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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尺码”是 Grafis 系统运作的首要操作基础.
所有服装制图操作及设计操作都建立在此基础之
上，并且以后台记录的方式运行.此制图后台记

录可以在之后的操作中，以不同尺码调用，从而
自动配合不同样板的尺码.
在本章中的第一节，将首先向您讲述尺寸列表的
建立及使用.在第二节，您将了解在基础制图中
调用尺寸列表的方法.您在第三节将学习到 Grafis
系统的多尺码自动制图，此种方式在系统中同样
被 称为扩版. 在之后的章节中，您可以学习到
Grafis 的调整功能.
我们希望您可以完成本章后附的所有练习，以巩
固您在本章所学的知识.如果您按照本章的提示
完成所有操作，您将得到与下图相同，可扩版的
基础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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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关于“尺码表”的操作
制图原理 及 尺寸定制
Grafis 系统的制图原理与您在服装裁剪书中所
学原理的相同，唯一的区别在于，本系统是利
用计算机进行操作。以下是 Grafis 系统制图理
论的三个基本步骤
第一步： 创建尺码表。此尺码表可以是行业通
行的服装号型标准尺码，可以是公司生产尺
码，也可以是为特定客户而设置的个人尺码。
第二步： 以第一步创建尺码表为基础，程序将
重新计算可用的基础制图，例如上装，裙装，
裤装，衣袖等。基础制图可以使用互动功能，
在相关合体度，服装设计和技术层面，进行系
列调整。
第三步： 第二步生成的基础制图，是进行制版
推演的雏形样板，并由其逐步生成生产裁片.
以上制图原理不需要任何档差值的介入. Grafis
系统创建不同尺码生产裁片的基础文件，是完
全以尺码表为基础的。
Grafis 的尺码表
尺码表在任何时间、状态下都可以进行编辑操
作，并且，既可以为工业服装号型设置列表，
也可以为个人尺码单独设置.

特殊生产用途而定制的工业生产用尺码表.
启用系统时应已选择了所希望的服装制图尺码
系统.(参看 1.2 节).
Grafis 系 统 ， 包 含以下两种性质不同的尺码
表：标准尺码表 和自建尺码表 . 标准尺码表包
含了工业服装号型标准的尺码系列。此列表中
的数值是号型标准中的固定值，不可以进行更
改。自建尺码表，包含了由人体测量而得的数
值，或为特殊工业生产用途而定制的数值，这
些数值可以在任何状态下进行更改。
您可以通过以下操作，创建和编辑尺码表。在
下拉菜单中单击 选择 | 编辑尺码表 ，则进入
了尺码表窗口界面，在此可以打开并编辑尺码
表 (图 2-1),
创建标准尺码表
操作步骤
 选择|编辑尺码表
 在标准尺码表/自建尺码表选项中，点击选
择标准尺码表
 选择您所希望的体型类别.
 在“显示尺码”编辑区域内输入希望尺码；
在此，可以使用中间尺码.

尺码表只适用于一定的制图系统或尺码系统，
（如不同的女装、男装、童装尺码系统）.
Grafis 系统同样支持自建的尺码系统，例如为

系统现存的尺码表
双击可打开尺码表

为新建尺码表而设置
的尺码功能组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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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制图尺 码系统

标准号 型尺码

尺码表文件名

尺码表创 建时间

自建数值
（ mm）

尺寸的序号及标识

尺寸简码

标准尺码表 数值
（ mm）

方括号中的值为最新数值，
可点击修改。
图 2-2

Grafis 系统在初始状态只提供一个尺码表 ，
其他尺码表需要由您自己创建完成 .
对于服装号型标准尺码的中间尺码，例如
38.5 号，系统也可以自动创建.Grafis 系统以内
部计算的方式计算“中间尺码”.
在尺码表列表中，按照字母顺序或创建时间，
对全部尺码表进行升序/降序排列.您可以通过
单击 文件名 或 修改时间 ，转换排序顺序.
“_”是标准尺码表的起始标志。尺码表
___N36_0 表示，当前制图系统中，标准尺码
36 号尺码表。请您注意与制图系统相关的，不
同体型标识的应用，例如，前标“S”，表示
短小体型，前标“L”，表示高大体型。
图 2-2
查看尺码表
操作步骤
 选择 | 编辑尺码表
 双击目标尺码表或单击 打开 ，打开尺码表
双击尺码表序列中，希望使用的可用尺码
表 (图 2-1), 如___N36_0,后， 系统将显示服
装号型标准尺码 36 号的尺寸表.请您注意对比
您的界面与图 2-2。点击“关闭 ”， 则退出尺
码表查看操作。

