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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料及颜色数据化在品牌开发中的应用
宋海波 1，宋青粉 1，
石婷婷 1，张尚勇 2
武汉 430200）
（1.深圳全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 518110 ；
2. 武汉纺织大学 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
摘 要院[研究意义]面料及颜色的数据化，不仅可以有效地保存品牌的面料及颜色信息，
而且可以提高
面料及颜色信息的传递效率。面料虚拟数据库的建立，
可以避免面料信息截断以及对面料进行快速检
索、
查找相关面料、
提高工作效率、
实现面料的数据化、
同时可以将数据化的面料资源在面料供应商端
实现转化。[研究方法]文章通过使用高清面料扫描系统实现面料及颜色信息的数据化，
通过建立面料
虚拟数据库，
实现面料信息 3D 化、客观化、
平台化。[研究结果和结论]面料及颜色数据化实现了面料
基础信息的数据化、
面料及颜色的 3D 评审、
与供应商的数据化沟通，
为品牌的面料开发节省时间和费
用，
使品牌开发更高效、
更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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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n Fabric and Color Data in Br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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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atamation of fabric and colour can effectively preserve information about fabric and colour

of a brand, and can also transfer information effectively. The building of fabric database can avoid
truncation of fabric information, retrieve information quickly, help to find relevant fabric, enhance our
operation effectiveness and realize the datamation of fabric. At the same time, the data -based fabric
resources can be applied in the fabric supplier side. The author used the fabric scanning system to achieve

the datamation of fabric and colour, and built the fabric database to store the fabric 3D information. The
datamation of fabric and colour preserves the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fabric and colour, facilitates fabric
and colour 3D review and promotes the communication with suppliers, thereby m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brand more efficient.

Key words: The datamation of fabric and colour；
data management；
fabric scanning trans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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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料及颜色数据化，是指利用计算机语言

字、
图形、
色彩等，
且对数字化的信息进行储存

对面料信息进行加工和存储。面料信息包括文

和运算并以不同形式再次显示。通过对面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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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的数据化研究，大大缩短品牌的面料开发

本文利用一种高清面料扫描系统，此系统

周期和开发费用，为品牌的快速反应打好基

的开发分三个部分，扫描仪 软件是 用 C#(C

础。市场上现有的面料数据库管理还不够完

Sharp)；
面料平台是基于 JAVA 语言；
以 oracle

善，满足不了品牌在开发中的需求。本文利用

数据库和 UNIT 引擎作为支撑进行搭建。该系

高清扫描系统，实现面料及颜色数据化，在品

统可以将面料实物样通过系统扫描、分解转化

牌内部面料管理和与供应商的沟通中得到应

为数据化的信息，同时又可以将这些数据化的

用，不仅可以满足品牌对面料数据化管理的需

信息在面料供应商端实现实物化转换。通过高

求，同时可以实现与供应商的数据化沟通，
满

清面料扫描系统，可以在品牌开发中实现五大

足当前市场对品牌快速反应的需求，提升品牌

功能：

的市场竞争力。

（1）全自动生成 3D 材质贴图，
实现面料基

1 面料及颜色数据化中面料扫描在品牌开

础信息数据化。该 3D 材质贴图可以生成有 5

发中的应用

个维度的图片信息：漫反射贴图（颜色信息）、

面料是品牌之间区分的核心，每个品牌都

置换贴图（表现细节和深度能力）、法线贴图

有自己庞大的面料库，存储和沉淀属于品牌的

（凹凸效果）、透明贴图（面料透光信息）、高光

面料。目前品牌面料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①

贴图 （面料对光反射强度），具体信息如图 1

用于评审会的面料品种和颜色多，面料开发数

所示。

量多、
时间长、费用高；②在和
面料供应商沟通面料开发时，
需要面料实物传递开发，费时
费力，特别是颜色方面；③随
着品牌发展，面料的品类越来
越多、高度碎片化，面料信息
查询不方便；④人员流动大，
面料的积累容易中断。如何有
效解决以上存在的问题，需要

图 1 5 个维度面料图片信息

Fig.1 Fabric information from five dimensions

借助数字化技术实现面料数

（2）自动融合技术，
实现无缝拼接。该系统

据化。
市场上现有的面料数据库管理系统对存

可以均衡处理面料四周亮度、自动匹配并融合

储的面料信息可以通过织物品号、品名、风格

相似的像素、
自动拼接预览。只需 2~3 分钟，即

特征进行检索[1]，
或根据织物原料种类、
生产机

可完成一款面料扫描工作，通过自动融合无缝

器类型、
平方米克重进行查询 ，或根据织物原

拼接技术，高效的处理面料四方循环问题，节

料、品名、品号、纱线结构等进行检索[3]，
或根据

约时间成本。

[2]

面料材质、用途、
图案花纹进行查询 。这些面

(3)实现面料库的建设与管理。上传面料

料数据库管理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面料

材质贴图，规范并完善面料属性信息、供应商

检索的问题，但简单的检索功能并不能满足品

信息。

[4]

牌开发的需要，除了通过面料数字化有效地管

(4)可以快速查找面料。可以实现两大面料

理面料，还要实现数字化面料在面料供应商端

查找合适面
检索功能，
一是对面料库快速检索，

的有效转化，
特别是数字化颜色的有效转化。

料，
收藏面料。二是可以根据图片进行相似度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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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找到面料库中与图片最类似的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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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新，
每季都会开发很多新品。每次评审会用

