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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纬渐变显色的双经三纬提花织物织造方

法

(57)摘要

本申请涉及一种双纬渐变显色的双经三纬

提花织物织造方法，属于浮纹织物织造方法技术

领域。采用两组经线与三组纬线进行交织，任意

二组纬纱在织物表面渐变显色，剩余一组纬纱背

衬不显色，通过双层配置的经纬纱线的相互配合

来表达提花织物的渐变显色效果，包括：（1）织物

组织结构模型的构建，（2）织物组织结构设计，

（3）织物色卡组织流程设计，（4）最大有效显色数

计算，（5）织造，该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设计的创

新结构可用于开发具有双纬渐变显色效果的双

经三纬提花织物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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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纬渐变显色的双经三纬提花织物织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组织结构模型的构建：根据表里经及表里纬的不同选择及组合，分析归纳成六种有

效结构模型用于织物表面显色，其中，经向纱线包括甲经、乙经，纬向纱线包括甲纬、乙纬和

丙纬所述经向纱线组合为甲经、乙经从左至右按1：1排列比排列，纬向纱线组合为甲纬、乙

纬、丙纬从上至下按1：1：1排列比排列；

当显色表经为甲经，所述显色表纬为甲纬、乙纬时，甲经与甲纬、乙纬在织物表面交织

显色，乙经与丙纬作为里经、里纬，背衬在织物反面；当显色表经为甲经，显色表纬为乙纬、

丙纬时，甲经与乙纬、丙纬在织物表面交织显色，乙经与甲纬作为里经、里纬，背衬在织物反

面；当显色表经为甲经，显色表纬为甲纬、丙纬时，甲经与甲纬、丙纬在织物表面交织显色，

乙经与乙纬作为里经、里纬，背衬在织物反面；当显色表经为乙经，显色表纬为甲纬、乙纬

时，乙经与甲纬、乙纬在织物表面交织显色，甲经与丙纬作为里经、里纬，背衬在织物反面；

当显色表经为乙经，显色表纬为乙纬、丙纬时，乙经与乙纬、丙纬在织物表面交织显色，甲经

与甲纬作为里经、里纬，背衬在织物反面；当显色表经为乙经，显色表纬为甲纬、丙纬时，乙

经与甲纬、丙纬在织物表面交织显色，甲经与乙纬作为里经、里纬，背衬在织物反面；

（2）显色组织设计：双纬渐变的双经三纬提花织物显色组织设计，选择所需的基本组织

I和基本组织 ，基本组织I和基本组织 的有效选择范围为原组织中的斜纹或缎纹，经、纬

组织循环数相同为N，N在5到48之间，根据基本组织I和基本组织 的组织特征，分别对基本

组织I和基本组织 设定全显色技术点，以基本组织I为基础，在不破坏全显色技术点的情

况下，设计一组影光效果的基础组织，以基本组织 为基础，在不破坏全显色技术点的情况

下，设计一组影光效果的配合组织，基础组织与配合组织从上到下按1:1组合后的组合组织

即为双纬渐变显色的双经三纬提花织物的显色组织，

根据基本组织 的组织特征，对基本组织I设定全显色技术点，方法：是将基本组织 的

组织点反转，并向上沿经向加强1；根据基本组织I的组织特征，对基本组织 设定全显色技

术点，方法是：将基本组织I的组织点反转，并向下沿经向加强1；以基本组织I为基础，在不

破坏全显色技术点的情况下，设计一组影光效果的基础组织，以基本组织 为基础，在不破

坏全显色技术点的情况下，设计一组影光效果的配合组织；

当M=N时，显色组织的数目最小，为（N-2）个，

当M=1时，显色组织的数目最大，为[（N-2）+（N-3）×（N-1）]个，

N表示组织循环数，M为影光组织组织点加强数；

（3）根据显色组织的特点并遵循交织平衡的原则，里组织的组织循环数与显色组织循

环数相同或成整倍数关系，为满足织物结构交织平衡的技术要求，显色组织和里组织的经、

纬交织次数要求相同，在双纬渐变的双经三纬提花织物设计时，有一组纬纱与里经交织形

成里组织；

（4）接结组织设计：①接结组织的组织循环数与显色组织循环数相同或成整倍数关系；

②当显色组织为基本组织纬向加强得到的影光组织时，选择里经表纬接结法对显色组

织及里组织进行接结，设计接结点为经组织点，与接结点相邻的左、右表经的组织点必须是

经组织点，确保接结点能被表经遮盖，

所述显色组织为基本组织纬向加强得到的影光组织时，选择里经表纬接结法对显色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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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及里组织进行接结，设计接结点为经组织点，与接结点相邻的左、右表经的组织点必须是