创建“自建尺码表”
操作步骤
 选择|编辑尺码表
 在 标准尺码表 / 自建尺码表 选项中，点击选
择自建尺码表
 选择客户体型类
别，并在相应的
尺码表中，输入
相应的号型标准
尺码.
 在“尺码表名
称”区域输入自
建尺码表名称
（例如，人名）
 以人体测量值为
基础，修正自建尺码表的数值
在尺码表界面中，请您点击选择“ 自建尺码
表”，体型类别，并输入与个人尺码基本相符
的号型尺码.这样系统自动生成您在之后的操作
中需要用到的，可以随时控制尺寸数值的“自
建尺码表 ”. 此操作同样对于您之后使用 x值，以及互动制图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在尺码表 名称 区域中，您需要输入“自建尺
码表”的名称，这个名称可以是人名或者客户
编号（最多 8 个字符）.“自建尺码表”创建完
毕，现在需要您在自建尺码表中填写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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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自建尺码表

创建自建扩版规则

操作步骤
 选择|编辑尺码表
 双击需要修改的尺码表
 双击需要修改的数值，或选择需要修改数
值，然后单击“更改”按钮
 输入新数值
 连续使用步骤 3 及步骤 4 的操作，修改需要
的数值；操作完毕后以“关闭”按钮结束.
 确定是否保存当前尺码表的修改.

操作步骤
 使用 选择 | 编辑尺码表|尺码表帮助信息，
可以得到尺码表中，不同体型尺码的相关信
息
 选择一个适用的体型，例如,在 Optimass 女
装+男装中，选择“_N”，并将此体型尺
码相关的数值，导入电子表格程序，例如
EXCEL。
 在新表格中，建立与所选体型尺码相关的所
有身体尺码数值。例如图 2-3

您可以随时输入数值以及修改“自建尺码表”

图 2-3

中已有数值.通过双击，在尺码表(图 2-1) 的已
存尺码表序列中选择需要修改的尺码表，则马
上启用了“浏览/编辑尺码表”操作界面
（图 2-2） 在界面表头行， 您可以看到尺码表
的创建时间、名称以及号型尺码.

 为自建扩版尺码表设置一个符号，例如



如果您需要输入，或者修改身体尺寸值，请您
双击相应行并键入新数值.请您注意，在系统中
所有的尺寸值必须以毫米 mm 表示！在方括号
[ ]中只显示正确的数值！
在“差值”列中，您可以看到新数值与原数值
的差值.点击“关闭”按钮结束操作，在此，您
需要确定是否接受以上尺寸修改.单击 ，退回
到基本菜单界面.
经过系统重新计算，以上更改即在结构制图/裁
片制图中生效.通过点击“试运行”或“扩版放
码”，可以显示更改后的效果.





“A”，请参看图 2-3 中，第 5 和 11 行
使用 选择 | 编辑尺码表|尺码表帮助信息，
建立尺码表的所有扩版规则。请您注意以下
重点
 希望使用的尺码体型，这里是“_N”，
 在 尺码显示器 区域内，输入 34，代表
A34，输入 36，代表 A36，然后
 在尺码表名称 区域，输入带有符号的自
建尺码表名称，此处为 A34, A36。
顺序双击自建尺码表 A34, A36，等尺码表，
并修改尺码表内的所需项目。请您同时检查
标准尺码表，与自建尺码表的显示号码是否
一致。参看图 2-4
记录并将所建立的表格及尺码表归档，这样
有助于您对相关产品进行扩版操作。

