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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双面效应的三层绡类提

花织物，通过织物工艺规格的设计、组织的设计、

纹样的设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织造得

到一种具有双面效应的三层绡类提花织物。该织

物可用作服装、披肩或围巾等。本发明将织物设

计为两层区域和三层区域相间出现的绡类面料，

织物的两层区域包括花部、地部、暗纹和包边，两

层区域组织设计为双层袋织结构；织物的三层区

域包括地部、暗纹和包边，三层区域组织设计为

上下层组织、中间为抛道纬浮长。本发明与常规

的绡类织物相比，视觉效果丰富且更具有层次感

和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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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面效应的三层绡类提花织物，其特征在于：它通过织物工艺规格的设计、组织

的设计、纹样的设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最终织造得到所述的三层绡类提花织物，

该提花织物为两层和三层相间出现的绡类面料；织物从正面看，两层地部区域透明素雅，两

层花部区域轮廓清晰，三层地部区域上层透明绡笼罩在填芯的抛道纬浮长彩色纱线上；从

织物反面看，三层地部和三层暗纹区域细腻素净，花部色彩艳丽，具体结构为：

织物在多组纬抛道位置为三层区域，在无抛道纬位置为两层区域；织物两层区域包括

两层地部区域、两层花部区域、两层暗纹区域及两层包边区域；织物的三层区域包括三层地

部区域、三层暗纹区域及三层包边区域；经线原料：甲经为熟桑蚕丝，乙经为生桑蚕丝，甲乙

经比例为3∶1；纬线分为N组纬线，其中N为3、4、5、6、7、8、9或10；除甲纬为生桑蚕丝外，其余

纬丝都为熟桑蚕丝，各组比例为1∶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面效应的三层绡类提花织物，其特征在于：

在无抛道纬位置的两层区域组织包括两层花部组织、两层地部组织、两层暗纹组织和

两层包边组织共四种类型，具体组织如下：

其中，两层花部组织中又包含三种组织，组织设计如下：

第一种组织：上层甲经与1组常织纬纱以五枚经缎交织；下层乙经与1组纬以九枚缎纹

交织显色，背衬N-2组纬以九枚缎纹交织或九枚缎纹与三枚斜纹交织；上层与下层组织为空

芯袋织；

第二种组织：上层甲经与1组常织纬纱以五枚经缎交织；下层乙经与2组纬以九枚缎纹

交织显色，背衬N-3组纬以九枚缎纹与三枚斜纹交织；上层与下层组织为空芯袋织；

第三种组织：上层甲经与1组常织纬纱五枚经缎交织；下层乙经与3组纬以三枚斜纹交

织显色，背衬N-4组纬以九枚缎纹交织；上层与下层组织为空芯袋织；

其中，两层地部组织，组织设计如下：

上层乙经与1组纬以三枚斜纹交织，下层为甲经与1组纬以变化斜纹交织；上层与下层

组织为空芯袋织；

其中，两层暗纹组织，组织设计如下：

上层为乙经与1组纬以三枚斜纹交织，下层为甲经与1组纬以五枚缎纹交织；上层与下

层组织为空芯袋织；

其中，两层包边组织，组织设计如下：

上层为甲经与1组纬以五枚缎纹交织，下层为乙经与1组纬以三枚斜纹交织，上层与下

层组织为空芯袋织；

综上，在两层区域，两层地部组织、两层暗纹组织与两层花部组织、两层包边组织均为

空芯袋织，表里层通过交换甲经和乙经的表里经位置以及甲纬、乙纬、丙纬、丁纬、戊纬、己

纬的表里纬位置接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面效应的三层绡类提花织物，其特征在于：

在多组纬抛道位置的三层区域组织包括三层地部组织、三层暗纹组织和三层包边组织

共三种类型，具体组织如下：

其中，三层地部组织，组织设计如下：

上层乙经与1组纬以三枚斜纹交织，中层为N-2组纬填芯，下层为甲经与1组纬以变化斜

纹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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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三层暗纹组织，组织设计如下：

上层为乙经与1组纬以三枚斜纹交织，中层为N-2组纬填芯，下层为甲经与1组纬以五枚

缎纹交织；

其中，三层包边组织，组织设计如下：

上层为甲经与1组纬以五枚缎纹交织，中层为N-2组纬填芯，下层为乙经与1组纬以三枚

斜纹交织；

综上，在三层区域，三层地部组织、三层暗纹组织、三层花部组织和三层包边组织均为

双层填芯组织，表里层通过交换甲经和乙经的表里经位置以及甲纬、乙纬、丙纬、丁纬、戊

纬、己纬的表里纬位置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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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面效应的三层绡类提花织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服装服饰织物，尤其涉及一种双面效应的三层绡类提花织物的组

