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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1.1 前提

这本手册不是对织造方法的大概介绍。如果您对织物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没有一点概念，您想从这里得

到了解是不可能的。您应该通过纺织专业书籍学习纺织基础知识。

该用户手册假定了您对计算机及其操作方式有一定的了解，其中包括如何使用鼠标、标准的菜单和命

令。它还假设您知道如何加载，保存和查找文件

某些段落是完全斜体的。这意味着这些段落是关于技术的；如果您不是专家可以跳过。

无论在哪儿您都可以阅读这本手册，但如果您的电脑上装有并运行 ArahWeave 系统这将更有利，因

为您可以立即尝试您所学到的东西。

1.2 鸣谢和警告

感谢您选择 Arahne 的产品。Arahne公司夜以继日的编织程序，这样可以使您更容易地生产出高品

质的织物。 因此，它可能会使这个手册和您正在使用的程序不一致。这就是说，您会发现更多的特色功

能，或某些功能将以不同的方式工作（我们希望：更好）。我们正在努力使我们的程序尽可能简单，并

提供在线帮助，所以这些变化不应该给您带来太多的麻烦。如果给您带来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我们会

在下一个版本中改善。

我们感谢客户的意见建议，并报告错误功能。越早把这些传真或者电子邮件给我们，您的建议将越早

被采纳，程序中的 bug越早得到排除。有时候，我们将无法采纳您的所有建议，但我们会根据您的反馈，

决定以后怎么做。

1.3 纹织 CAD/CAM概述

如果您是CAD的新手，开始阶段您会觉得很难。尽管如此，基本操作和使用文字处理器相似。您运

行该程序，输入一些数据，在屏幕上控制它，使它看起来正确无误，打印出来，并储存到磁盘，以备将

来参考或再次使用。

ArahWeave 和竞争对手的区别在于该系统从头开始就是在多窗口平台上编写的。正因为如此，它充

分挖掘了窗口功能的巨大潜力：

• 如果有必要，大多数窗口可以调整尺寸，从而得到更大的数据视野

• 窗口可以在桌面上自由移动

• 打印不会干扰您的工作

• 您可以同时使用多个工具

• 不管您在哪部分进行修改，程序总是给您连贯一致数据视图

事实上，刚开始在您的屏幕上显示更多的工具，可能会造成混乱，但它允许您有个人的工作风格。您

可以关闭您现在不用的工具，或保持开的状态，做些修改，立即观察到对织物所引起的效果。

ArahWeave没有通用的撤消功能，但大部分功能模块具有其自身的撤销功能。

相对而言创建一个织物是件容易的事。完整的技巧是把这些要素组合起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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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物组织（纱线交织的方式） 绝大多数小提花组织是比较小的，可以手工绘制组织图，而大提花组织很

大，它是根据彩色纹样构建的，每种颜色用一种织物组织来代替。

•经纱和纬纱的排列

•纱线，支数和结构

•颜色

•织造密度

•但是，有时候您会因为这些因素所产生的相互的影响而感到惊讶。这正是为什么您应该使用

ArahWeave 的根本原因：

•以最小的开支毫无约束地随意设置这些参数

•打印模拟图，与非纺织专业人士交流您的创作成果

•为生产部门提供生产技术卡片或者CAM数据

•这样，可以避免昂贵的设计错误，CAD系统的投资不久就可以得到偿还。由于您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回答

客户的询盘，因此您也将获得更多的时间回应客户。全球数字通信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现实，您可

以用电子邮件把织物仿真模拟图片发送给您的客户。您还可以创建一个自己的万维网主页，在上面放上

织物图象，价格表，可供数量等。设计系统可以配置为企业网站服务器，这样就可以把技术数据传输给

公司的任何一个人，不论其使用何种电脑、何种操作系统。只要网络处于工作状态，具有网络浏览器就

行。

•现在我们必须得告诉您 ArahWeave所不能为您做的：它不能做织物分析。有些用户期望Arahweave

可以简单地把织物扫描到电脑里，然后就可以从电脑中打印出生产卡片。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目前的图

像自动识别水平还没有达到根据织物中使用纱线颜色辨别出织物的组织结构。不过，ArahWeave仍然是

织物分析的一个极好的工具，您可以一边拆分织物，一边输入数据，进行及时的验证。您可以纱线的根

数或者以毫米为单位输入织物数据。仿真模拟视图使您可以把织物和屏幕上的织物仿真模拟进行比对，

因为如果数据输入正确，他们应该大小相同。程序还将帮助您自动适用不同的“品质”，这就是设置不

同的经纬密度而不改织物花型的大小。

•对于大提花用户，ArahWeave 对于为织造所准备的一种格式纹版文件更改为另一种格式的纹版文件很

有作用。

•多数读过本手册的人只关心ArahWeave 小提花产品的处理的能力，这是因为小提花用户的数量大大超

过大提花用户。对于大提花或者小提花更有用的章节或段落，标题中将标注大提花或小提花。我们希望

读者避免因其不需要的信息而产生混淆。

•最后，我们必须告诉您本手册编排的组织逻辑。我们决定按照在逻辑上相关的问题组来划分章节。对于

每组功能，我们首先努力解释为什么需要这些功能，然后解释这些功能如何和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工作。

因此，我们避开了传统的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列出菜单及其项目的用户手册编排方式。在手册中也包

含了一些织造知识的提示，这要感谢我们的客户，是从他们那里我们学到了这些知识。不幸的是，织造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错中复杂的问题，因此，如果您从头到尾阅读该手册，您会发现，有些问题是在后面

的章节才得到详细的阐述。所以，您应该从前向后或从后向前反复阅读，一旦你学到一个新的前已述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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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时，也许你需要重新阅读前面的章节。我们这种编排的副作用是可能很难找到关于某一功能的解释。

幸运的是，PDF格式文档具有搜索功能，因此可以很容易地在所有的地方找到某一课题。

1.4 如何启动和运行 ArahWeave

您知道，请按下计算机上的电源按钮。等待计算机完成其开机诊断。如果您装有多个操作系统，计算

机将提示您所安装的系统的列表。用上下箭头在可选操作系统列表移动高亮显示所选择的系统。如果等

待时间太长，它会自动启动最后装载的系统，或者启动默认操作系统。如果您仅仅安装一个操作系统，

计算机不会向你提出任何问题而自动开机。

当您看到系统登录界面时，Linux操作系统载入大概需要 45秒。然后，您应该在您的计算机上登录，

请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实际上根据操作系统及其配置，有许多不同方式运行程序。

在现代 Linux桌面，ArahWeave 是作为桌面上的可用程序图标。

图 1: ArahWeave 在Novell SUSE Linux中使用 KDE桌面

1.5 系统程序安装

• 将ArahWeave光盘插入到CD-ROM驱动器。光盘里的内容会自动在一个新窗口打开

3



 ArahWeave® 5.3 User's Manual ©1993-2011 Arahne, d.o.o.               http://www.arahne.si

• 如果没有自动打开，在 KDE桌面，单击我的电脑图标，然后单击

CD或DVD图标

• 选择 aw1.tar.bz2, aw2.tar.bz2, aw3.tar.bz2 和 INSTAL_AW 文件，

将这些文件复制到桌面，如果您正在安装 ArahWeave 个人版，这

些文件被命名为：awpe1.tar.bz2 awpe2.tar.bz2 awpe3.tar.gz2 

和 INSTALL_PE

• 点击 INSTALL_AW (或者 INSTALL_PE)

这将启动安装程序（图 2）。点击确定，开始安装。由于提

供了很多织物组织和示例文件，安装完成需要30秒钟，安装完

成后，系统会显示安装成功的消息（图 3）。点击退出键，您也

可以删除安装程序文件。

1.6 初次运行系统

有些用户设置，必须通过菜单 文件>系

统设置 使 Arahweave 真正好用。设置包括：

程序激活

语言设置

计量单位

屏幕尺寸

单击桌面 ArahWeave 图标'  ，因

为您是第一次运行，还没有激活的，程序会

自动打开系统设置窗口。

1.6.1 设定字体

在语言设置前，必须添加对简体中文支持的字体，方法是在系统设置对话框中的界面部分输入字体名

称。点击界面，选中平滑字体按钮，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支持简体中文的字体。也许需要使用 Yast安装中

文语言包，或者把字体文件拷贝到 /usr/share/fonts/truetype 目录下。

4

图 3: 成功安装后的提示信息

图 4: 系统设置窗口

图 2: ArahWeave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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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选择中文字体

1.6.2 语言设置

英语是默认的语言。在 ArahWeave主窗口，通过文件>系统设置打

开系统设置窗口。您可以选择 9种语言的其中一个。除了英文外的其他

语言，系统设置中的菜单栏目是用英文和所选语言书写，因此如果出错，

也可以轻松地将语言改回来。ArahWeave 语言是实时更改，但其他程

序（ArahPaint4，ArahDrape）如果他们已经运行则须重新启动。

1.6.3 激活程序

拥有者栏包含“Arahne DEMO”文本。在这一栏里输入指定

的所有者的名字。

点击确定之后，您的个人注册信息窗口会弹出。

5

图 8: 注册码

图 7: 激活密码栏

图 6: 语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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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注册码发到Arahne 的邮箱：arahne@arahne.si 我们会将激活

编码发给您，在红色区域内输入您的激活码，程序会给您激活成功的

提示。

1.6.4 计量

点击系统设置窗口里的计量，您可以选择公制（米，厘米，千克），

英制（码，英寸，磅），或者是公英制混用。

如果您生活的国家现在同时使用公英制系统，公

英制混用系统可以让您设定 15种不同的参数的公制

或英制。如果您既要使用英制又要使用公制，但一

次只能使用一个，您可以按键盘快捷键U快速进行

英制和公制的切换。

1.6.5 屏幕大小

下一个重要的设置就是显示器大小设置，单位为毫米

（宽和高）。根据这个信息，程序可以为您显示 1:1 比例

的仿真织物，显示的标尺和实际符合。较新版本的 Linux 

，并适当配置显示器和图形卡，程序会自动检测正确的尺寸。

1.6.6 默认窗口大小

当系统设置保存后，同时也保存了当前窗口的尺寸。当您下次打开ArahWeave，以下窗口的大小和

之前一致：组织编辑，分层编辑，打印预览，主窗口，多纹样转换，多织物打印设置，组织浏览，图像

浏览器，织物浏览，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中的图像显示区域，用纱量计算的HTML区域，分条整经 

