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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花织物是交织织物中技术含量较高的品种其结构设计是设计环节中的关键点 , 而一一对应原则是结构

设计中最具特色的设计原理之一 ,该原则是传统设计模式下完成提花织物结构设计的基础 , 也是在计算机辅助设

计条件下创新设计时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结合数码设计技术的应用 , 对提花织物结构设计一一对应原则的实质

内容进行深入剖析 ,通过实例说明各种结构类型的提花织物应用一一对应原则的方法 , 并提出数码设计技术应用

所带来的创新设计方法都是以此为基础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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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ong the woven , jacquard fabric belongs to a variety of higher end in technological sense.Its
structural design is the key in designing the fabric , and one to one corresponding principle is alway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inciples ,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for creating innovative designs of jacquard

fabric under with either the traditional design mode or computer aided design mode.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pplied feature of digital design technology ,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one to one corresponding
principle of fabric structure design , presenting several design cases with different fabric structures for

explaining the applied approach of this principle.As a result , the viewpoint is suggested that any innovative

design of jacquard fabric brought about by digital design technology should be based on the one to one

corresponding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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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花织物具有数千年的历史 ,是纺织技术发展

过程中科学与艺术交融的产物 ,我国在秦汉时期就

已有了绚丽多彩的提花织锦。提花织物设计的基本

原理 ,最具魅力的就是其一一对应的结构设计原则 ,

以此为基础的设计技术演变使提花织物产品不断焕

发出创新的魅力
[ 1]
。

1　提花织物设计与一一对应原则

1.1　提花织物的设计方法

　　提花织物的设计主要包含品种工艺设计和花色

纹制设计 ,其中花色纹制设计是提花织物有别于其

它纺织品设计的关键所在。花色纹制设计包含纹样

设计 、意匠设计 、组织设计 、样卡设计和纹板设计

5个主要环节 ,设计流程如图 1 所示。从整个设计

流程看 ,纹样设计是整个设计流程的起点 ,设计并制

作纹板是整个纹制设计的目的 ,中间环节的意匠设

计解决的是从纹样到织物结构设计的转化问题 ,这

是一一对应原则的主要应用环节 。由于提花织物结

构类型多样 ,在一一对应的基本原则上 ,可以衍生出

不同的结构设计方法 ,满足各种复杂结构提花织物

设计和生产的需要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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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提花织物花色纹制设计的主要设计流程
　

1.2　一一对应的结构设计原则

一一对应的结构设计原则源于传统的提花织物

设计方法 ,是数千年来设计人员的经验总结 ,是提花

织物纹制设计环节中处理纹样与织物结构之间转化

的最基本原则。从传统手工设计的角度看 ,该原则

解决了意匠图中意匠色与组织的对应设计关系 ,这

种关系与纹样的具体色彩和织物的色彩效果没有对

应关系 ,因为织物的色彩设计只是依托织物结构设

计存在的一种混色效果的设计 ,织物结构不变 ,织物

的色彩可以千变万化 ,而织物结构变化 ,织物的色彩

效果必定要变。从计算机辅助设计的角度看 ,该原

则是决定计算机图像中色彩与织物组织对应关系的

基础 ,应用于计算机辅助织物结构设计环节 ,同样该

原则与计算机图像的具体色彩和织物的色彩效果没

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 ,是否可以将一一对应的结构设计原则解

释为一个意匠色或一个计算机色彩必须对应一个组

织?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只有在单层结构提花织物

设计的时候才有这种可能 ,在复杂结构如重结构或

双层结构的设计中 ,一一对应结构设计原则的应用

就色彩与组织的关系而言 ,常常采用一对多的设计

方法 ,即一个意匠色或一个计算机色彩需要对应多

个组织 ,也可以解释为意匠色与组织需要多次一对

一的对应 ,例如在传统纬二重提花织物的手工纹板

制作时 ,就需要读 2遍意匠图 ,制作 2幅纹板 ,然后

再一对一组合后应用 ,其设计环节可以理解为一个

意匠色对应 2个组织 ,也可以理解为意匠色与组织

进行 2次一对一的处理 ,然后再进行组合应用
[ 3]
。

因此 ,一一对应的提花织物结构设计原则是纹

样与织物结构之间设计转化的最基本原则 ,它表示

设计色彩套数与组织之间必须存在有限的对应关

系 ,该设计原则与纹样的具体色彩效果和织物的色

彩效果没有直接的关系。

2　一一对应原则的应用实质

随着数码设计技术的应用 ,提花织物计算机辅

助设计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手工设计 ,对于一一对应

的结构设计原则是否可以改变开始有了争议 ,所以

从传统手工设计和计算机辅助设计两个方面具体分

析该原则的应用实质非常必要。

2.1　在传统设计方法中的应用

提花织物设计是纺织品设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纺织品设计属于工艺美术设计范畴 ,工艺美术设