经组织点，确保接结点能被表经遮盖；

（5）色卡组织流程设计：

①在表经与表纬的交织位置绘制显色组织，在里经与里纬的交织位置绘制里组织，表

经与里纬的交织点经线全部提升，即全部为经组织点；里经与表纬的交织点经线全部下沉，

即全部为纬组织点；②当显色组织为基本组织纬向加强得到的影光组织时，在里经与表纬

的交织位置绘制接结组织；③根据双纬渐变显色的双经三纬提花织物组织结构模型特征，

依次完成六种交织结构的组织组合设计，并建立组织库，分别是甲经与甲纬乙纬在织物表

面交织显色组织库、甲经与乙纬丙纬在织物表面交织显色组织库、甲经与甲纬丙纬在织物

表面交织显色组织库、乙经与甲纬乙纬在织物表面交织显色组织库、乙经与乙纬丙纬在织

物表面交织显色组织库、乙经与甲纬丙纬在织物表面交织显色组织库；

（6）数码图案设计：设计的数码图案是计算机位图模式，数码图案由六种色彩构成，在

每种色彩上再设计渐变色，渐变色的级别少于最大显色组织数，形成具有六种渐变色效果

的数码图案；双纬渐变显色的双经三纬提花织物结构的最大显色能力与基本组织循环成正

比，最大显色数目为：[（N-2）+（N-3）×（N-1）]2×6，N表示基本组织循环数；

（7）组合结构设计：将数码图案中的六种渐变色分别对应六个组织库，通过一一对应的

方法将每种渐变色替换成对应组织库中的组织，形成织物组合结构图；

（8）织造：将步骤（7）的织物组合结构图加上选纬信息，设定经纬密度，选择二组经线、

三组纬线，按照织物组合结构图织造，即得双纬渐变显色的双经三纬提花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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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纬渐变显色的双经三纬提花织物织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一种双纬渐变显色的双经三纬提花织物织造方法，属于浮纹织物织造

方法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分层组合设计模式的提出与实践，有效解决了数码图像直接用于数码提花织物结

构设计的技术问题，使提花织物设计突破了传统提花织物设计的诸多局限。目前，基于分层

组合设计模式的双经双纬渐变显色提花织物设计方法已经提出，为了增加织物表面的渐变

显色效果，在双经双纬渐变显色提花织物设计方法的基础上提出双纬渐变显色的双经三纬

提花织物的结构设计方法，由于双经三纬结构变化复杂，目前还没有双纬渐变显色的双经

三纬结构设计方法的文献记载。

[0003] 基于此，做出本申请。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丰富现有提花织物表面显色效果，基于分层组合设计模式，将提花织物的双

层结构和组合全显色结构有效结合，本申请提出一种以双经三纬为组合方式的渐变显色提

花织物组织结构设计方法，采用两组经线与三组纬线进行交织，任意二组纬纱在织物表面

渐变显色，剩余一组纬纱背衬不显色，通过双层配置的经纬纱线的相互配合来完成双纬渐

变显色的双经三纬提花织物的设计。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申请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双纬渐变显色的双经三纬提花织物织造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1)组织结构模型的构建

