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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试验对比方法,探讨了针织横条纹花型外观特点,总结组织结构设计规律,从组织结构设计、纱线选择和

色彩设计三个角度提出了创新设计思路,并设计开发出创意横纹花型,将其运用到不同风格毛衫设计实例中。结果表明:

采用不同组织结构编织的条纹花型立体感、皱缩程度不同,适用于休闲、优雅等不同风格的毛衫设计,为毛衫花型设计师

提供更广阔的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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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毛衫需求呈现多元化、时
尚化的趋势[1]。花型设计是表现针织物风格、视觉效

果的重要设计要素之一[2],越来越受到设计师和消费

者的重视。横条纹是最基本、运用最广泛的毛衫花型

之一[3],因其时尚简洁、可塑性强[4]等特点受到人们的

喜爱。近年来,电脑横机技术不断进步以及新型针织

原料的开发与应用[5],丰富了花型的设计方法,给条纹

花型设计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因此,如何更好

地设计开发出符合毛衫市场需求的横条纹花型成为难

点。探究了使用不同组织结构编织的横条纹花型织物

的设计特点,总结组织结构设计规律,结合设计规律,
从组织结构设计、纱线选择和色彩设计三个方面提出

了横条纹花型设计思路,为毛衫花型设计提供参考。

1 针织横条纹花型组织结构设计规律

毛衫花型设计主要是指结合毛衫流行趋势,选用

适当的纱线,对图案和组织结构进行创造性地编排。
条纹图案构成元素相对稳定,组织结构设计是针织花

型设计的关键[6]。因此将不同组织结构作为试验对

象,研究横条纹花型设计规律。

1.1 试验方案

试验织片均采用STOLL(斯托尔)ADF530-16W
型电脑横机(机号为7.2针/25.4mm)进行编织。选

择100%羊毛纱线,号数为2/48tex。在 M1Plus花型

准备系统软件中绘制不同组织结构的横条纹花型,并
设置编织参数(表1)。在行数比相同的情况下,对比分

析试验织片的外观效果。
表1 条纹花型对比

试验号 组织结构 标志视图 行数比

1 纬平针 5∶5

2 反向添纱 5∶5

3 选择性添纱 5∶5

4 双反面 5∶5

5 凸条 5∶5

1.2 结果与分析

不同组织结构的横条纹花型实物图对比结果,见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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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花型对比结果

试验号 组织结构
实物图
(正)

凹凸
程度

皱缩比例
(红∶蓝)