HTML区域。保存了系统设置，并不保存窗口的位置，只保存窗口的大小。

6

图 12: 屏幕尺寸

图 10: 计量系统

图 9: 激活信息

图 11: 混合计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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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件操作

2.1 目录和文件类型

由于ArahWeave 是一多功能的程序，它需要读写很多不同用途的文件。因此，在了解程序众多功能

的细节之前，我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认识，ArahWeave 可以读写什么文件，这些必须的文件存放在哪里。

为了安装 Arahne 的程序，我们通常创建一个用户，名为：capdam。

我们决定将所有的发布的文件放在 capdam的主目录中，所以在没有根（管理员）权限时，以普通用

户的身份就可以把程序升级到新的版本。在许多情况下，真正的用户甚至不知道根密码，所以他/她意外

损害系统的几率要小得多。

所有的用户数据文件存放在/home/capdam/data 目录下，它包含以下子目录：

• img（纹样转换彩色图像，标准格式）后缀：.PNG,.GIF,.PCX,.JPG,.TIF,.BMP

• textures（用于ArahDrape 的织物仿真模拟图像，标准图像格式）

• models（用于ArahDrape 的模特图像，标准图像格式）

• colors（基于CIE Lab空间带有色彩参数的色彩数据库，Arahne 的自定义格式）后缀.col（用测色仪

读取的CIE Lab色彩数据的色彩度量，ASCII 码，Arahne 的自定义格式）后缀.cm。

• fabrics织物没有后缀（包含了织物有关的全部资料：颜色，纱线，织物组织，密度和其他技术细节，

ArahWeave 的自定义格式）无后缀。

• demo（100个示例，您学习这个程序的时候您可以看到程序能做什么。）

• tartans（300个苏格兰方格布示例）

• yarns（纱线包括纱线颜色，支数，捻度等，Arahne自定义格式）没有后缀

• weaves（织物组织包括穿综图和纹版图；可以是完整的大提花组织，最高可达

65520x65520，Arahne 的自定义格式）无后缀。

• demo（100个织物组织示例，以英文命名）

• Fressinet (来自旧书籍的 2900个织物组织示例)

• Gunetti (来自旧书籍的 1700个织物组织示例)

• Poma (来自旧书籍的 2200个织物组织示例)

• Posselt (来自旧书籍的 1900个织物组织示例)

• Serrure (来自旧书籍的 3200个织物组织示例)

• selvedges (放置织物边组织的目录)

• shading (适用于大提花黑白像景的缎纹组织)

• cards（以织机具体大提花装置格式而准备好用于织造的大提花纹板文件，如：Staübli 的 JC5, 

Grosse, Bonas等）

• conversion (大提花纹样转换文件，, 包含一色一组织的结合，所选转换类型，Arahne 的自定义格

式) 无后缀。

• loom (织机装造, 纬纱电子控制，织机特殊功能纹针分配和选纬，Arahne 的自定义格式) 无后缀。

（技术数据计算，HTML3.2 标准文件）后缀. htm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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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目录还包括.loom文件，用于提花织机网络。

• warp pattern (经纱排列、为 Arahne 的自定义格式)

• weft pattern (纬纱排列、为 Arahne 的自定义格式)

• draftings (穿综方法、为 Arahne 的自定义格式)

• deting(穿筘、为 Arahne 的自定义格式)

• HTML (织物技术计算、为HTML格式)

• XML(织物技术导出 XML格式),同样用于导入XML格式文件 

• drape (ArahDrape 项目, Arahne 的自定义格式)

以上的目录划分是 Arahne 的建议，您可以自由地建立自己的目录或创建子目录，如有必要，可以按

客户，按文件收集的年份，或任何您感觉舒适的方式创建目录。要创建目录时使用文件管理器。

当您尝试加载图像，程序会据其所支持的文件格式尝试判断正确的图像数据类型，包括所有的提花文

件格式和 Arahne 织物组织格式。尝试加载织物组织同样有效，以GIF或 TIFF格式的图像可以直接加载

并且解释为织物组织，如果图像含有色彩，系统自动将其转换为黑白图像。一个明显的例外是织物组织

浏览，它只对 Arahne 格式和 WIF格式的织物组织起作用。 Arahne 对织物组织格式进行了速度优化，

由于需要从多种支持的文件格式中验证文件类型， ArahWeave 不可能在一秒钟内加载几千种织物组织。

2.2 织物文件

织物文件相关的菜单位于 ArahWeave主窗口的文件菜单下。

2.2.1 载入和保存织物

载入织物，选择 文件〉载入织物，选择文件后，双击目标文件或者单击确定键载入织物并几乎立即

显示出来，显示速度取决于视图模式。 文件选择窗口不会自动关闭，允许你在织物数据库中浏览织物。

保存织物，您想根据现有的名称保存它，选择文件菜单下的保存织物功能，如果您想用一个新的织物

名称保存它，选用织物另存为功能。织物所有相关数据都将被保存，包括密度，织物组织，经纬纱排列，

颜色等。

2.2.2 载入最近使用文件

ArahWeave 可以记忆最近使用的文件及其所在目录。要打开最近使用的文件，选择文件>最近使用

文件。

设定最近使用文件数量，系统设置 > 界面 > 最近使用文件数量，同时可以设置图标的大小以及是否

需要显示织物文件的详细信息。

在织物浏览窗口中的路径输入文本字段中，程序显示了一个小的箭头的最近使用文件目录的下拉菜单，

可以快速的从一个目录切换到另一个目录。

8

图 13:织物文件相关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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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隐藏保存菜单

有些客户工作速度太快了，有时候本应该点织物另存为的，却点了保存织物。当文件被覆盖以后就不

能再恢复了。 但是如果您将菜单下的保存织物菜单隐藏起来，以上情况就不会出现了。

要隐藏保存织物菜单，打开系统设置窗口，点击界面

选项卡，在隐藏保存菜单处打钩。

2.2.4 返回已保存文件

返回已保存功能从硬盘重新载入当前文件，放弃当前所做的全部修改。快捷键是 [Ctrl+U]。当你调试

文件，或者搞乱了文件而通过撤销功能不可返回，或者仅仅想快速的返回文件最新的有效状态时该功能

是很有用的。

2.2.5 用.WIF格式保存织物

.WIF 格式是一个简单的纯ASCII文件格式，目的是在不同的程序里可以交流织物织造文件。要保存

织物为.WIF格式，您必须得在另存为对话框中文件名后面加上“.wif"扩展名。

WIF 缺少的参数是(ArahWeave支持）：

•织物背景颜色

•CIE Lab指定颜色的比色法。(只支持 RGB色彩，屏幕和打印只有一个颜色，没有区分） 

•循环概念

•穿筘

•停撬

•纱线成分

•多色纱线

•多色股线 / 混色纱 / 雪尼尔纱  / 印花纱 / 竹节纱

•用纱量计算所需的数据，(总的经纱数，边纱根数，筘幅，成品宽度，...)

•纱线支数

•WIF具有的参数(在 ArahWeave有补充）

•织物组织达到 99综页数量

•经纬纱排列

•经纬纱颜色

•经纬纱密度(以纱线之间间隔的形式表示)

•纱线直径; 每根纱线有他们自己的直径

2.2.6 从织物浏览窗口载入文件

要使用织物浏览方式载入织物文件，选择文件>浏览（键盘快捷键：B）显示的缩略图用以区分每一

种织物。

执行下列操作在 ArahWeave 中打开织物：双击织物图标之一，或选择织物图标，然后单击确定或按

回车键。

9

图 14: 隐藏保存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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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织物图标浏览

工具栏里图标注解如下:

上一级目录

返回

前进

重载

默认目录

切换到列表视图，图标视图

排序

查找织物

新建目录

重命名

删除织物

用 ArahWeave 在新的窗口中打开选中织物（鼠标中键点击织物图标作用相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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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过滤器选项允许您按照特定的条件查找织物：织物组织尺寸 x，织物组织尺寸 Y，创建日期，综页

数，经纬纱线，总经根数，经纬密度，穿筘，停撬和文件名。如果您使用的文件名过滤器，程序会相应

地显示所匹配的织物。这样可以很快找到您要的织物。

2.2.6.1 类似过滤选项

类似过滤选项可以寻找与当前加载织物有相似的特征的织物。要使用这一个功能，勾选“类似”选项

按钮，设置“类似程度”。您可以搜索有相同织物组织尺寸的，经纬密度，总经根数，综页数，以及经

纱纬纱排列循环等特征的织物。

如图 16所示：当前目录中有 6种织物其经向组织循环数和总经根数与在 Aranweave 的主窗口中所加

载的织物相同。

图 16: 类似过滤器选项

2.2.6.2 使用贴士工具

将光标放在图标上，暂停一下，贴士工具栏会显示：名称，修改日期，

经组织循环，纬组织循环，综页数，经密，纬密，总经根数，经纱循环

数，经纱种数，纬纱循环数，纬纱种数，穿筘循环筘齿数，停撬，文件

大小。

2.2.6.3 浏览子目录

ArahWeave有显示子目录中文件的功能。当您搜索文件而又不知道文件存在哪一个目录里的时候非

常有用。如果父目录下有子目录，在织物浏览窗口的右上角显示“枯枝”树（与目录路径在同一行）。

要显示所有子目录里的文件，点击图标 ，“枯枝”树图标变成“果叶”树 图标，这意味着，织物

浏览窗口中显示父目录和子目录下所有的文件在。如果织物在子目录中找到，那么子目录的名称在织物

的图标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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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织物贴士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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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应该小心使用该选项，因为它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并显示织物，如果您在您的磁盘根目录启