织设计，属于织物面料类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丝绸在我国有着古老而悠久的历史，几千年来不仅以其独特的方式见证中华民族

的服饰演变与发展，更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载体传承着中华的文化和艺术。

[0003] 时代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给纺织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承载了

千年悠久历史和文化艺术的真丝面料，同样面临着来自人们方方面面的考验：是否舒适健

康，是否自然环保，是否符合人们的审美眼光等等。如何重新认识真丝面料，焕发丝绸面料

的服饰价值，让真丝重获新生，与时俱进，从而适应市场与广大消费者的需求，一直以来都

是中国设计师所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0004] 我国当前的丝绸产品大多处于中低端水平，主要体现在产品的技术水平低，外观

和款式也没有及时跟上时代的潮流，致使丝绸产品的档次低。在此背景下，新颖、独特、创新

的纺织面料备受广大消费者喜爱。本发明利用特殊的工艺规格设计和组织设计，开发一种

双面效应的三层绡类提花织物，将绡类织物特殊的手感、纱线的色彩和织物纹样结合在一

起，使织物的装饰使用价值得到提升，极具市场潜力。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针对绡类丝织物的特殊手感，提供一种三层绡类提花织物的特殊组织设计

方法。织物可用作服装、披肩或围巾等面料。

[0006] 本次发明将织物设计为两层和三层相间出现的绡类面料。织物的两层区域包括花

部、地部、暗纹和包边，两层区域组织设计为双层袋织结构；织物的三层区域包括地部、暗纹

和包边，三层区域组织设计为上下层组织、中间为抛道纬浮长。通过织物工艺规格的设计、

组织的设计、纹样的设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得到一种三层绡类提花织物。技术方

案涉及织物图案色彩设计工艺、纹织工艺、织造工艺等几个方面。

[0007] 本发明具有双面视觉效果：(1)从正面看，两层地部区域透明素雅，两层花部区域

轮廓清晰，三层地部区域上层透明绡笼罩在填芯的抛道纬浮长彩色纱线上；(2)从反面看，

地部和暗纹区域细腻素净，花部色彩艳丽。整块织物视觉效果丰富而有层次。

[000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09] (1)层次感。织物两层与三层相间出现，相比其他普通三层织物，本发明织物层次

更加丰富。

[0010] (2)双面效应。织物外观具有正反双面效应，其中三层区域填芯纬线浮长最为独

特。

[0011] (3)手感独特。本发明织物将熟桑蚕丝和生桑蚕丝结合，织物正面绡手感柔爽，反

面细腻丝滑。因此，本发明与常规的绡类织物相比，本次发明的双面三层绡类提花织物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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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层次感、美感和设计感。

附图说明

[0012] 图1织物层次分布图；

[0013] 图2织物意匠图色号及组织分布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5] 本发明为一种双面效应的双层绡类提花织物。本发明实物织造甲经原料采用2/

