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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特征体现在纺织品设计的设

计过程( 动态) 和设计产品( 静态) 两个层面[1], 为了清晰

说明纺织品创新设计过程和纺织产品中蕴涵的纺织艺

术与科学的关系, 需要结合设计实践来分析。在数码技

术应用快速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今天 , 以“提花织物”

这一孕育出现代计算机技术的传统纺织工艺品的创新

设计为例, 具有深远的典范意谓。提花织物是纺织品中

“织”的高档面料, 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染织艺术品范畴,

由传统的手工艺品演变而来, 有着数千年的设计和生

产历史, 其产品是艺术与科学交融的典范: 一方面提花

织物的产品流变反映了各个时期的艺术风格, 随着技

术的更新, 提花织物又创造出具有新的染织艺术风格

的产品; 另一方面提花织物生产技术的独特性, 也为科

技的发展提供了创新思路, 计算机技术就是源于提花

织物的生产控制原理, 所以从计算机发明起就没有停

止过在提花织物设计生产中的应用。随着“数码纺织”

概念的提出[2], 将提花织物设计与数码设计技术完美结

合 , 创造出一种全新艺术形象的“数码提花织物”已经

成为现实。

1 数码提花织物创新设计过程中科学与艺

术的动态结合

数码提花织物创新设计的灵感来源于数码印花设

计, 这种源于艺术创新的构想, 促进了数码纺织技术的

发展。艺术的构想与数码科技在创新过程中的反复作

用和交融, 必然会触发设计理念的变革, 意味着创新设

计的真正切入点已经显现。

提花织物设计的关键环节是结构设计, 通过结构

设计可以表现丰富的织纹图案。从设计理念看, 传统提

花织物的设计理念建立在对手绘图案的效果模拟上 ,

这纯粹是一种平面化的设计模式, 其最高的设计境界

是“仿真效果”, 即对艺术作品的色彩和图案的仿真效

果设计, 极大地限制了提花织物设计师的艺术创新。随

着数码图像设计的兴起, 借鉴数码色彩原理和数码图

像设计方法, 为数码提花织物的创新设计提供了突破

传统设计理念的契机。采用分层组合的设计理念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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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平面的设计理念, 这为数码提花织物的创新设计

