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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起花织物的织造会采用多组经纱,分为地经和花经,可以通过增加纱线颜色、品种,形成比较清晰、对比明

显的花纹,设计出的织物有较好的艺术气息和装饰效果。介绍了经起花织物的设计与织造,地经和花经排列采用1∶1,

通过纹样对称法、组织旋转设计法、拼接连续法等图案设计方法,选取33tex涤纶缝纫线进行小样织造。经起花织物的开

发充分发挥了多臂织机的作用,扩大织物花型,使其不再局限于小提花织物和基础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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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纺织行业逐渐向时尚产业转型升级。通过

原料选择、图案设计、色彩搭配、技术改造、织造方法改

进设计出了符合人们喜好的风格多样的织物是纺织行

业公认的发展方向。不断加大织物研究的创新投入并

挖掘设备潜力,增加产品附加值,改善织物某些方面的

局限性,对织物设计与织造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纺织企业的织机普遍配备了电子多臂开口

机构,但是很多企业仍用其生产普通三原组织织物,使
一些多臂综框闲置。经起花织物将剩余的综框利用起

来,使花型变得比普通的三原组织更复杂清晰。

1 织物美学设计

1.1 色彩调配

经起花织物家纺用品的色彩规划不仅要做到合理

搭配,而且还应该有层次感、节奏感,能够给空间制造

美感,更重要的是能用色彩给消费者带来视觉与心灵

上的冲击,产生共鸣。
“远看色彩近看花”,这句话反映出颜色或配色效

果以及图案对织物外观的重要作用。在经起花织物

中,配色体现在色纱的运用,相同的背景色彩下,不同

的相邻颜色会产生不同的感觉,这种现象称为色彩的

同时对比,简称对比。色彩对比强烈的称为对比配色,
色彩对比缓和的称为调和配色,对比配色与调和配色

是色彩配合中需要考虑的基本问题,色彩布局变化少,

会给人以呆板的感觉;色彩布局过于复杂,则会给人杂

乱无章的感觉,所以色彩布局是配色中比较重要的因

素。一般情况下,家纺用织物色彩配合偏于调和并兼

顾对比,达到浅色配合不萎,深色配合不暗的效果,但
也不宜过于刺激[1]。

经起花织物的颜色搭配讲究从整体到局部,先确

定整体的主要色调,然后再确定主花和次要花纹,具体

配色时应注意几点。
(1)借色的运用[2]。所谓“借色”是指运用色彩时,

根据图案的不同结构,采用互相并列、互相穿插、互相

勾勒花形轮廓的手法,利用色彩的同时对比和空间混

合的色彩错觉来丰富色彩感觉,借色运用的巧妙,既可

增加图案的层次感和立体感,又可使织物色彩更加多

样化。
(2)掌握色彩与组织配合的变化。经起花织物配

色与设计稿上的色彩差异是很大的,因为纱线之间的

颜色在交织过程中会产生融合,因此需要巧妙地运用

色纱与组织的关系,恰当地体现纹样的色彩特点,并赋

予其高档的质感。在配色时,可以设计出几套配色方

案进行小样试织,并不断改进,确定色纱配合,这是配

色成功的关键。

1.2 图案设计

经起花织物图案的设计既要考虑外观效应,又要

考虑其装饰性、配套性、实用性,图案可以说是经起花

织物的灵魂。
(1)动感与静感。一般变化多样的图案和均衡的

图案趋向于动态,对称图案倾向于静态。通过线条的

添加也可调和动静感,曲线会增加图案花纹的流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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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恬静的动态感。
(2)渐变与突变。渐变的过程比较缓和,视觉上的

