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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申请提供一种基于剪花工艺的织印结合

提花织物织造方法，属于设计花型的织造技术领

域。织造过程分为以下步骤：(1)数码图案设计，

(2)提花层组织设计，(3)织物结构图设计，(4)提

花织物生产，(5)剪花浮长处理，(6)提花织物印

花，采用该方法生产的提花织物表面具有剪花肌

理与印花色彩互相配合表现同一数码图案的特

征，其中，提花部分表现出剪花织物的薄透效果

或浮长流苏效果，印花部分与提花纹理色彩配合

表现出图案的多彩视觉效果，设计的织物能满足

大批量生产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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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剪花工艺的织印结合提花织物织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数码图案设计：设计数码图案，数码图案分为印花层图案和提花层图案，提花层图

案分为剪花部分和非剪花部分，其中，数码图案中的纯色部分为剪花部分，数码图案中彩色

部分去色后的灰度图为非剪花部分，数码图案中去除纯色部分和灰度图后的彩色图为印花

层图案；

(2)提花层组织设计：

①针对非剪花部分进行影光组织库设计，选择一个基本组织A，基本组织A的有效选择

范围为原非剪花部分组织的斜纹或缎纹，经纬组织循环数相同并记为M，将基本组织A向右

沿纬向加强1，形成一组影光组织，其所有组织组成影光组织库，影光组织数目为M*(M-2)+1

个，

②针对剪花部分进行组织设计，提花织物的多个纬线中，选择其中一个作为甲纬，甲纬

与经纱交织位置绘制地部组织B，除甲纬外的其余所有纬线全部为经组织点或纬组织点，除

甲纬以外的纬线不与经纱交织，并形成浮长；

(3)织物结构图设计：将步骤(1)得到的数码图案进行去色形成灰度图，并将灰度级别

调整至不超过影光组织数目，将灰度图中灰度与影光组织一一替换，形成非剪花部分织物

结构图，图案纯色部分与剪花部分组织相对应进行组织结构填充，形成剪花部分织物结构

图；

(4)织造：按数码图案设计过程中的纹理色效果选择经线和纬线，根据步骤(1)-步骤

(3)得到的织物结构图，设定经纬密度，将织物结构图加上选纬信息，织造得到剪花效果的

提花织物；

(5)剪花浮长处理：对步骤(4)的提花织物进行浮长修剪；

(6)印花：根据浮长处理后的提花织物纹理及布局效果，将步骤(1)得到的彩色图保持

位置不变，进行提花织物表面印花，即完成成品的织造与印花。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剪花工艺的织印结合提花织物织造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1)中，印花层图案与提花层图案尺寸相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剪花工艺的织印结合提花织物织造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2)中，经纬组织循环数M在5-48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剪花工艺的织印结合提花织物织造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2)中，浮长全部位于织物背面或织物正面。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剪花工艺的织印结合提花织物织造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3)中，非剪花部分织物结构图的获取方式为：

①非剪花部分的表组织：根据影光渐变的灰度特征，确定灰度图中不同灰度级别与影

光组织库中的纬面到经面组织的替代关系，并保持不变；

②非剪花部分的里组织：取影光组织库中经组织点最多的经面组织进行背衬。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剪花工艺的织印结合提花织物织造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5)中，浮长修剪是指将步骤(1)中纯色部分的纬线浮长根据设计需要进行修剪。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基于剪花工艺的织印结合提花织物织造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5)中，浮长修剪是指将步骤(1)中纯色部分的纬线浮长沿图案轮廓全部剪去，或剪

掉部分留做流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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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剪花工艺的织印结合提花织物织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一种基于剪花工艺的织印结合提花织物织造方法，属于涉及花型的织

造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织印结合织物是将提花效果和印花效果相结合的织物品种，以往织印结合的提花

织物设计方法都是将白织面料与印花技术相结合，提花肌理效果较平实。至今为止，没有文

献提出过在织印结合一体化中加入剪花织物风格，形成织印结合在剪花织物上同时表现出

剪花织物肌理和丰富色彩效果的设计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申请提供一种基于剪花工艺的织印结合提花织物织造方法。

[0004] 具体地，本申请通过剪花工艺设计该图案的剪花肌理部分，表现剪花面料特有的

轻薄透明质感或流苏浮长效果，突显织印结合提花织物的视觉感受，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印

花图案设计来表现该图案的丰富色彩效果，设计所得的织物表面具有织印结合表现剪花独

特肌理和丰富色彩的双重特点，赋予成品提花织物表面具有剪花肌理与印花色彩互相配合

表现同一数码图案的特征：提花部分表现出剪花织物的薄透效果或流苏浮长效果，印花部

分与提花纹理色彩配合表现出图案的多彩视觉效果。

[0005] 本申请的实现方法和主要技术方案具体如下：

[0006] 一种基于剪花工艺的织印结合提花织物织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数码图案设计：设计数码图案，数码图案分为印花层图案和提花层图案，提花