动它（/），程序不会崩溃，但它必须阅读您硬盘上的所有的文件，这需要一些时间。因此，只在真正存

有织物文件的目录中使用子目录浏览功能。

2.2.6.4 详细视图浏览

织物详细视图浏览窗口显示织物的主要特性：名称，修改日期，经组织循环，纬组织循环，综页数，

经纱密度，纬纱密度，总经根数，经纱循环，经纱种数，纬纱循环，纬纱种数，穿筘循环筘齿数，停撬，

文件大小。您可以按任何一个参数对织物排序。排序的列高亮黄色显示。

图 18: 织物详细视图浏览

2.2.6.5 从 ArahWeave 系统中删除文件

  假如您要删除一个织物文件，织物组织文件，或者是图像文件，从 ArahWeave 窗口选择文件>浏览，

组织编辑窗口， 或者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选择您要删除的文件，点击键盘上Del按钮，或者点击工具

栏上的 图标。在确认删除文件之前，系统会提示您，一旦您确认删除了，文件就不能还原了。

2.2.6.6 重命名文件

  您也可以在浏览窗口中重命名织物文件，将光标移到织物图标下面的织物名称，按鼠标左键，或者

点击工具栏中的图标 。 会出现一个小窗口，您可以输入新文件名，按确定。 文件的其他操作可以使

用文件管理器。

2.3 更改默认目录（文件）

更改默认保存文件或目录，必须将你所需的保存在特定位置的文件加载到ArahWeave（ArahWeave

主窗口中的文件，组织编辑窗口中的织物组织文件，纱线窗口的纱线文件，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中的纹

样文件，设置大提花纹板窗口中的织机配置文件等等...）。然后选择文件>系统设置。只要按一下系统设

置窗口中确定按钮。现在加载到ArahWeave 系统中的文件就变成了默认文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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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如何解决权限问题

当多个用户在相同的数据文件工作，文件是通过网络共享的，也可能发生一个用户不能修改或不能阅

读其他用户写的文件。默认情况下，所有Arahne 的程序生成的文件写保存后时其权限是每个人都可以

与读/写文件，因此上面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如果您不喜欢这样做，您可以在系统设置中的专家部分关

掉此功能。但如果文件来自外部资源，例如从电子邮件附件，光盘，或USB存储卡，权限将被设置为系

统默认值。这通常意味着其他人不能修改您的文件。您要记住对新复制的文件，用鼠标右键单击，更改

访问权限，使每个人都可以读取和修改。如果您忘记了这一点，您遇到很多的权限错误，您可以使用一

个命令来获取所有的权限权利。打开一个终端并输入：

su root 

---输入密码---

chmod -R a+rw  /home/capdam/data

退出

3. 查看文件

ArahWeave 程序主窗口总是以特定的视图模式和缩放系数显示织物。视图模式将决定模拟视图的质

量和速度，而缩放将使你更精确地工作，或者可以更详细的观察高密度织物。

织物显示区域的大小始终与织物的总经根数相匹配。因此，输入正确的总经根数很重要。在计算用量

窗口中设置总经根数，（织物规格 >纱线用量）

3.1 缩放比例

在 ArahWeave 系统中有 5种更改缩放比例的方法：

•选择缩放菜单，点击列表中需要的比例。从 1:16 到 16:1 有31 项，1:8 表示 12.5%，1:1 表示

100%，1:15 表示 1500%。

•按 + 键放大，或按 - 缩小

•按键盘上 ctrl键，同时上下转动鼠标转轮

•假如您按键盘上 0-9任一个数字，会改变图像的大小（1 表示 100%，6 表示 600%，0 表示 1000%）

•假如按键盘上 0-9任一个数字加 CTRL键，会缩小织物视图（CTRL+ 1表示 10%，CTRL+ 5表示

50%）这个方法只适用于仿真模拟视图。

3.2 视图模式

有四种视图模式，可以从从视图菜单找到：织物组织[w]，平面模式[a]，立体模式[s]和仿真模拟[s]。

仿真模拟可以分为以下几种质量水平-从 1至8。随着仿真模拟水平的增加，程序对屏幕每个点用更多的

点计算，并计算平均颜色，您会得到更准确的仿真模拟图。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根据您的计算机的速度，

设计类型和设计阶段改变仿真模拟速度和质量，（创意修改或最终预览）。 

只是在 ArahWeave主窗口处于活动状态时键盘快捷键起作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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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织物组织视图

此视图模式用黑白显示织物组织

循环。在绘制新的织物组织时是很

有用，因为很容易看到织物组织循

环中的错误。如果您启用须边选项，

可以在底部和左边看到经纱和纬纱

的排列。

3.2.2 平面模式视图

这种视图模式只是显示了织物的

循环。一个像素（屏幕上的点）将

用于模拟一根纱线。如果您选择放

大（200％，300％），这根纱线就

会以两个或两个以上像素显示。这

是最快的模式，通常用于设计阶段。

在所有的视图模式下，织物模拟视

图从底部开始，完全尊从纺织传统

习惯。在 ArahWeave主窗口标题

栏您也会找到当前加载的织物名称

和经纬循环的大小。如果织物组织

的大小和经/纬排列根数是不可整除

的，这个数值就是这两个数的最小公分母。但是，纱线循环的上限值是 65520x65520根。如果您在主窗

口中看到此数值，织物组织循环大小和纱线排列也许就是错的，因为他们相互不能整除。

14

图 19: 带有须边的织物组织视图模式

图 20: 带有须边的平面模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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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立体模式视图

这种模式显示了织物循环，但

在缩放水平高于300％时，纱线增

加了阴影，这样就可以更容易看到

经纬纱的织物的交织方式和区别。

3.2.4 仿真模拟视图-设置密度

仿真模拟视图显示了成品织物的实际尺寸 1:1 的比例。您必须输入表示为每厘米（或英寸）纱线根数

的经纬密度，。要设置密度选择织物规格 > 密度。

您可以设置经纱和纬纱的每厘米（英寸）根数，或以厘米（英寸）表示

的循环大小。要注意的是，只有每 1厘米纱线的根数保存在文件中，循环大

小根据其他数据计算。您还可以设置从 5％至 1500％任何缩放数值。如果相

对于密度来说纱线很细，仿真模拟视图是按 1：1显示织物的，包括纱线的

直径和空隙（空隙以背景色显示，可以在色彩编辑窗口中定义其颜色）。

在设定经纬密度窗口顶部有一个选项按钮—根据技术数据计算经纬密度。

如果您激活它，密度将根据您在计算线纱用量窗口中输入的数据（更多关于

技术数据在第 11章中详细解说）自动计算出来。密度数值输入字段变成灰

色，表示您不能在该窗口更改数据。如果您想仿真模拟穿筘或停撬效果，根

据计算数据计算经纬密度必须被激活。否则，整块织物都按照一个密度进行

仿真模拟。原因很简单：大部分织物是简单的，您所需要的是经纬密度。此

外，在设计阶段，您不可能获得自动计算密度所必须的详细技术数据。

您可以看到由于纱线交织造成的阴影。这个是最精确也是最慢的视图模

式。总共有 8个模拟质量等级，每个较前一个相比较大约慢两倍，不要使用

仿真模拟 8，除非您真的需要，因为速度确实很慢。尝试使用仿真模拟 4，然后递增，直至达到最适合的

模拟效果。

为了获得阴影色彩的精度有时侯必须受影响，因为纱线边缘的颜色必须加深或者变浅。对于全白或全

黑的来说这又是不可能的，因为受到色彩再现的阻碍。白色的会变成浅灰色，黑色的则变得浅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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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无纬织造织物立体模式

图 22: 设定经纬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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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织物仿真模拟视图

3.2.4.1 设定织物的密度单位

ArahWeave 系统设置对话框中计量部分有一个用来设置密度

单位的选项按钮。例如大部分用户喜欢用每 10厘米

（ArahWeave 默认值）而不是每 1厘米来表示密度。密度单位

一旦设定，程序将以该单位显示所有的密度。密度单位也保存在.arahne 配置文件中。

3.2.4.2 起毛模拟

如果您希望在织物上看到起毛模拟效

果，激活织物规格菜单下的仿真模拟功

能。可以输入十分之一毫米为单位的经

纬纱起毛长度，还要设置方向（上下左

右），强度（0-10）。输入长度

10（1mm），强度为 4（40%的点受影

响），创建一个模糊的围绕着织物中纱

线的影像。您应该一点点地调整这些参

数找到最能代表您实际使用的起毛整理

效果的数值。起毛窗口会自动显示您所

选择的效果预览。一旦您感到满意了，

单击确定键，全屏显示。

3.3 须边选项

这个选项可以让您在 ArahWeave 的主窗口的左边和底部查看经纬纱排列。须边选项卡在视图菜单中

是一个切换按扭，您也可以按键盘上的“F”键时期起作用。在所有的视图中都起作用，但是您得移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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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设定密度单位

图 25: 起毛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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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物的左下部查看。使用这个功能，随着您输入数据（或用鼠标绘图），更容易看到图形化显示的经纬

纱排列。

3.4 标尺

在可见的情况下，标尺位于主窗口的左边和顶部。当移动鼠标时，标尺上的标志会显示鼠标指针的位

置。要显示或隐藏标尺，选择视图 > 标尺或按CTRL+R 键。以根数或者厘米显示长度和位置。要切换这

两个单位，点击标尺单位指示（根，cm）（如图 26）。如果您希望标尺显示为英寸，您得在

ArahWeave 文件>系统设置里将公制计量单位改为英制。标尺还有两个功能，帮助您找到在经纱纬纱排

列中的位置（在标尺上右击鼠标，光标置于纱线排列窗口中相应位置），帮助你找到经纬纱在穿筘或者

停撬中的位置（在标尺上中击鼠标，光标置于织物组织编辑窗口中穿筘或者停撬字段相应的位置）。

图 26: 以纱线根数和厘米为单位的标尺

3.5 一个经纬循环视图

通过主窗口中的视图菜单可以获得织物的一个经纬

循环视图。当您制作包袱样，披肩，手帕，或者任何其

他类型的单匹织物。您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个经纬循环

在何处终结，一个经纬循环表示织物所有参数在内的循

环：织物组织循环，经纬排列，穿筘和停撬。如果一个

参数不能除尽另一个参数，那么循环比您预期的要大。

一个经纬循环既是一种视图模式又是织物特性。这些数

据保存在织物文件中。这些特性通常被用于单匹织物的

设计，如图片织造，毛毯，披肩，手帕，台布等。

您也可以选择一个经向循环或者一个纬向循环视图模式，这对于一些比较窄的织物设计是由很有用的，

因为在此类设计中只需要一个方向的循环，而另一个方向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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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一个经纬循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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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平移工具