计是实用美术的一种。因此纺织品设计的概念就是

在生活领域中以功能为前提 ,通过纺织技术的物化

手段对纺织材料进行审美综合加工(织 、染 、绣 、编 、

印),并以美化生活和环境为主要目的 。提花织物设

计区别于其它纺织产品设计的关键是它的纹制设计

环节。纹制设计环节解决的是将纹样转化为织物结

构的技术问题 ,而实现纹样和织物结构转化的基本

原理就是一一对应的结构设计原则 ,其主要特征是

用有限的色彩对应有限的组织 ,传统的提花织物设

计正是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复杂织物结构的设计 。

提花织物的结构类型很多 ,主要有单层 、重纬 、

重经 、双层4种基本类型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变

化结构 ,还有一些具有特殊效果的结构类型如纱罗 、

起绒等。在进行不同类型提花织物的结构设计时 ,

一一对应原则的基本原理不会改变 ,但应用方法不

尽相同。图 2为具有 5个意匠色的纹样效果图 ,在

应用一一对应原则进行结构设计时必须先明确该织

物的结构类型 ,才能进行后续的结构设计 。传统的

手工设计方法非常复杂 ,但撇开繁琐的设计过程 ,从

设计构思出发就可以把握住一一对应原则在结构设

计环节中的应用实质。

图 2　5 个意匠色的织物纹样效果
　

表 1为单层结构的意匠色与组织对应关系 ,是

利用图 2所示纹样设计单层结构织物时一一对应原

则的应用方法 。将纹样色彩处理成意匠色后 ,一个

意匠色对应设计一个组织 ,并依据意匠色的位置进

行手工组织描绘 ,最后形成单层织物结构图 ,以此为

基础可以进行纹板制作。单层结构最为简单 ,它的

一一对应原则等同于一个意匠色对应一个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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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单层结构的意匠色与组织对应关系

组织 1◆ 2 3 4 5□

甲纬 P1 P2 P3 P4 P5

　　注:P表示组织。

　　表2 、3分别是利用图 2所示的纹样效果设计经

二重 、纬三重结构织物时一一对应原则的应用方法 。

纹样不变 ,意匠色套数不变 ,但一个意匠色分别需要

对应设计 2 、3个组织 ,意匠图的描绘需要与手工纹

板轧法一致 ,意匠图的描绘相对复杂。针对一一对

应原则而言 ,经二重 、纬三重织物结构设计分别需要

进行 2次 、3次一对一的意匠色与组织对应。
表 2　经二重结构的意匠色与组织对应关系

组织 1◆ 2 3 4 5□

经重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纬 P1 P6 P2 P7 P3 P8 P4 P9 P5 P10

　　注:P表示组织。

表 3　纬三重结构的意匠色与组织对应关系

组织 1◆ 2 3 4 5□

甲纬 P1 P2 P3 P4 P5

乙纬 P21 P22 P23 P24 P25

丙纬 P31 P32 P33 P34 P35

　　注:P表示组织。

　　表4是利用图2所示的纹样效果设计二经三纬

双层结构织物时一一对应原则的应用方法 。同样 ,

纹样不变 ,意匠色套数不变 ,一个意匠色需要对应设

计 6个组织 ,意匠图的描绘非常复杂 。针对一一对

应原则而言 ,该织物结构设计需要进行多达 6次一

对一的意匠色与组织的对应。
表 4　经二重纬三重双层结构的意匠色

与组织对应关系

组织 1◆ 2 3 4 5□

经重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纬 P1 P6 P2 P7 P3 P8 P4 P9 P5 P10

