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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榆林作为中国陕西省陕北地区的代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该地区羊毛羊绒资源非常丰富,羊绒围巾就是

其中的代表产品。为了拓展羊绒花式纱线在针织围巾中的应用,提升羊绒围巾的品质,采用了田野调查、分析综合、归纳

演绎等方法,结合孟赛尔色立体和色彩设计理论,从榆林靖边波浪谷丹霞地貌中提炼色彩方案,归纳特色图案,将中空喷

毛带子纱作为针织围巾制作的原材料,采用数码控制技术将不规则混色渐变设计应用于羊绒花式纱线和羊绒围巾设计

中,以凸显榆林地域特色。研究结果表明,运用不规则混色渐变羊绒花式纱线的针织围巾具有鲜明的设计特色,外观新颖

独特,佩戴温暖舒适,这一设计方法可以为相关研究人员和设计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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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陕西榆林的靖边县龙州乡有一处绝美的丹霞景

观,展示了塞上丹霞的奇特神韵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因其是中国唯一一处可与闻名世界的美国西部波浪谷

相媲美的景区,被人们称之为中国的波浪谷。靖边波

浪谷红砂岩色泽鲜艳,会在阳光下形成特殊的光影,景
色壮观奇特,远看犹如汹涌澎湃的波浪,经过1亿多年

的复杂地质作用,形成了今日塞上特有的丹霞地貌美

景,占地约20km2。丹霞地貌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

分布,但经相关专家鉴定,国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的丹

霞地质遗迹景观带就是陕北丹霞地貌[1]。
通过多次实地调研,榆林当地有数家羊绒生产企

业,羊绒资源十分丰富。众所周知,羊绒是十分珍贵的

动物纤维,轻、软、柔、滑、糯等都是它独特的优点,羊绒

产品作为纺织品中的高档产品,一直备受消费者喜爱,
具有独特的光滑、细腻、高雅等风格。羊绒围巾是羊绒

产品之一,细腻亲肤、光滑柔软、保暖性强,但近几年

来,羊绒围巾在样式风格上的改变微乎其微,大部分的

产品缺乏特色[2-3]。
近年来,出现了很多别致、上乘的花式纱线产品,

既有实用价值又有审美价值。花式纱线可以使面料的

外观风格别具一格,在视觉上更具立体感,色彩更加绚

丽。目前,各种服装面料以及装饰产品的创新开发都

与花式纱线紧密相关[4]。从花式纱线入手开发围巾的

概念超前新颖、可行性强,同时有利于开发新型的创意

面料[5-6]。
围巾作为秋冬季节的常用服饰产品,中国目前有

关花式纱线针织围巾的文献相对较少,现有的文献基

本上是从围巾织造工艺设计、款式设计、围巾与服装搭

配这几个方面进行研究[7]。以榆林地貌特色为切入

点,根据榆林丹霞地貌提取色彩方案及特色图案,分析

了数码控制技术花式纱线的优势,设计出4款凸显榆

林地貌特色的羊绒针织围巾,使针织围巾的外观设计

呈现不同以往的风格。

1 色彩及图案提取

1.1 色彩提取

通过在榆林波浪谷地区的实地调研,拍取了具有

代表性的波浪谷丹霞地貌照片,如图1所示。本文4
款围巾是依据榆林丹霞地貌提炼的色彩方案进行设

计,围巾设计中最能表现视觉效果的要素就是色彩,因
为当人们看到围巾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色彩,之后才

是造型、材质等,色彩可以在第一时间吸引人的注意

力,因此在设计中十分重要[8]。
由美国画家孟赛尔定义的色相、明度、纯度是色彩

的3个基本属性,构成了孟赛尔色立体。在色彩的3
个属性中,明度是色彩搭配的基础,任何色彩都可以还

原为明度关系来思考,明度最适于表现空间感、层次感

与立体感。由于南北差异,北方多黄土覆盖,所以榆林

丹霞地貌整体呈黄色调,而不同于南方的红色调[9]。
结合孟赛尔色立体和色彩设计理论,榆林丹霞地貌整

体呈黄色调,都是以橙色为基准与其相隔30°的类似

色,类似色组合的画面协调统一,质感柔和,再加以明

度和纯度的变化,可以增强画面色彩对比,根据榆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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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地貌的独特地貌特征,运用明度变化可以更好地体