[0008] ①在组织结构设计中，根据表里经及表里纬的不同选择及组合，分析归纳成六种

有效结构模型用于织物表面显色，其中经向纱线为甲经、乙经，从左至右按1：1排列比排列，

纬向纱线为甲纬、乙纬和丙纬，从上至下按1：1：1排列比排列；

[0009] ②当显色表经为甲经，显色表纬为甲纬、乙纬时，甲经与甲纬、乙纬在织物表面交

织显色，乙经与丙纬作为里经、里纬，背衬在织物反面；当显色表经为甲经，显色表纬为乙

纬、丙纬时，甲经与乙纬、丙纬在织物表面交织显色，乙经与甲纬作为里经、里纬，背衬在织

物反面；当显色表经为甲经，显色表纬为甲纬、丙纬时，甲经与甲纬、丙纬在织物表面交织显

色，乙经与乙纬作为里经、里纬，背衬在织物反面；当显色表经为乙经，显色表纬为甲纬、乙

纬时，乙经与甲纬、乙纬在织物表面交织显色，甲经与丙纬作为里经、里纬，背衬在织物反

面；当显色表经为乙经，显色表纬为乙纬、丙纬时，乙经与乙纬、丙纬在织物表面交织显色，

甲经与甲纬作为里经、里纬，背衬在织物反面；当显色表经为乙经，显色表纬为甲纬、丙纬

时，乙经与甲纬、丙纬在织物表面交织显色，甲经与乙纬作为里经、里纬，背衬在织物反面。

[0010] (2)显色组织设计

[0011] 双纬渐变的双经三纬提花织物显色组织设计，选择所需的基本组织I和基本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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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基本组织I和基本组织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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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同为N，N在5到48之间，根据基本组织I和基本组织II的组织特征，分别对基本组织I和基

本组织II设定全显色技术点；其中，

[0012] 根据基本组织II的组织特征，对基本组织I设定全显色技术点，方法：是将基本组

织II的组织点反转，并向上沿经向加强1；

[0013] 根据基本组织I的组织特征，对基本组织II设定全显色技术点，方法是：将基本组

织I的组织点反转，并向下沿经向加强1；

[0014] 以基本组织I为基础，在不破坏全显色技术点的情况下，设计一组影光效果的基础

组织，以基本组织II为基础，在不破坏全显色技术点的情况下，设计一组影光效果的配合组

织，基础组织与配合组织从上到下按照1:1组合后的组合组织即为双纬渐变显色的双经三

纬提花织物的显色组织，

[0015] 当M＝N时，基础组织和配合组织的数目最小，对应的显色组织数目最小，为(N-2)

个，

[0016] 当M＝1时，基础组织和配合组织的数目最大，对应的显色组织数目最大，为[(N-2)

+(N-3)×(N-1)]个，

[0017] N表示组织循环数，M为影光组织组织点加强数。

[0018] (3)里组织设计

[0019] 根据显色组织的特点并遵循交织平衡的原则，里组织的组织循环数与显色组织循

环数相同或成整倍数关系，为满足织物结构交织平衡的技术要求，显色组织和里组织的经、

纬交织次数要求相同，在双纬渐变的双经三纬提花织物设计时，有一组纬纱与里经交织形

成里组织。

[0020] (4)接结组织设计

[0021] ①接结组织的组织循环数与显色组织循环数相同或成整倍数关系，

[0022] ②当显色组织为基本组织纬向加强得到的影光组织时，选择里经表纬接结法对显

色组织及里组织进行接结，设计接结点为经组织点，与接结点相邻的左、右表经的组织点必

须是经组织点，确保接结点能被表经遮盖，

[0023] (5)色卡组织流程设计

[0024] ①在表经与表纬的交织位置绘制显色组织，在里经与里纬的交织位置绘制里组

织，表经与里纬的交织点经线全部提升，即全部为经组织点；里经与表纬的交织点经线全部

下沉，即全部为纬组织点，甲经、乙经优选排列方式为从左到右1：1排列，甲纬、乙纬、丙纬优

选排列方式为从上到下1：1：1排列，

[0025] ②当显色组织为基本组织纬向加强得到的影光组织时，在里经与表纬的交织位置

绘制接结组织，

[0026] ③根据双纬渐变显色的双经三纬提花织物组织结构模型特征，依次完成六种交织

结构的组织组合设计，并建立组织库，分别是甲经与甲纬乙纬在织物表面交织显色组织库、

甲经与乙纬丙纬在织物表面交织显色组织库、甲经与甲纬丙纬在织物表面交织显色组织

库、乙经与甲纬乙纬在织物表面交织显色组织库、乙经与乙纬丙纬在织物表面交织显色组

织库、乙经与甲纬丙纬在织物表面交织显色组织库。

[0027] (6)数码图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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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双纬渐变显色的双经三纬提花织物结构的最大显色能力与基本组织循环有关，最