乙纬 P11 P16 P12 P17 P13 P18 P14 P19 P15 P20

丙纬 P21 P26 P22 P27 P23 P28 P24 P29 P25 P30

　　注:P表示组织。

　　从以上实例可以清晰看出 ,源于传统手工设计

模式的一一对应结构设计原则可以灵活应用于解决

复杂结构的设计问题 ,当然其灵活应用并没有改变

一一对应的本质特性 。一一对应结构设计原则在手

工设计模式下存在以下明显的不足:1)当纹样的色

彩增加到上百和数千时 ,就无法获得足够的颜料色

彩进行设计;2)随着生产设备的更新 ,手工设计无法

满足高效率设计和生产的要求 ,特别是多色彩和复

杂结构的设计 ,设计效率和设计精度都无法满足要

求 。而数码设计技术的应用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

2.2　在计算机辅助设计方法中的应用

　　数码设计技术以计算机辅助设计为核心 ,以计

算机智能设计为阶段目标。提花织物计算机辅助设

计的应用始于 20 世纪 70年代 ,它将意匠设计从手

工设计模式发展到计算机辅助设计模式 ,对意匠色

的处理能力大大提高。目前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系

统处理的色彩数目可以达到百万或上亿级别 ,然而 ,

并不是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应用就能改变源于传统设

计模式下的一一对应的结构设计原则 ,因为传统的

织物结构设计构思对于计算机辅助设计同样适

用
[ 2]
。

计算机图像分为位图和矢量图 ,计算机辅助设

计基于计算机对图像的处理技术 ,采用有限色彩的

位图图像作为传统意匠图的替代 ,才能满足织物结

构设计的需要 ,这正是一一对应原则的最好体现 ,没

有放弃有限色彩和有限组织的对应关系就不能说突

破了一一对应的结构设计原则。所以计算机辅助设

计的应用实际上是在一一对应的结构设计原则上 ,

通过设计工具和设计手段的创新 ,弥补手工设计的

不足 ,具备处理肉眼无法区别色彩的能力 ,使可处理

的色彩数目大大增加 ,满足更复杂织物结构的设计

要求 。至于织物表面的色彩效果 ,随着织物结构的

创新而精彩 ,因为以一一对应的结构设计原则为基

础 ,以计算机辅助设计为手段设计的织物结构 ,完全

可以实现百万数量级的织物色彩表现 。表 5为纹样

色彩数与不同结构织物显色数的对应关系 。
表 5　纹样色彩数与不同结构织物显色数的对应关系

组织
纹样色彩数

5 32 64 128 256 512 1 024

单层织物 5 32 64 128 256 512 1 024

经 纬二重 52 322 642 1282 2562 5122 1 0242

经 纬四重 54 324 644 1284 2564 5124 1 0244

双层(二经二纬) 54 324 644 1284 2564 5124 1 0244

　　表 5中列出了不同数目的计算机色彩通过结构

设计可以达到的最大织物显色效果 ,其中手工设计

模式下的色彩处理能力的极限在 64色 ,计算机可以

处理的色彩数理论上没有限制 ,但受一一对应原则

的限制 ,必须由织物的结构类型和组织设计方法来

决定 ,超出该范围的色彩数由于没有可对应的组织

而没有实际意义。以表 5中计算机纹样色彩数 256

色为例 ,单层结构设计时需要设计 256个不同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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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经或纬二重结构设计时采用同样的 256 个不同

的组织 ,但由于需要进行 2次一对一的意匠色与组

织对应处理 ,最大可以产生65 536(256
2
)种组合的组

织 ,也就是说在经纬纱线颜色固定的情况下 ,该织物

结构理论上最大可以满足65 536种织物色彩的显色

要求 ,同理用于经或纬四重结构设计时 ,该数值是

4 294 967 296(256
4
)
[ 4 , 5]
。

表5数据显示了源于传统的一一对应结构设计

原则结合数码设计技术而产生的巨大魅力 ,在计算

机辅助设计模式下是无法改变一一对应的结构设计

原则的 ,而利用该原则在织物的结构设计上进行创

新才是提花织物设计创新的真正原动力 。

3　结束语

一一对应的提花织物结构设计原则源于先辈数

千年的经验积累 ,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应用将其魅力

进一步展现。一一对应的提花织物结构设计原则是

进行提花织物创新设计的基础 ,在当前数码提花织

物设计技术研究的新兴时期 ,应充分理解和认清这

一事实 ,即提花织物设计技术创新的根本是在于实

现织物结构设计的创新 ,这将有利于该领域创新研

究的持续发展。 FZ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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