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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简介

1.1 特别提示

此说明书不对织造过程进行总体介绍。若需了解织物生产过程，可查阅纺织教材，学习

纺织学基础知识，本说明书不提供相关内容。使用该产品需具备以下知识及能力：懂得如何

应用及操作计算机，包括鼠标、标准菜单及命令的使用；懂得如何下载文件、保存文件及查

找文件位置。

说明书中部分段落为斜体字。这表示该段落为技术性介绍，若非专业人员，可直接跳过

不阅览。

您可随时随地查阅此说明书，但若能边使用 ArahWeave 软件边查阅，将更利于即时实践

您在说明书中学到的内容。

1.2 致谢及提醒

感谢您选择 Arahne（阿雅娜）公司产品。为帮助您更便捷地织造出更优质的织物，我们

会不断更新我们的程序。因此该说明书内容可能与您使用到的 ArahWeave 软件不尽对应。这

就意味不同，我们希望这些改变能为您提供更多方便。本公司致力于简化 Arahne 系统，并

提供在线帮助服务，相信系统改进不会对您造成太多困扰。如有不便之处，敬请谅解，我们

将会在新版本中作出改进。

欢迎通过邮件及传真对本公司产品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也欢迎您报告系统故障。

您越早行动，您的意见将越早得到采纳，故障也会越早得到清除。我们有时无法采纳您的全

部建议，但我们会根据您的反馈为下一步行动做出最佳决策。

1.3 纹织 CAD/CAM 软件概述

若您从未使用过 CAD 软件，那您开始使用纹织 CAD/CAM 软件时可能会遇到些困难。不

过，纹织 CAD/CAM 软件的基本操作与文字处理软件类似。运行该软件，输入数据，在屏幕

上进行操控以确保数据的正确性，最后将数据打印出来，并保存至磁盘，以供今后参照或再

次使用。

ArahWeave 软件在同类软件中的优势在于它最初就是通过多窗口平台编写的。正因如

此，ArahWeave 软件充分开发了窗口模式的潜在价值：

• 必要时，大部分窗口可以缩放，获得更大视野，方便查看数据。

• 您可将窗口在桌面上自由移动；

• 打印过程不会影响您的操作；

• 您可同时选用多种工具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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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您对哪一部分进行修改，ArahWeave 软件时刻致力于为您提供连贯的数据视窗。

事实上，刚开始在屏幕上显示更多工具可能让您感到混乱，但是您可以进行个性化设

置。您可以自由选择关闭或不关闭现阶段无需使用的工具，还可以在修改数据后立即观察织

物显现出来的不同效果。

ArahWeave 软件没有通用的撤销功能，但大部分功能都有自己的撤销键。

相对而言，制作一个织物是一件较为简单的事情，整个制作过程包含以下要素：

• 织物组织（即纱线交织方式）——小提花（多臂提花）组织一般较小，可以手工绘制

组织图；但大提花（贾卡提花）组织很大，且由彩色纹样组成，图片上每一种颜色代表一种

织物组织。

• 经纬纱排列顺序；

• 纱线、支数及结构；

• 颜色；

• 织造密度。

但是有时，您会为这些因素简单的相互作用而感到惊艳不已。这也正是您应该选择

ArahWeave 软件的根本原因：

• 只需花最少的钱，就可以随意调整这些参数；

• 将织物模拟图打印出来，与非专业人士探讨您的作品；

• 为生产部门提供生产工艺单或 CAM 数据。

如此一来，可以避免因设计误差而造成巨大损失，并且纹织 CAD/CAM 软件还可以很快

帮您赚回它自身的价值。您可以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回答客户咨询的问题，因而您可以获取

更高的效益。随着全球数字通讯走入千家万户，您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给客户发送织物模拟

图。同时，您还可以利用现有织物、织物图片、定价及供货量等等，创建您的个人主页。或

者，您还可以将设计系统配置为内网网络服务器，这样一来，只要有网页浏览器，并能连接

上网络，就可以通过任意电脑或操作系统将技术数据表传输给公司的每一位员工。

现在，我们也必须告诉您 ArahWeave不能做的事情：它不能分析织物组织。一些用户希

望他们可以通过对织物进行简单扫描便可以从电脑中打印出生产工艺单。这是不可能的，因

为自动图象识别技术水平目前还没有达到可以通过纱线颜色辨别织物组织。不

过，ArahWeave依然是一个分析织物组织的好工具。您可以在拆分织物的同时输入数据，进

行验证。您可以同时输入纱线根数和长度的毫米数。仿真模拟视图也可以让您把实际织物与

屏幕中模拟织物进行对比，如果数据输入正确，那它们尺寸应该是相同的。程序还有帮您自

动适用不同“品质”的功能，即无需改变织物花型总体尺寸就可以改变密度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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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hWeave可以将一种为织造准备的纹版格式转换为另一种，这对于大提花用户来说是

非常实用的。

由于小提花用户数量远超过大提花使用者，大部分读过这本手册的人只对 ArahWeave 的

小提花能力感兴趣。所以我们将在标题标注章节或段落的内容为大提花还是小提花。我们希

望避免读着因不必要的信息而产生混淆。

最后，我们需要告诉您本手册的编排结构。我们决定按照问题的逻辑分类划分章节部

分。对于每组功能，我们首先尽量说明清我们需要这些功能的原因，然后说明功能是如何工

作以及为何使用这种方式。所以我们避开了传统模式中根据菜单内容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分

别列举的方式。我们也将一些从客户那里学到的织造提示融入了手册，非常感谢这些客户。

然而不幸的是，织造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如果您从头到尾阅读过本手册，那您

可能会发现总有些问题要在后面的部分中才能得到详细解释。所以您需要确实从头读到尾或

从尾读到头才可以。一旦您学到一个新的之前提到过的知识点，也许您要重新阅读之前的章

节。我们这种编排方式的缺点是，您可能很难找到对于某一功能的专门解释。但幸运的

是，PDF阅读器拥有搜索功能，您可以通过它很容易地找到关于某一问题的所有内容。

1.4 如何启动和运行 ArahWeave

首先，正如您所知道的一样，按下计算机的电源按钮。等到计算机完成开机检测。如果

您的电脑里装有多个操作系统，您会看到一个系统列表的提示。使用上下箭头在系统列表中

移动高亮区域，选择系统。如果等待时间过长，计算机将自动运行上次使用的系统或默认启

动的系统。如果您只安装了一个操作系统，它将不会显示任何问题直接启动。

在现代 Linux桌面上，ArahWeave 将作为一个程序图标 出现在桌面上。

图 1：在使用 KDE桌面的 OpenSUSE Linux 中的 ArahWe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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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安装程序

• 将 ArahWeave 的光盘插入光驱。光盘内容应该会自

动在新窗口中打开。

• 如果没有自动打开，在 KDE桌面上点击我的电脑图

标，再点 CD 或 DVD 图标。

• 选择光盘中的 aw1.tar.bz2、aw2.tar.bz2、aw3.tar.bz2 和

INSTAL_AW 文件，将它们复制到桌面上。如果您安装的是

ArahWeave 个人版，那这些文件名则是 awpe1.tar.bz2、  图 2：ArahWeave 安装程序

awpe2.tar.bz2、awpe3.tar.bz2 和 INSTALL_PE。

• 点击 INSTAL_AW（或 INSTALL_PE）文件。

这将启动安装程序（如图 2 ）。点击“确定

（OK）”按钮，开始安装。安装程序需要大约 30秒时

间来完成，在此期间我们向您展示了大量的织物组织和

示例文件。安装完成后，屏幕将显示一条安装成功的信

息，请点击“退出（Exit）”按钮。之后，您即可删除 图 3：成功安装后的信息

程序安装文件。

1.6 首次运行程序

您应该通过选择菜单中的帮助（Help）—系统设置（Save Setup）来进行一些设定，使

ArahWeave 软件真正可用。这些设置是：

• 程序激活

• 语言

• 计量

• 屏幕尺寸

点击桌面上 ArahWeave 的图标 。

由于您是首次运行软件，且软件并未

激活，因此程序将自动打开系统设置

窗口。

图 4：系统设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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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语言设置

软件默认语言为英语。通过 ArahWeave主窗口中

的帮助—系统设置可以打开系统设置窗口。您可以从

九种语言中选择一项。如果您选择的是除英语以外的

其它语言，系统设置中的菜单将同时显示英语和当前

选择的语言，所以即便您选错，也可以轻松地改回语

言。ArahWeave 的语言是实时更改的，但如果其它程

序（ArahPaint、ArahDrape）已经在运行，您必须重新

启动它们。

图 5：设定语言

1.6.2 激活程序

用户（Owner）区域包含 Arahne DEMO 的

文字。在该区域填写分配给您的用户名。

 图 6：激活码区域

在点击确定（OK）之后，界面将弹出含有您注册码的

信息（Information）窗口。

图 7：注册码

将注册码发送至 Arahne 的邮箱 arahne@arahne.si 中，我们将

会给您发回一个激活码。在红色区域填写激活码，之后程序

将会给您显示激活成功的提示。

图 8：激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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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用户界面

Arahne为初学者提供了包含全部基础功能的简洁界面，同时也可

以为那些能够处理高级功能的客户提供全部高级功能。

您可以在模式（Mode）菜单中选择简化（Simplified）、基本

（Normal）、专家（Expert）和服务器（Server）模式中的一个。

• 简化模式适合于初学者，这是程序演示版本的默认模式。

它隐藏了大部分复杂、难以理解的功能，只保留必要功能。比

如，初学者可能不会使用双引纬、双经轴功能，同时不关心织物

价格的计算。学校的织造课程应该使用简化模式。

图 9：模式菜单

• 基本模式是 ArahWeave 个人版和专业版的默认模式。它会显示全部功能、设置、按

钮和菜单。

• 专家模式提供一些特异的、包含潜在风险的功能，使用它们的人应该确实知道它们是

做什么的。在这个模式中有这样一个功能，它允许用户根据使用的织布机将大提花纹版转换

成织物文件，或将所有 BMP、TIFF、GIF等织物组织的图片格式转换为 Arahne 织物组织的文

件格式。

• 在服务器模式中，程序的图形用户界面（GUI）将不存在，其功能由企业资源计划

（ERP）系统产生的 XML 文件触发。

1.6.4 计量系统

点击系统设置窗口中的计量（Measurement）。你可以

在公制（Metric 米、厘米、千克）、英制（Imperial

码、英寸、磅）或混合（mixed）三个选项中任选一

项。
图 10：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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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所在的国家同时使用公制和英制，您可以

选择包含 15 中不同公制或英制单位的混合模

式。如果您想同时使用公制和英制，您可以使用

键盘中的字母 U快速在公制和英制单位之间来回

切换。

图 11：混合计量

1.6.5 屏幕尺寸

下一个重要设置是您显示器长宽的毫米数。程序可

以根据这个信息输出 1：1 的织物仿真模拟图，并显

示符合实际尺寸的标尺。如果您使用较新版本的

Linux 系统并正确配置好显示器和显卡设置，程序将

自动检测正确尺寸。

图 12：屏幕尺寸

如果您更换显示器，导致旧数值出错，需要更新数值，请点击单位（mm 或 dpi）旁边的灯

泡图标 。如果系统显示错误屏幕尺寸，您可以手动更改。

1.6.6 默认窗口尺寸

当您保存设置时，窗口的当前尺寸也会被保存。当您下次打开 ArahWeave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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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浏览器、图片浏览

器、织物浏览器、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中的图片显示区域、纱线用量的 HTML 区域，、条整

经 HTML 区域的窗口尺寸将和上次保存设置时相同。然而程序窗口在桌面上的位置不会被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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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件处理

2.1 目录和文件类型

由于 ArahWeave是一个多功能程序，它需要为了不同目的读写很多种文件。所以在了解

程序的详细功能之前，我应该先对 ArahWeave 能读写什么文件、一些重要文件要放在哪里等

等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所有的用户数据文件存放在/home/user_name/data 文件夹内，其中包含以下子文件夹：

•  img （ 用 于 大 提 花 转 换 的 彩 色 图 片 ， 标 准 格 式 ） ， 后 缀 名 ：

PNG、GIF、PCX、JPG、TIF、BMP

• texture（用于 ArahDrape 的织物仿真模拟图，标准图片格式）

• models（用于 ArahDrape 的模型图片，标准图片格式）

• colors（基于 CIE Lab 色彩空间的颜色数据库，Arahne 的自定义格式），后缀名：col

（用校色仪读取 CIE Lab 色彩数据的色彩测量参数，ASCII码，Arahne 的自定义格式），后缀

名：cm

• fabric（包含与布料颜色，纱线，编织，密度和其他技术细节相关的所有信息），无后

缀名

• demo（在您学习程序时可以参考的 100 个样例）

• tartans（300 个苏格兰方格布样例）

• yarns（纱线包括纱线颜色、细度、捻度等，Arahne 的自定义格式），无后缀名

• weaves（织物组织包括穿综图、纹板图，或一个完整的最高可支持 65520×65520 的大

提花组织，Arahne 的自定义格式），无后缀名

• demo（用英语命名的 100 个织物组织样例）

• Fressinet（旧书籍中展示的 2900 个织物组织样例）

• Gunetti（旧书籍中展示的 1700 个织物组织样例）

• Poma（旧书籍中展示的 2200 个织物组织样例）

• Posselt（旧书籍中展示的 1900 个织物组织样例）

• Serrure（旧书籍中展示的 3200 个织物组织样例）

• selvedges（您应该存放布边组织的位置）

• shading（一些适用于大提花灰度渐变的缎纹组织和哔叽组织）

•  cards（已经为特定大提花文件格式准备好的织造大提花的纹板文件，如 Staübli

JC5、Grosse、Bo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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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version（大提花纹样转换文件，包含一种颜色一种组织的方式和所选的转换类

型，Arahne 的自定义格式），无后缀名

• loom（织布机配置、纬纱配置，特定的织机纹针位置和选纬方式，Arahne 的自定义格

式），无后缀名。此目录内还包含用于大提花织机联网的.looms 文件。

• warp pattern（经纱排列，Arahne 的自定义格式）

• weft pattern（纬纱排列，Arahne 的自定义格式）

• drafting（穿综图，Arahne 的自定义格式）

• denting（穿筘图，Arahne 的自定义格式）

• HTML（织物技术参数，HTML 格式）

• XML（织物技术参数输出，XML 格式），也是 XML导入文件的位置

• drape（ArahDrape 项目文件，Arahne 的自定义格式），后缀名：drape

以上目录是 Arahne 的建议，必要时您可以按照客户、年份或任何您方便的方式自由创建

您自己的目录，或在原目录中创建子目录。创建目录可以使用文件管理器。

在您要读取图片时，程序将试图根据所支持的格式判断图片数据的正确类型，包括所有

大提花文件格式和 Arahne 织物组织格式。加载织物组织也是同样的，GIF 和 TIFF 格式的图片

可以直接解析并加载为织物组织。无论他们含有什么颜色，都将被自动转换为黑白色。织物

组织浏览器是一个特例，它只对 Arahne 的格式和 WIF 格式的织物组织有效。Arahne 的织物

组织格式已经进行过速度优化，但由于 ArahWeave需要从大量支持的格式中进行检验，所以

它并不能在一秒内加载几千张织物组织。

2.1.1 织物文件格式

您保存的织物文件将使用 Arahne自己的格式。它包含了所有与织物相关的信息：色彩、

纱线、织物组织、密度和其他技术参数。如果您通过用组织替换图片颜色的方式（大提花纹

样转换）制作织物，图片和组织也将被保存在文件中。在默认情况下，ArahWeave在一个织

物文件中仅保存织物中使用的纱线。下次加载这个文件时，只加载已保存（使用）过的纱

线，其他显示在纱线编辑器中的经纬纱区域（各 25 根纱线）则显示默认纱线。但如果你开

启了系统设置中织造选项卡的保存未使经纱/纬纱（Save unused warp/weft）功能，那么所

有正在纱线编辑的经纬纱区域的纱线都将被保存在织物文件中，从而下次打开织物文件时也

将被读取。

2.2 更改 Arahne 默认数据文件夹位置

数据文件夹的默认位是/home/user_name/data。如果您想更换位置，打开系统设置窗口，点

击设定默认路径（Set default path）按钮。在对话框唯一的输入框内输入想要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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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设置默认路径对话框

2.3 织物文件

与织物文件相关的菜单在 ArahWeave主窗口

的文件（File）菜单里。

图 14：织物文件菜单

2.3.1 打开和保存织物

选择文件（File）—打开（Load fabric）来载入一

个织物。双击希望打开的文件或选择文件后点击确

定（OK）按钮。在您载入织物之后，打开窗口依然

不会关闭，从而让您在织物数据库中继续浏览。

如果您希望用现有名称保存织物，您可以选择文

件菜单下的保存（Save Fabric）。如果您希望使用新

的名字保存织物，那您选择的则是另存为（Save

fabric as）功能。与织物相关的全部数据将会被保

存，包括密度、织物组织、经纬纱排列、色彩等

等。

图 15：保存织物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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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窗口还可以让您创建新的目录：点击 按钮，然后输入新目录的名字。点击 图标

可以根据已经储存在织物性质中的信息生成文件名。如需了解更多关于自动生成文件名的内

容，请阅读章节 19.3.1 生成文件名、织物模拟标题或 HTML 织物名称格式。

2.3.2 打开最近打开的文件

ArahWeave会记住最近使用的文件和目

录。选择文件（ File）—最近打开文件

（Load recent），就可以打开最近使用的文

件。在系统设置（ Save Setup ）—外观

（Appearance）面板中的最近打开文件数

（Number of recent files）项中可以设定最

近打开文件的数量。您也可以设定图标的大

小和是否显示织物的详细信息。

图 16：打开最近打开的文件

2.3.3 隐藏保存菜单

有些用户工作实在是太快了，以至于有时候

会将另存为错点成保存。这样文件会被覆盖，就

不能找回了。但是如果你隐藏了菜单栏中的保存

按钮，那这种事情就永远不会发生了。如果需要

隐藏菜单中的保存，您需要先点开系统设置窗

口，点击外观选项卡，然后勾选掩藏保存菜单

（Hide save menu）项。

图 17：掩藏保存菜单

2.3.4 重置已保存织物

重置已保存织物（Revert to saved）功能就是放弃最近所有修改并从硬盘中重新载入当

前织物。快捷键是【Ctrl + U】。当您在进行实验时，如果您想快速回到最新的有效状态，但

已经超出了撤销的最大限制，那它将变得非常有用。

2.3.5 使用 WIF 格式保存织物

WIF 格式是一种用于在不同程序之间交换织造文件的简单的纯 ASCII 文件格式。如果想将

织物格式保存为wif 格式，您需要在另存为对话框中文件名的后面手动输入“.wif”。

WIF缺少（而 ArahWeave支持）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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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物背景色

• CIE Lab 特定颜色的比色法（仅支持 RGB 色彩和单色——屏幕和打印的色彩之间没有区

别）

• 循环概念

• 穿筘

• 停撬

• 纱线组成

• 段染纱线

• 多色股线、色纺纱线、雪尼尔纱线、印花纱线、竹节纱

• 计算织物纱量用量的必要数据（总经根数、布边、筘幅、成品幅宽）

• 纱线细度

WIF 具有的参数（在 ArahWeave 中有所扩展）：

• 织物组织最多 99片综

• 经纬纱排列

• 经纬纱色彩

• 经纬纱密度（用纱线间隔记录）

• 纱线直径，每种纱线可以有其自己的直径

2.3.6 从织物浏览器中打开文件

选择文件（File）—浏览（Browser）（快捷键 B）打开织物浏览器（Fabric Browser）。

织物的缩略图可以直观地区分不同织物。

在 ArahWeave 中，双击织物图标，或选择织物图标后点击确定（OK）或按下回车键

（Enter），都可以打开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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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织物图标浏览器

下面是工具栏中图标意义的介绍。

上级目录

后退

前进

重置

默认目录

 切换列表视图和图标视图

 排序

查找

新建文件夹

织物重命名

删除织物

在 ArahWeave新窗口中打开所选织物（用鼠标中键点击织

物图标也可）织物图标显示区域下方有不同的选项。

• 过滤器（Filter）（图标 ）可以让你通过部分条件查找特定织物，包括：组织经数

（weave size x）、组织纬数（weave size y）、创建日期（date of creation）、综数（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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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hafts）、经纬纱数（warp and weft yarns）、总经根数（number of threads in fabric

width）、经纬纱密度（warp and weft density）、穿筘和停橇（denting and regulator）和文

件名（file name）。如果使用文件名过滤器，程序将以交互方式显与搜索过滤器匹配的织

物。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非常快速地找到您的面料。

• 下拉菜单中可以让您按照您选择的想要的排序标准对

织物文件进行排序。默认排序方式是名称，其次是尺寸、日

期、经纱数、纬纱数、总纱线数、经轴数、经纱种数、纬纱

种数、图案循环经纱数（纱线的数量）、图案循环纬纱数

（纱线的数量）、织物幅宽、经纱密度、纬纱密度、筘数和

织物循环数。

图 19：排序方式菜单

 •循环功能默认是开启的。这就意味着织物图标将会

连续重复地显示。如果关闭这个功能，那么织物将仅

显示一个循环。

图 20：相同图标开启（左）和关闭

循环功能

• 有一些可以改变织物图标显示信息的选项：名称（Name）、尺寸（Size）（经纱循

环数和经纱总数、纬纱循环数和纬纱总数、织物组织尺寸）、密度（Density）（经纱密度、

纬纱密度、幅宽）、文件大小（File size）、日期（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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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想查看浏览窗口中显示的文

件和子目录的文件数量，您需要开启显示

文件数（Show number of files） 选

项。目录图标的下方将显示目录中文件个

数，旁边显示子目录数量。

  

图 21：目录中的文件数和子目录数

2.3.7 类似文件过滤

类似文件过滤选项可以在 ArahWeave当前载入的织物中筛选具有类似特征的织物。要使

用这个功能找到类似的织物，您需要勾选类似文件（Similar）选框，然后设置“类似度”。

您可以筛选具有相同织物组织尺寸、经密、纬密、总经根数、综框页数、经向循环数、纬向

循环数或其它任何特征（因此您不必勾选所有选项）的织物。

如图 22 所示，目录中有六种织物，它们的织物组织 X 和总经根数与 ArahWeave主窗口载

入的织物是相同的。

图 22：类似文件过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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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使用工具提示

把鼠标移动到图标上，静止一下，提示工具将会出现，包括名

称、修改日期、经组织循环、纬组织循环、综框页数、经密、纬

密、总经根数、经纱排列循环数、经纱种数、纬纱排列循环数、纬

纱种数、筘齿数、停橇和文件大小。

图 23：织物工具提示

2.4.1 浏览子目录

ArahWeave 的浏览器具有显示子目录中文件的功能。当您搜索一个文件但不知道文件在

哪儿的时候，这个功能会非常有用。如果父目录中包含子目录，组织浏览器会在右上角显示

“枯树”图标（和目录路径在同一行）。要显示所有子目录里的文件，请点击 图标，

“枯树”图标会变成“茂盛树”图标 ，这意味着组织浏览器展示了父目录和子目录中的

所有文件。如果组织来自子目录，则子目录的名称将在组织图标中显示。

您应该小心的使用这个选项，因为如果您在磁盘根目录（/）下使用它，那可能需要非常

长的时间来完成加载并显示组织。程序不会崩溃，但它必须硬盘上所有的文件，这需要一定

的时间。所以，请仅在真的存有组织文件的目录中使用浏览子目录功能。

2.4.2 最近使用的目录

在 ArahWeave 的浏览器中，程序会显示一个带有最近使用过的目录的下拉菜单箭头在输

入目录的文本框中。您可以使用它快速的从一个目录切换到另一个目录。

图 24：选择最近使用目录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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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详细视图浏览器

详细视图浏览窗口显示了织物的主要特性：名称、修改日期、经组织循环、纬组织循

环、综框页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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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筘穿入数、停橇、文件大小。您可以按任何参数对织物进行排序。排序的列会以黄色

突出显示。

图 25：织物浏览器详细视图

2.4.4 从 ArahWeave 系统中删除文件

如果您要删除织物文件、织物组织文件或图像文件，从 ArahWeave 窗口选择文件—浏

览、组织编辑窗口或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选择要删除的文件，再点击键盘上的 Delete键，

或工具栏中的 图标。在确认删除文件前，您会收到系统提示，而一旦确认删除，文件将

无法还原。

2.4.5 文件重命名

您也可以从浏览窗口中重命名织物文件——鼠标左键点击织物图标下面的名字，或点击

工具栏中的 图标。这时会出现一个小窗口，您可以输入新的文件名，点确定。至于文件

其它操作，请使用文件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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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设置默认织物

当您打开 ArahWeave时，它会显示默认织物。如果想要更改

它，请打开要作为默认的织物，然后从主菜单中选择帮助—将当

前织物设置为默认。

图 26：将当前织物设置为默认

2.6 更改默认目录（文件）

要更改保存文件的默认文件或

目录，必须将你所需的文件从特定

位 置 打 开 到 ArahWeave 中

（ArahWeave 主窗口中的织物文

件、组织编辑窗口中的组织文件、

图 27：设置默认目录

纱线窗口中的纱线文件、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中的图案文件、制作纹板窗口中的织机配置文

件等等）。然后选择帮助—系统设置。选中设置默认目录，然后单击系统设置窗口中的确定

按钮。

2.7 如何通过权限解决问题

当多个用户在处理相同的数据文件时，文件是通过网络共享的，所以可能发生某个用户

不能修改或读取另一个用户写入的文件的情况。默认情况下，所有 Arahne 程序生成的文件

保存后对每个人都开放了读、写权限，因此不会发生这种问题。如果您不喜欢这种方式，您

可以在系统设置中的专家部分关闭这个功能。但如果文件来自外部，比如从电子邮件附

件、CD-ROM 或 USB储存卡，权限将被设置为系统默认值。这通常表明其他人不能修改您的

文件。您应该记得在新复制的文件上，用鼠标右键更改访问权限，使每个人都可以读取和修

改它们。如果您忘记了这一步，遇到了许多权限错误，您也可以用一个命令来获得所有权

限。打开终端并输入：

su root

---enter your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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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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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看织物

ArahWeave 软件主窗口总是以特定视图模式按照特定缩放比例显示织物。视图模式将决

定织物模拟图的质量（和刷新速度），而缩放功能可以为您展示高密度织物更为精细的细

节，提高您的工作精度。

织物在主窗口的显示区域大小始终与织物的经纱总数相匹配。 所以您必须准确输入经

纱总数。经纬纱数可以在纱线用量（Consumption）窗口中设置（织物规格（Fabric）—纱线

用量（consumption））。

3.1 缩放比例

ArahWeave 软件提供五种调节缩放比例的方式：

 1. 选择缩放（Zoom）菜单，在列表中单击所需缩放比例。从 1:16 到 16：1 一共 31 个缩

放比例可供选择。1：8表示缩放比例 12.5％，1：1表示缩放比例 100％，15:1表示

1500％。

2. 按键+放大，按键-缩小。

3. 按住 Ctrl键，同时上下滚动鼠标滚轮。

4. 按下键盘上 0 到 9 的任何数字键，可以直接调至相应缩放比例（1表示 100%，表示

600％，0表示 1000％）。

5. 按住 CTRL键，同时按下键盘上的 0 到 9任意数字键，就可以缩小织物视图（CTRL + 1

表示 10％，CTRL + 5表示 50％）。 但该方式只适用于模拟视图。

3.2 视图模式

ArahWeave 软件有四种视图模式，您可以随时在视图（View）菜单选择织物组织

（w）、整数（a）、阴影整数（s）和模拟（s）。 仿真模拟有几个质量等级：从 1 到 7。提

高仿真模拟等级，ArahWeave 软件就会为每个像素计算更多点并计算其平均颜色，您就可以

获得更准确的仿真模拟图。这样一来，您可以根据计算机的运行速度、您的设计类型以及设

计阶段（创意修改或最终预览）来改变模拟的速度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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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织物组织视图

该视图模式用黑白循环显示织物组织。在您

绘制新织物时十分有用，因为很容易发现织物组

织循环中的错误。如果您启用须边（Fringe）选

项，还可以在织物的底部和左侧看到经纬纱排

列。

图 28：须边织物的织物组织视图

3.2.2 平面视图

该视图模式仅循环显示织物。一个像素（图

像的最小单位）用于模拟一根纱线。如果缩放比

例增大（200％、00％），则用两个或多个像素模

拟一根纱线。整数视图模式是最快的模式，通常

用于设计阶段。在所有视图模式中，织物模拟都

是从底部开始，完全遵照传统纺织习惯。在

ArahWeave 软件主窗口的标题栏中，您还可以找

到当前加载织物的名称以及由经纬纱数目表示的
图 29：须边织物的平面视图

循环尺寸。若织物尺寸和经纬纱排列不能整除，那这个数就是这两个数值的最小公倍数。但

纱线循环的上限是 65520×65520 根纱线。若您在主窗口的标题栏看到这个数，就说明织物尺

寸和纱线循环尺寸不能整除，也就是说这两个值可能有误。

3.2.3 立体模式

该模式也循环显示织物，但在缩放比例高于

300%时会为纱线增加阴影，以便您查看经纬纱

的交织，也便于区分经纬纱。

图 30：须边织物的立体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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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仿真模拟——设置密度

仿真模拟视图按照与产品 1:1 的密度比例显示织

物。您必须输入经纬纱密度，表示为每厘米（或英

寸）的纱线数。 要设置密度，请选择织物规格

（Fabric）—密度控制（Density）。经纬纱密度均可

以设置为每厘米（英寸）的纱线数，或以厘米（英

寸）为单位的循环尺寸。需要注意的是，只有每厘

米纱线数会保存到文件夹中，循环尺寸是根据其他

数据计算的。您还可以在 5％到 1500％之间任意设

置缩放比例（%）。 如果纱线密度很小，纱线较

细，仿真模拟视图将按 1：1 的比例显示织物的织

物，包括纱线直径和空隙（空隙以背景色显示，可

在颜色编辑（Edit Colors）窗口中定义）。

图 31：设置织造密度

在设定经纬密度窗口的顶部有一个根据技术数据计算经纬密度（Density from

technical data）选项，一旦该选项被选中，就会自动从其他数据中计算密度，这些数据您可

以在纱线用量（the Calculation of thread consumption）窗口（织物规格—纱线用量；想要查

找更多关于设置技术数据的内容，请查阅第 13 织物技术数据计算章）输入。密度数值输入

框呈灰色，表示您无法在该窗口中更改数据。如果您想仿真模拟穿筘效果及 /或停撬效果，

那您必须打开根据技术数据计算经纬密度选项。 否则，整个织物将按照一个密度进行仿真

模拟。原因很简单：绝大多数织物都很简单，只需要经纬纱密度；此外，在设计阶段，您无

法获得自动计算密度所需的所有技术数据。

您可以看到纱线交织产生的阴影。仿真模拟是最精确的视图模式，但同时也是最慢的模

式。总共有 8 个模拟质量等级，每个等级的速度约为前一个等级的一半。除非特别需要，否

则不要使用质量等级 8，因为这个等级速度非常慢。开始先使用等级 4，然后慢慢增加，直

到获得最合适的模拟效果。

有时需要牺牲纱线颜色来得到阴影效果，因为须边部分纱线的颜色势必会更暗或更亮。

出于颜色再现的限制，使用全白或全黑不可能达到阴影效果。所以视图内的白色会略带灰

色，黑色会略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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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织物的仿真模拟视图

3.2.5 设置织物密度单位

ArahWeave 软件在系统设置（Save setup）对

话框的计量系统（Measurement system）部分有

一个选项可以设置密度单位。例如，多数客户 图 33：设置密度单位

喜欢用每 10厘米纱线数来表示密度，而不是每 1厘米纱线数，前者也是 ArahWeave 的默认

值。一旦设定好，软件中所有密度值都将以该单位显示。密度单位也保存在.arahne 配置文

件中。

3.3 起毛整理模拟

如果要模拟织物的起毛整理，请激活织物规格（ Fabric ）菜单中的仿真模拟

（Simulation）功能。这时，您就可以以经纬纱的十分之一毫米为单位输入起毛长度、方向

（上/下/左/右）和强度（0 – 10）。你可以慢慢调整这些参数来确定起毛效果最佳的参数

值。所选效果可以在起毛窗口中预览。选中满意效果后，单击确定（OK）按钮，所选效果

将会应用于整个织物显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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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起毛整理仿真模拟

3.4 须边视图

须边（Fringe）选项一旦选中，将您就可以在 ArahWeave 软件主窗口左侧和底部查看经

纬纱排列。须边选项是视图（View）菜单中的切换按钮，但也可以按 f键通过键盘切换。

这一方法适用于所有视图，但您必须将织物滚动到左侧边缘和底部才能查看。使用此功能，

您可以边输入（或用鼠标绘制）边以图表形式查看经纬纱排列，简单便捷（或者使用鼠标绘

制）。

3.5 标尺

当标尺设置为可见时，它出现在主窗口的顶部和左侧。移动鼠标时，标尺上的标记会显

示光标的位置。您可以在视图—标尺（Ruler）菜单中选择显示或隐藏标尺，或按 Ctrl + R。

标尺以纱线数或厘米来显示长度和位置。要在这两个单位之间切换，可以单击标尺单位指示

（根，cm）（参见图 35）。若您希望标尺以英寸为单位，而非厘米，则您必须在帮助—系

统设置中将计量单位从公制更改为英制。标尺还有两个功能，可以帮助你在经纬纱排列中定

位（在标尺上单击鼠标右键，可以将光标置于纱线排列（thread pattern editor）窗口中相应

位置），以及在穿筘和停撬中定位（在标尺上单击鼠标中键，可以将光标置于织物组织窗口

中的穿筘（denting）或停撬（regulator）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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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以纱线数和厘米为单位的标尺

如果大提花纹样转换（Jacquard conversion）窗口中加载了图像，则标尺具有附加的第三

种模式：图像预览模式，可代替标尺显示。此功能可以帮助您便捷地从扫描的样品中复制经

纬纱排列。

图 36：标尺中显示的图像（扫描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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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一个经纬循环视图

在主窗口的视图（View）菜单中可以获得

织物的一个经纬循环（One repeat）视图。该

视图在您制作毯子、披肩、餐巾或任何其他单

匹织物时十分有用。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循环结

束的地方。一个经纬循环表示织物所有参数的

循环：织物尺寸、经纬纱排列以及穿筘 /停

撬。如果其中一个参数不能被另一个整除，则

循环尺寸可能会比预期的大。一个经纬循环既

是是一种视图模式，也是一种织物属性，它保

存在织物规格文件中。该功能通常用于单匹织

物的设计，如图片

织造、毯子、披肩、餐巾以及桌布。您也可以

选择仅从经纱或纬纱方向查看循环。这一功能

对精密织物十分有用，因为精密织物一般只在

一个方向上查看，而不会同时查看两个方向。 图 37：一个经纬循环视图

3.7 平移工具

按住鼠标左键并移动织物，就可以实现平移。在平

移过程中，光标指针从张开的手掌 变为握紧的拳头

。您可以在系统设置（Save  setup）—色彩（Colors）中 图 38：更改鼠标指针颜色

更改 RGB值，从而改变光标颜色（单击编辑按钮打开色彩编辑窗口，选定一种颜色）。

当经纱/纬纱编辑窗口、纱线编辑窗口或色彩编辑窗口打开时，平移工具无法使用。在这

种情况下，可用鼠标指针绘制经纬纱排列。如果您想在这些窗口打开时时使用平移工具，则

可以在这些编辑窗口的经/纬字母末尾选择背景颜色（#）。

3.8 文件修改后状态

ArahWeave 软件主窗口右下角的方块颜色表示

修改后的织物状态。织物状态（纱线、颜色、织

造、技术数据）发生改变后后，方块会从绿色变

为红色。保存织物后，方块重新变回绿色。

图 39：织物状态改变后，方块变成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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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关闭所有弹出窗口

视图（View）菜单中的关闭窗口（Close windows）功能会关闭所有弹出窗口，您无需逐

个关闭。当您打开太多窗口时，这一功能可以帮助您快速清理桌面。您还可以按 Ctrl + W 或

点击文件修改后状态指示方块（不论方块是红色还是绿色都可以）来操作。

图 40：点击文件状态按钮，只剩主窗口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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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编辑织物组织

织物组织是织物结构的基本组成，它控制着纱线的交织方式。黑点代表经纱（垂直纱

线）在上，白点代表纬纱（水平纱线）在上。

想要设计新的组织，您可以点击织物组织菜单中的编辑，然后组织编辑窗口将会弹出

（右键单击织物也可以打开组织编辑器）。在编辑组织时，您可以随时查看新组织在织物中

的外观效果。

4.1 打开和保存织物组织

您可以从组织编辑（Edit weave）窗口中

的文件菜单打开和保存织物组织。请注意，

如果您想保存组织，您必须保证它是统一

的。在小提花组织情况下，这意味着组织、

穿综图和纹板图必须全部出现并且相互同

步。程序将始终保持之前的组织，但如果发

现任何不一致的地方，它将根据组织重做穿

综图和纹板图。通常情况下，这会起到积极

作用。但如果你只绘制一张小提花纹板，而

穿综图和组织图是空白，那么在保存时将会

清空纹板图。

除了 Arahne 的专有组织格式，ArahWeave
还可以读取 GIF、PNG、 JPG、PCX、BMP 和
TIFF 格 式 ， 以 及 电 子 大 提 花 格 式
（Bonas、Grosse、Schleiche、Stäubli JC3、

图 41：选择组织格式

JC4、JC5、TIS/Actrom）。大提花软盘格式主要是MS-DOS 格式，因此您可以使用文件管理器

将他们复制到 Linux 系统。Stäubli JC3 和 JC4是例外的，因此我们在主窗口的织物组织菜单中

实现了读取大提花软盘（Read Jacquard foppy）的功能，将它们复制到 Linux 系统（放在目录

/tmp/floppy中）。

如果您需要导出组织到一些其它程序中，您可以将组织存为 Arahne 格式或者

WIF、PNG、TIFF、GIF、BMP 格式。从保存组织窗口的下拉菜单中选择保存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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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打开最近使用的组织

ArahneWeave可以记住您最近使用的

文件和目录。要打开最近使用的文件，请

选择文件—最近打开文件。在系统设置—

外观中的最近打开文件数（Number of

recent files）中设置最近使用的文件数。

您还可以设置图标大小，或者您是否需要

详细的组织信息。

   图 42：打开最近使用的文件

4.2 默认组织

一些最常见的组织可以通过文件—载入默认组织（Load default）菜单下的列表获得。但

是您使用键盘上的快捷键会更实用，就是从 1 到 9 的数字键。例如，如果您在键盘上按 2

（组织编辑窗口处于激活状态），组织将变为平纹，这同样适用于：

• 组织分层编辑。

• 大提花转换窗口组织区域。

• 制作纹板窗口组织（布边）输入区。

  
图 43：组织及其对应的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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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提到了额外的键盘快捷键，它补充了组

织键盘快捷键，组织编辑器中的空格键用于翻转组

织。例如，如果您需要经向缎纹 5 组织——只需要

按 5，再按空格键将纬向效应翻转为经向效应。

图 44：加载默认组织

4.3 组织浏览器

您也可以将您的组织库浏览器图形化，再选择或读取外观图形化的组织。在组织编辑窗

口，选择文件—浏览（快捷键 Alt+B）。程序将从当前组织目录中加载所有组织。它将在窗

口标题中显示组织总数。

图 45：组织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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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栏中图标的含义如下表所示：

上级目录

向后

向前

重置

默认目录

查找组织

创建新目录

重命名

删除

过滤选项允许您按照经向组织循环、纬向组织循环、综框页数、经纬效应、经向浮长、

纬向浮长、经纬总浮长、经向 K，纬向 K、经纬总 K 查找特定的组织。如果使用文件名过

滤，程序将按照搜索过滤器实时改变显示的组织内容。

您可以从 1 到 4切换网格的大小（屏幕像素数）。也可以调整单个组织显示区域的大

小，选项包括 30、40、50 和 60 个组织点。您的组织视图可以显示循环，循环可以黑白色或

经纬纱颜色，标签上会有组织名称和文件大小。要打开组织只需要双击组织或点击确定按

钮。

4.3.1 缩小过大尺寸选项

当组织很大时，图标显示区域很小就不能

清楚的展现组织。组织浏览器有一个额外的显

示 模 式 — — 收 缩 过 大 尺 寸 （ Shrink

oversized）。在该模式下，浏览器会对过大的

组织进行缩放，这样您就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组

织的样子。若要使用收缩过大尺寸，您需要打

开图标 。图 46展示了同一组织在默认视

图模式和收缩过大尺寸视图模式下的不同图

标。

图 46：对巨大组织停用和启用收缩过大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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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浏览子目录

ArahWeave 的浏览器具有显示子目录中文件的功能。当您搜索一个文件但不知道文件在

哪儿的时候，这个功能会非常有用。如果父目录中包含子目录，组织浏览器会在右上角显示

“枯树”图标（和目录路径在同一行）。要显示所有子目录里的文件，请点击 图标，

“枯树”图标会变成“茂盛树”图标 ，这意味着组织浏览器展示了父目录和子目录中的

所有文件。如果组织来自子目录，则子目录的名称将在组织图标中显示。

您应该小心的使用这个选项，因为如果您在磁盘根目录（/）下使用它，那可能需要非常

长的时间来完成加载并显示组织。程序不会崩溃，但它必须硬盘上所有的文件，这需要一定

的时间。所以，请仅在真的存有组织文件的目录中使用浏览子目录功能。

4.3.3 最近使用的目录

在 ArahWeave 的浏览器中，程序会显示一个带有最近使用过的目录的下拉菜单箭头在输

入目录的文本框中。您可以使用它快速的从一个目录切换到另一个目录。

图 47：ArahWeave 浏览器最近使用目录列表

4.3.4 组织数据库

在 ArahWeave 标准安装中的 Ashenhurst、Donat、Serrure、Gunetti、Fressinet 和 Poma 目

录下，有包含了约 35000 个组织的庞大数据库。

4.4 组织编辑窗口的元素

图 48显示了组织编辑窗口的元素（应在视图—小提花中启用小提花视图，否则只能显

示组织编辑器的部分元素——见章节 4.6.4 小提花视图）。

组织图位于左下角，要画一个黑点（经纱在纬纱之上），需要将鼠标指针指向所需位置

并按下鼠标左键即可，鼠标右键可以用同样方法绘制白点。通过按住鼠标进行交互式绘制也

是可以的。组织的起点——第一根经纱、第一根纬纱位于左下角。

上方是穿综图，右边是纹板图，右上方是吊综图（tie-up）。由于工业小提花机的吊综

不能改变，所以吊综图是锁定的。但是您可以在小提花织机的左右配置中进行选择。您可以

在组织编辑窗口的小提花菜单下进行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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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编辑窗口的最左侧，您可以看到纬纱排列（从底部开始），在在底部则是经纱排

列（从左侧开始）。当经纬纱排列必须和组织对齐时，这个功能会十分有用。

穿筘图存在于组织图的上方，穿综图的下方。

停撬图在纹板图的右侧。

变化纬密控制功能在停撬图旁边。如果您想使用它，您先要在密度控制窗口启用它——

见章节 13.7.1 变化纬密。

图 48：组织编辑

小三角（箭头）表示循环的终点。如果它们存在，将会显示在经纬纱排列、穿筘图和停

橇图中。

绘制织物组织有三种方法：

• 设置要使用的组织大小，绘制组织，然后在组织编辑窗口的小提花菜单下使用穿综调整

（Check weave）—优化综框页数（Optimize the number of shafts）—左手（Left）功能。

纹板图和穿综图将被自动绘制。

• 仅绘制纹板图，然后绘制穿综图，组织图将被自动绘制。

• 您也可以绘制（或从数据库中加载）组织图，设置所需的综框页数，然后使用鼠标中

间绘制穿综图，纹板图会被自动绘制。这种情况在工业生产（组织较小）中最常见，当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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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使用较多综框页数而无需优化穿综图时，这会更加合适（例如，用 2 飞或 3 飞飞穿而不

是顺穿）。

当您插入一个穿综点时，程序会自动将上机图中任意位置的绘制点根据其它图转换。这

样，上机图中的图将会保持一直。但如果您想在已有穿综图时自由绘制织物组织图，这就会

带来麻烦。为了避免这种影响，您可以通过小提花—穿综方法（Drafting）—清除（键盘快

捷键 x）解决。也可以通过菜单中的小提花—右手多臂（Dobby on right）将左提花龙头切换

为右提花龙头。

在穿综图区域，鼠标左键绘制黑点，把该经纱从纹板图复制到组织图。鼠标中键绘制黑

点，则将该经纱从组织图复制到纹板图。鼠标右键用来清除穿综点。

组织编辑窗口标题栏可以显示一些额外信息，组织名称、经纬纱组织循环、此组织所用

的综框页数（如果是小提花组织）、经纬纱组数（如果不为 1）。

图 49：具有停撬（花纬）的组织编辑窗口

如果综框页数不是最小值，它显示为 8/6，这表明有 8 页综框，实际使用了 6 页。通常

在织造时使用更多数量的综框来平衡综框的负重。

组织编辑器支持非常大的组织。其实，ArahWeave是可以载入完整的大提花组织的。在

这种情况下，程序不会显示纹板图和穿综图。当综框多余 99 页时，程序就不会显示这些数

据了。实际上，没人会使用 36 个以上综框，但是有多达 99 个综框对编辑还是很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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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组织编辑窗口工具栏