(5)可以实现与 3D 设计软件的无缝衔接。

到的面料种类和颜色较多，同一种面料需要根

该系统面料数据库可以与 3D 软件无缝对接，

据设计师需要开发多个颜色，用于做样衣上评

下载 3D 面料材质贴图，即可渲染至 3D 模型，

审会，导致面料开发工作量大且开发费用高。

产生逼真的 3D 着装效果。同时，可以帮助品牌

通过利用此高清面料扫描系统，可以实现面

解决 3D 渲染贴图获取困难的问题。

料、成衣和色彩花型展示的 3D 评审，面料 3D

2 面料及颜色数据化中 3D 面料评审在品牌

评审效果见图 2，成衣 3D 评审效果见图 3，色

开发中的应用

彩花型展示见图 4。3D 面料和成衣评审，呈现

品牌为了满足消费者的新鲜感，实现月月

促进
直观、挑选方便，
有效减少样衣制作成本，

图 2 面料 3D 评审效果展示

Fig.2

3D review effect of fabric

面料高效评审。面料色彩花型展示评审，更换
色彩贴图，查看面料设计的效果，提升面料设
计评审效率，
可以实时展现图 2 面料成衣在人
体模特的上身效果、支持效果打印输出，有效
配合面料宣传展示及销售需求。

3 面料及颜色数据化中数据化颜色资源的
转换与传递在品牌开发中的应用
面料的主要参数包括颜色、
图案、密度、克
图3

成衣 3D 评审效果展示

3D review effect of garment

Fig.3

重、
针数、
结构、
纱支等。一般情况下，
面料供应
商需要在有面料实物的情况下完成面料的复
克重、
针数、
纱支等信息
制与开发。面料的密度、
很容易记录和传递，但是颜色和图案很难记录
和传递。在颜色管理方面，
前人已经开展了一些
如一些文献[5]指出，
基础性的研究工作，
要实现
“所见即所得”的个性化定制，
最为核心的技术
最终用户、
生产厂家的
难点就是要解决设计师、
多种显示器、
数码喷印机之间的色差问题。一些
文献[6]指出，纺织品数码印花颜色管理主要是
解决不同输入设备、显示设备以及输出设备

图4

面料颜色花型评审效果展示

Fig.4

3D review effect of colour

在颜色传递过程中的一致性问题。还有一些
文献 [7]指出，颜色转换意图在基于 ICC 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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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新旧流程时间对比
Fig.5

Time compare between old and new process

管理系统中, 要让某设备输出的颜色在另一设

库，
模拟出来的面料虚拟样可以作为面料工厂

备上准确再现,就需要根据设备间的 PCS(特性

开发小样或中样的依据。

文件连接颜色空间) 将源设备的颜色信息转换

通过使用该系统，
品牌的面料开发流程和

为目标设备的颜色信息。在颜色一致性度量学

费用实现了优化。使用此系统前后的流程对比

习方面，目前已经有物理转换模型 [8-9]、数值量

—寄往工
如图 5 所示，旧流程：面料实物样——

化转换模型

厂——
—工厂分析（颜色、
结构等）—打小样——
——
—

、3D LUT 法

[10-12]

等 3 类模型。

[13]

我们使用的系统分三部分，扫描仪软件是

寄版确认——
—确认是否 OK——
—中样开发，一般

用 C#(C Sharp),面料平台是基于 JAVA 语言，

需要 40~45 天；
新流程：
面料实物样扫描——
—虚

以 oracle 数据库和 UNIT 引擎作为支撑进行

拟资料传输工厂——
—工厂数据匹配——
—（打小

搭建。通过该系统得到的数据化颜色资源主要

—（寄版确认）——
—中样开发，一般只需
样）——

通过以下方案实现与面料供应商的转换与传

25~35 天。括号内流程为可选流程。

递：首先，要借助可以精确地校正显示器和打

使用此系统前后的费用对比，使用前：∑

印机的影像系统，使品牌和面料供应商的显示

款数，
每款面料费用 = 面料打样单价 * N；
N：需

器和打印机都可以得到真实、一致的色样显

打样的每款面料总数；
使用后：∑款数，
每款面

示；其次，为了避免色彩复制效果的误差，在颜

料费用 = 面料打样单价 *（N-1）/N；
N：
需打样的

色复制过程中需使用稳定的标准光源观察环

每款面料总数。因此，开发的中样数量越多节

境，为了提高颜色观察的准确性，必须使用接

省的开发成本越高，使用该系统后，不仅可以

近自然光光谱成分的人造标准光源来观察物

节省中样费用，
同时也可以减少评审会成衣打

体的颜色 [14]；最后，品牌将扫描后的面料图像

样等相关费用。

发送给面料供应商，供应商先将收到的面料图

4 结论

像与自己面料影像数据库中的图像进行匹配，

通过应用面料高清扫描技术，实现了面料

若完全一致则按照面料影像数据库中录入的

及颜色的数据化管理，简化了现有的工作模

进行生产，若颜色不匹配，要对面料测配色，
将

式，
使现有的工作模式更优化。同时，
这一应用

测得的颜色值导入 CAD 中进行面料仿真设计，

打通了设计师、面料开发人员、面料供应商的

将最终品牌满意的面料录入至面料影像数据

互联网信息渠道，
实现了更高效的面料开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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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省时省力省成本，为品牌的快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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