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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缂丝装饰纺织品的开发
闫承花
（ 太原理工大学轻纺工程学院， 山西 晋中 ０３０６００）

摘

要： 缂丝是中国丝绸艺术品中的精华，但其不仅原料贵且极其耗费工时。 本实验模仿缂丝工艺，运用新纤维材料和 ＴＭ－
８０ 型半自动小样织机开发出了具有实用价值的仿缂丝装饰纺织品，为缂丝技艺的传承发展和开发利用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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缂丝，又名“ 刻丝” ，以蚕丝为原料，是我国古代流

传下来的手工花纹丝织物，其织法独特，技艺精湛 ［２］ 。
缂丝机是竹木制的纯手工织机。 笔者在传承古老缂丝
技艺的基础上，运用新纤维材料在 ＴＭ － ８０ 型半自动小
样织机上，仿照缂丝的“ 通经断纬” 法织出了书法、动
物、花草等仿缂丝装饰纺织品。 开发该产品具有一定

２
２．１

仿缂丝试验
仿缂丝设备
针对传统缂丝工艺采用纯手工化、生产效率低的

问题，笔者利用现代化设备，采用“ 通经断纬” 和“ 通
经回纬” 的工艺，织出类似传统缂丝产品的装饰纺织

的实用价值。

品。 选用 ＴＭ － ８０ 型半自动小样织机替代竹木缂丝机。

１

均可以简化和缩短，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缂丝工艺的特点

缂丝工艺的首要特点是“ 通经断纬” ［３］ 。 一般织

物是“ 通经通纬” ，即经纬纱都穿通织物的整个幅面；
而缂丝是经纱纵向贯穿织物，纬纱根据图案色彩，用色
梭变换纬纱颜色若干次，即纬纱被断开若干次，在二色
衔接处略显有小孔，有似镂刻的效果。
缂丝工艺的另一特点是藏经露纬。 即经线不露而
只显彩纬。 工艺要求“ 细经粗纬” 、“ 白经彩纬” 、“ 直经
曲纬” 。 织造时除“ 通经断纬” ，还可“ 通经回纬” ，彩
纬充分覆盖在织物的表面，织出的图案色彩丰富，花纹
边缘刀刻般齐整。
传统缂丝的原料是天然蚕丝，以生丝作经线，染色
过的熟丝为纬线；设备是纯手工竹木结构织机；织物组
织多数花地部都是平纹组织。
缂丝的工艺过程有牵经、设计图案、织纬、整理等
工序。 缂丝的织工需要有一定的艺术造诣和色彩知识。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０７－２８

利用自动化织机织仿缂丝产品，工艺流程和织造过程
竹木缂丝机结构十分简单，上挂两扇平纹综片，下
撑两根脚竿，前后机身设有卷经轴和送经轴工具，它们
分别是一把竹筘（ 竹子制的木梳形的拨子，用于拨紧
纬丝） 和一些形如竹叶的梭子。 使用方法是：用手摇
织机，经丝卷绕于经轴上，用小梭子来回在地部织平
纹，留下花部组织。 然后补花，补花时，用小梭子将各
色线依平纹组织逐次按纹样织入。 使用原始缂丝机除
比较耗时外，还消耗体力。 选用半自动小样织机比较

省时省力，且机器控制张力均匀，织物平整，优质高产。
２．２

仿缂丝原料
针对缂丝原料昂贵，且褪色、耐磨性差，不易长期

保存等缺点，仿缂丝选用聚乳酸长丝、聚苯硫醚长丝等
新型纤维做经纱，它们细度细，强度高，本色透明，有利
于“ 藏经露纬” ；选择竹浆纤维色纱、锦纶膨体色丝等
做纬纱。

由于经纱在半自动小样织机上进行织造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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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的张力和摩擦较大，所以对经纱的强力要求较高。

应用研究。

还可选用聚酯长丝等做经纱；纬纱还可选用价廉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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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彩色棉线或易染色的新型聚酯纤维。