工具栏位于组织编辑窗口的左上角。它包含 24 个图标，其

中大部分都无须解释。您对组织做了任何更改时，无论是绘制

还是使用这些工具，只要您处于平面视图中，结果将立即在主

窗口的织物上表现出来。如果您处于模拟视图中，则必须在组

织中应用更改（点击右下方的图标 ）来查看结果。如果组

织中有选区，则工具只对选区起作用。

图 50：组织编辑工具

 清除组织  向左倾斜（将垂直线转换为右对角线）

 水平镜像  向右倾斜（将垂直线转换为左对角线）

 垂直镜像  向上倾斜

 旋转 90 度  向下倾斜

 左移 8 格  右移 8 格

 上移 8 格  下移 8 格

 下移 1 格  右移 1 格

 上移 1 格  左移 1 格

 增加经（黑）组织点  应用织物模拟

 减少经组织点          翻转（快捷键为 Space）

 组织循环与经纱匹配  撤销

 组织循环与纬纱匹配  重做

 缩小   清除选区

 放大   分层编辑

 绘制斜纹（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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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移动组织

正如名称所示，点击其中一个移动图标将组织向所需方向移动 1 个（单箭头）或 8 个

（双箭头）像素。

 左移 8 格  右移 8 格

 上移 8 格  下移 8 格

 下移 1 格  右移 1 格

 上移 1 格  左移 1 格
图 51：原组织及其向右移动 2 后的组织

4.5.2 倾斜组织

倾斜工具把组织的每一行（或列）向所需方向移动一根纱线。最常见的用途是快速创建

缎纹组织。

 向左倾斜（将垂直线转换为右对角线）

 向右倾斜（将垂直线转换为左对角线）

 向上倾斜

 向下倾斜

图 52：原组织、向右倾斜一次、向右倾斜三次

4.5.3 增加和减少组织点

增加组织点工具可以在已有的经组织点右方增加一个经组织点。可以点击该工具多次以

获得所需的结果。减少工具的使用原理相似，它会溢出白点左侧的黑点（经组织点）。这两

种工具都可以在将经面组织快速转换为纬面组织时使用，反之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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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增加或减少经组织点

4.5.4 绘制对角线（斜纹）

您只需要点击一下本工具即可绘制斜纹组织。事实上，它是转换了对角线上的点的颜

色。如果初始组织尺寸不是正方形，则它会继续绘制对角线直到达到组织边缘（最后一根纱

线）。该工具与前一章节所述的增加和减少组织点结合使用效果会更好。

图 54：绘制对角线

4.6 组织编辑窗口视图模式

4.6.1 纱线

如果您从视图菜单中启用纱线色彩（Yarn colors）切换按钮，则组织将以经纱/纬纱的色

彩显示。在纹板图中，纬组织点以纬纱颜色绘制，而经组织点仍保持黑色。组织图其它内容

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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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纱线色彩视图模式

4.6.2 大提花

大提花色彩（Jacquard colors）是组织编辑窗口中的另一种视图。您可以从组织编辑窗口

中的视图菜单使用。它适用于提花设计，如您正在修正长浮点，且希望能够精确看到两种颜

色之间的过渡效果时。如果您只看到黑白色的组织图，就不能看清从一种组织效应向另一种

组织效应之间的精确过渡，因为组织在有些时候是类似的。该视图模式仅在大提花转换窗口

中大提花组织循环与所选组织循环匹配时，才能启用。这种视图模式在组织分层编辑视图中

同样适用。

图 56：大提花色彩视图模式，您可以看到每种颜色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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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停橇视图

停橇视图可以帮助您区分常规纬纱和停橇纬纱。它适用于大型大提花组织，尤其是在您

想（用鼠标）手动绘制停橇时。花纬的经组织点用蓝色绘制，纬组织点用黄色绘制。

图 57：常规组织视图和停橇视图模式

4.6.4 小提花视图

小提花视图可以开启或关闭纹板图，因

为有时您不希望受到纹板图的干扰。例如，

客户只有大提花机时就不需要看到纹板图和

穿综图。

图 58：小提花视图的开启和关闭

4.6.5 剖面视图

您也可以启用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剖面图。剖面图是交互式的——它会显示您鼠标所在位

置的剖面。您可以使用鼠标在剖面上绘制，以改变纱线的位置，组织图将相应的随之改变。

图 59：组织编辑窗口中的剖面图 图 60：设置组织纱线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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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一次性控制剖面图中显示的纱线数，请在组织循环调整（ Change weave

dimension）窗口中设置纱线组数（System）参数（图 60）。

4.6.6 色彩分层视图

色彩分层（Decomposed colors）视图模式对于复合多层织物是个很好的工具，尤其是在

织物层与层之间设置接结点。每层具有不同的一对颜色，用于表示经组织点和纬组织点，从

而可以更快更准地设置接结点。

图 61：常规和色彩分层视图

4.7 组织编辑菜单

编辑菜单包含一些常用命令，如撤销、重做、全选、

缩小到选定区域，以及一些与组织操作相关的非标准命

令，如改变组织大小或循环或修正浮长等功能。

          图 62：编辑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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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设置尺寸

要调整组织的大小，请选择编辑（Change）—组织

循环（Dimension）。您就能更改以下参数：

• 循 环 （ Repeat ） — — 经 纬 纱 尺 寸 （ 最 大

65520×65520，最小 1×1）

•网格（Grid）——一个组织点要用多少像素（仅指

屏幕上，合适值取决于您的视力、显示器尺寸和所选显

卡分辨率）

•大格（Thicken）——每隔几行要加大一次以便计数

（屏幕及打印出来的内容上）

•纱线组数（System）——经纬纱数量（单层织物为 图 63：设置组织的尺寸

1）。纱线组数只做存档用，显示了用户使用该组织的目的，并没有反映出织物上组织的真

实效果。

•综框页数（Shafts）——您要使用的综框页数（大提花组织的数值较大，不要改动）

您可以随意更改这些数值；组织尺寸缩小后也不会丢失先前输入的数据。只需再放大一

下就可以回到原来状态。如果使用箭头按钮，则组织大小会立即更改。否则，必须单击确定

（OK）按钮才能应用新设置。

4.7.2 用鼠标设置尺寸

用鼠标中键单击所需组织控制行

和列，就可以更改组织大小。例如，

要将组织循环大小设置为 16×8，只需

用中键单击组织控制行的第 16 个点

和组织控制列的第 8 个点（在图 64

中，箭头表示组织控制行和列；第 8

个点和第 16 个点用 X 标记）。 图 64：用鼠标设置组织尺寸

4.7.3 扩充组织

要重复（扩展）整个组织，请选择编辑（Edit）—组织扩展（Extend weave）。在扩展组

织对话框中设置新组织重复次数。更改重复次数后，软件就会扩展组织。您可以在组织编辑

窗口的标题栏中看到最终的循环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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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快速扩展组织

4.7.4 经纬向双倍

增大循环尺寸的另一种方式是

使 用“经 向 （ 或 纬 向 ） 双 倍

（Double weave size in warp）”功

能。每使用一次该功能，循环加

倍。经向双倍的键盘快捷键是

（；纬 向 双 倍 的键盘快捷键

是）。组织循环加倍的缺点是可

能得不到您想要的尺寸，所以您

必须先做一个更大尺寸的组织，

然后将其缩小到所需的尺寸。

图 66：经向双倍和纬向双倍功能

4.7.5 将组织充满整个组织编辑区域

使用这一功能，您可以将您绘制的组织扩展至组织编辑窗口整个区域中。要执行此操

作，请按 Ctrl键并在要复制的区域左上角单击鼠标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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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按 Ctrl 并在要复制的区域左上角单击鼠标左键来扩展组织

此功能也适用于分层编辑窗口。

4.7.6 长浮长——数据和修正（大提花）

组织最重要的特性之一是最大浮长长度——即一根纬纱（经纱）连续（无交叉点）穿过

的经纱（纬纱）根数。浮长没有什么黄金法则——完全取决于密度和织物用途。

通常您只需去除大提花织物中的长浮长；小提花组织相对简单，所以长浮长不是问题。

在任何情况下，长浮长报告都可以提供很多信息。为什么我们大提花织物中有长浮长问题，

而小提花织物没有呢？在大提花织物中，我们将许多织物组合在一起，单个织物都没问题，

但在这些织物的连接处（两个织物过渡的点），几乎一定会出现长浮长。

所选组织的质量及由此产生的长浮长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计师的经验。在前期

您可以用长浮长报告作警告——如果长浮长过多，组织选择可能会出错。您也可以使用自动

修正浮长功能，但不要过度依赖这一功能。如果长浮长超过 1000 个，则应重新调整您的组

织和花型。拼写检查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改善语言准确性，但即使所有单词都拼写正确

了，文采不好也还是不好。自动浮长校正也是如此。

要启用长浮长报告，就在编辑（Edit）菜单中选择浮长（Float），打开一个新窗口，窗

口中有经纱、纬纱、表面、背面浮长的独立图表报告。可能要调整窗口大小才能查看所有数

据。如果空间足够，软件会显示长度为 1、2、3等的浮长的确切数量。要查看长度超过 5 的

经纱有多少，只需点击第 5列或在经纱表面（Warp Face）字段设置数值为 5，软件会计算长

浮长的总数，并在相应的右上角显示为红色。此外，软件还会根据当前的密度设置以mm为

单位显示 5 根纱线上浮长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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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修正长浮长

单击浮长报告，可以设置能接受的浮长长度。要查看出错位置，请单击标注长浮点

（Mark long floats）按钮，纬纱长浮长会被标记为品红色，而经纱浮长错误会被标记为红

色。如果视图模式为织物组织（Weave）或平面视图（Integer），则软件仅在组织编辑

（Edit weave）窗口中显示织物表面的错误，和织物显示主窗口一样。要查看背面的长浮

长，则将组织翻转 ，或反转织物。您可以直接在组织上操作，像绘制组织或像在织物主

窗口一样，用鼠标中键修正长浮长。长浮长的统计数据会立即更新。不需要时，请不要继续

标注浮长错误或映射浮长报告窗口，因为这样会大大减慢大型设计上的一些交互操作。

如果组织非常大，并且您无法找到浮长错误所在的位置，只需单击查找（Find）按钮，

组织窗口就会滚动到左下角第一个浮长错误的位置。要转到下一个错误，请修正第一个错误

并再次单击查找。

就算组织窗口没被映射，也可以映射浮点报告。

（经纱和纬纱）浮长报告可以显示三个变化：总浮长、纱线、穿筘/停撬。这样您就可以

分别处理不同类型纱线的浮长，如地组织效应纱和花纬。花纬的浮长可以更长，地组织浮长

则应更短。

要自动去除长浮长，请单击去除（Remove）按钮。此功能仅在标记了长浮长时才有效，

且只会修正织物表面的浮长错误。要修正织物背面的浮长错误，您可以反转织物，或从组织

编辑（Edit weave）窗口的编辑（Edit）菜单中选择浮长修正（Fix float face and back）。有

时这个功能不会修正所有的错误，因为修正经纱错误可能会产生纬纱错误。当然，在放弃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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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错误前，软件会试着修正经纬向上的其他点。浮长修正的工作原理是什么？自动修正浮长

有两种操作方式：

1.如果组织不是从彩色图像和组织转换过来，则软件会将交点放在中间某个位置，如果

修正单个浮长需要好几个交点的话，偶尔还会将交点放在允许的浮长长度处。

2.如果您才刚刚将组织插入彩色图像中，且正在修正生成的大提花组织，则会自动使用

另一种自动修正的方法。软件会先试着将交点放在颜色效应变化处；大多数织布工都认为这

种方法更为精确。当然，这一方法需要用到原始彩色图像。所以我们建议您在插入组织后立

即修正长浮长。

大提花图像默认保存在织物文件夹中。因此，万一您忘了去除浮长，您甚至还可以第二

天继续用第二种方法来修正浮长。如果图像已从织物文件中删除（大提花纹样转换 Jacquard

conversion 窗口中的文件（File）—自由图像（Free image）），则使用第一种方法去除浮

长。

如果您载入另一块织物或另一个组织，则长浮长限制解除，因为这些浮长限制可能会导

致织物不兼容。

最后一点也非常重要，如果您不小心单击了去除（Remove）按钮，请随即单击组织工具

中的撤销（Undo）图标。

4.8 穿综图

穿综图决定哪页综框控制哪根经纱，要使用的综框页数取决于组织的复杂程度。

再次申明，正如章节简介中所介绍的，ArahWeave 软件中有两种绘制穿综图的方法：

•单击鼠标左键绘制一个穿综点，并将相应的“综框点”从纹板复制到组织中。

•单击鼠标中键绘制一个穿综点，并将相应的“经组织点”从组织复制到纹板中。

•您可以通过组织编辑窗口的小提花（Dobby）菜单访问穿综功能。

4.8.1 优化综框页数

绘制完组织后，绘制穿综图最快的方法就是选择小提花—穿综调整—优化综框页数—左

手（或右手）。左手表示从组织左侧开始绘制综框，右手表示从组织右侧开始绘制。

如果想用尽可能少的综框来保存组织，则不需要使用优化综框页数（Optimize the

number of shafts）功能——如果上机图中没有穿综图，则软件会在保存前自动执行。

4.8.2 重载综框置前（小提花）

选择小提花（Dobby）—穿综调整使用这一功能。软件会将重载综框放到第一位。这样

一来，如果在花型中手动输入边综，则边综会像往常一样位于最后一位。在正常的组织优化

中，它们会首先出现，因为它们位于左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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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 载入和保存穿综图

您可以在组织编辑（Edit weave）窗口的文件（File）菜单中保存或载入任何穿综文件。

要将一个组织的复杂穿综应用到另一个组织时，这一功能会十分有用。

4.8.4 减少跳综（小提花）

选择小提花（Dobby）—检查组织（Check weave）使用此功能。该功能会重新排列综框

顺序，以在不改变设计的前提下缩短最长跳综（例如从第一页综框到最后一页综框）。

4.8.5 平衡综框负载

在实践生产中综框数量宜多不宜少，主要是因为经纱多。

图 69显示的是 6 页综框穿综的组织。纱线用量（Consumption）窗口（织物规格 Fabric

—纱线用量 Consumption）的信息显示，前两页综框每页有 1600 根纱线。太多了。所以必须

将前两页综框的纱线分到另外两页综框。选择穿综调整—平衡综框负载（Balance the weight

of shafts）。将拟用综框页数（Desired number of shafts）改为 8。软件会绘制新的穿综图并

重新计算每页综框的综片数量。

图 69：从 6 页综框穿综变为 8 页综框穿综

4.8.6 山型穿综

如果组织要垂直镜像，您可以只绘制一半并选择小提花（Dobby）菜单中的穿综方法

（Drafting）—山型（Pointed）—添加（Add）功能。ArahWeave 软件会自动向水平方向扩展

和镜像织物，绘制穿综图，不过综框数量仍保持不变。注意，第一根经纱和最后一根经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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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被镜像，这是为了避免出现两根相邻经纱组织相同的情况。如果组织原宽度为 10，则使

用该功能后宽度变为 18。如需更改该数值，请单击穿综方法—山型—去除（Remove）。

图 70：应用添加山型穿综方法前后

这一功能虽然位于小提花（Dobby）菜单，但在大提花机中也用处良多。为了突破大提

花纹针数量限制，织工会经常使用山型穿综配置，以达到织物尺寸迅速加倍。生产这种织物

时，只需要半面组织即可，且最好只画出一半的彩色图像，从而减小其尺寸。但我们对织物

进行模拟是想得到其重复镜像效果，因为这才是生产中真正织造出来的织物。用这一功能在

织物的两种视图模式之间切换简直轻而易举。

4.8.7 飞穿（小提花）

您可以通过小提花（Dobby）—穿综方法（Drafting）—飞穿（Step），选择自动穿综

2、3、4、5。2 通常称为飞穿，步骤 3 或 4是缎纹穿综，取决于组织的大小。

4.8.8 减少综框数（小提花）

我们常使用比实际需求多的综框数来

织造一个简单组织。例如，织造平纹组织

实际上只需要 2 页综框就够了，但我们一

般会用 6 页或 8 页。现在，情况完全与之

相反——我们的织机最多只能承受 16、20

或 24 页综框的运行，但我们却想织造相当

复杂的组织。我们首先当然会试着优化综

框页数，计算机会自动显示最小综框数，

绘制纹板卡和穿综图。但如果最小综框数

量在实际生产中仍太大，怎么办？

 

图 71：合并两页综框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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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hWeave 软件可以给您提供另一个选择——我们可以对组织进行小幅改动，进一步减少综

框数。首先，您要优化综框页数，然后选择小提花—穿综调整—综框合并提示（Suggest

shaft merge）。软件会找到最相近的两页综框，并在这两页综框周围画一个红方框，表示组

织中存在差异的点。如果您愿意，也可以做一些更改，使两页综框完全相同，您只需单击两

页综框，再次优化综框页数。若已达到所需综框数，则问题解决，否则请重复前面两个步

骤。

4.8.9 数字穿综

选择小提花（Dobby）—数字穿综

（Numeric drafting），以数字形式输入穿

综图，按确定（OK）键，软件就会按照

您输入的数字绘制穿综图。图 72 中的组

织由综框 1、2、3、4 的八个循环、综框

5 、 6 、 7 、 8 的 五 个 循 环 、 综 框

1、2、3、4 的六个循环组成。

图 72：数字穿综

4.9 穿筘

钢筘中的停经片和槽都称为筘齿。经纱穿过综丝后穿入筘齿，然后就被织成了布。每厘

米或每英寸的筘齿数决定了筘的精细程度。每筘齿穿入的经纱数量取决于经纱。通常情况

下，每筘齿内纱线数量相同，穿筘简单写为 2 或 3 或 4 或 5......其中，数字表示每筘齿的纱线

数。

不过，有些类型的织物需要运用不规则的穿筘顺序来突出某些设计特征。不规则即：对

于整根经纱而言每筘齿纱线数不是恒定的。这样一来，钢筘中的经纱排列对这一花型设计非

常重要，因此务必要谨慎对待，处理好其与组织及穿综图的关系。

要确定穿筘数据，请在组织编辑窗口（织物组织—编辑）的穿筘（齿/cm）中或在计算

纱线用量（Calculation of the thread consumption）窗口（织物规格—纱线用量）的同一字段

输入穿筘数据。穿筘排列中可以使用括号：2 2 10（3），会展开为 2 2 3 3 3 3 3 3 3 3 3 3。循

环部分内可以有几个不同的筘齿，如 2 2 7（1 2 3）。在 ArahWeave 软件中，每筘齿可以容

纳多达 125 根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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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在计算纱线用量窗口或组织编辑窗口中输入穿筘数据

4.9.1 空筘

在穿筘排列中输入 0来标记空筘。 组织编辑穿筘中的一根绿线和一个数字表示一个空筘

位置（参见图 74）。重要提示：ArahWeave 软件的织物不能以空筘开头。

图 74：穿筘排列中的空筘

穿筘排列中有空筘的组织打印输出效果与组织编辑窗口显示的效果略有出入。组织区域

中的空白处及绿色筘齿均表示空筘（图 75）。

图 75：含空筘组织的打印输出效果



www.arahne.si  ArahWeave
4 编辑织物组织 

49

要获得含空筘织物的织物模拟，您需要在计算纱线用量窗口（织物规格—纱线用量）中

设置技术数据（总经根数、筘幅、成品幅宽、穿筘、纬密），并勾选根据技术数据计算经纬

密度复选框。关于纱线用量和设置技术数据的详细介绍请参阅第 13 织物技术数据计算章。

图 76：含空筘织物的仿真模拟

尽管穿筘和停撬可以在组织编辑（Edit weave）窗口以同一方式输入，但它们的处理方

式却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停撬直接与织物相关联，小提花（或大提花）纹板或织机文件上必

须有停撬。

而穿筘却与组织没有直接联系。图 77 中，组织循环为 8，穿筘循环为每 30 筘齿 50 根纱

线，这时穿筘循环就可以更长。

图 77：有穿筘的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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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 用鼠标绘制穿筘图

您可以在组织编辑窗口中用鼠标绘制穿筘图。在您绘制穿筘时，穿筘（Denting）字段会

自动重写。

鼠标左键单击筘齿向筘齿中添加纱线，鼠标右键单击则从筘齿中去除纱线（图 78）。

图 78：给筘齿添加或从中去除纱线：左键单击筘齿添加一根纱线（中图），右键单击去除一根纱线（右图）

要在穿筘排列中添加（试着复制现有筘齿）筘齿，就在其下方单击鼠标左键。要从穿筘

排列中去除筘齿，就在其下方单击鼠标右键（图 79）。

图 79：添加或删除筘齿：筘齿下方（红色区域）单击左键复制筘齿（中图），单击右键删除筘齿（右图）

4.9.3 匹配穿筘与经纱数量

如果总经根数不能被穿筘整除，就单击该字段右侧的剪刀图标 。例如：假设经纱共

1400 根，穿筘为 3。因为 1400不能被 3 整除，所以要按下 ，匹配经纱数量。新穿筘写成

466（3）2，表示 446 根纱线乘以等于 1398，再加上最后一个筘齿中的 2 根纱线。

图 80：穿筘排列与总经根数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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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 小提花和大提花

有些织机均具小提花和大提花两种功能。小提花纱线穿过由综框固定和提升的综片，大

提花经纱由纹针提升。为了区分小提花（由综框提升的）纱线和由大提花（有纹针提升的）

纱线，我们会在大提花经纱的筘齿上标上负（negative）数。 组织编辑窗口的大提花筘齿用

灰色表示（见图 76）。

图 81：小提花和大提花筘齿

4.10 停撬

每次引纬后织机会将织物前移（卷取）。有时我们需要将某些纬纱的自动前移关停，好

在一次前移过程中插入两根甚至更多纬纱。这就需要用到停撬。停撬在美国也被称为死纬

（dead pick）。这个名字的道理就在于，对于停撬工作的纬纱上，织物不会前移。这在英国

有时被称为填鸭，因为要往同一个地方塞入两根或更多根纱线。

在 ArahWeave 软件中，停撬的输入格式与穿筘的相同。如不使用停撬，将数值设为 1，

或者空着。停撬可以使用括号，如：2 2 10（3），可以扩展为：2 2 3 3 3 3 3 3 3 3 3 3。停撬

不用 0来表示无纬（须边）织造。而是在纬纱排列中使用 y。组织在 y上延伸。织物不能以

第一根纬纱的工作停撬起头。停撬工作时最大连续纬纱数是 125（即 1 根普通纱线加上 124

根填充纱线，换句话说，经轴前移时一根纬纱，不转时 124 根）。

尽管穿筘和停撬可以在组织编辑（Edit weave）窗口以同一方式输入，但它们的处理方

式却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停撬直接与织物相关联，纹板上必须有停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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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撬的循环尺寸不应大于组织的高度；否则组织高度也必须相应增大。如果停撬排列不

能整除织物高度，软件会发出警告——停撬字段会变成红色。如果能整除，则停撬字段为绿

色。图 82显示了纬纱循环为 24 根而停撬循环为 22 根 [16 加 6（16（1）3（2）]的组织。这

两个尺寸不同，因此停撬字段显示为红色。

图 82：停撬的循环尺寸与组织循环尺寸不同——红色字段警告

4.10.1 用鼠标绘制停撬

您还可以在组织编辑窗口的停撬一

栏中用鼠标绘制停撬（参见图 83）。您

每在停撬中绘制一个点，软件都会将停

撬排列写入组织的整个高度中。如果您

写的停撬排列不能整除组织高度，只需

在组织中绘制一个停撬点，然后再将其

删除。这样您织造时就会有与组织高度

系统的停撬。

图 83：停撬一栏

4.11 工具菜单

工具（Tools）菜单中有一个高级组织编辑功能，对大小提花织物均适用。



www.arahne.si  ArahWeave
4 编辑织物组织 

53

4.11.1 分层编辑

4.11.1.1基础组织

ArahWeave 软件有一个可以构建多（双）层组织的特殊功能；您为每根经纱和纬纱指定

基础组织，软件就会自动构造复合组织。这一功能是组织编辑窗口的特殊弹出窗口。要使用

该功能，请选择工具（Tools）—分层编辑（Edit decomposed）。在分层编辑窗口中，您必

须指定经纱数（经纱配置 Warp layout）和纬纱数（纬纱配置 Weft layout）。经纬纱配置的

默认模式是用户设定（Custom）模式，您只需输入经纬纱层数即可。组织区域划分成了“组

织表”，其中列数是经纱数，行数是纬纱数。工具栏右侧的表格只是“组织表”的部分内

容，可用作选择和复制组织的工具（适用于组织大于屏幕尺寸的情况），选中的组织标注为

红色。工具栏中的工具适用于选定的组织。与组织编辑窗口一样，您可以将组织载入分层编

辑窗口，然后选择文件（File）—浏览（Browse），双击要使用的组织，该组织就会载入到

选定区域。要将组织复制到另一个区域，请单击鼠标左键选中该组织，然后在要复制的区域

单击鼠标右键。

图 84显示的是一个五经

三纬的组织。选中的组织是

第一经和第一纬的组合。

图 84：分层编辑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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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显示的是 1 经 3 纬

的组织，其正背面均有 5 个

用于连接第二纬的缎纹组织

和 10 个用于连接第三纬的缎

纹组织。

图 85：分层编辑窗口及组织编辑窗口中生成的组织

4.11.1.2高级经纬纱配置

用户设定（Custom）

使用 ArahWeave 软件，您还可以编辑更为复杂的复合组织，如顶部和底部密度不同的织

物。图 86显示的就是一种顶部和底部密度不相同的特殊双层织物，中间还隐藏了一根纬

纱，该纬纱将两块织物连在一起。经纱配置很简单：112——表示头两根经纱进入第一个区

块，第三根经纱进入第二个区块。这样一来经纱密度就提高了两倍。纬纱和经纱类似，不过

需要重复配置直到末尾，所以我们可以添加第三个区块，用于额外的隐藏纱线

1121121121121121121121123；也可以写成 8（2a1b）1c。

我们给正面织物输入急斜纹，背面织物输入常规 2/2 斜纹。中间纬纱（以红色显示）只

有两个点，这两个点将其连接到顶部和底部的织物上。注意，左下角的织物模拟不会显示背

面（灰色）或中间（红色）的任何纱线，因为这些纱线完全被顶部织物覆盖了（黑色纬纱和

深蓝色经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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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分层编辑——不同层织物密度不同

经纱配置为穿筘；纬纱配置为停撬

有时您可能会想要更换（或检查）花经组织、花纬组织或地组织。但这可能会很困难，

因为花经花纬组织被地组织隔断了（反之亦然）。但是如果您在经纱配置中选择穿筘

（Denting）（或纬纱配置选择停撬 Regulator）而不是自定义，则软件会将地组织和花经花

纬组织上的组织划分开。

配置为纱线排列

在许多织物中，经纬纱配置等同于纱线排

列。如果是这种情况，不用键入用户设定配置，

则只需从下拉菜单中选择纱线即可。在组织结构

中使用 9 个以上区块有一些高端用户希望在组织

分层编辑窗口中使用 9 个以上的组织区块。
图 87：配置为纱线排列

如果您用数字 1-9来标注织物层数，则无法进行此操作。

但是有两种方法可以输入超过 9 层织物：

•不要使用用户设定配置，而使用纱线配置，就可以使用 9 根以上纱线，这样您就可以获

得 9 个以上组织块了

•将用户设定配置写为排列（如 2a2b2c），而不是数字（112233）。只要您使用排列，

就又可以用 9 个以上字母了，从而也就可以获得更大的配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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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3 大小调整为可整除

如果您将不同循环尺寸的组织组合起来，且不同织物层的密度各不相同，则复合组织的

循环尺寸很难计算。工具（Tools）菜单中的大小调整为可整除（Resize to divisible）功能可

以计算正确的组织。图 88显示了一个正面为斜纹反面为平纹的双层组织。正面的每两根纱

线对应背面只有一根纱线（配置为 112）。将最终组织的尺寸设为 12×12，以确保斜纹和平

纹能够有足够的空间。然后将组织绘入或载入分层编辑窗口。斜纹组织的面积是 8×8 个点，

这显然出错了，因为斜纹的循环尺寸是 3×3，而 8不能被 3 整除。

图 88：编辑正面斜纹背面平纹的复合组织：注意背景中组织循环错误提示

此时在分层编辑窗口选择工具—大小调整为可整除。软件就会自动调整和扩展组织。得

到新的循环大小 18×18 个点；选定的斜纹面积现在是 12×12 个点。如果小循环就足够，软件

也会缩小组织。

图 89：组织同上，但现在可以整除；现在背景中的组织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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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4 CTRL +左键单击（或中键）扩展组织

在分层编辑窗口中，您无法像在组织编辑主窗口中那样用鼠标中键（或 Shift +左键单

击）来选择和复制区域。但是鼠标中键有一个功能（或 Ctrl +左键单击）可以帮助您在整个

子区段中复制（扩展）组织。就绘制一个组织循环，然后在绘制的组织循环右上角单击鼠标

中键（或 Ctrl +左键单击），这个循环就会复制到分层编辑窗口中的整个组织子区段中。

图 90 到图 92显示了如何绘制一经两纬缎纹 -16 和斜纹 -4 的组合。由于缎纹循环为

16x16，斜纹循环为 4x4，因此组合尺寸为 16x32。将组织编辑窗口中的大小设置为 16x32，

打开分层编辑窗口，将纬纱配置设置为 2（或者如果纬纱中有两种颜色，则纬纱配置 Weft

layout 类型可以选择纱线 Yarns）。在上半部分绘制斜纹循环，下半部分只绘制一个点。按

Ctrl键并在要复制的区域左上角单击鼠标左键。

图 90：单击鼠标中键（或 Ctrl +左键）扩展组织

现在您需要三击图标 ，将直线的每个点向左倾斜一个点，得到缎纹 16 组织。

图 91：扩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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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显示了正面缎纹背面斜纹的复合组织。

图 92：最终组织

4.11.2 区域选择与复制

通常我们会将操作区域限定在组织的特定部分。您可以通过选择特定的矩形区域来设置

操作边界。还可以选择文件（File）—保存组织（Save weave），将选区保存为组织，不过

保存的组织只是选区部分，而不是整个组织。这一功能适用于从复杂的大提花组织中获取所

有组织的情况。

选定选区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按 Shift +鼠标左键（或只按鼠标中键）并移动鼠标直到选中所需区域。拖动鼠标时，网

格变为红色

图 93：用鼠标选择

•选择工具（Tools）—区域选择与复制（Select/copy area）。在区域选择与复制窗口中

输入选区起止点。您可以设置尺寸，而不是设置结束点。

所选区域的网格呈红色。现在所有工具操作只在选定区域上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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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组织选区

您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再次复制和放大该选区

•按鼠标左键并拖动鼠标绘制循环区域。得到一个选区后鼠标指针会变红。

•在区域选择与复制窗口的复制到（Copy to）部分输入要复制选区的起始点（从 From、

到 To）的坐标和区域的大小

如果您希望复制区域的组织位移与选区相同，请在编辑（Edit）菜单中勾选按循环复制

（Copy in repeat）按钮。软件从大提花组织左下角复制选定的组织，而不是从选定的组织区

域复制。这样组织的起点才正确。

要禁用选区，请用鼠标中键单击组织区域内任意处，或单击组织编辑窗口工具栏中的取

消选择图标（ ）。单击后图标会变为黑色。

组织编辑窗口中的复制区域操作及在分层编辑窗口对小提花组织进行编辑不会更改穿综

图，但会更改小提花纹板。这一功能对于想要在固定穿综图上设计新组织（这样就可以绑定

到同一经纱）的用户非常重要。因此，如不想要此效果，请选择小提花（Dobby）—穿综方

法（Drafting）—删除（Clear drafting）来删除穿综图。

4.11.2.1 将组织（部分组织）载入选区

您可以使用组织浏览窗口或载入组织（Load weave）对话框将任何组织载入到选区中。

如果所选区域比载入组织的循环大，则重复该组织直至充满选区。如果要载入到选区的组织

比选区大，则 ArahWeave 软件只选取足够填满选区的部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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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区域选择与复制（Select/Copy area）窗口中的位移（Offset）选项设置要载

入选区的组织区域起始点。这一功能适用于将大提花织物的一部分复制到另一个大提花织物

的情况。

图 95显示了两个大提花织物。我们想把一个组织中的徽标和数字复制到另一个组织

中。

图 95：我们想把一个组织中的徽标和数字复制到另一个组织中

在第一个组织中选一个选区。设置位移参数：徽标起始点为 1056（经纱）、6（纬

纱）。从组织浏览窗口载入第二个组织。完全按照第一个组织的方式将徽标放入选区（图

96）。

图 96：设置位移选项；将另一个组织复制到选区后的组织

4.11.2.2 组织画笔

组织画笔功支持在组织编辑窗口中用选区进行徒手绘制。要使用这一功能，您的组织中

必须要有一个选区；然后单击鼠标右键并拖动鼠标。软件会在鼠标指针下绘制选区。绘图区

域的尺寸为 3×3 个点。如果在绘图过程中按住 Shift键，绘图区域的大小变为 5×5 个点。

4.11.2.3 选区中查找循环

如果您想从复杂的大提花织物中获得单个组织时，就使用这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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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选定一个仅覆盖一个组织的选区。然后在选择选区中选择编辑（Change）—选区中查

找循环（Find repeat in selection）。软件会将选区的大小缩小到一个组织循环。

图 97：选区，选区中查找循环

要将选区保存为组织，只需选择文件（File）—保存（Save weave），保存的组织是选

区，而不是整个组织。

4.11.2.4替换组织（大提花）

替换组织（Replace weave）功能可以替换成品大提花纹板设计中的单个组织，或从大提

花纹板重建（显然现在已经没有了的）原始彩色图像。该功能主要用于大提花厂的老式大提

花设计，这些厂希望能对大提花设计进行修改并重复使用，来创建含有不同组织的新设计。

首先用鼠标中键（或选择工具—区域选择与复制，使用参数模式）在组织中绘制一个要

替换的选区。选区必须至少包含一个完整的组织循环。然后选择大提花（Jacquard）—替换

选区组织。

软件会试着找到被所选组织覆盖的所有区域，并标记为洋红色。如果生成的遮罩区域包

含不需要的组织区域，请修改变细（Thin）参数。如果生成的遮罩区域不包含所有组织区

域，请修改扩大（Grow）参数。倍数（Times）是指循环变细或扩大的倍数。相邻组织点

（Neighbors）表示相邻组织点的最小数量（最大值为 8），该值应等于方便进行操作的所选

组织。如果参数判断不能得到需要的结果，则可以使用鼠标左键（向遮罩区域添加组织点）

和鼠标右键（从遮罩区域删除组织点）来绘制遮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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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8：选区和遮罩区域

主窗口中也显示了遮罩区域（视图模式应设置为立体视图 Integer）。

图 99：主窗口中的遮罩区域

然后只需载入一个不同的组织到遮罩区域即可（文件 File—载入默认组织 Load

we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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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0：载入一个不同的组织到遮挡区域

在某些情况下，软件会在您不需要的区域中查找所选组织的部分。图 101显示的示例

中，软件遮住了选定平纹组织的附加区域。要防止这种情况出现，请应用变细参数，然后增

加相邻组织点参数，并单击确定按钮。软件会重新计算遮罩区域。

图 101：变细参数说明

大提花纹样转换（Jacquard conversion）章节（8.12.3 从组织获取纹样（反转大提花））

介绍了替换选区组织（Replaced selected weave）窗口的从组织获取纹样（Get image from

weave）功能。简单的组织替换不需要用到这一功能。

4.11.3 插入或删除纱线

您可以在组织的任何位置插入经纱或纬纱，插入或删除纱线的方法有两种：

•鼠标左键单击组织左侧或下方的灰色区域（图 48：组织控制行 weave control row、组

织控制列 weave control column），在所选组织点复制（添加相同）组织纱线，然后单击鼠

标右键将其删除。要在组织区域内添加空白区域（empty space），请在用鼠标插入经纱/纬

纱时按 Shift键，添加的区域就会变成空白区域。组织、纹板和穿综图会相应移动并调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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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也可以以相同方式添加/删除综框——只需单击综框下方的灰色区域即可。这些功能还

可以快速调整组织大小，无需打开组织循环（Dimensions）窗口。两个调整大小方式的功能

略有不同：常规的调整大小不会改变组织，因此很容易还原以前的值。但如果删除了很多经

纱/纬纱，就不可能还原，因为一直在移动/复制组织。注意这一功能不会更改停撬和穿筘。

•选择工具（Tools）—插入或删除纱线（ Insert/delete warps/wefts），就会弹出图 102

中的窗口。您必须选择模式（插入 insert 或删除 delete）和方向（经纱 warp 或纬纱

weft）。然后在起始（From）字段输入插入/删除的位置，在尺寸（Size）字段输入插入/删

除的纱线。软件会绘制一条洋红色的线来标明插入的起始点。注意，插入区域始终为该线的

右侧或上方。同样，如果要删除经纱/纬纱，则要删除的选区会用洋红色叉掉。

您单击确定（OK）按钮后，ArahWeave 软件会将插入区域转换为选区，这样您就可以将

组织载入其中了。

图 102：插入经纱/纬纱：设置起和尺寸，然后单击确定

4.11.3.1在组织和纱线排列中插入经纬纱 

如果选中插入或删除纱线窗口中的经纬纱排列（warp / weft pattern）选项，则软件还会

将您在选项右侧字段中写入的纱线排列插入到主纱线排列中。图 103显示的示例中，我们在

组织中插入了四根纱线，插入纱线的排列是 1a1b（一根橙色纱线一根蓝色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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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同时在组织和纱线排列中插入经纱

4.11.3.2 用鼠标将经纱插入组织和线形排列

这一功能可以帮助您添加花经。经纱排列循环和穿筘的长度应与组织的经向尺寸相同。

如果组织宽度为 84 个组织点，且您有一根纱线颜色 A 和一根纱线颜色 B，则应将排列写为

42（1a1b）。穿筘也一样：如果每筘齿有 2 根纱线，穿筘应写为 42（2）。

在经纬纱排列编辑（Edit warp and weft pattern）窗口选择一根要插入的纱线。按住 Shift

键，同时用鼠标在纱线排列中绘制经纱排列。软件会在击中区域右侧的组织区域中添加一个

空白区域，并插入当前选定的经纱，然后一键增加筘齿中纱线数。所以将纱线添加到地织物

非常容易。新增纱线会添加到右侧，因此地组织纱线仍在筘齿头端。如果您之后要根据筘齿

中的纱线数划分经纱排列或组织，这就很方便。要用这种协调的方式删除纱线，您还可以按

shift 和鼠标右键。但这样删除的就是您要点击的纱线，而不是右侧纱线。

图 104：使用鼠标同时在组织和纱线排列中插入经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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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3 组织中的重复部分

您可以重复组织的一部分。选中重复（Repeat）按钮，然后通过设置起始（From）和尺

寸（Size）选择要重复的组织部分。软件会用两条线来显示要重复的区域。绿线表示该区域

尺寸不能被穿筘循环整除；品红色线表示可以整除。然后设置重复次数（倍数 Times）。图

105 中有三根纱线重复了四次，因此我们将循环尺寸增加到十二根纱线。

图 105：组织中的重复部分

4.11.3.4 放大组织的一部分

有时您需要将组织的一部分放大。在图 106 中，我们选择 6 根纱线，应该放大 3 倍。

图 106：放大组织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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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 按纱线删除纱线

有时我们只需要删除一些多余的经纱或纬纱。这就可以用到前一章中介绍的功能（插入/

删除经纱/纬纱），但是按纱线删除纱线功能更快，更简单，用户界面更清晰，可以一键解

决问题。要使用该功能，请选择工具（Tools）—按纱线删除纱线（Delete warp/weft by

yarn）。

图 107显示的是花纬图案。我们想要删除图案的绿色部分（纬纱 c）。在按纱线删除纱

线窗口的纱线（Yarns）中，输入 c作为要删除的纱线，然后单击确定。软件会删除绿色纱

线。

图 107：按纱线删除纱线

4.11.5 生成皱纹组织

组织编辑窗口有一个生成皱纹组织的工具。

要使用该工具，请在组织编辑（Edit weave）窗口

中选择工具—绉纱组织（Make crepe weave）。

该工具既适用于选区又适用于整个组织，但作用

于整个组织上选择更多。这一工具更适合大提

花，因为它不会处理综框。如果

作用于选区，则不应用长浮长控制。您必须要输

入的第一个字段是效应 1（Effect 1）——取值范

围从 1 到 254。如果接近 1，所得组织就会有经纱 图 108：皱纹组织对话框

效应，如果接近 254，则多为纬纱效应。128会得到趋近平衡的效应。接下来是可以禁用的

长浮长（Long floats）控制。您可以为经纬纱指定所需的最大浮长。要制作所有尺寸上都循

环的循环组织很难。所以这更像是对软件的建议，大部分的浮长都是这样的，但有些不会。

您可以选择编辑—浮长中，在长浮长控制窗口中查看。如果不想手动执行此操作，请启用修

正浮长表面和背部。由于软件无法 100％满足浮长请求，因此它会将容许浮长设置得比您要

求更多一点。例如，如果设置经纱中浮长为 3，则软件会将允许的最大浮长设置为 4。

软件是完全实时反应的，因此您可以滚动鼠标滚轮查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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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9 中的图像显示了两个生成的组织——设置中唯一的差异是效应 1参数（15 和

135）。

图 109：制作皱纹组织

4.11.5.1阴影皱纹组织

皱纹组织窗口顶部可以启用阴影（Shaded）按

钮，可以为效应指定两个值。软件会从一个效

应到另一个效应形成水平阴影。

图 110：阴影皱纹组织

4.11.5.2 双向阴影皱纹组织

如果打开双向（Bidirectional）按钮，软件

会在暗区和亮区（经纱和纬纱效应）之间平滑

过渡。

图 111：双向阴影皱纹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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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5.3带角度的阴影皱纹组织

您可以通过角度（Angle）选项设置阴影效

应的角度，对常规和双向阴影皱纹组织都适

用。

图 112：设置皱纹阴影的角度

4.11.6 根据纹样创建皱纹组织

您可以根据纹样创建皱纹织物。阴影和纹样（Image）复选框都应打开。然后将纹样载

入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织物组织 Weave—大提花纹样转换 Jacquard conversion）。单击确

定按钮，软件就会根据纹样创建皱纹组织。

图 113：根据纹样创建皱纹组织

4.11.7 添加停撬或须边功能到纱线

纬向添加（Add to yarn Regulator/Fringe）功能可以快速修改停撬排列，为纬纱添加一个

停撬或须边，并自动生成新的停撬排列，不需要您动手绘制或编写。如果您已有停撬排列

（例如花纬图案），且想将停撬添加到一些地纬纱中，那这一功能恰恰可以帮助到您。

要使用该功能，请选择工具—纬向添加，然后选择要停撬还是须边。在纱线字段中输入

要添加停撬的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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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向纱线添加停撬

4.12 组织信息（大提花）

视图（View）菜单中的组织信息窗口会显示组织的所有者、上次保存的时间以及其他有

趣的数据。

提综（Lifting）会提供平均提升纹针数的图表视图。在大提花织物上，您可以选择翻转

织物将正面反织，这样可以减少平均提升纹针数，从而减少纹针磨损，延长机器使用寿命。

图 115：组织信息—提综

纱线用量（Consumption）会根据组织显示每根纱线的相对用量：它会计算每根经纱从

后到前的通道数。如果织物的经纱用量变化很大，那用量更多的经纱会在织造几米之后才开

始拉动。这会导致经纱断裂或者织物会出错（所谓的嵌套），因为大提花不会在高纱线张力

下拉起纹针。这时，您可以使用两个独立的经轴，或更改组织，以使其用量更为接近，或更

改花型设计，去除其中的单个组织竖条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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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组织信息—纱线用量

超出取值范围时，提综和纱线用量（Consumption）都会发出警告，但其限制其实并不

是特别严格，您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减小数值。提综高于 50％时发出警告，纱线用量高于

30％时发出警告。报告可以以黑白或彩色显示；按 Shift+c切换颜色。

4.13 打印织物组织

要打印织物组织，请选择文件（File）—打印织

物组织（Print weave）。图 117显示了打印织物组

织窗口，您可以在该窗口设置不同打印属性。

图 117：打印织物组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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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1 打印机设置

如果尚未在系统设置（Save setup）

中保存打印机设置，或您想打印到不同

的打印机或文件夹，则应选择打印机设

置（Printer setup）来更改打印机设置。

在该窗口（图 118）中，您必须选择所需

打印机或图表文件格式、打印模式以及

密度（以 dpi -每英寸点数为单位）。更
图 118：打印机设置

高质量的打印输出要用 1440 dpi，但大多数情况下 720 dpi就够了。

4.13.2 打印尺寸

要控制打印输出的大小和位置，请在打印尺寸（Print size）字段中输入数值。边界以左

侧和顶部开始，包括不可打印的空白区域。要查看最大可打印区域，请选中整页（Full

page）选项。如果您插入的区域超出了范围，则会进行裁剪，机器还会发出哔哔的警告声。

4.13.3 网格

您可以在这里设置网格大小（网格）。默认值为 1.5毫米。

4.13.4 打印选项

打印选项切换按钮位于打印尺寸文本字段下方。简单来说，选中该选项，打印输出中就

会包含该内容。

•标题（Title）；您将获得扩展的标题，包括日期、用户名、客户名称（您的公司）以及

页面顶部的软件版本。

•穿筘（Denting）

•边组织（Selvedges）；如果您在制作纹板窗口的中载入了边组织，则软件会将边组织

打印在织物左侧

•一个经纬循环（One repeat）；软件只打印组织，尽管还有空间可以打印更多组织循环

•纱线（Yarns）；您可以在组织顶部和右侧获得经纬纱排列

•压缩（Compress）；如果组织由许多重复元素组成，您可以使用此功能来减小打印输

出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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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9：“常规”和压缩模式下的同一组织

