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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款式的面料展示系统开发是根据已有的织物面料和服装款式,把织物面料铺到服装款式上,使面料的花

型、颜色等效果都能在服装款式上得到充分展示;连续加载一种款式6个不同身位的面料填充效果图,体现出动态的面料

展示效果。系统实现了让消费者能在自己喜欢的款式上更好地选择面料,面料设计者更能设计出符合规定款式、色彩、花

型的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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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市场调研中发现,企业生产的布料摆在一定区

域进行展示或用图片进行展示,没有和衣服款式匹配

起来,就不能让消费者更加直观地看到面料做成衣服

的效果,这对企业和服装店是一种不足。随着计算机

技术的发展,纺织行业也运用了纺织CAD、服装CAD
等相关软件以辅助企业设计面料和衣服,不仅缩短了

产品设计和生产时间,且变得更加便捷、高效。但是面

料在衣服款式上展示还存在不足。如果能开发出一款

基于款式的面料展示系统,从纱线、组织、紧度、密度选

择到面料模拟,面料在款式上的展示等都用计算机虚

拟完成,就可大大节省生产时间和成本,并且达到私人

定制效果。为此,设计开发了一款基于款式的面料展

示系统,面料是由本校开发出来的纺织面料快速智能

设计系统模拟出来的效果图,具有很真实的色彩和花

型;款式由专业人士画出,像款式设计师、服装设计师

等专业人士根据流行款式用计算机设计出来,可把面

料填充在款式上以体现出动态的展示效果。

1 系统概述

基于款式的面料展示系统的最终功能是面料映射

到服装款式上,使面料的花型、颜色等效果都能在服装

款式上得到充分展示,从而使得面料的展示效果更加

生动、直观,并且展示了正身位、右侧身位、背面、左侧

身位等6个不同方向的面料展示,达到360°展示效果。
为了实现上述功能,本文对系统的体系结构和具体实

现及各个功能模块做了详细介绍,主要有打开面料图

模块,款式图的图像处理模块,动态展示效果模块及功

能模块整合;其中打开面料图模块的功能是选择填充

的面料图,面料图是由我校开发出来的纺织面料快速

智能设计系统模拟出来的效果图。
款式图的图像处理模块是核心,功能是把款式图

的目标图像标识出来并存到文件中,为后续的面料填

充调用读取。图像处理包括图像二值化、连通区域标

识及存取,其中图像二值化是把款式图像通过设定固

定阈值[1],把灰度图像变成仅用两个值(0或1)来分别

表示背景图像和目标图像的二值图像;其中目标取值

为1,背景取值为0,为后续处理提供了方便。连通区

域的标识是标记目标图像连通区域并标号,每标记一

个目标图像连通区域标号加1,直到标记完毕。然后把

整幅款式图像的像素点坐标及标号值存入流文件中,
其中标号大于等于2的连通区域是目标图像,方便以

后调用读取。
动态展示模块的功能是展示面料在款式上填充后

的效果图,且面料的花型、颜色等效果都能在服装款式

上得到充分展示;使得面料的展示效果更加生动、直
观,连续加载一种款式6个不同身位的面料填充效果

图,能体现出动态的面料展示效果[2]。动态展示模块

需要调用读取款式图像的像素点坐标及标号值,当标

号值大于等于2时映射面料图的纹理,进行铺图。由

于面料比款式图小,如果直接映射会导致有些目标图

像区域映射错误,所以在映射过程中要把面料图创建

成与款式图大小相当的位图,再去映射。由于款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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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不同,其面料图的映射方向也不尽相同。例如衣身