1 纬平针 平整 5∶5

2 反向添纱 平整 5∶5

3 选择性添纱 立体 5∶2

4 双反面 较立体 5∶1

5 凸条 立体 5∶2

  (1)横条纹花型织物使用不同组织结构编织,可以

实现平整或立体的外观效果

纬平针、反向添纱组织可实现平整的横条纹外观

效果,而双反面、凸条、选择性添纱组织能够实现立体

的横条纹外观效果。纬平针组织是由连续的单元线圈

向一个方向串套而成,线圈的集合形态和尺寸具有稳

定性[7],因此试验1织片形成较平整的横条纹外观效

果。反向添纱组织由于地纱与面纱的垫纱高度不

同[8],所以试验2织片形成具有两面不同外观、平整的

横条纹外观效果。选择性添纱组织由于局部横列喂入

垫纱高度不同的地纱,故局部横列密度变小,未添纱横

列形成凸起,试验3织片具有凹凸肌理的条纹花型外

观效果。双反面组织是正面线圈横列与反面线圈横列

相互交替编织而成,由于正针处凹陷、反针处凸起的特

点[9],试验4织物形成较粗糙的立体横条纹外观效果。
凸条组织是通过不带翻针的前床与四平组合编织,不
带翻针的前床线圈编织形成凸条,四平则以长浮线的

状态在织物反面起收缩作用[10],因此试验5织物表面

形成空心管状结构的立体条纹视觉效果。综上,在实

现条纹织物平整外观效果的基础上,相较于具有卷边

性的纬平针织物,反向添纱织物不仅能实现厚实平整

且正反面图案相同、色彩相反的条纹效果;相较于双反

面组织的卷边性、脱散性、弹性大等特性,凸条组织织

物表面更紧密细腻、厚度适中,实际运用中不易拉伸变

形。
(2)不同组织结构编织的横条纹花型织物皱缩程

度不同

在行数比相同情况下,反向添纱、纬平针组织织物

较为平整、不易皱缩,形成每行宽度相等的横条纹花型

外观效果。双反面、选择性添纱组织织物会产生皱缩

现象,形成宽度不同的凹凸横条纹花型效果,并且织物

红、蓝条纹视觉比例不同。双反面组织由于线圈圈弧

部分向前凸出,圈柱部分向内凹陷,且织物具有较大的

延伸性、弹性,因而试验4织片产生皱缩现象。织物皱

缩后正面红、蓝条纹视觉比例约为5∶1,背面则约为1
∶5,且表面凹凸肌理不明显、不易卷边。选择性添纱

组织在局部横列处喂入地纱后密度紧缩,试验3织物

形成具有皱缩肌理的横条纹外观效果。织物正面红、
蓝条纹视觉比例约为5∶2,反面视觉比例约为2∶5,
且织物凹凸条纹肌理较清晰。

综上,双反面织物皱缩现象比选择性添纱织物明

显。当条纹横列宽度越大、间距越近时,具有较强的皱

缩强度,皱缩后织物呈现凹凸肌理感弱、趋于平整的效

果;当条纹宽度越小、间距越大时,皱缩现象不明显,皱
缩后织物形成横条纹花型清晰、凹凸肌理感强的外观

效果;皱缩后条纹横列宽度与标志视图配置的条纹横

列宽度比例接近于1∶2,要想皱缩后条纹横列宽度与

标志视图配置的条纹横列宽度一致,在标志视图中条

纹横列可配置两倍的实际织物横列。

2 横条纹毛衫花型设计方法与应用

组织结构设计、纱线选择和色彩设计是影响毛衫

花型外观效果的关键性因素[11]。组织结构设计是条

纹花型设计的基础,通过针织组织结构的创新组合应

用,可以实现凹凸、镂空等丰富的条纹毛衫外观肌

理[6]。纱线原料、结构和性能对条纹花型织物的外观

肌理、光泽质感和风格有很大影响[12],选用合适的纱

线编织横条纹花型,或创新地进行纱线组合设计,可以

提高横条纹毛衫产品的时尚性及市场竞争力。色彩是

视觉最直观的表象[13],结合流行趋势、色彩调和规律

等进行横条纹毛衫花型设计,可以使条纹织物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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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视觉效果与艺术美观性。因此,结合以上研究所