•纹板图；一般都会打印小提花纹板，但如果不想打印，也可以选择不打印。

•标记第一根纱线；在某些工厂中，第一根纱线在左侧，而其他工厂可能却在右侧。您

可以用小三角来标记第一根纱线。

•123；在穿综图排列和小提花纹板

中，软件会打印综框数，而不打印黑色

方块。网格大小应至少为 3，这样才能有

足够的空间显示全部数字。

图 120：用数字标记的组织穿综图

4.13.5 打印预览

设置正确后，查看打印预览

（Print preview）。打印预览完全按

照能够放置在纸张上的方式显示组

织（左侧和顶部位移）。一切就绪

后，请关闭打印预览，然后单击确

定。

图 121：组织打印预览；压缩选项打开

4.14 从纹板中提取组织

使用 ArahWeave 软件，您可以调整/更改/纠正为织造准备的旧设计。将纹板载入组织编

辑窗口（如果您从软盘载入纹板，就选择织物组织（Weave）—读取大提花软盘（Read

Jacquard foppy），等待软件读取软盘再载入所需的文件。）要按照 ArahWeave 软件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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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工作，您必须只提取织物组织信息，删除空纹针、边组织、控制信息等的字符。如果只有

组织，您可以修正长浮长（如果有的话），然后以不同格式或配置保存大提花文件。下一段

会介绍提取这一信息所需的功能。

在组织编辑窗口的大提花（Jacquard）菜单中，您可以使用查找功能从特定组织点判断

停撬，并从特定组织点和可能包含该信息的组织区域的长度判断纬纱排列。例如，您有完整

的大提花纹板或小提花纹板以及所有控制信息。为了制作一个组织，您可能不得不删减控制

信息，但我们也可以在删除前使用这些信息。在组织编辑窗口的大提花菜单中选择选纬判断

（Guess weft change）或停撬判断（Guess regulator），在组织编辑（Edit weave）窗口中移

动鼠标读取包含信息的组织点纹针数，并键入此数值。单击确定按钮，软件会尝试理解这一

信息。显然，这样会丢失先前的纬纱排列或停撬。停撬不能以第一根纬纱上的工作停撬（黑

点）开头。如果是以第一根纬纱上的工作停撬开始，可能那不是停撬。如果您坚持要这样，

那就垂直移动织物直到以白点开始。不能出现 8 个以上连续的黑点（停撬处于工作状态）。

对于纬纱排列，软件会试着确定是否存在二元纬纱排列或常规纬纱排列。常规纬纱排列

可以达到 25 个组织点宽，且每根纬纱上只有一个黑点。二元纬纱排列可以包含任何东西，

宽度最多达到 5 个组织点（2 的 5 次幂是 32）。软件会仅使用多达 25种不同的纬纱，因为

25是 ArahWeave 软件当前的限制。

组织编辑窗口的大提花菜单还包含去除布边组织（Remove selvedges）和去除花经花纬

（Remove extra warps / wefts）的功能。第一个功能去除布边组织——查找组织中是否有完

整的经向循环，将其标识为布边并去除。它会搜索长度多达 40 个组织点的循环。第二个功

能适用于去除空白区域（经纱或纬纱中完全为浮长的区域）。这两种功能对于仅从为织造准

备的大提花图案中提取组织非常有用。

如果有一些经纱无法使用上述功能自动移除，您可以单击鼠标右键手动删除要删除的经

纱下方的灰色区域内组织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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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纱线

要编辑纱线，请选择织物规格（Fabric）—纱线（Yarns）。

在纱线（Yarns）窗口顶部，您可以看到经纱（A ... Y）和纬纱（a ... y）色彩。要编辑特

定纱线，请单击该条目。所选的纱线色彩和代码会显示下方。纱线最重要的属性是它的细度

（Count），它的输入单位可以是单位选项区域中的任何单位。纱线细度决定织物仿真模拟

图中纱线的直径，根据含有直径系数（Dimension factore）的公式计算：

默认直径系数为 18.0。建议对不同的纱线类型（粗疏棉纱 18.7，精梳棉纱 25.5，精梳毛

纱 25.3，毛纱 16.7，麻 27.1等）采用不同的直径系数。但除原料类型外，这个直径系数还包

含很多其他变量。最好在实验室测量纱线直径，然后尝试调整直径系数，直到获得所测细度

的纱线的测试直径为止。

图 122：纱线编辑窗口

输入不同的纱线细度或直径系数，按下 Enter键，您可以在窗口底部看到更改后的理论

纱线直径。这一直径是得到仿真模拟（Simulation）视图中织物模拟图的基础。

纱线编辑窗口还支持纱线单元自动转换。您只需单击所需单位，所有数值都将转换为该

单位。软件内部将以 Nm为单位保存数据，因此下次加载织物时可能会因为转换而出现舍入

误差。软件支持的纱支单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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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 特，ISO 标准

• Nm 公制支数

• NeC 棉（英制支数）

• NeW 精纺毛

• Np 粗纺毛（Prato）

• Ny 粗纺毛（Yorkshire）

• NEL 麻

• NES 丝

• Td 旦尼尔，国际

• Run 美国粗纺毛单位

• dTex 分特，等于 0,1 tex

• YPP 每磅码数

光泽（Luster）决定纱线模拟图中深浅色色差的亮度对比值。默认值为 10。您可以将该

值从 0调整至 30，对比值越高表示色差效果越强。图 123是同一种纱线在三种不同光泽下的

效果。纱线图取自纱线（Yarns）窗口的纱线预览部分；该预览仅适用于织物的仿真模拟视

图（Simulation view）。

图 123：同一种纱线分别在光泽分别为 5、10 和 20时的效果

名称（Name）这一参数表示根据织造厂或生产商命名方案编排的纱线代码。价格是指

以某种货币表示的 1kg 纱线的成本。货币种类在 ArahWeave 软件的配置文件中设置（帮助>

系统设置）。

捻缩率（Twist contraction）以%形式输入，纱线重量和纱线直径按给定百分比增加。捻

向（Twist sense）分 S捻（左）和 Z捻（右）两个方向，若您不打算模拟捻回数，则可以将

它为 0（如图 124）。

每米捻回数（Twists per meter）决定纱线捻度角。



77  ArahWeave
5 纱线

www.arahne.si

图 124：S捻、Z捻和无捻纱线

条干变异％（Variation）这一参数（纱线窗口的右上

角）引入了纱线的直径变化，可以使仿真模拟织物看上去更

像真实织物。羊毛类织物设置为 10％到 20％，其他普通纱线

则更小（默认为 0）。变化范围高达±50％。条干变异值在给

定的范围内随机变化，但是对于一根特定纱线而言，其直径

是固定的。这一点与实际纱线不同。实际情况下，根据性质

不同一根纱线可能会有不同直径，如，每隔 50厘米纱线直径

有所改变。如果您需要使用半透明纱线，则可以将透明度

（Transparency）等级从 0调到 9，其中 9表示纱线像素的

90％是透明的。

图 125：条干变异值为 15％

5.1 纱线成份

您可以设定每根纱线的纤维成分。首先输入成分数量，然后对应输入每种纤维及其代

码。如果您不记得相应代码，可以在纱线（Yarns）窗口的帮助（Help）找到代码（如图

126）。您可以通过编辑文件/common/fibre.codes来自定义代码表。织物中的每根纱线

都设定了成分后，ArahWeave 软件会在纱线用量（Consumption）窗口计算织物组分（如图

128）。

图 126：纤维代码

图 127：成分输入

   

图 128：织物组分，

从纱线成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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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纱线模式

您可以从模式（Mode）选项菜单中选择纱线类

型（图 129）。普通纱线（Simple）是默认模式，指

常 规 的 单 色 纱 线 。 其 他 模 式 有 多 色 股 线

（Mouliné）、色纺纱线（Mélange）、段染纱线

（Multicolor）和用户设定（Custom）。

图 129：纱线模式菜单

5.2.1 复合纱线（多色股线、色纺纱线、段染纱线）

当你选择复合纱线（多色股线、色纺纱线、段

染纱线）时，纱线色彩数会变为 2。您可以更改数

目，最多为 6。

色彩显示窗口右侧包含纱线子色，点击色彩进

行选择。纱线在色彩编辑窗口中，您可以像使用单

色纱线一样复制、交换或修改色彩。平面视图

（Integer）仅使用第一种纱线色彩来模拟纱线。
图 130：设置每种纱线色彩的数量百分比

仿真模拟（Simulation）视图中则使用所有成分来模拟纱线。对于每种纱线色彩，可以输入

最终纱线的每一种色彩分量的相对比例。纱线色彩比例是相对于所有纱线色彩分量的总和来

说的。输入这些值，按回车键（Enter），电脑会自动重新计算相对值。如果喜欢，你也可

以直接输入百分比（％），但由于这些值是相对的，所以没有检查所有色彩的总和是否为

100％。

相关性（Correlation）这一参数（如图 131）用于多色股线和色纺纱线。相关性从 0 增加

到 8时，两条（或更多条）多色股线的相对尺寸的条干变异将会增强并加长。如果相关性为

0（默认值），则如前所述，每个点在给定范围内随机变化。但如果相关性增加，那色纺纱

线看起来就像没有混合好。您可以根据喜好设置强度，最高可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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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相关性为 0、3 和 8 的色纺纱线

段染纱线（Multicolor）模式模拟由不同单色片段组成的纱线。这些色彩片段的色彩“随

机”显示，但它们出现的概率可以由您控制，只需输入每种色彩的概率值即可。在长度

（ Length）字段控制色彩片段的长度。另外，要使色彩之间平滑过渡，可在平滑度

（Smooth）选项中设置。平滑度范围从 0（没有过渡）到 30（最高混色）。图 132展示的就

是段染纱线。

图 132：平滑度为 0（上）及平滑度为 15 的段染纱线

如果每根纱线只有一种色彩，则输入色彩分量的方框和箭头不显现，只有增加色彩数才

会显现。对于单色纱线，纱线模式（Mode）按钮也不会显现。

雪尼尔纱线（Chenille yarns）：您可以对每一种纱线指定其毛羽长度（hair length）和毛

羽数量（hair probability）。毛羽长度用纱线直径的十分之一来表示。毛羽长度为 10表示毛

羽和纱线直径一样长。毛羽长度最大值为 50，也就是纱线直径的 5 倍。毛羽将以相同的概率

随机向各个方向伸展，系统支持 16 个方向。您还必须指定毛羽数量，您可以设置为 0 到 20

之间的任何值来获得所需效果。雪尼尔纱线仿真模拟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应用于 ArahWeave

软件支持的所有纱线：单色纱线、多色股线（Mouliné）、色纺纱线（Mélange）、段染纱线

（Multicolor）以及用户绘制的纱线。雪尼尔纱在本质上与其他纱线不同，因为其毛羽会覆

盖旁边的纱线，尽管在织物组织结构中，其他纱线是在雪尼尔纱的上方。因此，仅通过增加

纱线细度（加粗）并不能模拟雪尼尔纱。要注意的是，雪尼尔纱非常蓬松，因此根据默认直

径系数 18.0 计算的纱线细度可能不正确。可能需要您手动调高或调低直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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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设计雪尼尔纱线

有些纱线，特别是雪尼尔纱线，看起来像是由一种色彩的许多不饱和色调制而成。如果

想让设计出来的雪尼尔纱线更逼真，就必须采用色彩相近但又不同的段染纱线。纱线

（Yarns ）窗口中有一个功能可以快速创建这种类型的纱线。

首先，在色彩编辑（Edit colors）窗口中选择纱线色彩。在纱线（Yarns）窗口选择纱线

模式（Model）为段染纱线，选择纱线的色彩数量（最多为 6），然后选择工具（Tools）—

设计纱线色差（Make yarn color shades）。您还可以增加长度和平滑度。在设计纱线色差

（Make color shades）窗口设置亮度（Luminosity）参数，亮度决定两色差的 L（亮度）差

异。如果有 5种色彩，则亮度差异应为 ±5，程序会保存基色，然后将 Lab值中的亮度值设

为+5、-5、+10、-10。通常亮度为 3-5时效果最好。

图 133：为雪尼尔纱线设计纱线色差

5.2.3 用户设定——绘制纱线

用绘图工具可以自己绘制纱线。初始纱线始终以预先选择的纱线为基础。因此，如需节

省时间，最好选一根与您想要绘制的纱线最相近的纱线（如色纺纱线），设置好改纱线的参

数（细度），再切换到用户设定（Custom）纱线模式。然后增加色彩数量（如需多种色

彩），点击绘制纱线（Draw yarn）按钮，弹出绘制纱线（Draw yarn）窗口（如图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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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单栏

                           标尺

                      绘图区

                 

                         预览

    五种色差的色彩

                 纱线直径

                      工具栏

图 134：绘制纱线窗口

绘制纱线（Draw yarn）窗口由几个区域组成。顶部是绘图区。纱线在网格中绘制，您可

以通过按“+”和“-”键进行缩放，按住 Ctrl同时滚动鼠标滚轮也可以缩放。纱线上方还显

示标尺，方便您了解纱线尺寸的实际效果。绘图区下方可以看见 5 根相同纱线，便于您了解

纱线循环数次后的效果。每根纱线都有随机的起点偏差。

纱线色彩与纱线实际直径都以实际长度像素（点）显示显示在底部。如果使用更长的纱

线，可以增加右下角的长度（Length）值。需要注意的是，系统不提供新的空白区域，因为

系统会自动将现有纱线复制到新区域。纱线的长度不是任意的，而必须是 2 的幂。因此长度

为 11表示长度为 2 的 11 次方，即 2048。延伸率（Stretch）可以让所需的纱线长度与循环相

匹配。

绘制非常长的纱线很费精力，因此我们提供一些便捷工具：您可以滑动鼠标滚轮来滚动

纱线，软件还支持在绘制长纱线时自动滚动。这意味着，如果您从水平方向画除了窗口区

域，软件会滚动纱线直到鼠标返回绘图区域。

绘制可用的色彩在纱线下方。每种纱线基色都有 5种拓展

色。基本色彩在中间，标记为 0，两个浅色标记为-1 和-2，两

个暗色标记为+1 和+2（如图 135）。

图 135：纱线色彩

有一个选项菜单用于选择绘图笔的粗细，变化范围为 1 到 9。

图 136：画笔粗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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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纱线（Draw yarn）窗口的底部有几个图标和菜单可供选择。左边第一个图标 可以

将纱线应用到织物上，便于您观察纱线在织物仿真模拟中的变化。

第二个菜单是绘图工具，包含手绘 、矩形 、喷雾 、

混合 。点击鼠标左键即可用所选色彩绘制纱线，鼠标右键则

绘制背景色（即纱线中的空洞）。

图 137：纱线绘制工具

之后，您需要选择绘制模式：第一个是普通模式，用笔 表

示。第二个是重新着色（Recolor）工具 ，可以保留纱线图像的

色差，并将其重新着色为另一色彩。这样容易保留图像中纱线的

捻度，在纱线中绘制复杂的印花效果，纱线色彩多变。最后一个

模式是浅/深 。可以将绘图区域绘制为深色（鼠标左键）或浅色 图 138：纱线绘制模式

（鼠标右键），但不会影响实际色彩。所以，如果您在黄色上面绘制，黄色会变成深黄色；

在绿色上面绘制，它就会变成深绿色。用这种方式绘图很容易绘制纱线捻度，或从上到下改

变纱线的亮度。除了这些主要操作以为，还有其他一些工具，如果您了解 ArahPaint 或织物

组织（weave）窗口，那这些工具应该大多易于理解。还有两个图标用于水平镜像 和垂直

镜像 。剪刀 用于将纱线的头端移动到中间（这样您就可以调整循环的起始）。

下一个工具  可以将纱线变细。可以按照当前所选画笔粗细的像素点将纱线变细的程

度。如果画笔的粗细度为 3，则从纱线顶部和底部各去掉 3 个像素。该功能可以为结子纱或

杂色纱腾出空间。首先将纱线变细，然后才能绘制粗结效果。

还有两个可以将纱线左倾 或右倾 的图标。可以用来调整捻度角。

此外，还有一个撤销一次绘图操作的一级撤销图标 。

更改缩放系数就可以调整纱线（yarn）窗口的缩放等级，或者按住 Ctrl键并向上或向下

滚动鼠标滚轮。

5.2.3.1 编辑菜单

绘制纱线（Draw yarn）窗口的编辑菜单包含用于快速绘制纱线的附加工具和功能。去除

色差（Clear shades）将五种色差的色彩变为一种纯色（中间色调），使得绘制更加简单快

捷。要还原色差，使用编辑（Edit）—添加顶部/底部色差（Add top/bottom shades），然后

编辑（Edit）—添加捻度（Add twist）。程序自动绘制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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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9：添加色差和捻度

纱线绘制一完成，就可以进行保存，以便应用在其他织物中。纱线色彩保存在纱线文件

中；您可以在色彩编辑（ Edit colors）窗口中像编辑其他普通纱线（normal）一样编辑其色

彩。因此您不需要选择多根杂色纱线，只需一根纱线就可以模拟不同色彩和细度。

5.2.3.2 载入纱线形状

载入纱线形状（Load yarn shape）所载入的纱线覆盖纱线（Draw yarn）窗口中现有纱线

的形状和捻度，但保持色彩不变。如果您想将色纺纱线、段染纱线或多色股线的模板纱线更

换为已有的结子纱、印花纱线（竹节纱）等，这一功能将非常有用。

图 140：载入结子纱形状前后的色纺纱线变化

5.3 保存和载入纱线

纱线（Yarns）窗口顶部的文件（File）菜单支持保存和载入单根纱线。纱线加载到当前

选定的纱线，或对当前选定的纱线进行保存。色彩参数也保存在纱线规格（yarn definition）

文件中。如果您不想加载纱线的色彩，请将该色彩载入未使用的纱线，然后在纱线窗口中点

击鼠标右键，将纱线规格复制到所需的纱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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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纱线浏览器

要打开纱线浏览器（Yarn browser），请在纱线（Yarns）对话框中选择文件（File）—浏

览纱线（Browse yarns）。该窗口分为两部分，左侧部分显示默认纱线目录中的所有纱线，

右侧有一个当前所选纱线的色彩列表。

图 141：纱线浏览器

纱线浏览器显示所有纱线，您可以按纱线代码、细度、股数、捻度、成分或名称对列表

进行排序。单击列表标题，即可更改排序关键字。单击纱线，将显示该纱线的所有色彩、库

存数量和价格。双击纱线，软件就会将这些参数值加载到纱线。大多数情况下，只需载入代

码、细度和成分。因此，默认情况下启用仅载入代码（Load only codes）切换按钮。如果不

启用，程序将载入所有纱线属性，如实际色彩值（不仅仅是色彩代码）、纱线图像、色纺纱

线/ 多色股线设置等。使用文件（File）—载入纱线（Load yarn）加载纱线时，程序加载所有

纱线属性。

纱线色彩部分也可以按代码、名称、重量和价格进行分类。这对多色单纱很有用。

浏览器有一些纱线选择工具，例如你有一个过滤器（filter）用于选择与代码、名称或季

节相匹配的纱线。ArahWeave 软件不能定义纱线季节，季节在 XML导入文件中定义。详情请

参考第18.2数据导入章。

如果您想刷新纱线的可用性，在纱线（Yarn）窗口选择工具（Tools）—导入已有纱线

（Import yarn availability），就可以重新加载纱线库存 XML 文件并刷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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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在 ArahWeave 软件中使用扫描纱线

5.5.1扫描纱线

大多数消费级平板扫描仪专为信纸和 A4纸设计，因此可用的扫描长度不超过 30厘米。

但是许多花式纱线的循环尺寸大于 30厘米，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得到完整循环，或者必须

通过相当复杂的图像处理来获得最终纱线图像，因此这对纱线扫描来说是一个主要缺陷。

要使用 ArahWeave 软件，纱线图像应满足三个要求：

1. 图像宽度：纱线图像应刚好是 15像素。

2. 图像高度：应该是 2 的任意次幂；如 512、1024等。但由于纱线宽度与纱线长度相比

较小，因此更可能是 8196 或 16384。

3. 图像的色彩数不应超过 31。调色板中的第一种色彩是背景色，在纱线窗口及在织物

中不可见（透明）。您使用 ArahPaint来决定哪个颜色是背景色。

5.5.2进行扫描

扫描过程中应尽可能保持纱线笔直。图 142 中的图像几乎是没用了，因为编辑这一图像

太耗时。

图 142：各种花式纱线扫描

如上例所示，我们将纱线固定在纸板上，纸板颜色根据纱线颜色来选择。显然，浅色或

中等色调的纱线需要匹配深色纸板，而深色纱线则在白色纸板上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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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3：要准备纱线进行扫描，在纸板的每一边剪一个口，然后将一根线固定在切口中

5.5.3在 ArahPaint 5 中编辑纱线图像

将图像加载到 ArahPaint 中，检查纱线是否水平（或垂直）对齐。如未对齐，则选择编辑

（Edit）—旋转图像（Rotate Image）将其对齐。沿着已经对齐的笔直纱线边缘画一条线。

图 144：扫描后对齐纱线

ArahPaint会自动适当旋转图像，调整图像大小，并显示最终图像的实时预览。

图 145：应用旋转

然后在图像中的纱线周围创建选择，并裁剪到选择（图像 Image—裁剪到选择 Crop to

selection），然后保存文件。

图 146：选择图像中的纱线

如果您在某些照片编辑软件中对其进行修改，则一根纱线可以获得更多色彩变化。在下

面的例子使用的是黑白花式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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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其加载到 ArahWeave 软件之前，更改（缩放）纱线的像素大小，以满足 ArahWeave

的要求。在此阶段，图像大小应为 15像素乘2n像素（如果你像我们一样处理水平图像，则

为 2n x 15）。

在我们的示例中，图像大小为 3461 x 29像素。

图 147：调整图像大小对话框

我们正在研究水平方向纱线；先将图像高度更改为 15。图像宽度（Width）就会根据纵

横比（比例）自动调整。

图 148：设置纱线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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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单独设置宽度，而不受高度限制，就点击 打破链条，使链条变为断链图标（ ）。最

接近 1790 的 2 的次幂是 2048，因此将高度设置为 2048。单击确定（OK）按钮应用更改之

前，将缩放过滤器（算法）设置为 Bicubic。

图 149：设置纱线宽度

纱线现在拉伸了一点，您可以稍后在纱线窗口调控。

图 150：调整大小后的纱线图像

现在必须减少纱线图像中使用的色彩数量：选择色彩—设置色彩数（Set number of

colors）。您可以先选择高于实际色彩数。

图 151：减少色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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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将色彩数减少到 35 个。您可以看到许多颜色几乎完全相同。您可以在 ArahPaint

的调色板中将这些颜色合并为一种颜色。首先从相似的色彩组合中选择一种颜色（单击左键

选择颜色）；然后将其粘贴到组内的其他颜色上（单击右键粘贴到所选颜色）。之后，您只

需要单击合并相同颜色图标（ ）就可以合并相同颜色。

图 152：合并调色板中的颜色

显然，6号位的白色是纱线图像中背景色。ArahWeave 软件要能将其识别为背景色，它

就应位于调色板的 1号位上。单击颜色将其选中，然后单击 1号位上的颜色，就可以位置

了。

图 153：将背景色放到 1号位

您可以更改背景色，使其更容易与纱线其他部分区分。不过，无论如何，这种背景色在

ArahWeave 软件中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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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4：更改 1号位的颜色

最后一步：如果您使用水平方向的图像，则应该把它放在垂直位置。

图 155：旋转图像



91  ArahWeave
5 纱线

www.arahne.si

5.5.4在 ArahWeave 软件中加载扫描的图像

打开 ArahWeave 软件，选择织物（Fabric）—纱线（Yarns） 。选择纱线模式—扫描的，

然后单击绘制纱线（Draw yarn）按钮，绘制纱线（Draw yarn）对话框就会打开。

图 156：打开绘制纱线对话框

从绘制纱线窗口的菜单中选择文件（File）—载入纱线图像（Load yarn image），然后从

文件选择框中载入图像。点击确定图标（  ）确定选择新纱线。

图 157：载入纱线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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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纱线（Yarns）主窗口中设置纱线细度。您还可以从这里保存纱线，应用到其他织物

中，或者在制作各种花式纱线时只使用其形状（文件 File—载入纱线形状 Load yarn

shape...）。

图 158：在纱线窗口中预览纱线

纱线经过扫描并保存后，可以应用于 ArahWeave 软件的任意织物。

图 159：在织物中使用扫描过的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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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编辑经纬纱排列

图 160展示的是用于输入经纬纱排列的窗口。主要部分是：

1. 菜单栏。

2. 在纱线根数和长度毫米数之间选择的选项菜单，描述经纬纱排列的括号种类，不是()

就是[]。

3. 经纱排列方式的选项按钮（不对称排列 asymmetrical、对称排列 symmetrical、轴对

称排列 1 pivot1、轴对称排列 2 pivot2）。

4. 双织轴（2 warp beams）的选项按钮。

5. 经纱排列图标栏。

6. 多行经纱输入字段。

7. 色彩盒子：上方经纱，下方纬纱。最后一种颜色是背景色。颜色 Y是无纬织造标志。

左边的箭头用于将经纱复制到纬纱，纬纱复制到经纱，右边的箭头用于交换经纬纱排

列。

8. 多排纬纱输入字段。

9. 选择纬纱排列方式（不对称、对称、轴对称 1、轴对称 2）的选项按钮。

10. 双引纬（Double weft insertion）的选项按钮。

11. 纬纱排列图标栏。

12.确定（OK）、退出（Exit）、帮助（Help）按钮。

ArahWeave 软件输入经纬纱排列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输入纱线根数及其标识符。这

样经纱排列 2A 3B 1C 扩展为 AABBBC | AABBBC | AA……竖线（|）仅表示循环的结束。

图 160：经纬纱排列编辑

您必须使用从 A 到 Y 的纱线标识；您可以在经纱排列输入字段下方或纬纱排列输入字段

上方看到实际的纱线颜色。经纱末端用大写字母标识，但您输入纱线排列时不需要用到。您

还可以输入空格来格式化您的输入；这些空格会被忽略。经纬纱循环的实际尺寸显示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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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栏的末尾。在纱线排列中使用的经纱（warps）/纬纱（wefts）字母用星号（*）标记。

纱线栏中的最后一种颜色（图 160 中为白色，标有＃）是背景色。如果织物是透明的，如窗

帘，则可以透过织物看到背景色。

当前选择的纱线（图 160 中经纱 D）高亮显示，可以轻松找到。

ArahWeave 软件还提供一些特殊规定，旨在帮助您输入复杂的和重复的纱线排列。圆括

号重复整个序列的次数为括号前的数字，而方括号则重复序列的根数为括号前的数字。

序列 2a 3（1b 1c）2d扩展为 aabcbcbcdd | aabc ...

序列 2a 5 [1b 1c] 2d扩展为 aabcbcbdd | aabc ...

本软件还会检查语法错误，如括号不匹配，以及其他形式的错误，一旦出现，软件会报

错，拒绝执行非法序列，且光标会置于出错位置。

允许出现像 5（1a 20（1b1c））这样的重括号。

您可以在纱线排列字段混合使用方括号和圆括号，但计算机只使用两者之一，具体取决

于输入窗口右上角选项按钮的状态。

6.1 经纬纱排列方式

ArahWeave 软件还开发了专门的对称工具。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提到的排列都是不对称

的，但是如果选择经纱或纬纱排列标记为不对称（asymmetrical）的选项菜单，您还会看到

对称、轴对称 1 和轴对称 2这些选项。

对称的纱线排列 1a1b1f2c3d会被扩展为 abfccddddddccfba| abfccddddddcc……

需要注意的是，纱线排列中的第一个字段和最后一个字段在展开后的序列中加倍了。这

没有出错，但可能并不是您需要的。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您可以使用轴对称 1。这种对称无需重复序列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

字段就可以镜像纱线排列方式。几乎所有苏格兰格子呢都采用这一对称。以上纱线排列将扩

展为 abfccdddccfb|abfccdddccfb|ab……

轴对称 2 对称与轴对称 1 对称相似，但它不镜像头两个和最后两个字段。因此上面的序

列将扩展为 abfccdddf|abfccdddf|abfcc……

6.2 载入和保存纱线排列

在经纬纱排列编辑（Edit warp and weft pattern）窗口的文件（File）菜单可以载入和保

存纱线排列。

要保存经纱排列，请选择文件（File）—保存经纱排列（Save warp pattern）

要加载经纱排列，请选择文件—加载经纱排列（Load warp pattern）

要保存纬纱排列，请选择文件—保存纬纱排列（Save weft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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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载纬纱排列，请选择文件—加载纬纱排列（Load weft pattern）

6.3 浏览经纬纱排列

要打开经纱排列浏览器，就选择文件—浏览经纱排列（Browse warp patterns）。浏览窗

口显示经纱排列名称（代码）、排列、循环、纱线数量和创建日期。您可以按这些参数对经

纱进行排序。列表下面是当前织物经纱色彩的图形表示。

图 161：浏览经纱排列

纬纱排列浏览器与经纱排列浏览器相似，但它竖直显示纬纱排列。

图 162：浏览纬纱排列

6.4 工具栏

经纬纱排列编辑（Edit warp and weft pattern）窗口有自己的工具栏，实际上有两组，一

组用于经纱，另一组用于纬纱。

左移 8 根经纱

左移 1 根经纱

镜像经纱排列



96  ArahWeave
6 编辑经纬纱排列

www.arahne.si

右移 1 根经纱

右移 8 根经纱

纱线排列与组织循环相匹配（如已匹配，图标变灰 ）

撤销

重做

清除

要将经纱复制到纬纱或纬纱复制到经纱，或经纬交换，使用色彩条旁边的箭头。

将经纱复制到纬纱

将纬纱复制到经纱

经纬纱交换

还有三个图标，来讲它们和织物的的外观变化并不相关

删除或添加纱线排列中的空格（1a1b1c1d写为 1a 1b 1c 1d，便于阅读）。

排列顺序——重新编写纱线排列，从纱线 A 开始，然后是 B、C等等。

6.5 用鼠标绘制经纬纱排列

经纬纱排列除了采用数字输入，还可以用鼠标跑绘制。

首先，根据当前设置将循环尺寸设置为纱线数或以毫米为单位的长度。选择要使用的纱

线（经纱或纬纱）。可以在纱线（yarn）编辑窗口、色彩（color）编辑窗口或经纬纱排列编

辑窗口中使用该功能。单击纱线，可以看到指针颜色和形状将发生改变（筒子 用于经

纱，梭子 用于纬纱），且当前选择的纱线以黑白方框标出。

要启用鼠标绘制经纬纱排列功能，应打开经纬纱排列窗口、色彩编辑窗口或纱线窗口，

且经纬纱循环应至少为 10。对于很小的排列，鼠标绘制没有太大意义，一般倾向于使用手

动工具。鼠标绘制有两种方式：替代和插入/删除纱线。

6.5.1替代

单击要更换的纱线。按住鼠标，就可以实现连续绘制。织物实时变化，复杂的经纬纱排

列自动编写。可以用它这一方式来绘制全新的排列，也可以只更换现有纱线排列中的纱线。

该功能还适用于对称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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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3：使用鼠标绘制经纬纱排列

6.5.2 插入或删除

按住 Shift 并单击左键，就在所点击的纱线左侧插入一个纱线。

按住 Shift 并单击右键，删除所点击的纱线。

6.5.3受保护的纱线

使用鼠标绘制经纬纱排列时，您可以保护纱线色彩，以便编辑复杂纱线排列。在您选择

纱线颜色的经纬纱排列色标中双击某一种纱线，它就变成受保护的了（纱线字母被叉掉）。

然后，您可以换一根纱线绘制，受保护的纱线将保持不变。如果您想让花纬（extra weft）

和剪花（fil coupé）织物的地组织（ground）排列更有趣，那这个功能就很有用。保护花纬

纱线后，就可以随意绘制纬纱排列，此时只有地组织在变化。受保护的纱线只用于编辑，不

会保存到织物文件中。每次载入新设计时，纱线保护都会被清除。纱线保护只作用于鼠标绘

制，您仍然可以在经纬纱排列窗口键入不同的排列。在图 164 中，我们希望在小范围内用纬

纱 d替代纬纱 c。通常情况下，应该先选择纬纱 d，然后单击每根需要改变的纬纱 c。

图 164：在受保护的纱线上绘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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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使用受保护的纱线之后容易得多。只需双击纬纱 a 和 b，选择纬纱 d，拖动鼠标，将

纬纱 c 改为纬纱 d，但受保护的 a 和 b 将保持不变。

图 165：在受保护的纱线上绘制后

受保护的纱线还有一个功能：还可以保护织物组织编辑窗口中的区域。这样一来，您可

以在织物组织窗口中进行绘制、复制和织造，但受保护纱线下面的织造点保持不变。如果组

织中有选区，受保护的纱线实际上会在选区创建一个受保护区域（蒙版）。如果您在选区载

入另一组织，受保护纱线覆盖的区域将保持不变。

6.6以不同纱线色彩的长度序列输入纱线排列

通常，您输入的彩色纱线排列是一系列数字和纱线字母。每个数字代表特定色彩的循环

的纱线数，如 3 根颜色 a 的纱线，5 根颜色 b 的纱线，依此类推。此外，您还可以使用色彩

长度（毫米或英寸）表示。之后，可以在选项菜单中选择纱线（Threads）将纱线排列单位

从毫米更改回纱线数（参见图 166）。

图 166：以每个色段纱线数表示的及以每个色段的毫米长度表示的同一经纱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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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纬纱拆分与合并

如果纬纱条干不匀，或者您想将种纬纱分成几个筒

子，那这一功能可以帮助防止条影的产生。从经纬纱排列

编辑（Edit warp and weft pattern）窗口中的菜单中选择工

具 Tools—经纬纱拆分与合并（Split/merge warp / weft）。

如果输入 aef，而排列中仅使用纱线 a，则重新编写纬纱排

列，纱线 a均匀地拆分到纱线 a、e、f 中。相反，如果纱

线中使用了 a、e、f，那它们就合并成纱线 a。

图 167：经纬纱拆分与合并窗口

6.7.1随机

因为纬纱条干不匀，所以这种方法比普通拆分 方法更先进。

首先输入要拆分的整个纬纱循环（图 168 中的 120a），然后选择工具（Tools）—经纬纱

拆分与合并（Split/merge warp/wefts）。在新窗口中输入用来替代单根纬纱 a 的纬纱（图

168 中的纬纱 abcd），单击确定（OK）按钮。软件会将纬纱 a随机拆分到纬纱 a、b、c、d

中，把纬纱 b、c、d变成纬纱 a；纱线排列循环是 120。但是，您也使用该功能来进行设计

——只需选中保留纱线（Keep yarns）按钮，软件不会改变所用纱线的颜色——您可以获得

120 根纱线的随机条纹循环。

图 168：保留纱线选项选中和未选中时在随机拆分纬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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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分类

应许多工厂的生产部门要求，排序（Sort）选项可以重新编写纱线排列，让排列从纱线

A 开始，然后是 B等等。单击 图标开始使用。 

图 169：使用排序功能

6.9 更改纱线标识

更改纱线标识功能可以改变复杂排列中的纱线字母（如果排列很简单，则只需重新键

入）。例如，如果您想将纱线 a 更改为纱线 c，但是有一百个带字母 a 的字段，重新输入就

会十分耗时。但是使用更改纱线标识（Remap yarns）功能，您就可以一步完成。要使用该

功能，选择工具（Tools）—更改纱线标识（Remap yarns）。在更改纱线标识（Remap

yarns）窗口中选择要更改经纱还是纬纱。鼠标点击即可更改纱线标识字母的位置。图 170

显示了纬纱的更改。纱线 a 改为 c，b 改为 a，c 改为 e，d 改为 e，e 改为 b。

图 170：更改纱线标识表

6.10 双织轴

您可以在经纬纱排列窗口指定双织轴，以及指定经纱的拆分方式：

 综框（shafts）页数。

 每筘（dent）穿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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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纱线（yarn）种数。

 一半（half）。

这些方式中有的有其相应参数，例如拆分到第二织轴的筘齿中的纱线，或拆分第二织轴

的综框的纱线。

图 171：双织轴

6.11调整经纱对称性

如果要自由裁剪织物，经纱最好在织物宽度方向上对称，这样裁剪时边角料会比较少。

要实现经纱对称，先在织物规格（Fabric）—纱线用量（Consumption）窗口中输入经纬纱排

列顺序以及该织物宽度内的纱线根数。然后选择织物规格（Fabric）—居中对称（Center）

（键盘快捷键 F7）。这里你也可以再利用 ArahWeave 软件协同工作的优越性，如图 172 所

示。

调整对称性窗口的左侧是织物的左边缘（仅经纱），而右侧则是织物的右边缘。由于屏

幕上没有足够像素点来显示所有的经纱，故中间分别有一条白线和一条黑线划分左右区域。

窗口顶部有一滑块，可以控制经纱排列应移动多少根纱线。移动滑块，你就会看到织物边缘

发生的改变。在本例中，经纱循环是 224，也就是移动经纱的最大数量。最左端和最右端的

数值显示左右端相同纱线有多少，无需自己计算。您也可以按下自动（Automatic）按钮，

软件会自动找到对称处（如果对称的话）。然后您可以按照顶部显示的纱线根数重新编写经

纱排列，或者单击确定（OK）按钮，让软件执行此操作。还可以移动织物，刷新织物仿真

模拟。



102  ArahWeave
6 编辑经纬纱排列

www.arahne.si

图 172：调整经纱对称性

经纬向包袱样的对称性也可以调节，可以将花形置于包袱样可用空间的正中间。当您设

计的披巾和床单（包袱样）需要在某些纬纱中垂直居中时，这一功能十分有用。您只需设置

床单的纬纱所需的纱线根数，然后按上述方法居中处理即可。

6.12 分层编辑

该功能旨在使设计师更轻松地输入复杂的经纬纱排列，如有的织物表面和背面排列不一

致，还有就是输入花经花纬织物复杂的地组织排列排列。在经纬纱排列（Edit warp and weft

pattern）窗口中，选择工具（Tools）—分层编辑（Edit decomposed）。在分层编辑窗口中

选择要编辑经纱还是纬纱，并选择分层方式。您可以选择用户设定（默认），穿筘（经

纱）、双织轴（经纱）、停撬（纬纱）。

6.12.1 用户设定

经纬纱的用户设定模式中编辑原理相同，因此我们仅对经纱进行阐述。

您必须用组织分层编辑的方法指定经纱配置：输入 112（不是指数字一百一十二；而是

第一个！第一个！第二个）指定头两根纱线为第一组经纱，第三根纱线为第二组经纱。或者

输入 3 将三根经纱平均分配到三组经纱（与 123作用相同）。软件会采用给定的分配方式对

现有经纱排列进行分层，并显示可编辑的经纱分层。最多支持 9 层经纱或纬纱。

图 173显示了经纱排列，由 96 根纱线组成。我们希望表面每两根纱线对应背面一根纱

线。在经纬纱排列（Edit warp and weft pattern）窗口中输入 96a作为经纱排列。然后在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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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Edit decomposed）窗口中选择工具（Tools）—分层编辑（Edit decomposed）。输入

经纱配置 112。软件会将 96 根纱线分为两层：第一层 64 根纱线，第二层 32 根纱线。

现在您对这两层进行修改。经纬纱排列（Edit warp and weft pattern）窗口中的纱线排列

由这两层纱线合成。

图 173：经纱排列分层编辑

一旦软件写入经纱分层，它还会额外添加其纱线数。如果你选择修改经纱排列，并点击

返回（return），软件将写入两个数字，一个是这层经纱在当前配置可用的纱线数，另一个

是当前分层经纱的长度。如果这两个数字不能整除，则两个数字旁边出现惊叹号，以示警

告。如果要更改经纱排列的长度，可以编辑经纱总根数。

6.12.2 穿筘

经纱排列拆分的第二种方式是按照每筘齿中的纱线数分。在分层编辑（ Edit

decomposed）窗口单击用户设定（Custom）按钮，然后从列表中选择穿筘（D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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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3 双织轴

如果将经纱排列拆分到两个织轴上，则可以使用分层编辑窗口中的双织轴（two warp

beams）选项。

6.12.4 停撬

按停撬标准进行分层是分层编辑（Edit decomposed）窗口中最常用的功能之一。您可以

用它单独编辑花纬的地组织（在 ArahWeave 软件中经过大提花纹样转换变为单色）。

图 174显示了两种花纬的设计。我们想要将地组织从单色更改为 2a1d 循环。第一组花纬

b我们用花纬 b 和 e来替代；第二组花纬 c我们用花纬 c 和 f来替代。在分层编辑（Edit

decomposed）窗口中单击纬纱（Weft）按钮，然后选择停撬（Regulator）作为拆分因子。

软件会将纬纱排列分为三组，地组织为 300a，第一组纬纱为 159b，第二组纬纱为 22c。

图 174：按停撬拆分纬纱排列

现在修改纬纱排列：用 300 [2a1d] 替代 300a， 159 [1b1e]替代 159b，22 [1c1f]替代 22c。

单击确定（OK）后，新的纬纱排列也会显示在经纬纱排列（Edit warp and weft pattern）窗

口中。如果没有分层编辑（Edit decomposed）工具，编写这样的排列会非常耗时。

图 175：“复杂”的花纬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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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双纬引入

如果您需要在梭口一次引入两根纬纱，就在经纬纱排列（Edit warp and weft pattern）窗

口中选中双纬引入。它这需要有 CAM 格式（多臂和大提花）和织机的支持。纬纱排列必须

以不同的方式书写，循环的次数应该跟两个纬纱标识符。在图 176 中，排列 4ab 3cd表示织

机将 4 次引入纬纱 a 和 b，然后 3 次引入纬纱 c 和 d。

图 176：双纬引入

6.14无纬织造（没有 WEFT 的编织）

要在纬向获得与经向空筘类似的效果，就使用无纬织造（Fringe）（无纬纱引入织造）

功能。可作设计工具用，或用作 “单匹织物”结束的标志，抑或用于两种织物的简便裁

剪，还可以用于毯子的须边。要指定“无纬织造”，就要在纬纱排列中标记字母 y。

图 177：纱线字母“y”表示无纬织造

要正确模拟无纬织造织物，您需要在纱线用量（Calculation of thread consumption）窗口

（织物规格 Fabric  —纱线用量 Consumption）设置技术数据（总经根数 Threads in fabric

width、筘幅 Reed width、成品幅宽 Finished width、每筘穿入数 Denting、纬密 Weft

density），并勾选从技术数据计算纬密（Density from technical data）按钮。有关纱线用量

和设置技术数据的详细说明，参见第 13织物技术数据计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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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8：无纬织造织物模拟

6.15 经纬纱排列缩放

要将缩放经纬纱排列，请选择工具（Tools）—经纬纱排列缩放（Resize warp/weft

pattern）。在经纬纱排列缩放窗口中选择要调整经纱还是纬纱。在循环（纱线）字段输入新

排列的大小（纱线根数）。软件就会按比例缩放排列。

如果向上或向下滚动鼠标滚轮，且鼠标光标放在循环（纱线）字段，循环数字就会随之

改变。软件交互显示织物仿真模拟。

图 179显示排列缩放前（经纱循环是 94 根纱线）后（新循环是 32 根纱线）的织物。

图 179：缩放经纱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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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生成排列

生成排列功能根据给定的参数创建随机（或部分随机、部分控制）排列，通常情况下非

常复杂。要参数化生成经纬纱排列的，在纱线排列（Edit thread pattern）窗口中选择工具

（Tools）—生成排列（Pattern Generator）。该窗口有几个按钮和字段，大多是相互独立

的。我们把当前设置中没有作用的字段显示为灰色。窗口显示了很多设置，但一次只有一半

起作用，所以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复杂。但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将它们组合在一起，所以其

功能非常强大。

在生成排列窗口选择是要创建经纱排列还是纬纱排列。软件从纱线排列（Edit warp and

weft pattern）窗口获取循环大小，所以循环必须设置得足够大，这样参数化创建才有意义，

才能替代数字编写。使用此功能的最简单方法是把两个参数组合起来：要引入的纱线（图

180 中的纱线 a、b、c、d）和要引入的长度。您可以指定长度的最小值和最大值，软件会在

限制范围内将纱线根数随机插入纱线排列片段中，直到填满循环为止。

图 180：生成纱线排列

设置好参数，单击确定（OK）按钮，软件会生成一个排列。再次单击确定，再生成一个

新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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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1：随机纬纱排列 

您可以控制插入的每一种纱线的数量：如果您在纱线（Yarn）字段中输入 aaaabc（或

4abc），软件就会插入纱线 b 或 c 的四倍量的纱线 a。 

图 182：随机经纱排列

纱线（Yarns）参数有两个选项。允许连续相同（Allow equal consecutive）是指根据统计

概率，一个颜色序列后面可能跟着同一颜色序列。如果关闭此选项，软件就会阻止这种情况

发生。这就导致片段永远不会延长，因为两个连续的纱线序列永远不会合并到相同的纱线字

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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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启用按照纱线顺序（Follow yarn sequence）选项，软件就会始终按照您在字段中输

