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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榆林地处陕西省最北部,榆林文化是陕北文化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造就了兼

收并蓄和包罗万象的文化特点,具有鲜明浓厚的地域特征。通过田野调查法、分析综合法等,对榆林地区的文化特色进行

考察调研,分析了能够展现榆林地域特色的色彩,提炼出具有代表性的色彩系列。将羊毛花式纱线运用到家居饰品设计

中,以凸显榆林独特的地域特色,并挖掘榆林多元文化在家居饰品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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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升,人们对于家居饰品的需求,
不再满足于基础的实用性质,所以装饰性、个性化、创
新性等多功能的家居形式百花齐放。

花式纱线的出现,使人们对其独有的风格特点予

以关注。通过对榆林典型的地貌进行色彩提取,从羊

毛花式纱线入手,探讨了羊毛花式纱线在榆林地域文

化特色家居饰品中的应用,研发了3个系列羊毛花式

纱线家居饰品,为拓展羊毛花式纱线家居饰品设计提

供新的思路。

1 榆林地域特色色彩色系提取

陕北文化在陕西文化中的位置举足轻重,它以特

有的文化特性引起广大学者的关注[1]。它的特点是在

陕北独特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以及政治经济等因素

下形成的[1]。榆林作为陕西省最北部城市,与内蒙古、
甘肃、宁夏、山西等省都有交界。这一极其特殊的地理

位置,造就了榆林民俗文化的多姿多彩,也成为陕北文

化的发祥地。
民俗文化是地域性很强的文化,不同地区都有其

属于自己且各自不同的民俗文化[2]。通过田野调查

法,由实地拍摄的图1(榆林波浪谷)中提取了可以凸显

榆林地域特色的6种颜色(图2),提取六色潘通色卡色

号分别为:1815C(深枣红色)、485C(柿子红色)、7515C
(米棕色)、7522C(豆沙紫色)、7585C(蜜枣棕色)和

1565C(珊瑚橙色)。

图1 榆林波浪谷

PANTONE1815C
深枣红色

PANTONE7585C
蜜枣棕色

PANTONE7515C
米棕色

PANTONE7522C
豆沙紫色

PANTONE785C
柿子红色

PANTONE1565C
珊瑚橙色

图2 色彩提炼方案

2 羊毛花式纱线的特点

2.1 带子纱

纺织品设计人员的最高追求是让平日生活中突来

的灵感变为一种直觉,并且针对市场不同的需求进行

有效的信息植入,最终使产品深受采购商和消费者欢

迎[3]。

带子纱是花式纱线常见的一种类型,产量较高、适
用面广,在花式纱市场占有重要的地位[4]。通过小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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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织带机将拉毛纱织成带子纱,便是拉毛带子纱,是一