现出层次感和动感。在孟赛尔色立体中,中心轴表示

颜色的明度,明度由黑到白可以分为9个梯度,如图2
所示,1-3为低明度基调,4-6为中明度基调,7-9
为高明度基调。所以色彩方案的提取主要从明度变化

来着手,在照片中分别提取低、中、高3个明度基调的

色彩。

     (a)波浪状         (b)百叶窗状

图1 榆林丹霞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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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孟赛尔色立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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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明度区域划分图

如图3所示,将丹霞地貌最具代表性的一张照片

划分出3个明度区域,从中分别提取出3个明度的颜

色。色彩提炼方案如图4所示,提取三色分别为PAN-
TONE19-1331TPX(深棕色),低明度;PANTONE
16-1336TPX(卡其 色),中 明 度;PANTONE14-
1139TPX(淡橘色),高明度。3种色彩不同比例的混

合搭配呈现出的效果各异,大比例淡橘色调给人一种

活力阳光的感觉;大比例卡其色调给人一种平静和谐

的感觉;大比例深棕色调给人一种沉着稳重的感觉。
这3种色彩的搭配组合淡雅大方,配合变化多样的图

案又不失围巾饰品的装饰特性。

色彩一：PANTONE19-1331TPX（深棕色）

色彩二：PANTONE16-1336TPX（卡其色）

色彩三：PANTONE14-1139TPX（淡橘色）

图4 色彩提炼方案

1.2 图案提取

榆林丹霞地貌大部分呈现波浪状和百叶窗状[9],
如图1(a)、图1(b)所示。靖边波浪谷蜿蜒曲折,层层

叠叠,波浪型的红色岩石连绵起伏,线条柔美,满眼的

绝美景色引人无尽遐想。从丹霞地貌的特色景观中提

取出的主要图案是波浪形线条和百叶窗状的直线条,
曲线与直线、多层次的排列构成形式和层叠渐变的色

彩结合可以将丹霞地貌的特色得到最大体现。

2 新型花式纱纺制特点

花式纱线是采用特殊原料、设备或工艺对纤维或

纱线进行加工,制成的具有特殊结构及外观效果的纱

线,具有装饰作用。花式纱线有别于普通纱线之处在

于将线的形态结构改变,从而展现出不同的外观效

果[10]。常规的花式纱线有竹节纱、大肚纱、彩点纱、圈
圈纱等。

现在新型的喷毛带子纱制成的服装重量仅为普通

纱线的1/3,这种纱可以达到更加柔软、蓬松、轻质、保
暖的效果。中空喷毛带子纱是将粗纱经过分梳装置后

再将纤维喷入带子纱中。另外,生产这种效果的纱线

还有其他2种方式:一种是须条从前罗拉输出后直接

编织成带子纱,中间不喂入其他纤维;另一种方式是包

芯带子纱形式,将精纺的粗纱或粗纺梳毛机下机的小

毛条连续喂入到带子纱中。
目前的花式纱线技术已经可以生产出多组的彩色

渐变条子,控制精确度有很大提升并且可依照需求对

工艺进行设计,从结构上成功解决了各种颜色条子喂

入时产生搭接不良的问题。如果纱线应用于梭织领

域,那么多色条子混合渐变机生产的彩色条子可以通

过精纺工序生产出彩色渐变单纱,以双经单纬的方式

制成梭织产品,应用前景相比目前市场上的段彩纱更

好。彩色渐变纱很好地解决了中长段的色彩变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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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其横截面包含多种纤维,其中每种纤维所占比例