入的纱线顺序写入排列，无论统计概率如何。

您可以启用指定长度，而不是设置长度最大值和最小值，您可以指定要插入的单根纱线

的循环长度。图 183 中指定的长度为 2、4 和 6。 

图 183：按照纱线顺序和指定长度选项

与按照纱线顺序一样，您也可以启用按照长度顺序（Follow length sequence）。它是指

纱线根数按照指定长度（Specify lengths）字段中的顺序进行排序。

6.16.1 复杂的阴影排列——色彩渐变排列

如果同时启用按照纱线顺序（Follow yarn sequence）和按照长度顺序（Follow length

sequence），则纱线排列成为完全确定的。这对于很长很复杂的阴影排列非常有用，您可以

在一系列不同的纱线上采用相同的数字排列循环。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很难找出最终的循环

长度。这时您可以使用循环修正（Fix repeat）选项， ArahWeave就会用新的循环尺寸覆盖

之前的循环尺寸。您可以在纱线（Yarns）和指定长度（Specify lengths）字段使用括号。

建议步骤顺序：

选中指定长度和按照纱线顺序。输入长度序列。图 184 中的示例从长度为 15 的纱线开

始，然后是 1，接着是 4 个 5 和 1等等（整个长度排列为 15 1 4（5 1） 6（3 1） 8（2 1）

12（1 1） 8（1 2） 6（1 3） 4（1 5））。然后单击确定（OK）按钮，软件就会计算色彩

序列的数量，有 98 个序列，纱线根数是 184。如果需要增减纱线，只需更改长度序列数字，

然后再次单击确定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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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进入纱线（Yarns）部分。由于有 98 个序列，应拆分到两个相邻颜色中，输入

49（ab），并根据需要使用的颜色数继续输入。本例中使用了四种纱线颜色，因此输入

49（ab）49（bc）49（cd）49（da）。最终结果非常复杂，循环尺寸为 736 根纱线。 

图 184：完全受控排列

6.16.2 扩展纱线排列功能

如果您在纱线（Yarns）字段输入纱线（图 185： aabcb），并选中按照纱线顺序

（Follow yarn sequence）和扩展纱线排列（Stretch pattern），您就可以随意设置您想要的

循环长度（示例中为 500）。扩展功能会在指定循环的整个范围内扩展纱线排列。得到 200A

100B 100C 100B 的排列。 

图 185：扩展排列

显然，这不是这个功能的目的所在。但是你可以将指定长度设置为 1，并将随机

（Randomize）设置为 150，不仅可以按照预设选择下一种纱线，而且会在两种色段之间创

建随机的阴影过渡。随机的值越高，过渡的随机性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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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6：使用随机选项扩展排列

6.16.2.1 用扩展功能调整排列

我们还可以使用扩展（Stretch）功能将现有排列调整为新的循环尺寸。例如，现有排列

356 根纱线，想要按比例将其调整为 220 根纱线。您应首先选中按照纱线序列（Follow yarn

sequence），然后选中扩展纱线排列（Stretch），在点击复制排列（Copy pattern）按钮，

就可以复制纱线（Yarns）字段现有的 356 根纱线排列。

图 187：扩展排列前的织物

然后将循环（Repeat）设置为 220，单击“确定”按钮，就可以按比例调整排列的大

小。如果您愿意，这个功能也可以和随机选项一起使用，或者命令软件按指定长度重写排

列，例如把 1 改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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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8：扩展排列后的织物

6.16.3 生成排列和受保护的纱线

生成排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那它不会改写排列这已有的受保护的纱线。图 189显示的

是一个花纬织物，我们想要修改其地组织纬纱。通常情况下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地组织排

列通常与花纬不规则交织，而这取决于花纬是否显现于某一区域。

图 189：地组织纬纱为单色的花纬织物

在经纬纱排列（Edit warp and weft pattern）窗口中双击要保护的花纬纱线（它们是

b、c、d、e、f）。一旦受到保护，它们就会被标记为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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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0：受保护的纱线

现在您可以在生成排列（Pattern generator）窗口中设置切换按钮跳过受保护纱线（Skip

protected yarns），纱线排列继续，受保护的纱线就好像不存在。这就导致地组织排列在有

花纬和没有花纬的区域中具有相同的统计特性。否则有花纬区域的地组织看起来会有所不

同。

图 191：跳过受保护纱线选项

单击确定后，您将获得一个新的花纬织物…



114  ArahWeave
6 编辑经纬纱排列

www.arahne.si

图 192：纬纱排列复杂的新地组织纬纱排列（图 193）

图 193：地组织纬纱拆分后的复杂排列

6.17 从纹样取纱线排列

ArahWeave 软件具有从纹样中获取经纬纱排列的功能，纹样可以在 ArahPaint 中绘

制，ArahPaint 有一些强大的工具可以绘制随机线条图案；这些工具也可以帮助那些从设计

工作室获取纹样的设计师，设计工作室一般在绘图软件中绘制经纬纱排列。这种图像必须减

色，减少到与纱线色彩数量一致。软件取左侧第一列像素生成纬纱排列，取图像顶部第一行

像素生成经纱排列。在大提花纹样转换（织物组织 Weave—大提花纹样转换 Jacquard

conversion）窗口载入图像，然后选择工具（Tools）—从纹样取纱线排列（Get warp/weft

pattern from image）。

选择是要做经纱排列（warp）还是纬纱排列（weft），并选择最终循环的长度。如果选

中纱线色彩（Yarn colors），图像中的颜色将会复制给纱线，以便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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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4：从纹样取经纬纱排列

单击确定后，纱线排列就会应用到织物。

图 195：从纹样取经纬纱排列后—— 纱线颜色取自纹样

您可以使用相同纹样来生成经纱排列。单击纹样菜单下的图标 ，纹样翻转 90 度。选

择经纱，设置循环尺寸，然后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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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6：从取纬纱排列的纹样中取经纱排列

6.18 经纬密度不同的方块织物设计

首先按照喜欢方式输入经纱排列。然后设定经纬纱密度。把经纬纱排列单位从纱线

（Threads）改为毫米（mm），然后单击图标 将经纱复制到纬纱。再将单位从毫米转换

回纱线。

6.19 经纬互换（旋转 90°）

在织物规格（Fabric）菜单中，有一个经纱<->纬纱功能，可以交换经纬纱。它可以交换

所有色彩、纱线参数、密度、穿筘或停撬的排列以及将织物旋转 90 度。该功能是可逆的，

也就是使用两次就回到初始设置。应用后不会丢失任何数据。但是，有穿筘或停撬的织物不

能自动交换经纬纱密度，因为一侧是纬密，另一侧是坯布幅宽、成品幅宽、筘号等。在这些

情况下，如果您真的想要交换经纬纱线，则有必要进行一些手动编辑。

6.20 包袱样（小提花）

包袱样是纺织工业为单匹织物制造色彩变化的一种方式，或是用一个生产多个试样的方

式。通常将全幅织物分为几个等宽的区间，然后用不同的纱线替换第一区间中的原始排列。

纬纱也是如此，只是纬纱不受织物幅宽的限制，区间可以更长，或者分出更多区间。

ArahWeave 软件的包袱样（Blankets）窗口顶层菜单有几种方式可以查看单匹织物的多种

色彩组合，以及编辑包袱样。您可以在包袱样窗口设置不同的经纬纱数量，数值从 1 到 30，

区间宽度从 10 到 3000 根纱线。织物组织与区间宽度无关，所以最好将一个区间的宽度设置

为组织循环的倍数。如果选中重置（Reset）按钮，则每个区间的经纬纱排列重新开始，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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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这一区间会继续使用更改后的纱线织造。包袱样窗口显示所选纱线色彩，以及该纱线中所

有色彩的代码和名称。

选择一种纱线后，所有包含这种纱线的位置都会高亮显示。这样就算颜色十分相似，您

可以轻松识别出来。要在其他色彩变化中设置纱线颜色，就用 ArahWeave 软件的常用方法—

—单击左键选择纱线（位置），右键复制纱线。不过单击鼠标中键不能交换纱线。注意，您

只能将经纱复制到经纱变化，纬纱到纬纱变化。您不能改变第一种变化，因为这样会改变纱

线字母和经纬纱排列，让你混淆。我们建议您在工作的最后阶段制作包袱样。首先要把织物

做正确，然后复制/载入/交换/修改您打算使用的所有纱线色彩（A ... T）。如果原始织物的

纱线字母代码不是从左到右排列的，就要在经纱排列窗口选中点击排序（Sort）按钮，这样

就可以容易给包袱样添加纱线了。只有到了这个阶段才开始制作包袱样。如果您将包袱样色

彩变化指定到相应位置后，需要更改/交换/复制纱线颜色或纱线（A ... T），可能会破坏已经

做好的包袱样。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就只能修改包袱样中未使用的纱线。查看包袱样有三

种模式：查看全部（View all）将显示所有变化，查看所选（View selected）仅显示所选经纬

纱， 1/1 查看（View 1/1）（默认）将显示基本织物。载入新织物时，最后一种模式是默认

模式。

图 197：包袱样编辑窗口

屏幕上数据太多，所以我们使用了附加的反馈功能。当你在织物上以常规模式移动鼠标

时，经纬纱数量会显示在右上角的帮助菜单中。当您正在查看包袱样时，则显示正在查看的

你包袱样组合，如 2/7（第二经，第七纬）。您还可以在窗口的标题栏中看到当前正在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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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包袱样的区间数量，如[1-7 / 1-5]或[2、4、5、7 / 1、3、5]，具体取决于您查看的内容。要

选择特定的包袱样区间，就单击该区间上方的数字。选中的部分用*表示。再次单击可以取

消选择。必须至少选择一个区间，因此软件会阻止您取消最后选择的区间。如果您只想要一

个选定区间，且不是当前所选区间，您需要先选择另一区间，然后再取消前者。如果您想减

少区间（色差）数量，让先前选择的部分变得不可见，那第一区间会被自动选中。经纬纱排

列编辑窗口中的箭头用于将经纱复制到纬纱及将纬纱复制到经纱，它也可以复制包袱样的信

息。主要织物中使用的纱线代码（A-Y）用*标记，所选包袱样中使用的纱线用 - 标记，所选

包袱样区间使用的纱线用+标记。这样一来，您马上就可以看到哪种纱线在使用，哪种纱线

不在使用。

包袱样的所有相关信息都会保存，从而快速链接包袱样所使用的纱线、包袱样区间的宽

度、在新区间重置纱线排列以及包袱样映射使用的实际纱线。选中和未选中的包袱样区间不

会保存，因为它们代表的是包袱样的查看模式而不是包袱样本身。

我们必须选择在织物下方印什么纱线，因为上面的空间不足以显示所有纱线。所以我们

只印第一个经纬纱组合。全部印出来，可以得到原始纱线；只显示其中一个（如 3/4），同

样也可以得到原始纱线。但是如果印 2、5、7 / 4、5、6，它就会印经纱 2 和纬纱 4 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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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色彩

ArahWeave 软件使用三种不同的色彩模型来显示织物： RGB（红色、绿色、蓝

色），HSL（色调、饱和度和亮度）以及 CIE Lab。

CIE L * a * b *（CIELAB）是最完整的色彩体系，由国际照明委员会（French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e l'éclairage，缩略语为 CIE）制定。它描述了人眼可见的所有色彩，是参照用

的独立于设备的模型。

屏幕显示的 RGB 色彩和打印出来的RGB值相匹配，是为特定打印机和屏幕设计的，该打

印机或屏幕的 CIE Lab值可以独立于设备进行配色。

图 198：CIE Lab 色彩模型

后文使用的“匹配”一词，总是指在特定色彩生成技术内，在色彩显示设备（显示器、

打印机）的参数或能力内匹配，而不是与单色标准的潘通色卡完美匹配，也不是与 CIE Lab

色彩体系中的某一特定颜色。

7.1 色彩编辑窗口

选择织物规格（Fabric）—色彩（Colors）打开色彩编辑窗口。该窗口由五个部分组成：

• 标题信息栏（调色板名称和色彩数量）

• 调色板

• 调色板预览区显示调色板中的所有颜色

• 经纬纱色彩

• 色彩编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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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9：色彩编辑窗口

调色板名称

色彩数量

调色板

调色板预览区

经纬纱色彩

色彩编辑区

7.1.1 载入/保存调色板

打开色彩编辑窗口时，窗口中已载入默认调色板。要更换调色板，只需选择文件

（File）—载入色彩文件（Load colors），然后从“载入色彩文件”对话框中选一个调色板。

您也可以使用选择（Choose）菜单，该菜单列出了当前目录中的所有文件，只需单击下拉列

表中的文件夹即可将调色板加载到“色彩编辑”窗口中。

如果对调色板进行更改，可以选择文件（File）— 保存色彩文件（Save colors）用新

（或旧）文件名进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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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更改调色板中的色彩数量

调色板中的色彩数量显示在窗口的标题栏中。您可以在色彩

编辑窗口 调节（Change）菜单中的“色彩数量”内更改调色板

中的色彩数量。如果增加色彩数，则增加在调色板的末尾。如果

减少色彩数，则从调色板的末尾删除。

图 200：更改色彩数量

7.1.3 从调色板中添加或删除色彩

单击色彩编辑窗口中的按钮，可以在调色板的所选色彩旁

边添加新色彩。单击或按键盘上的 Delete键，可以删除选

中色彩。

图 201： 和 用于添加和删除调色板

中的色彩

7.1.4 更改调色板显示区的色彩数量

在色彩数量对话框中，您还可以更改调色板的外观——调色板显示区域每一行色块的数

量。



122  ArahWeave
7 色彩

www.arahne.si

7.1.5 从调色板复制色彩到纱线色彩栏

要将当前选定的色彩复制到另一个字段

（经纱、纬纱或调色板），只需在它上面并

单击鼠标右键即可。色彩交换则同样的方法

单击鼠标中键。

图 202：通过单击右键从调色板复制色彩到纱色彩色栏

7.1.6 从配色中色彩创建自定义调色板

从配色（Variants） 窗口中的色彩，可以创建自定义调色板。

首先打开至少有 6种不同纬纱颜色的织物模拟或将纬纱排列改为 1a1b1c1d1e1f 类似排列。打

开包袱样（Blanket）— 配色（Variants）。

配色数量默认设定为 1 个。为了创建自定义调色板，需要增加颜色栏数量，以将配色数量增

加即可。下图在配色窗口中有 48 个颜色框。如果需要加更多颜色，增加配色数量即可。

图 203: 打开配色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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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织物规格（Fabric）— 色彩 （Colors），打开色彩编辑窗口（Edit colors）。调色板已

在色彩窗口内，如果没有，载入想要用的调色板。点击配色标签，调色板上单击鼠标左键选

择想要用的颜色，后通过单击鼠标右键复制选定的颜色到配色颜色栏中。

图 204: 设定配色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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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5: 复制调色板中颜色到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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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直到所有颜色栏都填满了。后点击调节（Change）—从配色制作色彩图集（Make color

atlas from variants）。

图 206: 创建自定义调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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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它之前，确保新色彩图集不包含上一个调色板的属性（“调色板”标题栏中显示的调色

板名称）。为了输入新数据，点击调节（Change）— 属性（Properties），打开色彩属性

窗口（Properties）输入新数据 。新名称将显示在窗口标题栏中。

保存调色板以备将来使用（文件 （File） — 保存色彩文件 （Save colors…））。 输入新

的文件名，后单击“确定”。

图 207: 编辑色彩调色板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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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色彩编辑

在色彩上方单击鼠标左键即可选中编辑（经纱、纬纱或调色板色彩）。当前选定的色彩

显示在“色彩编辑”窗口的右下角。

输入色彩方式有两种：

1. 选择 CIE Lab 模型，输入 CIE Lab值，或使

用滑块设置所需的色彩值。输入后按回车

键 Enter（或者点击其他字段）。输入 CIE

Lab值后，会根据特定的打印机和屏幕配

置自动生成最合适的色彩。

如果要切换回 RGB 模型，必须将 L、a 和 b

值全部置零，然后才能切换到 RGB 模型编

辑 RGB值。

图 208：编辑 Lab值

2. 然后可以在 RGB（红色、绿色、蓝色）或 HSL（色调、饱和度、亮度）模型中输入色

彩。RGB 模型是为显示器而生，三个值都可以在 0 到 255之间变化，您可以立即看到

所做的更改。RGB 模型以加法混色，也就意味着三个值最大化时产生白色。HSL 模型

只是从另一视角来查看同一色彩，色调（Hue）是 0 到 359 度色轮上的色彩角度，而

饱和度和亮度在 0 到 1000之间变化。设计师可能更喜欢 HSL 模型，而计算机行业的

人更熟悉 RGB 模型。

介于视觉匹配和分光光度计之间的办法是使用潘通色卡（ PANTONE Textile Color

System®）。它包含在 ArahWeave 的标准配置中。

7.3 色差（dE）

ArahWeave 的一个特征是：为您提供所选色彩的屏幕精度和打印精度反馈。用色彩编辑

窗口右侧的 dE值表示。dE值小于 2表示处于色域内，大致准确。如果 dE值为 15则表示无

法获得所需色彩。这样您至少可以警告您的客户这种色彩不准确，并在印花织物仿真模拟上

附上纱样。注意，预测 dE值通常十分乐观，因为它代表所需色彩与 ArahWeave 软件色彩匹

配引擎找到的色彩之间的差异。我们做实验，打印出了所有潘通色卡色彩的模拟，然后重新

测量并将预测颜色与实际模拟颜色进行比较。92％的色彩 dE值小于 2， 99.5％的色彩 dE值

小于 3。预测误差没有大于 dE 4 的。所以你可以相信本软件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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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找到最接近的色彩

建议色彩库使用 Lab 模型。但有时 RGB 模式更容易设置色彩，例如，您在桌面或其他应

用程序中找到感兴趣的色彩，您也只有该色彩的 RGB值。在 ArahWeave 软件中输入该值，

并使用调节（Change）菜单的查找最接近色彩（Find closest color）功能。程序将在当前色

彩库中寻找最接近的颜色。如果两种颜色都是 CIE Lab 模式，就会显示 dE值。否则仅以屏幕

RGB值进行比较。

7.5 匹配纱线到色彩集

如果要使用色彩库中最接近的色彩替换当前织物中所有纱线的色彩，请使用调节

（Change）—匹配纱线到色彩集（Match yarns to color atlas）。如果您设置色彩为 RGB 模

式，且希望将它们替换为生产色彩库、客户色彩库或潘通色卡色彩，那这一功能非常有用。

7.6背景色

经纬纱色彩条右端的最后一各标记为＃的颜色

表示背景色，用于在透明织物仿真模拟视图中涂绘

空白区域。会与织物数据一起保存。

图 209：背景色

7.7 色彩排序

色彩文件中的色彩可以按以下标准排序：代码、名称、CIE L（亮度）、CIE a-红度、CIE

b-黄度、CIE H-色调、CIE C-饱和度、CIE dE-打印色彩匹配错误

您还可以通过拖放对色彩进行手动排序。

7.8 查找色彩

如果您知道色彩名称或代码，且已载入的色彩图集包含该代码或名称，就可以使用查找

色彩（Find color）功能查找该色彩。您可以点击输入框右侧的图标  （色彩编辑窗口的

中间右侧）使用该功能，或在菜单中使用该功能。输入代码或名称，然后按回车键 Enter,

就可以找到该色彩第一次出现的位置并高亮显示（选中）。然后您可以再次单击确定按钮找

到其他色彩。使用向前或向后箭头向前和向后搜索。搜索不区分大小写字母。色彩编辑窗口

右侧的色彩栏可以快速显示色彩文件中的色彩。它显示当前打开的文件夹中的所有色彩。单

击色彩栏中的色彩，这一色彩就成为色彩显示区域中的选定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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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打印彩色库

您可以在色彩编辑（Edit colors）窗口

文件（File）菜单中使用打印色彩（Print

colors）功能来打印色彩库。进入打印窗

口，选择打印机类型、打印尺寸以及要打印

的行数。每行色彩数量等于您的屏幕设置数

（如图 211），色彩数据库打印的起始行与

屏幕上的位置相对应。要简化在大型色彩库

中的定位，当前所选色彩的行号将显示在色

彩编辑窗口的右上角位置。

图 211：设置色彩数（行数）

在打印色彩窗口中选中标题（Title）按钮，就可以获得每种色彩下方的色彩名称和代

码。然后必须选择打印的行数：图 212 中打印行数是 15。

图 210：在色彩库中查找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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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打印色彩窗口和打印预览

ArahWeave 软 件 发 行版 的 标 准是 潘通 纺 织 色 彩 体 系 （ PANTONE  Textile  Color

System®）。PANTONE®计算机视频模拟或打印模拟可能与 PANTONE®界定的单色标准不符。

要获得准确的色彩，就要使用当前 PANTONE®色彩参考手册。同样适用于 PANTONE®界定的

单色标准的打印模拟。后缀 CVT 用于指示潘通纺织色彩体系屏幕模拟， CHT表示打印模

拟。

7.9.1 理解色域

为避免对色彩精度产生任何误解，您需要了解色域的

概念。

一个常见的错误是将色彩精度与可显示的色彩数量联

系起来。当我们把 256 色的 8 位显卡转换到每像素 24 位显

卡时，我们说我们现在在某种意义上拥有 1600万种色彩，

我们可以使用喜欢的任何色彩。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大

的进步，但这与色彩精度无关。实际上，黑色和白色之间

可能有 1600万个灰度。在色彩精度上我们需要更多东西，

首先是 CIE Lab 体系中具有极端值的那些原色（基色）；然

后是一种混色方法，这种方法要尽可能使色彩可预测，使

色彩尽可能细；最后是从生成的色彩中找到所需色彩的方

法。
    

图 213：潘通防止色彩体系

ArahWeave 软件能够找到最佳的可能色彩，但不能生成超出设备色域范围的色彩。在下图中

您可以看到两个商业色彩集和一个喷墨打印机的色域。请注意它们所覆盖的区域有很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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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第一组色彩是 L 与 a 的投影，第二组是 L 与 b，第三组是 a 与 b。因为我们想在喷墨打印

机上再现这些色彩，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小点指出色域外的色彩（dE> 5）。所有色彩参数

均使用 GretagMacbeth Spectrolino测色仪、D65光源以及 2 度角。如果您观察了所有潘通纺

织色彩体系的色域，您就会注意到潘通色彩没有严格排序。实际上，一些色彩远远超出了色

域范围，因此无法在喷墨打印机上打印出来。

RAL©色彩的色域表明它绝大多数色彩都在喷墨打印机的色域

内。注意，RAL其实是采用 CIE Lab 模型的，您可以看到色彩

的几何分布，因此您可以使用 RAL指定中间色。

     

图 214：RAL 设计系统©

Epson Stylus Photo 750/1200 打印机（一种 6 色喷墨打印

机）的色域包含 5832种色彩，这是我们打印机色彩配置的

基础。仔细观察您会注意到，由于底色去除以及从浅青色 /

品红切换到深青色/品红，造成了一些不规则现象。注意，

喷墨打印机的色域主要取决于打印机驱动程序。我们

ArahWeave 软件开发了自己的打印机驱动程序，旨在实现大

色域和线性色彩再现。我们已经对驱动程序进行了检验，该

驱动程序旨在实现用打印机再现屏幕 RGB，但在线性度和色

域上仍有待改进。

图 215：Epson Stylus Photo 750/1200 打

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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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色彩保存为图像

要启用此功能，必须切换到专家模式（ ArahWeave 主窗口中的模式 Mode—专家

Expert）。然后打开色彩编辑窗口（织物规格 Fabric—色彩 Colors），选择文件（File）—色

彩保存为图像（save colors as images）。当您打开纹理浏览器时，会出现与色彩库文件夹同

名的文件夹，库中的所有色彩都是图像格式，您可以把它们作为纹理图载入 ArahDrape 中。

图 216：将色彩保存为图像

7.11 从文本文件导入色彩

如果您有可以将实验色彩以 CIE Lab值写入文本文件的分光光度计，那您就可以导入色彩

参数来创建 ArahWeave 色彩库。文本文件格式必须如下（您可以使用任何常用文本编辑器进

行编辑）：

＃COLOR_SAMPLES = 4

34.25 -17.32 -3.25 代码 1 名称 1

64.87 37.01 -14.15 代码 2 长_名称 2

55.01 12.67 23.55 长_代码 3 名称 3

42.68 -6.81 -13.87 代码 4 名称 4

第一行包含该文件中的色彩数量。每行都有一种颜色。前三个数字是 CIE L、a、b值，然

后是可选的色彩代码和名称。如果您色彩名称或代码中需要的空格，请使用下划线_。读取

文件时，下划线会自动转换为空格。一个文件中最多可以有 250000种颜色，大多数情况下

应该是足够的。文件名必须有.cm sufx，这样软件才知道这是色彩参数。

您必须将带有 CIE Lab值的文本文件复制到保存色彩的目录中。通常是：

/home/capdam/data/colors/myYarns.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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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这一操作后，可以使用色彩编辑窗口文件菜单中的载入测色数据（Load color

measurements）功能载入创建的文件。载入之前，应先在调节（Change）菜单增加色彩

数，以便为这些新载入的色彩留出足够的空间。色彩会加载到色彩库所选位置。通过这种方

式，您可以轻松为现有色彩库添加新色彩。在您载入色彩时，他们会自动与当前屏幕和打印

配置文件匹配。

要在其他地方使用新创建的色彩库，请在文件（File）菜单中选择保存色彩（Save

colors）。

7.12随机色彩

如果要为已有设计搭配新的色彩组合，可以使用随机色彩（Random colors）功能。载入

包含当前纱线色彩的色彩库，如果颜色太多，就把要使用的色彩复制到调色板的 1号位，并

将调色板中的色彩数量减少到所需数量。如果您随后在调节（Change）菜单使用 随机颜色

（Random colors）功能，则调色板中的色彩会随机复制到经纬纱排列中。如果您发现了自

己喜欢的色彩搭配，只需保存该织物即可。

7.13 色彩交叉参照

比较两个色彩库，并把让它们相互映射有时很有用。您可能需要从商业色彩集中为您的

纱线找到最接近的色彩，再把它们展示给您的贸易伙伴。载入您的纱线色彩库，在色彩编辑

（Edit colors）窗口的文件（File）菜单中选择交叉参照（Cross reference to）功能，然后选

择另一色彩库。软件就会找到最接近的颜色，并用另一色彩库的色彩代码替代您的色彩名

称。原始代码保留在原位，色彩值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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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纹样转换为大提花组织

8.1 关于大提花纹样转换

用户使用大提花纹样转换功能将纹样转换为大提花组织。要打开大提花纹样转换

（Jacquard conversion）窗口，请在 ArahWeave 软件主窗口中选择织物组织（Weave）—大

提花纹样转换（Jacquard conversion）。如果已经在织物文件中保存了纹样，则纹样及其相

应的织物组织和设置都将显示在大大提花纹样转换中。如果没有保存，则对话框窗口中的纹

样和织物组织部分为空（图 217）。

图 217：默认大提花纹样转换对话框

大提花纹样转换（Jacquard conversion）窗口有自己的菜单栏。要载入图片，请选择纹

样（Images）—载入纹样或纹样（Load image or Images）—浏览（Browse）。

ArahWeave 软件与其他一些 CAD 软件不同，因为纹样中不包含选纬信息等纬向控制字

段。 ArahWeave 软件从织物文件中获取这些信息：从织物组织编辑窗口获取停撬信息，从

经纱和纬纱排列（Edit warp and weft pattern）窗口获取选纬信息，从密度控制（Edit warp

and weft pattern）窗口获取变化纬密（variable weft density）信息。

大提花纹样转换（Jacquard conversion）窗口中有四种方法可以更改缩放级别（类似于

ArahWeave 软件主窗口和织物组织编辑窗口）

•按加号键+放大，按减号键-缩小

•按住 Ctrl键并向上或向下滚动鼠标滚轮

•使用缩放（Zoom）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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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盘上 0-9之间的任何数字，可以直接将缩放更改到相应级别（1表示 100％，6表示

600％，0表示 1000％）。

按照 ArahWeave 软件惯例，纹样中的鼠标坐标显示在菜单栏右侧。窗口标题显示纹样名

称、色彩数量、纹样大小和当前缩放级别。

除了常规大提花纹样转换（Normal Jacquard conversion）方式外（默认方式，必须为每

种颜色选择一种组织），还有其他五种方式：渐变（shading）、花纬（extra weft）、剪花

（fil coupe）和组织包袱样（weave blanket）。

8.2 将纹样载入到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

要将纹样载入大提花纹样转换（Jacquard conversion）窗口，请使用纹样浏览器。在大

提花纹样转换窗口打开纹样（Images）—浏览纹样（Browse）。显示纹样文件的缩略图（缩

小版图片，用于帮助识别和排列纹样），以便识别纹样。执行以下操作可以将纹样载入大提

花纹样转换窗口：

•双击纹样的缩略图。

•选择纹样的缩略图，单击确定（OK）或回车（Enter）键。

图 218：浏览纹样

纹样图标下方的文本标签有不同的背景色。当前所选纹样为黄色，您可以快速找到它。

Bi级（黑白）纹样文件名字段背景色为浅灰色，真彩纹样背景色为浅粉色。调色板（8 位）

纹样为白色。因此，您可以快速区分大提花纹板图、织物组织图（黑白的）、扫描纹样（真

彩色）和经过处理的纹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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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栏中图标的含义如下表所示：

上级目录

后退

前进

重置

默认目录

 切换列表视图和图标视图

  排序

查找

新建文件夹

织物重命名

删除织物

使用 ArahPaint4 打开纹样（与鼠标中键单击纹样图标同）

使用过滤（Filter）选项，您可以按照经向组织循环 x、纬向组织循环 y、组织循环 xy、

色彩数量（number of colors）、创建日期（date of creation）和文件名（file name）来搜索

特定纹样。如果您使用文件名过滤，软件将交互显示与过滤名相匹配的纹样。通过这种方

式，您可以快速获得纹样。要预览纹样，请将鼠标指针置于缩略图上，然后单击右键。就会

进入全屏预览模式。

图 219：所选纹样的全屏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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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头键（←↑→↓）在所需方向移动纹样。默认视图大小为 100％，循环显示打开。按

F 键调整纹样大小至适应窗口。使用+和 -  键放大或缩小（或 1、2、3、 ......可放大

100％、200％、300％......）。R键在单个纹样视图和循环纹样视图之间切换。下页键 Page

Down 载入下一个纹样，上页键 Page Up键载入前一个纹样。

起始键 Home 载入当前目录中的第一个纹样，结束键 End 载入最后一个纹样。

按退出键 Esc在窗口内单击鼠标右键关闭预览（Preview）窗口。

第一次导航到纹样目录时，纹样浏览器一定会识别纹样并创建纹样缩略图。向上或向下

滚动鼠标滚轮，会立即为可见区域内的文件创建图标。如果文件很大，则创建缩略图的时间

可能增加，从而导致滚动时出现延迟。为避免延时，可以按 Alt + Q键，浏览器就会立即创

建所有缩略图，不在相关显示区域中的文件也会创建。注意，如果该文件夹中有很多文件，

则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创建缩略图。下次进入该纹样目录时，浏览速度会快得多，因

为已经创建了缩略图。

8.2.1 详细视图模式

纹样浏览器还支持详细视图，该视图每一行显示一个文件夹，文件名后是纹样信息：

“名称（Name）”、“日期（Date）”、“文件类型（File type）”、宽（Size x）、高

（Size y）、色彩（Colors）、分辨率（dpi X）、分辨率（dpi Y）、文件大小（File size）。您

可以按这些信息对纹样进行排序。单击列表标题可更改排序关键词。该列以黄色高亮显示。

单击图标 从图标视图切换到详细视图，单击 返回图标视图。

图 220：纹样的详细列表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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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浏览子目录

ArahWeave 的浏览器具有显示子目录中文件的功能。当您搜索一个文件但不知道文件在

哪儿的时候，这个功能会非常有用。如果父目录中包含子目录，组织浏览器会在右上角显示

“枯树”图标（和目录路径在同一行）。要显示所有子目录里的文件，请点击 图标，

“枯树”图标会变成“茂盛树”图标 ，这意味着组织浏览器展示了父目录和子目录中的

所有文件。如果组织来自子目录，则子目录的名称将在组织图标中显示。

要小心使用该选项，因为整理和显示纹样需要花很长时间。特别是在磁盘根目录（/）

启用时要格外小心，虽然软件不会崩溃，但它会读取硬盘上的所有文件，这要花很长时间。

因此，只在真正包含纹样的目录使用浏览子目录功能。

8.3在大提花纹样转换中插入组织

色彩标签位于纹样区域下方。色彩默认按纹样中的相对百分比排序。如果需

要，ArahWeave 软件可以像纹样文件中一样对色彩进行排序。要禁用大提花纹样色彩排序功

能，在系统设置窗口的织物组织部分启用频率这一选项。

大提花纹样转换对话框的默认设置是“常规”转换。这种方式的转换需要您为每种色彩

载入一种组织。选择要载入组织的色彩有两种方法：

•单击色彩标签

•在大提花纹样转换（Jacquard conversion）窗口中单击纹样的色彩像素

图 221：载入组织前的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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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织物组织载入到所选色彩，请选择组织（ Choose weaves ）—打开（ Load

weaves）。您也可以像织物组织编辑窗口一样以图形方式浏览（Browse）组织。通过选择

组织—浏览打开织物组织浏览器；或在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中双击组织选择区域，软件也会

弹出织物组织浏览器。双击组织，则该组织会载入到当前所选纹样色彩。如果组织循环不能

整除大提花纹样的最终尺寸，则其名称显示为红色。所以您应选择名称为黑色的组织，或考

虑清楚您的选择。

用来替换纹样中的选定色彩的组织以图形方式显示在色彩标签下方。在色彩标签中，可

以看到色彩数量以及色彩在纹样的比例（percentage）。色彩数量和比例下方则是组织名称

（weave name）、组织循环（weave repeat）、和最大浮长（maximum floats）。

图 222：大提花纹样转换中的织物组织

您可以像在软件其他部分一样复制或交换织物组织：鼠标右键复制，用中键交换。

您还可以选择网格大小，这样可以将组织显示地大一些或小一些。组织循环用红-灰色

点组合来显示。单击色彩（Color）按钮（图 223），可在视图模式及缩放模式下查看组织的

经纬纱排列色彩效果。

 

图 223：大提花纹样转换中的色彩选项

窗口左下角的确定（OK）按钮用于应用组织及生成完整的大提花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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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转换后的大提花织物模拟

8.3.1 修改组织

在组织选择窗口右边有几个常用的组织修改工具：底

片翻转、上下左右移动、旋转 90 度、水平和竖直镜像、

清除。这些功能与组织编辑窗口的功能相同。使用这些功

能就可以在大提花纹样转换（Jacquard conversion）窗口

中修改选定的组织。如果需要将同一更改应用到窗口内所

有组织，请启用全部（All）选项。例如，您在转换窗口中

选择了 200 个组织，但由于经纱顺序不同，需要移动一根

图 225：全部选项

纱线。单击鼠标即可启用全部（All）选项，并移动一根纱线。

8.3.2 编辑组织

有时需要使用组织编辑窗口的强大工具（如复制、分层编辑等）来修改大提花纹样转换

窗口中载入的组织。这时需要将组织移到组织编辑窗口。单击图标 ，所选组织就会复制

到组织编辑窗口，同时组织编辑窗口弹出。编辑结束后，单击图标 将组织放回转换窗口

所选组织的位置。这样既不需要用新文件名保存，也无需在组织选择窗口中再次载入，可以

快速更改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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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选项和设置

8.4.1 大提花纹样转换的类型

常见转换（常规 Normal）用一种组织替换一种颜色。除常规方式外，下拉菜单中还有

另外五种转换方式可供选择：渐变（shading）、花纬（extra weft）、剪花（fil coupe）和组

织包袱样（weave blanket）。

图 226：选择转换方式

8.4.2 大提花组织循环

织物组织区域下方的两个文本字段分别对应经纱和纬纱，决定大提花组织的尺寸。通

常，组织大小等于载入转换窗口的纹样大小（如图 227）。

图 227：提花织物尺寸与纹样尺寸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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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改变大提花组织循环

改变大提花组织循环的方式有两种：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初始纹样尺寸的放大因子 ，可选值为 1 到 16 的任意值。在图

228 中，经纱变为原来的 2 倍，纬纱 3 倍。放大因子呈蓝色表示该放大因子决定组织尺寸。

如果手动更改数字（图 229），则图标上数字变为黑色。

图 228：通过放大因子改变大提花组织循环

•在字段中键入所需值。

图 229：手动更改提花组织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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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 密度（改变纬向循环）

单击密度（Density）按钮，将根据织物密度计算纬纱根数（垂直方向上的纹样尺寸），

在设定经纬密度（Set weaving density）窗口（织物规格—密度）中设置。

8.4.5 除数选项

使用除数选项，可以在指定区域内把一个花型循环几次。除数选项菜单位于大提花纹样

转换窗口中的最终组织尺寸字段旁边。它默认包含值/1，意思是在指定区域中只循环一次，

您可以将其更改为/2、/3 或/4等，从而在指定区域多次循环一个花型（2 次、3 次、4

次......）。

要把一个花型循环几次，而所循环的次数又不能整除纹针数时，使用除数选项就十分方

便。如图 230，要在 1200针的大提花机上将一 200×200 的花型循环 7 次。由于 7不能整除

1200，就需要再次进入 ArahPaint 软件，将该花型循环 7 次，调整纹样尺寸为 1200，保存，

载入到 ArahWeave 软件，只有这样才能转换大提花纹样。但是，ArahWeave 软件给出了直接

的解决方案：将除数因子设置为/ 7，软件就会在指定区域（1200×200）循环该花型 7 次。

图 230：使用除数

当插入的组织尺寸大于原始花型时，除数功能也十分有用。可能很多时候，你想在大提

花幅宽内（如 2400针）循环一个花型多次。软件会自动执行此操作，轻松简便。但是，如

果你插入的组织循环很大（如幅宽 2400），那么尽管仍然会正确循环，但是每个较小循环

的末尾会被切除。因此，必须进入绘图软件，在那里完成所需循环，然后载入 ArahWeave 软

件，并将组织也载入，经纬纱循环都有效，也保存在织物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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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型重复循环对常规转换和花纬、剪花都使用。

8.4.6 纱线组数选项

一些多层织物结构需要放大纹样像素，从而在织物两面不同的组织效果之间获得漂亮的

勾边。通常，换为大提花组织之前，必须注意纹样的尺寸，如果您没注意，那就要用上转换

窗口的纱线组数（System）选项。实际上，这一选项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纹样大小的调整。

例如，您要设计一个经向两层纬向三层的织物，花型循环为 1200×900 根 （因此纹样大

小应为 600×300像素），并将纹样宽度乘以 2变为 1200，高度乘以 3变成 900。

如果纹样尺寸不是 600×300像素，但您仍然希望设计 1200×900 的花型，还可以通过其

他方式来实现：在纱线组数处经纱输入 2，纬纱输入 3；在经纱（Warp）字段输入 1200，在

纬纱（Weft）字段输入 900，单击确定。软件首先将纹样缩放到 600×300像素，然后再在经

向乘以 2，纬向乘以 3，得到 1200×900像素的最终尺寸。

图 231：系统选项

8.4.7实时转换

实时转换按钮一旦启用，组织选择区域更改组织后，软件就会计算并重新绘制大提花组

织，无需单击确定（OK）按钮。如果您需要移动一个组织点以获得经纬面缎纹间更规则的

边界，那么该功能十分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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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8 组织循环保持不变

启用组织循环保持不变（Keep weave size）按钮，载入新纹样后，大提花组织的尺寸

（大提花纹样转换（Jacquard conversion）窗口中的经纱（Warp）文本框和纬纱（Weft）文

本框中输入的值）保持不变。如不启用该按钮，则组织尺寸重置为载入纹样的尺寸。

8.4.9 山型穿吊模拟

您可以使用织机上的特殊综框，通过镜像创建两倍宽的对称花型，而不是简单地并排重

复花型。纹样只占花型设计的一半，因为镜像是在织机上完成的

如果要查看织物的模拟，打开山型穿吊模拟（Point tie simulation）按钮，然后在山型穿

吊模拟字段中输入纹针（纱线）顺序。图 232 中有 300 根纹针，它们被镜像成 598针的循

环。山型穿吊模拟应写为 1-300 299-2。您还可以设置更复杂的模拟。

图 232：山型穿吊模拟设置

图 233：山型穿吊织物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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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0缎纹修正

有时使用两个相反的缎纹组织（经面和纬面效应）不能得到所需效果：两个组织之间的

边界呈锯齿状或不平整。这时您可以使用“缎纹修正（Fix satin）”选项得到更好的效果。

8.5灰度渐变

使用灰度渐变功能，就算纹样中有许多灰

度级别，也只需要载入一个组织。纹样应为灰

度图，最多使用 256 级灰度。您可以在

ArahPaint 或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中将索引模

式（每像素 8bit）和真彩色（RGB）图像转换

为灰度图（纹样 Images—模式 Mode—灰度

Grayscale）。

图 234：将纹样转换为灰度图

然后载入一个组织，该组织必须每一纬只有一个经组织点，且每一经至少有一个纬组

织点。任何纬面缎纹都符合要求。转换类型选择渐变（Shading），选择添加点的方向（

），您可以修改亮度，然后单击确定（OK）。软件就会将纹样转换为大提花组织。

图 235：灰度图到组织图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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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改动亮度工具中的亮度线来调整所生成组织

的亮度级别。要更改亮度线，请单击亮度线控制点的小方

块，然后将小方块拖动到所需位置。

         注意，亮度变化对图像本身没有影 响，它会在生成的组

织中显现出来。每次更改亮度时，单击确定按钮（或者启用

实时转换，软件会在每次移动亮度线控制点时重新计算组

织）。

8.5.1渐变和常规转换相结合

您可以在纹样的某些部分使用灰度渐变转换，而其他部分使用常规转换。转换方式应为

渐变（Shading）。对于纹样的“灰色部分”，ArahWeave 软件会根据载入的纬面组织来构建

大提花组织。但对于非灰度色彩，您必须为每种色彩载入一个组织。

图 236：灰度渐变与常规转换相结合

8.5.2 双纬选项

双纬（Double）选项可以在织物上创建两色渐变效应，只有纬纱浮于织物表面。概括来

说，它是指具有两组纬纱系统的包袱样织物。经纱完全隐藏在两组纬纱的中间，通常相对于

纬纱而言非常细，完全不会影响色彩效果。

第一步是设定经纬纱排列经纱一色，纬纱两色，使用 1a 1b交替引入。纬纱的两色应是

对比色，通常是一深一浅，经纱色彩则没有要求，因为经纱在成品织物中不可见的。

第二步，选择随机渐变（Random shading）转换方式，并启用双纬选项。载入一个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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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度渐变标准的单层织物（一行一个组织点，缎纹组织）。 ArahWeave 软件会根据该组织

构建一个双层大提花组织。您可以设置位移（Offset）参数，它决定背面组织相对于正面组

织移动的纱线数。

图 237：随机渐变包袱样

图 238：双层渐变织物详情

图 239：渐变织物的正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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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彩色渐变

在给一些具备纺织印花经验和少许织造背景设计师培训时，他们经常会有这样的请求：

“我在蓝天背景上画了红花和绿叶，这些色彩如何应用到织物上呢？”于是我们明白了渐变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开始研究经纬纱色彩、密度、多层织物组织，在正确构建织物后，

如何只用经纱色彩或只用纬纱色彩。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们很久，而且期间我们还有更重要的

事情要忙。幸运的是，7年后，几个因素得到满足（经过一个熟悉织造的程序员的刻苦研

究，顾客的请求有所突破），我们找到了解决办法。

8.6.1 工作原理

ArahWeave 软件计算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中当前载入的每个组织的色彩效应。色彩由组

织、经纬纱排列以及纱线颜色决定。然后软件会从所有方向转换每个组织，得到新的组织，

也就得到了新的色彩。ArahWeave 软件计算所有可能的组织组合时，会对纹样进行检查，并

根据色彩的相似性用最合适的组织替换纹样中的彩色像素点。

图 240展示了最简单的示例——在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中只有一个组织。

图 240：彩色渐变

织物有四组不同经纱和四组不同纬纱。组织结构决定了织物表面一次（四组纬纱中）只

能有一组经纱和一组纬纱。这样就可能有 16种不同的组织或色彩组合（经纱 1-纬纱 2、经纱

1-纬纱 2、经纱 1-纬纱 3...... 经纱 4-纬纱 3、经纱 4-纬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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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显示了基本组织（红色边界）及其演变组织。演变组织由 ArahWeave 软件内部创建

——软件将从左到右、从上到下进行转换，得到作业可能的色彩组合，您无需将它们载入大

提花纹样转换窗口中。保存织物，该织物就成了彩色渐变的织物模板。

 

经纱 1-纬纱 4 经纱 2-纬纱 4
  

经纱 3-纬纱 4
经纱 4-纬纱 4

经纱 1-纬纱 3 经纱 2-纬纱 3 经纱 3-纬纱 3 经纱 4-纬纱 3

经纱 1-纬纱 2 经纱 2-纬纱 2 经纱 3-纬纱 2 经纱 4-纬纱 2

经纱 1-纬纱 1 经纱 2-纬纱 1 经纱 3-纬纱 1
经纱 4-纬纱 1

然后在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中载入要织造的纹样。图片必须是真彩色，每像素 24bit，