种新型的复合花式纱线[5]。榆林城楼元素家居饰品设

计中,由小针筒织带机纺制的羊毛拉毛带子纱,进行了

花式纱线产品的创新,其制成的家居饰品表面光洁有

绒毛,可应用于靠垫、桌旗、坐垫、地毯、毛毯等家居饰

品中,面料色彩均匀、纹理清晰、悬垂性好,且产品轻盈

不厚重。

2.2 羽毛纱

羽毛纱由芯纱和饰纱组成,羽毛按其所设计的规

定方向分布。因为羽毛有方向性排列,所以制成的织

物布面饱满,极具装饰效果,并且光泽柔软、不容易掉

毛,制品服用性能好,保暖性强[6]。羽毛纱也叫睫毛

纱,可通过小针筒方式制成,也可通过钩编机制成,羽
毛纱线以其新颖的纱线结构、柔软而舒适的使用性能

和立体丰满的视觉效果,迎合了消费者追求时尚个性

的着装心理[7]。但是,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羽毛纱均

是采用化纤原料来纺制的,所以运用制成羊毛纤维与

羽毛纱的工艺做成的条子纺制为榆林城墙家居饰品系

列中的面料,使其制成的靠垫、桌旗、坐垫、地毯、毛毯

等家居饰品柔软亲肤,是喜欢毛绒手感的消费者的上

选。

3 花式纱线家居饰品设计

3.1 榆林城楼元素设计

榆林老街坐落于榆林市区东面,老街建筑以明清

时代居多,整个老街以六座明清建筑风格的楼阁从南

至北贯通,分别是鼓楼、凯歌楼、钟楼、星明楼、万佛楼

和文昌阁。
此图案设计灵感来源于六楼骑街,如图3所示,该设

计采用提取色中的5色,用米棕色为主打底色,深枣红色、
柿子红、珊瑚橙、豆沙紫色来装饰。粗细长短不一的线条

进行穿插,富有层次感,线条简约却不简单,犹如六座楼阁

遥相呼应,展现老街的文化韵味。如图4(a)所示,此设计

引用的城楼元素运用到餐厅中的靠垫、坐垫和桌旗中,美
观大方,日常三餐中品味幸福,为人们带来惬意的用餐时

光。如图4(b)所示,该系列设计搭配在客厅中,使客厅氛

围合心而安逸。如图4(c)所示,此设计应用于卧室里的靠

枕、毛毯及地毯,细腻亲肤,手感舒适,让卧室温暖舒心,静
享睡眠时光。此系列设计的面料为羊毛带子纱线制成的

面料,颜色恬静,整体氛围典雅内敛,为现代居住空间注入

古典韵味。

图3 榆林古街城楼

(a)餐厅      (b)客厅      (c)卧室

    图4 城楼元素家居饰品展示图

3.2 榆林城墙元素设计

广袤无限的毛乌素沙漠让人望而生畏,沟壑纵横

的黄土高原、气势雄伟的黄河波涛滚滚;加之陕北独特

的塞上风光,众多的文物遗存,形式多姿多彩、民间艺

术内容丰富,传递着榆林灿烂的历史文化[8]。陕西榆

林的镇北台就是蜿蜒千里的万里长城中最大的一座城

台[8],如图5所示。
以榆林镇北台为概念,采用羊毛羽毛纱线制成的

面料,并选用提取色中的5色,珊瑚橙为主色,以深枣

红色、柿子红、米棕色、豆沙紫两段不同颜色的城墙元

素对比修饰,整体颜色氛围明亮温馨。如图6(a)所示,
在餐厅的桌旗、靠垫和坐垫的设计将城墙元素灵活应

用,消费者在饮食的过程中享受着美。如图6(b)所示

在客厅将城墙元素应用在靠垫、地毯上,感悟出一份安

定又凸显一份生机。如图6(c)所示,应用于卧室的靠

枕、毛毯和地毯上,呈现出了祥和静谧的空间效果,从
细小的改变,让居室更加温馨,且搭配优质的羊毛花式

纱线面料,提升了床品的品质。该系列产品达到了民

俗文化创意产品既要满足文化的传承,又要表达出民

俗文化所蕴含时代精神[9]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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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榆林镇北台

(a)餐厅      (b)客厅      (c)卧室

    图6 城墙元素家居饰品展示图

3.3 榆林红石峡元素设计

红石峡处于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漠的交界地带,
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古朴、神秘,以其独特的地貌,广阔

的地域,厚重的人文历史底蕴,极大地吸引着外界研

究者的目光[10]。如图7所示红石峡,因山为红石而得

名,环视红石峡景色,崖壁错落不同,河流奔腾不息。
将红石峡几何元素和线条元素巧妙应用,富有层

次且有节奏感,色彩明快且变化丰富,黑白灰颜色关系

效果明显。颜色设计以珊瑚橙色和豆沙紫色较大块

面,加以柿子红和深枣红的小块面,再以米棕色线条装

饰,展现了仿佛置身于红石峡,两岸石窟古刹,峡内湍

急河流的景象。如图8(a)所示,将该元素用到餐厅的

桌旗、靠垫和坐垫上,颜色温馨和暖,再摆放一些饰品,
大气且不落俗套。如图8(b)所示,抱枕与地毯的整体

装点渲染了氛围,给消费者带来大气磅礴的感觉。如

图8(c)所示,该系列设计运用在卧室中,使整体颜色偏

向温暖,是一夜好梦的体验。羊毛花式纱线与家居饰

品桌旗、靠垫、坐垫、抱枕、地毯、靠枕、毛毯的结合,提
升居室品味,享受精致生活,感受有品位的生活体验,
优雅且富含底蕴。该系列设计氛围使人感悟到榆林的

锦绣河山,整体简约时尚又不失气质,既符合年轻人的

选择,也符合商务人员的喜好。

4 结语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品质也逐步

上升,消费者对于生活必需品家居饰品的要求也多样

化。采用分析综合法,通过提炼榆林的地域色彩与元

图7 榆林红石峡

(a)餐厅      (b)客厅      (c)卧室

   图8 红石峡元素家居饰品展示图

素,巧妙运用到羊毛花式纱线家居饰品上,展现了舒适

高端的个性化家居氛围。榆林的文化及自然资源丰

富,色彩鲜明,也为设计师提供新的产品设计切入点与

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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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andCharacterizationofAir-purifyingFabrics
XUPei-shan,SUNShu-wen,CHENLu,CHENLi-sha,CHENTing-ting,LVHai-ning*

(CollegeofNanhu,JiaxingUniversity,Jiaxing314001,China)

  Abstract:Nano-TiO2powdercouldproduceactivefreeradicalsbyphotocatalysis,decomposepollutantsintheenvironmentand

purifytheair.Purepolyesterfabricsandpurecottonfabricsweretreatedwithwaterdispersionofnano-TiO2powderbypad-cure

method,sothatthefabricshadtheabilityofairpurification.Bytestingthedegradationefficiencyofformaldehyde,thebestprocess

parameterswerefound.Theoptimumconcentrationofnano-TiO2dispersionwas2.5g/LforthetwokindsoffabricsunderUVirradi-

ation.Forpolyester,thebestoptimumresultscouldbeobtainedwhenthepHvaluewas12andthebakingtemperaturewas150℃,

whileforcotton,pHvaluewas10andcuringtemperaturewas120℃.Asimplediprollingmethodcouldgivethefabricgoodairpuri-

ficationability.Polyestershowedbetterformaldehydedegradationefficiencythancottonfabrics,yetbothofthemwerenotdurablefor

washing.

Keywords:airpurifying;nano-TiO2;polyester;cottonfab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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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ofWoolFancyYarnHomeAccessories
BasedonYulinCulturalCharacteristics

XIEHan-bing,XIAO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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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YulinwaslocatedinthenorthofShaanxiProvince.YulinculturewasanimportantpartinnorthernShaanxiculture.

Duetoitsspecialgeographicallocation,ithadcreatedeclecticandinclusiveculturalcharacteristics,withstrongregionalcharacteris-

tics.Throughfieldinvestigationmethodandcomprehensiveanalysismethod,theculturalcharacteristicsofYulinareawereinvestiga-

ted,andthecolorsofYulinregionalcharacteristicswereanalyzedtoextractrepresentativecolorseries.Woolfancyyarnwouldbeused

inthedesignofhomedecoration,tohighlightYulinuniqueregionalcharacteristics,andexploretheapplicationofYulinmulti-cultural

inhomedecoration.

Keywords:Yulinculture;homeaccessories;design;wool;fancyy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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