和渐变段长度均可调节,并且色彩渐变过程均匀,这既

有助于企业开发新型产品,又有助于满足消费者各异

的消费需求。

3 围巾设计

围巾是重要的服饰配件之一,在要求功能性的同

时还需具备装饰性,既可以防寒保暖,又可以起到搭配

装饰的作用,以柔美、靓丽、多彩的造型与材料,丰富的

色彩,成为日常装扮不可或缺的部分[11]。在针织围巾

设计中,对色彩和图案进行归纳概括处理,相比细节处

理可以产生更大的视觉冲击力,引人注目。
设计的4款针织围巾总体风格简约雅致又不单调

乏味,简约中富有变化,主要运用混色渐变色彩和抽象

几何图案搭配进行设计。
3.1 混色渐变针织围巾

混色渐变设计也是抽象图案的设计。抽象图案是

相对于具体图形形态而言的,基本以点、线、面和肌理

效果为主要表现对象,形态构成的灵活性使得抽象图

案有更大的想象和自由发挥空间,从而有无限变化的

可能。混色渐变设计通过营造面的变化和肌理感来表

现,针织面料上的混色渐变可以营造出独特的肌理感,
榆林丹霞地貌色彩和变幻起伏的地貌特征决定了适合

于混色渐变的设计方法。
3.1.1 分段效果的混色渐变围巾

分段效果的混色渐变针织围巾是罗纹组织结构,
有良好的弹性和延伸性,卷边性小,如图5所示。围巾

大体呈现的是深棕色-淡橘色-深棕色-卡其色调的

渐变,通过控制混色比例及渐变段长度来达到其分段

色彩渐变效果。(1)深棕到淡橘色的渐变。在深棕色

纱线中逐渐喂入卡其色和淡橘色纱线,卡其色和淡橘

色所占的比例逐渐变大,深棕色逐渐消失,到淡橘色和

卡其色各占50%,而后逐渐增加淡橘色的喂入比例,减
少卡其色的喂入比例,到淡橘色纯色。(2)淡橘色到深

棕色的渐变。在淡橘色中逐渐喂入深棕色纱线,深棕

色的比例逐渐增加直至淡橘色消失,只有深棕色纯色,
完成渐变。(3)从深棕色到深棕、淡橘、卡其色的混色

渐变。淡橘色和卡其色从相等的小比例开始,卡其色

比例逐渐增大,最后结束部分是60%左右的卡其色,
20%左右的淡橘色和20%左右的深棕色。
3.1.2 波浪效果的混色渐变围巾

罗纹组织结构的波浪效果混色渐变针织围巾,如
图6所示。提取了榆林丹霞地貌弯曲变幻的特征,通
过数码控制色彩比例和长度的方式使围巾整体呈波浪

渐变的效果,起伏变化和有规律的重复,极富韵律感。
淡橘色比例大的部分有向外凸的视觉效果,深棕色比

例大的部分有向内凹的视觉效果,巧妙地用色彩搭配

和比例来营造出前后空间感,如梦似幻,引人遐想。围

巾由卡其色渐变到深棕色和淡橘色渐变到深棕色两部

分重复排列组合而成。边缘用明艳的淡橘色收尾,与
主体部分柔和渐变的深棕色调形成对比,为整条围巾

增添了活力。

图5 分段效果的混色      图6 波浪效果的混色

渐变围巾 渐变围巾

图7 波浪线条感的围巾    图8 几何构成形式的围巾

3.2 对称构成形式的针织围巾

在针织围巾设计中,点即一个线圈,是构成图案的

最小单元,线和面构成的图案都是由一个个线圈组成,
点的大小、位置、形态不同,产生的视觉效果也不同。
对称构成形式在视觉上形成均衡感,佩戴围巾时垂下

的两侧可以互相呼应。
3.2.1 波浪线条感的围巾

这款围巾中间部分的图案设计是根据丹霞地貌蜿

蜒起伏的特征概括而来,如图7所示。以淡橘色为底

色,弯曲部分的线条是各占50%的深棕色和淡橘色纱

线组成。围巾两端收尾部分是淡橘色80%和卡其色、
深棕色各10%的混色组成。围巾的上下边缘装饰部分

也有波浪状的设计,弯曲而有规律的线条灵动又不呆

板,深棕色线条中间的混色部分是卡其色和淡橘色的

混色,从卡其色30%和淡橘色70%的混色到各占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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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混色。线条图案的设计在纬平针组织的基础上,通
过提花工艺来编织。
3.2.2 几何构成形式的围巾