如 JPEG 格式图片。如果在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中载入调色板纹样（也称为索引纹样或色彩

映射纹样），您要松开用于彩色渐变的组织。如果错载了索引纹样，只需重新载入织物模板

即可。

下一步是指定所需的织物组织尺寸，组织尺寸通常取决于大提花机的纹针数。在经纱

（Warp）中输入数值，单击密度（Density）按钮。织物密度必须在经纬纱密度设置（Set

weaving density）窗口（织物规格 Fabric—密度控制 Density and control）中设置，纬纱数量

根据织物密度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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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样的右边是不同的选项。它们决定纹样转换为织物的方法。

首先您要选择是否使用混色（Dithering）技术来减少纹样中的色彩数量，使其与组织数

相匹配。混色是一种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使用有限色彩数量的调色板（颜色量化）在纹样

中创建色深错觉。在混色纹样中，调色板没有的色彩通过调色板中已有的色彩像素扩散获得

近似色彩。在 ArahWeave 软件的彩色渐变转换中，色彩的数等于组织数。

如果您不使用混色，则可以使用噪点（Noise）选项，取值范围从 0 到 99（图 241），

它可以使色彩灰阶之间的过渡更平滑。用哪种技术（混色或非混色）更好没有规则可循，可

以两种方式都尝试，根据织物模拟效果来选择实际生产中使用哪一种方式。

图 241：左侧织物噪点设为 0，右侧噪点为 40

其他选择：

•加强（Reinforce）：打开加强选项，软件会根据基本组织设计附加组织，以获取更精

确的色彩。该选项仅适用于某些组织，而非对所有组织都适用。

•板块（Flat to flat）：噪声通常是添加到图像中以获得平滑的色阶过渡，有时您不希望

文本标签或彩色渐变边框也受噪点影响。打开“板块”按钮，软件会在真彩色图像中搜索平

面色彩区域，该区域中不使用混色和噪点技术。平面色彩区域必须有完全相同的色彩，看起

来相同但内部有细微差别也不行（JPEG 图像会产生这种结果）。该参数也保存在转换文件和

织物文件中。注意，该选项目前不能与混色选项一起使用。

•经纬色比（Warp / weft color ratio）：您可以指定彩色渐变组织中经纬效应的相对重要

性，以％表示，默认值为 50，指经纬纱重要性相同。如果经纱中有彩色纱线，纬纱中有黑

白纱线（壁挂织物），则将经纬色比设置为 60，软件会计算出更鲜艳（饱和）的组织色

彩，通常大面积中间色调的图像在最终彩色渐变转换中表现为欠饱和。相反，如果参数设为

40，纬纱变得更重要，软件会计算暗淡（较不饱和）组织色彩，并且软件会在彩色渐变转换

中挑选更深的组织色彩，最终表现更加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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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不想在彩色渐变织物中使用组织演变，就不要勾选这些选项。如果

使用的是壁挂组织，通常竖直方向不需要演变（接结纬的缘故），只选水平方向演变（所有

经纱细度相同）。

然后单击确定（OK）按钮开始转换。您可以保存织物，以后用作彩色渐变转换模板。

最后一个任务是去除浮长错误并保存大提花文件。图 242显示了载入的纹样和转换后的

织物。通常我们使用多个基本组织，结果会更好。

图 242：纹样和织物模拟

该算法本身很灵活，不限于 4 经 4 纬系统或特定的织物组织系统，也不限于特定的经纬

纱色彩。实际上，将经纱或纬纱色彩更改为图像中实际呈现的色彩是个好方法，可以获得更

精确的色彩效果。要查看图像中所呈现色彩的 RGB值，就将鼠标移到图像上，看窗口右上角

的 RGB显示值。记下您认为的图像中最重要的色彩，将纱线色彩更改为这些颜色，然后再次

单击转换窗口的确定（OK）按钮。当然，对于织造厂来说，更换纬纱色彩要容易得多。

8.6.2壁挂组织彩色渐变

图 243显示了壁挂组织的彩色渐变。我们在大提花纹样转换中使用了更多的组织，期望

能得到更好的效果。经向壁挂组织应该只在水平方向上移动（ ），因为纬纱纱支不同，

所以竖直方向演变会得到错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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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3：用于彩色渐变的图像和彩色渐变织物模拟结果

8.6.3 载入/保存全部组织

有时您需要在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中载入一百多个组织，全部载入（Load all）选项可

以一次性载入这些组织。从组织（Choose weaves）菜单选择全部载入，软件就会把当前组

织目录的所有组织载入到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这意味着在使用这一功能之前，您必须将组

织浏览器导航到所需目录。

组织（Choose weaves）菜单还有一个全部保存（Save all）功能，可以把所有转换窗口

的全部组织保存到当前目录。

8.6.4渐变转纹样

您可以使用渐变转纹样（Reverse shading）功能检查彩色渐变转换的内部图片。选择工

具（Tools）—渐变转纹样（Reverse shading），软件会将原始真彩色图像更改为调色板图

像，调色板的色彩由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当前载入的组织决定。调色板图像的大小等于大提

花组织尺寸除以经纱循环和纬纱循环。在图 244 中，大提花组织尺寸为 2400×1188 点。软件

内部使用 400×396 像素的图像，因为织物组织系统是经纱 6 根，纬纱 3 根（400x6 =

2400，396x3 = 1188）。图像中的一个像素表示 6 根经纱，3 根纬纱，色彩是根据这些纱线计

算出来的。反转的渐变纹样图比织物模拟更容易理解，更容易发现任何不规则色彩和错误色

彩。如果您不喜欢图像中的彩色像素，或者您发现彩色像素有误，就点击该像素点。在窗口

的组织选择区域中选择相应的色彩（也就是组织），然后您可以修改组织，甚至从转换窗口

中删除它。如果彩色渐变使用的组织少于 256 个，则反转图像为 8bit调色板图像，否则它就

是真彩色图像（但调色板色彩超过 256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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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4：渐变转纹样——用于检查彩色渐变是否正确

要返回真彩色图像，单击窗口工具箱中的撤销图标 。

8.6.5显示色域

显示色域（Show color gamut）功能可以帮助预测彩色渐变结果。有三个视图模式：显

示图像色彩，组织色彩，以及将一个色彩覆盖在另一个色彩之上，以便容易看到组织色彩与

图像色彩的匹配结果（通常不匹配）。

8.6.6 更改纱线标识——大提花纹样转换

启用经纬纱排列编辑（Edit warp and weft pattern）窗口工具（Tools）菜单中的更改标

识（Remap yarns）功能，您可以通过移动纱线来改变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中的所有组织。

如果您为特定经纬纱排列设计了一组组织，但是后来因为某种原因需要更改排列，那这一功

能对您很有帮助。您本需要根据纱线排列更改所有的组织，但使用转换窗口的更改纱线标识

功能执行此操作，就十分迅速。

8.7 花纬

花纬是指在需要色彩效应的地方使用几种纬纱。这一技术可达成使用两种方式：

•停撬，当停撬起作用时，经轴不转，该处织物纬密加倍

•不同的纬密设置 （变化密度 （Variable density））

当然，织物组织必须合适——必须使用合适的组织“迫使”花纬重叠在其他纬纱上面。

例如，对需要纬纱位于正面的采用纬面缎纹，需要纬纱在背面的采用经面缎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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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大提花纹样转换（Jacquard conversion）窗口左下区域的按钮将转换方式设为花纬

（Extra wefts）。

图 245：大提花纹样转换，花纬模式

8.7.1 设定花纬纱线组数

您需要在织物结构中设置纱线组数。 例如，地组织纬纱加上两个额外的纬纱就意味着

纱线组数为 3。 纱线组数位于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的右上角（图 245）。

8.7.2在花纬转换窗口载入组织

设置好所有参数后，必须载入组织。纹样中的每种色彩都需要纱线组数（System）的组

织数量。大提花纹样转换（Jacquard conversion）窗口的组织区域按纬纱数量（纱线组数）

字段划分为色彩数。还有一个额外的组织显示行，显示每种色彩的复合组织。图 246显示了

图 245 中的组织显示区域，纹样中的每一种色彩必须载入三个组织（因为我们将纹样中每种

色彩的纱线组数设为 3（也就是层数为 3））——每组纬纱一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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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组织载入到组织区域，就单击鼠标左键选中它，然后从文件对话框或浏览

（Browse）窗口载入组织。

纹样中的色彩

地组织纬纱组织：纬纱 a

第一组花纬组织：纬纱 b

第二组花纬组织：纬纱 c

组织效果：所有三种

组织的复合

图 246：花纬组织图

载入所有组织后，单击确定（OK）按钮，即获得完整的大提花组织。

8.7.3 花纬设计的纬纱排列

软件会根据大提花设计图像中的颜色排列自动写入纬纱排列。 地纬纱得到字母 a，第一

个额外的纬纱得到字母 b，依此类推。

图 247：自动生成的纬纱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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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使用其他纱线代替程序确定的纱线，参阅 8.8.1在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定义纱线

节中所述的步骤。

有时您在大提花纹样转换后更改了纬纱排列。如果您出于某种原因重复转换（例如您想

更改其中一个组织），软件将会覆盖原来的纬纱排列。要获取原来的纬纱排列，只需在经纬

纱排列编辑窗口窗口的纬纱部分中单击两次撤消图标 。或使用第 8.7.6 从修改后的纬纱排

列获取地组织排列章中介绍的功能。

8.7.4 花纬织物纬密

软件会自动将停撬点放在适当的纬线上。默认情况下，软件将自动写入停撬排列。 如

果要使用不同的纬密功能（变化密度 （Variable density））来形成设计，请取消选中大提

花纹样转换窗口中的“停撬”复选框。

以下两个图显示了相同的设计，但在第一个图（图 249）中使用了停撬来改变纬纱密

度，在第二个图（图 250）中更改密度使用变化密度功能（Variable density）。 无论我们使

用哪种功能设定密度，织物设计在两种情况下均应相同。

图 248：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中的停撬复选框

图 249：大提花纹样转换生成的停撬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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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使用变化密度功能时，我们需要为所使用的每种密度输入以线/厘米（或英寸）

为单位的密度。 图 250 中的例子有 3种密度：第一种密度仅用地纬纱织造，第二种密度用

地纬纱和第一纬线织造，第三种密度用所有三种纬纱织造。

软件会根据纬纱组数放大纬向循环，但其十分只能，不会在不需要的地方插入纬纱。至

此，您就得到了组织的最终尺寸。软件自动写入正确的纬纱排列并将停撬放置在适当位置

（每次引纬后织机运转（卷取）织物。在有花纬的地方织机必须停止引入花纬。这由停撬控

制）。要在停撬上以正确密度显示织物模拟，就要在密度控制（Density）窗口或纱线用量

（Consumption）窗口勾选根据技术数据计算经纬密度（Density from technical data）（总经

根数、筘号、筘幅、每筘穿入数要正确，否则模拟会出错！）。

图 251：织物正反面模拟图

图 250：大提花纹样转换生成的变化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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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5 花纬转换的参数

窗口右侧有十个新参数，可以控制转换，以获得所需的结果：

1.纱线组数（System）指层数——大多数情况下是地组织加额花纬种数。

2.纬纱种数（Always）织物中始终引入的纬纱种数。例如，将该参数设为 3时，软件会

将第一、第二和第三纬织成地组织。因此，第二和第三纬（在功能上是花纬）也用于形成地

组织。如果将纬纱种数参数设为与纱线组数参数相同的数值，则软件将停撬设为 1（表示根

本没有停撬）。

3.最小值（Minimum）的功能与纬纱种数有所不同； 纬纱种数表示地组织中使用的纬纱

数量，最小值选项则表示一次引纬的纬纱数量（地组织+花纬），因此地组织纬纱的数量可

能会有所不同（取决于一次引纬中花纬的数量）。

4.地组织纬纱配置（Ground layout）可以为每一层纬纱设置不同密度（数量），功能

强大。如果该字段是空的，那么软件按照简单的顺序引纬，如地纬、第 1 组花纬、第 2 组花

纬、地纬、第 1 组花纬、第 2 组花纬等（这是默认值，您无需在地组织纬纱配置字段中输

入；字段留空表示 1234 的配置......）。图 252以简单的 123顺序（地纬、第 1 组花纬、第 2

组花纬）引纬，而更复杂的地组织纬纱配置写为 1213，其中 1表示地组织，2 和 3指花纬

（因此顺序是地纬、第 1 组花纬、地纬、第 2 组花纬）。

图 252：简单的地组织层和每层两根地组织纬纱（地组织纬纱为黄色）

地组织纬纱配置可以用循环和括号（类似于纱线排列）编写，允许引入极其复杂的不规

则花纬。

5.地组织纬纱排列（Ground pattern）默认情况下，软件将纬纱排列中的纬纱 a作为地组

织纬纱。但如果你自定义一个地组织排列，那软件就会使用您定义的值而不是默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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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3：左侧织物使用的是默认地组织排列，重复黄色纬纱 a；右侧织物使用 2a2b地纬排列；这两种情况下的

花纬都是蓝色。

6.花组织浮点掠过数（Skip face）你可以设定花纬效应边缘最接近的接结组织点，从

而获得平滑的边界。如果将“花组织浮点掠过数”设置为 3，则最接近的接结点距离边界 3

个组织点。

7.地组织浮点掠过数（Skip ground）与花组织浮点掠过数相同，但它仅对地组织纬纱起

作用。它有一个额外的选项纬纱种数（地组织浮点掠过数自动旁的一个按钮）——该选项一

旦启用，那么地组织浮点掠过数就在所有纬纱中起作用；如果该选项被禁用，则只在花纬起

作用。

8.背组织浮点掠过数（Skip back）与花组织浮点掠过数相同，但仅适用于花纬的背面组

织。

图 254：由花纬转换得到的矩形纹样；左边的纹样所有参数均设为 0；边缘的“误差”用红圈标出；中间的纹

样花组织浮点掠过数为 2，右边的纹样花组织浮点掠过数 2、背组织浮点掠过数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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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清晰正面（Clear face）如果纬纱通道短于清晰正面值，则不产生接结点。如果长于该

值，则软件不执行任何操作。

10.接结长度（Attach at length）为防止织物背面产生很长的浮长，有时是因统计浮长导

致，你可以设定花纬的最大浮长是多少。

11.保护纱线（Protect）有时即使花型设计中不需要，也要继续使用几纬花纬，它们可以

防止花型设计中最后一根纱线滑移。图 255显示的是有保护纱线和没有保护纱线的同一花型

设计。

图 255：花纬保护功能

8.7.6 从修改后的纬纱排列获取地组织排列

您应用花纬大提花纹样转换时，ArahWeave 软件会自动写入纬纱排列。如果您手动修改

了纬纱排列，之后又由于某种原因再次应用大提花纹样转换，那么此次修改可能会丢失。因

此有必要保存修改后的地组织纬纱排列，以备您后续仍要采用大提花纹样转换。要执行此操

作，就单击“地组织排列（Ground pattern）”标题旁的灯泡图标 ，该图标可以从复杂的

纬纱排列中提取地组织排列，并将其写入“地组织排列”字段。下次进行大提花纹样转换

时，它就会使用存储的地组织排列，无需再次修改。

图 256显示纹样转换为大提花组织后得到的织物。纬纱排列

由两组纬纱组成，一组浅绿色纱线 a 和一组花纬——深绿色纱线

b——组成。排列非常简单，由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自动编写。

图 256：将纹样转换为大提花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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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后

现在我们手动或通过绘图、打字来修改纱线排列，得到的织

物如图 257 所示。在某些区域，地纬纱 a被纬纱 c 和纬纱 d替

代。

如果我们需要为纹样中的某一特定颜色更改一个组织，并再

次应用大提花纹样转换，我们会松开刚刚编辑的纱线排列，因为

大提花纹样转换自动生成的排列会将它覆盖。但是有一种工具可

以防止这些纱线排列被覆盖。修改纬纱排列后，将其存储在大提

花纹样转换窗口中，单击“地组织排列”标题旁边的灯泡图标

，该图标就会从复杂的纬纱排列中提取地组织排列，并写入“地

组织排列”窗口。您下次在该织物上应用大提花纹样转换时，它

会使用已储存的地组织排列，无需再次修改。

图 257：手动修改纬纱排列后

8.8带有纱线标识字母的花纬高级转换控制

8.8.1在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定义纱线

默认情况下，ArahWeave 软件会从经纬纱排列编辑（Edit warp and weft pattern）窗口中

取出第一根纬纱开始编写纬纱排列。如果纱线组数（System）为 3，则软件会使用纱线 a、b

和 c。如果您想使用其他纱线，只需在大提花纹样转换（Jacquard conversion）窗口中选择花

纬组织，然后在键盘上按下所需纱线标识字母。这时，在花纬组织右上角的会出现一个小矩

形，矩形颜色就是该纱线的颜色，矩形内部标有该纱线的标识字母。软件就会使用该纱线来

替代默认纱线。如果选错了纱线，只需按下键盘上的退出（Escape）键，软件就会从组织选

择区域中删除该纱线的色彩字母。

这一功能具有强大的扩展能力。比如您希望不用编辑就可以使图 251 中快速出现一行不

同色彩的玫瑰。这时您只要用不同的色彩绘制玫瑰，并为这些新的色彩定义纱线即可。图

258 中的地纬纱会是默认颜色 a，纬纱 b是绿色，纬纱 c是红色，纬纱 d 和 e是两种新色彩—

—橙色和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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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8：在转换窗口定义纱线色彩

图 259：两种花纬四种色彩模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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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0：与图 258相同的大提花纹样转换，但没有纱线标识字母，得到只有两种色彩的织物。

8.8.2禁用花纬转换参数

软件将您为花纬设置的参数（花组织浮点掠过数 Skip face、背组织浮点掠过数 Skip

ground……）应用于大提花纹样转换的所有纬纱效应组织。但这有时不可取。要禁用特定纬

面组织的花纬转换参数，就在组织放入字母 Z， ArahWeave 软件就会原样离开，不会给该组

织应用任何花纬参数。

图 261：地纬纱中的字母 Z可以禁用纹样中白色区域纬纱的花纬转换参数

8.8.3 经面效应组织用作花纬组织

ArahWeave 软件根据您在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定义的组织编写花纬排列：特定纹样颜色

的纬面组织（有超过 2/3 的“白色”点）是指您希望在该色彩区域使用花纬。如果您要插入

只有经面效应的花纬，那您必须“告诉”软件：即使这根花纬不符合 Arahweave 软件的花纬

标准，您也要插入。因此，您需要在经面组织上指定纬纱标识字母，这样软件就会把它视为

大提花织物中的花纬。在最终组织中，该纬纱所在区域不会被移除。这种方式同样适用于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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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织物，主要用于窗帘织物。

8.8.4接结组织用作花纬组织

在织物中不用起花的地方，花纬接结到地组织。接结组织通常具有经面效应，因此花纬

显现在织物背面。如果将纬面组织用于接结组织，软件会将其视为该色彩区域中的花纬，并

将纬纱铺满整个区域（通常是织物的地组织）。但如果你只是把它用于设计目的，那就用字

母 Z 标记地组织上的接结花纬组织。这样一来软件就知道您只想把它用于设计目的了。

8.9 剪花

Fil coupe由法语直译过来的意思是“剪纱”。该技术与花纬类似，不过剪花织物中的花

纬在不起花的地方是用专门的机器切除的。总的来说，剪花是由花纬变化得到的，其背面接

结组织全是浮点。花纬变成剪花主要的变化在于剪花纬面效应周围的边界组织（通常是平纹

组织），它可以防止纬纱在剪花过程中从织物中拉出。

参数纱线组数（System）、纬纱种数（Always）、地组织纬纱配置（Ground layout）、

花组织浮点掠过数（ Skip face）、背组织浮点掠过数（ Skip back）、接结（Attach at

length）与花纬章节中所述意义相同。地组织保护（Protection）与花纬章节所述意义不同，

此外还有一个新数字字段剪花长度（Coupe length）以及三个选项切换按钮——表面剪花

（Fil coupe on face）、始终保护（Protection always）、双纬（Double）。

图 262：剪花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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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 保护纱线

地组织保护（Protection）与花纬（Extra weft）转换章节中不同，在这里是指边界组织

的组织点数，软件会把这些组织的插入花纬剪花效应的左右两边。每根纬纱可以单独指定边

界组织。软件会自动为保护组织添加新色彩（灰色）。在大提花纹样转换（ Jacquard

conversion）窗口的组织显示区域中，边界组织色彩标签位于最右侧（图 262 中的第五种颜

色）。

8.9.2 织物中既有剪花又有花纬

如果想要剪花织物中既有剪花又有常规花纬，就将保护组织设为空白（全部为纬浮

点），纬纱会按常规纬纱处理，而不会当做剪花纬纱，花纬与地组织接结。

8.9.3剪花长度

剪花长度是指，短于该长度的区域会接结在地组织上，长于该长度的区域则浮在织物

上，随后被剪除。

8.9.4表面剪花

启用表面剪花（Fil coupé on face）后，在大提花纹样转换后剪花纱线效应和纬面效应位

于织物表明。这种方法有时会用在窗帘（译注：浙江地区大部分窗帘使用该方法），有一些

时髦的设计师喜欢剪花效应，会故意把它放在织物表面。表面剪花的副作用是忽略了接结长

度（Attach at length）这一参数，不然软件会在剪花纱线浮长的中间接结地组织。这一选项

也保存在转换文件和织物文件中。

8.9.5始终保护

始终保护是指软件会在所有边界铺设保护组织，即便从技术上讲有些地方没必要保护

（有些纱线太短或已接结到地组织，无需剪除），但是组织看上去会更加规则。

图 263：剪花保护始终——关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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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 双纬

在距离太短以至不能剪除的地方，软件会自动引入接结组织来代替全浮点（图 264）。

但一些极其轻薄或局部透明的织物需要透光，这时就不需要引入接结组织代替全浮点，而应

使用双纬（Double）选项。软件会将该纬纱分成两根，一部分织物用一根纬纱，另一部分织

物用另一根。这样一来所有区域都有足够长的剪切长度，无需将纬纱接结到织物背面。显

然，这一操作需要的纬纱比普通的剪花多得多，织物也就更加昂贵。

图 264 的圆圈内显示了常规设置的剪花织物，浮长太短，软件把纬纱接结到地组织了。

但是使用双纬（Double）选项后，软件把纬纱分为两根，一根用于左侧，一根用于右侧。

图 264：“常规”剪花和双纬选项创建的剪花织物

模拟图显示，除所有不必要纱线被剪除外，双纬（Double）选项下创建的成品没有区

别。

图 265：“常规”剪花和双纬选项创建的剪花织物模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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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7剪花织物模拟

ArahWeave 软件可以模拟剪花织物。在 ArahWeave 软件主窗口选择织物规格（Fabric）

—仿真模拟（Simulation） 。勾选剪花（Fil coupe）选项卡，启用剪花切换按钮。 参数拉

出（Pullout）决定纬纱剪除后露出织物表面的纱线长度，取值范围 0 到 60，单位是一个组织

点。 参数切断（Cutoff）设置伸出剪花纱的末端的毛羽的长度（0 到 30）。参数角度

（Angle）决定毛羽从纱线末端伸出的角度。概率选项（0-100）设置毛羽的数量，值越高，

织物边缘的毛羽越多。

在纱线用量窗口可以检查成品（剪除）织物对未剪除织物的重量差。

图 266：剪花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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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组织包袱样

8.10.1 概述

有时即便是有经验人员也不能预测

特定织物中特定组织所显现的色彩和纹

理效应。长期以来，织造人员一直在尝

试用不同的组织来织造一块样品，用作

组织选择的决策工具。每个组织部分都

织有名称或编号，以供参考。

图 267：组织包袱样

8.10.2 创建组织包袱样

要创建大提花组织包袱样，就要在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载入任意一张索引色图片（每像

素 8bit），转换方式选择包袱样（Weave blanket）。

包袱样转换有五项设置：

•文件名组织（Filename weaves）软件自动包括每个组织部分的组织文件名称。所以需

要为文件名的文字选择一个组织，再为文件名背景选择一个组织。两个组织应与组织包袱样

中的组织类型相同，并包含于包袱样中。要载入组织，就在大提花纹样转换（Jacquard

conversion）窗口的选择组织（Choose weaves）菜单中打开浏览（Browse）窗口。在浏览窗

口中进入要织造的组织所在的目录。在第一个色标下方载入背景组织，在第二个色标下方载

入文字组织。

•织物组织数量（Number of weaves） 您必须确定包袱样中的组织数量。这可以通过水

平方向（Horizontal）字段的行数和竖直方向（Vertical）字段的列数来设置。软件从浏览组

织（Browse weaves）窗口中显示的当前目录中选取组织。如果所要织造的组织位于不同目

录，则必须将它们放到同一个目录中去。

•标题高度（Title size）在标题高度（Title height）字段选择用于文件名的纬纱数量。

•顶部边缘（Top edge）勾选后，添加一些纬纱（标题高度的两倍），用该组织织造文件

名背景，为织机落布留出空间。您可以在顶部边缘文本框下方的字段输入公司名称、批号等

内容来自定义这一空间。

•组织包袱样循环（Weave blanket size） 您需要在经纱（Warp）字段设置经纱根数（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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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数），在纬纱（Weft）字段设置纬纱根数。

图 268 的示例中，经纱 2400 根，纬纱 2160 根。组织包袱样有六列十二行，因此组织包

袱样中将有 72 个组织。一个组织循环是 400 经纱（2400：6）和 270 纬纱（2160：12）。有

36种纬纱用于文件名标题。布的顶部将有“Made by ArahWeave（ArahWeave 制作）”的标

题。

图 268：组织包袱样转换

然后在浏览窗口选择包袱样的第一个组织（左下角）。

图 269：组织浏览器——色彩视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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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中单击确定（OK），软件就会根据您指定的规格生成大提

花组织。图 270显示了组织包袱样模拟图。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为织机制作大提花纹版文件，

并进行实际织造。

图 270：组织包袱样模拟图

8.11 纹样菜单

大提花纹样转换（Jacquard conversion）窗口有几个处理纹样的工具。可以通过转换窗

口中的纹样（Images）菜单来访问。

8.11.1 从组织获取纹样（黑白）

ArahWeave 软件可以从当前组织图制作纹样。在织物组织编辑窗口绘制或载入一个组

织，把它作为纹样来处理，使用纹样菜单的从组织获取纹样（Get image from weave）功能

将其放入转换窗口。然后按照常规的两色纹样铺设组织。设计花缎织物和餐巾类织物时无需

使用 ArahPaint 软件绘制纹样，十分简便。

8.11.2 删除纹样

如果您不想在织物文件保存纹样，只需勾选删除纹样（Free image）功能从转换窗口释

放纹样和组织。

8.11.3 打印带有大提花组织选择的纹样

您可以打印转换窗口中带有组织和色标的纹样（常用于文档）。选择纹样（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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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图像（Print picture）。您必须在打印图像对话框（图 271）中设置边界和打印尺寸。如

果选择一个经纬循环（One repeat）选项，软件会将纹样大小调整至与所选区域相适应。图

271显示了带有色标和组织选择的纹样的打印预览。

图 271：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的打印预览

8.12 工具菜单

8.12.1 从纹样取经纬纱排列

参阅 6.17 从纹样取纱线排列章。

8.12.2 多纹样转换

顾名思义，多纹样转换（Multi image convert）支持一次性将多个纹样转换大提花文

件。

载入一个模板织物，其大提花转换（纹样和组织）已经保存在文件中。您可以在常规

（Normal）转换或彩色渐变（Color shading）转换中使用多纹样转换。如果用常规转换方式

（调色板纹样——每像素 8bit），建议所有纹样使用同一调色板（颜色相同），且应勾选系

统设置（Save setup）窗口内织造（Weaving）标签中的仅同色重载大提花织物（Reload

jacquard weaves only to equal colors）选项。这一选项会迫使软件给相同组织使用同种色

彩，从而避免将不需要的组织与近似色彩相匹配。调色板纹样中的色彩数量不应多于原始织

物纹样中的色彩数量。否则，软件不知道多余的色彩该分给哪一个组织，于是您就会收到出

错提示，转换终止。

您还需要在制作纹版（Save cards for production）窗口中载入用于织造大提花的织机的

配置文件。然后在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中选择工具（Tools）—多纹样转换（Multi image

cov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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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2：使用多纹样转换对话框进行大提花纹样转换

有四种根据纹样尺寸修正大提花组织循环的方法：

•无（None）将纹样尺寸用作大提花组织循环。

•密度（Density）将经向循环设为转换窗口经纱（Warp）字段中的纹针数，并根据原始

模板织物的密度计算纬向循环。

•组织循环保持不变（Keep weave size）调整纹样大小以匹配转换窗口中经纱和纬纱字段

中的值。

•放大（Multiply）软件按照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

的纱线组数（System）参数放大纹样。这样只要纹样

尺寸能配上相同织机配置，就可以对多个大小不同的

纹样进行转换，只要它们位于相同的织机布局上。

图 273：设置放大参数

其他选项：

•HTML报告（HTML report）软件创建包含纹样和织物模拟图的 HTML报告，方便您在实

际生产前检查结果。您还可以用它来记录生产计划。

•织造程序（Weaving program）如果您使用 Staubli JC4、JC5 或 JC6，ArahWeave 软件可以

创建组织软件，指定织造顺序以及每个设计需要织造的组织循环数。

•浮长修正（Fix floats face and back）在创建大提花织物前，根据原始模板织物中设定的

幅度修正长浮长。如果未在浮长（Float）窗口设置浮长幅度就打开该选项，软件会取消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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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您可以设置浮长限制，或关闭浮长修正选项。

•新建目录（Create new directory）ArahWeave 软件会创建用新目录来存放大提花纹版文

件，目录名称在上方的字段中指定。默认值是当前日期。

•日期（Date）在 HTML报告的右上角写入

今天的日期。用浏览（Browse）或载入纹样

（Load image）功能将纹样载入到多纹样转换

（Multi image convert）窗口中，最多载入 50张

纹样。纹样载入窗口会防止载入不适合当前转

换方式的纹样——如果您使用常规（Normal）

转换，则只能载入索引色纹样（8bit）；如果使

用彩色渐变（Color s hading）转换，则可以载
图 274：载入到多纹样转换对话框的纹样

入真彩色纹样。纹样文件名位于左侧。中间的文本字段包含大提花文件名。软件自动按照纹

样名称填写，但可以修改，因为有些织机不接受长文件名。如果要织造单匹花型，可以在窗

口右侧输入要织造的匹数。如果纹样文件名的是 xyz_4.jpg 格式，则软件会自动填写织造匹

数为 4（译注也就是 4 个循环）。要更改织造匹数，您可以将鼠标指针指向数字字段，滚动

滚轮更改数字。然后单击确定（OK），开始转换。

如果一切正常，软件会在每个文件名后写入 OK，然后关闭窗口。您可以观察软件处理

文件的进度。大提花文件保存在制作纹版（Save cards for production）窗口中设定的位置。

如果启用 HTML报告选项，则会打开默认浏览器并显示报告（图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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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5：Firefox 浏览器中多纹样转换的 HTML报告

8.12.3 从组织获取纹样（反转大提花）

从组织获取纹样（Get image from weave）功能是组织编辑窗口替换选区组织（Replace

selected weave）功能的扩展（参见第 4.9 穿筘章）。如果要使用纹样铺设不同的组织，或调

整大小以获得不同的品质，这一功能可以帮助您从大提花组织图（纹板图）中获取彩色纹

样。在 ArahWeave 软件主窗口中打开织物组织编辑窗口，用鼠标中键在组织中绘制需要用组

织替代的选区（或使用参数模式，编辑（Change）—区域选择与复制）。选区必须至少包含

一个完整的组织循环。

然后选择大提花（Jacquard）—替换选区组织（Replace selected weave）。如果组织替

换蒙版满意，就单击替换选区组织窗口中的从组织获取纹样（Get image from weave）按

钮。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就会打开，放入与大提花组织相同尺寸的纹样。蒙版用一种颜色来

代替，其他织物仍为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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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愿意，您可以在组织编辑窗口选择另一个组织，单击替换选区组织窗口中的确定

（OK）按钮制作替换蒙版，然后再次使用从组织获取纹样功能。这样您每次将组织提取为

色彩时，也会将组织复制到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的组织选择区域中。

您可以从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保存彩色纹样（纹样 Images—纹样另存为 Save image

as）。要去除区域中的不属于组织的黑白点（纹样太复杂或长浮点修正造成），就在

ArahPaint4 中编辑纹样，然后再次保存。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较好的做法是，与 ArahWeave 软

件生成的大提花彩色纹样保持相同色彩，这样可以重复使用原始色彩铺设组织。当然，您可

以随意改变大提花纹样色彩，但之后必须再次铺设组织。

图 276：从组织中获取纹样

注意，该功能不得与转换窗口纹样菜单中的根据组织判断纹样（Guess image from

weave）功能混淆。根据组织判断纹样功能试图一步判断所有的东西——全部组织，甚至包

括没有完整循环的组织。可能由于该功能要完成的任务太多，所以大多情况下工作效果不理

想。组合使用替换选区组织（Replace selected weave）和从组织获取纹样（Get image from

weave），帮助计算机识别单个组织区域和组织数量，从而得到比根据组织判断纹样更精确

的结果，不过这一功能要求所有组织循环工作正常。替换选区组织的另一个优点是，它还可

以正确处理相外观的不同组织，如左斜纹、右斜纹、缎纹。根据组织判断纹样可以从模拟图

反向工作，不能区分这些组织。

8.13 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的组织画笔

在 ArahWeave主窗口中单击鼠标中键，可以将经组织（黑色）点更改为纬组织（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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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反之亦然。但是如果转换窗口打开，那么鼠标中键用转换窗口当前所选组织来绘制织

物。绘制区域是 3×3 个组织点。如果在绘制过程中按住 Shift键，则绘图区域大小变为 5 x 5

组织点。所以您可以在大提花织物上签名，或在组织连接处进行微调。但要记住，如果这些

更改将会在重新应用大提花纹样转换时丢失。

您可以使用组织画笔在纹样中用选定组织色彩直接绘制。也可以使用鼠标中键完成绘

制。这一操作只用于微调：您在最后时刻发现一些零散的色点，但又不想返回 ArahPaint4进

行更正。所以您可以直接在 ArahWeave 中更改。这些更改永久有效，因为会保存在织物文件

的纹样中。这样您就可以重新应用大提花纹样转换而不会丢失数据。

8.14 载入和保存大提花纹样转换文件

该功能来自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中的转换（Conversions）菜单，可以保存大提花纹样转

换参数——组织与色彩的关联以及转换方式。

拿一个调色板，您可以绘制许多图片，对它们采用同一大提花纹样转换文件。在载入转

换文件期间，软件会将组织载入到相应色彩的位置。它有两种工作方式：

1.默认模式的软件将组织载入相同的色彩，如果没有完全相同的颜色，软件就会将组织

映射到相似的颜色。

2.软件只把组织载入完全相同的色彩。如果载入纹样的调色板与当前载入转换文件的调

色板不同（色彩不同），则组织标签仍为空白（无组织）。要启用这一模式，必须打开仅同

色重载大提花组织（Reload jacquard weaves only to equal colors）选项（系统设置 Save setup

—织造Weaving）。

ArahWeave 软件将创建大提花组织的转换数据和纹样保存在 ArahWeave 织物文件中，所

以大提花纹样转换参数的载入和保存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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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纬向包袱样

9.1 简介

纬向包袱样是 ArahWeave 软件特有的工具，可将不同织物组合成一个织造文件。它有两

个不同的功能：

•打样：将多个织物连接成一个织物（织造）文件，这是指您可以一次生产所有织物，

一步到位，无需停下织机更换制造文件。

•设计：您可以使用纬向包袱样（Weft blanket）工具来新建设计，它可以快速轻松地将

不同织物的各个部分组合成一个新产品。

9.2 编辑纬向包袱样

要打开纬向包袱样编辑窗口，请选择包袱样（ Blanket）—纬向包袱样（ Weft

blanket）。

图 277：纬向包袱样编辑窗口

9.2.1 一般设置

纬向包袱样编辑窗口中的一般设置是：

•在织物（Fabrics）字段输入用于创建纬向包袱样的织物数量。要将织物载入到纬向包袱

样编辑窗口，请选择织物规格（Fabrics）—浏览（Browse）（或打开 Load）。编辑窗口在图

标显示区域的第一列显示将组成纬向包袱样的织物，第一个织物位于窗口底部。图 279显示

编辑窗口的三种织物。

•勾选实时转换（Instant conversion）选项，不用单击确定（OK）按钮就可以应用更改。

•在纱线（Yarns）输入包袱样要使用的纱线数量。图 279 的包袱样使用了 8 根不同纬

纱。

•在分隔纱线（Separating yarn）字段输入版本之间边界（如果不想要边界，留空即可）

的纱线排列（通常只用一种颜色）。边界的默认组织是斜纹，您也可以进行更改——从菜单

栏中选择织物组织（Weaves）—浏览（Browse），将新组织载入到分隔纱线（S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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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rn）字段中。

•标题（Title）——如果希望在边界处织出文件名和所用纱线，就勾选标题选项。这样做

至少需要 2厘米或 1英寸宽的边界。您还可以更改织物文件名的文字组织，将其载入到标题

组织（Title weave）区域。

图 278：纬向包袱样编辑窗口中的一般设置

9.2.2 织物细节设置

织物细节设置：

•在版本（Version）字段输入将要织造的特定织物的版本数。每个织物可以有自己的版

本数。在图 279 中，第一个织物有三个版本，第二个织物有四个版本，第三个有两个版本。

版本图标自动创建。第一种织物的第一种色彩变化版本标记为 1A，第二种和第三种是 1B 和

1C。每个色彩变化版本的起始纬线写在名称旁边（2C @ 3461表示第二个织物的第三个版

本，从纬线 3461 开始）。

要更改纱线，就用鼠标左键单击纱线选项卡，然后单击右键将其复制到所需位置。

•在纬纱（Weft）字段中设置每个版本要织入的纬纱数量。同一织物的所有版本纬纱数

量相同。

图 279：载入织物的纬向包袱样编辑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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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保存纬向包袱样织物

单击确定（OK）按钮，软件会将所有版本合并到一个织物中，编写新的纬纱排列（weft

pattern）、停撬（regulator）以及其他变量（纬密 weft density、经纱张力warp tension、织

机速度 loom speed、布边 selvedges、巾圈变化 terry variables）。您可以将其另存为新织

物。图 279显示的设置及输入织物是用于创建图 280 中纬纱包袱样。

如果您需要获取某一特定版本包袱样织物，就在纬纱编辑窗口中选择该版本，然后选择

工具（Tools）—提取织物（Extract fabric）。软件提取该织物的组织、纬纱排列和停撬，赋

予纬纱适当的色彩。保存时用新的文件名称。

5.1k 及之前版本的 ArahWeave 软件没有将输入织物文件保存到 web包袱样文件中，只保

存了该织物的链接。如果您删除了其中一个织物文件，就丢失了纬向包袱样的创建信息，且

您无法对纬向包袱样做任何更改。许多用户反映这样很不方便，所以在之后的软件版本

中，ArahWeave 将所有织物保存到最终的纬向包袱样织物文件中。这样做的代价是文件比较

大，但简便易用，很受大众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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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纬向包袱样用作设计工具

纬向包袱样编辑窗口设计独特，包含一些功能强大

的设置，可以快速将多个织物合并为一个新的组织。该

窗口的一般用途是把几种不同的织物组合起来，如毛巾

的边界、毛巾上下两端的边子以及毛巾的地组织。纬纱

包袱样的主要功能是方便在设计完成后改变区域长度。

通常在设计复杂织物时，由于组织、纱线和后整理方法

比较复杂，在设计阶段无法完全预测最终长度。因此需

要织造样品并对其进行整理后，根据客户要求确定哪些

区域需要加长或缩短。

•可以通过改变第一经纱（First warp）或第一纬纱

（First weft）来更改包袱样的起点。如果您想把几个披

巾组合为一条新披巾，那么这一功能就非常方便，您可

以选择从不同披巾中挑选不同的区域，把它们一起放到

新披巾里。

•如果要从上一个色彩变化版本的最后一根纬纱开

始连续织造下一个色彩变化版本，就打开连续

（Continue）按钮。如果大提花花型较大，您就可以用

这种方法在一个小样中显示出完整的花型和所有色彩变

化。我们需要降低打样成本，因为客户一般不支付样本

费用。

•如果要镜像原始织物，就单击图标 单击以水平

镜像，或 垂直镜像。这一功能在用之前保存的部分

织物创建对称披巾类织物时非常有用。

•您可以使用排列（Pattern）选项将纬向包袱样样

编写为两种或两种以上织物的纬纱排列。如果同一织物

在纬纱包袱样不同位置循环，那包袱样出现几次，您就

需要将该织物载入纬向包袱样编辑窗口几次，但这一功

能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图 280：纬向包袱样模拟

图 281显示了由两种织物织成的纬向包袱样。在“常规”编辑模式下，您需要以正确的

顺序载入两个织物，第一个织物载入 5 次，绿色织物 4 次。但如果切换到排列模式，则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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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入每个织物一次。您必须在排列字段中写入这样的排列：90a 102b 90a 102b 194a 102b 90a

102b 90a，其中 a表示第一织物，b表示第二织物。字母旁边的数字表示每个织物的纬纱数

量。如果需要更改特定织物的片段高度，只需更改纬纱数量，单击确定即可进行新设计。

图 281：纬向包袱样编辑窗口中的排列选项

9.2.5 纬向包袱样编辑窗口中的键盘和鼠标快捷键

•按住 Alt同时单击纬向包袱样，打开编辑窗口（如果尚未打开），并在编辑窗口中选择

所点击部分的版本图标。在需要修改由许多织物组成的旧纬向包袱样而又找不到正确版本

时，这一功能非常有用。

•双击版本图标，该部分织物就会在 ArahWeave主窗口中闪烁。该功能与上一功能（Alt+

单击）正好相反。

•在主窗口的包袱样织物上按 Alt 并滚动鼠标滚轮，就可以增加或减少（取决于滚动方

向）鼠标指针所在位置的特定变化版本的纱线。就算编辑窗口未打开，也一样起作用。滚动

鼠标滚轮时，编辑窗口中的数据会更新。



www.arahne.si  ArahWeave
10 配色 

183

10 配色

您可以用 ArahWeave 软件为同一织物创建不同配色，并保存到单个织物文件中。配色之

间的区别仅在于纱线类型和色彩。要打开配色窗口，请选择包袱样（Blanket）—配色...