请您建立按图 2-3 所示，自建扩版规则，并依
照图 2-4 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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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打印尺码表
操作步骤
 单击目标尺码表
 单击 “打印”按钮
打印您所希望的标准或自建尺码表，请您选择
目标尺码表，然后单击“打印”按钮(图 2-1).
删除尺码表
操作步骤
 单击需要删除的尺码表
 单击“删除”按钮
删除尺码表时，请您首先选择目标尺码表，然
后点击“删除”按钮.我们建议您，从尺码表序
列中删除无用的尺码表.
导出/导入尺码表
操作步骤
 选择|导出/导入尺码表
 在左侧窗口中:设置尺码表的源驱动器及源
文件夹(=文件源) ，既由何处开始复制
 在右侧窗口中：设置尺码表的新驱动器及新
文件夹(=文件目标)，既复制到何处.
 在左侧窗口中:选择需复制的尺码表
 单击“复制”按钮
练习
请您设置以下尺码表：
 标准尺码表 34, 36, 38, 42, 44 及 46 号, (
在 Optimass 女装+男装: N34, N36 等等.),

 短小身材及高大身材尺码表 38 号
(在 Optimass 女装+男装: S38 和 L38),
窄瘦- 及 宽大臀围体型 38 号
(在 Optimass 女装+男装: NS38 和 NB38),
 宽大臀围体型, 高大身材 38 号
(在 Optimass 女装+男装: LB38),
 窄瘦臀围体型, 短小身材 38 号
(在 Optimass 女装+男装: SS38)
提示：号码前的符号，为不同体型代号，例如
“N”，“S”将不会显示。Grafis 自动生成相
应尺码的前示号码。
请您为 BERGER 女士创建 “自建尺码表”.
BEGER 女士为标准体型，且标准号型尺码为
40 到 42 号.:请您为 BERGER 女士修改以下测
量尺寸值
 胸围:
925mm
 臀围:
960mm
 腰围:
710mm.
请您为 MEIER 女士及 SCHULZE 女士创建 “自
建尺码表”，并请您为两位女士修改胸围、臀
围、等尺寸值.
然后，请您删除 MEIER 女士及 SCHULZE 女士
的尺码表
请您创建自己的尺码表，并使用选择|导出/导
入尺码表，导出到便携存储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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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础制图 与 扩版尺码列表
启用扩版尺码列表
使用选择|扩版尺码列表 功能，可以启用扩版
尺码列表，请您图 2-5 阅读中的说明.
扩版尺码列表的内容
在每个样本文件中都包含一个，列表第一位是
裁片制图的基础尺码扩版尺码列表.在 Optimass
服装制图系统中，系统自动加载 N38 号作为基
本尺码. 使用者可以随时转换尺码表（自建尺
码表也同样适用）.扩版尺码列表的其它位置可
以设置为已有尺码表.
裁片制图将随样板尺码的改变而改变.扩版的含
义是，根据当前扩版尺码列表中，设置的尺码
表的数值，自动计算改变结构制图记录，使结
构制图的结果适用于当前尺码.Grafis 系统中已
将所有结构制图全部记录，并可以在任何尺码
下调用, 这使 Grafis 扩版自动更新制图成为可
能.
在扩版尺码列表中添加及改变扩版尺码
单击扩版尺码列表中目标列，即可在希望位置
添加扩版尺码.首先，在扩版尺码列表右侧的窗

„>„ 表示 扩版操作项
„ „ 表示 非 扩版操作项
在自动结构制图中

口中，显示出所有已有尺码表.请您单击希望添
加的尺码表.扩版尺码列表则自动添加了此尺码
表.色框将提示您扩版尺码列表的当前操作行.
色框在添加操作后自动下移一行，这样可以使
方便您进行后续的添加操作.使用鼠标
可结
束添加操作.
如果您需要的尺码表不在右侧已有尺码表序列
中，请您点击 并使用“关闭”按钮离开扩版
尺码列表界面.然后，请您在尺码表操作界面
中，依据第 2.1 节的提示，创建您需要使用的
尺码表..
如您需要从扩版尺码列表中删除扩版尺码表，
请您将光标移至需要删除的尺码表，先点击
，然后马上点击 .此尺码表只从扩版尺码
列 表 中 删 除 ， 但 仍 存 在 于 右 侧
“已有尺码表”中.如果您再次选择此尺码表，
则此尺码表可重新应用于扩版操作.
如您不希望同时进行全部所选扩版尺码的扩版
操作，Grafis 为您提供了一种简单方便的选择
方式. 在需要扩版的尺码表前，请您以
“>” (操作项目)标识.转换操作项目与非操作
项目，可以通过在相应项目前点击 实现.