几何图形的构成根据形状和排列组合形式,可以

表现出有秩序的设计感,如图8所示。这款纬平针组

织的围巾上下两部分完全对称设计,边缘的渐变部分

是从深棕色到淡橘色的渐变,同时喂入淡橘色和卡其

色,当卡其色比例达到25%时,3色混色的比例为卡其

色25%,淡橘色25%,深棕色50%,然后逐渐减少深棕

色和卡其色的喂入比例,渐变至淡橘色;接下来2段相

同的花纹用提花工艺编织,以卡其色为底色,深棕色的

波浪状线条通过丹霞地貌抽象变化而来,围成的图案

为菱形,采用二方连续的手法横向有规律地重复,起到

装饰作用;下一段以淡橘色为底色的部分,2条波浪状

的深棕色线条为整条围巾增添了灵动感;正中间部分

的2段对称渐变是由深棕色50%,淡橘色和卡其色各

25%的混色到深棕色的渐变。在色彩搭配上形成一定

的节奏感,色彩对比鲜明,在针织织物上能清晰地凸显

出图案。

4 结语

(1)根据地貌整体色彩和特色并结合孟赛尔色立

体和色彩设计理论,通过类似色的选色方法和明度设

计原则,提取色彩方案及特色图案进行围巾设计,可以

有效地凸显其地貌特色。
(2)不同色彩排列组合的围巾设计可采用先进数

码控制的方法,通过控制喂入色彩比例和长度来实现

相应的渐变效果,方式快捷、效果新颖。
(3)将中空喷毛带子纱作为围巾制作的原材料,可

以使围巾更加轻薄柔软,佩戴舒适且保暖性更好。
(4)设计师在新产品设计时,应紧密关注相关行业

的高科技发展动态以及最新的工艺技术手段,将它们

有机地融合于产品设计中,并结合地域特征,不断提升

产品的高科技含量以及特色,才能做出独一无二的新

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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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YulinLandformCharacteristicPatterninKnittingScarfDesign
ZHAOWen-jin,XIAOHong*

(CollegeofFashionandArtDesign,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Yulin,astherepresentativeofnorthernShaanxiinShaanxiProvince,haddistinctregionalcharacteristics.Thisareawas
veryrichinwoolandcashmereresources,cashmerescarfwasoneoftherepresentativeproducts.Inordertoexpandtheapplicationof
cashmerefancyyarninknittingscarfandimprovethequalityofcashmerescarf,themethodoffieldsurvey,analysisandsynthesis,

inductivedeductionwereadopted.CombinedwithMunsellcolorstereoandcolordesigntheory,thecolorschemewasrefinedfrom
DanxialandformsofJingbianwavevalleyinYulin.Thecharacteristicpatternsweresummarized.Thehollowhairjettapeyarnwas
usedasrawmaterialfortheproductionofknittedscarves.Theirregularmixedcolorgradientdesignwasappliedtothedesignofcash-
merefancyyarnsandcashmerescarvesbydigitalcontroltechnology,tohighlighttheregionalcharacteristicsofYulin.Theresults
showedthattheknittedscarfusingirregularmixedcolorgradientcashmerefancyyarnhaddistinctivedesignfeatures,novelandu-
niqueappearance,andwarmandcomfortablewearing.Thisdesignmethodcouldprovidereferenceforrelatedresearchersanddesign-
ers.

Keywords:Yulin;Danxialandform;cashmere;fancyyarn;knittedscarf

·93·     2020年第8期             应用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