要平移织物，往下按住左键移动鼠标。在移动过程中，鼠标指针从手掌

变为拳 。您可以在系统设置>色彩修改 RGB值更改手的颜色。（单击编辑

按钮，打开色彩编 辑器，选择特定颜色）。在纱线排列，纱线或者是色彩编

辑窗口打开的状态下，平移工具是不起作用。那样的话，指针用来绘制纱线排列。如果您仍然需要在这

些窗口打开的状态下使用平移工具，选择在这些编辑窗口排在经纬纱字母最后的（#），确定背景色。

3.7 修改后文件状态

ArahWeave主窗口右下角小方

块的颜色表示修改后的织物文件状态。

改变纱线，色彩，织物组织，技术数

据等，小方块的颜色会从绿色变成红

色，当您保存织物后，又会变成绿色

了。

4. 编辑织物组

织物组织是织物结构的基本元素，决定着纱线交织的方式。黑点是指经纱（垂直方向）浮于纬纱上面，

白点则表示纬纱（水平方向）浮于经纱上面。

要设计新的织物组织，选择织物组织菜单下的组织编辑，织物组织编辑窗口会弹出（右击织物也可以

弹出织物组织编辑窗口）。在织物组织编辑过程中，您可以在仿真模拟图中随时查看织物组织的最新情

况。

4.1 设置织物组织循环

要更改织物组织的大小，选择调节—组织循环。您可以更改：。

• 循环数——调整经纬纱根数（最大 65520X65520最小 2X2）

• 细线格——一个组织点要用的像素（只在屏幕上，适当的数值取决于您的

视力，显示器的大小和选用图形卡的分辨率

• 粗线格——大网格中的小格子数量（屏幕显示和打印时用）

• 织物层数——经纱纬纱种数（1表示单层织物）。只对文件有效。显示了用

户对该织物组织的意图，并不反映织物中织物组织的实际效果。

• 综页数——调整计划使用多少页综。（不要被大提花组织的巨大数值所困扰，保留原有的数据）。

您可以随意修改这些数值。如果您将织物组织减小到比您之前绘制的还要小，您之前输入的数据

不会丢失。只要再放大，又会恢复到原始状态。如果您使用箭头按钮，织物组织大小会交互式改变。

否则，您必须单击确定按钮来应用新的设置。

4.2 组织编辑窗口组成

图 31 显示织物组织编辑窗口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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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改变光标颜色

图 29: 方框显示为红色

图 30: 调整组织循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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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织物组织编辑窗口

织物组织图位于左下角，要画一个黑点(经纱在纬纱上面)，将鼠标指针定到您所希望的那个点，按左

键，鼠标右键画的是白点。也可以按住鼠标交互式的绘制组织点。织物组织的起点：第一根经纱，第一

根纬纱从左下角开始。

顶部是穿综图，右边是纹板图，右上角是穿吊图，穿吊图是固定的，因为小的工业提花机穿吊不能改

变。但是您可以在小提花织机左右手车配置之间选择。可以在组织编辑窗口小提花菜单下进行切换。

在织物组织编辑窗口的最左边，您可以看到纬纱排列（从底部开始），而在底部是经纱排列（从左边

开始）。当织物组织和经纬纱排列相对应时很有作用。

穿筘图在织物组织图的上面，穿综图的下面。

停撬图在纹板图的右边。

纬密变化控制功能在停撬旁边，如果您想使用它们，启动密度窗口—请看第 11章第五节。

小三角（箭头）表示一个经纬循环的终点。若出现箭头，它们就显示经纬纱排列，穿筘，停撬。

绘制织物组织有三种方法：

• 设置织物组织循环，绘制组织，使用功能：织物组织编辑窗口 >小提花菜单>优化综页数量>左手。

• 绘制小提花纹板图和穿综图，织物组织会自动绘制。

• 您也可以绘制织物组织（或是从数据库中载入），设置综页数，然后使用鼠标中键绘制穿综图，

纹板图自动绘制。这种情况在工业生产中很常见（织物组织较小），用户对部分棕页不需要优化

穿综而综页数又比较多时，这样更适合织造（例如：2、3飞飞穿取代顺穿）。

当您插入一个穿综点，程序可以通过其他要素自动地把组织图中任意个已会制的组织点转换过来。这

样，组织图保持一致。当有了穿综图，而又想要随意的绘制织物组织图时，会遇到一点麻烦。为了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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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办法是清除穿综：小提花>穿综方法>清除（快捷键是 X）。也可以将小提花左笼头切换为小

提花右笼头，小提花>右手多臂。

在穿综图区域，鼠标左键可以绘制黑点，把纹板图复制到该经纱的织物组织图。鼠标中键可以绘制黑

点，把该经纱上的织物组织图复制到纹板图。鼠标右键用来清除穿综点。

使用鼠标中间键插入穿综点有一点复杂，因为您可能绘制“不可能的”穿综方法。发生冲突时，其他

冲突的穿综就会被清除。这样的话，根据组织图手动绘制复杂的穿综图也是有可能的，但这不同于优化

穿综或不同的配置。

织物组织编辑窗口标题还显示一些附加信息：织物组织文件名，经纬纱循环数，该组织所需的综页数

（假如是小提花组织），经纬纱层数（不是一层时）。

图 32: 组织编辑窗口组织停撬（花纬）

如果综页数不是最小值，则显示 8/6，表示 8综页数，但是实际需要 6综页数。增加综页数通常用来

平衡棕页负载。

组织编辑支持非常大的织物组织，实际上ArahWeave 可以载入整幅大提花织物组织。在这种情况下，

程序不会显示纹板图和穿综图。当综页数多于 99时程序就不会显示这些。实际上没有人使用大于36页

综的，但是综页数高达99时对于组织编辑很有帮助的。

4.3 织物编辑工具栏

工具箱在织物编辑窗口的左上方。包括20个图标；请看 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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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织物组织编辑工具

要修改织物组织，可以通过绘制或者使用这些工具来实现，修改效果会立即在主窗口的织物上显现出

来（平面视图模式）。如果是在仿真模拟视图模式下，您必须将织物组织所做的修改加载后查看结果

（右下角图标）。

4.4 织物组织编辑视图模式

4.4.1 纱线色彩视图

如果在视图菜单下的纱线色彩按钮选中，织

物组织图中会显示经纬纱的色彩。在纹板图上，

纬浮点用纬纱色彩绘制，而经浮点仍然是黑色。

织物组织图中其他没有改变。同样支持鼠标绘制

彩色织物组织图。

4.4.2 大提花色彩视图 

织物组织编辑窗口中，大提花色彩是附加的组织视图模式。在织物组织编辑窗口的视图菜单中找到，

其目的是用于大提花设计，如长浮点修正时，希望能够精确地看到两色之间的过渡色效果时。如果在组

织图中只看到黑色和白色，就不能看到一种织物组织到另一种织物组织的精确过渡效果，因为有时候织

物组织很相似。这种视图仅当大提花纹样转换中组织大小和织物组织大小相匹配时起作用。这种视图模

式在组织分层视图模式也是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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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纱线色彩查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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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大提花色彩视图模式，可以查看每个色块的织物组织。

4.4.3 停撬视图

停撬视图可以帮助您区分“常规”和停撬纬纱。这对组织非常大的大提花组织很有用，尤其是需要手

工用鼠标绘制停撬时。花纬的经组织点是蓝色的，纬组织点是黄色的。

图 36: 常规织物组织视图和停撬视图模式

4.4.4 小提花视图

小提花视图仅仅用来开启和关闭纹板图，因为有时候不

想受到纹板图的干扰，例如：只有大提花机，不需要查看

纹板图和穿综图。

4.4.5 剖面视图

程序可以显示水平和垂直方向剖面图。剖面图是交互式的—显示鼠标位置所在的剖面。在剖面图中使

用鼠标绘制剖面，改变纱线的位置，织物组织会随之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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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开启和关闭小提花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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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控制一次在剖面图中显示的纱线根数，在组织循环窗口中设置织物层数参数。

4.4.6 织物组织色彩分层视图

织物组织色彩分层视图模式是多层织物合成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在层与层之间配置接结点时。每一层

有一对色彩用于表示经纬组织点，这就可以快速而准确地配置接结点。

图 40: 常规和色彩分层视图模式

4.5 载入和保存织物组织

在组织编辑窗口文件菜单下可以载入和保存织物组织。良好的习惯做法是对织物组织用编码的方式命

名，这样就可以在其他织物中再次调用和共享。

请注意如果要保存织物组织，则其必须是完整的。在校提花组织中，这是指组织图、穿综图和纹板图

必须处于适当的位置并相互对应。在保存前程序始终对织物组织进行检查，根据组织图绘制穿综图和纹

板图，即使有任何不完整一致也会被发现。但是如果仅仅绘制了纹板图，而穿综图和组织图是空白，在

保存的过程中程序将删除纹板图。

除了Arahne专有格式外，ArahWeave 也可载入GIF, PNG, JPG, PCX, BMP, 和 TIFF 格式, 以及电子

大提花格式文件(Bonas, Grosse, Schleicher, Stäubli JC3, JC4, JC5, TIS/Actrom)。大提花软盘格式主要

是MS-DOS格式化的, 所以可以用文件管理器把它们复制到 Linux下。 例外情况是 Stäubli JC3 和 JC4, 

因此我们在主窗口的织物组织菜单下引入了功能读取大提花软盘，把他们复制到 Linux下。 (到目

录/tmp/flo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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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设置层数图 38: 组织编辑窗口中的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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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物组织可以存为 Arahne 格式，如果需要把织物组织输出到其他程

序中则要存为 WIF, PNG, TIFF, GIF, BMP格式。在保存窗口中利用下拉

菜单选择格式。

4.5.1 织物组织浏览窗口

可以图形化浏览织物组织数据库，更具其外观选择或载入织物组织。

在组织编辑窗口中选择 文件 > 浏览 (快捷键 ALT+B)。程序将载入当前

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在窗口标题中将显示织物组织数量。

工具栏中图标的意义如下表：

上一级目录

向后

向前

重载

默认目录

查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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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选择织物组织文件格式

