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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蜀锦作为汉代经锦的重要代表,其传承脉络与经锦技艺的演变紧密联系。以活化传统技艺为目的,通过文

献考据和案例分析,提出彩条牵经和高经密织造是汉代经锦技艺的核心特征,探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织物设计的创新价

值,总结出关于渐变彩条薄型织物品种与高密彩条厚型织物品种的研发框架,并通过由内向外、由质向文的设计理念传达

促进蜀锦在新时代下形成具有代表性的织物外观和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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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丝绸之路南拓西进的背景下,将古代丝织技

艺融入现代织物设计,拓展丝绸产品的文化和科技竞

争力,进一步探索品种创新的可能性,是新时代文化产

品设计的方向之一。经锦作为汉代丝绸之路上对外贸

易交流中的重要织物类型,也是蜀锦的早期产品,它的

发展使蜀锦不仅在我国织锦史上最为悠久,也为蜀锦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牵经技艺特征的研

究已具备理论基础和数据支持,现代织物设计也为传

统技艺的活化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如周赳针对经向显

彩的提花织物搭建了设计原理与方法、色彩模型、组织

结构规范、高密度织造等模块。在活化实践层面,钟明

等通过《南方丝路图》的创作,探索了彩条牵经结合纬

织原理的生产工艺。这说明经锦技艺特征与纬锦织造

原理并不冲突,若能将其提取并合理应用,可以产生更

多的织物外观、质感和色彩形式。通过提取经锦织造

技艺中的彩条牵经、高密度织造两大特征,与现代重纬

重组织设计相结合,形成了渐变彩条薄型织物品种与

高密彩条厚型织物品种的研发框架。

1 蜀锦设计中质文并重观念的传达

1.1 质文并重在蜀锦艺术设计中的重要性

质文并重是中国织锦的传统,外观形式与文化内

涵并重是中国织锦工艺产品设计的最高原则[1]。自先

秦蜀锦织造起源以来,织锦的外观形式包括纹样、质
感、色彩等要素,它们以技术为核心,以人的艺术性和

能动性为桥梁,完成了从技到艺的升华和循序渐进的

演变,构成了蜀锦艺术设计的内在维度。织锦的文化

内涵、地域特征和时代风格共同构成了蜀锦艺术设计

的外在维度。无论哪个时代或地区的织锦,也都因为

技艺特征的鲜明而被识别[2]。

1.2 质文失衡对蜀锦艺术设计的挑战

由于去手工化进程的到来,质文并重观念在近代

织物设计中逐渐隐去。交织的方式也从原来对线与线

关系的专注,变成了对像素般组织点的关注[3]。19世

纪末贾卡提花龙头被引入日本,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
国传统手工织造技艺也完成了从半自动化向自动化模

式的蜕变。看似自由的选经投纬实际以创造思维的固

化为代价。曾经深入丝理的织物设计生命力,就在交

织技术的效率提升中远去。现代蜀锦艺术设计,时而

走向重文轻质,营造织物的话题性而忽略它背后的技

艺特征;时而走向重质轻文,强调考古式复原却无问去

处,排斥新技术对旧传统的渗入。

1.3 活化理论对蜀锦艺术设计的指导意义

传统织造技艺的活化,是一种提取技艺特征,将其

与现代织造技术结合发现创新价值,最终提出品种设

计方案的过程。它改善了长久以来设计者对经锦与纬

锦互为取代,彼此对立的惯性思维;强调以技术为驱动

内核的设计观点,突破纹样的梳理与解构,避让显花工

艺的堆砌;重视将传统技艺作为新时代生产资源进行

开发的必要性,对回归人与技术的和谐关系有一定作

用,从而进一步拓展蜀锦艺术设计的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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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归经锦织造技艺特征的蜀锦艺术设计