序号
在自动结构制图中，按此序号顺序
进行扩版操作

此列 表显 示依 据第 2.1
节 提示 所建 立的 所有
“可 用尺 码表 ”?
此 列表 在单 击任 一扩 版
尺 码列 表目 标列 的尺 码
位置 后显 示.

尺码表的名称/标识

X-值-说明
(第 11 章)

扩版尺码列表中的尺
码表，只能从“? ?
尺码表”? ? 导入!
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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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按住鼠标左键拖拽的方法，可以简化操作.
在扩版尺码列表中，利用这种方法可以在相邻
项中快速复制尺码表.此方式同样适用于标识
„>“的转换以及尺码表的添加..在右侧的已有尺
码表中，可用使用这种方法，将顺序相邻的尺
码表一并加入扩版尺码列表中.您可以尝试使用
这种方法来节省操作
时间.
练习

在基本菜单可
直接选取扩版
放码.

在这个练习中，将创
建一个上页中所讲述
的扩版尺码列表.
在打开一个新的样板文件后，系统的扩版尺码
列表中只包含一个样板尺码 N38 号.请您在第
二个位置上添加尺码 N36 号.在进行这一操作
时，请您首先点击尺码表序列第二行，这样在
右侧就出现了已有尺码表.请您将光标移至
“__N36_0”，然后点击 .这样，38 号的标
准尺码表就显示在扩版尺码列表的第二位.单击
确认操作.
请您在第二行的序号列或者“>” (扩版操作
选择)列单击 ，这样，尺码 36 号即被选择为
进行扩版操作.
请您多次点击序号列的 02 位置，这样就可以
对此尺码表是否进行扩版操作进行选择.请您选
择此尺码表为非扩版操作项.
请您依据以上所学，再次将其它的尺码表添加
到扩版尺码列表中.在 06 位置上，请您将在第
2.1 节中创建建的您自己的自建尺码表加入.
请您将 03 位置上的尺码表，以
在第三行相应位置，先单击 再
单击 的方法删除.

2.3 扩版
Grafis 扩版
Grafis 的扩版，是一种以相似结
构制图自动扩版为基础的扩版操
作方式. 所有样板结构制图的
步骤将以扩版尺码数值为基础重
新计算创建.在构建制图的过程中，Grafis 系统
已经周密的考虑到相似结构制图所应具备的相
关的性.因此，在 Grafis 系统中构建制图，不仅
不会使您感到困难，反而让您觉得简捷而有趣.

启用 Grafis 扩版操作
您可以用以下方式启用扩版操作:
基本菜单--> 扩版
系统只对在扩版尺码列表中，标记为“扩版操
作项”的尺码进行扩版操作
请您依照图 2-5 创建一个扩版尺码列表，并选
择 基 础 结 构 图 “ Grafis 上 装 10 ” .
请您单击 扩版， 在屏幕上，您可以看到上装
10，由 N36 号到 N44 号，以及您个人尺码的
所有结构制图.

基本尺码在黑色操作背景下，始终显示为黄
色轮廓线显示，在白色背景下，始终显示为
蓝色轮廓线！
请您在扩版尺码列表中继续添加其它尺码表，
并将当前“扩版操作项”转换为非操作项.请您
单击扩版，屏幕上您可以看到新选择的 “扩版
操作项”以及上次选择的“扩版操作项”.扩版
尺码列表的更改，只为扩版操作提供增加的尺
码表信息，而不提将取消的尺码表信息.如果您
希望刷新制图结果，请您选择 试运行 功能 ，
或者选择基本菜单中其它功能，此后扩版结构
图即被更新.
练习
请您选择扩版尺码列表中的全部尺码表为“扩
版操作项”，并进行扩版操作.
请您只选择扩版尺码列表中的基本尺码表与您
个人尺码表为“扩版操作项”，并进行扩版操
作.请您选择 试运行 功能 ， 然后
再次进行扩版操作，在屏幕上，
您可以看到基本尺码结构制图，
与您个人的个人结构制图.
请您启用其它基础制图并进行扩
版.请您以单击基本菜单中取
消 按钮的方式，取消已扩版的基
础制图.请您同时也对扩版尺码列
表进行修改.
提示
我们建议您，在制图操作过程中，经常使用扩
版操作进行测试.在这种情况下，应在扩版尺码
列表中设置界限尺码为“扩版操作项”，例如
N36, N46 和 N54 号.
以上方式，可以直接对制图步骤进行测试，并
可用避免错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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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结构制图互动功能的调整
操作步骤
 启用结构制图（参看第 1.3 节）
 通过双击轮廓线，或使用<F12>键，启动
互动功能
 设置结构制图选项.
 选择并调整拖拽区域；请使用等量加减 和
对比定位 功能.