图 42: 织物组织浏览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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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目录

重新命名

删除组织

过滤按钮允许你按照组织循环 x，组织循环 y，综框页数，效应（经面或纬面），浮长 x，浮长 y，总

浮长，k系数 x，k系数 y，k系数 xy查找特定的组织。如果使用文件名过滤器，程序将交互式显示与过

滤器相配的织物组织。

可以从 1到 4改变网格的大小(显示屏像数)。显示一个组织区域的大小也可以改变，可以选择的组织

点数是 30, 40, 50 和 60。 组织视图可指示组织循环，可以黑白显示，可以按照经纬纱的色彩显示，可

以看到文件名和其大小。要加载某个组织只要双击它或者单击确认按钮。

4.5.1.1 缩小超大组织选项按钮

当组织较大，图标显示区域变得太小以致不能清楚显示织物

组织时，组织浏览窗口有一个附加的显示模式：缩小超大组织模

式。该模式下，浏览窗口调整超大组织的比例，所以就可以较清

楚地了解织物组织。要使用该功能，打开图标  。图 43显

示了同一组织默认模式和超大模式时的图标。 

4.5.1.2 浏览子目录

ArahWeave 浏览窗口具有显示子目录下的文件功能。 当需要查找一个文件而又不知道其在哪一个目

录时是很有用的。 如果父目录中含有子目录，窗口的右上角显示“枯枝树”图标，   (与目录路径在

同一行)。 要显示子目录下的所有文件，按一下“树”图标。图标变为“果实树”  ，这意味组织浏览

窗口中显示父目录及其子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如果文件来自子目录，子目录的名称会显示在织物组织图

标上。

要非常小心地使用该选项，因为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来完成所有织物组织的显示，如果在磁盘根目录(/)

使用该功能，程序不会崩溃，但是必须阅读硬盘上的所有文件，这需要时间。因此仅仅确实有织物组织

文件的目录下使用该选项。

4.5.2 织物组织数据库

标准版ArahWeave 的目录 Ashenhurst, Donat, Serrure, Gunetti, Fressinet 和 Poma下，有

35,000组织的巨大的组织数据库 。

4.6 穿综

穿综决定了那一片综框控制哪一些经纱，所用综框页数的多少取决于织物组织的复杂程度。

重申在介绍一节中所讲的，绘制穿综图的方法有两种：

• 按鼠标左键绘制穿综点，把纹版图中的“提综点”复制到组织图中相应的“经组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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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缩小超大组织勾选与不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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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鼠标中间键绘制穿综点，把组织图中的“经组织点”复制到纹板图中相应的“提综点” 在组织编

辑窗口小提花菜单进入穿综功能。

4.6.1 优化综页数量

画好织物组织图以后，绘制穿综图最快捷的方法是使用穿综方法 > 优化综页数量 > 左手 (或 右手). 

左手是指程序从组织图左边开始绘制穿综图，右手是指从组织图的右边开始绘制穿综图。

如果希望以尽可能少的总也数量保存织物组织，那么没必要应用优化综页数量，如果在上机图中没有

绘制穿综图，在保存前程序自动执行该功能。

4.6.2 平衡综页负载

在生产实践中，使用比可能最少的综页数量多的综页数比较好，主要是因为经纱根数太多。

图 44所示的是 6片综的穿综图。纱线用量窗口中的信息告诉我们第一二片综承载 1200根经纱。我们

认为那是太多了，所以必须把第一二片综分成额外的两片综。选择穿综调整 > 平衡综页负载。然后调整

拟用综页数量为 8。程序绘制新的穿综图，计算每一片综的综丝数量。

图 44: 6页综改为 8页综

4.6.3 重载综页置前(小提花)

该功能位于小提花 > 穿综调整菜单下。 他把重载的综页放在第一片综。这样，如果边组织是手工输

入的话，正如常规的一样，边综就会出现在最后。在常规优化情况下，由于边组织位于左边，边综就在

最前面。

4.6.4 载入和保存穿综图

在组织编辑窗口中的文件菜单下可以载入和保存穿综图。再把一个复杂的穿综方法从一种织物组织应

用到另一个织物组织时是很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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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降低穿综飞数(小提花)

该功能位于小提花 > 穿综调整菜单下。该功能重新排列综页的顺序，从而降低穿综的飞数（例如，

从第一片综到最后一片综），但是不改变组织设计。

4.6.6 山型穿综

如果织物组织在竖直方向是镜像的，组织图只需要绘制一半，然后使用功能小提花菜单下的穿综方法

> 山型穿综> 添加。 ArahWeave 在竖直方向自动扩展和镜像织物组织。程序也将绘制穿综图，而综页

数保持不变。要注意的是第一根和最后一根经纱不被镜像，目的是为了避免相邻的两根经纱具有相同的

组织。如果在调用该功能前经纱是 10根，执行该功能后变为 18根。如果改变了想法，按一下 穿综方法 

> 山型穿综 > 去除。

图 45: 添加山型穿综之前和之后

该功能位于小提花菜单下，但是在大提花中具有很大的作用。为了克服纹针数量的限制，织布厂通常

使用山型吊挂，从而有效地使织物组织扩大一倍。生产此类织物，织物组织只需要一半，仅仅需要绘制

一半彩色纹样，减小尺寸是很好的实践经验。但如果要做仿真模拟实际生产的织物，就需要看到镜像循

环。使用该功能，就像使用快门一样在两种试图模式之间切换。

4.6.7 飞穿(小提花)

在菜单小提花 > 穿综方法 > 飞穿 有飞数是 2，3，4，5，的穿综方法。飞数 2的穿法通常也叫做间

隔穿法，根据织物组织的大小飞数 3、4的穿法也叫做缎纹穿法。实际上应该有飞数是 1 的穿法，但由于

已经命名其为顺穿，目的是使织造人员更清楚。

4.6.8 减少综页数量 (小提花)

在小提花织造中常常使用比所需最小综页数量多得多的综页数量来织造简单的织物。例如用 6页或者

8页综织造平纹织物。本节中要讲述的是相反的情况，织机能够操控的最大综页数量是 16、20或者24

页综，而我们需要织造非常复杂的织物。当然，首先需要做的是优化综页数量，电脑会自动显示所需最

少的综页数量，绘制纹板图和穿综图。但是如果对生产而言综页数量仍然太多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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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rahWeave，就可以有另一种

可能的途径，可以对织物组织做一点小

改动，从而可以进一步减少综页数量。

首先优化综页数量，然后选择小提花 > 

穿综调整 > 建议综页合并. 程序找到最

相似的两页综，在两页综四周绘制红色

的方框，指示织物组织中不相同的组织

点。如果使两页综的提综顺序相同所做

的改变能够接受，仅仅需要点击它们，

再次做优化综页数量。如果已经获得了

所需的综页数量，那么问题得到了解

决，，否则继续重复以上两步。

4.6.9 数字穿综

选择小提花 > 数字穿综 用数字输入穿综方法，在按下确认键后程序按照所输入的数字绘制穿综图。

在图 47中，1、2、3、4页综穿 8次，然后 5、6、7、8页综穿 5次，1、2、3、4页综再次穿 6次。

图 47: 数字穿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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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建议合并2页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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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穿筘

穿筘用来使经密发生变化。在穿筘和停撬中可以使用括号如：2 2 10(3) 这是指：2 2 3 3 3 3 3 3 3 3 

3 3。一个循环中可以有几种穿入数，如 2 2 7(1 2 3).

ArahWeave 所支持的每筘穿入数高达 125根经纱。

4.7.1 空筘

要在穿筘排列图中制作空筘输入 0。在组织编辑窗口中绿色线条和数字指示空筘的位置(见图 48)。 重

要提示：: ArahWeave 中的织物不能从空筘开始。

图 48: 穿筘图中的空筘

空筘组织在组织编辑窗口中所看到的穿筘图与其打印结果有细微差别。组织图中的空白区域和穿筘图

中绿色表示空筘齿（图 49）。

图 49: 具有空筘的织物组织打印结果

要获得空筘织物的仿真模拟，需要在纱线用量窗口中设定技术参数 (总经根数, 筘幅, 成品幅宽, 穿筘方

法, 纬密)， 选中根据技术数据计算密度 按钮。详细的纱线用量和技术数据的设置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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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 空筘织物仿真模拟 

在组织编辑窗口中穿筘和停撬是以不同的方法来处理的，事实上尽管它们都是以同样的方法录入。原

因是，停撬直接与组织相连，必须在纹板图中体现出来。

另一方面，穿筘不与组织直接相连，其循环可以较长，如图 51所示。

图 51: 空筘织物

4.7.2 用鼠标绘制穿筘图

在组织编辑窗口中可以用鼠标绘制穿筘图。在穿筘图中已经绘制好的会自动重写。

在筘齿中添加经纱用鼠标左键点击，在筘齿中减少经纱用鼠标右键点击 (图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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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增加或减少每筘穿入数: 点击左键增加一根 (中间图),点击右键减少一根 (右图)

要在穿筘图中增加筘齿（实际上是对已有的进行复制）在其下方用鼠标左键点击。要在穿筘图中减少

筘齿，在其下方有鼠标右键点击。 (图 53).

图 53: 增加或删除筘齿:筘齿下方点击左键 (红色区域)复制筘齿(中间图),点击右键删除筘齿(右图)

4.7.3 小提花和大提花

有些织机同时具有小提花

和大提花开口装置，小提花

部分的经纱穿过综框中的综

丝，大提花部分的经纱由纹

针控制提升。为了区别小提

花装置和大提花装置所控制

提升的经纱，对大提花部分

的经纱穿过的筘齿做标记，

用负数表示。在组织编辑窗

口中“大提花经纱”用灰色

表示。 (see 图 54).