2.1 经锦与蜀锦的共生关系

自辽阳西周墓出土双色平纹经锦以来,经向显彩

的丝织提花技艺特征不断被发掘出来。二重彩条经锦

和多重平纹高密经锦(3~5重),就是经锦织造发展至

汉代鼎盛时期的技艺结晶。左思《蜀都赋》以“贝锦斐

成,濯色江波”描绘了汉代经锦的瑰丽。伴随张骞两次

西域之行,西蜀经锦时而以物资时而以货币形式纵行

中亚至西欧。经锦技艺不是蜀锦织造的唯一特征,却
是融入蜀锦交织原理的古老技术基因,虽然受生产力

影响,其生命力仍然贯穿于每一次技艺变革中。

2.2 经锦织造技艺特征及其生命力

彩条牵经,是二重彩条经锦的核心技艺特征。汉

代二重彩条蜀锦以平纹经锦为主,与战国单层平纹织

锦的重地色轻纹色相比,二重平纹彩条蜀锦恰好相反。
用于显纹色的彩色经线常采用2~3色分区交替,形成

丰富的彩条分布,达到冷暖协调、虚实错落的装饰效

果。至唐代,彩条经锦吸收胡人对称纹样题材,并跨越

近百年的平纹结构,开始尝试斜纹经锦织造,它的出现

对彩纬逐条换色产生了一定启发。结合清代经缎地纬

浮花结构,以彩条牵经和彩纬逐条换色为基础,彩条蜀

锦又演绎出新的样式,包括月华锦、雨丝锦、方方锦、八
条花锦、散花锦和浣花锦等[4]。

高经密织造,是多重平纹高密经锦的核心技艺特

征。在相同单位面积里,重叠根数越多,经纬线紧密度

越高,织物就越厚实、平挺,但织造的技术难度也相应

增大。狩猎纹锦作为东周高密经锦的最早考古发现,
表层经密120根/cm,两重经线共240根/cm[5];五星

锦作为汉代五重平纹型经锦,表层经密为44根/cm,总
经密220根/cm。它们的经密都高于同期同型织物2
倍左右。由此可知,探索高经密技艺特征,一直是经锦

织造技艺的前沿追求。对这一技艺特征的坚持,也成

就了蜀锦织造精致、质地细密的独特之处。即便自唐

代经锦织造吸收了西域提花织造原理,将织物结构旋

转95°演化成纬锦织造原理后,对于高密度织锦的探

索,仍然是蜀锦织物设计不可缺失部分。

3 活化应用中的经锦技艺创新价值探讨

彩条牵经、高经密织造是汉代以来蜀都经锦的技

艺特征,缎地多重纬组织设计则是清代以后蜀都纬锦

的技艺特征[6]。蜀锦织造技艺三大特征的出现都是为

了增加织物交织的丰富程度,创造饱满浓郁的蜀锦织

物风格。从赋予织物经向色彩表达层次的多样性,转
向纬向色彩表达层次的丰富性,展现出古代蜀锦的华

美意蕴。

3.1 将牵经技艺用于解决多重显花工艺与织物厚度

冲突的创新价值

彩条牵经技艺是根据织物幅宽和经密等,结合织

物经向显色效果,按照彩经分区排列的不同方式,将已

卷绕在经耙筒子上的丝线,均匀地卷绕到经轴上的技

术,包括色组分区排列和色阶分区排列[7]。
将彩条牵经技艺用于现代纬织蜀锦的技术贡献在

于当传统纬织画面渐变层次增多,伴随纬重数增加,面
料手感将偏于僵硬;若在纬织共口增加并丝间色,又会

提升纬丝张力损耗丝线光泽,导致丝织物表面泥烂。
彩条牵经技艺分担了纬向显色的负荷,经纬渐变显花

工艺包括:由彩条牵经形成的从初始色到终止色的经

向渐变;甲经不显花,多重彩纬形成重组织进行显花渐

变;经纬交织的甲经浮长和纬浮长同时显花形成渐变

效果。
近代蜀锦织画技艺发展以来,缎地多重纬的复合

组织设计呈现多样性,包涵基原组织、变化组织、联合

组织、复杂组织等,也包括一个梭口可织7种不同颜色

的特结型重组织[9]。
一方面,多重显花工艺让织物的色彩丰富,质感突

出;另一方面,每增加一种纬线色彩,就会增加一层厚

度。这一工艺满足织画工艺需求,却不满足衣料工艺

需求。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直缺乏相应蜀

锦衣料的创新研发。色彩渐变的彩条薄型织物品种,
对蜀锦衣料的恢复性生产具有长远意义。

3.2 高密度经锦数码化设计的创新价值

在三大织锦中,唯古代蜀锦显现高经密的织物特

征。汉代能工巧匠不仅能创造性地配置经纬线的粗细

与密度,还能控制综片的程序运动织造出灵巧丰富的

图案造型,很好地将技术与艺术结合起来。
高密度经显色丝绸织锦数码化设计的尝试,具有

一定前瞻性。其方法就是在分析西方经显色棉型提花

织锦及高密度中国纬显色织锦的基础上,提出高密度

多色经提花丝织物的数码化设计方案。它以织物色彩

表达和组织结构设计为重点,在满足交织平衡的前提

下,将显色组织按表、中、里层分别设计之后再进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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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完成图案、色彩及织纹效果[8]。
高密度经锦数码化设计的应用需要考虑的前提是

组织分层后得到的组织点较多,过多的组织点反而使

锦面晦涩暗淡,因为丝织物的显色通常不是通过如像

素般的组织点来呈现,而是通过浮长与丝线张力的契

合来呈现。将高经密织造这一技艺应用到织锦数码化

设计中,不再追求组织的复杂化,结合彩条牵经技艺侧

重经向显花的色彩特征,将为高经密彩条厚型织物品

种设计提供技术支撑。

4 现代彩条牵经蜀锦品种设计框架

现代彩条牵经蜀锦的品种设计,由于处于新的技

术发展背景下,将涉及设备改造,所以这里侧重策略探

讨的层面,对具体项目的实施和既有产品的改良,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4.1 渐变彩条薄型织物品种设计