层图案分为剪花部分和非剪花部分，其中，数码图案中的纯色部分为剪花部分，数码图案中

彩色部分去色后的灰度图为非剪花部分，数码图案中去除纯色图层和灰度图层后的彩色图

为印花层图案；非剪花部分与印花部分(印花层图案)相重合。

[0008] (2)提花层组织设计：

[0009] ①针对非剪花部分进行影光组织库设计，选择一个基本组织A，基本组织A的有效

选择范围为原非剪花部分组织的斜纹或缎纹，经纬组织循环数相同并记为M，将基本组织A

向右沿纬向加强1，形成一组影光组织，其所有组织组成影光组织库，影光组织数目为M*(M-

2)+1个，

[0010] ②针对剪花部分进行组织设计，提花织物由多道纬线与经纱织造而成，根据设计

需要选择其中一个纬线作为甲纬，该甲纬与经纱交织位置绘制地部组织B，除甲纬外的其余

所有纬线全部为经组织点或纬组织点，除甲纬以外的纬线不与经纱交织，并形成浮长；

[0011] (3)织物结构图设计：将步骤(1)得到的数码图案进行去色形成灰度图，并将灰度

级别调整至不超过影光组织数目，将灰度图中灰度与影光组织一一替换，形成非剪花部分

织物结构图，图案纯色部分与剪花部分组织相对应进行组织结构填充，形成剪花部分织物

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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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4)织造：按数码图案设计过程中的纹理色效果选择经线和纬线，根据步骤(1)-步

骤(3)得到的织物结构图，设定经纬密度，将织物结构图加上选纬信息，织造得到剪花效果

的提花织物；

[0013] (5)剪花浮长处理：对步骤(4)的提花织物进行浮长修剪；

[0014] (6)印花：根据浮长处理后的提花织物纹理及布局效果，将步骤(1)得到的彩色图

保持位置不变，进行提花织物表面印花，即完成成品的织造与印花。

[0015] 上述方案还可以按照如下具体方案进行阐述：

[0016] (1)数码图案设计：

[0017] 设计一幅数码图案，该图案中同时具有多彩效果部分和纯色部分，图案设计中分

为印花层图案和提花层图案，提花层图案又分为剪花部分与非剪花部分。印花层图案具有

多彩效果，非剪花部分是通过对印花层图案进行去除彩色处理而得，剪花部分的图案为纯

色部分，即需要进行后续剪花处理；印花层图案与提花层图案尺寸相同。

[0018] (2)提花层组织设计：

[0019] ①针对非剪花部分进行影光组织库设计：选择一个基本组织A，基本组织A的有效

选择范围为原组织中的斜纹或缎纹，经纬组织循环数相同并记为M，M在5到48之间，将基本

组织A逐个向右沿纬向加强1，设计一组影光组织，其所有组织组成影光组织库，数目为M*

(M-2)+1个。

[0020] ②针对剪花部分进行组织设计：甲纬与经纱交织位置绘制地部组织B，其余所有纬

线全部为经组织点或者纬组织点，不与经线进行交织，形成浮长；浮长全部位于织物背面或

织物正面。

[0021] (3)组织替换，形成剪花纹理效果的织物结构图

[0022] ①非剪花部分的表组织，根据影光渐变的灰度特征，确定灰度图像中不同灰度级

别与影光组织库中的纬面到经面组织的替代关系，并保持不变；

[0023] 里组织取影光组织库中经组织点最多的经面组织进行背衬；

[0024] 将完成的灰度图中的灰度与影光组织一一替换，得非剪花部分织物结构图；

[0025] ②图案纯色部分与剪花部分组织相对应进行组织结构填充，形成剪花部分织物结

构图，

[0026] 上述方案即得到包含有非剪花部分织物结构图与剪花部分织物结构图的具有剪

花纹理效果的织物结构图。

[0027] (4)将按照上述方案得到的具有剪花纹理效果的织物结构图进行生产：设定适合

的经纬密度，将织物结构图加上选纬信息，按数码图案设计过程中设定的纹理色效果选择

合适的经线和纬线，该剪花纹理效果的织物结构图用于生产具有独特剪花效果的提花织

物。

[0028] (5)剪花浮长处理

[0029] 根据步骤(4)得到的剪花效果的提花织物的浮长位置，对提花织物进行浮长修剪，

将步骤(1)中纯色部分的纬线浮长根据设计需要进行修剪，浮长可以全剪掉，也可以剪掉部

分留着流苏。

[0030] (6)根据步骤(5)得到的浮长处理过后的具有剪花纹理效果织物的纹理及布局效

果，将步骤(1)中得到的彩色图保持分离时的位置不变，用于剪花纹理效果的提花织物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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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印花，设计所得的提花织物表面既有剪花肌理效果，又有丰富色彩效果。

