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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门窗格心图案经起花机织物设计
文 / 李梦茹，
陈馨逸，田 菲，武继松
中国传统古典门窗建筑集中国传统美学之大成。把传统建筑文化与纺织品设计结合起来，提取中
国古典门窗结构的格心艺术，
将其抽象为古典与现代并存的织物花型图案，旨在发扬和传播中国传统绚丽
的建筑文化，
同时为现代织物设计提出新思路。首先考究古典门窗格心的图案精粹，运用经起花组织将花
型抽象的体现出来，
然后在小样机上实现具有格心图案的机织物的织造，最后得到一系列极具民族特色的
新型中国传统古典门窗格心经起花机织物。此类机织物立体感强，挺括性好，在服饰及装饰方面具有广泛
的应用。
古典建筑门窗格心；
经起花；
机织物

近年来国际舞台上刮起一阵强烈的中国

实现跨学科交叉研究，就中国古建筑门窗格心

风，越来越多的纺织品设计者将目光集中在了

进行深入研究，
开发了 4 款新型古典建筑门窗

底蕴深厚的中国文化上，[1]具有浓郁民族韵味、

格心经起花机织物，在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

花形绚丽的纺织品应接不暇，但是纺织品的主

化的同时为现代织物开发提出了新思路。

要研究方向大部分还停留在单纯对中国传统

1 织物设计

织物花型及织物风格的模仿上；其次就是已有

本系列织物设计风格灵感来源于中国古

的文化类纺织品设计大多仅就传统文化分支

典建门窗的
“格心”艺术，
“格心”的发展受中国

的片段进行设计，少有深入研究，对传统文化

江南建筑的影响，按其结构大致分为横竖纹、

的展示不完整。古典门窗——
—格子门，
其雏形

几何纹、
拐子纹和菱花纹 4 大类。[5]笔者通过文

可以追溯至五代，其装饰功用、审美价值在宋

化调研，汲取古典门窗空间构造之精粹，将 4

代得以发展，
在明清期间达到巅峰。 在美学意

大类
“格心”
纹样运用到织物花型设计之中，织

义上，它是古人们日常生活审美的感官化立体

物设计参数和上机参数如下：

[2]

性表现；在精神层面上，它是中国特有的文化

（1）原料选用

[3]
积淀与哲学思想在营造活动中的反映，
是士

经纬纱均采用膨体
为突出织物起花效果，

大夫情怀的一个缩影，反应了古代人们对于人

纱，膨体纱原料采用 20%牛奶纤维和 80%新疆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渴望。目前，中国古建筑文

长绒棉混纺而成。

化遗产的保护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4]

本文的织物设计另辟蹊径，跳脱单一设计思
路，将古典建筑文化和现代纺织技术相结合，

（2）织物组织
该系列织物均采用经二重组织，经二重
组织是由两个系统经纱（即表经和里经）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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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系统的纬纱交织而成。

等。横竖纹格心门窗如图 1 所示。

（3）织物经纬密度
由于经二重组织中表里经纱在织物呈重叠
状配置，
经向紧度较大，
因此设计时为使花型完
美展现，
一般经密远大于纬密。[6]织物经密设计为
156 根 /10cm，
织物纬密设计为 47 根 /10cm。
（4）经纬纱线密度
经纱线密度为 45.3tex×5，纬纱线密度为
图 1：横竖纹格心门窗