4.8 停撬

每引入一根纬纱后织机卷取一次织物。有时对一些纬纱引入后需要停止自动卷取，这样再一次卷取中

引入 2根或 2根以上的纬纱。这样做时，需要使用停撬。在美国停撬也叫做“死纬”。如此得到的概念

是，启用停撬的纬纱，织物不卷取。在英格兰，有时也叫做填塞，因为在同一空间里填塞了2根或更多

的纬纱。在 ArahWeave,中，停撬和穿筘以相同的格式输入。如果不使用停撬，那么使其为 1 或者空白。

停撬可以用括号表示，如：2 2 10(3) 解释为: 2 2 3 3 3 3 3 3 3 3 3 3. 在停撬中不使用 0来标注无纬织

造（须边）。在纬纱排列中使用 y来代替。在 y纬上，织物组织延长。织物的第一纬不能启用停撬。启

用停撬连续纬纱根数最大值是 125（也就是 1根正常纬纱加 8根填塞纬，换句话说，经轴送一次经 8位

不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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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小提花" 和 "大提花" 穿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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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撬循环不能大于组织循环，

如果如此，必须相应放大织物组织。

如果停撬不能整除组织图的高度

（译注：停撬循环数不能整除组织

图中的纬向循环数）程序会提出警

告，停撬字段为红色。如果能整除，

停撬字段是绿色的。图 55所示的

组织，纬纱循环数 24，但是停撬

循环数是 22（16加

6（16（1）3（2））。循环数不

同，所以停撬字段显示红色。

4.8.1 用鼠标绘制停撬

在组织编辑窗口中的停撬列可以用

鼠标绘制停撬(图 56:)。在停撬列每画

一个点，程序为组织图的整个高度写一

次停撬图。如果已写的停撬图不能够整

除组织高度，在组织图中仅仅画一个停

撬点，然后删除。这会使停撬和组织的

高度相同。

4.9 工具菜单

在 tools工具菜单有织物组织编辑的高级功能，这些功能对小提花和大提花织物都是很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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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停撬栏

图 55: 停撬循环与织物组织循环不想同 -红色字段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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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 分层编辑

4.9.1.1 基础

ArahWeave 具有用于设计多层组织的特别功能，为每一根经纱及其对应的纬纱指定基本组织，程序

将自动构建复合组织。该功能位于组织编辑窗口中的一个专门的弹出窗口中。要打开该功能，选择工具 

> 分层编辑。

在 分层编辑 窗口，必须指定

经纱的根数 (经纱配置), 和纬纱根

数 (纬纱配置). 经纬纱配置的默认

值是自定义模式，在哪里可以简

单地输入经纬纱的层数。组织区

域分解为“组织表”，列数是经

纱的层数，行数是纬纱层数。工

具栏右侧的表格是“组织表”的

缩小版，用作选择和复制组织的

工具（当织物组织比屏幕尺寸大

的时候非常有用），用红色显示

当前所选组织。工具栏中的工具

对所选组织起作用。与组织编辑窗口中一样，可以把组织载入到分层编辑窗口中，选择文件 > 浏览, 双

击想要调用的组织，其就会载入到所选区域。要复制组织到另一个区域，鼠标左键点选，在要复制的区

域用鼠标右键点击。图 显示的是 5层经纱 3层纬纱。所选组织是第四层经和第一层纬。

图 58 所示的是 1 层经 3层纬的组织，表层 5枚缎纹，背面 5枚缎纹用来接结第二纬，10枚缎纹用来

接结第三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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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织物组织分层编辑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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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分层编辑窗口和织物组织编辑主窗口中相应的组织

4.9.1.2 经纬纱高级配置

自定义

可以编辑更为复杂的复合组织，例如表里层密度不一致的组织。图 59 所示的特殊双层组织其表里层

密度不一致，外加隐藏在两层之间仅仅用来接结两层组织的接结纬（译注：extra weft,有时译为花纬）。

经纱配置是简单的： 112 – 意指前面的两根经纱在第一区域，第三根经纱位于第二区域。这样经纱就有

双倍的密度。纬纱与经纱相类似，仅仅是要把循环写到最后，因此添加第三区域用于接结纬： 

1121121121121121121121123 (也可写成 8(2a1b)1c )。

表层组织输入复合斜纹，背面组织是有规则的 2/2斜纹。中间层的纬纱（以红色显示）仅有两个点连

接到表里层织物。注意左下角的仿真模拟中背面的灰色纱线和中间的红色纱线，因为它们完全被表层织

物覆盖。 (黑纬和深蓝色经纱)。

34



 ArahWeave® 5.3 User's Manual ©1993-2011 Arahne, d.o.o.               http://www.arahne.si

图 59: 分层编辑 -层与层之间的密度不相同

经纱配置为穿筘，纬纱配置为停撬

有时需要改变（或检查）经起花组织、纬起花组织或者地组织。这项任务可能比较困难，因为起花组

织是不连续的。但是如果在经纱配置字段中选择穿筘来替代自定义（或者纬纱配置字段选择停撬），程

序把组织分为地组织和起花组织。

配置为纱线排列

在许多织物中经纬纱的配置与纱线的排列相同。如果遇到这种案例，

不需要再自定义字段中输入配置，只要从下拉菜单中选择纱线就可以。

在组织结构中使用大于 9的配置

在分层编辑窗口中，一些高级用户想要用超过 9个组织区域来工作。如果使用数字 1-9来表示层是不

可能的。

但有两种途径来输入超过 9层：

•配置为纱线而不是自定义。然后使用超过 9种纱线，这样就可以获得多于 9个的组织区域。

•自定义配置写为排列 (例如 2a2b2c), 而不是数字(112233)。如果使用排列，就可以使用 9个以上的字

母获得较大的配置。

4.9.1.3 调整尺寸为可整除

如果把数个组织循环不同，层与层之间的密度不同的组织组合起来，计算复合组织正确的组织循环数

是相当复杂的。工具 菜单下的调整尺寸为可整除 功能计算正确的组织循环数。图 61 所示的双层组织表

面是斜纹、背面是平纹。两根纱线在表面、一根纱线在背面(配置是 112). 设定最终组织循环 12x12，要

确认有足够的空间用于平纹和斜纹组织。然后绘制或者载入组织到分层编辑窗口。斜纹的区域是 8x8点，

显然这是错误的，因为组织循环数是 3x3，8不能被3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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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0:按照纱线分层



 ArahWeave® 5.3 User's Manual ©1993-2011 Arahne, d.o.o.               http://www.arahne.si

图 61:正面斜纹背面平纹的复杂组织编辑－注意背面组织循环错误

至此，选择工具 > 调整为可整除. 程序自动调整组织循环，扩大织物组织。现在总循环数 18x18点，

所选斜纹区域现在是 12x12点。如果较小的组织循环足够的话，程序将缩小织物组织。

图 62:与上面的织物组织相同，但是现在可整除，背面组织循环正确

4.9.1.4 鼠标中键扩展组织

在分层编辑窗口，不能像组织编辑窗口中用鼠标中键选择和复制组织。但是鼠标中键有一项功能，可

以在整个子部分复制或扩展组织。绘制一个组织循环，在其右上角用鼠标中键点击，这个循环将被复制

到分层编辑窗口中整个子部分。

图 63 -65 所示的是 16枚缎纹和 4页斜纹的复合组织，经纱 1 层，纬纱 2层。缎纹的组织循环

16x16, 斜纹组织循环 4x4, 复合组织的循环 16x32。在组织编辑窗口设置组织循环为 16x32，打开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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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窗口，设置纬纱配置为 2 (或者，如果纬纱是两色，可以选择纱线为配置的模式)。在上面部分绘制斜

纹的循环，下面部分只绘制一个点。用鼠标中键点击区域的右上角。

图 63:点击鼠标中键扩展

现在需要按图标  三次使直线向左倾斜获得 16枚缎纹组织。

图 64: 扩展组织

图 65  所示表面缎纹，背面斜纹的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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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最终组织

4.9.2 选择/复制区域

通常我们需要把操作的范围限定于织物组织的特殊部分。选取特定的矩形区域确定操作的界限。也可

以把选区保存为一种织物组织，使用文件 > 保存组织， 所保存的组织是选区而不是整个组织。当要从复

杂的大提花组织中提取所有的组织时是非常有用的。

有两种不同的方法建立选区：

• 按住鼠标中键移动鼠标直到所需的区域选好。随着鼠标的拖动，网格线变为红色。

• 选择 工具 > 选择/复制选区。 在 选择/复制选区 窗口输入选区的起点和终点。不输入终点时可以输

入尺寸大小。

选区的网格线用红色绘制。所有的工具仅仅对选区起作用。

图 66: 组织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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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复制和放大选区：

• 按住鼠标左键拖动绘制循环区域。如果有选区，鼠标指针转变为红色。

• 在区域选择与复制 窗口中的 复制到 部分输入起止点(起, 止)的坐标和区域的大小，在此复制选区。

如果想要使所复制的区域与选区的组织有相同的偏移，在调整菜单中勾选循环复制。

要删除选区，在组织区域的某个地方点击鼠标中键，或者点击组织编辑工具栏的图标( )。图标色彩

变为黑色。

请查看 http://www.arahne.si/tutorial16.html

该页面含有动画，演示组织编辑的高级功能。T

组织编辑窗口复制区域的操作，组织分层编辑窗口中虽小提花织物组织的编辑将保持穿综的完整并将

修改小提花纹板。这对想要用固定的穿综方法设计新的织物组织的用户是非常重要的。 (so you can tie-

up to the same warp). 因此如果不需要此效果，首先要删除穿综 ( Dobby小提花 > Drafting穿综方法 

> Clear drafting删除穿综 )。

4.9.2.1 在选区中载入组织 (部分组织)

使用组织浏览或者载入组织对话框，可以在选区中载入任何一种组织。

如果选区比载入的组织大，那么组织会循环填满选区。

如果想要载入的组织循环比选区大，那么ArahWeave 仅仅取部分组织填满选区。

区域选择与复制窗口中的偏移 选项用于设定需要载入选区的织物组织区域的起点。在把一个大提花

组织的一部分复制到另一个大提花组织中是非常有用的。

图 67 显示两个大提花组织。我们想要把徽标和数字从一个组织复制到另一个组织中。

图 67: 我们想把徽标和数字从一个组织复制到另一个组织

在第一个组织中设定选区。设置偏移参数：徽标的起点 1056 (经纱), 6 (纬纱)。 从组织浏览窗口载入

第二个组织。徽标准确地放置于第一个组织的选区中 (图 68)。.