[0031] 本申请突破以往织印结合的提花织物设计方法中提花层变化过少、面料肌理平实

的技术局限，整体面料肌理效果完全不同常规织印结合提花织物，应用本申请所述技术方

案，开发出的提花织物表面具有剪花肌理与印花色彩互相配合表现同一数码图案的特征；

提花部分表现出剪花织物的轻薄透明效果或浮长流苏效果，印花部分与提花纹理色彩配合

表现出图案的多彩视觉效果，由于剪花图案、非剪花图案与印花图案在设计过程中兼顾对

方效果进行色彩关系的处理，使设计所得的织物表面的剪花肌理与印花色彩能够完美结

合，相互配合来表现同一图案的肌理和多彩效果；在本申请技术方案的约束下，无论数码图

案题材如何变化，都能用于设计剪花肌理与印花色彩相结合的织印结合效果提花织物，因

而能满足大批量生产的技术要求。

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本申请织物的设计流程示意图；

[0033] 图2为本申请的数码图案设计图；

[0034] 图3为本申请数码图案中非剪花部分去色后设计的灰度图；

[0035] 图4为本申请数码图案调整后的印花图案(去除黑色图层和灰度图层)；

[0036] 图5为以基本组织A为基础的影光组织库示意图；

[0037] 图6为具有剪花纹理效果的织物结构图的局部效果图；

[0038] 图7为剪花织物进行浮长修剪前的实物局部效果图；

[0039] 图8为剪花织物进行浮长修剪后的实物局部效果图；

[0040] 图9为织印结合的色织剪花织物实物局部效果图；

[0041] 图10为常规提花织物的效果图；

[0042] 图11为本申请提花织物的效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以采用黑色纯色背景和8枚缎纹组织设计基于剪花工艺的织印结合提花织物为实

例对本申请做进一步说明，图1为设计流程：设计图案，将图案分层分为提花层图案和印花

层图案，提花层图案分为剪花部分和非剪花部分，将剪花部分浮长沉在织物背面，非剪花部

分织印结合进行组织结构设计，剪花部分与非剪花部分进行数码提花并修剪浮长；而印花

层图案则根据提花面料效果进行印花图案修改，精准定位印花，即可得到成品提花织物。

[0044] 基于上述流程，具体操作如下：

[0045] 1)图2是设计的彩色数码图案设计原图，尺寸2400*2400像素；其中黑色纯色背景

为提花层图案剪花部分；

[0046] 2)图3为图2中非剪花部分去除色彩后设计的灰度图，为提花层图案非剪花部分，

尺寸2400*2400像素；

[0047] 3)图4为图2去除纯黑色图层和灰度图层后设计的彩色图，为印花层图案，彩色图

尺寸为2400*2400像素；

[0048] 4)针对图2、图3进行提花层组织设计：

[0049] (1)根据影光组织库设计要求，选择8枚缎纹为基本组织，进行8枚缎纹的影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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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设计，选择8枚5飞纬缎组织，组织起始点为左下角(经，纬)＝(1，1)的组织为基本组织A；

将基本组织A逐个向右沿纬向加强1，设计一组影光组织，其所有组织组成影光组织库，数目

为8*(8-2)+1＝49个。

[0050] (2)进行剪花部分组织设计，甲纬与经纱交织位置的地部组织选择平纹，其余所有

纬线全部为经组织点，不与经线进行交织，在织物背面形成浮长，完成剪花部分组织设计。

[0051] 5)组织替换，形成剪花纹理效果的织物结构图

[0052] ①根据图3灰度图的灰度特征，将图3灰度图级别调整不超过设计的影光组织数目

(即49个)，确定灰度图像中不同灰度级别与影光组织库中的纬面到经面组织的替代关系，

并保持不变。将完成的灰度图中的灰度与影光组织一一替换；里组织取影光组织库中第49

个8枚5飞经缎组织进行背衬，形成非剪花部分织物结构图。

[0053] ②图案纯色部分与剪花部分组织相对应进行组织结构填充，形成剪花部分织物结

构图。

[0054] 6)设定适合的经纬密度，选择黑色尼龙线做经线，选择黑色尼龙线做甲纬，白色丝

线做乙纬，金色丝线做丙纬，该织物结构图用于生产具有独特剪花效果的提花织物。

[0055] 7)根据步骤6)得到的剪花效果的提花织物的浮长位置，对提花织物进行浮长修

剪，图案中黑色背景部分的纬线浮长沿图案轮廓剪去，剪花织物进行浮长修剪前后对比的

实物局部效果在图7、图8中分别示出；

[0056] 8)将图4彩色图保持分离时的位置不变，用于浮长修剪后的剪花织物的表面印花，

设计所得的提花织物表面具有织印结合表现同一图案仿真效果的特征，织物表面既有剪花

肌理效果又有丰富色彩效果，织物效果在图9、图11中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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