（Variants...）

图 282：配色对话窗口

10.1 设置配色的类型和数量

配色有四种不同类型：

纬纱（Weft）——只编辑纬纱。

经纱（Warp）——只编辑经纱。

经纬纱（Warp & Weft）——单独编辑经纱和纬纱。

经纱=纬纱（Warp = Weft）——经纱和纬纱相同；编辑

经纱时，纬纱应用相同变化。 图 283：选择配色类型

增加配色数量时，最后一个配色会复制到新配色中。如果之后（在编辑期间）需要增加

（或减少）配色数，只需更改数字即可。

图 284显示了配色数量从 1 更改到 4 的配色对话框。得到四个相同的配色。然后就可以

逐个进行编辑。

图 284：设置织物中的配色数量



184  ArahWeave
10 配色

www.arahne.si

10.2 编辑配色

您可以通过复制色彩库中的色彩或从纱线浏览器载入纱线来修改配色。配色窗口也可以

使用鼠标复制或粘贴功能（单击左键选择，中键交换，右键粘贴）。

10.2.1 从色彩对话框中剔除色彩

如果仅需修改配色中的色彩，不修改纱

线，就使用色彩编辑窗口。设置配色的数量和

类型，然后打开色彩对话框（织物规格

（ Fabric）—色彩（Colors））。单击配色

（Variants）选项卡，该选项卡显示了织物配

色中用到的所有色彩。然后就可以从当前色彩

库复制色彩到配色中。

图 285：在色彩编辑窗口中编辑配色

在配色窗口单击（选择）色彩时，该配色就会被选中并显示在主窗口中。ArahWeave 软

件的标题栏还会显示所选配色的编号。注意，ArahWeave主窗口一次只能显示一个配色（选

定的那一个）。如果要查看所有配色，请选择打印预览（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0.3 打印配

色章）。

图 286：显示所选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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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从纱线浏览器载入纱线

双击配色纱线，就可以打开纱线浏览器并将纱线载入配色内。

窗口分为两部分。左侧列出了默认纱线目录中的所有纱线。右侧有一个与当前所选纱线

关联的色彩列表。

图 287：从纱线浏览器中载入纱线

如果要在浏览纱线窗口显示色彩库中的所有色彩，则需要将色彩导出为 XML 格式（从色

彩编辑窗口中选择文件（File）—以 XML 格式导出色彩（Export colors in XML））。重新启

动 ArahWeave 软件后导出的色彩文件仍可用。

图 288：以 XML 格式导出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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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保护——防止不小心修改配色

为设计好的配色添加新配色时，可能会不小心修改了设计好的配色，要防止这种情况发

生，只需在配色菜单栏的保护（Protection）中输入要保护的配色数即可。

10.3 打印配色

选择文件（File）—打印织物...（Print fabric to printer...）打开打印对话框，在对话框中

选中配色按钮就可以访问打印织物：配色窗口。您可以在该窗口选定打印输出的形式（行数

（织物 Y）和列数（织物 X））以及标题的位置（有关标题和标题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16.8 多织物打印章多织物打印的内容）。

如果只想打印某一些配色，就双击需要打印的配色的编号。带星号*标记的表示该配色

已选中。在图 289 中，我们在 6 个配色中选择了 4 个进行打印。

图 289：打印配色

打印前检查打印预览效果。打印预览窗口可以并排显示所有配色，方便您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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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0：配色打印输出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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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套印、印经、扎染、泡泡纱仿真模拟

11.1 套印

您可以使用 ArahWeave 软件模拟织物上的印花。打开 ArahWeave 软件并载入（或创

建）一块用于套印的织物。选择织物规格（Fabric）—仿真模拟（Simulation）。在仿真模拟

窗口中单击套印选项卡。

要载入图像（通常是网印图像），就单击浏览按钮将图像载入到仿真模拟窗口中。在大

多数情况下，您只需载入一个图像到经纱字段中。只有在双层织物或复杂扎染织物（经纱和

纬纱在编织之前都根据不同花型染了色）的极少数情况下，您才需要在纬纱字段中也载入纬

纱染色花型的图像。

套印图像通常采用索引（每像素 8bits）模式，您可以控制哪种颜色透明（图像的背景

色）。

图 291：将图像载入到仿真模拟窗口

软件在织物上绘制图像，就像印花一样。您可以使用缩放（Zoom）菜单控制套印图像

的大小。使用强度（Strength）选项控制套印的色彩强度（透明度）（100％覆盖织物）。您

可以在透明度（Transparency）字段指定未打印的图像中的色彩编号（如果将图像载入到

ArahPaint 软件中，则可以看到调色板和颜色编号）。图 292 中样品的透明色为白色（注意，

从 0 开始，而不是从 1 开始——图像中的第一种颜色标记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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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2：套印模拟

图 293显示的是以不同强度等级打印的同一图像。

图 293：套印强度等级：100％、80％、60％和 40％

套 印 织 物 透 明 （ Overprint  fabric

transparency）选项对模拟打印透明织物（如

窗帘）非常有用。根据染料的类型覆盖纱线之

间的孔隙或留空。如果套印织物透明选项打

开，软件就会在纱线之间的空隙上绘制套印图

像。图 294显示了套印织物透明选项。 图 294：套印织物透明：关和开

11.1.1 经纱印花、扎染、扎染纱模拟

套印模拟窗口还有一些其他选项，您可以用它们模拟出更多奇异的织物。套印窗口有三

个高级功能，第一个功能可以指定织物中哪些纱线不印花。这样就可以模拟经纱印花织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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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染（经纱扎染，纬纱扎染或经纬纱都扎染）织物，甚至模拟不同纤维纱线织成的织物，由

于包含多种纤维纱线，织物在不同位置的染料亲和力也不同（译注：染色性能不同的纤维混

纺纱织物，如涤棉混纺纱，可以染棉不染涤）。

图 295显示了由蓝白纱线组成的输入织物以及印花后的输出织物。印花染料对蓝色纱线

中的纤维没有亲和力，所以您必须在仿真模拟窗口中将它们称为不可套印纱线（经纱

（Warp）和纬纱（Weft）中的字母 b）。

图 295：不可套印纱线

经纬纱的扎染（Ikat）可以模拟套印图像变形（边缘羽化），这是特色技术，在织造前

给经纱、纬纱或经纬纱扎染或印上图案，从而在成品织物上形成花型图案。

图 296：经纱印花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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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rahWeave 软件的仿真模拟中，扎染效应的值用打印图像的像素值来表示。像素值越

高，变形越大。

仔细观察之前的模拟，您就知道 ArahWeave 软件是如何进行印经模拟的。样品在经纱方

向上的扎染值设置为 12 ——这意味着印花图案边缘在 0 到 12像素之间随机变化。

图 297：放大后的经纱印花模拟

与吸色性（Dye absorption）功能结合使用时，扎染模拟效果最佳。吸色性决定了印花

图案边缘吸收染料的多少。而吸色性取决于纱线的原料（纤维）、染料类型和印花技术。吸

色性可以独立设置为经纱吸色性或纬纱吸色性，以十分之一毫米表示。

图 298 中左图吸色性设置为 0，右图吸色性为 35。

图 298：吸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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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简单的经纱扎染方格布

下图显示了经纱扎染的设置，其中只有带字母 d 的经纱在织造前进行了印花（或染色/涂

色）。故所有其他纱线（形成左侧边缘的纱线 abc）都设置为不可套印。

图 299：经纱扎染

11.1.3 简单的纬纱扎染方格布

因为每一纬的起点必须与织物的边缘对齐，所以纬纱扎染更难进行。由于引纬特性，这

在工业编织中通常是不可能做到的。但熟练的手工织造工人可以做到。图 300显示了纬纱扎

染的织物和设置。只有纬纱 d可以套印。

图 300：纬纱扎染方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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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改变套印图片色彩

要更改套印图片色彩，请打开色彩编辑对话框（织物规格 Fabric—色彩 Colors），然后单

击套印（Overprint）选项卡。上面有一个套印图片的调色板。从 ArahWeave 软件调色板中选

择一种色彩，然后单击鼠标右键将其复制到套印图片色彩。

用同样的方式可以复制或交换套印图片的色标。

图 301：改变套印色彩

11.1.4.1 打印套印图像的色标

在打印织物对话框中启用套印按钮，套印图像中的色彩就会打印在模拟图左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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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2：套印图像的色标

11.2 起皱模拟

起皱（Wrinkle）是织物后整理的另一特色，您可在仿真模拟（Simulation）窗口中找到

这一功能。您可以使用起皱功能载入任意图像用作灰度级起皱图。如果图像不是灰度图像，

它会自动转换为灰度图像。与套印一样，您也可以指定缩放级别和强度级别。起皱与套印工

作原理不同，因为起皱采用底层织物的颜色，并根据起皱图像/纹理改变织物色彩亮度。要

载入纹理，请单击浏览按钮从图像浏览窗口载入纹理图像。软件将自动显示载入图像的基本

灰度级，并调节织物亮度。随后软件会进行后整理模拟，这样您可以同时得到套印和起皱效

果。还可以指定不起皱的纱线，模拟出逼真的泡泡纱效果。

图 303：模拟泡泡纱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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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模拟更加逼真，可以设置位移（Displacement）功能，它会根据起皱纹理和位移参

数值来弯曲纱线。

图 304：使用位移功能模拟泡泡纱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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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织物属性

您可以在属性（Properties）窗口输入织物的各种信息。要打开属性窗口，就在

ArahWeave主窗口菜单栏选择织物规格（Fabric）—属性（Properties）或使用键盘快捷键

Ctrl + I访问该窗口。

属性窗口中有两种类型的文本字段：

•普通文本字段——您输入数据

•下拉菜单文本字段——您输入数据或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数据。该列表配置了自定义代

码和自定义值，使用了添加到 XML 目录的外部 XML 文件。

您可以指定（和其他内容一起）：

•花型是为哪位客户设计的

•应用了哪种后整理（作为完成代码或一组切换按钮）

•织物类型（自由文本描述或一组切换按钮）

•出自哪位设计师

•该花型实际出自哪一花型

•织物类型（试用品或实际生产）

•分工（公司有不同的工厂或根据不同市场和产品进行了分组）

•名称、质量、花型、配色、季节——这些条目还用于自动生成织物名称，以便以 HTML

格式保存织物数据。此外，还用于织物模拟图的标题。

•产品可用性——也可将剪刀图标印在织物模拟上，以显示该织物已有库存。

图 305：属性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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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织物技术数据计算

您可以在织物规格（Fabric）菜单下的纱线用量（Consumption）菜单访问纱线用量的技

术数据和计算数据。您应该先在纱线（Yarns）窗口设置纱线细度。

计算纱线用量（Calculation of thread consumption）窗口分为两部分：

•灰色有织物技术数据的输入字段

•白色，显示计算的数据以及来自其他窗口的数据（颜色、纱线排列）您必须输入所需

的参数，然后单击“确定”查看计算结果。

13.1 纱线数、筘号、筘幅

除纬纱密度外，织物幅宽内的纱线数是最重要的织物生产参数。您可以自己输入总经根

数（Threads in fabric width）根数，但最好还是启用根据技术数据计算经纬密度（Density

from technical data）按钮（也可以在密度 Density 窗口中启用该按钮），软件将根据您在组

织编辑（Edit weave）窗口中设置的筘幅（Reed width）和筘号（Reed number）计算总经根

数（和穿筘（Denting）——每齿经纱根数）。这时总经根数变为灰色字段，您就明白不能

再自行输入总经根数了。总经根数会四舍五入到整数个穿筘，因为根本不存在穿筘“半

满”。如果你有每筘齿有 3 根纱线，那么纱线数就会是 3 的倍数。

图 306：用根据技术数据计算经纬密度按钮根据筘号和筘幅计算纱线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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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禁用根据技术数据计算经纬密度按钮，您还可以使用其他方法计算总经根数、筘幅

和筘号（如您所知，这些值是相互关联的）。您可以更改这些字段的任意几个（总经根数

Threads in fabric width 字段变为红色，表示其中一个值要重新计算——哪一个由您决定）。

图 307：计算纱线数、筘号和筘幅

然后单击要计算的字段旁的灯泡图标，该值将从其他两个值计算出来。在图 308 中，我

们计算了筘号，它从 10变为 8.5。总经根数（Threads in fabric width）字段从红色变为默认

颜色，表示三个值都正确。

图 308：按下筘号字段右侧的灯泡图标，根据纱线数和筘幅计算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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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 根据密度计算纱线数和筘号

您可以从设定经纬密度（Set weaving density）窗口计算总经根数（Threads in fabric

width）和筘号（Reed number）。成品幅宽（Finished width）和筘幅（Reed width）应设为

所需值。然后选择织物规格（Fabric）—密度（Density），设定经纱密度。然后单击图标，

所需总经根数和所需密度的筘号将在纱线用量（Calculation of thread consumption）窗口中

计算出来。

图 309：从经纱密度计算总经根数和筘号

13.1.2 筘齿数

您可以使用筘齿总数（Number of dents in fabric width）来替代总经根数（Threads in

fabric width）。您必须通过帮助（Help）—系统设置（Save setup）更改软件设置。在系统

设置窗口中单击织造（Weaving）选项卡（图 310），然后将选择按钮从筘幅（Reed width）

—筘齿数（Dents）更改到筘齿数（Dents）—筘幅（Reed width）更改选项按钮。

13.2 织物幅宽

在窗口的右上边缘输入基本织

物幅宽：筘幅（仅花型，不包括边

组织），坯布幅宽和成品幅宽。如

果您想要软件为您计算成品密度，

那这一步骤十分必要。如果您没有

这些数据，则必须在设定经纬密度

（Set weaving density）窗口（织

图 310：为织物幅宽和纱线用量选择输入

单位——总经根数或筘齿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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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规格 Fabric—密度 Density and control）中自行输入密度。

13.3 织物（或经纱）长度

根据您的喜好输入用于计算纱线用量的织物长度，软件会计算所需的经纱长度。如果您

更原意输入经纱长度，那软件就会计算织物长度，在系统设置（Save setup）窗口中更改设

置。选择织物长度（Fabric length）—经纱长度（Warp length）选项按钮，就可以选择在纱

线用量（Consumption）窗口输入织物长度还是经纱长度。

图 311：选择织物长度或经纱长度

图 312：从经纱长度到成品长度

坯布长度是减去织造缩率后的经纱长度。织造缩率是刚刚下机的织物长度

与经纱长度之间的差异。

100

%-100*m
m

））织造缩率（（）经纱长度（
）坯布长度（ 

成品长度等于坯布长度减去成品缩量。

100

%-100*m
m

））印染缩率（（）坯布长度（
）成品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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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计算经纱长度

13.4 纬纱密度

纬纱密度有三种：

•织机纬纱密度（每长度单位的引纬次数）——必须由您输入

•坯布（灰色）纬纱密度——计算

•成品纬纱密度——计算

13.4.1 织机纬纱密度

纬密（Weft density）是织机上设置的密度。它是三个纬纱密度中唯一的需要您在计算纱

线用量（Calculation of the thread consumption）窗口输入的。

13.4.2坯布（灰色）纬纱密度

决定坯布的密度（Density）。下机缩率一般取决于织机设置——经纱张力和织物张力、

织物组织、材料，且下机缩率导致了织机密度（织造密度）和坯布密度之间的差异。下机缩

率（Weaving shrinkage）是织造收缩（take-up）的一部分，不能高于织造缩率。下机缩率的

单位是％。

100

%100*）/cm纬纱）/cm（纬纬织机 ））印染缩率（（坯布纬纱密度（
纬纱密度




13.4.3 成品纬纱密度

成品纬纱密度是根据印染缩率（Finishing shrinkage）计算出来的，印染缩率指的是织物

在后整理过程中（经纱）的缩率（或伸长率）。在计算成品纬纱密度时，ArahWeave 软件还

会考虑停撬或变化纬密。印染缩率的单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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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0*cm/
cm/

））印染缩率（（）坯布纬纱密度（纬纱
）成品纬纱密度（纬纱




图 314：纬纱密度计算

13.5 布边

输入布边数据的方法有两种：

•输入布边排列（Selvedge pattern），即描述左边缘和布边穿筘的完整排列（假设左右

相同）。该软件将计算布边所需的筘齿数和筘号。

•如果需要将布边从地组织分离出来，就输入布边筘齿数和布边每筘穿入数，并将布边

排列留空。图 316显示了织物数据，在每个布边有 12 根地组织纱线（每布边筘齿的穿筘

数）。

图 315：布边排列和布边穿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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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地组织布边

13.6 纱线用量

技术数据字段下方的滚动窗口中包含完整的纱线用量计算公式，是 HTML 格式，与技术

数据的打印页面相同。您可以选择文件主菜单中的“将技术数据另存为 HTML 格式”功能将

数据保存下来。默认保存在 data/html 目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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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纱线用量计算

纱线用量计算公式中包含的数据对任何花费大量时间手动计算过纱线用量的人来说很容

易理解。只有几点需要进一步说明。纱线用量计算公式如下：

假定 2％的织造缩率（％）为 1.02 

假定 2％的重量损失（％）为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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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显示在括号中。

经纱用量(kg)= 纱线总量∗长度(m)∗织造缩率()

纱线细度（Nm）∗1000∗重量损失 ()

纬纱用量(kg)=筘幅（cm）∗纬纱密度（根 /cm）∗长度(m)

纱线细度（Nm）∗1000∗重量损失 ()

克重（ g /m）=
（经纱用量（kg）+纬纱用量（kg））∗1000∗重量损失( )

长度(m)

每种颜色的纱线用量、纱线总量、每平米克重等值的计算不重要，无需精细入微。

筘齿信息下方的表中概括显示了织物中的所有排列。通过这种方式，您可以检查它们是

否如预期一样相互整除，以及总排列是否非常大。目前，可计算纱线用量的最大排列限制为

65520 根纱线。

经纬纱的覆盖系数是根据纱线的织造密度和直径来计算的，不是绝对值。慢慢的，您会

了解总覆盖系数为 78％的织物有多稠密。透明度是指模拟图中有背景色区域所占的百分

比。综丝表显示了每页综框可以提升的纱线数量。

表底还有每页综框的重量（g / m）。我们假设每页综框提升 1米经纱，且软件会报告相

应的重量。当您使用不同细度的经纱时，这一功能十分有用，因为这种情况下每页综框的纱

线数量不能反映综框的真正负荷。

13.7 高级织机控制功能

ArahWeave 软件支持以下纬纱参变数（织机控制）功能

• 变化纬密（Variable weft density）

• 经纱张力（Warp Tension）

• 织机速度（Loom Speed）

• 边组织（Selvedges）

• 巾圈（Terry）

• 巾圈高度（Pile height）

• 巾圈纱线张力（Tension pile）

• 地经纱线张力（Tension ground）

要启用所需的纬纱控制功能，请打开设定经纬密度（Set weaving density）窗口，然后选

中该选项左侧按钮。为不同功能输入数据的方法有两种：在正确的文本框中输入排列，或在

组织编辑窗口右侧绘制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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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 变化纬密

变化纬密在密度（Density）窗口中设置（织物规格（Fabric）—密度控制（Density and

control））。您需要在参变数（Variable）字段中选中纬密（Weft density）。

然后在文本字段输入变化密度排列。图 318 中的密度排列表示：400 根纬纱的密度为 a，

每厘米 25 根纬纱；50 根纬纱的密度为 b，每厘米 28 根纬纱； 112 根纬纱的密度为 c，每厘

米 34 根纬纱；然后又有 50 根纬纱密度 b 织造。该软件还计算变化纬密循环（612）中的纬

纱总数和平均纬纱密度（每厘米 27 根）。

图 318：设置变化织造密度

图 319显示的是变化密度织物。

图 319：织物模拟中的变化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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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数字输入变化密度，您还

可以在组织编辑窗口用鼠标绘制。

变化密度排列显示在停撬栏右侧。

要绘制排列，你必须（当然，应先

在 设 定 经 纬 密 度 Set  weaving

density 窗口的参变数 Variable 字段

中启用这一功能）在组织编辑

（Edit weave）窗口右上角选择所

需颜色（字母）。绘制时，变化密

度排列将在设定经纬密度窗口中更

新。 图 320：组织编辑出口中的可变化密度

很多时候，变化纬密和纬纱排列

（纬纱 a 一种密度，纬纱 b另一种密

度等）相同（或非常相似）。在这种

情况下，您可以点击鼠标左键或中键

选择纬纱排列文本（变黑），轻松将

纬纱排列复制到变化纬密。这种复制

/粘贴方法对 ArahWeave 的所有文本

均可用。但你还可以使用标准键盘快

捷键进行复制/粘贴：Ctrl + C，Ctrl +

V. 

图 321：在编辑经线和纬线排列中选择文本

13.7.2 从停撬排列获取变化密度排列

如果要将停撬织造织物转换为变化密度织物，请在参变数（Variable）窗口中选中纬纱

密度（Weft density），然后单击密度<-停橇（Density from regulator）按钮。软件就会计算

并写入变化密度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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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停撬密度

13.7.3 从转换窗口获取变化密度排列

如果在大提花纹样转换对话框中取消选中停撬按钮，软

件将自行计算并写入变化密度排列。

图 323：软件写入的变化纬密

13.7.4 用变化密度模拟停撬

此功能将停撬排列转换为变化密度排列。您只能获得两个不同密度，一个用于地组织，

一个用于“停撬”纬纱。（并且，如果您在制作纹板窗口的中选中了布边，则您还需要第三

个密度，布边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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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此功能，请在设定经纬密度 Set weaving density 窗口选中变化纬密（Variable weft

density）选项，然后单击用变化纬密模拟停撬（Simulate regulator with variable density）按

钮。ArahWeave 编写变化密度排列，并在织造编辑器中的变化纬密列中绘制它。

图 324：用变化纬密模拟停撬

13.7.5 停橇<-密度

单击停橇<-密度（Regulator from density）按钮，可以在停橇<-密度窗口中为每个密度区

间指定停撬排列。ArahWeave 计算得到的停撬排列。

图 325：停橇<-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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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保存和打印技术数据表（HTML 格式）

技术数据可以以 HTML 或 XML 格式保存。要保存技术计算，请在 ArahWeave主窗口中选

择文件（File）—技术数据存为 HTML 格式文件（Save technical data as HTML）。您将打开一

个新窗口，里面包含许多选项，它们可帮助您自定义技术数据表。如果您只想保存文件，请

单击确定（OK）按钮，如果要既要保存又要打印，请单击打印（Print）按钮。 HTML 文件

将在浏览器中打开，您可以在浏览器中进行打印。该文件将与织物文件名称相同，软件会添

加 html 扩展名。

图 326：保存（和打印）技术数据窗口

HTML 格式的技术数据包含以下元素：

• 织物质量数据

• 经纱排列

• 纬纱排列

• 组织

• 织物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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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取消选中该区间左侧的切换按钮，则不会将其保存（并打印）到 HTML 文件夹中。

经纬纱排列有竖直（Vertical）选项；表示它们可以竖着书写。如果您想用字母的背景色（标

记经纱和纬纱），就在该纱线的颜色中标记彩色字母（Color letters）选项。

• 织物质量数据（纱线数、密度、筘号、幅宽、织物的纤维组分、穿筘、停撬，排列、

覆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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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纱排列（也有竖直选项，如果只需将此信息传递给织造厂，新页面上有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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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纬纱排列（您可以将其保存为竖直形式，并保存到新页面上；排列的字母可以用纱线

色彩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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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F 格式的组织

• 在 JPG 格式的模拟中，您有三个选项：按实际大小模拟、模拟一个循环（如果循环太

大，软件会进行缩放，使循环适应设定尺寸）、两者兼而有之。简单起见，将其中一个文件

命名为 fabric_name.jpg，另一个命名为 fabric_name.jpeg）。您可以以 dpi（默认值为 100

dpi）为单位设置分辨率，也可以以模拟图宽和高为单位（默认值为 15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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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1 更改默认浏览器

Open SUSE Linux上的默认浏览器是火狐浏览器（Firefox）。火狐会保留分页符，而其他

一些浏览器不支持此功能。您可以在 ArahWeave 的系统设置（Save setup）窗口中更改浏览

器（当然，前提是您装了火狐）。选择帮助（Help）—系统设置（Save setup），在系统设

置 窗 口 中 单击 专家（ Expert ） 选 项。在 WWW 浏 览 器 （ WWW  browser ） 中键

入/usr/bin/firefox。

图 327：狐火浏览器中 ArahWeave 的 HTML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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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整经

整经（Warping）功能将计算：

• 特定经纱的用量

• 每种纱线颜色所需的筒子数量

• 每个筒子的纱线长度（重量）

• 选定整经机的纱线筒子配置。

14.1 整经机配置

首先，您需要在/home/capdam/data/warp/目录中编辑或添加.warper 文件。该文件是对

你的整经机的描述：

• 筒子架数量

• 筒子架块数量

• 纱线筒子顺序（方向——有八个可能方向。ArahWeave 软件用简单的两个字母命名

法：第一个字母表示起点（L——左、R——右、U——下、D ——下），第二个字母表示方

向）。

LD 先左后下

RD 先右后下

LU 先左后上

RU 先右后上

UR 先上后右

UL 先上后左

DL 先下后左

DR 先下后右

经纱目录中使用的整经机配置在软件启动时从/home/capdam/data/warp/.warper读取

如果.arahne 文件中定义的经纱文件的路径不同，那么 .warper 文件的位置也可以不同。

注意，经纱路径必须是绝对路径，不能是相对路径。因此，必须读取.arahne 文件中定义经

纱位置的代码

#PATH_WARP=/home/capdam/data/warp

而不是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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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_WARP=.../data/warp

要完成此操作，您需要手动编辑.arahne 文件。

.warper 配置文件的结构非常严谨。如果文件中有任何错误，软件会跳过它并使用默认整

经机。.warper 文件必须以 Unix进程结尾，而不是MSDOS（CR / LF）。如果你是在Windows

上编辑文件，那就应该在 Linux上使用纯文本编辑器（kwrite、kate ...），或者注意转换文件

结尾。编辑文件最简单得方法是将下方的文本复制到编辑窗口中，然后进行编辑，并保存

为 .warper （ 注 意 名 称 开 头 的 点 ） 。 或 者 您 可 以 与 Arahne 公 司 取 得 联 系

（arahne@arahne.si），我们将根据整经机的规格为您创建一个文件。

以下是.warper 文件内容的一个示例：

#WARPER

#NUM_WARPERS=2

#WARPER_NAME=warper1

#NUM_DIRECTIONS=2

DR

UL

#NUM_CREELS=3

#CREEL_NAME=A

#NUM_CREEL_BLOCKS=6

6x7

6x7

5x7

5x7

5x7

5x7

#CREEL_NAME=B

#NUM_CREEL_BLOCKS=6

5x7

5x7

5x7

5x7

6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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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x7

#CREEL_NAME=C

#NUM_CREEL_BLOCKS=1

5x7

#WARPER_NAME=warper2

#NUM_DIRECTIONS=1

LU

#NUM_CREELS=2

#CREEL_NAME=A

#NUM_CREEL_BLOCKS=1

24x7

#CREEL_NAME=B

#NUM_CREEL_BLOCKS=1 24x7

样品文件定义 2台整经机。您最多可以定义 5台整经机，不过一家公司不太可能会有 5

台以上不同的整经机。每台整经机要有不同的名称。每台整经机最多可以有 5 个筒子架。每

个筒子架最多可以有 50 个区块。区块的大小最多为 100。示例如下：

#WARPER ---文件标签，只是为了识别文件类型。没有任何参数。

#NUM_WARPERS = 2 ---文件中定义的整经机数量

#WARPER_NAME = warper1 ---第一台整经机的名称

#NUM_DIRECTIONS = 2 ---筒子架中允许的筒子喂入方向数

DR ---第一个方向：从左上角开始，筒子向下再向右喂入

UL ---第二个方向：从右下角开始，筒子向上再向左喂入

#NUM_CREELS = 3 ---第一台整经机的筒子架数量

#CREEL_NAME = A ---第一个筒子架的名称

#NUM_CREEL_BLOCKS = 6 ---筒子架区块数量

6x7 ---筒子架尺寸，水平 x垂直

6x7 ---循环直至定义完所有的区块

...

#CREEL_NAME = B ---第二个筒子架的名称

#NUM_CREEL_BLOCKS = 6 ---第二个筒子架中的区块数

5x7 ---筒子架尺寸，水平 x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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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EL_NAME = C ---第三个筒子架的名称

#NUM_CREEL_BLOCKS = 1 ---最后一个筒子架只有一个区块

5x7 ---筒子架区块的大小

#WARPER_NAME = warper2 ---第二个整经机的名称

#NUM_DIRECTIONS = 1 ---第二个整经机上的方向数

LU ---从右下角开始，筒子向左再向上喂入

#NUM_CREELS = 2 ---我们在第二台整经机上只有两个筒子架

#CREEL_NAME = A ---第二台整经机的第一个筒子架的名称

#NUM_CREEL_BLOCKS = 1 ---第二个整经机的第一个筒子架的区块数

24x7 ---水平 x垂直筒子位置数

14.2 编辑经纱

要编辑经纱，请选择织物规格（Fabric）—整经（Warping）。

您必须输入以下数据：

• 条数（Number of sections）——取决于经纱数和经纱排列循环。纱线数和经纱长度取

自计算纱线用量（Calculation of thread consumption）对话框。

• 纱线（Threads）——一个区段中的筒子数量

• 次数（Times）——区段循环次数

• 整经机的喂入方向。软件支持八个方向喂入（字母表示第一次和第二次移动的方

向），必须在整经机配置文件中声明。要更改方向请单击图标。

ArahWeave 软件的目标是：您能用每个区段的循环数来对经纱区段的数量和每个区段的

相对长度进行图形描述。软件的输出是对每种纱线颜色和每个长度（经纱循环）的筒子精确

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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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8：整经对话框

软件还为您提供在筒子架上放置筒子的示意图。筒子与筒子之间应留出一定空间，这样

有助于高端人才对每个筒子进行优化。在整经窗口中，如果每个区段的循环次数正确，将以

红色或绿色标识出来。

14.3 HTML输出

在 HTML输出的整经区段中，您有另外三个选项

经纱模拟

经纱模拟会得到经纱图像，实际上只是它的一个循环。

- 区段图像

区段图像会添加一张当前经纱区段的图像，其中整经机未使用的部分标记为黑白棋盘格

图案。 

- 筒子配置

您可以启用或禁用筒子区段配置。所有这些参数也保存在软件设置中。在经纱区段的报

告中，如果一个区段与前一区段重复，则软件会明确告知该区段等于或镜像前一区段。在经

纱的 HTML报告中，如果该区段是另一区段的完整循环或镜像，则为节省空间，不以表格形

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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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9：变形数据的 HTML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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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计算面料价格

15.1价格计算的必要输入

您必须在价格（Price）窗口（织物规格 Fabric—价格 Price）中输入以下数据才能计算织

物价格：

• 织物中每根纱线的价格（纱线 Yarns 窗口中）

• 每长度单位的整经（warping）成本

• 每重量单位的浆纱（sizing）成本

• 每单位纬纱的织造（weaving）成本（默认单位为 1000 纬纱；您可以在系统设置 Save

setup—单位 Units 中更改）

• 每长度单位的验修（darning）成本

• 每重量单位的匹染（piece dying）成本

• 每重量单位的运输（transport）成本

要计算最终价格，您必须再输入一些财务费用：

• 营业利润（Operating margin）（％）

• 财务费用（Financing）（％）

• 销售费用（Provisions）（％）

• 商业利润（Commercial margin）（％）

输入参数后，单击确定（OK）计算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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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0：价格计算对话框

如果某些生产阶段没有用上，只需设置为零即可。在 HTML 保存/打印输出期间选择也可

以打印织物价格计算。如果要在线计算价格，您可以在在设计过程中在视图（View）菜单中

启用价格计算，软件将根据当前织物参数计算并在标题栏中显示价格。

加工成本取决于织物重量，计算时采用坯布重量。

15.2 设定货币

要设置价格的货币单位，请打开系统设置（Save setup），然后在货币字段中输入货币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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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设置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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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打印织物模拟

ArahWeave 软件始终以当前视图（View）模式和缩放（Zoom）级别来打印织物，缩放级

别通常是 100％，但也有可能是其他组值。要打印织物模拟，请从文件（File）菜单中选择

打印织物（Print fabric to printer）功能。

16.1 打印尺寸

要控制打印输出的大小及其在纸张上的位置，

请在打印尺寸区的字段中输入打印尺寸（宽度 Print

width 和高度 Print height）以及位置（与纸张顶部

和左侧边缘的距离）。要查看最大打印区，请按全

页（Full page）按钮。如果您插入的打印区超出范

围（大于纸张尺寸），软件就会将其修剪至特定打

印机尺寸，并发出蜂鸣声警告。
图 332：打印尺寸对话框

16.2 设置打印区

打印区从 ArahWeave主窗口中织物的左下角开始。您可以用软件的滚动条定位到所需打

印起点。要从第一根经纱和第一根纬纱开始打印您的织物，请将滚动条拉到底部最左侧。

图 333显示的是圆圈图案织物，图案区域尺寸约为 10x9厘米；红色矩形表示打印区域。

要打印图案，就需要移动滚动条到左下角获得打印区。

图 333：红色矩形表示打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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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因织物的当前视图不需要滚动条而无法将打印输出起点定位到左下角，那还可以使

用打印织物窗口的其他设置——织物起点的坐标。设置参数值的方法有两种：在所需织物起

点处按 Ctrl并单击鼠标左键，或者在第一根经纱或纬纱（First Warp / Wef）文本字段手动设

置数值。 

图 334：在织物中按 Ctrl +鼠标左键设置打印输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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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打印选项

打印选项切换按钮位于打印尺寸（Print size）文本字段下方。只需选中选项前的复选

框，即可将其呈现在打印输出中：

•标题（Title）：您将在页面顶部获得包含日期、用户名、客户名称（您的公司）以及软

件版本的扩展标题。所打印的织物名称是当前织物文件名，但如果您将该数据输入“属性”

窗口（织物规格—属性），则可以从那里获取织物名称。

• ：织物模拟会有锯齿形切割纹。

•密度（Density）：织物密度会写在标题列中。

•纱线（Yarns）：纱线颜色选项卡会打印在织物模拟下方。

•颜色（Color）：您可以启用颜色选项卡中的代码（Code）和名称（Name）。

•经纱/纬纱排列（Warp/weft pattern）：您会在打印输出底部获得经纬纱排列。

•一个经纬循环（One repeat）：顾名思义，软件只打印织物的一个循环，对单循环花型

（地毯、桌布）很有用。

图 335：打印织物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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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设置（ Save  setup ）窗口的外观（ Appearance ）选项卡下注册文本

（Registered design text）字段中的文本会打印（或保存）在织物模拟上。

• ：启用后，软件会在织物模拟上打印一个文本，也就是您在系统设置窗口的外观选

项卡中用户打印文本（Custom print text）字段中输入的文本。

图 336：打印输出中的注册文本、用户打印文本和标题的右边部分

• ，如果启用套印（Overprint）按钮，则套印图像（织物规格 Fabric—仿真模拟

Simulation—套印）中的颜色会打印在模拟图左下角。

16.4 打印预览

设置好后，选择打印预览（ Print

Preview）。打印预览显示的模拟图与纸

上的模拟图完全相同（左侧和顶部抵

消）。检查后确定没问题，就关闭打印

预览，单击确定（OK）。

图 337：打印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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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打印机设置

如果要打印到不同的打印机或文件

夹，则应在打印织物（ Print  fabric  to

printer ）对话框 中选 择 打印 机设 置

（Printer setup），更改打印机设置。在

打印机设置对话框中（图 338），您必须

选择所需打印机及图形文件格式、打印

模式和密度（单位 dpi每英寸点数）。大

多数情况下，720 dpi就足够了；对于更

高质量的打印输出，则用 1440 dpi。

图 338：打印机设置

16.6自定义打印输出

16.6.1 商标

要更改织物模拟右上角的商标，就必须更换

logo.gif 文件，它在以 html 格式保存织物技术数

据的默认文件夹里（一般是 /home/capdam/

data/html 文件夹），里面有您自己的商标图像

文件。可以是任何常见的图形格式，但文件名仍

为 logo.gif。

图 339：打印输出中的商标和网站

16.6.2 网站

您可以在商标旁打印公司网址。只需在帮助（Help）—系统设置（Save setup）—外观

（Appearance）中的打印 www（Print www）字段中输入即可（请参阅第 19.4 ARAHWEAVE

软件个性化章有关系统设置的内容）。

16.6.3 织物模拟的标题

您可以使用属性窗口（织物规格—属性 Properties）中的数据来生成打印织物模拟标

题。系统设置（帮助 Help—系统设置 Save setup）中生成文件名（Generate filename）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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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HTML 织物名称格式（HTML fabric name format）文本字段可以指明用哪些属性来自动生

成织物模拟标题。

织物名称格式只有一个规则：织物名称要使用的字段数应放在美元符号（$）后，表示

使用的是字段数而不是文本内容。您可以在字段数后输入任何字符，如空格、斜杠、连字

符，该字符会用在生成的文件名中。

属性对话框中的文本字段具有以下数字标签：

字段 标签
分区 $8, $9  *
名称 $1
质量 $2
设计 $3
版本 $4
季节 $5, $6  *
设计师 $7
备注 $N
配色 $V

* $8只获取分区代码（或名称）的第一个单词（空格前的所有字符），而$ 9则取整

个名称。季节也相似：$ 5仅取第一个单词，而$ 6 取整个代码。还有四个额外的符号可用于

自动生成标题：

织物文件名 $0

无后缀提花图像文件名** $I

剪刀*** $@
保存织物的目录 $D

**是大写字母 I。

***剪刀符号只能用于多织物打印，单织物打印不行。

示例：如果您在 HTML 织物名称格式（HTML fabric name format）中输入规则$1 $2/$3 -

$4，并在属性窗口中输入以下文本：名称为大衣（字段 1），质量为 117（字段 2），设计为

B（字段 3），版本为 12（字段 4）。则生成的织物名称为：大衣 117 / 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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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0：可用于自动生成织物名称的织物属性、系统设置中的织物名称规则及打印输出生成的标题

16.7 一页多图，一步实现

要在一页上打印多个织物模拟图，且无需计

算打印输出到可用空间的位置（计算容易出

错），您可能可以在一个区域多打印两个织物

（共三个）。只需单击打印织物（Print fabric to

printer）窗口中的织物 2（Fabric 2）按钮或织物

3（Fabric 3）”按钮，就能用文件对话框指定其

他织物。可用区域会水平划分为两个或三个相等

区域。

图 341：两个织物区域的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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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多织物打印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一次打印多个织物模拟，即在

打印织物（Print fabric）窗口（图 335）中选中多个织

物（Multi-fabric）按钮，就会弹出多织物对话框（图

343 ）。您需要设置织物 X （ Fabrics  X ）和织物

Y（Fabrics Y）字段中的织物数量。最多可以打印 8×8

织物。要加载织物，请打开浏览（Browse）窗口：双
图 342：标题位置对齐选项

击窗口或单击窗口左下角的“浏览”按钮。您可以通过更改对齐选项来设置织物标题对齐方

式。

要查看打印预览，请单击打印织物（ Print  fabric  to  printer ）窗口的打印预览

（Preview）。

图 343：多织物打印对话框和打印预览

16.8.1 多织物打印窗口的织物模拟图标题

和“常规”打印输出类似，多织物的织物模拟图标题可以从织物首选项生成。您可以将

两个标题打印到不同位置。之所以采用两个标题，是为了尽可能得到“真实”的织物样品。

织物样品放在一块黑色卡板上，通常有一个主设计和几个配色，配色的标题可以和主设计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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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4：含标题 1 和标题 2 的多个织物打印

16.9 打印到文件（将织物模拟保存为数字图像）

您可以将织物模拟保存为数字图像，而不打印

出来。在打印织物（Print fabric to printer）窗口单

击打印机设置（Printer setup）按钮。在打印机设置

窗口中选择图像格式（PNG、GIF、JPEG、TIFF）以

及图像的 dpi（每英寸点数）。图像的宽度 Dpi 和高

度 Dpi可分开选择。单击确定（OK）按钮，然后关

闭窗口。

图 345：将织物模拟保存为图像文件的

打印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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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打 印 织 物 （ Print  fabric  to

printer）窗口选择文件写入的位置：直接写

入软盘（A:)，写入/tmp 或桌面（Desktop）

目录，或选择浏览从文件对话框选一个位

置。然后为图像输入文件名（如图 346 所

示）。软件会自动添加一个文件扩展名（文

件格式）。当您关闭打印机设置窗口时，打

印织物窗口中会有一条新信息：打印机名称

已选择文件格式、像素密度和图像大小（以

像素为单位）。单击确定按钮，就可以将模

拟保存为数字图像。 图 346：打印到文件

16.10 打印到不支持的打印机

ArahWeave 软件打印出来的织物模拟图质量卓越，这归功于定制打印机驱动软件和打印

机色彩配置。市场上打印机众多，Arahne公司无法做到支持所有打印机。但是，即便是

ArahWeave不支持的打印机，您仍可以进行打印（当然，Linux操作系统必须支持该打印

机），但和 ArahWeave支持的打印机相比，打印输出的色彩精度会稍稍逊色一点。

要在打印机设置（Printer setup）窗口未列出的打印机上打印，打印机类型应选择 TIFF。

其余步骤与“常规”打印机相同。您的 Linux 打印系统已正确配置， ArahWeave 软件以 TIFF

格式创建图像文件，TIFF 图像会被自动识别并转换为打印机特定代码。

16.11 建议使用的纸张类型

我们采用 Epson Photo Quality Ink Jet Paper S041061 打印纸来校准爱普生照片打印机，因

此只有使用这类打印纸才能获得色彩搭配效果。但也有一个例外：Epson Stylus Photo R2400

打印机要用 Mate Paper Heavyweight S041256 打印纸。

16.12 保存织物纹理

要将织物模拟保存为织物纹理（用于 ArahDrape、网页背景等的循环图像），请从

Arahweave主窗口中选择文件（File）—保存织物纹理图（Save fabric tex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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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7：保存织物纹理

文件名根据当前织物名称（有需要可以更改）自动设置，加上所选图像格式的后缀。您

可以设置图像格式（JPG、PNG、TIFF）、花型循环数和 dpi（每英寸点数）大多数情况下，

约 100 到 150 dpi。

软件以像素为单位在文件名上方显示实际纹理尺寸，您可以感受一下纹理的大小。如果

织物循环很小，且像素大小为 3000×3000，那您的 dpi可能太高了。如果图像循环非常大，

您还可以降低 dpi来获得适当大小的织物纹理。此外，如果文件太大，您可以将文件格式改

为 PNG，并选中 8-bit 按钮，从而在索引（256）色模式下保存纹理。这样图像会更小，所需

内存减少，于是 ArahDrape就可以更快速地工作。

如果只想保存经纱图像，请勾选经纱图标 旁的经纱（Warp）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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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保存织机（或其他 CAM）数据（纹板）

17.1 制作纹板对话框

ArahWeave 软件的制作纹板（Save cards for production）对话框可以将织物数据保存为

任何支持的机器格式（机器可读文件），然后您可以用数据存储工具（软盘、U盘）或通过

网络将数据传到织机控制装置、提花控制器或电子纹板打孔机、整经机或穿经机。

制作纹板窗口的外观取决于所选的机器以及文件格式，有些格式外观选项更多。保存为

大提花格式（Staubli、Bonas、Grosse……）表示带纹针及其他配置的最复杂的窗口。如果以

某一种织机（小提花）格式保存文件，则对话框窗口看起来与大提花窗口类似，只不过不包

含纹针配置，而穿经机格式和整经机格式的对话框基本上只包含文件名字段和确定按钮。

创建 CAM 文件的必要信息基本上都来自织物文件，如组织结构、选纬模式、停撬和变化

纬密。通常，您只需输入布边组织，然后选择格式、保存位置和文件名。

图 348：制作纹板窗口；大提花配置

图 349：选择织机格式，软件就会隐藏大提花纹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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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制作纹板窗口中设置好各种参数后，可以

保存织机配置以备将来使用（从大提花纹样转换

Jacquard conversion 窗口的菜单栏中选择文件 File

—保存织机配置文件 Save loom layout）。要载入

织机配置，请选择文件—载入织机配置文件

（Load loom layout），或单击在同一菜单栏选

择，就可以在当前选定的织机目录中显示已保存

的织机配置列表。该列表显示的信息比通常的载

入文件对话框更多（格式、纹针数、文件名），

更容易找到用于制作纹板的配置。 图 350：保存的织机配置列表显示的信息比一般的

载入文件对话框更多

17.2 设置纹针数量（大提花）

要保存纹板，纹针数是需要输入的基本信息。

在纹针数（Number of hooks）字段中输入数值。

图 351：纹针数和纬纱字节字段

17.3 设定电子功能数（大提花）

使用机械大提花机时，一些额外的大提花功能（选纬、停撬、布边、毛圈高度 ......）只

能通过实际纹针来控制。大多数电子提花机都没有这些功能纹针，而是具有一些电子功能

（虚拟或电子纹针），它们并不作为实际的物理纹针出现。Bonas控制器的位置 1 到 32 中总

是电子纹针（第一根实际纹针是＃33），而 Grosse控制器在最后一根实际纹针右侧有 64 根

电子纹针，用户可以选择。Staubli控制器则包含 32 根，可根据喜好置于右侧或左侧。

在纹针字段旁的纬纱字节（Weft bytes）中输入电子功能数（参见图 351）。通常是四字

节（32 根纹针）。想知道各个控制位（纹针）的确切位置，请参阅织机和提花说明书。

17.4 设置纹针位置和功能（织机配置）

除了提拉综丝（经纱），通常大提花头中的

一些纹针还有其他的一些用途，如选纬、停撬、

布边、纬密。您要在制作纹板窗口的织机配置

（Loom layout）部分设定好位置和生产窗口。
图 352：位置和元素类型按钮以及长度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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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选择字段类型（纹针功能），请单击字段按钮

（默认标记为空纹针 Empty hook），然后从下拉菜单

中选择功能（类型）（图 353）。在长度（Length）字

段中，输入该功能的纹针数。然后按下键盘上的 Enter

键，就会确认数据并打开下一个字段。ArahWeave 软

件的织机配置字段数限制为 40，大多数情况下应该足

够了。在输入每一个字段时，您需要保存织机配置

（文件 File—保存织机配置 Save loom layout），以便

下次取用。

图 353：选择纹针功能的菜单

17.5 载入布边组织

要将布边组织载入制作纹板窗口，请参照以下步骤：

双击窗口右侧的布边 Selvedge 区域，就会打开组织

编辑窗口的文件对话框，您可以从中选取要载入的布边

组织。

•选择标记为布边的区域，然后按键盘上的组织快捷

键载入默认组织（请参阅第 4.2 默认组织章）。

•单击组织->编辑 Weave to editor 图标（ ），用布

边组织替换当前在组织编辑窗口中的组织。 图 354：布边组织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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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边组织上应用所需更改，然后单击组织<-编辑 Weave from editor（ ）。这样就

会把布边组织放回制作纹板窗口，并恢复组织编辑窗口中先前的（大提花）组织要从字段中

删除布边，只需选中该布边然后按下键盘上的 Delete键即可。

如果布边组织的循环尺寸可以整除花型中的纬纱数量，则织物尺寸以黑色显示，否则显

示为红色。

17.6 选纬，自定义选纬

常规的选纬应该是一根纹针带动一根纬纱，在制作纹板窗口中表示为选纬（Weft

change）。这是 ArahWeave 软件的默认设置，软件会自动为一根纬纱采用一根纹针——第一

根纹针用于纬纱 a，第二根用于纬纱 b等。但有一些大提花设置有所谓的自定义选纬

（Custom weft change）。这时，您应该在织机配置（Loom layout）中选择自定义选纬，并

在制作纹板（Save cards for production）窗口右栏中的自定义选纬字段中载入一个组织，该

组织指示纬纱选择器纹针的位置。要将组织载入该字段（您必须先提前准备一个组织并保

存），就请双击自定义选纬字段。这时会弹出文件对话框，您必须双击所需的组织文件。

图 355显示了八个纬纱选项：正常的位置，以及两个自定义纬纱变换二元和双纬纱变化

的示例。

图 355：常规、二重和自定义选纬

图 356显示了常规、二重和自定义的

1a1b2c1b1d 选纬大提花纹板（注意，最后

一个只是自定义选纬的一个示例，结果以

实物为准）。最后一列只是纬纱选择的颜

色指示。无论您使用哪种类型的纬纱选

区，选纬始终取自经纬编辑窗口。

如果纬纱方向的组织循环尺寸不能被选

纬循环整除，纹板的尺寸就取最小公倍

数。例如，如果选纬循环为 6，组织循环尺

寸为 100，则纹板高度为 300。
图 356：选纬 1a1b2c1d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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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1 纬纱循环极限值（65520 根）