得的横条纹花型组织结构设计规律,从组织结构设计、
纱线选择、色彩设计三个角度入手设计创新的横条纹

花型,并将其应用在毛衫设计实例中,总结不同风格横

条纹毛衫的设计方法。

2.1 组织结构创新

(1)不同组织结构组合设计横条纹花型。
将纬平针组织与衬纬组织相结合,在局部横列沿

纬向衬入与主纱不同色彩的纱线,编织多色横条纹花

型,如图1所示。根据上述组织结构设计规律可知,采
用纬平针组织编织的织物可以实现平整、显色度好的

横条纹花型效果,衬纬后的纬平针织物可以实现衬纬

织物所具有的弹性小、织物不易皱缩、仿梭织[14]的效

果。花型色彩清晰、层次丰富、立体肌理感强,且具有

一定厚度,适用于休闲风格的春秋针织外套设计,使得

毛衫保持保暖性的同时,能够兼具针织物的柔软性与

梭织物的稳定性。

图1 衬纬横条纹花型

将凸条组织与提花组织相结合,在凸条织物表面

凸起部分配置格纹浮线提花组织,织物形成了色彩丰

富、层次感强的彩色立体横条纹外观效果,编织的条纹

花型织物实物,如图2所示。根据研究所得规律可知,
凸条组织可实现立体条纹装饰效果,织物不易皱缩、显
色度好,厚度适中。与提花组织组合编织后,打破了原

本凸条部分同一色彩的单调性,丰富了凸条组织的表

现形式,使织物既具有凹凸肌理感又有较强的装饰感

和层次感,适用于休闲、趣味风格的毛衫边缘或局部装

饰设计,设计的毛衫实例如图3所示。通过凸条提花

织物凹凸肌理突出人体肩、臂等部位,塑造毛衫立体造

型的同时,增添了毛衫的趣味性、时尚性和艺术性。
(2)采用密度调节、移圈、局部编织等编织工艺进

行组织结构创新。
改变纬平针组织局部横列线圈密度进行组织结构

创新。根据研究所得规律可知,当局部横列线圈密度

变小或变大时,织物形成凹凸肌理的横条纹外观效果,
适用于正反两穿的极简风格横条纹毛衫设计。低调的

肌理感能够避免毛衫视觉上的沉闷,增添了毛衫的层

次感、肌理感。

图2 凸条提花横条纹花型

图3 凸条提花横条纹毛衫

纬平针组织局部横列采用移圈编织工艺进行组织

结构创新。织针移开线圈重新工作时空针起针[15],形
成直线排列的细密孔眼效果,如图4所示。织物形成

具有镂空肌理的横条纹外观效果。根据研究所得规律

可知,纬平针组织编织的织物平整、显色度好,局部横

列移圈后的纬平针织物在平整的基础上具有虚实相

间、厚薄不一的肌理感。织物具有细腻含蓄、透气轻盈

等特点,适用于优雅、复古风格的春夏毛衫,使毛衫细

节和层次更加丰富,舒适透气的同时散发着时尚现代

的气息,尽显女性优雅温婉的特点。
凸条组织采用局部编织工艺进行组织结构创新,

织物呈现出倾斜状立体横条纹花型外观效果,如图5
所示。采用局部编织后的凸条组织保留立体感[16]的

同时,改变了横条纹形态,可以实现曲线、不规则排列、
宽窄不一等条纹花型效果,丰富了横条纹表达形式。
花型具有立体肌理感、色彩清晰明快,适用于时尚、趣

味风格的毛衫设计,打破了人们对常规横条纹的定性

式审美,使横条纹毛衫具有较强的造型感、趣味感,不
落俗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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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纱线创新

纱线的外观特点以及物理特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条纹毛衫的质感、档次以及风格。不同原料、结构、性
能纱线的组合使用可以产生丰富的条纹花型外观效