变化差异容易被人接受,主要表现在图案的色彩、形
状、空间过渡,不能直接过渡到差异较大的图案花纹。

(3)图案要讲究完整、布局合理、搭配匀称、穿插自

然,表现出立体感和层次变化,从而达到色、质、形的完

美结合。
(4)连续与变化。有些仿大提花织物在织造过程

花纹会产生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的效果,可以通过颜

色的变化产生循环的节奏感。
(5)传统与现代[3]。将传统图案经过创新演变,与

现代所追求的个性化相碰撞和融合,提升文化底蕴和

内涵。

2 经起花织物的设计与织造

2.1 设计思路

家纺产品的图案风格是对经典、自然、未来和自身

进行反思后融合而成的。目前家纺产品的织造讲究图

案交互式设计[4],人们在急速更迭的时尚背景下微妙

地调整着纹样的变化,使不断进步的科技认知和经典

的艺术风格在当下的需求里达成了精神层面的契合,
形成了明显带有“过去”基因的创新图案。人们在紧张

的工作和城市生活中更加期待自由浪漫的田园生活。
色调优雅、浪漫,笔触自然疏散的花卉图案被更多的中

产阶级所喜欢。尤其在家居装饰中,无论是墙面、桌
面、地毯,还是床品、靠垫、纪念品等,无一不在淡然的

乡村花卉中大做文章。高明度低彩度的统一色调使大

大小小的布局显得并不杂乱,把自然搬回家是抚慰当

代人自由灵魂的一剂良药。
经起花织物通过采用纹样对称法、拼接连续法、组

织旋转法放大图案并使图案复杂化,利用多臂织机有

限的综框设计并织造出美观的织物[5]。形成图案的部

分由两个系统经纱(即花经和地经)与一个系统纬纱交

织而成。织物表面按照图案要求形成图案时,花经与

纬纱交织使花经浮于织物表面,利用花经浮长变化形

成多式多样局部起花的图案;不起花时,花经与纬纱交

织形成纬浮点,即花经沉于织物反面。起花以外部分

为简单组织,仍由地经和纬纱交织而成。
一般情况下,根据织物的品种、风格、用途、花型要

求来确定织物的地组织。为了突出图案的细节,一定

要保证地组织平整,且地组织的浮长线不影响花经的

长短浮线。花经的接结点要根据花型图案的要求来进

行合理的配置。经起花织物地组织大多数采用平纹组

织,因为平纹组织交织点多,地部比较均匀平整,无论

图案大小都易于花经的浮线与接结点配合。

2.2 纱线选择

经起花织物的不同用途对面料设计有特定的要

求,在设计之前要充分明确织物产品的终端作用。原

料的选取关系到织物的物理机械性能和外观特性,除
了棉、麻、毛、蚕丝纤维外,还有腈纶、涤纶、维纶等化纤

短纤及长丝。若要保证织造出的织物产品具有含蓄稳

健、光泽好、悬垂感良好、布面光洁匀整,我们可以将原

料选择范围设定为棉、涤纶等常用纤维。
为了得到丰富的织物品种,提高织物外观美感,改

善织物的应用性能和现有技术条件的限制,最终选取

了33tex涤纶缝纫线为织造原料。

3 经起花织物的设计实例

3.1 花型设计方法

(1)纹样对称法。在现有经纱穿综规律基础上,利
用已有综框,通过改变穿综次序,即采用对称穿综法形

成左右对称的花形,增加表现力。由于增加的花形与

原来的相同,仅是沿纬向水平复制,根数倍增,使得花

形增大。
(2)拼接连续法。在花形对称设计的基础上,将相

邻的花形进行左右拼接,形成另一个完整的花形,或者

实现左右、上下连续的效果。
(3)组织旋转法。将横向组织纹样旋转90°,使之成为

纵向排列,利用纹版的无限可变性,设计组织纹样。

3.2 上机参数

织物的上机参数见表1。
表1 织物上机参数

纹样对称法 拼接连续法 组织旋转法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上机幅宽/cm 15 15 16 16 15 15
上机经密/根·(10cm)-1 197 197 197 197 197 197
上机纬密/根·(10cm)-1 274 274 230 230 272 272
筘号(英制) 50 50 50 50 50 50
筘入数/入·筘-1 2 2 2 2 2 2

3.3 织物上机图

织物上机图如图1所示。

3.4 织物实物展示

织物实物图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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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Ⅱ)       (Ⅲ)

(Ⅳ)        (Ⅴ)       (Ⅵ)