部位与衣领的纹理就方向不同,在前面对款式图各部

位的像素点坐标及标号要分别读取,并对创建的面料

图位图作相对应的旋转变换[3]。

2 系统开发及所用算法

2.1 系统开发框架和环境

基于款式的面料展示系统的开发是分功能模块化

进行研究开发的,如图1功能模块化图,当各个功能模

块编程实现后把这些功能模块按先后顺序整合到一

起,用一个直观的菜单形式展现出来。这些功能模块

分别是打开面料图、款式图的图像处理和动态展示效

果图,然后进行各个功能模块的系统整合,一个完整的

基于款式的面料展示系统就被研发出来了。

打开面
料图

款式图的
图像处理

动态展
示效果

进行功能
模块整合

图1 功能模块化图

在系统开发环境上,基于款式的面料展示系统是

由 WindowsXP或 Windows7系统的电脑,以及Del-
phi7.0集成开发环境开发的。

2.2 系统开发所用算法及相关技术

2.2.1 图像的二值化

图像二值化的基本原理是将图像上的点的灰度置

为0或255,也就是将整个图像呈现出明显的黑白效

果,即将256个亮度等级的灰度图像通过适当的阈值

选取而获得仍然可以反映图像整体和局部特征的二值

化图像。在数字图像处理中二值图像占有非常重要的

地位,特别是在实用图像处理中以二值图像处理实现

而构成的系统是很多的。要进行二值图像的处理与分

析,首先要把灰度图像二值化,得到二值化图像,这样

有利于在对图像做进一步处理时,图像的集合性质只

与像素值为0或255的点的位置有关,不再涉及像素

的多级值,使处理变得简单且数据的处理和压缩量小。
为了得到理想的二值图像,一般采用封闭、连通的边界

定义不交叠的区域。所有灰度大于或等于阈值的像素

被判定为属于特定物体,其灰度值为255表示,否则这

些像素点被排除在物体区域以外;灰度值为0,表示背

景或者例外的物体区域。如果物体同背景的差别表现

不在灰度值上(如纹理不同),可以将这个差别特征转

换为灰度的差别,然后利用阈值选取技术来分割该图

像。动态调节阈值实现图像的二值化可动态观察其分

割图像的具体结果[1]。
图像二值化的方法有很多,阈值的选择是二值化

图像的关键。二值化方法有迭代法[4],OTSU算法[5]

等,OTSU算法也称大津算法,是全局二值化算法的经

典算法之一。其基本思想是求取最佳门限阈值,图像

灰度直方图被此阈值分割成黑白(背景与前景)两部

分,并使两部分类间的方差取得最大值,类内方差值最

小,即类间分离性最大,但类内的相似性最大。迭代法

的主要思想是循环利用迭代的方法,逐步逼近最佳阈

值[6]。而本文图像的二值化的具体方法是固定阈值法

二值化,即通过设定固定阈值,把灰度图像变换成仅用

两个值(0或1)来分别表示的目标图像和背景图像的

二值图像,其中目标取值为1,背景取值为0。在实际

的位图(Bitmap)中,0对应于RGB值均为0(黑色),1
对应于RGB值均为255(白色)。

2.2.2 目标图像的连通区域标记算法

基于像素点的连通区域标记算法通常可以归纳为

顺序法[7]和区域增长法。顺序法是二值图像区域标记

的传统算法,需要扫描两次图像,对于未作标记的像素

标号可以从它的邻域中获得。第一次扫描逐行逐列扫

描像素,判断像素之间的邻域关系并标号,第二次扫描

消除重复性标记的像素点,该算法需两次扫描图像增

加了算法的运行时间。
区域增长法采用种子点填充的原理,只需要对图

像进行一次扫描,可分为递归法、深度优先搜索法和广

度优先搜索法。递归法需要消耗很大的堆栈空间,仅
适用于小面积连通区域的标记,如果图像中含大面积

的连通区域则会导致系统堆栈溢出,算法运行失败[8]。
而本系统所用的款式图的连通区域面积较小,可以采

用递归法标识连通区域。递归法常见的有四邻域标记

算法和八邻域标记算法。
(1)四邻域标记算法 四邻域标记算法包括以下

步骤:①判断此点四邻域中的最左,最上有没有点,如
果都没有点,则表示一个新的区域的开始。②如果此

点四邻域中的最左有点,最上没有点,则标记此点为最

左点的值;如果此点四邻域中的最左没有点,最上有

点,则标记此点为最上点的值。③如果此点四邻域中

的最左有点,最上都有点,则标记此点为这两个中的最

小的标记点,并修改大标记为小标记。
(2)八邻域标记算法 八邻域标记算法包括以下

步骤:①判断此点八邻域中的最左、左上、最上、上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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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如果都没有点则表示一个新的区域的开始。

②如果此点八邻域中的最左有点,上右都有点,则标记

此点为这两个中的最小的标记点,并修改大标记为小

标记。③如果此点八邻域中的左上有点,上右都有点,
则标记此点为这两个中的最小的标记点,并修改大标

记为小标记。④否则按照最左,左上,最上,上右的顺

序,标记此点为四个中的一个[9]。

2.2.3 位图的创建与旋转

在对款式图的目标图像进行铺图时,每块连通区

域的纹理角度和方向都是不一样的。例如衣领和衣袖

部位,在纹理映射之前要根据每块连通区域的特点对

布料图像位图进行旋转角度调整;否则映射到模特身

上的布料纹理、花型都是一样的,无法反映出真实效

果。图像的旋转也是一个自定义过程,一般图像的旋

转是以图像的中心为原点旋转一定角度。
图像的旋转其实就是图像上像素点的坐标变换,

假如旋转前某一点的坐标为 [x0,y0,1],旋转后的坐

标为[x1,y1,1],在二维平面上点绕原点顺时针旋转θ
角,则其变换矩阵如式1所示:

