为特征的先进制造技术； 从通过表面整理技术以提高纺织品的性能和功能发展到改变
生产方式、 强化节能减排和污染控制的生态加工技术， 以建立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 从造型与
结构设计服装发展到以人体工学为特征的现代服装设计技术。 另外， 由于纺织品的文化和市场
属性， 纺织学科还关注纺织品和服装产业经济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生产管理与市场营销的理论
与方法等。

2．理论　纺织学科是一门以纺织为背景的工程学科， 学科理论体系包括纤维材料科学，
纤维制品工程科学， 纺织化学， 设计艺术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 结合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
对纺织工业科技进步的需求， 纺织学科的主要理论包括： 以纤维为基本形态， 具有多尺度、 多
组分、 多物质作用为特征的纺织材料科学， 纤维及其集合体材料制造过程的控制理论与技术，
以优化纤维制品性能和功能为目的， 生态环保为取向的纺织品加工理论和技术， 以人文艺术与
科学技术相融合的现代设计理论和技术， 纺织领域的科学、 技术、 工程、 管理等集成理论， 纺
织工业与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理论等。

3．知识基础　纺织学科的知识基础由 ４ 个部分组成： 系统揭示纤维及纤维集合体的组成
结构、 形态特征、 相互作用、 性能演变及其规律的纺织材料科学， 涵盖整个生产链和全生命周
期调控的纤维制品工程学， 兼顾技术和人文属性、 艺术和功能统一的纺织品及服装设计学， 以
及从设计、 制造到销售、 集成信息、 经济、 社会等要素的纺织管理学。

除本学科的知识外， 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技术的发展促使纺织学科的知识体系不断拓展和深
化。 这些知识基础包括 ４ 大类： 自然科学基础知识 （数学、 物理、 化学、 生物等）， 工程科学
基础知识 （力学、 机械、 电子电工、 化工等）， 技术科学基础知识 （计算机科学、 材料科学、
统计学等）， 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 （经济学、 法学、 史学、 社会学、 管理学、 艺术设计学
等）。
三、学科范围

纺织科学与工程学科下设 ６ 个学科方向： 纺织材料， 纺织设计， 纺织工程， 纺织化学与染
整工程， 服装设计与工程， 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1．纺织材料　研究纤维的化学结构、 聚集态结构和形态结构， 纤维的化学、 物理、 生物
性质及尺度效应， 纤维集合体的几何结构和分形特征及其力学和物理行为等， 揭示纺织材料的
结构与性能的关系， 为指导纤维及其集合体材料的开发和应用提供基础知识。 在此基础上， 还
研究成纤高聚物的设计、 合成和成形加工， 纤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纤维的改性， 以及以纤维
为主要组分的复合材料等。 运用基础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尤其是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纤维成形
加工理论、 仿生学、 弹性和非连续介质材料力学、 统计学及精密仪器领域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
进行研究。

2．纺织设计　研究纤维制品的结构形成机理、 色彩表现、 人文地域属性、 视触觉特征等，
从原料、 工艺、 织物结构等环节， 将技术和人文属性相结合， 探索纤维制品的评价和开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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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现代纺织设计包括： 纺织品动静态三维效果模拟与仿真， 人体—服装—环境交互的仿真与
建模， 纺织品外观设计中的虚拟现实技术， 以及人机交互式产品开发等。 采用的研究方法包
括： 数学建模和数值模拟， 计算机辅助设计， 数理统计， 生理， 心理学实验， 问卷或其他调研
方法等。

3．纺织工程　主要涉及纱线、 机织物和针织物的加工工艺过程， 是纤维与纤维集合体由
原材料状态向制品状态转换的必经阶段的学科， 是研究纤维制品的制备方法、 制造装备， 以及
产品质量控制等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与规律的一门学科。 学科范围包括： 纤维制品的成形理论、
加工工艺、 关键部件与装备、 加工过程的监控、 检测、 预测和产品质量控制等。 力学分析、 数
学建模和数值模拟、 实验设计和统计分析是基本的研究方法。

4．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　通过以化学处理为主的工艺过程， 赋予纤维及制品所期望的性
能或功能， 是改善和提升纤维及其制品使用价值的一门学科。 学科范围包括纤维及其制品的染
整工艺、 原理、 性能检测等要素， 及其相互间关系和规律。 通过探索纤维及其制品的化学物理
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系， 开发和应用纺织化学品， 发展染整工艺和技术， 开发和应用纺织化学
品。 染整加工是纺织产业链中耗水、 耗能突出的过程， 节能与减排是当前学科关注的焦点， 印
染清洁生产与环境保护技术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内容。 本学科运用基础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特
别是实验化学、 实验物理学、 实验工艺学、 过程控制技术、 现代仪器分析等领域的基本方法和
理论来进行研究。

5．服装设计与工程　研究服装设计、 服装工程技术、 服装经营管理、 服饰品牌文化及其
相互关系和规律的一门学科。 通过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工程与艺术、 技术与创意等领域的跨
界融合， 开展服装材料开发与应用、 造型与结构设计， 以及工艺技术与生产管理、 品牌营销与
服饰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与应用。 工程技术理论和方法、 理论分析与测试、 市场调查、 设计艺术
分析、 文献考证， 以及考察是基本的研究方法。

6．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主要涉及通过非织造方法制备纤维集合体的工艺过程。 研究非织
造均质成形体系中的聚合物挤压、 干法、 湿法成形理论， 机械缠结、 化学粘合与热熔固结等非
织造成形技术与关键装备， 以及非织造产品设计原理与方法， 应用与性能评价。 运用基础学科
的理论和方法， 尤其是数学、 力学、 统计学及工程领域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研究。
四、培养目标

1．硕士学位　具有良好的人文和道德素养， 宽阔的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知识， 全面、 扎
实的专业知识， 受过规范的学术训练， 基本具备学术研究或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 能够胜任本
领域的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 生产及经营管理或商务贸易等工作， 并在某一方面具有专长的高
级专门人才。 具体包括： （１） 较系统地阅读相关文献， 了解本学科的前沿知识； （２） 较系统
地掌握和理解本学科知识， 能独立开展学术研究工作； （３） 全面和深入掌握本学科的研究及
成果， 了解并能合理运用本学科的研究方法； （４） 对学术研究、 学术规范有深刻理解， 恪守
学术道德； （５） 思维严谨， 逻辑严密， 具有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2．博士学位　具有良好的人文和道德素养， 厚实的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知识， 熟悉本学
科的历史和现状， 了解并掌握本学科的最新进展， 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 具备学术研究或解决
工程问题的能力， 能够胜任在本领域从事科学研究、 工程技术研究、 科技产品开发等工作，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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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学科的某一领域或方向有深入研究， 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创新型高层次专门人
才。 具体包括： （１） 在本学科专业知识的基础上， 对于与自己研究相关的重要理论、 核心概
念及其发展脉络， 有透彻了解和把握； （２） 有敏锐的质疑和分析能力， 能够判断问题的价值，
跟踪学术前沿， 进行理论和知识创新； （３） 对本学科的某一领域或方向有深入研究和独特理
解， 并做出创新性贡献， 成为该领域或方向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人才； （４） 有学术研究的感
悟力， 理解学术研究的真谛， 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五、相关学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机械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管理科学与工程、 设
计学等。
六、编写成员

丁辛、 肖长发、 陈文兴、 陈国强、 柯勤飞、 阎克路、 葛明桥、 李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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