45.3tex×5。

（1）组织图

（5）穿综方式
使
穿综采用分区穿法，地经纱穿在前区，

织物采用经二重组织，以经起花为花组
织，地组织和边组织均为平纹，因设计的一个

开口清晰，起花经纱穿入后区。

花回为上下左右轴对称的图案，为使织物组织

（6）穿筘方式
穿筘采用一筘 4 入，将两根花经夹在两根
地经中间。为了防止边纱磨损过大，边组织采
用花筘，
由一筘 4 入逐步递减到一筘 2 入。

图清晰明了展现，
现选取一个花回的左下角局
如图 2 所示。横竖纹花型织物
部组织图分析，
上机图见参考文献后附图 1。

（7）上机工艺参数
该织物采用南通三思机电有限公司
Y200S 型电子小样织布机织造。上机工艺参数
为：总经纱根数 230 根，上机幅宽为 15.3cm，
下机幅宽为 14.8cm，纬纱织缩率 3.3％，公制
筘号为 40。
1.1 横竖纹花型织物设计
“横竖纹”是早期直棂窗演变的初期产物，
其特征由相同粗细的横竖棂条排列而成，简约
不失雅致，一横一竖间无不显现出疏朗之美。

图 2:横竖纹花型一个花回的左下角组织图

（2）配色模纹图

、
“方格纹”
、
“亚字
“横竖纹”可细分为“井字纹”

为满足花型需求，
设计花经与地经的排列比

纹”等基本花形，再此基础上又可组合演变出

地经
为 2∶2，
花经采用紫、
浅紫、
白色纱线配置，

众多富有寓意的图形例如“步步锦”、
“灯笼纹”

均采用黑色纱线，织物配色模纹图如图 3所示。

图 3：横竖纹花型设计配色模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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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几何纹花型织物设计

2A)×16+(2C+2A)×5+(2B+2A)×14+2B+ 8A。色

“几何纹”
由相同粗细的棂条拼接而成。与

纬排列：
全为 A。其中:A—黑色；B—紫色；C—

“横竖纹”相比其最大的特点是由四方连续几

浅紫色；D—白色。

何图案构成。通常几何纹样都充满吉祥寓意如

（3）花型阐述

“金钱纹”
、
“万字纹”
、
“人字纹”等，其中“万字

本款织物以“横竖纹”中的“灯笼锦”格心

纹”寄托着人们对永远幸福安康的向往，以铜

图案为雏形，抽象成织物花型图案，本款织物

钱六边组成的“金钱纹”寄托着“财源滚滚”的

以紫色为主色调，加以白色缀饰，紫色自古都

美好祝愿。几何纹格心门窗如图 5 所示。

是祥瑞之色，象征好运吉祥。横竖纹花型设计

(1)组织图

织物数码外观图如图 4 所示。

织物采用经二重组织，以经起花为花组
织，地组织和边组织均为平纹，因设计的一个
花回为上下左右轴对称的图案，
为使织物组织
图清晰明了展现，现选取一个花回的左下角局
部组织图分析，
如图 6 所示。几何纹花型织物
上机图见参考文献后附图 2。
（2）配色模纹图
为满足花型需求，
设计花经与地经的排列比
为 2∶2，
花经采用蓝、
浅蓝、
白色纱线配置，
地经

图 4:横竖纹设计织物数码外观图

均采用黑色纱线，
织物配色模纹图如图 7 所示。

图 5：
几何纹格心门窗

图 6:几何纹花型一个花回的左下角组织图

图 7：几何纹花型设计配色模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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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经排 列：8A+(2E+2A) ×15+(2F+2A) ×5+ (2D

相结合又可形成
里的
“缠枝纹”
和变形的
“龙纹”

+2A) ×23+ (2F+2A) ×5+ (2E+2A) ×14+2E+8A。 “拐子龙”
又称“卷草缠枝龙”
；
若将“拐子纹”中
色纬排列：
全为 A。其中:A—黑色；E—蓝色；
F—