■—花经 ×—地经

图1 织物上机图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图2 织物实物图

4 试织过程中的难点

(1)由于在设计经起花织物过程中重点突出花纹

图案,忽略了织物组织浮长线的问题,导致织物反面呈

现出很长浮线,容易引起勾丝等问题,但如果只考虑织

物美观的问题,也可以算是织物的一种新风格。为了

缩短织物反面的浮长线,在织物花纹图案浮长线较长

的地方用纬组织点切断,但又面临了新的问题,图案变

得没有以前清晰,因此,单独使用经起花组织并不能满

足对织物美观的要求,可以考虑经起花双层织物的织

造,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解决浮长线较长、实用性较

小以及美观的问题[6]。
(2)经起花织物的织造采用具有16片综的多臂织

机,由于综框数量较少,使经起花织物的图案不能够很

大,不能达到全幅只有一个大图案的效果,花形图案的

设计并不是很丰富。
(3)织物纱线在配色过程中也遇到了困难,颜色搭

配与纱线颜色搭配并不相同,在织造过程中会出现融

合,尤其是当相近的颜色用作经纬纱时,不能显示出很

好的效果,会使织物变得污浊和紊乱。

5 结语

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专业知识,研
究了经起花织物的设计与织造,主要采用纹样对称法、
拼接连续法、组织旋转法并改变织物的组织和经纬色

纱来改变织物的外观。
经起花织物设计与织造,提高了对多臂织机综框

的利用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图案花纹的尺寸、
复杂程度,使图案花纹更加丰富,形成独特的装饰效用

和产品附加值。对于传统小企业,增加了产品的生产

织造方式,节约成本,对提高产品竞争力有着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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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FactorsandCountermeasuresof
ShirtsProductionLineBalanceRate

ZHAOHong,SONGHai-yan*,CHENFeng,HEZhen-xing
(LutaiTextileCo.,Ltd.,Zibo255100,China)

  Abstract:Themainfactorstoimprovethebalancerateofshirtproductionlinewereintroduced,suchastheone-offqualifiedrate,

theefficiencyofproductionlineprogramming.Therelevantcountermeasuresforthesefactorswerealso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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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WeavingofWarpFiguredFabric
GAOShuo,SUNRun-jun*

(SchoolofTextileScienceandEngineering,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Warpfiguredfabriccouldbewovenwithmultiplegroupsofwarpyarns,whichcouldbedividedintogroundwarpand

flowerwarp.Byaddingcolorandvarietyofyarn,aclearanddistinctpatternwasformed.Thedesignedfabrichadbetterartisticat-

mosphereanddecorativeeffect.Thedesignandweavingofwarpfiguredfabricwereintroduced.Thegroundwarpandflowerwarp
werearrangedby1∶1.The33texpolyestersewingthreadwasselectedforsampleweavingthroughthepatterndesignmethodssuch

aspatternmatching,organizationrotationdesignandstitchingcontinuity.Thedevelopmentofjacquardfabrichadgivenfullplayto

theroleofdobbyloominexpandingthepatternoffabric,sothatitwasnolongerlimitedtojacquardfabricandbasicorganization.

Keywords:warpfiguredfabric;dobbyloom;patternsymmetry;organizationrotation;splicingcontin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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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ProductionofPolyesterandModalIntertextureFabric
WANGJin-yu

(NanjingCustomsIndustrialProductsTestingCenter,Wuxi214021,China)

  Abstract:Polyesterfilamentwasusedforwarpyarnandmodalwasusedforweftyarn.Theproducedfabrichadhighstrength,

goodmoistureabsorption,wearresistance,dimensionalstability,smoothtouchandglossyappearance.Thewindingprocesswas

basedontheprincipleof“lowerspeed,lowertension”,thespeedwas120m/minandthewindingtensionwas5cN.Thewarping

processwasbasedontheprincipleof“mediumspeed,mediumtension,uniform ”,thespeedwas550m/min,thewarpingtension

was15cN,andthewarpingaxleswere960×3+959×4.Thesizingprocesswasbasedontheprincipleof“mediumspeed,keepinge-

longationandcoveringagain”.Itwasnecessarytostrengthenthebondingbetweenfibers,andaddantistaticagenttoreducethegener-

ationofstaticelectricity;There-beamingwasbasedonthetechnologicalprincipleof“mediumspeedanduniformtension”,andthe

relativehumidityshouldbecontrolledtoreducethegenerationofstaticelectricity;Theweavingwasbasedonthetechnologicalprinci-

pleof“highspeed,earlyopening,highbackbeamandlargetension”,thespeedwas600r/minandtheloomtensionwas2200N.

Theopeningtimewas290°andtheheightoftherearbeamwas+1.

Keywords:polyesterfilament;modal;plaingroundjacquardweave;s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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