有时组织循环尺寸不能被选纬整除。这

时，软件会自动增大模拟组织的纬纱尺寸直到

能够整除，最大值为 65520。这一值始终显示

在窗口标题中。但在您保存纹板时可能会出现

一些问题，软盘可能会不兼容，文件可能过

大，因为有 65520 根纬纱。为防止出现这种问

题，如果最终尺寸为 65520 根纱线，但纬纱循

环不是 65520 根，则 ArahWeave会报错。所以

您可以保存纬纱根数为 65520 的花型设，前提

是至少有一个参数能达到这个尺寸。如果纯属

偶然，尺寸不能相互整除，软件就不允许您这

样做。

图 357：软件报错，提醒您检查组织循环和选纬循环

17.7输入文件名

输入 CAM 文件的文件名，或者您也可以单击文件名（Filename）文本字段左侧的箭头

，将织物的文件名复制到文件名字段中。软件会根据所选大提花格式的规格自动添加

必要的前缀或后缀。一些大提花格式不支持长文件名；有麻烦时可以只用 8 个字符的文件

名。ArahWeave 软件区分大小写。如果您仍然使用软盘，就插入一个空的 MS-DOS 格式化的

软盘，单击确定（OK），稍等一下，您的图案就可以进行织造了，您也可以在硬盘选一个

位置，或通过网络发送到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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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选择格式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电子大提花格式。第一

组含真正的电子大提花格式，第二组含图表文件格式

（您可能希望用它来把数据传输到另一个 CAD 系

统），第三组含电子小提花格式，第四组含穿经机格

式。

大提花格式

图表文件格式

小提花格式

穿经机

整经机格式

   

图 358：选择 CAM 格式

17.8.1以 BONAS 格式保存，不含纬纱字节

有一些提花机情况比较特殊（主要是在中国），因为电子功能不能写在文件中时（从技

术上说是写了，但 32 bits是从纹针数来的），否则织机控制器无法读取文件。因此，要编写

没有电子字节的文件，就要将纬纱字节数设置为 0（零），并选中第一纬纱字节（Weft

bytes first）复选框。软件会写一个大提花文件，其宽度与织机配置中设置的纹针数量完全匹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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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9：以 Bonas 格式保存文件，不含纬纱字节

17.9 选择保存 CAM（机器）文件的位置：

在保存文件之前，请先选择保存位置。您有以下选

项：

•A：(一个软盘）。

•桌面（从这里复制或附加起来十分方便）。 

•/tmp/（放入 Linux 的临时目录）。

•浏览（Browse）选择目录。

•发送（Send）通过网络将其发送到织机。

• USB，选择该选项，软件会将文件保存到 USB闪

存。 图 360：选择保存文件的位置

        •仿真器，选择该选项，软件会将文件保存到用软盘仿真器驱动的格式化为软盘的 USB

闪存（注意，应在 Linux 系统的磁盘组中选择位置。以便对 USB 存储进行格式化，将文件驱

动器保存为普通用户。）

17.9.1 将文件写入多个 FLOPPY磁盘

您最多可以在软盘上保存 1.44 MB 数据。如果您选择了一个软盘来作为保存位置，而大

提花文件无法与单个软盘相匹配，那么 ArahWeave 软件就会将一个文件分成尽可能多的软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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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例如，如果文件大小为 3 MB，就会被

分为三个文件： 1.44 MB + 1.44 MB + 0.28

MB。此时会弹出制作纹板对话框，上面显示

了标有文件名的按钮。要复制文件，请插入一

个软盘，然后单击第一个文件名按钮。等它复

制完第一个文件后，将这个软盘取出，插入另

一个，然后单击第二个文件名按钮。重复以上

操作直至完成最后一个文件。

图 361：将文件保存到多个软盘

该对话框可以将所有文件复制到桌面上（单击将文件复制到桌面 Copy files to desktop 按

钮）。对于那些没有硬盘驱动器又想将文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织造厂，随后由织造厂复制

到软盘的客户（例如 Mac 用户），这一功能非常方便。这一操作仅适用于 DOS 格式的大提

花软盘格式，因此不支持 Stabuli JC3 和 JC4。

17.9.2 使用 USB 软驱仿真器

USB 软驱仿真器是一个带 USB端口的小盒子，是替代软驱的一个插件。它的尺寸和连接

器与老式普通软驱的相同，因此用 USB 软驱仿真器来代替软驱并不难。将仿真器安装到大提

花控制器后，控制器仍将其视为普通的软驱。

图 362显示了 Stäubli JC5控制器上安装的 USB 软盘仿真器。其前端有三个部分：一个是

用来插 USB闪存驱动器的 USB端口、一个是用来显示选定软盘的编号的两位数显示器、还有

两个用来设置软盘编号的按钮。您可以在闪存驱动器上存储多达 100 个虚拟软驱（从 00 到

99）。例如，如果您已经在 5号软盘保存了一个文件，那您必须将显示器上的数字设置为

05，然后插入闪存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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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2：Stäubli JC5控制器上安装的 USB 软盘仿真器

在安装 USB 软盘仿真器之前，您应先检查仿真器

背面跨接线引脚上一根跨接线的位置。例如，JC4控

制器的跨接线位置与 JC5控制器的不同。 JC4跨接线

必须位于 S0 位置（第一对引脚），而 JC5跨接线必

须位于 S1 位置（第二对引脚）。

图 363：跨接线引脚、连接器引脚和电源连接器

位于仿真器背面。

17.9.3 用 ARAHWEAVE 软件将花型设计保存到 USB 软驱仿真器

将设计保存到 USB 软驱仿真器之前，您必须先格式化 U盘，让它在大提花控制器上被识

别为“虚拟软盘”载体。要执行此操作，请在制作纹板窗口将仿真器设置为保存位置，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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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文件（File）—格式化 USB 软驱仿真器（Format USB for foppy emulator），就会弹出格

式化 USB 软驱仿真器对话框。在起（From）和止（To）字段输入软盘范围。图 364显示了

21 个虚拟软驱的格式化过程——起 0，止 20。

图 364：格式化 U盘以用作软驱仿真器

将设计保存到仿真器时，必须先指定要存

入的虚拟软盘的编号。

图 365：在“起”字段中输入一个软盘编号

如果软盘数量不止一个，则会从选定的软盘开始写入。

例如，图 365 中的花型设计会写在三个软盘上：5号、6

号和 7号。在大提花控制器上载入设计时，您需要将仿

真器编号设置为 05，载入第一个软盘，断开存储键； 然

后将编号更改为 06，连接存储键，载入第二个软盘，再 图 366：多软盘花型设计

次断开存储键，将编号设置为 07，连接存储键，并载入设计的最后一部分。

17.9.4在OPENSUSE LINUX 系统上配置外部（USB）软驱

        如果您只需写 DOS 文件，如 Bonas、Grosse、JC5、JC6以及大多数新式的小提花格式，

您可以将文件保存到硬盘，然后复制到 Dolphin 文件管理器中安装的 USB 软盘中。或者先安

装软盘，然后选择 ArahWeave 软件制作纹板窗口中的保存到 USB（Save to USB）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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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ArahWeave 软件认为您有“真的老式”硬盘，那么只有多软盘文件才能起作用。但这

种写入 USB 软盘的方式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只要文件大于 1.4 MB，就无法保存。如 USB

软驱被系统识别为普通 USB 存储设备，如 USB 存储键，不过在今天看来特别小。

因此，如果您想写非 DOS 文件格式（JC3，JC4），或多软盘 JC5，或者一些老式的小提

花格式，您必须让您的 USB 软驱认为这是老式的驱动系统。为此，您需要编辑其中一个

Linux 配置文件，如下。

•将 USB 软驱连接到没有软盘的个人电脑。您不能连接任何其他 USB 存储设备。

•首先，您需要弄清楚系统中 USB 软驱使用的是哪个设备名称。打开终端窗口（系统

System—控制台 Konsole（终端 Terminal））。

图 367：打开终端窗口

•在终端类型处按以下命令操作（按后面的 Enter键）：ls/dev/sd*

这一命令的输出是设备列表。您可以很容易地将 USB 软驱与硬盘区分开来，因为 USB 软

驱通常是列表中的最后一个设备，且不含分区，分区用名称末尾的数字表示。在下图中，软

驱标记为/dev/s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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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8：终端窗口

•然后转到 Suse 菜单（绿色图标）—系统（System）—文件管理器（File manager 或

Dolphin）—文件管理器-超级用户模式（File manager -Super user mode）。打开后，您需要

输入管理员（root）密码。

图 369：打开文件管理器-超级用户模式

•在文件管理器中，导航到/etc/init.d，然后 boot.local 文件图标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打

开方式（Open with）—K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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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0：在 KWrite 中打开 boot.local 文件

•在文件末尾添加下面这一行（我们在以下命令中用/dev/sdb作为设备名称。您应该根

据系统上 ls/dev/sd*命令的输出来使用设备名称。）：

rm/dev/fd0

chmod777/dev/sdb

ln-s/dev/sdb/dev/fd0

ln-s/dev/fd0/dev/fd0h1440

chmod777/dev/fd0*

图 371：编辑 boot.local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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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文件（文件 File—保存 Save），然后关闭 KWrite 编辑窗口。

图 372：保存文件

重启电脑。如果 USB 软驱一直插着，它会始终使用相同的设备标签，您无需再次修改

boot.local 文件。

要使用这些设置，您需要在 ArahWeave 软件中选择 a：作为保存位置。另外，您需要为

格式化选择格式化软盘（Format foppy）或格式化软盘 JC4（Format foppy JC4）。

要保存为 Dornier Dialog Panel II amv 格式，您需要在 Yast 中安装软件 dosemu。

17.10 纹板预览

纹板预览支持您在以大提花格式写纹板之前查看查数据。我们希望确保组织设计部件都

就位，因此在窗口的顶部中央有一个用于 Verdol 纹板预览的按钮和一个用于线性纹板预览的

按钮。

图 373：Verdol 纹板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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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4：线性纹板预览

在预览窗口移动鼠标，就会显示当前/纹针/纬纱位置。您可以像在 ArahWeave 软件主窗

口一样进行放大/缩小的操作，Ctrl +鼠标滚轮，或按图标 。

17.11 制作纹板窗口的其他选项

•重复第一纬（Repeat the frst weft）选项可以更方便地将纹板卡连接到无限循环。如果

您有电子提花机，则不应使用这一选项。

•提起闲置纹针（Raise unused）这一选项可以释放未使用的纹针。在一些电子提花机

上，如果提升纹针，能耗会降低，所以将纹针提起会更好。

•第一纬纱字节（Weft bytes first）纬纱字节写在纹板右侧部分（“真”纹针部分后

面）。但有些文件格式需要纬纱字节在开头部分（纹板左侧）。如果是这种情况，请选中第

一纬纱字节按钮。

•当织机从带停撬织造切换到常规织造时，地组织停撬（Regulator in ground）功能可以

减少织造错误。在一些密度较高的室内装饰织物上（窗帘有时也会用到），这可能会被视为

织造产生的不规则情况。如果将地组织停撬设置为 1，则软件会每隔一根地组织纬纱就添加

一个停撬。这样密度就能快速加倍。所以，要保持适当的织造密度，您需要将织机一半密

度。然后织机会在所有区域用停撬进行织造，这样有停撬织造到无停撬织造之间的过渡就不

会那么明显。这是织机配置中唯一保存在织物中而不是保存在织机配置中的参数。这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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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处理这种停撬问题的方式只适用于某一些织物，而不是对在这台织机上织造的织物都有

用。

•停撬时增加边组织浮长（Elongate selvedge on regulator）的功能是为布边的花纬腾出空

间。如果您不喜欢，也可以关掉。

•剪花布边（Fil coupe selvedge）是一个特殊功能，可以处理剪花中的布边。一些顾客抱

怨说，如果在布边使用剪花纱线，那在裁剪剪花纱线时会撕裂布边。但我们也不能让剪花纱

线脱离布边，因为它们会随机落回到织物中，从而使织物产生缺陷。选择剪花布边选项，则

软件仅在布边的前六根经纱上给剪花纬纱放一个组织。这足以让它们在织造过程中留在原

位，但它们也会在剪花纱线剪切过程中慢慢落下。如果您不喜欢，也可以禁用该选项。

•停撬开启时反设停撬（Invert regulator）的默认符号为黑组织点（正面）。但也有一些

织机用白组织点代表停撬开启，黑组织点表示关闭。如果是这种情况，请打开反设停撬切换

按钮。

织机配置遵循一些隐含的规则，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没什么问题，但了解一下也无妨：

•如果织机配置的规格比纹针数短，它会自动重复填到未使用的纹针中。如果您希望纹

针保持闲置状态，那就在末尾添加一个空的字段。

•如果使用此类配置，则布边镜像（Selvedge mirror）条目可以将左侧布边镜像到右侧布

边。

•ArahWeave 软件可以制作带布边组织或选纬的设计，且布边组织或选纬不能整除大提

花组织。

17.12 单匹织物

有一些设计（如毯子、披肩、餐巾或桌布）被织造为“单匹织物”，因此在两匹织物之

间至少需要做一个裁剪标志。您可以在制作纹板窗口中为顶部边缘（Top edge）、底边

（Bottom edge）、须边（Fringe）和裁剪标志（Cut mark）添加纬纱，而不是在图像或组织

中绘制纬纱。选中单匹（One piece）选项后，您就可以获得这些选项。您可以为每个选项输

入纬纱数量。如果选择顶部边缘（Top edge）或底边（Bottom edge），则需要为每个边载入

组织。要载入组织，请双击列中右侧的顶部边缘区域，打开组织编辑窗口的文件对话框，您

可以从中载入要用于顶部边缘的组织。底边同上。两匹之间可以有须边。指定须边

（Fringe）字段中须边的长度（纬纱的数量）。如果选中裁剪标志（Cut mark），那软件会

在须边中间用两根纱线织一个平纹组织，这样您就可以准确区分两块织物了。如果要在循环

开头和末尾有须边，请选中居中对称（Center）选项。软件会将须边数分开，一半放在开

头，一半放在的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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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5：“制作纹板”窗口中的单匹织物的设置

17.13 制作织物布头和布尾

用户可以使用 ArahWeave 软件来创建生产

标签，这个生产标签可以织在大提花织物的起

始部分和末尾部分。

图 376：带织造标签的织物

17.13.1 制作布头和布尾的步骤

要打开制作布头布尾（Make fabric header/footer）对话框，请从制作纹板窗口菜单栏中

选择调节（Change）—制作布头布尾（Make fabric header/foo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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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7：制作布头布尾对话框

•确定组织

ArahWeave 软件直接从大提花设计的组织中获取标签的主要组织。这样可以保证标签的

质量和主要织物一样，在后整理时才不会出问题。因此，您不需要给有关的基本标签组织设

置任何东西。但您可以为布头/布尾的三个不同部分确定（从库中载入）组织：

标题（Title）——文本中字符的组织（如果没有设置它，软件就为字符组织采用反转大

提花组织）。

背景（Background）——字母背景的组织。

边界（Border）——顶部边缘（Top edge）的组织在织物的标题后，这是为了防止您将

织物放入织机时损坏布头。

•选择起始纬纱

默认情况下，织物标题以花型设计的第一根纬纱起头，因此它只根据花型设计继续（循

环）。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您想要在标签组织中使用不同部分的花型设计，您可以设置不同的

标签组织起点。

•默认情况下，布头与布尾内容相同。如果想要不同的布头布尾，只需取消选中布头=布

尾（Header = Footer）按钮，并在制作织物布头布尾窗口中添加一个新的布尾编辑空间。

•设置标签和标签文本的纬纱数

在纬纱（Picks）字段中输入用于整个标签的纬纱数量，即要用于标签（Label）字段中输

入文本的纬纱数量。显然，标签数不能超过纬纱数。然后，您还可以确定边界纬纱数。从织

机上取下织物时，标题末尾通常会添加边界以防止标签损坏。

•设置文本布局（方向、对齐方式、位置）

您可以完全自由地选择标签文本的位置。首先设置方向

（镜像），然后设置对齐，最后设置垂直位置。

要对齐左右边缘内的文本，请选择左对齐 、居中 、右

对齐 和两端对齐（在整个设计幅宽内重复） 图标。

要在标签的顶部边缘和底部边缘垂直对齐文本，请选择顶

端对齐 ，居中 和底端对齐 图标。

图 378：方向、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

对齐方式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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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镜像功能可以在反转织物上创建可读文本。

图 379：用不同镜像选项创建的同一文本的四个示例

•输入标签内文本。

标签的文本输入字段紧邻标签文本的纬纱数

量。

图 380：标签的文本输入字段

         •设置标签的选纬

默认情况下，ArahWeave 软件取用主设计中的一种纬纱颜色的排列。如果您不希望该标

签与主织物颜色相同，或者想用不同的排列，就请在选纬（Weft pattern）文本字段中设

置。此外，您可以为顶部边缘（Top edge）选择排列。

•设定花型循环次数（织造软件）

在组织循环次数（Weave repeats）字段中设置在布头前织造的组织循环次数。例如，如

果循环尺寸为半米，且织机上那匹织物的长度为 70米，则将组织循环次数设置为 140。

纬纱——与组织循环次数类似——您在这里设置在布头前织造的纬纱数。显然，无论是

组织循环次数还是纬纱数，ArahWeave 软件只能考虑一个参数。

•保存布头/布尾纹板用于生产：

制作布头/布尾窗口的最后一部分由三个选项组成：

修改织物（Modify fabric）主要用作布头/布尾预览。ArahWeave 软件在初始织物中添加了布

头和布尾，生成了一个新织物。如果要保存布头和布尾的纹板，则必须再次加载初始织物并

使用制作纹板（Make cards）功能。制作纹板可将三个大提花纹板（初始织物文件、布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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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尾纹板）保存到制作纹板（Save cards for production）窗口的位置上。 ArahWeave 软件还

会写 Staübli 程序文件，从布尾开始，到主设计循环配置次数，最后到标题的后整理。制作

织物（Make fabrics）仅保存布头和布尾织物以供后续使用。

图 381：初始织物和带布头和布尾的修改后的织物

17.14 纹针排序

纹针排序功能可以按所需顺序混合排列纹针。如果将其留空，则排列保持不变并以正常

方式循环。如果输入 1 2 3 0，该排列会被解读为 1 2 3 0 4 5 6 0 7 8 9 0 10 11 12 0……其中 0表

示空（闲置）纹针。这一操作可以在补改变织机降低经纱密度而不改变织机吊综。

您也可以这样混合纹针组 1 3 2 4，解读为 1 3 2 4 5 7 6 8 9 11 10 12 13 15 14 16 17 19 18

20……如果您要织造毛圈织物或拉绒织物，且希望纹针随织机运行方式以特殊方式重新排

列，那这一操作非常有用。最重要的是，您可以写一个完整的配置，从第一根纹针到最后一

根纹针。这样您完全可以自由选择排序方式。输入纹针排序的字段看起来很短，但可以容纳

大量的数据，高达 60000 个字符，足以确定 20000 根纹针，这一信息可以保存到织机配置文

件中以备将来再用。如果您和 Arahne公司合作，且您不想每天更换织机配置，那么 Arahne

公司会根据您的需要为您准备好相应的织机配置。

您还可以指定纹针排序的数值范围。当纹针特别多，需要连续大块地镜像或混合时，这

一功能就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现在您只需输入 5-10就可以指定纹针排序范围，意思与 5 6

7 8 9 10 或 10-5（即 10 9 8 7 6）相同。范围始终是连续的，且始终包含第一根和最后一根纹

针。如果第一个数小于第二个数，那范围是上升的，否则范围下降。减号（-）和范围数值

之间不能有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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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纹针排序时，您需要知道排序的纹针总数。软件会在纹针排序（Weave shuffle）标

签中为您计算，例如纹针排序[4800]。如果您有空纹针（排序带零），那这一功能就很有

用，因为软件既会计算排序纹针的总数，也会计算有效纹针数（实际工作的纹针数）。显示

为纹针排序[1320->1200]。

通常，排序功能仅在设计纹针时使用。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布边纹针也需要排序，您

可以单击纹针排序中的布边（Selvedge）切换按钮来启用该功能。

17.14.1 用纹针排序来改变大提花纹板的起点

有时您不想用第一根纱线作为大提花纹板的起点，而是想用其他纱线作为起点。这可以

通过更改组织实现，但更快的方法是您直接“告诉”软件起点是什么。只需在纹针排序字段

中输入所需数值，如 1201——然后第一根排列纹针就变成了组织在 1201 位置的纹针。

17.14.2排序：双倍循环一半密度

大提花织机相比小提花织机而言设计灵活性更强，您无需更换织机就可以织造任何类型

的组织。但是这种灵活性也带来了另一方面的不灵活性：您不能随意改变经纱密度和总经根

数。在小提花织机上，您只需使用不同的筘齿，按照喜好将纱线引入综框的综丝之中，然后

就得到了想要的密度。而在大提花织机中，纹针绑在织机上，您无法随意更换。在大提花织

机上布置纹针可能要花费一两周的时间，且成本高昂。

因此，织布工只有采用先进的技巧才能织造较低的密度。我们会尝试在不舍弃任何一根

工作纹针的前提下，以原来一半的密度进行织造，且花型图案的分辨率不会降低。这一技巧

仅适用于需要重复纹针两次及以上来织造所有经纱的较小的大提花织物。在全宽（大型）大

提花上，您只需用纹针排序“1 0”，这样每隔一个纹针就是空纹针。在重复的配置上，排序

“1 0”会减少实际工作纹针数，如从 1200 减少到 600。但这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我们是想把

密度降低一半，但我们不想更改织机上的纹针配置，我们仍要使用完整的 1200 根纹针进行

设计。能做得到吗？只要够聪明，就能做到。

这一功能可自动写一个纹针排序，让您使用循环的两倍宽度进行设计。设计会将当前设

置的一半密度，因为在循环的前半部分用的是奇数纹针（1、3、5……）（就算这部分纹针是

空纹针），甚至在第二部分中的纹针也是奇数纹针（这一部分的纹针是空纹针）。例如，如

果 花 型 设 计 有 2400 根 纹 针 ， ArahWeave 软 件 会 写 出 下 面 的 排 序 ：

1、1201、2、1202、3、1203、4、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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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2显示了在同一织机上织造的两种织

物，但右侧的织物的密度是左侧织物的一半，

因此循环次数加倍了。纹板已经通过双倍循

环-一半密度功能修改了。

图 382：双倍循环一半密度

17.14.3 空纹针图

您可以在 ArahPaint 软件中绘制图像（或在组织编辑窗口中绘制组织）来代表空纹针，而

不是输入 0来代表；图像水平方向上的尺寸应等于纹针数。竖直方向的尺寸并不重要，只需

设置为 2即可。然后用黑组织点绘制空纹针，在组织编辑窗口中使用复制工具很容易操作。

之后您就得到了空纹针图（Skipped hooks map）图像，其中黑组织点表示织机上的空纹针。

保存此“纹针组织”，因为您需要将其载入制作纹板（Save cards for production）窗口。

图 383：绘制空纹针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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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制作纹板窗口。左边最后一部分是空纹针图（Skip hooks map）部分，将“空纹针

图”载入该字段中。纹针排序字段上的数字显示在全部纹针中共有多少根空纹针，以及在设

计纹针中有多少根空纹针。在图 384 中，纹针数是 2688，空纹针数是 168，2400 根设计纹针

中有 2250 根工作纹针。

图 384：制作纹板窗口的空纹针图

纹板预览显示了空纹针的位置。

图 385：纹板预览；注意空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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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镜像纹针或或尖头纹针，您必须在纹针排序字段写出，不写空纹针，只写实际工

作的设计纹针。

17.14.4 从旧文件中的空纹针提取纹针排序

有时您会遇到非常复杂的织机配置，该配置中的纹针排序十分不规则。如：在前 100 根

纹针设计中，每 10 根纹针中就会有一根空纹针，在第 101-1100 根纹针中，每 9 根纹针有一

根空纹针，而在第 1101-1200 根中又是每 10 根纹针有一根空纹针。

有时如果您足够幸运，您就有现成的这种配置。但如果可以自动导入这种配置就好了！

您很幸运，真的可以。您需要首先载入这一纹板图像并删除空白区域和选纬，这样组织编辑

窗口中就只剩下那个组织（带空纹针）。然后，在制作纹板（Save cards for production）窗

口中选择调节（Change）—判断空纹针（Guess skipped hooks）。软件会检查哪些纹针是空

纹针，并自动写入纹针排序。您可以将其用作新织机配置的基础。

17.15 STÄUBLI JC5 空间

如果您选择的大提花格式是 Stäubli JC5，那纹针规格末尾会有一个额外的字段：空间

（Zones）。您可以用这一字段将纹针区域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部分（区域），每个空间都有

各自的名称。通常，纹针在区域 1上，而纬纱字节在区域 2上。您可以使用第一纬纱字节

（Weft bytes first）按钮将纬纱字节放在大提花纹针区域前面或后面。如果您想做更复杂的

设计，那就必须使用空间字段。示例如下：

48（左布边）2400（设计）48（右布边）32（控制）

这就指定了共 2528 根纹针，并给出了区域的正确名称（在括号内）。如果纹针数与区

域总和不匹配，则不使用区域。使用区域功能可以简化织机控制器上布边的变化，因为很好

改变整个区域中的织物。有时，如果用户无法在控制器上配置输入滤镜，那这时就需要用特

定的区域配置来将花型设计加载到 Stäubli JC5控制器上。因此，我们必须使用与控制器配置

完全相同的区域配置来写入花型设计。

17.16 STÄUBLI JC6

新的 Stäubli JC6控制器可以显示图像和一些附加信息，这些信息储存在 JC5 纹板文件

中。ArahWeave 软件会保存织物模拟图、组织名称、经纱数量、纬密、纬纱颜色名称和每种

纬纱颜色的数量。如果选择 JC6 提花格式，那这些数据都会自动保存。保存文件的文件扩展

名仍然是 JC5，并且由此获得的文件与 JC5控制器兼容。JC6 文件会略大一点，因为它还会保

存图像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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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6：Stäubli JC6控制器

图 387：Stäubli JC6控制器的全屏模拟预览

17.17支持小提花 CAM接口

您可以将组织纹板保存在以下织机格式中：

•CCI Tech（写）

•Dornier AMV（写）

•Dornier DoTech（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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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nier DoStyle（读写）

•Dornier DoWeave（读写）

•JiangYin TongYuan SGA598（写）

•Nuovo Pignone FAST（写）

•Panter（读写）

•Picanol Des（写）

•SmitTextile G6300（读写）

•Somet DOP / COP（读写）

•Stäubli 1858III（读写）

•Toyota JAT710（写）

•Vamatex PID / PIW（读写）

17.18支持穿经机

对这些机器的支持在选择大提花格式的最后一组条目中。如果您选择 VEGA 格式，那几

乎没什么织机配置条目，因为没用到。但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字段——停经片列数（Drop wire

rows），我们可以在该字段选择停经片的列数。几乎所有其他用于创建整经机数据的参数都

可以在织物组织窗口（穿经）和纱线用量窗口（布边穿筘、花型穿筘、布边纱线数等）找

到。您可以输入的唯一一个其他参数是布边组织——载入方式可与大提花相同。布边综框对

常规花型综框来说总是多余的。

由于 ArahWeave 的有小提花/大提花双重功能，因此也支持在同一台织机上同时织造小

提花和大提花的时候的一些比较复杂的设置。地组织通常使用小提花组织，而一些标签或文

字是以大提花的形式插入织物中。这样一来，经纱准备就更为复杂了，因为我们需要把大提

花纱线从小提花纱线中区分出来。大提花纱线不能穿入综框内。为了区分这两种纱线，我们

现在采用了一种特殊符号——正负穿筘值。正穿筘值表示图案的小提花部分，而负穿筘值表

示图案的大提花部分。这种区分在软件的其他部分没有影响，这些纱线只有在整经机中处理

方式才不同。负穿筘值被解读为空综框，但正常插入筘齿和停经片。空筘齿也支持：作为空

筘，没有空综框，没有停经片。VEGA 格式的循环块也支持，因此文件不会太长。

17.19 网络数据传输

ArahWeave 软件支持通过 FTP协议直接转移到大提花控制器。在这些说明中，我们假设

您对 TCP / IP 和网络管理有一些基本认识。要通过网络进行数据传输，您必须将大提花控制

器连接到 Arahweave 计算机的同一网络。每个控制器的 IP地址必须相同，这一点您必须先了

解。在 ArahWeave 软件中设置 ftp传输之前，您应先检查它是否是手动工作。在这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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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们用 129.0.0.19来作为大提花控制器的 IP地址，但您应该使用大提花控制器的实际地

址。打开终端窗口并输入：

ping 129.0.0.19

然后按 CTRL + C 停止。如果能正确发送数据包，则表示您已经通过 TCP / IP 正确连接到织

机了。现在我们要检查是否可以与控制器上的 FTP服务器通信。输入：

ftp 129.0.0.19

系统会提示您输入用户名，您就输入“anon”并按 Enter键输入密码。这适用于 JC5控制

器（JC4控制器不支持 ping 命令，您应尝试使用 ftp 命令连接），但其他大提花控制器可能

需要使用特定的用户名和密码。有关 FTP服务器的用户名和密码，请参阅大提花控制器的文

档。等您通过 ftp 命令连接到 ftp服务器后，您应该试着发送文件看看。我们会设置二进制传

输，发送文件 test.jc5和表格

.bin put test.jc5 bye

如果都没有出错，那我们就可以将 FTP集成到 ArahWeave 软件中。您需要在织机配置的

默认目录中设置织机网络配置文件（.looms file）。要在 ArahWeave 软件中打开这个文件，

请选择帮助（Help）—系统设置（Save setup），单击专家（Expert）选项卡，然后单击织机

网络配置（Loom network confguration）按钮。

图 388：打开织机网络配置编辑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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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第一次打开编辑窗口时发现没有.loom 文件，那窗口就是以空白数据方式打开

的。首先要设置网络中的织机（行）数量。

图 389：织机网络配置编辑窗口

要在单元格中输入数据，请单击鼠标左键，然后键入数据。单元格原来的内容会被覆

盖。要编辑单元格内原来的数据，请用鼠标左键单击单元格，然后按键盘上的 F2。您可以

用鼠标中键将数据从一个单元格复制到另一个单元格。

首先须输入对软件用户可见的织机（或位置）名称（这样用户无需记住 IP地址）。其次

还须输入 IP地址（或 ftp服务器名称，或目录路径），然后输入用户名、密码、路径（如果

不想将文件放在 ftp 用户登录的默认目录中）、大提花格式以及特定织机的纹针数量。若纹

针的数量未知，或者纹针数无关紧要，则输入 0，纹针总数（Hooks）字段不能为空。其他

非必要参数请留空。

注意，大提花格式的书写方式必须以与菜单中显示的相同，不能使用正确的“Stäubli

JC5”（使用变音符号），而应输入“Staubli JC5”，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配置多达 300台织

机。完成编辑后，单击系统设置（Save setup）按钮。软件会创建.loom 文件来保存所有这些

设置。您需要重新启动 ArahWeave 软件才能使用新创建或更改的.loom 文件。

图 390：带数据的织机网络配置编辑窗口

17.19.1 向织机发送文件

将文件发送到织机的方法有两种：



www.arahne.si  ArahWeave
17 保存织机（或其他 CAM）数据（纹板） 

264

•第一种方法：从 制作纹 板 （ Save  cards  for

production）窗口发送文件：

在制作纹板窗口中选择发送（Send）（图 391）作

为目标文件，然后单击确定（OK）。系统创建了一个文

件并将其写入/tmp 目录后，发送纹板到织机（Send file

production）对话框就会打开。 

图 391：选择目标文件

窗口显示的织机列表是按照两个标准动态

创建的：纹针数（number of hooks）和文件格

式（file format），这是为了防止发送到错误

的织机。例如，如果您以 Staubli JC4 格式创建

了 2688 根纹针，则列表只显示有 2688 根纹针

和 JC4 织机控制器的织机。要发送文件，请单

击要发送文件的文件夹，然后单击确定按钮。

图 392 的示例是将大提花织物发送到三个选定

织机。每次转移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会告知您。

 图 392：发送纹板到织机

•第二种方法：直接从发送纹板到织机（Send file to production）窗口发送文件：

在 ArahWeave 软件主窗口选择织物组织（Weave）—发送纹板到织机。发送纹板到织机

窗口会显示.looms 配置文件中的所有织机。单击浏览（Browse）选择您要发送到选定织机的

大提花纹板。按确定发送文件。

17.20 用织机配置从纹板图提取数据

这一功能与制作纹板（Save cards for production）窗口的操作相反。如果您只有纹板没

有织物或组织文件，却需要创建织物模拟或以不同的大提花格式保存组织，那就使用这一功

能。将纹板载入组织编辑窗口中。将相应的织机配置载入制作纹板窗口。然后选择调节

（Change）—从纹板图提取织物组织（Extract data using loom layout）。如果设置正确，就

可以在组织编辑窗口获得大提花组织和停撬排列，并在经选纬编辑（Edit warp and weft

pattern）窗口获得选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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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1 从纹板文件中获取布边

如果需要，还可以使用从纹板图提取织物组织功能将布边从纹板文件载入制作纹板窗

口，有两个选项必须按如下所示进行设置

•停撬时增加边组织浮长（Elongate

selvedge on regulator）选项应设置为零

（0）。

•系统设置窗口织造部分的在织物中

保存/载入边组织（Save/load selvedge

weave in fabric）选项应打开。

17.21 将大提花纹板从一种织机配置转换为另一种织机配置

如今，大多数工厂购买大提花机的数量与日俱增。他们买 100台织机，每台织机的品

牌、型号和尺寸都不同。他们会先买一两台，然后随着需求增长逐渐增加数量。这通常也意

味着他们会选择不同的品牌或型号，或者由于某些技术原因，新型大提花织物会有不同的织

机配置。ArahWeave 软件用一个简单的系统将织物从一种大提花格式和配置转换成另一种格

式和配置。显然，这仅适用于设计纹针的数量相同的大提花机。要把 2400 纹针的花型设计

转换为 1200 纹针的设计可不容易。但您可以轻松地将 Grosse 1200 纹针纹板文件转换为

Stäubli JC5 纹板文件。两个文件的布边、纹针位置和选纬或停撬可能都不同。

这一操作是为了减少您在转换将设计配置时的一些重复性操作。第一步，您需要理解并

保存要转换的两台（所有）大提花织机的织机配置。然后，如果您的大提花文件已经在硬盘

上，就选择织物组织（Weave）—从织机载入纹板（Load jacquard cards）。第二步，选择织

物组织（Weave）—制作纹板（Save cards for production），并载入对应该文件的织机配

置。载入正确配置后，选择调节（Change）—从纹板图提取织物组织（Extract data using

loom layout）。软件会根据当前织机配置中的信息来去除纹针上的空白区域，只保留组织。

如果有选纬和停撬数据，它也会提取这两个数据。如果您现在要保存设计，它会以现有方式

保存。因此，您需要选择文件（File）—载入织机配置文件（Load loom layout），并载入要

保存的设计的大提花配置。您可以按原样保存，也可以修改选纬、布边，或进行其他任何必

要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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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的主要优点是，即使是外面设计工作室或其他设计系统开发的旧设计也可以这

样操作。如果花型设计是在 ArahWeave 软件中开发的，那就没道理采用这种方式，因为您只

需载入要使用的织物和织机配置，并为每个大提花配置重新保存大提花纹板设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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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用 XML连接数据库

18.1引言

ArahWeave 软件可以将花型设计数据与公司的生产管理系统（ ERP-企业资源规划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结合。

Arahne公司开发了很多从 ArahWeave 软件导入和输出数据工具。这些工具看起来很复

杂，但您不用害怕，因为已经有人成功用 XML连接到数据库了。

18.2 数据导入

所有导入和输出数据格式都以 XML为参照。XML是供应商描述数据交换文件格式的一个

简单标准。我们用的是一个基础版的 XML——一个 XML 文件和一个描述 XML 文件有效结构

的 DTD 文件。您可以用 DTD 文件来验证导入或输出的文件。实际上 DTD 文件并不用于导入

和输出，它只用于定义 XML 文件的结构，让您知道哪些字段是必需的，哪些不是必需的。

如果将 DTD 文件放在与相应 XML 文件夹的同一位置，则有些浏览器可以验证 XML 文件结构

是否正确，还会显示 XML 文件的树状结构。

图 393：Nedit 中的 XML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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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数据格式之前，我们必须弄清格式的来源。最简单的方式是将 XML导入文件复制

到 ArahWeave 软件 XML 文件的标准位置。也就是/home/capdam/data/xml 或.arahne 配置文件

中定义的其他位置。您可以将 XML 文件输出到不同位置，从而更改默认的 XML 位置，然后

保存设置。

但也有更复杂的设置，需要您使用 FTP协议从不同的计算机获取导入文件。FTP规范和

导入/输出请选择帮助—保存设置，它们在数据输出选项卡中。要使用 FTP，就请填写标有通

过 FTP传输 XML 数据的文本框。您必须指定 IP地址（数字或域名）、用户名、密码以及是

否使用被动模式 FTP。

输出和导入数据的 FTP 位置相同。要在 XML导入时使用 FTP，您必须在导入数据文本框

中选择 FTP，您还可以为 XML导入文件指定一个目录。这一操作可能会很有用，可以不让输

出文件和导入文件混在同一目录中。导入数据时的另一个选项是在导入过程中删除旧文件。

谨慎使用！这个选项在导入数据的测试阶段最有用，因为软件会自动删除先前导入的所有文

件。只要系统正常运行，您就不需要用这种破坏性的导入方式，因为所有数据都应有一个清

晰的创建路径，且数据只能插入一次，不用担心重复。

图 394：系统设置中的数据输出

现在我们先介绍实际导入文件的规范。如果有做数据库的经验，您可能会想知道我们定

义的关键是什么。含单词代码的所有条目都应该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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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 经纱排列

经纱排列由以下名为 ArahneWarpPatternImport.dtd的简单 DTD 文件指定：

<?xml version="1.0" encoding="ISO-8859-1"?>

<!ELEMENT ArahneWarpPatternImport (Pattern*)>

<!ELEMENT Pattern (Code, Value)>

<!ELEMENT Code (#PCDATA)>

<!ELEMENT Value (#PCDATA)>

导入经纱的 XML 文件的名称必须为 ArahneWarpPatternImport.xml。示例：

<?xml version="1.0" encoding="ISO-8859-1" standalone="yes" ?>

<!DOCTYPE ArahneWarpPatternImport SYSTEM "ArahneWarpPatternImport.dtd">

<ArahneWarpPatternImport>

<Pattern><Code>00001</Code><Value>2a 1b</Value></Pattern>

<Pattern><Code>00002</Code><Value>1a 20(1c 1d)</Value></Pattern>

<Pattern><Code>00003</Code><Value>5a 70[1d 2c2b]</Value></Pattern> </ArahneWarpPatternImport>

代码值和数据库中经纱排列的代码一样。不要在代码中使用“/”或“\”，因为代码随后

会被用作文件名来保存经纱排列。经纱排列的值是可以在 ArahWeave 软件中写入的任何常规

经纱排列。不区分字母大小写，可以空格，可以使用多个级别的括号。如果使用括号，只能

使用（）或[]，不能同时出现两个相同的括号。允许使用的纱线字母范围是 A-Y，经纱排列最

多可以有 65520 根纱线。在导入时每个排列都会被解读，软件会检查其是否正确。导入结束

后，软件会通知您成功导入的文件数和失败的文件数（如果有的话）。如果您想在测试阶段

查看导入失败的排列，可以在控制台输入以下文字来运行软件：

/home/capdam/aw/aweave

无法导入的排列会写入文本控制台。

您可以在系统设置窗口数据输出（Data export）选项卡的导入数据（Import data）文本

框中按经纱排列（Warp pattern）按钮来导入经纱排列。导入时，会根据解读的每个排列重

新绘制当前织物。这很正常，可以反馈软件的运行情况。在正常的奔腾 4 或更新的计算机上

导入数千个排列，所花时间不超过一分钟。导入完成后，您可以以图表方式浏览排列，如

6.3 浏览经纬纱排列节所述。

18.2.2 纬纱排列

纬纱排列的处理方式与经纱排列完全相同，上面写的所有内容仍然有效。

只有 DTD 和 XML 文件的文件名略有改变。

这是 ArahneWeftPatternImport.dtd文件：

<?xml version="1.0" encoding="ISO-8859-1"?>

<!ELEMENT ArahneWeftPatternImport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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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 Pattern (Code, Value)>

<!ELEMENT Code (#PCDATA)>

<!ELEMENT Value (#PCDATA)>

这是对应的 XML 文件 ArahneWeftPatternImport.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ISO-8859-1" standalone="yes" ?>

<!DOCTYPE ArahneWeftPatternImport SYSTEM "ArahneWeftPatternImport.dtd">

<ArahneWeftPatternImport>

<Pattern><Code>00001</Code><Value>2a 1b</Value></Pattern>

<Pattern><Code>00002</Code><Value>1a 20(1c 1d)</Value></Pattern>

<Pattern><Code>00003</Code><Value>5a 70[1d 2c2b]</Value></Pattern> </ArahneWeftPatternImport>

18.2.3 纱线颜色名称

在数据库中，所有内容都需要编写代码，所以每个颜色名称都要有一个代码。这个导入

文件可以用来指定颜色名称。首先，这是 DTD 文件 ArahneYarnColorImport.dtd： 

<?xml version="1.0" encoding="ISO-8859-1"?>

<!ELEMENT ArahneYarnColorImport (YarnColor*)>

<!ELEMENT YarnColor (YCode?, YColorCode, YColorName, YNumValues?, Value?)>

<!ELEMENT YCode (#PCDATA)>

<!ELEMENT YColorCode (#PCDATA)>

<!ELEMENT YColorName (#PCDATA)>

<!ELEMENT YNumValues (#PCDATA)>

<!ELEMENT Value (CIE_Lab, RGB, Percent?)>

<!ELEMENT CIE_Lab (#PCDATA)>

<!ELEMENT RGB (#PCDATA)>

<!ELEMENT Percent (#PCDATA)>

下面是 XML 文件 ArahneYarnColorImport.xml的一个示例：

<?xml version="1.0" encoding="ISO-8859-1" standalone="yes" ?>

<!DOCTYPE ArahneYarnColorImport SYSTEM "ArahneYarnColorImport.dtd"> <ArahneYarnColorImport>

<YarnColor><YColorCode>332323</YColorCode><YColorName>Rossignol</YColorName><YNumValues>1<Y

NumValues><Value><CIE_Lab>75.23  65.23  15.23</CIE_Lab><RGB>255  10  12</RGB></Value></YarnColor>

<YarnColor><YColorCode>333523</YColorCode><YColorName>Girasole</YColorName><YNumValues>1<YN

umValues><Value><CIE_L>85.23 12.03 75.23</CIE_Lab><RGB>2550210 17</RGB></Value></YarnColor>

<YarnColor><YColorCode>234523</YColorCode><YColorName>Printed 5 colors</YColorName></YarnColor>

<YarnColor><YColorCode>434543</YColorCode><YColorName>melange 50</YColorName>

<YNumValues>2<YNumValues><Value><CIE_Lab>83.23 1.03 -1.23</CIE_Lab><RGB>0 0 

0</RGB><Percent>50</Percent></Value><Value><CIE_Lab>23.23 -1.03 -4.23</CIE_Lab><RGB>0 0 

0</RGB><Percent>50</Percent></Value></YarnColor>

</ArahneYarnColorImport>

如您所见，这个 XML 文件可以用来为每个纱线代码指定名称，还可以指定颜色的可选

CIE Lab值。大多数 ERP 系统不含比色指定的实际纱线颜色，所以省去了 Lab值。但如果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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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仪测量所有颜色，并插入这一 XML 文件夹中，就可以载入 Lab值。有些纱线可以有多种颜

色，如色纺纱线。

虽然可以根据请求导入 ArahneYarnColorImport.xml文件，但如果把它储存在标准

XML 位置，那每次运行软件时就都会读取它。导入这一文件不会在 Arahweave 软件的数据文

件中生成新颜色。这个文件只对在 纱线浏览过程中显示正确的纱线颜色名称有帮助。

18.2.4 纱线

纱线的数据库视图与纱线的 CAD 视图略有不同。ArahWeave 软件关注正确的颜色、形

状、光泽、毛羽、直径以及制作漂亮织物图像的所有参数。而数据库只关心数字和代码。它

们有 一 些利益交叉 点，那就是我们 尝试从 数 据 库 导入 ArahWeave 软 件 的内

容。ArahneYarnImport.dtd如下所示：

<?xml version="1.0" encoding="ISO-8859-1"?>

<!ENTITY % cUnit "count Unit (tex|Nm|NeC|NeW|Np|Ny|NeL|NeS|Td|Run|dtex) #REQUIRED">