大显色数目为：[(N-2)+(N-3)×(N-1)]2×6，N表示基本组织循环数。

[0029] 设计的数码图案是计算机位图模式，数码图案由六种色彩构成，在每种色彩上再

设计渐变色，渐变色的级别少于最大显色组织数，形成具有六种渐变显色效果的数码图案。

[0030] (7)组合结构设计

[0031] 将数码图案中的六种渐变色分别对应六个组织库，通过一一对应的方法将每种渐

变色替换成对应组织库中的组织，形成双纬渐变显色的双经三纬织物组合结构图。

[0032] (8)生产织造应用

[0033] 将双纬渐变显色的双经三纬提花织物组合结构图加上选纬信息，设定合适的经纬

密度，选择二组经线，选择三组纬线，该织物结构图能直接用于生产双纬渐变显色的双经三

纬提花织物。

[0034] 本申请的工作原理和有益效果如下：

[0035] 将提花织物的双层结构和组合全显色结构有效结合，采用两组经线与三组纬线进

行交织，任意二组纬纱在织物表面渐变显色，剩余一组纬纱背衬不显色，通过双层配置的经

纬纱线的相互配合来表达提花织物的渐变显色效果，主要步骤是(1)组织结构模型的构建，

(2)显色组织设计，(3)里组织设计，(4)接结组织设计，(5)色卡组织流程设计，(6)数码图案

设计，(7)组合结构设计，将织物组合结构图加上选纬信息，设定合适的经纬密度，选择二组

经线和三组纬线，按照上述步骤获得的织物结构图可以直接进行双纬渐变显色双经三纬提

花织物的织造。

[0036] 本申请将组合全显色结构和双层结构进行有效结合，应用该发明所述技术方案，

可以开发出双纬渐变显色的双经三纬的提花织物，该织物结构中的双经三纬同时参与织物

表面渐变显色，织物表面能够达到六种渐变显色效果，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约束下，设计的数

码图像中的六组渐变效果可以任意穿插，根据设计效果六组渐变效果可以任意选择对应的

组织库，实现各种效果的双纬渐变显色的双经三纬的提花织物设计和生产，并满足织物大

批量生产的技术要求。

附图说明

[0037] 图1为本申请提花织物的结构模型示意图；

[0038] 图2为本申请提花织物的基本组织与全显色技术点；

[0039] 图3为本申请中以基本组织Ⅰ为基础的基础组织设计；

[0040] 图4为本申请中以基本组织Ⅱ为基础的配合组织设计；

[0041] 图5为本申请中里组织、接结组织设计；

[0042] 图6为图1中A结构型双经三纬提花织物色卡组织流程设计示意图；

[0043] 图7为图1中A结构型纬向过渡的基础组织与配合组织组合后的组织作为显色组织

的双纬渐变显色的双经三纬提花织物色卡组织库；

[0044] 图8为本申请获得提花织物的一种实物效果图。

[0045] 图中标号：1.甲纬；2.乙纬；3.丙纬；4.甲经；5.乙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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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6] 以8枚缎纹作为基本组织为例详细说明该发明的实施方法。