的
“杯子纣”
和
“如意纹”
结合一体又可组成刚柔

浅蓝色；D—白色。

一体、
寓意吉祥的
“拐子如意”
。由于其富于变换

（3）花型阐述

的特性，其在古典门窗设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

本款织物以传统“几何纹”门窗为灵感来

地位。拐子纹格心门窗如图 9 所示。

源，抽象“几何纹”四方连续图案为景框，中间

(1)组织图

为抽象化的极 具

织物采用经二重组织，以经起花为花组

宗教图腾意味的

织，地组织和边组织均为平纹，因设计的一个

“万”字符，以构成

花回为上下左右轴对称的图案，为使织物组织

门窗窗花部分，具

图清晰明了展现，
现选取一个花回的左下角局

有浓郁的东方韵

部组织图分析，
如图 10 所示。拐子纹花型织物

味，几何纹纹花型

上机图见参考文献后附图 3。

织物数码外观图
如图 8 所示。

（2）配色模纹图
图 8：几何纹纹织物数码外观图

1.3 拐子纹花型织物设计

为满足花型需求，设计花经与地经的排列
比为 2∶2，花经采用绿、浅绿、黄色纱线配置，

“拐子纹”
是由木棂条拼接而成的各种拐子

织物配色模纹图如图 11
地经均采用黑色纱线，

纹样。
“拐子纹”
的格纹线条挺拔、
硬朗同时亦不

所示。色经排列:8A+(2G+2A)×9+(2H+2A)×5+

失南方建筑的柔美。转角处既可为直角形又可

(2I+2A)×20+(2H+2A)×5+(2G+2A)×8+2G+8A。

“拐子纹”
为圆角形，
整体形态变化丰富。若将其

全为 A。其中：
色纬排列：
A—黑色；
G—绿色；H—

图 9：拐子纹格心门窗

图 10：拐子纹花型一个花回的左下角组织图

图 11：拐子纹花型设计配色模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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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清晰明了展现，
现选取一个花回的左下角局

（3）花型阐述

部组织图分析，
如图 14 所示。三交六椀菱花纹

本款织物以传统

花型织物上机图见参考文献后附图 4。

“拐子纹”
格心图案为
雏形，织物花型分为
两部分，中间为中央
对称的拐子窗花，四
周由“拐子如意”环

图 12：
拐子纹织物数码外观图

绕，寄托当代人对万事如意的美好希冀，拐子
纹花型织物数码外观图如图 12。
1.4 三交六菀菱花纹织物设计
“菱花纹”因菱花纹图案而得名，一般由三
至两跟棱条构成，相交处坠有花瓣构成放射状

图 14:三交六椀菱花纹花型一个花回的左下角组织图

（2）配色模纹图

菱花。菱花纹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多见于宫

为满足花型需求，设计花经与地经的排列

殿、寺庙、
祭坛等建筑。位于北京故宫的菱花门

黄色纱线配置，地
比为 2∶2，
花经采用红、橙、

窗在装饰上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太和殿上

经均采用黑色纱线，织物配色模纹图如图 15

“三交六椀菱花”属于门窗最高等级，乃是权利

所示。色经排列：
8A+(2J+2A)×16+(2K+2A)×

巅峰的象征。此“三交六椀菱花”为“双交四椀

3+(2I+2A)×13+(2K+2A)×3+(2J+2A)×15+2J

菱花”。“菱花纹”

+8A。色纬排列：
全为 A。其中：
A—黑色；
J—红

花形规整、排列有

色；
K—橙色；
I—黄色。
（3）花型阐述

序、图案固定，形
态上尽显富丽、华

本款织物以
“三

贵。三交六椀菱花

格心为
交六椀菱花”

纹格心门窗如 图

花型雏形，
主色调为

13 所示。

图 13：
三交六椀菱花纹格心门窗

红色，
红色在中国具
有吉祥之意，
形态上

（1）组织图
织物采用经二重组织，以经起花为花组

尽显富丽、华贵，
极

织，地组织和边组织均为平纹，因设计的一个

具中国民族特色。三

花回为上下左右轴对称的图案，为使织物组织

交六椀菱花型织物数码外观图如图 16所示。

图 15:三交六椀菱花纹花型设计配色模纹图

图 16：
三交六椀菱花织物数码外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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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织物风格特点及用途