打开了突破口。艺术的构想有了科学的依据, 引发了创

新的源动力, 继而研究科学的解决方案, 从色彩与结构

的创新设计来打开数码提花织物创新设计的大门。

1.1 数码提花织物色彩创新设计的实质

数码提花织物色彩设计的创新实质在于将数码色

彩原理直接应用于提花织物结构设计, 采用分层组合的

设计模式, 使繁琐的手工色彩处理过程成为历史。根据

数码色彩原理, 可以将数码提花织物设计分为无彩和有

彩两个部分, 这里的“无彩”和“有彩”不仅仅是表示色彩

效果, 更代表了一种创新的设计模式, 突破了传统的以

手绘图案色彩决定织物色彩的限制, 使数码提花织物的

色彩创新成为现实。此外, 借鉴数码图像的色彩图层概

念和设计方法, 将若干个“无彩”织物结构图采用分层组

合的方法进行组合, 可以轻易实现百万级别交织混合色

彩的设计表达[3-4]。由于数码提花织物的色彩设计将数码

图像色彩与织物色彩分离, 所以这完全是一种“眼中无

色, 心中有色”的艺术设计理念, 在设计过程中计算机图

像仅仅是用于提花织物结构设计的模版, 只有在特殊的

色彩仿真设计时, 数码图像的色彩与织物的色彩才要求

一致。由于计算机图像有着取之不尽的设计资源, 基于

这一资源之上的数码提花织物创新设计同样拥有广阔

的色彩创新空间。

1.2 数码提花织物结构创新设计的实质

数码提花织物的色彩创新使纺织品设计从繁琐的

色彩处理中得以解脱, 但是如果没有可靠的织物结构

设计方法为基础, 色彩上的创新也只是空中楼阁。根据

数码图像分层设计的原理, 数码提花织物的结构设计

理念同样可以从传统的平面设计模式向分层组合的模

式转化, 其创新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全息组织与

其组织库设计和织物结构的分层组合设计方法。

交织织物的织物结构分为简单结构和复杂结构两

种。数码提花织物的分层组合设计理念的提出, 突破了

传统平面设计方法的局限, 将复杂结构的织物理解为由

若干个单层简单结构组合而成, 以此为基础, 进一步提

出数码全息组织设计和组织库设计的原理和方法。全息

组织是以原组织为基本组织的系列变化组织, 组织间具

有近乎相同或极为关联的组织特性,全息组织可以建立

各自独立的组织库, 组织库中的组织满足共同应用和替

代应用的技术要求。这样就表明组织库是数码提花织物

设计的最小单位, 每个原组织都可以建立起多个特点和

效果不同的组织库, 为织物的结构创新留下极大的操作

空间。另外, 由于全息组织就是一组包含全部变化信息

的系列组织, 与传统的单一组织设计模式不同, 不需要

重复设计, 且可以不加限制地用于无彩数码图像设计单

层织物结构, 只要建立起足够多的组织库, 数码提花织

物的计算机智能设计就能够实现。

根据数码提花织物分层组合的设计理念, 全息组

织库的设计解决了单层织物结构的设计问题, 即在无

彩设计模式下将计算机灰度图像转化为交织结构图。

在此基础上, 利用分层组合的结构设计方法可以完成

数个单层结构图的组合, 达到设计有彩数码提花织物

的目的。分层组合的设计原理类似于现代的分版印刷,

可以解读为若干个无彩单层提花织物的再组合, 赋予

每一层一个基本色, 由于全息组织可以使单层织物表

现灰度变化, 有了具体的色彩, 就是某一基本色的色度

变化, 这样若干个基本色组合后就会形成一种基本色

混合的效果, 当基本色采用 RGB、CMYK 等原色时, 分

层组合的混合色彩可以达到百万级别。其色彩表现力

大大超出了传统模式下的设计, 从而使数码提花织物

设计可以同印花织物设计一样快速方便, 数码提花织

物的效果可以达到印花织物的彩色影光效果, 并且可

以超越印花织物表现具有闪色效果的创新产品, 创造

出一种全新的艺术形象。

在数码提花织物的创新过程中, 动态的纺织科学

与纺织艺术的关系可以这样理解, 创新设计的构思来

源于提花织物艺术创新的需要, 并推动了纺织科技在

数码设计和生产技术上的发展。当提出用数码分层组

合的设计理念替代传统平面的设计理念时, 纺织艺术

与纺织科学在此第一次完成了交融, 意味着打开了创

新设计的突破口; 随之而来的是科学的设计原理和科

学的设计方法的研究, 从无彩到有彩的数码分层组合

设计原理和设计方法的应用, 通过结构设计创新来实

现百万级别混合色彩的表现, 并形成一种只适用于提

花织物的色彩表现方法, 所以这第二次的艺术与科学

的结合意味着创新研究中的科学问题已经解决; 在创

新的设计原理和设计方法上, 具有创新艺术效果的数

码提花织物将源源不断地涌现, 并促使设计原理和方

法上的进一步完善, 标志着提花织物的数码设计时代

已经来临, 这第三次的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是通过艺术

设计手段将数码提花织物的艺术价值提升到一个新的

层次。艺术与科学在数码提花织物创新设计研究中的

三次结合, 将一个现实中的纺织品设计研究事例呈现

眼前, 其中的深刻内涵令人回味。科学与艺术是一个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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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的两面[5], 表明了科学与艺术的静态的统一特征 ; 在