39



 ArahWeave® 5.3 User's Manual ©1993-2011 Arahne, d.o.o.               http://www.arahne.si

图 68:设定偏移选项; 复制另一个组织到选区后的组织

4.9.2.2 组织笔刷

组织笔刷功能使得在组织编辑窗口中用选区自由绘制组织。要使用该功能，在组织图中必须有一个选

区，然后点击鼠标右键并拖动鼠标。程序将用选区在鼠标指针下绘制组织。绘制区域的大小是 3x3点。

如果在绘制的过程中按住键，绘制区域的大小是 5x5点。

在选区中查找组织循环

当需要从复杂的大提花组织中提取单个织物组织时，此功能非常有用。首先选定一个区域，该区域所

覆盖的部分只有一种组织。然后选择调节 > 查找组织循环。 程序把选区的大小缩小为一个组织循环。T

图 69: 选区,以及在选区中查找组织循环

要把选区保存为组织，仅需使用 文件> 保存织物组织， 所保存的组织是选区而不是整个织物组织。

组织替换 (大提花)

组织替换 是上机图编辑非常有用的功能，使你可以对已经完成的大提花纹板设计中的某个组织进行

替换，也可以根据大提花文版中的纹样对原彩色纹样重新设计。该功能主要用于有很多保存于软盘上的

旧的大提花文件的工厂，用插入不同的组织的方法进行修改，创建新的产品和再次使用。

首先，用鼠标中键绘所需替换组织的制选区(或使用参数模式 工具 > 区域选择/复制)。 选区至少包括

一个完整的组织循环。然后选择 大提花 > 组织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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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将找到所选组织覆盖的全部区域，用品红色作标记。如果标记的区域包含不需要的组织区域，修

改参数 Thin缩小 。 如果标记的区域不包括所有的组织区域，修改参数 扩大 。 次数 指的是缩小或者扩

大的重复次数。相邻组织点数 指的是相邻组织点的最小值(最大值是 8), 他应该等于操作发生所选组织。

which should be the equal to the selected weave for the operation to take place. 如果参数猜测

不能给出所需的结果，可以用鼠标的左键 (增加蒙板区域组织点数) 和右键 (减少蒙板区域组织点数) 绘制

蒙版区域。

图 70:选区和蒙版区域

蒙版区域在主窗口中同时指示出来 (试图模式必须是平面模式)。

图 71:主窗口中的蒙版区域

然后在蒙版区域简单地载入不同的组织，方法是常规的载入织物组织操作或者织物组织浏览方式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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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在蒙版区域中载入不同的组织

某些情况下程序找到所选组织区域中有不想要的部分。图 73 显示一例，在那里程序标注了所选平纹

组织的另一小块。为了防止这种事件发生，应用 缩小 参数，增加 相邻组织点数 ，按 OK确定 。程序重

新计算蒙版区域。

图 73: 参数缩小的解释

组织替换窗口中的 从组织获取纹样 的含义在 Jacquard conversion大提花转换 章节有描述。简单组

织的替换不需要使用它。

在组织图中增加和删除经纬纱

在组织图中的任意位置都可以增加或删除经纬纱。有两种不同的途径：

•用鼠标左键点击组织图的左方和下方的灰色区域(图 31: weave control row组织控制行, weave 

control column组织控制列) 复制所选纱线 (增加相同的一根纱) 。右键点击删除。要在组织图中增加 

empty space 空白空间 ，在用鼠标插入经纬纱时按住 Shift键，组织图、穿综图和纹板图相应地转换和

大小调整。同样的方式增加或减少综页数量，点击纹板图下方的灰色区域。该方法也可以用来快速地调

整组织图的大小(不需要打开 Dimensions组织循环 窗口)。组织循环调整的两种方法有些微的差别：常

规的调整不改变组织的任何东西，因此很容易返回到之前的值，如果删除了很多根经纬纱，就不可能返

回到之前的值，因为织物组织不断地被转换和复制。注意：此功能不改变停撬和穿筘。

•选择 工具 > 插入/删除经纬纱.图 74 所示的窗口弹出。必须选择模式 (插入 或 删除) 和方向 (经纱 或 纬

纱)。然后输入插入/删除的起始位置起 和纱线的根数 尺寸 。程序将绘制品红色的线指示插入的起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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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插入的区域总是在那根线的上方或右方。同样，如果要删除经纬纱，要删除的区域将由品红色的线

划去。

•当按下OK确定 按钮，ArahWeave 将插入的区域转变为选区，所以可以在其中载入组织。

图 74: 插入 经纱/纬纱 设定起点和大小,然后点击确认

4.9.2.3 在组织图和纱线排列图中插入/删除经纬纱

插入/删除经纬纱窗口中的选项经纬纱排列 打开，程序将插入按钮右方字段中所输入的纱线的排列到

主排列中。图 75 示例，织物组织中插入 4根纱线，插入的纱线排列是 1a1b (1根橙色，1根蓝色)。

图 75: 在组织图中插入经纱和经纱排列

4.9.2.4 在组织和纱线排列中用鼠标插入

该特征功能有助于添加花经。经纱排列循环数和穿筘循环数应该和织物组织经纱循环数相同。如果织

物组织经纱循环数是 84，A 色纱线和 B色纱线交替排列，那么纱线的排列要写成 42(1a1b)。穿筘与此相

同：如果每筘穿入数是 2，穿筘应该写成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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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辑经纬纱排列 窗口中选择一种想要插入的纱线。按住 Shift键， 在纱线排列行绘制经纱排列。程

序将在组织图中所点击的右侧区域添加空白空间，在纱线排列中插入当前选择的纱线，增加筘齿中的穿

入数，一次点击，所有同时完成。所以在地组织中添加纱线非常容易。新纱线加到右方，地组织的纱线

位于筘齿中的开始位置。 如果后面要按照每筘穿入数拆分纱线的排列或者织物组织就很方便。要使用该

协调的方式删除一根纱线，按住 shift键和鼠标右键。但这将删除所点击的纱线，而不是其右边的一根纱

线。

图 76: 用鼠标在组织图中插入经纱及其排列

4.9.3 重复部分织物组织

可以重复织物组织的一部分。选择 重复 按钮，选择组织所需重复的一部分，设定起 和 尺寸 。程序

绘制两根直线显示将要重复的部分。如果直线是绿色的，这就意味重复区域的大小不能被穿筘循环数整

除；如果可以整除，直线是品红色。然后设定重复的次数 (次数)。在图 77 中，3根纱线重复 4次，所以

重复的尺寸增加 12根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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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重复部分组织

4.9.4 组织扩展

要重复循环（扩展）整个组织，选择 调节 > 组织扩展。 在组织扩展对话框中设定循环重复的次数。

在改变重复次数时，程序扩展织物组织。在竹屋组织编辑窗口的标题栏可以查看最终的组织循环数。

图 78:快速扩展组织

如果喜欢使用键盘快捷键，更快更方便的使用 经向双倍; 快捷键是 (,或者 纬向双倍; 快捷键是)。这些

功能来自 调节 菜单，可以按照需要的次数循环。每调用一次，组织循环数是调用前的双倍。因此其增长

很快。双倍循环数的减少是指，也许不能获得所需的准确的循环数，所以首先要制作一个较大的循环数，

然后减少到所需的数量。

4.9.5 放大部分织物组织

有时需要对组织的部分进行放大。在图 79中，选择 6根纱线放大 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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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放大部分组织

4.9.6 设计皱组织

组织编辑中有一个创建皱组织的工具。要使用它，在 组织编辑 窗口中选

择 调节 > 设计皱组织 该工具在选区和整个组织中都起作用，但在对整个组

织进行工作时有很多选项。该工具更为适用于大提花织物，因为他不处理任

何有关综框页数的问题。如果对选区进行工作，不能使用长浮点控制功能。

必须输入的第一个字段是 效应 1 – 其值域是 1 到 254 。如果其值接近 1，

组织将是经面效应，如果其值接近 254，组织是纬面效应。值 128时经纬面

效应达到平衡。下一个要控制的是长浮点, 也可使其不起作用。指定经纬纱

浮长的最大值。很难设计一个在所有方向和所有细节都循环的循环组织。这

更像是给程序的一条建议，大部分的浮长与此相似，但也有一些不一样。可以在长浮点控制窗口中查看，

 调节 > .浮长。如果不想手工处理，那么要使 浮点修正 起作用。 由于程序不能 100%满足浮点的要求，

程序设计为允许浮点长度比所要求的多一个点。例如经向浮点长度设为 3，程序设定的浮点允许长度是

4。

程序完全是交互式的，所以可以使用鼠标转轮来观察效果。

图 81显示了两种生成的组织图像，参数设定中唯一的区别是效应 1 (15 和 180)。

图 81: 设计皱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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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0:设计皱组织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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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1 阴影皱组织

在 设计皱组织 窗口的顶部，可以设置 按钮有效，

这就可以给效应指定 2个值。程序会从一个值的效

应到另一个值得效应在水平方向制作阴影。

4.9.6.2 双向阴影皱组织

如果打开双向 按钮，程序制作深浅平滑过渡区域

(经纬面效应)。

4.9.6.3 角度阴影皱组织

通过角度 选项设置一定角度的阴影效应。他对常规阴影和双向阴影都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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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阴影皱组织

图 83: 双向阴影皱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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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4 用纹样设计皱组织

可以用纹样作为皱组织织物设计的基础。 阴影 和 纹样两个选项按钮都要选中。 然后在大提花纹样转

换窗口中载入纹样 (织物组织 > 大提花纹样转换)。按确认键 OK，程序一纹样为基础创建皱组织。

图 85: 用纹样作为皱组织的基础

4.9.7 对纱线添加停撬或无纬织造

添加停撬／无纬织造 功能使得快速修改停撬图成为可能。对所设定的纬纱添加停撬或者无纬织造，

自动生成新的停撬图而不需要绘制或者编写停撬图。如果已经有了停撬图（例如花纬），并且希望对地

组织中的部分纬纱添加停撬，此时该功能很有用。

要使用该功能，选择工具 > 添加到纱线，选择所需的是停撬或无纬织造。在 Yarns纱线字段输入想要

添加停撬的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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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设计皱组织阴影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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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对纱线添加停撬

4.10 织造信息 (大提花)