服饰披肩等装饰品。图 17 为横竖纹花型织物

上述四种中国传统古典门窗格心经起花

茶杯垫装饰应用效果图，图 18 为几何纹花型

机织物将古典建筑艺术与现代织造工艺相联

织物壁挂装饰应用效果图，图 19 为拐子纹花

系，打破原有手工编织民族工艺品的束缚,实

型织物挎包装饰应用效果图，图 20 为三交六

现民族文化产品生产的机械化、高效化，希望

椀菱花型织物抱枕装饰应用效果图。

在传承文化的同时有所创新，通过现代工业的

3 结语

力量赋予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舒适化、高档

中国古建筑是东方建筑史乃至世界建筑

化、美观化、功能化是现代纺织品大致的发展

史上一朵绚丽的奇葩，其蕴含的美学意义和文

[7]
趋势，
当今建筑风的服装正在时装界独领风

化内涵是中国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传统建筑

骚，本系列织物汲取中国传统建筑门窗艺术的

的保护日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如何挽救这

结构精粹，形成了一系列既充满中国传统文化

一极具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成为众多学

底蕴又符合当代流行趋势的新型装饰用经起

者关注的课题。中国古典建筑门窗格心经起花

花机织织物。

机织物将古典建筑艺术与现代织造工艺相联

近几年来，经二重组织织物已占据了大部

系，希望在传承的同时有所创新，通过现代工

分中厚织物市场，在其花色上大做文章，很有

业自动化的力量赋予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这

发展势头。 本款织物采用部分起花的经二重

一系列织物将建筑元素应用到织物设计中，
使

组织，
织物凸起效应明显，立体感强。加之由膨

又不失织
织物既具有建筑的立面感与挺括感，

体纱织造，经组织点明显，织物整体风格较为

物的柔软性与舒适性，在装饰方面具有广泛的

粗犷。织物花型充满古典雅韵，浓郁的复古情

迎合
应用。织物与面料的开发在于开拓思路，

怀及鲜明的东方色彩都极大的迎合了当代审

这系列织物
消费者以及大众审美和潮流趋势，

美潮流。总的来说，该织物在传承中国传统文

设计集这二者与一身，相信会受到市场与大众

化的同时又满足了现代礼仪、大众休闲的需

的青睐。

[8]

求，在家居服用装饰上有极广的应用前景，譬
如沙发套、壁挂、旅游文化产品及鞋帽、挎包、

参考文献：
[1]阎鹤 .18 世 纪 与 当 代欧 洲 纺 织品 设 计 的“中 国 风 ”
[J].国外丝绸,2006（2）：26.
[4]钟行明.中国传统建筑工艺技术的保护与传承[J].华
中建筑,2009(3）：186-188.
[2]久离.窗含锦 绣三 千年 马末都《中国 古代 门窗》介
绍（一）[J].中国建筑金属结构,2013（13）:64-65.
[3]王其 钧.中 国传 统建 筑雕 饰[M].北京 :中国 电 力 出

图 17：
横竖纹织物应用效果图

图 18：几何纹织物应用效果图

版社,2009：107.
[5]蔡雨 则，吕 从娜 .中国 古代 门窗中“格 心 ”艺 术 [J].
艺术教育,2014（3）：187.
[6]蔡陛 霞.织 物结 构与 设计 [M].北京:中 国纺 织 出 版
社,2008：83-85.
[7]谢光 银.机 织物 设计 基础 学[M].上海 :东华 大 学 出
版社,2010:9.
[8]李 群 .经 二 重 组 织 织 物 的 设 计 与 生 产 要 点 [J].棉

图 19：拐子纹织物应用效果图 图 20：
三交六椀菱花织物应用效果图

纺织技术,2008(10):27-30.

服饰与艺术：
设计灵感

61

62

FASHION GUIDE 二零一六年

十月 / 第五卷

第五期

服饰与艺术：
设计灵感

63

64

FASHION GUIDE 二零一六年

十月 / 第五卷

第五期

（收稿日期：2015 年 12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