双经彩条薄型织物的工艺设计,可参考尼雅出土

二重平纹汉锦的密度,即总经密为120~76根/cm,纬
密在32~22根/cm。在这个品种中,月华锦曾由5种

颜色以上牵经通幅渐变,总经密在100根/cm,增加色

丝而不增加经密,仅以单层纬丝结节[10]。这一品种的

染色成本和牵经成本较高,但织物轻薄且色彩绚丽。
若经密再次降低,丝线色彩可再次增加;另外,除了在

丝线色彩和经密上考虑,还可以通过彩条布局形成新

的样式。方方锦本是北朝彩织方格兽纹锦的古老色组

分区样式(见图1),至清末已能达到经丝牵彩条,纬丝

逐条换色,相邻彩格花地互换形成明暗交错的奇特方

格效果(见图2)。若5种色丝不按照传统方式间隔排

列,而是每相距几厘米形成一次渐变彩条,加上两重纬

丝的逐条换色,那么理论上渐变彩条的方方锦便是可

织造的。

4.2 高密彩条厚型织物品种设计

高密彩条厚型织物品种设计的思路启发来源于

《南方丝路图》[11],其彩条牵经所在区域经密120根/

cm,纬丝为七重(见图3)。虽然经密不是最高的,但纬

密却因重数增加而居高,是丝织物中少见的类型,即便

对于数码设计系统,也是个庞大的运算量;更是数码提

花设备与剑杆织机少有触及的领域。高密彩条厚型织

物的试织,仍要借助电子纹枕与K251铁织机的配合,
加上人工辅助才能完成。

图1 北朝彩织方格兽纹锦平纹经线显花

图2 清代折枝三多几何纹方方锦经缎地纬浮花

图3 彩条牵经蜀锦《南方丝路图》

从品种优化的角度看,要提升高密彩条厚型织物

的外观,需尝试高于经密120根/cm的牵经技艺,并可

降低纬重数至五重或三重,结合彩条牵经技艺侧重经

向显花的色彩特征,辅以纬丝显花渐变和经纬显花渐

变,使3种渐变工艺恰到好处地协作,达到更高的技艺

水平。

5 结语

立足交织原理中线与线的关系,将彩条牵经、高经

密织造两大技艺特征引入重纬重组织设计,探索活化

应用的方向。这一尝试有助于解决多重显花工艺与织

物厚度的冲突,也有助于借助织锦 (下转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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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andDesignofFunctionalSleepingBagGarment
ZHOUYing-ying,CHENYi-ning,ZHANGYi,LIRen-lu,XUFeng,SUJun-qiang*

(SchoolofTextilesandClothing,JiangnanUniversity,Wuxi214122,China)

  Abstract:Basedonthediscussionofpotentialneedofoutdoorsportsenthusiasts,athoughtoftransformationbetweenoutdoor
wearandsleepingbagwasputforward.Foldinganddismountingmethodswereusedtoimplementthistransformationbyzippersand
buttonsfromtheperspectiveofstructureandfunctiondesign.Meanwhile,combinedwiththehumanengineering,bellowseffectand
thehuman-apparel-environmentsystem,theprinciplesandimplementationmethodsofcuffs,hat,water-proofpocketsandreflective
stripsweredesigned.Duetotheprincipleofthree-layerdressingcode,GORE-TEXtextileandfleecewereusedastheouterandmid-
dlelayertorealizetheirwearingfunction.

Keywords:outdoorsports;outdoorwear;sleepingbag;outdoorequipment


(上接第3页)
数码化设计解决高经密织造的复杂运算。提出借助彩

条牵经技艺分担纬向显色的负荷,以多种渐变工艺作

为基础:一是增加色彩而不增加经密,将总经密以尼雅

出土二重平纹汉锦的取值范围为参考的局部渐变彩条

薄型织物品种设计框架;二是尝试高于经密120根/cm
且降低纬重数的高经密彩条厚型织物品种设计框架。
如何将纬织原理嫁接彩条牵经技艺,采用适合的组织

形式,通过巧妙的间丝设计,利用共口和色、换箱飞梭

原理,研发出核心技艺、织物外观、文化内涵由内向外

高度平衡的产品,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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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Sha-sha1,MADe-kun2,ZHONGMing2,QIAOHong1,*,MAOYi-tan1

(1.ArtandClothingDesignInstitute,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610101,China;

2.SichuanShujingCultureCommunicationCo.,Ltd.,Chengdu610096,China)

  Abstract:TheancientShubrocade,asanimportantrepresentativeofthewarpbrocadeintheHanDynasty,wascloselyrelatedto

theevolutionofwarpbrocade.Withtheactivationoftraditionalskillsasaim,throughliteraturereviewandcaseanalysis,itwasput

forwardthatcolorstripesandhighdensityweavingwerethecorecharacteristicsofbrocadeweavingtechniquesintheHanDynasty.

Theinnovativevalueoftheintegrationoftraditionalskillsinmodernfabricdesignwasdiscussed.Thedesignstrategyofgradedcolors

forthinfabricsandhigh-densityfabricsweresummarized.Throughthedesignwayfrominsidetooutside,fromformtomeaning,it

wasconducivetoformtypicalappearanceandculturalconnotationsofShuBrocadeinthenewera.

Keywords:warpbrocade;technicalcharacteristics;designofShubrocade;ac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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