果。
(1)不同原料纱线组合设计。采用天然纤维的羊

毛纱线和化学纤维的透明纱线交替编织凸条横条纹花

型,在织物凸起处使用羊毛纱线,未凸起处使用透明纱

线,羊毛纱线的柔软碰撞透明纱线的硬挺,使织物形成

虚实对比、局部镂空的立体条纹花型外观效果,如图6
所示。由于透明纱线具有透光性,在花型局部横列进

行编织,能够充分体现织物简约、通透、朦胧的美感,适
用于高端、优雅风格的横条纹毛衫设计。利用纱线透

明与不透明的间接效果,使毛衫产生若影若现、层次丰

富的视觉效果。

图4 移圈横条纹花型

图5 局部编织横条纹花型

  (2)不同结构纱线组合设计。采用表面具有均匀

毛圈结构的圈圈纱与羊毛纱线交替编织纬平针横条纹

花型织物,如图7所示。圈圈纱表面饰纱以螺旋方式

绕在芯线上,间隔地抛出圈形,可以使织物呈现蓬松柔

软、立体饱满的外观肌理。圈圈纱织物质轻且保暖效

果好,与羊毛纱线组合,适用于厚实保暖的冬季毛衫设

计,设计的毛衫实例如图8所示。圈圈纱与羊毛纱线

编织的织物视觉层次丰富,具有很好的装饰性,能丰富

横条纹花型视觉效果,使毛衫具有保暖性、舒适性的同

时无厚重感,满足了消费者追求时尚、舒适、个性的心

理。

图6 不同原料纱线横条纹花型

图7 不同纱线结构横条纹花型

图8 不同纱线结构横条纹毛衫

(3)不同功能纱线组合设计。采用镀银导电纱线

与羊毛纱线组合编织选择性添纱横条纹花型织物。在

织物反针面选择性地交替添入银色镀银导电纱线,织
物反针面呈现银色与羊毛纱色交替变换的条纹外观效

果,织物正针面呈现纯色羊毛织物质感。将反针面作

为织物花型正面,将纯色的正针面作为织物花型反面,
该横条纹花型可以运用于功能性毛衫产品,贴身面具

有羊毛织物舒适柔软的特点,花型正面在保证羊毛衫

舒适美观的同时,又具有防静电、保暖等功能[17],体现

了新技术、新材料与时尚设计的有机结合。此外,选用

选择性添纱组织能节约纱线用量,节省成本。

2.3 色彩创新

条纹毛衫花型色彩的选择及搭配受到色彩调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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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国际流行色、消费者需求、自然环境等因素影响。
结合色彩调和规律,采用同色系、邻近色或类似色进行

配色,可实现横条纹毛衫层次丰富、既统一又有变化的

效果;采用对比色、互补色进行配色,可设计具有一定

视觉冲击感、色彩突出的横条纹毛衫;采用黑、白、灰等

中性色进行搭配,强调了横条纹毛衫的整体性、协调性

以及舒适性,烘托了毛衫的主色调。此外,色彩排列间

距较密集的横条纹毛衫呈现出节奏活泼、层次丰富、理
性感强的特点;色彩重复排列较稀疏的横条纹毛衫会

呈现出节奏平缓、简洁大方的特点。

3 结语

(1)不同组织结构编织的横条纹花型外观效果不

同。通过组织结构设计可以实现平整或立体的横条纹

花型外观效果;采用双反面、选择性添纱组织编织的横

条纹花型织物皱缩程度明显,采用纬平针、凸条、反向

添纱组织编织的横条纹花型织物皱缩程度不明显;采
用纬平针组织、双反面组织、凸条组织编织的横条纹织

物显色度较好,采用添纱组织编织的横条纹织物显色

度较差。
(2)针织横条纹花型创新设计方法。组织结构创

新:通过不同组织结构组合设计,与密度调节、移圈、局
部编织等编织手法相结合。纱线创新:根据毛衫风格,
创新地使用不同原料、不同结构和不同功能的纱线。
色彩创新:运用色彩调和规律,把握色彩排列间距,结
合色彩流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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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InnovativeDesignMethodofHorizontalStripeSweaterPattern
JINYuan-yuan1,2,MAOLi-li1,2,*,LITing1,2

(1.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2.ShaoxingCityKeqiaoDistrict

WestTextileIndustryInnovationResearchInstitute,Shaoxing312030,China)

  Abstract:Theappearancecharacteristicsofknittedstripepatternandthedesignrulesoftheorganizationalstructurewerestudied

bymethodofcontrastiveexperiment.Creativedesignideaswereproposedfromthreeperspectivesoforganizationstructuredesign,

yarnselectionandcolordesign.Creativestripedpatternsweredesigned,andusedinthecasesofthedesignofdifferentknittedsweat-

ers.Theresearchshowedthatthestripedpatternwovenwithdifferentstructureshaddifferentwrinkledegreeandthree-dimensional

feeling,couldbeusedindifferentstylesofsweaterdesign,suchasleisureandelegance.Itprovidedbroaderdesignideasforsweater

patterndesigners.

Keywords:patterndesign;sweaterdesign;stripepattern;organizationalstructure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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