骤：（１） 整经，将纱线交叉，便于穿综时分线；（２） 穿综，

２．３

仿缂丝的题材

依照穿综图将经纱穿入相应综框；（３） 穿筘，将穿过综

缂丝作品的题材以花卉、山水以及佛教艺术为多

框的经纱穿入各片综内；（４） 钉纹板，按照纹板图给各

。 将缂丝与书法结合起来的缂丝书法是一个引

块纹板植入纹钉；（５） 准备纬线，将所需的线卷绕在梭

人注目的创作领域。 缂丝最早应用在服饰、腰带等实

子上；（６） 引纬，仿缂丝的唯一方式是有梭引纬，且须

用装饰品上。 到宋代，缂丝用于摹织书画名迹，缂丝从

多梭引多色纬。 如由 １ 号梭子将 １ 号颜色的纬纱引入

见

［４］

实用装饰品提升到了艺术欣赏品的地位，达到了缂丝
艺术的高峰。
宋代的缂丝书法作品，有《 朱熹书七言诗轴》 以及
《 司马光家训轴》 等。 缂丝书法作品的数量与缂丝绘
画相比是凤毛麟角。 其原因是因为缂丝技法的特别之

梭口，穿到该换色的部位（ 如 Ａ 点） 停下或切断，接着
在 Ａ 点用 ２ 号梭子引入 ２ 号颜色的纬纱，即按图案分
段引入相应的不同颜色的各段纬纱。

用以上织造方法，先试织出了大书法家王羲之的
“ 和气畅清” 。 该仿缂丝产品规格为： 聚乳酸纤 维 纱

处就是“ 通经断纬” ，根据图案花纹的需要，随意更换

２５ ｔｅｘ，纯棉 ２６ ｔｅｘ × ２，织物组织 １ ／ １ 平纹，幅宽２８ ｃｍ，

富多变、呈块面的绘画作品较为划算。 而缂丝书法作

外，还试织了如图 ２ 和图 ３ 所示的仿缂丝作品。 仿缂

带有不同颜色纬线的小梭子，用缂丝工艺来织色彩丰
品颜色单调，不能充分体现缂丝的风采。 此外，书法作

总经根数 ３３６ 根。 半成品和成品实物照片见图 １。 此

丝的织造过程中，并不像普通织物那样可以一梭到底，

品的笔势多变，诸多竖笔（ 与经线平行的笔划） ，在缂

而往往要在一梭纬线通过的位置上，中断变换多种不

丝上又难以表现。 此外，缂丝的“ 通经断纬” 使不同色

同颜色的纬线，它需要织工有高度熟练的缂织技巧和

彩的各段纬线横向互不相连，交接处出现经向裂缝。

艺术审美能力。

而书法作品追求气势，讲究力贯笔端、一气呵成，也是
缂丝作品难以企及的境界。 尽管缂丝书法作品有一定
的难度和技术含量，仿缂丝还选择从缂名家书法入手，
相继又选择了具有时代特色的“ 中国梦” 和其它图案。
２．４

仿缂丝产品的制作

２．４．１

织物组织

仿缂丝织物可以采用平纹组织，还可采用斜纹组
织。 可采用花部地部同组织，也可以采用花部与地部
不同的组织进一步突出图案。 相对而言，采用平纹组
织既简单又实用。 因为平纹织物紧密度最大，纱线在
织物中的交织最频繁，能使织物挺括平整，保形耐磨。
２．４．２

织造工艺参数

采用 １ ／ １ 平纹组织，确定幅宽为 ２８ ｃｍ，经纱为聚

乳酸纤维长丝，细度为 ２５ ｔｅｘ；纬纱为彩色棉线，细度

３

结

语

（１） 仿缂丝产品可以利用各种普通纤维和功能纤

维。 仿缂丝产品比绣花产品尺寸稳定，平整美观，且成
本较低；仿缂丝产品比印花产品色彩丰富，搭配自如，
色牢度好且绿色环保。
（２） 经过技术提升，仿缂丝产品可以达到制作精

良、艳中带秀的纺织艺术境界。 应该传承缂丝工艺，发

２６ ｔｅｘ × ２。

掘新材料，改变组织结构，不断开发与创新，生产五彩

２ 页；每综穿入数地为 １５６，边为 １２；穿综顺序地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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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缂丝小样的试织

先将聚乳酸纤维有捻长丝经纱穿引到位，再将画
稿衬于经线下，用笔将花纹轮廓描摹到经纱上，再用多
把小梭子穿引各色纬线，分区分色缂织而成。 具体步

缤纷的仿缂丝、类缂丝、超缂丝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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