纺织品设计研究实践中, 纺织艺术与纺织科学更像银

河两边的牛郎星与织女星, 无时不在等待着创新设计

这个鹊桥的出现, 而动态的、艺术与科学反复交融的构

思和设计实践过程正是创新成功的基础。

2 数码提花织物创新产品中科学与艺术结

合的具体表现

数码提花织物创新设计过程是纺织科学与纺织艺

术结合的过程, 在其静态的创新产品中,同样可以感受

到美观性和实用性的双重属性, 体现出纺织艺术与纺

织技术在数码提花织物中的完美结合。

2.1 数码提花织物表面的艺术美特征

数码提花织物属于经纬交织的面料艺术品, 当设

计师梦想进行没有结构限制的提花织物设计时, 已经

表达了其结构创新的艺术和应用价值, 当通过创新设

计原理和方法使其成为现实时, 这种独特的结构特征

正是数码提花织物造型美特征的集中体现。从创新设

计过程中看, 这种源于结构创新的造型美特征为提花

织物所特有, 是数码设计技术与传统的结构设计技巧

的完美结合, 是一种艺术与科学多次融合的结果。这种

创新的结构造型不仅满足各种纺织原料用于织物设计

的需要, 而且通过其表现出来的织纹图案效果非一般

绘画作品可以比拟, 因此, 这种以创新结构为主体的造

型美特征极大地提升了数码提花织物的艺术表现力和

艺术价值。

通过数码提花织物的结构创新反映出来的造型美

特征, 进一步打开了装饰美和色彩美的表现空间。应用

数码分层组合的设计方法使混合色彩表现能力从传统

的数十跃升到百万, 完全抛开手工设计的限制, 让交织

结构本身的艺术装饰效果能够得以重新认识和完美体

现; 另外,数码全显色结构的应用使交织织物可以表现

出独特的彩色影光效果( 图 1a) , 其细腻的彩色影光过

渡和突出的闪色效果 ( 图 1b) 超越了其他的艺术表现

形式, 如绘画、印刷、印花的效果。所以, 体现在数码提

花织物中的艺术美特征, 赋予了具有悠久历史的织锦

艺术新的活力, 演绎出一种利用色丝通过数码交织结

构直接进行艺术创作的新艺术模式, 这种艺术创作形

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模拟效果设计, 其装饰美和色

彩美特征也无法被其他艺术形式所替代。由于可以直

接利用数码图像进行织物设计, 对图案的题材布局没

用任何限制, 意味着提花织物的色彩与图案可以如同

艺术绘画一样自由表现, 设计师可以根据自己的设计

情趣自由创作和表达出设计作品的装饰美和色彩美特

征, 图 1c 就是数码设计作品直接制作提花织物的仿真

效果。

另外, 根据数码提花织物的色彩表现特点, 当其混

合色彩通过结构创新能够达到百万级别时, 意味着创造

出了一种全新的、只适用于数码提花织物的色彩模型,

该色彩模型与 RGB 色光混合原理和 CMYK 透明色叠

加混合原理都不同, 这样在表现数码提花织物色彩美特

征的同时, 对色彩科学提出了新的研究要求, 这正是“纺

织艺术的挑战促进纺织科学的发展”的具体表现。

2.2 数码提花织物内在的科学美特征

纺织品是纺织材料通过艺术与技术加工而成的产

品, 其原料材质和加工技术统一在纺织品中形成内在

的科学美特征。数码提花织物材质美特征不仅寓于产

品的装饰美和色彩美特征之中, 同样表现在不同原料

的应用所带来的实用功能的变化上。数码提花织物的

原料选择具有明确的目的性, 当只采用有限色彩的原

料来表现出异彩纷呈的混合色彩效果时, 这种深层次

的美学暗示已经通过作品传达给审美者, 这就是巧夺

天工的原料色彩组合及与织物结构相得益彰的配合 ,

图 1 中的作品采用完全相同的材料与色彩组合。由于

数码提花织物对纺织原料的应用并没有强制的要求 ,

在工艺合理的条件下, 各种艺术风格和功能特点的原

料都可以应用于数码提花织物的创新设计, 这种开放

的材质选择姿态, 也是实现数码提花织物艺术美特征

的基础之一, 所以数码提花织物材质美特征能让人们

在感受到艺术美的同时联想到深层次的科学原理 , 使

提花织物的设计创新更具魅力。

数码提花织物显著的艺术美特征给人以全新的视

觉享受, 其深层次的技术美特征也让人回味, 作为对纺

织材料加工和美化的方法, 数码技术的应用正在改变

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所以数码提花织物的技术美特征

集中反映在数码设计技术和数码生产技术( 数码提花、

数码织造) 中 , 既体现出纺织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 , 又

( a) 全彩影光 ( b) 闪色效果 ( c) 数码仿真

图 1 数码提花织物创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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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射出实用艺术设计的发展趋势。由于数码技术在数

码提花织物创新设计中的应用改变了传统的结构设计

方法, 通过结构设计创新已经达到了织物艺术美创新

的目的, 所以数码提花织物的技术美特征暗示在织物

的结构造型之中。另外, 由于纺织品是应用产品, 其应

用价值的体现需要完美的产品加工技术, 数码提花织

物与传统手工艺术品不同, 具有大批量生产的技术背

景, 可以快速地将设计作品推向市场, 产生巨大的社会

和经济效益, 这是技术美特征的间接表现。

因此在如今信息化的社会中, 数码科技的应用正

在改变着诸多实用艺术设计的发展轨迹, 将科技进步

的成果应用于设计创新, 并通过艺术美创造来提升产

品的价值, 这就是数码提花织物科学美特征的具体解

释, 在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方法论的指导下, 相信这种

创新设计将更具生命力。

3 结语

纺织品设计属于应用学科, 体现了应用科学和实

用艺术的基本特征, 其创新设计是纺织科学和纺织艺

术的共同载体, 两者的交融既体现在动态的纺织品设

计过程中也蕴含在静态的具体的纺织产品中。所以当

设计师在追求纺织品的艺术美和艺术价值的同时 , 需

要兼顾其内在的科学美特征, 当这种艺术与科学的交

流、融合, 达到统一的时候, 一件艺术上美丽、技术上合

理的纺织创新产品便产生了。这就是数码提花织物创

新设计获得成功的指导思想, 也就是艺术与科学相结

合的研究方法论。本研究论文通过实例证明了科学与

艺术相结合的方法论在解决纺织品创新设计中的积极

作用, 认为合格的纺织品设计师应该具有艺术家和科

学家的双重身份, 这样才能在设计过程中找到艺术与

科学结合的切入点, 使纺织品设计创新的研究和实践

更具有生命力。同样, 该研究成果对相关应用学科的产

品设计研究起到良好的借鉴作用, 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让越来越多的创新设计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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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与健康
衣服的起源 , 源于树叶兽皮。原始氏族 , 将树叶编织蔽体以遮羞; 用兽皮缝制披身以御寒。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 , 利用各种动植