<!ENTITY % lUnit "lengthUnit (mm|cm|m|in|ft|yd) #REQUIRED">

<!ELEMENT ArahneYarnImport (YarnImport*)>

<!ELEMENT  Yarn  (YCode,  YName,  YCount,  Ply,  Twists,  TwistContraction,  Model?,  DimensionFactor?,  HairLength?,

HairProbability?, Fibre*)>

<!ELEMENT YCode (#PCDATA)>

<!ELEMENT YName (#PCDATA)> <!ELEMENT YCount (#PCDATA)>

<!ATTLIST YCount  %cUnit; >

<!ELEMENT Ply (#PCDATA)>

<!ELEMENT Twists (#PCDATA)>

<!ATTLIST Twists %lUnit; >

<!ELEMENT TwistContraction (#PCDATA)>

<!ELEMENT Model (#PCDATA)>

<!ELEMENT DimensionFactor (#PCDATA)>

<!ELEMENT HairLength (#PCDATA)>

<!ELEMENT HairProbability (#PCDATA)>

<!ELEMENT Fibre (#PCDATA)>

<!ATTLIST Fibre percentage CDATA #REQUIRED >

一个 ArahneYarnImport.xml的实例：

<?xml version="1.0" encoding="ISO-8859-1" standalone="yes" ?>

<!DOCTYPE ArahneYarnImport SYSTEM "ArahneYarnImport.dtd">

<ArahneYarnImport>

<Yarn><YCode>202245</YCode><YName>Lana 40</YName>

<YCount countUnit="Nm">40</YCount>

<Ply>2</Ply><Twists lengthUnit="m">600</Twists><TwistContraction>0</TwistContraction>

<Fibre percentage="100">WO</Fibre></Yarn>

<Yarn><YCode>202234</YCode><YName>Lana 48</YName>



272  ArahWeave
18 用 XML连接数据库

www.arahne.si

<YCount countUnit="Nm">48</YCount>

<Ply>2</Ply><Twists  lengthUnit="m">700</Twists><TwistContraction>2</TwistContraction>  <Fibre

percentage="100">MD</Fibre></Yarn> <Yarn><YCode>302231</YCode><YName>Misto 12</YName>

<YCount countUnit="Tex">12</YCount>

<Ply>1</Ply><Twists lengthUnit="m">400</Twists><TwistContraction>0</TwistContraction>

<Fibre percentage="60">CO</Fibre><Fibre percentage="30">MD</Fibre>

<Fibre percentage="10">PL</Fibre></Yarn>

</ArahneYarnImport>

无需对纱线代码和纱线名称进行解释。软件允许客户在纱线代码中使用“/”符号，因为

软件有一个解决方法。Unix 系统中的文件名不能含有“/”字符，所以在保存导入纱线到纱线

目录时，软件会将“/”字符翻转为“\”。载入这种纱线时，软件会将纱线代码改成原始代

码。这样就能保证纱线代码始终正确。

以细度单位输入纱线细度。您可以使用 ArahWeave 软件支持的任何单位。

纱线股数也显而易见，纱线捻回数还是以其长度单位输入。

捻缩率表示加捻导致的纱线细度缩率。如不需要该值，则设为零。

最后，您最多可以输入 6种纤维组分，每个组分都有相应的百分比。 纤维代码必须由两

个字母组成，按照 ArahWeave 标准来编写代码会更好。如果您载入了含纤维组分的纱线，那

软件就可以计算出成品织物的纤维组分

注意，纱线没有颜色——同一纱线可以是不同的颜色。此外，我们不导入任何纱线外观

属性，因为 ERP 系统不存储此类信息。

18.2.5不同颜色纱线与价格和可用性相关联

最后，我们可以用所有组分来指定实际要用的纱线。我们需要将纱线代码与纱线颜色代

码相关联，并弄清楚有多少公斤纱线，需要消耗多少纱线。用来指定格式的 DTD 文件是

ArahneYarnToColor.dtd

<?xml version="1.0" encoding="ISO-8859-1"?>

<!ELEMENT ArahneYarnToColor (Yarn*)>

<!ELEMENT Yarn (YCode, YColorCode, YStockKG, YPriceKG, Season*)>

<!ELEMENT YCode (#PCDATA)>

<!ELEMENT YColorCode (#PCDATA)>

<!ELEMENT YStockKG (#PCDATA)>

<!ELEMENT YPriceKG (#PCDATA)>

<!ELEMENT Season (#PCDATA)>

下面是有效 XML 文件 ArahneYarnToColor.xml的一个示例：

<?xml version="1.0" encoding="ISO-8859-1" standalone="yes" ?>

<!DOCTYPE ArahneYarnToColor SYSTEM "ArahneYarnToColor.dtd"> <ArahneYarnToColor>

<Yarn><YCode>202245</YCode><YcolorCode>0555</YColo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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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tockKG>47.6</YStockKG><YPriceKG>2.4</YPriceKG></Yarn>

<Yarn><YCode>852345</YCode><YColorCode>0002</YColorCode>

<YStockKG>2.3</YStockKG><YPriceKG>2.8</YPriceKG><Season>0205</Season></Yarn>

<Yarn><YCode>435453</YCode><YColorCode>0435</YColorCode>

<YstockKG>77.9</YStockKG> <YPriceKG>1.3</YPriceKG><Season>0206</Season></Yarn>

<Yarn><YCode>234534</YCode><YColorCode>0667</YColorCode>

<YStockKG>240.3</YStockKG>

<YPriceKG>0.9</YPriceKG><Season>0205</Season><Season>0105</Season></Yarn> </ArahneYarnToColor>

这种 XML 文件的元素显而易见：纱线代码、纱线颜色代码、纱线库存公斤数以及纱线价

格（货币单位由您决定）。季节是一个可选的纱线属性。常规织造厂会尽力减少当前使用的

纱线数量，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库存纱线的断裂。因此，在某一特定季节只会使用很小一组

纱线。某一特定颜色的纱线最多可以对应六个季节。因此纱线浏览窗口只能显示某一特定季

节的纱线，而不能显示工厂用过的所有纱线。

18.3 数据输出——用户视图

输出数据为什么那么难？因为艺术家不懂会计师。

ArahWeave试图赋予设计师绝对的自由。想要更换组织？单击一下，就得到了一个新织

物。想让条纹变大？单击纱线，拉入织物，完成。想把那条纱线染成深红色？点击，拖动，

完成。

但在 ERP 系统中却无法做到以上动作。您必须对所有东西进行编码和标记，只有各个部

分都完善了，才能开始组装，完成您的设计。如果您要将织物中纱线的颜色更改为深红色，

则需要先创建该颜色，赋予它一个代码，然后将该代码应用于纱线；一旦改变条纹的宽度，

就会产生新的经纱排列，则要用新代码保存起来，反过来新代码又需要与新经纱关联，新经

纱需要与新织物关联，然后才能继续织造。

并不是说前者优于后者，或是后者优于前者——它们只是目的不同：创造力和生产力。

那我们如何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呢？给艺术家充分的自由度，确定销售花型之后，将其交

给会计部门。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买方确认织物模拟之后填写代码，以便输出织物。没有

正确代码的织物在 ERP 系统中是无用的，因此必须确保织物在 ArahWeave输出之前拥有所有

的代码。这就意味着您需要在输出织物之前载入一块织物，填写一些在创建阶段无关紧要的

细节。首先，选择织物规格（Fabric）—属性（Information），然后选择名称（Name）、规

格（Quality）、花型（Design）和版本（Version）。其次，所有纱线的纱线代码和颜色代码

必须关联。最简单的方法是在纱线窗口中浏览纱线。使用纱线浏览窗口，您只需逐根点击纱

线，然后输入纱线的所有技术数据即可。默认启用仅载入代码切换按钮，这意味着软件只会

载入与 XML输出相关的值，不会显示实际纱线颜色或纱线图像，也不会显示其他纱线模拟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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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已设置所有参数值，则可以继续选择文件（File）—技术数据存为 XML 格式文件

（Save technical data as XML）。软件会自动将 XML 文件名设置为织物名称，并在末尾添

加.xml。如果配置了 FTP发送，则 XML 织物文件会被发送到指定位置。否则，XML 文件会被

保存到 XML 目录中。

保存设置的数据输出（Data export）部分还有一些之前未提及的其他选项。

如果选中用 XML 格式保存代码（Save codes with XML）选项，软件还会在输出 XML之前

保存经纬纱排列。软件会智能完成这一操作：软件会先查看是否已存在相同的经纬纱排列。

如果存在，则将其代码直接应用于织物。如果不存在，则以新名称保存经纬纱排列。我们还

有另一个选项来控制新名称的生成方式。如果选中使用第一自由编码（Use first free code）

选项，则软件会找到代码中的“漏洞”并使用第一个自由编码。如果没有自由编码，则会增

加找到的最后一个代码，留下空白的编码区域。

最好检查一下现有的经纬纱排列，因为软件不对比排列写入的方式，而是对比排列的含

义。这样软件就会知道 1a 1b 1a 1b 1c 与 2（1a 1b）1c意思相同，就会使用相同的经纬纱排

列代码。

最后，用 XML 格式检查织物代码（Check fabric codes with XML）选项很有用，选中该选

项后，软件会验证是否所有需要的字段均已填写。如果没有，软件会发出警告，并告知究竟

缺少哪根纱线。

我们没有过多处理输出的代码组织，对此您可能会感到很惊讶。我们认为 ERP 系统不需

要对代码组织了解太多。因为组织很大，不能存储在 ERP 中。过去，有一些公司花了很长时

间编写小提花纹板并反复使用。现在，这毫无意义。凡是像样的工厂，都会有小提花和大提

花纹板的电子转换。因此，如果还用以前的代码，就没有时间保存。组织应与织物共存

亡。ERP 系统只要能理解哪些经纱兼容就够了。实际组织与 ERP无关，因为由 ArahWeave

CAD 处理。

18.4 数据输出—专家视图

为了导入 XML 织物，您需要编写一个程序，该程序会读取 Arahne 织物 XML 文件并填写

在数据库相应的表中。可能会有很多不需要的字段，您可以跳过。也会有其他不包含的字

段，如自定义代码。您需要和织造厂合作，在空缺的字段填写适当的默认值。或者，您可以

二次导入，让操作人员手动填写一些字段。就算需要人工检查一些字段，自动转移还是能节

省大量时间。那些终其一生修改经纱排列的工人非常同意这一点。

当前版本的 Arahne 织物 XML 和 DTD 文件可从 Arahne 的网站下载：

http://www.arahne.si/xml/ArahneFabric.d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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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rahne.si/xml/SampleFabric.xml

为了节约资源，我们不会重复实际的 XML 文件。

所有条目字段都有逻辑名称，以便您理解它们的含义。您可以使用 ArahWeave输出一些

织物 XML 文件看看。如果您提供有效的供给合同，我们也很乐意帮您执行并W为您解释所

有的细节。

18.5案例研究：PROTEX - COMPUTER HOUSE DI PRATO

有时织造厂内部的 IT员工就可以完成 XML连接数据库。但更常见的是由支持织造厂 ERP

系统的外部公司来完成。在意大利，我们与合作伙伴 Computer House di Prato（CHP）合作完

成这项工作，我们共享很多客户。

CHP 的 ERP 系统名为 Protex，它使用的是在 Linux 或 Unix 系统运行的 Oracle 数据库，在

旧版的基础上，新版数据库使用 Windows 图形界面和基于文本的终端界面。CHP 的程序员为

Protex 编写了两个模块，其中一个叫 PROCAD，定期编写 ArahWeave 的导入文件，包括所有

纱线、名称和纱线可用性。当用户请求导入数据或纱线可用性时，ArahWeave 软件就通过

FTP读取这些数据。

另一个程序叫 CAD-LINK，它会定期检查 ArahWeave 有没有通过 FTP 向其发送织物 XML 文

件。一旦发现任何文件，该程序会将其导入然后删除。如果导入的 XML 织物文件中存在错

误，则该程序会向 Protex管理员发送电子邮件，提醒导入失败。

图 395：PROCAD 和 CAD-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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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系统设置（首选项）

19.1 设置默认织物

打开 ArahWeave 软件，软件会显示默认织物。

要更换默认织物，请先载入要更换的织物，然后从

主菜单栏中选择帮助（Help）—将当前织物设置为

默认织物（Set current fabric as default）。

图 396：将当前织物设置为默认织物

19.2 更改默认目录（文件）

要更改保存文件的默认文件或目录，您必须

将所需文件从特定位置载入 ArahWeave 软件中

（ArahWeave主窗口的织物文件、组织编辑窗口

的组织文件、纱线编辑（Edit yarns）窗口中的纱

线 文 件 、 大 提 花 纹 样 转 换 （ Jacquard

conversion）窗口中的图像文件、制作纹板

图 397 中：设置默认目录

（Save cards from production）窗口中的织机配置等等）。然后选择帮助（Help）—系统设

置（Save setup）。选中设置默认目录（Set default directories）按钮，然后单击“系统设

置”窗口中的确定（OK）按钮。

19.3 织造部分

系统设置（Save setup）对话框有所有织造相关设置的特殊织造部件。要访问这些部

件，请选择帮助（Help）—系统设置，然后单击织造（Weaving）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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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8：系统设置——织造

•您可以将选项按钮从筘幅（Reed width）->筘齿数（Dents）更改到筘齿数->筘幅，用纱

线用量（Consumption）窗口中的筘齿总数（Number of dents in fabric width），而不是用总

经根数（Threads in fabric width）。

•您可以用织物长度（Fabric length）->经纱长度（Warp length）选项按钮选择纱线用量

窗口的输入是织物长度还是经纱长度作为输入。

•以长度为单位显示纱线用量（Report yarn consumption as length）——选项打开后，纱

线用量就按纱线长度来计算，而不是按纱线重量来计算。

•默认的筘齿单位（Reed unit）是 1厘米，但您可以更改为您需要的筘齿单位。

•在组织中保存/载入布边（Save/load selvedges in weave）——该选项打开后，制作纹板

（Save cards from production）当前载入的布边会和一个组织一起保存。在您载入这一组织

时，它会覆盖制作纹板窗口当前的布边。

•在织物中保存/载入边组织（Save/load selvedge weave in fabric）——如果该选项设置

为 0，则布边组织不会保存在织物中。如果将其设置为 1、2 或 3（分别为布边、布边 2 或布

边 3），则制作纹板窗口当前载入的布边和一块织物一起保存。当您载入这样一块织物时，

它会覆盖制作纹板窗口中当前载入的布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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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纱线最终细度（Use final yarn count）——打开后，软件会将用于计算模拟（纱线

直径）或纱线用量的纱线细度当做绝对纱线细度，不管是单纱还是多股纱。如果您用纱线最

终细度，纱线细度的显示也会有所不同。

•镜像数字穿综（Mirror numeric drafting）——选择距离织布工最近或最远的第一页综

框。

•用浅红色打印多臂纹板图方框（Print dobby rectangle in light red）——小提花方框的默

认颜色为红色——但复印（黑白）后则无法区分方框和组织。如何解决呢？印成浅红色。

•黑网格灰组织点（Report weft density per yarn）——打开这个按钮后，软件会将经组织

点印成灰色，将组织网格印成黑色，这与默认值相反。

•报告每种纱线的纬密（Report weft density per yarn）——在意大利一些纺织区域，工厂

用每种纱线颜色的密度来计算纱线用量，所以我们 ArahWeave 软件中也提供这个选项。

•大提花纹样颜色按比例排序（Sort Jacquard image colors by popularity）——顾名思义，

它根据颜色的比例来对大提花纹样转换窗口中的图像颜色进行排序。如果将选项关掉，则

ArahWeave 软件会像图像文件中写入的图像一样对颜色进行排序。

•在保存大提花纹板时始终修正浮点长度（Always fix foats on saving jacquard cards）——

如果您在织物中设置了浮长限制（请参阅第 4.7.6 长浮长——数据和修正（大提花）章），

且选中该选项，则 ArahWeave 软件会自动检查并纠正浮长错误。

•仅同色重载大提花组织（Reload jacquard weaves only to equal colors）——如果载入其

他图像，则只有在颜色完全相同时才会保留组织，软件不会将组织映射到最相似的颜色。

•CAM 中后缀字母大写（Capital letters in CAM suffix）——一些用户仍在旧 DOS 系统中写

了大量织机文件，不区分大小写——因此可以以同一方式保存 CAM 文件。

•纹板文件覆盖提醒（Warning on card overwrite）——选中该选项后，您一旦使用已有

CAM 文件名，ArahWeave 软件就会发出警告。

•在织物中保存未使用的经纬纱（ Save unused warp/weft in fabric）——默认情况

下，ArahWeave 软件仅保存织物中使用的纱线。下次载入该文件时，只会载入已保存的（使

用的）纱线，经纬纱排列编辑（Edit warp and weft pattern）对话框中的其他纱线（每个 25

根纱线）是默认纱线。但如果选中在织物中保存未使用的经纬纱选项，则经纬纱排列编辑对

话框中的所有当前纱线都会保存在织物文件中，因此下次打开织物文件时就会载入。

然后是属性部分。您可以控制属性（Properties）窗口（织物规格 Fabric—属性）中显示

哪些文本字段和选项。

•部门（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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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物种数（Fabrics）

•名称（Name）

•源自（Derived from）

•剪裁（Cut）

•库存（Stock）

保存时出错报警（Warning on saving wrong）部分包含两个选项：

•总经根数（ Threads  in  fabric  width ）——如果线程数与穿筘和筘号“不兼

容”，ArahWeave 软件会在保存织物前发出警告。

•织物组织（Weave）——如果您想要保存的织物组织没有穿综（或根本就不存在），那

ArahWeave 软件会在保存织物之前发出警告。

19.3.1 生成文件名、织物模拟标题或 HTML 织物名称格式

系统设置的生成文件名（Generate filename）部分可以用织物属性（织物规格 Fabric—属

性 Properties）的哪些数据来生成：

•织物文件名

•HTML技术数据文件中的织物名称（在打印输出时也用作织物名称）

•多织物打印输出上的织物名称

织物名称公式的格式只有一个规则：要在织物名称中使用的字段数量，应该在美元符号

（$）后面，这表示使用的数字是字段数值而不是文本的部分字符。您可以在字段数值后输

入任何字符，如空格、斜线、连字符，这些会用于生成的文件名。属性对话框中的文本字符

的编号标签如下：

字段 标签

部门 $8, $9  *
名称 $1
质量 $2
花型 $3
版本 $4
季节 $5, $6  *
设计师 $7
备注 $N

* $8只从部门代码（或名称）中获取第一个单词（第一个空格前的字符），而$ 9则取整

个名称。季节字段也一样，$ 5仅获取第一个字，$ 6获取整个代码。除属性之外，还引入了

四个额外的标志来自动生成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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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物文件名 $0
没有后缀的大提花图像文件名 $I **
剪刀 $@ ***
目录名称 $D

**是大写字母 I.

***剪刀标志只能印在多织物印花上，不能印在单匹织物上。

如果您在自动织物名称格式（Automatic fabric name format）字段的织物名称格式中写

入$ 1 - $ 2 $ 3- $ 4，并在属性窗口中输入以下文本：名称（Name）为 Pale Blue（字段 1），

质量（Quality）为 B（字段 2），设计（Design）为 14（字段 3），版本（Version）为 08

（字段 4），然后生成的名称就是 Pale Blue - B 14-06。要生成文件名，就单击保存织物对话

框中的 图标。

图 399：可用于自动生成的织物名称的织物属性，织物名称规则和生成的文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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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ARAHWEAVE 软件个性化

系统设置（Save setup）窗口的外观（Appearance）部分包含软件的大部分外观设置。

图 400：系统设置的外观部分

19.4.1 设置用户界面字体

您可以从下拉菜单中为用户界面选择首选字体

样式。字体菜单仅显示可用于当前所选语言的字体

样式。如果您使用的是拉丁文字，那么默认字体

（Sans）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泰语选择 Garuda 或

Tahoma 字体，中文字体可以选择 FZKaiTi 或类似字

体；Linux 系统中应该安装了中文。

图 401：选择字体

ArahWeave 软件使用两种字号：常规（Normal）（大部分软件文本）和小号（Small）

（浏览窗口中的文件名，颜色名称）。您可以在适当区域改变点数来调整字体大小。

计算纱线用量窗口，价格窗口和纱线窗口在窗口中用浏览器列出 HTML代码表。要设置

这些表中字体的大小，请在 HTML 尺寸列表（Size list HTML）（points，...）中编辑字体大小

数字。粗体（Bold HTML titles）按钮可以禁用 HTML代码中的默认粗体标题，因为有时（特

别中文）粗体字很难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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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用户界面色彩

单击系统设置（Save setup）窗口中的色彩

（Colors）选项卡来设置用户界面的色彩。您可以

更改以下用户界面色彩：

•软件背景色（Background color）

•鼠标指针颜色（Mouse pointer color） 

•织物组织编辑（Weave editor）窗口背景色

（默认颜色在某些 LCD显示器上太浅，很难将背

景与编辑区域区分开来）

•组织编辑（网格 1）窗口中的第一级网格颜

色

•组织编辑（网格 2）窗口中的第二级网格颜

色要改变颜色，请单击编辑（Edit）按钮。用色彩

编辑窗口为用户界面的选定部分指定或定义色 图 402：系统设置的色彩部分

彩。色彩字段显示了可用颜色的光谱。十字光标指示的是当前颜色。单击任意位置或拖动色

彩条来选择颜色。输入亮度值或拖动滑块上的指针来设置亮度。单击确定（OK）按钮，软

件就会保存更改。

图 403：用于选择用户界面颜色的色彩编辑器

19.4.3其他设置

19.4.3.1 用浏览方式打开

选中该选项，ArahWeave 软件会在启动时自动打开织物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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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2 用过滤器浏览

浏览窗口开启时就启用过滤器，这样您就可以立即开始使用。

19.4.3.3 隐藏保存菜单

有些客户做得很快，但有时会点保存（Save）而不是另存为（Save as）。被覆盖后就找

不回来。但如果选中掩藏保存菜单（Hide save menu）选项，就不需要担心了。

19.4.3.4 隐藏打开菜单，使用浏览模式

如选项名称所示，隐藏载入文件对话框，您可以使用浏览菜单代替。

19.4.3.5 鼠标轮向下——放大

您可以更改鼠标滚轮缩放的默认方向。

19.4.3.6 默认视图模式打开新织物

无论当前视图是什么，载入新织物时都会使用默认视图设置。

19.4.3.7 HTML 图标尺寸％

在 HTML 打印输出中预测徽标的尺寸非常困难。因此，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

HTML 图标尺寸％（HTML logo size%）。

徽标文件与打印输出时使用的文件相同——存在/home/capdam/data/html目录下，

文件名应为 logo.gif，但图形格式可以是任何格式。

19.4.3.8注册文本

注册文本（Registered design text）字段中的文本会打印（或保存）到织物模拟打印输出

中（如果在打印织物 Print fabric to printer 对话框中选中这一选项的话）。

19.4.3.9 用户打印文本

用户打印文本（Custom print text）框中的文本会打印（或保存）在织物模拟打印输出中

（如果在打印织物 Print fabric to printer 对话框中选中这一选项）。

19.4.3.10 标题

在标题部分中，您可以选择标题右侧部分使用的数据。包括所有者（Owner）（系统设

置中的所有者名称）、用户（User）（用户帐户的名称）、日期（Date）和织物文件名

（Filename）。您还可以在这里输入要打印在标题中的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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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4：打印输出中的注册文本、用户注册文本和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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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支持的格式

20.1 织造 CAM 格式

您可以在制作纹板（Save cards for production）窗口写入这些格式，并从浏览大提花纹

板（Browse Jacquard cards）窗口或浏览组织（Browse weaves）或载入组织（Load weave）

窗口中读取。ArahWeave 软件会自动识别文件格式，并在浏览窗口中显示文件图标。所有

CAM 格式都被视为二元的黑白图。

名称 读写 扩展名 类型 Arahne版本 说明

JC3

读写 .JC3 大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非 DOS 软盘，每个软  盘一个设

计

•大型设计多软盘支持

•可写成 DOS 文件，通过电子邮件

发送

JC4, JC4B 读写 .JC4 大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非DOS 软盘，每个软 盘多个设计

•大型设计支持多个软盘 

•可写成 DOS 文件，通过电子邮件

发送 

JC5
读写

.JC5

.ZC5
大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可自选压缩（好）

•大型设计支持多个软盘

JC6 读写
.JC5

.ZC5
大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与 JC5相同，但在织机上用模拟织

物作为文件图标，文字区域显示纬

纱数和颜色信息

读写 .EP 大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可自选压缩（差）

•多软盘支持

读写 .WEA 大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多软盘支持（所有软盘的文件名

都相同。如果您想通过电子邮件发

送文件，您必须重命名它们。并且

当您将它们复制回软盘时，您还要

将它们重命名为原始文件名)

读写 .S01 大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多软盘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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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读写 扩展名 类型 Arahne版本 说明

Copu-Jacq

读写 .JP1 大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个人版

•手工织机电子大提花 格式

•包括支持显示纬纱颜色

读写 .DAT 大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只读 .CGS 大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Actrom

读写
.P

.S01
大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个人版

•包括多软盘支持

•一个设计分为两个文件！

Varitex
读写 .PAT 大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兼容窄织造

读写 .UPT 大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用于窄织造

Zhu 只读
.PAT,

.STI
大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台湾纺织 CAD 制造商（逆向工

程）

•不支持压缩

Arahne 读写 本地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个人版

•纺织 CAD 制造商

•支持压缩格式

•理想的组织浏览，最快的加载 

•大提花和小提花组织统一格式

•包含综框信息

•包含组织系统信息

•可自选分离左右布边组织

Sophis card

读写 打孔 大提花专业版 •纺织 CAD 制造商（逆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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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读写 扩展名 类型 Arahne版本 说明

Sophis weave

只读 导入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个人版

演示版

•纺织 CAD 制造商（逆向工程）

•只支持正常组织，不支持复合组

织

card
读写 打孔 大提花专业版

•纺织 CAD 制造商（逆向工程）

IAM weave
只读 .BBI 导入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个人版

演示版

•纺织 CAD 制造商（逆向工程）

Text 只写 .TXT 打孔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个人版

•手工打孔纹板的纹针数清单

Viable 只读 .PUN 打孔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个人版

演示版

•纺织 CAD 制造商（逆向工程）

Most
只读 .ORG 导入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个人版

演示版

•纺织 CAD 制造商（逆向工程）

•织物组织

Most 只读 .DBY 导入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个人版

演示版

•纺织 CAD 制造商（逆向工程）

•小提花织物

•经纬纱图案

•织物组织、小提花纹板

•织物密度

JD&N
只读 .DIS 导入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个人版

演示版

•纺织 CAD 制造商（逆向工程）

•大提花织物

•经纬纱图案

•织物组织、小提花纹板

•织物密度、停橇、须边

•带有织物选择的大提花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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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读写 扩展名 类型 Arahne版本 说明

JD&N 只读 .ARM 导入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个人版

演示版

•纺织 CAD 制造商（逆向工程）

•大提花纹板

QTE 只读 .QTE 导入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个人版

演示版

•纺织 CAD 制造商（逆向工程）

QTZ 只读 .QTZ 导入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个人版

演示版

•纺织 CAD 制造商（逆向工程）

•支持压缩

PNG 读写 .PNG 图像
大提花专业版

个人版

•Arahne 的默认格式

•支持压缩格式

•支持浏览器和邮件程序

GIF 读写 .GIF 图像
大提花专业版

个人版

•支持压缩格式

•支持浏览器和邮件程序

TIFF 读写
.TIF

.TIFF
图像

大提花专业版

个人版

•可自选压缩

BMP 读写 .BMP 图像
大提花专业版

个人版

•可自选压缩

•适用于 TC-1 数字编织

Weaving

Information

File

读写 .WIF 小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个人版

•用于在业余程序中交换织造文件

•最多支持 99 页综框

•最高支持 24 选纬

•经纬纱图案

•经纬纱颜色

•经纬密度

Tech

2 .SF2 小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最高支持 24 页综框

•可变纬密

•须边

•停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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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读写 扩展名 类型 Arahne版本 说明

只写 .AMV 小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写入软盘

DoStyle 读写 小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最高支持 28 页综框

•可变纬密

•可变经纱张力

•可变纬纱速度

•毛圈

DoTech
2 小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最高支持 8 选纬

DoWeave

读写 .DES 小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最高支持 24 页综框

•可变纬密

•可变经纱张力

•可变纬纱速度

TongYuan

SGA598

读写 .DY 小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最高支持 20 页综框

•最高支持 8 选纬

•最高 4可变密度，停撬理解为第

二纬纱密度

读写 小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最高支持 24 页综框

•最高支持 6 选纬

•须边

•停撬

FAST 读写 .ARM 小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文件名限制为 6 个字符

•最高支持 20 页综框

•最高支持 8 选纬

•可变纬密

•停撬

•绒高度

只写 .D 小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最高支持 28 页综框

•可变纬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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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读写 扩展名 类型 Arahne版本 说明

读写

.D00

.W00

.A00

小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最高支持 20 页综框

•最高支持 12 选纬

•须边

只写 .DES 小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可变纬密

•可变经纱张力

•可变纬纱速度

G6300 读写 .ARM 小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最高支持 24 综框 

•最高支持 16 选纬 

•须边 

•双引纬

•最高支持 16可变密度

•支持毛圈功能

读写 .DOP 小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信息（也可包含纬纱更换）

读写 .COP 小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纬纱更换信息

读写 .ARM 小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最高支持 24 页综框 

•最高支持 8 选纬 

•须边 

•停撬 

1858 III 读写 .DB1 小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最高支持 28 页综框 （如果使用可

变密度则为 26） 

•最高支持 8 选纬 

•停撬 

•最高支持 4 可变纬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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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读写 扩展名 类型 Arahne版本 说明

读写 .PID 小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最高支持 27 综框 

•最高支持 12 选纬 

•须边 

•停撬 

•可变纬密

读写 .PIW 小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最高支持 12 选纬 

•须边 

•停撬 

•可变纬密

读写 .UWF 小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最高支持 20 综框 

•最高支持 24 选纬 

•须边 

•停撬

JAT710
只写 小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最高支持 20 综框 

•纬纱更换信息

•具有绝对密度值的可变纬密

•须边 

•停撬 

•双引纬

读写 .DP5 小提花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最高支持 24 综框 

•最高支持 16 选纬 

•须边 

•可变纬密

20.2 图像格式

软件自动检测所有图像格式，用户无需动手。织造 CAM 格式也读作黑白图像，在此不作

赘述。

要以所选格式保存图像，只需添加文件扩展名即可。如果没有扩展名，软件会将图像保

存为 PNG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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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格式
读写

文件

扩展名
1 位

8 位

索引色

24 位

真彩色
说明

PNG 读写 .PNG • • •

•Arahne 的默认格式

•很好的压缩

•仅在织物模拟时支持透明通道；在加

载时，透明度会映射为白色

•自动生成用于图像 X 和 Y 系统（乘

法）的 Arahne 图像标签

GIF 读写 .GIF • • •

•压缩好

•不支持 GIF隔行扫描

•不支持 GIF 的透明色

PCX 只读 .PCX • • • •压缩差

JPEG 读写
.JPG

.JPEG
• 仅灰度 •

•有损压缩——多次储存图像会丢失细

节 

•不适合储存洁净的大提花图案

TIFF 读写
.TIF

.TIFF
• • •

•可自选压缩

•支持读取 CMYK 和 YCrCb 色域的图像

•仅在保存模拟织物时支持透明通道；

在加载时，透明度会映射为白色

•支持保存用于打印输出色彩校准的

CIE Lab 的织物模拟

只读
.SVG

.SVGZ
•

•矢量格式

•仅 ArahPaint5/6可导入位图

•可自选压缩

只读 .PDF •
•矢量格式

•仅 ArahPaint5/6可导入位图

Encapsluated

Postscript
只读 .EPS •

•矢量格式

•仅 ArahPaint5/6可导入位图

Postscript 只读 .PS •
•矢量格式

•仅 ArahPaint5/6可导入位图

BMP
读写 .BMP • •

•可自选压缩，但是很糟糕

•1 位、8 位、24 位、3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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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格式
读写

文件

扩展名
1 位

8 位

索引色

24 位

真彩色
说明

PBM 只读
.PBM

.PGM
• • • •不支持压缩

JacquArt
只读 .APF •

•纺织 CAD 制造商

•可自选压缩

Sophis image

只读 •
•纺织 CAD 制造商（逆向工程）

•不支持压缩

IAM image
只读 .PAT •

•纺织 CAD 制造商（逆向工程）

•不支持压缩

EAT image 只读 •

•纺织 CAD 制造商（逆向工程）

•不支持压缩

•不支持.eatpc

Colorado
只读 •

•纺织 CAD 制造商（逆向工程）

•支持压缩

只读 .PAT •
•纺织 CAD 制造商（逆向工程）

•不支持压缩

只读 .DES •
•纺织 CAD 制造商（逆向工程）

•不压缩和 RLE压缩

JD&N 只读 .DIS •
•纺织 CAD 制造商（逆向工程）

•包含密度的图案

GIMP 只读 .GPL •
•将图像作为 RGB调色板

•最高支持 256 色

PaintShopPro 只读 .PAL •
•将图像作为 RGB调色板

•最高支持 256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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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其他 CAM 格式

ArahWeave也支持穿经机和铃木整经机。

名称 读写 文件扩展名 类型 备注

Tech

只写 .SF2 整经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Vega

只写 .VIF 穿经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综框

•筘 

•空筘

•落线 

SuperVega 只写 .SVI 穿经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综框

•筘 

•空筘

•落线 

Delta

100/110/200

写 .DAT 穿经机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穿经机文件名：

prog0001.at

•经向排列文件名：

scha0001.dat

•文件名可用数字自

000至 999

Gir-O-Matic
只写 .AUF 整经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Suzuki

写 .MZ 整经机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JiangYin

TongYuan

写 .CEL 整经机 大提花专业版

小提花专业版



295  ArahWeave
20支持的格式

www.arahne.si

20.4 XML 格式

所有 XML 文件都应放在.arahne 配置文件中指定的默认 xml 位置。 如果文件只通过 NFS

共享，则该位置通常为/home/capdam/data/xml

如果文件通过网络共享，则该位置通常为/srv/www/htdocs/xml

对于模拟/组织的命令/回复，我们将 XML 文件放在子目录中，以避免混淆。ArahWeave

还会通过 ftp 从指定的主机导入 XML 文件，这会在系统设置（Save setup）的数据导出（Data

export）部分中进行配置，并保存在.arahne为后缀名的配置文件中。

名称 读写 定义文档类型（DTD）格式 说明

xyz.xml 只写 ArahneFabric.dtd

•xyz 对应面料名称

•包含 EDP软件所需的所有织物相
关数据

ArahneWarpPatternI

mport.xml
只读 ArahneWarpPatternImport.dtd

•经纱图案和代码，无颜色

•文件中的所有图案

ArahneWeftPatternIm

port.xml
只读 ArahneWeftPatternImport.dtd

•纬纱图案和代码，无颜色

•文件中的所有图案

ArahneYarnColorImp

ort.xml
只读 ArahneYarnColorImport.dtd

•纱线颜色列表

•文件中所有颜色

ArahneYarnImport.x

ml
读写 ArahneYarnImport.dtd

•根据视图中数据库点进行

纱线定义

•文件中所有纱线

ArahneYarnToColor.x

ml
只读 ArahneYarnToColor.dtd

•纱线颜色代码与纱线代码

的关系、价格和可用性

•文件中所有纱线

ArahneWarpImport.x

ml
读写 ArahneWarpImport.dtd

•用于经纱模拟的必要信息

•文件中所有经纱

ArahneFabricStatus.x

ml
只读 ArahneFabricStatus.dtd

•不同状态的列表，如样

品、生产、测试……

ArahneFabricTypeBits

.xml
只读 ArahneFabricTypeBits.dtd •面料后处理类型列表

ArahneFinishingBits.x

ml
只读 ArahneFinishingBits.dtd •面料后处理列表

ArahneDesigners.xml 只读 ArahneDesigners.dtd •设计师名单

ArahneFinishingImpo 只读 ArahneFinishingImport.dtd •带有每一过程代码的不同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FinishingImport.dtd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Designers.dtd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FinishingBits.dtd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FabricTypeBits.dtd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FabricStatus.dtd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WarpImport.dtd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YarnToColor.dtd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YarnImport.dtd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YarnColorImport.dtd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WeftPatternImport.dtd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WarpPatternImport.dtd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Fabric.d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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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读写 定义文档类型（DTD）格式 说明

rt.dtd 后处理列表

ArahneCustomerImp

ort.dtd
只读 ArahneCustomerImport.dtd •客户名单

ArahneSeasonImport.

dtd
只读 ArahneSeasonImport.dtd

•季节列表，如 2019年春…

…

20.4.1 ARAHWEAVE 服务器类型 XML 文件

名称 读写 定义文档类型（DTD）格式 说明

xyz.xml

…xml/simulationOrder/in
只读 ArahneSimulationOrder.dtd

•xyz 对应模拟请求

•提出基于经纱、大提花纹

板，纬纱密度和纬纱生成

的织物模拟的请求

xyz.xml

…xml/simulationOrder/out
只写 ArahneSimulati  onOrderReply.dtd  

•xyz 对应模拟请求的回复

•报告成功或失败的原因

xyz.xml

…xml/statusOrder/in
只读 ArahneStatusOrder.dtd

•如果服务器正在运行则仅

进行服务器仅检查，否则

不进行

xyz.xml

…xml/statusOrder/out
只写 ArahneStatusOrderReply.dtd

•如果服务器正在运行则返

回，否则不返回

xyz.xml

…xml/headerFooterOrder/in
只读 ArahneHeaderFooterOrder.dtd

•xyz 对应页眉、页脚的请

求

•提出使用织造程序和自选

文本生成的页眉和页脚织

物的请求

xyz.xml

…xml/headerFooterOrder/

out

只写
ArahneHeaderFooterOrderReply.d

td

•xyz 对应页眉、页脚的请

求的回复

•报告成功或失败的原因

xyz.xml

…xml/weaveOrder/in
只读 ArahneWeaveOrder.dtd

•xyz 对应组织请求

•提出将大提花纹板文件发

送到指定织机的请求

xyz.xml

…xml/weaveOrder/out
只写 ArahneWeaveOrderReply.dtd

•xyz 对应组织请求的回复

•报告成功或失败的原因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WeaveOrderReply.dtd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WeaveOrder.dtd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HeaderFooterOrderReply.dtd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HeaderFooterOrderReply.dtd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HeaderFooterOrder.dtd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StatusOrderReply.dtd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StatusOrder.dtd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SimulationOrderReply.dtd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SimulationOrderReply.dtd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SimulationOrder.dtd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SeasonImport.dtd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CustomerImport.d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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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读写 定义文档类型（DTD）格式 说明

xyz.xml

…xml/deleteOrder/in
只读 ArahneDeleteOrder.dtd

•xyz 对应删除请求

•提出从织机中删除大提花

纹板文件的请求

xyz.xml

…xml/deleteOrder/out
只写 ArahneDeleteOrderReply.dtd

•xyz 对应删除请求的回复

•报告成功或失败的原因

xyz.xml

…xml/deleteFabricOrder/in
只读 ArahneDeleteFabricOrder.dtd

•xyz 对应删除织物的请求

•提出从 CAD 中删除织物

文件的请求

xyz.xml

…xml/deleteFabricOrder/out
只写 ArahneDeleteFa  bricOrderReply.dtd  

•xyz 对应删除织物的请求

的回复

•报告成功或失败的原因

xyz.xml

…xml/multiPrintOrder/in
只读 ArahneMultiPrintOrder.dtd

•xyz 对应多个打印请求

•提出从纺织文件或配色生

成打印文件的请求

xyz.xml

…xml/multiPrintOrder/out
只写 ArahneMultiPrintOrderReply.dtd

•xyz 对应多个打印请求的

回复

•报告成功或失败的原因

xyz.xml

…xml/reloadCardOrder/in
只读 ArahneReloadCardOrder.dtd

•xyz 对应重新加载纹板的

请求

•提出如果在织机上修改了

纹板则将纹板文件重新加

载到织物文件的请求

xyz.xml

…xml/reloadCardOrder/out
只写 ArahneReloadCardOrderReply.dtd

•xyz 对应重新加载纹板的

请求的回复

•报告成功或失败的原因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ReloadCardOrderReply.dtd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ReloadCardOrder.dtd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MultiPrintOrderReply.dtd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MultiPrintOrder.dtd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DeleteFabricOrderReply.dtd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DeleteFabricOrderReply.dtd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DeleteFabricOrder.dtd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DeleteOrderReply.dtd
https://www.arahne.si/xml/ArahneDeleteOrder.dtd


www.arahne.si  ArahWeave
21术语表 

298

21术语表

这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词汇表，只是一些提示，目的是解除您对纺织术语的困惑。下

面列出了一些术语的同义词。但其中一些术语并不完全相同，只是在行业中经常互换。我们

只用其中一个术语，以防读者以为那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经纱：warp thread = end

•纬纱：weft thread = pick

•纬纱密度：weft density = pick gear

•组织：weave = weave structure = binding

•上机图：pattern draft = dobby weave with all elements：weave、drafting、tie-up、dobby

card

•停撬：regulator = warp let-of = stop-motion = dead pick = cramming

•综框：shaft = heald

•织物：fabric = cloth

•穿综图：drafting = draw-in = heddling = threading

•纹板图：dobby card = peg plan = chain

•纱线：yarn = thread

•经纱：warp yarn = end

•纬纱：weft yarn = pick = filling = fill

•双层组织：multi-layer weave = compound weave = double weave

•选纬：weft change = weft selector = box motion

•花纬：extra weft = lancee = supplemental weft = figuring weft = tissue pick

•包袱样：blanket = colorway

•筒子：cone = bobbin

•剪花：fill coupe, antique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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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键盘加速器

键盘加速器（也称热键）可以提高有经验的用户的工作效率，因为可以直接用键盘选择

一些常用功能，而无需寻找菜单。加速器不进行翻译——这意味着所有语言的加速器配置密

码都一样。加速器早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英文助记符（第一个字母是功能的英文单词首字

母）。加速器仅只有在启用特定窗口时才起作用；启用的窗口通常以其他颜色的窗框标记。

我们也试过将一个键链接到一个软件功能，但有时根据开启的窗口（我们目前正在处理的程

序的一部分）来给一个键附上几个不同的功能也完全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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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不足

ArahWeave 软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软件，但也有其局限性。这些不足一般是无法避免

的，这是为了提高对用户输入范围检查效率，加快文件载入速度，增强可靠性。但有一些不

足也是受更深层次技术的限制。不管怎样，您都有权了解这些不足，然后决定要不要购买这

一软件，但没有这个软件的帮助，您可能无法完成您的工作。显然，如有必要，我们也可以

进行改善。

•最大组织尺寸：ArahWeave Pro 是 65520×65520 根纱线；ArahWeave Pro XL 是 262

080×262080 根纱线

•最大综框页数：99

•大纹样提花转换的最大纹样尺寸：65520×65520

•大提花织机配置的最大纹针数：65520

•织机配置描述的最大条目数：50

•计算纱线用量窗口中的最大经纱数量：65520

•每筘齿的最大纱线数：125

•支持空筘齿（每筘齿 0 根纱线），但织物不能以空筘齿起头，且不能只有空筘齿

•有工作停撬的最大连续纬纱数：125

•织物不能从工作停撬开始。

•顶层纱线完全覆盖底层纱线的精确的织物模拟：3 组经纱，3 组纬纱。也模拟更多层的

织物，但看起来会更开放，而不是完全闭合。

•最大组织组数：16 经纱和 16 纬纱。

•经纱或纬纱中的不同纱线数量：25（A-Y）

•一根纱线中的不同颜色成分的最大数量（对于色纺纱线、多色股线、段染纱线）：6

（这些都可以是标准颜色）； ArahWeave 软件内部会为每种颜色生成四种变体，两种深

色，两种浅色，因此模拟一根纱线的实际最大颜色数为 30。

•浏览中织物/图像/组织/纱线/经纱排列/纬纱排列的最大数量：无限制。我们已经用

150000 多个临时载入文件对该系统进行过测试，测试都成功了。

•经纬向包袱样的最大区段数：30

•一个包袱样区段中的最大纱线数：3000

•一个纬向包袱样区段的最大纱线数：20000

•纬向包袱样中可以装在一起的织物/组织的最大数量：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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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向包袱样中单个织物/组织的最大颜色/纱线配色数量：15

•颜色库中的最大颜色数：65520

• CIE Lab值的条目范围：0 <= L <= 100，-120 <= a <= 120.0，-120 <= b <= 120；

•织物密度：最小值 1 根/cm，最大值 50000 根/ cm；保留两个小数点

•筘号：最小值 1（筘齿/cm）；最大值 1000（筘齿/cm）；保留 2 个小数点

•筘齿间距、坯布幅宽：最小值 5 cm；最大值 10000 cm; 保留 2 个小数点

•织物缩放级别：最小值 5％（缩小 20 倍）；最大值 1600％（放大 16 倍）

•一次只能处理一块织物，但可以根据喜好随意运行多个 ArahWeave 软件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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