20/22D熟桑蚕丝等原料，乙经原料采用20/22D生桑蚕丝等原料，甲、乙经比例设计为3∶1。纬

线可设计为N组纬线(N可以为3、4、5、6、7、8、9或10等)，排列比为1∶1，纬线原料为M/20/22D

熟桑蚕丝(M可以为2、3、4、5、6、7、8、9或10等)。本发明中以6组纬为例，分别为甲纬、乙纬、丙

纬、丁纬、戊纬、己纬，除甲纬为生桑蚕丝外，其余纬丝都为熟桑蚕丝，各组纬丝比例为1∶1。6

组纬中，甲纬、乙纬常织，剩余四组纬抛道出现。经密为60～150根/cm，单组纬纬密为20～60

根/cm。

[0016] 如织物两层及三层分布图如图1所示：织物的两层区域包括花部、地部、暗纹和包

边；织物的三层区域包括地部、暗纹和包边。

[0017] 在无抛道纬位置的两层区域组织包括两层花部组织、两层地部组织、两层暗纹组

织和两层包边组织共四种类型，具体组织设计如下。

[0018] 其中，两层花部包含三种组织，组织设计如下：

[0019] 第一种组织：上层甲经与1组常织纬纱以五枚经缎交织；下层乙经与1组纬以九枚

缎纹交织显色，背衬N-2组纬以九枚缎纹交织或九枚缎纹与三枚斜纹交织。此组织使织物花

部达到一种上层甲经经面显色，下层乙经与1组常织纬纱交织显色的双层袋织效果。

[0020] 第二种组织：上层甲经与1组常织纬纱以五枚经缎交织；下层乙经与2组纬以九枚

缎纹交织显色，背衬N-3组纬以九枚缎纹与三枚斜纹交织。此组织使织物花部达到一种上层

甲经经面显色，下层乙经与2组纬纱交织显色的双层袋织效果。

[0021] 第三种组织：上层甲经与1组常织纬纱五枚经缎交织；下层乙经与3组纬以三枚斜

纹交织显色，背衬N-4组纬以九枚缎纹交织。此组织使织物花部达到一种上层甲经经面显

色，下层乙经与3组纬纱交织显色的双层袋织效果。

[0022] 其中，两层地部含一种组织，组织设计如下：

[0023] 上层乙经与1组纬以三枚斜纹交织，下层为甲经与1组纬以变化斜纹交织。此组织

使织物地部两层区域达到一种上层为轻薄透明绡类，下层为朴素斜纹的双层袋织效果。

[0024] 其中，两层暗纹含一种组织，组织设计如下：

[0025] 上层为乙经与1组纬以三枚斜纹交织，下层为甲经与1组纬以五枚变化缎纹交织。

此组织使织物地部两层区域达到一种上层为轻薄透明绡类，下层为华丽缎纹的双层袋织效

果。

[0026] 其中，两层包边含一种组织，组织设计如下：

[0027] 上层为甲经与1组纬以五枚缎纹交织，下层为乙经与1组纬以三枚斜纹交织。此组

织目的为固定纬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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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综上，在两层区域，两层地部组织、两层暗纹组织与两层花部组织、两层包边组织

均为空芯袋织，表里层通过交换甲经和乙经的表里经位置以及甲纬、乙纬、丙纬、丁纬、戊

纬、己纬的表里纬位置接结。

[0029] 在多组纬抛道位置的三层区域组织设计包括三层地部组织、三层暗纹组织和三层

包边组织共三种类型，具体组织设计如下。

[0030] 其中，三层地部包含一种组织，组织设计如下：

[0031] 上层乙经与1组纬以三枚斜纹交织，中层为N-2组纬填芯，下层为甲经与1组纬以变

化斜纹交织。此组织使织物地部两层区域达到一种上层为轻薄透明绡类，中层为彩色纬纱

填芯，下层为朴素斜纹三层效果。

[0032] 其中，三层暗纹包含一种组织，组织设计如下：

[0033] 上层为乙经与1组纬以三枚斜纹交织，中层为N-2组纬填芯，下层为甲经与1组纬以

五枚变化缎纹交织。此组织使织物地部两层区域达到一种上层为轻薄透明绡类，中层为彩

色纬纱填芯，下层为华丽缎纹的三层效果。

[0034] 其中，三层包边含一种组织，组织设计如下：

[0035] 上层为甲经与1组纬以五枚缎纹交织，中层为N-2组纬填芯，下层为乙经与1组纬以

三枚斜纹交织。此组织目的为固定纬线。

[0036] 再运用纹织CAD进行工艺处理，采用提花机制织，织物下机后即可得一种双面效应

的三层绡类提花织物。

[0037] 综上，在三层区域，三层地部组织、三层暗纹组织、三层花部组织和三层包边组织

均为双层填芯组织，表里层通过交换甲经和乙经的表里经位置以及甲纬、乙纬、丙纬、丁纬、

戊纬、己纬的表里纬位置接结。

[0038] 纹织工艺设计流程

[0039] (1)意匠处理

[0040] 组织种类可根据纹样所需层次而定，以本发明中的纹样为例，本织物共涉及11种

具体组织，以11种意匠色区分不同组织分布区域，方便进行组织输入。图2是本发明织物的

组织色号分布图：其中1-7号色为两层花部区域组织色号；8号色为地部区域组织色号，9-10

号色为暗纹区域组织色号，11号色为包边区域组织色号。打开纹织CAD，先以默认参数不变，

分色后再设置小样参数，采用叠经叠纬的做法单层纬密输入90根/cm，单层经密50根/cm，意

匠设置对话框中重设大小的选项勾选为缩放，在纹织CAD中用橡皮筋、自由笔等功能稍微进

行修整纹样后保存为兰花意匠图文件。

[0041] (2)纬排信息建立

[0042] 根据设计纹样中花部的颜色，确认需要的纬线颜色。甲纬为生丝白色，乙纬为灰色

桑蚕丝，丙纬为橙色桑蚕丝，丁纬为深蓝桑蚕丝，戊纬为浅兰色桑蚕丝，己纬为白色桑蚕丝。

甲纬和乙纬在投梭时为全投梭，剩余四纬为抛道投梭。甲经∶乙经＝3∶1，按照比例以及叠经

叠纬绘进行牵经。

[0043] (3)意匠图颜色所对应的组织

[0044] 表1上层(甲经)各组纬对应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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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0046] 表2下层(乙经)各组纬对应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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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0048] (4)辅助针扎法说明

[0049] 表3辅助针轧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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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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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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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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