(x0y01)=(x1y11)R-1

=(x1y11)
cosθ sinθ 0
-sinθ cosθ 0
0 0 1

æ

è

ç
ç
ç

ö

ø

÷
÷
÷

(1)

3 系统开发过程及功能展示

3.1 系统的功能结构图

在开发过程中该系统是模块化设计,主要按照功

能化模块进行编程完成。这是因为将系统按功能模块

化后,目的清晰,编程操作便捷,有问题容易解决。在

系统的开发过程中主要分了如下几块:打开面料图,款
式图的图像处理,动态展示效果,进行模块整合,如图2
所示。

基
于
款
式
的
面
料
展
示
系
统

打开面料图

格式转换

图像处理

动态展示

二值化

连通区域标识

像素点写入

像素点读取

图2 系统的功能结构图

3.2 打开面料图模块

打开面料图模块功能是打开选择的面料图,在系

统中显示出面料的图像,也就是用来铺在款式上的面

料图像,如图3所示。

(a)界面            (b)效果图

图3 打开面料图

3.3 款式图的图像处理

款式图的图像处理功能是把款式图的目标图像标

识出来并存到文件中,为后续的面料填充调用读取。
这一功能模块包括图像二值化及其初始化,款式图目

标图像的标识,目标图像的像素点坐标及标号的保存,
以及目标图像的像素点坐标及标号的读取,如图4所

示。

图4 图像处理窗体界面

3.3.1 款式图像的二值化及其初始化

款式图像首先要二值化,通过设定固定阈值,把灰

度图像变换成仅用两个值(0或1)来分别表示的目标

图像和背景图像的二值图像;设置为24位真彩色,其
中目标取值为1,背景取值为0。实际位图(Bitmap)
中,0对应于RGB值均为0(黑色),1对应于RGB值均

为255(白色)。当确定按钮按下时,图像二值化并对图

像的每个像素点赋值。
在图像二值化的同时对图像进行扫描,初始化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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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标号,白色的区域标号为1,黑色的区域标号为0,定
义一个数组Yarray[i,j]记录图像的坐标点的标号,i
表示行坐标,j 表示列坐标。编程实现原理是图像二

值化后,每个像素点的值分别是255或0,再次对图像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一行一行使用Scanline进行扫