物纤维纺纱织布 , 做成服装。衣服除了御寒蔽体之外 , 还有装饰的功能 , 甚至还是区分人们等级的标识 , 如皇帝穿的是龙袍; 文官武将则按一品、二

品、三品⋯⋯穿着不同的官服; 而老百姓则只能穿普通的衣服 , 称之为“布衣”。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自称“臣本布衣 , 躬耕南阳”, 也就是说他原本是农

民( 或者说隐居农村 , 是个普通劳动者) 。到了近代 , 揉合了时尚概念 , 更是服装不再是服装而称为时装 , 其功能也有了大大的延展。加上现代科技的

发展 , 各种功能纤维的利用 , 各种新颖面料的生产 , 各种饰品辅料的应用 , 各种款式的设计,各种时装的面世 , 时尚潮流千变万化。然而 , 服装的御寒

功能却是不变的。笔者在 1990 年第 2 期《丝绸》上的《服装设计题外话》一文中有一段话: “丝绸 , 以轻薄滑爽著称。夏天 , 姑娘们穿着连衣裙 , 骑着自

行车兜风 , 轻飘飘地 , 那种优美感 , 你闭着眼睛也可想像得出; 然而 , 如果到了深秋隆冬 , 哪位姑娘还穿着丝绸连衣裙在街上兜风 , 一定冻得格格抖 ,

这个风采是谁也不敢领教的。”说的也就是不要忘了其御寒的功能。但是 , 现在有些时装 , 或者说装束 , 恰恰与御寒背道而驰。

露脐装、露腰装 , 短上衣 , 低腰裤 , 把腰部裸露出来( 或者腰部穿得特别单薄) , 看起来很有青春活力。其实 , 腰部这个部位 , 脂肪层最薄 , 最容易

受凉 , 日久易受寒气的侵袭 , 会犯腰痛病 , 甚至腰腿麻木 , 年轻时不易觉得 , 一上年纪犯病了就来不及了。露膝装 , 脚登长统皮靴 , 身着短裤或短裙

(或穿薄薄的连裤袜), 把双双一对膝盖露在外面 , 毫无遮挡 , 这是时下非常流行的装束。然而 , 膝关节受凉 , 最容易引起关节炎。

说到这里 , 可能有人会反驳 , 日本不是还提倡“冷空气浴”吗? 让这些部位接受冷空气浴有什么不好呢? 是的 , 日本所说的冷空气浴 , 有两种 :

①专门进行的冷空气浴是指健身者身着短衣短裤 , 在户外或在通风良好的室内接受空气浴 , 一般要配合进行适当的体育活动。②日常生活、劳动中

进行空气浴是指健身者可以利用上、下班或学生上学、放学的路上 , 尽可能穿比较单薄的衣服 , 接受冷空气浴。笔者还亲眼看到日本的中小学生在

寒冷的冬天 , 男生穿着短裤 , 女生穿着短裙去上学 , 他们或是跑步 , 或是快走 , 在凛冽的寒风中接受“冷空气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把整个下肢接触

冷空气 , 并且不断地运动着。而如前所说的露膝、露腰 , 与其他部位所接受的空气温度是不相等的 , 所以容易成病。

还有一种紧身装, 也要引起注意。紧身装能体现人体的曲线美, 展示窈窕的身材, 自然是好。现在高弹纤维品种很多, 特别是氨纶纤维的应用, 莱卡流

行, 各种弹性面料如雨后春笋, 制成的运动装、舞蹈服, 更是舒展自如。但是, 紧身也要有个度, 过于紧身于健康不利。如束胸、抄裆过紧, 易得妇科疾病, 笔

者不便多说。有的紧身高领套衫应该说对于保温御寒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高领过高、过紧, 压迫了颈动脉窦, 在俯身时会突然感到头晕眼花、胸闷欲吐, 造

成“颈动脉窦性晕厥”, 也是不利于健康的。

笔者撰写此文的目的 , 不仅是要劝导时尚女生在挑选、搭配时装的时候 , 要注意保暖的功能 , 更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 同时也希望时装设计师

们 , 在构思、设计时装时 , 毋忘保暖御寒乃衣服之第一要素 , 不要一味追新逐异 , 务必以健康为重。 ( 钱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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