[0047] 1 .在组织结构设计中，根据表里经及表里纬的不同选择及组合，分析归纳得到六

种结构型，如图1所示，其中经向组合为甲经4、乙经5从左至右按1：1排列比排列，纬向纱线

组合为甲纬1、乙纬2、丙纬3从上至下按1：1：1排列比排列。图1中黑色部分代表表经、表纬交

织位置，灰色部分代表里经、里纬交织位置。当甲经4作表经，甲纬1、乙纬2作表纬时，甲经4

与甲纬1、乙纬2以显色组织的交织规律在织物表面交织显色，乙经5与丙纬3以里组织的交

织规律背衬在织物反面(见图1中A结构型)，图1中B结构型、C结构型、D结构型、E结构型、F结

构型的组织配置规律同A结构型。

[0048] 2.图2中，以8枚纬缎为基本组织I和基本组织II(即图2中的(a)、(c))，根据基本组

织的组织特征，分别对基本组织I和基本组织II设定全显色技术点。根据基本组织II的组织

特征，对基本组织I设定全显色技术点，方法是将基本组织II的组织点反转，并向下沿经向

加强1，如图2中的(b)所示；根据基本组织I的组织特征，对基本组织II设定全显色技术点，

方法是将基本组织I的组织点反转，并向上沿经向加强1，如图2中的(d)所示；以基本组织I

为基础，在不破坏全显色技术点的情况下，采用N＝R＝8点加强，加强方向先右后左，当遇到

全显色技术点时，越过，形成一组(R-2)＝6的基础组织，如图3所示，以基本组织II为基础，

在不破坏全显色技术点的情况下，采用N＝R＝8点加强，加强方向先左后右，当遇到全显色

技术点时，越过，设计一组(R-2)＝6的配合组织，如图4所示。基础组织与配合组织从上到下

按1:1组合后的36个组合组织即为双纬渐变显色的双经三纬提花织物的显色组织。

[0049] 3.根据显色组织的特点，进行里组织的设计，里组织的组织循环数与显色组织循

环数相同或互为整倍数关系，为满足织物结构交织平衡的技术要求，显色组织和里组织的

经、纬交织次数要求相同，配合显色组织设计的里组织如图5所示。

[0050] 4.通过分析显色组织的结构特点，选择里经表纬接结法对显色组织和里组织进行

接结，有两组纬纱在织物表面显色，选择其中的基础组织与里组织接结，接结点为经点，通

过接结组织设计，保证接结点分布于左、右表经的经组织点之间，从而使接结点很好的被表

经遮盖，结合双纬渐变显色的双经三纬提花织物显色组织中的基础组织和里组织的结构特

点，选择基础组织中的第一个组织与里组织配合，则所得的接结组织满足全部的影光过渡

显色组织。根据显色组织和里组织结构特点，可得到唯一合理的接结组织，接结组织和里组

织为相同的组织，如图5所示。

[0051] 5.根据双纬渐变显色的双经三纬提花织物组织模型的设计，双纬渐变显色的双经

三纬提花织物色卡的组织结构可按照双层组织的设计思路设计完成，确定甲经、乙经从左

到右1：1排列，甲纬、乙纬、丙纬从上到下1：1：1排列，在表经与表纬的交织位置绘制显色组

织，在里经与里纬的交织位置绘制里组织，表经与里纬的交织点经线全部提升，即全部为经

组织点；里经与表纬的交织点经线全部下沉，即全部为纬组织点，在里经与表纬的交织位置

绘制接结组织。

[0052] 根据双纬渐变显色的双经三纬组织结构模型特征，将设计的显色组织、里组织和

接结组织按固定的位置进行组合，由于具有六种显色经纬和背衬经纬的组合方式，组合后

可以获得六组渐变显色组织，构建起六个组织库；以图1中A结构型为例来说明双纬渐变显

色的双经三纬提花织物色卡组织设计流程，以图3最后一个基础组织与图4中最后一个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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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组合组织作为显色组织为例，在甲经与甲纬、乙纬交织位置绘制显色组织，在乙经与

丙纬交织位置绘制里组织，在甲经与丙纬交织位置绘制经组织点，在乙经与甲纬交织位置

绘制接结组织，先后按纬向(1：1：1)和经向(1：1)排列展开，双纬渐变显色的双经三纬提花

织物色卡组织流程设计示意图如图7所示。

[0053] 6.基于以上对显色组织、里组织及接结组织的设计，考虑到组织的方便应用，将双

纬渐变显色的双经三纬提花织物色卡组织进行归纳整理，建立完整的色卡组织库。以A结构

型为例，以纬向过渡的基础组织与配合组织组合后的组织作为显色组织的双纬渐变显色色

卡组织库如图7所示。(为观察方便甲、乙、丙纬上的经组织点分别用黑、深灰、浅灰表示)

[0054] 7.设计的数码图案是计算机位图模式，数码图案由六种色彩构成，图案题材不限，

在每种色彩上再设计渐变色，形成具有六种渐变色效果的数码图案，六种渐变色效果在数

码图案中不能形成重叠，数码图案最大的色彩数为[(N-2)+(N-3)×(N-1)]2×6。

[0055] 8.设计的数码图案是计算机位图模式，数码图案由六种色彩构成，图案题材不限，

在每种色彩上再设计渐变色，形成具有六种渐变色效果的数码图案，六种渐变色效果在数

码图案中不能形成重叠。

[0056] 9.将数码图案中的六种渐变色分别对应六个组织库，通过一一对应的方法将每种

渐变色替换成对应组织库中的组织，形成双纬渐变显色的双经三纬提花织物组合结构图。

[0057] 10.将双纬渐变显色的双经三纬提花织物组合结构图加上选纬信息，设定合适的

经纬密度，选择二组彩色丝线做经线，选择三组彩丝纱线做纬线，该织物结构图能直接用于

生产双纬渐变显色的双经三纬提花织物。织物效果如图8所示：织物表面包括六种色相渐变

显色效果。

[0058] 以上内容是结合本发明创造的优选实施方式对所提供技术方案所作的进一步详

细说明，不能认定本发明创造具体实施只局限于上述这些说明，对于本发明创造所属技术

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创造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演

或替换，都应当视为属于本发明创造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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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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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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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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