描,通 过 把 每 个 像 素 点 的 值 除 以255取 整 赋 值 给

Yarray[i,j],这样就把整个款式图像的每个像素点

值初始化成0或1了。

3.3.2 目标图像的标记

在款式图的标记中,款式图以内才是目标图像需

要标识的,以外的为背景图像,是不需要标识的。当用

鼠标点击某一目标区域时该目标区域被标识,标号增

加1,显示为蓝色,如图5(a)所示;其余的目标图像连

通区域以此类推,标识完所有的目标区域时,整个款式

图显示蓝色,如图5(b)所示。在某一连通区域进行标

识时要搜索边界,当到边界时就往回搜索,直到整个连

通区域被标识完,这里所用的方法是四邻域标记算法,
是一个递归的过程。目标图像的标号初始化值为2,是
一个鼠标按下相应事件。

(a)第一次标记         (b)完全标记

图5 目标图像标记图

3.3.3 目标图像的像素点坐标及其标号保存调用

用鼠标点击目标图像,直至目标图像全部被标识。
如图5(b)右图所示蓝色的部分是目标图像,主要把其

像素点坐标及其标号存到一个文件中,每当需要对这

幅款式图进行铺图时调用保存在文件中的数据即可。

3.4 动态展示效果的实现

3.4.1 面料填充

在填充面料时要注意几个实际问题,一是在进行

面料填充时要创建一个和款式图图像大小相同的面料

位图,这样才能使款式图像与位图的像素点一一对应,

使款式图中的目标图像全部填充面料的纹理和花型,
形成完美的匹配。二是在进行面料填充时,有些部位

是需要面料图旋转一定角度后再进行填充,因为在款

式图图像标识时,不同的目标图像连通区域的纹理角

度和方向有些是不一样的。例如领子部分和袖子部分

的连通区域,在面料填充之前要根据目标图像每块连

通区域的特点对布料图像进行旋转角度调整,否则映

射到款式图像上的布料纹理、花型都是一样的,无法反

映出真实效果。正常的面料填充效果图及动态展示效

果图如图6所示。
解决第一个问题需要自定义一个过程(create_Im-

age(varbmp:tbitmap;bmp1:tbitmap)),直接调用,
按照款式图的大小创建位图;位图加载面料图像,把面

料图(原图)用for循环的形式按照款式图的宽度和高

度多铺几个就可以解决。用款式图的高度除以面料图

的高度得到的值作为铺的行数,款式图的宽度除以面

料图的宽度作为铺的列数,把创建好的位图像素点值

赋值给款式图的目标图像相对应的像素点,就可以实

现面料填充款式图。
解决第二个问题也是自定义一个过程(bmp_ro-

tate(Srcbmp,DestBmp:Tbitmap;angle:extend-
ed)),把上述所创建的位图进行任意角旋转,然后再与

目标图像需要旋转的连通区域的像素点一一对应;图
像的旋转其实就是图像上相应的像素点的坐标变换,
把位图旋转前某一点的像素值赋值给旋转后位图相对

应的像素点,这样就可以达到整幅图像的旋转。
首先要确定需要旋转的角度(绕中心点顺时针),

调用该过程,最后进行填充,这样就解决问题了。最后

就是实现正常的面料填充了,当按下确定按钮时系统

会自动调用创建位图、旋转位图两个过程;创建好所需

要的位图和旋转位图,进行面料填充时自动调用所需

的位图,如图6所示。

  (a)正视图      (b)左前视图    (c)左视图

图6 面料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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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系统的使用

第一步,启动应用程序(基于款式的面料展示系

统),单击文件菜单→打开,会出现一个选择面料图的

对话框,选择想要的面料图,如图7(a)所示。
第二步,选中想要的面料图后,点击打开,会在

Image1中显示所选中的面料图,如图7(b)所示。

(a)打开面料图对话框

(b)选中的面料图

图7 面料打开示意图

第三步,点击动态展示菜单→OK,面料在款式图

上的展示效果会在Image2、Image3上体现出来,如图

8所示。

(a)正视图       (b)左前视图

(c)左视图        (d)背视图  

(e)右视图        (f)右前视图

图8 动态展示效果图

4 结语

基于款式的面料展示系统开发其功能是面料映射

到服装款式上,使面料的花型、颜色等效果都能在服装

款式上得到充分展示;使得面料的展示效果更加生动、
直观,且展示了正身位、右侧身位、背面、左侧身位等6
个不同方向的面料展示效果图,达到了360°展示效果。
该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实现用纺织CAD模拟出来的面

料在款式上的具体展示,让用户很直观、方便地看到

了将面料做成成衣后的真实效果,对其设计,生产都有

很好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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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荷叶边-疵点图片

图15 烫痕、熨烫色变-疵点图片

3 结语

20世纪80年代起源于欧洲的无缝针织服装产业,
从1992年作为较高科技含量的新型服装行业正式进

入中国后,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2005年至今中国已

经成为无缝针织服装全球最大的生产制造基地。
随着无缝针织服装在中国的高速发展、成熟及完

善,客户对无缝针织服装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在疵

点特征与形成原因上的分析研究还需进一步完善,如
何加强生产管理提前消减疵点及规避风险,更好地和

国际接轨仍是任重道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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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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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 莹.我国纺织品服装标准体系的研究和建立[D].上

海:东华大学,2007.
[4] 孙旭东.针织面料疵点分析[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0.

AnalysisofCommonDefectsforSeamlessKnittedGarments
DONGZhi-fang,CHENXiao-ling*

(CollegeofTextileandFashion,HunanInstituteofEngineering,Xiangtan411100,China)

  Abstract:Thedefectsintheproductionprocesswereabigproblemthataffectedthequalityofseamlessknittedgarments.Accord-
ingtotheactualproductionsituationoftheenterprise,thedefectsfeatureandformingcausesofseamlessknittedgarmentswereana-
lyzedfromtestingstandard,yarnmaterial,knitting,dyeingandfinishing.Itcouldprovidetheoreticalbasisandtechnicalreferencefor
thequalitycontrolintheproductionprocessofseamlessgar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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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ofFabricDisplaySystemBasedonStyle
HUABing-yu,WANGJin-mei*,ZHUShuang-wu
(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Thedevelopmentoffabricdisplaysystembasedonstylewasaccordingtoexistingfabricandclothingstyle.Fabricwas
spreadtoclothingstyletofullyshowflowertypeandcolorofthefabricintheclothingstyle.Fabricfillingeffectdiagramofastyleand
sixdifferentbodypositionwereloadedcontinuouslytoshowdynamiceffectofthefabric.Consumercouldchoosefabricsbetterintheir
favoritestyle.Fabricdesignercoulddesignthefabricaccordedwiththespecifiedstyle,colorandflower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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