通过视图菜单可以打开织造信息窗口，它显示了组织的所有者、最后一次保存的时间以及其他一些有

趣的统计资料。

提综图形化的显示平均有多少纹针要提起。在大提花织机上，应该选择翻转织物进行反织，因此平均

提起纹针的数量较少，这样可以减少机器的磨损，延长使用寿命。 

用纱量根据织物组织显示没一种纱线的相对用量，程序计算每一根经纱的交织次数，如果织物中有用

量差异非常大的经纱，在织造几米以后开始张力增加。 这将导致经纱断头或者产生织疵, 因为经纱张力

太大无法提起纹针。这种情况下一是使用双织轴，一是改变织物组织，这样可以获得更加近似的用纱量，

或者改变组织设计，在织物中没有单个组织形成竖条。

提综 和 用纱量是在有突出值时提出警告，其限制并不真正严格，如何确定取决于你的决定，是要解

决这些问题或是保留这些问题。 提综 50％以上，用纱量 30％以上提出警告。可以用黑白或彩色显示该

报告，按 Shift + c键开关彩色显示。

4.11 长浮点 –统计与更正(大提花)

织物组织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最大浮点长度，也就是一根纬纱（经纱）浮在多少根经纱（纬纱）之上而

不与其交织 (接结点). 对此没有一个黄金规则，完全取决于织物的密度及其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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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7: 织造信息 –提综和用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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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是要去除大提花织物中的长浮点，小提花组织相对简单，长浮点不是问题。在任何情况下

查看长浮点报告都可能是重要的信息。为什么在大提花中存在长浮点问题而小提花中没有？在大提花中，

我们把许多组织放在一起，它们每一个都OK，但是在它们的连接处 (从一个组织转变为另一个组织的组

织点)，长浮点问题几乎肯定会发生。 

织物组织选择的质量，长浮点产生的数量绝大多数取决于设计师的经验。可以使用长浮点报告作为早

期的警告－如果有很多的长浮点，组织的选择可能有错误。可以使用长浮点自动更正功能，但不要忘记

检查。如果长浮点超过 1000个，就应该重新考虑织物的设计和组织的选择。 拼写检查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掩盖语言能力不足，但是即使所有的字词都正确，糟糕的写作毕竟是糟糕的写作。长浮点的自动更正

道理与此相同。

从 调整菜单选择 浮点，打开浮点报告窗口。可以分别看到经纱、纬纱、正面和背面图形化的浮点报

告。也许需要调整窗口的大小以便看到所有的数据。如果空间足够，程序程序将精确显示长度 1、长度

2、长度 3等的数值。要看到经浮长超过 5的有多少，点击数字 5列，或者在 表面经纱字段输入 5，程序

将同及其数量，再相应的右上角以红色显示。此外，程序也将根据密度以mm显示浮长超过 5的浮点长

度。

图 88: 长浮点更正

点击浮点报告，设定可接受的浮点长度。要看到出错的位置，点击标注长浮点，纬向长浮点以品红标

注，经向长浮点以红色标注。如果视图模式是 组织模式 或者 Integer 平面模式，程序仅仅在 组织编辑

窗口和主窗口中中显示错误。 要看到背面的长浮点， 翻转织物组织  , 或者 翻转织物。 使用鼠标中间

键在组织图中或在织物主窗口中可以象绘制组织一样直接修改长浮点。长浮点的统计交互更新。在不需

要的时候不要标注长浮点以及打开浮点报告窗口，因为这会明显地降低大型设计交互式的操作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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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组织非常大，找不到长浮点的位置，点击Find查找按钮。组织编辑窗口会翻转到左下角第一个

长浮点。要查找下一个，修正第一个长浮点，再次按一下 查找按钮。

即使组织图创口不打开，浮点报告窗口也可以打开。

浮点报告有三种变化(包括经纬纱)： 全部，按照纱线／按照穿筘／停撬。这样就可以分别处理不同形

式的纱线浮点。例如，在有地组织纱线和花纬时，可以允许花纬的浮长较长，地组织的浮长较短。

要自动去除长浮点，点击去除按钮。该功能只在长浮点已经标注的情况下起作用，仅仅去除表面的长

浮点错误。要更正北面的错误，可以翻转织物，或者在 组织编辑窗口从 调整菜单选择 修正正反面浮点。

有时程序不能够更正全部错误，因为在更正经纱错误的同时会导致纬纱错误的产生，在放弃自动更正前，

程序在经纬两个方向会尝试使用其他组织点进行更正。

自动更正是如何工作的？它以以下两种方法工作：

1. 如果织物组织是刚刚由彩色纹样和组织转换而来，程序将在某些地方的中间放置接结点，如果为了

更正单个的长浮点需要几个接结点时，以允许的浮长间隔放置接结点。

2. 如果刚刚给彩色纹样插入组织，正在更正大提花组织，另一种方式会被自动采用。程序首先在色彩

变化的地方插入接结点，对大多数织造人员来说都认为这是精确的方法。当然、这样做需要彩色原

样。所以建议纹样选择组织以后立即进行长浮点修正。

在默认情况下，纹样保存在织物文件中。所以如果偶尔忘记了去除长浮点，可以在以后的日子里使用

第二种方法更正。如果在织物文件中删除了纹样文件，(在 大提花转换窗口，使用 File 文件 > 删除纹样), 

那么使用第一种方式去除长浮点。

如果载入不同的织物或组织，浮长限制被清除，因为不同的织物不可以比较。

最后，但不是至少，当不需要去除长浮点而又误击了 去除按钮时，点击工具中的Undo撤销图标。

4.12 打印织物组织

要打印一个织物组织，选择 File 文件 > 打印织物组

织。 图 89 显示了打印织物组织窗口，在此可以设定不

同的打印属性。

4.12.1 打印机设置

如果在 系统设置中没有保存打印机的设置， 或者想

用不同的打印机打印，或者打印到文件，应该选择打印

机设置。 在该图中(图 90)，必须选择打印机或者图像文

件的格式，打印模式及其精度（密度、译注），(dpi - 

dots per inch).高质量打印使用 1440 dpi，但在觉大多

数情况下 720 dpi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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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9: 打印织物组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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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 打印尺寸

要控制打印尺寸和位置，在打印尺寸区域输入数据。 区域的测量从顶部和左边开始，包含不能打印

的空白区域。要检查最大打印区域，按整页打印按钮。如果插入的区域超过了范围，程序将自动剪裁打

印区域并以声音报警。

4.12.3 网格

在此设定网格的大小。默认值是 1.5毫米。

4.12.4 打印选项

打印选项按钮位于打印尺寸文本字段的下方。简单地讲，勾选所需打印选项按钮前面的选择方框。

• 标题： 你将获得扩展的标题，在页面的顶部包括日期，用户名，客户名称，程序版本。

• 穿筘： 

• 边组织; 如果在保存纹板用于生产窗口中载入了边组织，程序在组织图的左边打印边组织。

• 一个循环：即使有足够的空间打印更多的组织循环，程序仅仅打印一个组织循环。

• 纱线：在组织图的右边和上面打印经纬排列图。 

• 压缩：如果组织图含有许多循环因素，使用该功能缩小打印尺寸。

图 91: 同样的组织以"常规模式",和压缩模式打印

• 纹板图：通常需要打印小提花纹板图，如果不需要打印，可以跳过。

• 标注第一根纱线：在一些工厂第一根纱线位于左边，而在令一些工厂第一根纱线位于右边。可以用一

个小的三角标注其位置。

• 123;：程序将打印综页的序列数字，而不是穿综图和小提花纹板图中的和黑色方块。网格的尺寸至少

是 3，这样才有足够的空间打印可读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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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0: 打印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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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5 打印预览

在打印设置正确后，检查

打印预览。它精确地显示打

印在纸上的结果 (左边和顶部

的偏移)。如果所有的东西位

于适当的位置，关闭打印预

览，点击确认键OK。

4.13 从软盘提取织物组织（大提花）

ArahWeave 可以采用／修改／更正陈旧的纹板文件。选择 Weave 织物组织 > 读取大提花软盘，等

待程序阅读软盘，然后载入所需的文件。根据 ArahWeave  的工作逻辑，必须仅仅提取织物组织信息，

删除空纹针字段，边组织，控制信息等。一旦获得了仅仅包含织物组织的文件，如果有，就可以更正长

浮点，以不同的格式保存大提花软盘。以下章节解释提取这些信息所需的功能。

在组织编辑窗口 大提花菜单下可以看到根据特定组织点判断停撬和选纬的功能，判断可能含有这些

功能的组织区域长度。例如，有一个完整的包含所有控制信息的大提花纹板图或者小提花纹板图。要从

中提去织物组织信息，必须剔除控制信息，但在该阶段前要能够使用。在组织编辑窗口 菜单下，选择 判

断选纬或者 判断停撬，在组织图中移动鼠标，读取包含信息的组织点纹针数，输入该数值，点击确认键

OK，程序会尝试理解信息的含义。很显然，这会丢失先前的选纬和停撬信息。由于第一纬不能有停撬 

(黑色组织点)。如果有，也许那不是停撬。如果你坚持认为这是停撬，竖直方向移动组织图，直到第一根

是白色组织点。不可能有连续 8个黑色组织点（停撬起作用）。 对于选纬，程序会发现使用的是 binary

选纬或是 normal 常规选纬。常规选纬可以有25个组织点的宽度，每一根纬纱有一个黑色的组织点。选

53

图 92: 用数字表示的穿综图

图 93: 打印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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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可以包含任何东西，可以有 5个组织点宽度（2的 5次方是 32） 由于 ArahWeave 现在的限制，程序

最多使用 25中纬纱。

大提花菜单同时有去除边组织和 去除花经花纬功能。前一个功能去除边组织－找出在竖直方向是否

有完整的组织循环，从而确定其是否用于边组织，并且去除它。查找循环的范围长达40个组织点。第二

个功能用于去除空白空间 (经纬向全部是浮点的区域)。这些功能全部是用来从大提花纹板文件中提取织

物组织图。

如果使用上述功能不能自动去除某些经纱，那就手动删除：组织图中所选经纱的下方灰色区域点击鼠

标右键。不要点击的太快，因为只有一次撤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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