无法显示所有选项，则会在界
面边缘处，自动出现滚动
条. 系统将突出显示选项的所
选位置. (图 2-7 右下) .
您可以使用鼠标滚轮滚动选
择，或者使用示意图左上方的
滑动箭头按钮，来改变选项选
择.单击选择其它选项.
在屏幕上可以直接看到选项更
改对基础制图的影响.我们建
议您在操作过程中使用缩小的
选项窗口，这样您可以看到基
础制图的同步变化

练习

图 2-6

启用制图
由“样板选择”提取导入的所有结构制图可以
通过：
 通过双击结构制图轮廓线，
 或使用<F12>键，启动互动功能(图 2-6)
互动功能制图列表(图 2-6) 包含此样板文件中
所有提取导入的结构制图和裁片文件序号，并
按照裁片文件顺序排列.右侧窗口中，可用看到
所选的互动功能制图的预览图.双击所选项，或
者单击所选项后再单击 OK 按钮，可以启动该
互动制图.

请您新建一个样板文件，并在
裁片文件 001 种启用基础结构
图
“Grafis 裙装 20”并启动互动
功能.请您如 (图 2-7) 所示，
设置选项:
 侧缝线轮廓区
 腰线在侧缝线连接过
渡: 是
 底边线在侧缝线处连接过
渡.

设置选项
启动制图后，在屏幕右侧出现操作菜单.
每个互动结构制图都包含数量不同的选项.在右
侧操作菜单中切换+选项，则可启动选项窗口
(图
2-7) .选项界面可随意改变大小. 如选项窗口内

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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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拽区域
每个互动结构制图都
包含数量不同的拖拽
功能区域. 点击 启动
这个关联菜单，可以
调用相应的拖拽功能.
被调用的拖拽区域将
放大显示，且只包含
相关操作点，以确保
制图效果. 在启用互动
图 2-8
功能后，系统直接显
示在关联菜单中第一位的拖拽功能区域.此项在
关联菜单中以对钩标示(图 2-8).
拖拽功能操作点
在拖拽功能区域内的制图中，包含不同数量的小
红点.它们是可以改变互动制图形状的拖拽功能
操作点.在拖拽功能操作点附近，您可以看到光
标旁有附加标示显示此拖拽功能操作点，能够以
何种方式改变制图.附加标示的含义如下:
拖拽功能操作点的移动方向为 ...
自由移动
只可在 X 轴方向移动
只可在 Y 轴方向移动
自由,对称移动
只可在 X 轴方向，对称移动
只可在 Y 轴方向，对称移动
自由,非对称移动
只可在 X 轴方向，非对称移动
只可在 Y 轴方向，非对称移动
曲线改变 ...
自由移动
对称移动
非对称移动
角度改变 ...
自由移动
对称移动
非对称移动
操作点只能在所在线条上移动.
通过点击，开始使用拖
拽功能操作点.以绿色
方框
标示的操作点
为当前拖拽功能操作
点.
数值窗口 (图 2-9) 中
显示的数值为当前拖拽
功能操作点的数值，每
个拖拽功能操作点的数

图 2-9

值只可为一至二个尺码相关值 .只有在操作点可
自由移动 ，即在 X 轴方向与 Y 轴方向同时移
动时，出现两个数值.
使用拖拽功能操作点
任一拖拽功能操作点可以进行
 通过拖拽进行互动操作，或者
 通过在数值窗口直接输入数值改变制图.
您在使用互动功能进行“操作点拖拽”时，可用
同时使用等量加减 功能.请您在右侧菜单中选择
数值 00 01 05 10 25 25.所选等量加减数
值将以*在数值前显示.拖拽功能操作点的数值
改变，将以您选择的等量加减 数值为单位等量
改变.如果您希望等量加减 关闭操作，请您选择
*00.
选择+数值显示(在右侧菜单中点击选择)功能，
可以在拖拽光标旁直接显示数值改变.
选择+对比功能，可用调用一个对比制图.此对
比制图可用在整形过程中通过点击定位(位
于 +/-对比功能下方) 生成，也可使用初始制
图作为对比制图.
选择点击菜单栏最后一行<=或=>的显示器：
可以撤销或恢复操作.如果其数值为“00”则标
示当前制图为初始制图，无法撤销或恢复.
保存/调用形状
在形状功能下点击：选择保存则将当前制图设
置作为独立图形保存；选择导入：则可用从结构
制图已有形状列表中选择希望的形状导入到当前
制图中.所有形状都包含创建日期、时间、计算
机名、及用户名信息.通过双击可用调用制图形
状.
练习
请您在经过选项设置的“裙装 20”的结构制图
中调整以下设置：
 在“横线移距”功能区域，设置裙长为
650mm
 在“前片省缝” 功能区域，设置合拢第二个
省缝.
 在“后片省缝” 功能区域，设置合拢第二个
省缝.
 在“底边” 功能区域，设置侧缝线为 0mm.

请您保存以上制图形状，同时保存此样板文件
为 “ 直筒裙” . 此结构制图将作为后续章节练习
的初始制图使用.
请您对以上制图，进行 N38 号到 N46 号的扩版
操作.操作结果请参看图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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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练习
请您对基础结构制图“ 裤装 10”，进行尺码
N38, N40, N42, N44 及 N46 的扩版操作.

图 2-8

2.5 练习
1. 练习
请您对基础结构制图“裙
装 20 ” ， 进 行 尺 码
N38, N40, N42, N44 及
N46 的扩版操作.

4. 练习
请您选择基础结构制图“上装 10”，并进行尺
码 N38, N40, N42, N44 及 N46 的扩版操作.

2. 练习
请您对基础结构制图“ 裙装 10”，进行尺码
N38, N40, N42, N44 及 N46 的扩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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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练习“女式衬衫”
请您新建一个样板文件，在裁片文件 001 内选择
基础结构制图“上装 10”， 并启用此制图的互
动功能.请您根据提示设置“选项”：







后中线为对折线
侧缝线为直线
胸省缝位于侧缝线.
底边在侧缝线顺接过渡.
袖窿线设置 4 个对位标记.

在“松量 横向+纵向” 拖拽功能区域，请您设
置进行以下:
 胸围松量： 100mm
 臀围松量： 100mm
 胸宽松量： 15mm
 背宽松量： 15mm
 肩宽松量： 10mm
在“胸省缝” 拖拽功能区域，请您设置进行以
下:
 袖窿松量 20mm
在“肩省缝” 拖拽功能区域，请您设置进行以
下:
 合拢肩省缝
在“领口线” 拖拽功能区域，请您设置进行以
下:
 在落肩线、前中线及后中线上，做实际领口
加宽/加深 5mm.
在“落肩线” 拖拽功能区域，请您设置进行以
下:
 落肩线前移 10mm

请您保存以上制图形状，同时保存此样板文件
为 “ 女式衬衫” . 此结构制图将作为后续章节练
习的初始制图使用.

6.练习“具有分割线的女式上装”
请您新建一个样板文件，在裁片文件 001 内选择
基础结构制图“上装 10”， 并启用此制图的互
动功能.请您根据提示设置“选项”：









后中线为对折线
肩省缝与胸省缝位置相关
后片腰省缝设置为相对腰围位置
腰省缝通直至底边.
底边在侧缝线顺接过渡
是否后片分割:是
袖窿线设置 8 个对位标记

在“松量 横向+纵向” 拖拽功能区域，请您设
置进行以下:
 胸围松量：60mm
 腰围松量：55mm
 臀围松量：60mm
 胸宽松量：10mm
 背宽松量：10mm
 肩宽松量：10mm
在“横线移距” 拖拽功能区域，请您设置进行
以下:
 衣长 750mm
在“胸省缝” 拖拽功能区域，请您设置进行以
下：
 设置省缝于落肩线 50%位置
 袖窿松量 5mm

请您保存以上制图形状，同时保存此样板文件
为 “ 具有分割线的女式上装” .此结构制图将作
为后续章节练习的初始制图使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