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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主要内容，是向您介绍有关线条改变的功

能。相关内容包括: 
 线条连接， 
 线条等分，适用于在线条上分配扣眼位置、

对位点或其它标识，  
 长度改变 以及  
 线条分割  
最后，将为您介绍互动工具 门襟止口 30 的相关

内容。这是在今后使用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制图功

能 。 请 您 根 据 本 章 内 容 多 做 练 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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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连接线条 

线条连接 菜单 

在基本菜单操作界面中，点击选择

线条连接菜单，即可进行线条连接 
制图的操作。使用此功能，您可以

连接直线或者曲线。 

线条连接 (连接为一体) 

操作步骤 

线条连接（直线连接）：  
 选择单一连接 或系列连接 功能

选项 
 点击需要进行连接操作的线条，并注意线右

侧选择原则。 
 更正操作可点击撤销，此功能同时适合多步

更正操作。 
 使用连接确认结束线条连接操作。 
线条连接功能条的第一个功能组-直线连接， 是
使用直线将两条线条间的缺口连接在一起。 
如果在结构制图的后续程序中，需要将当前状态

下，是两条或多条线条的目标对象，作为个目标

对象进行编辑操作，则需要使用线条连接 对上

述两条或多条线条进行连接。 
在第选择项目中包含两个候选项目，单一连接和

系列连接。系列连接后选项可以使所有相关线条

（无需点击）自动顺序一步连接完成。在开始使

用此功能时，我们建议您使用单一连接功能。 
撤销选项可以取消单步操作。使用连接确认确认

连接后可以结束此步线条连接操作，并在结构制

图记录中进行记录。 

线条连接操作是将第一条
线条的尾端与第二条线条
的起始端，通过点击相连
接。系统使用线右侧选择
原则确定方向。  

图 5-1中 ， 使用单一连接
或系列连接，将两条线条

连接。线条的起始点由线右侧选择原则确定。请

您阅读第和 4.6节，进一步了解相关内容。  
 
图 5-2 中所显示的是，两条不相接的线条， 同样

可以使用直线连接。在此, 仍请您注意线右侧选

择原则。  

以曲线连接 

操作步骤 
 调用以曲线连接 
 点击两条需要连接的线条，或者点击需要进

行形状调整的同一线条的两个位置（线右侧

选择原则！）。 
 
线条连接功能条的第二个功能组-以曲线连接， 
可以使用曲线，将两条线条间的缺口相连。此功

能可以在连接不连贯的底边线、侧缝线，或者在

制作省缝的操作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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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了以曲线连接功能后，请您注意使用线右

侧选择原则，对需要进行操作的两条线条，进行

点击选择。新连接曲线的起点和终点，定位于您

所点击的点上，由此, 也确定了连接曲线的形状 
(参看图 5- 3) 。  
如果您发现连接曲线的形状不符合您的要求，请

您撤销操作后重新连接。连接线的起点，终点的

决定连接曲线的形状，且影响很大。连接曲线的

形状，由在点击点处的可转动的操作棒所决定，

并可以使用此操作棒对连接曲线的形状进行调

整。熟练地创建符合生产要求的曲线形状，需要

使用者具有较多的操作经验。 

其他功能 

使用撤销，可用将前次结构制图记录取消退回。

前一步的结构制图步骤可能为：  
 曲线连接第二条线条，或  
 使用单一连接或系列连接，将多条线连接为

一条。 
 
在线条连接菜单中，可以点击使用可以测量长

度，距离，方向的测量功能。对于测量功能，我

们将在第 7章中，为您进行详细讲解。 
具有互动功能的互动工具 连接 10  

操作步骤 
 使用互动工具按钮，调用连接 10功能  
 点击两条需要连接的线条，或者在遵守线右

侧选择原则基础上，点击需要进行形状调整

的同一线条的两个位置。(图 5-4) 
 双击连为一体的新线条 

 使用选项进行调整 
 使用互动功能，设计调整曲线 
如果连接部分，需要在原始两个线条的起始或者

/以及结束部分，使用互动功能移动，应该考虑

使用具有互动功能的连接工具，此连接工具可以

作为曲线连接的另一个可选功能使用。互动工具

连接可以对连接线条部分进行互动调整。 

选项可确定以下项目  
 连接部分的起始/结束是否可沿原始线条移

动，或者是否替代一条/两条原始线条（图 5-
5）， 

 连接部分的起始/结束部分的基础方向是否与

原始线条保持一致，或者保持原有方向。 
连接部分的起始/结束部分的基础方向和形状，

可以使用互动功能进行调整，这一内容将在后续

章节中进行介绍。您可以在互动工具帮助文件中

看到连接 10 的操作演示录像。在纸样选择| 
Grafis –辅助程序中，选取连接 10 ，并点击基础
样板帮助信息按钮，即可以调用帮助文件。在连

接 10 的互动功能操作界面下，点击 也可以

调用帮助文档。 

     图 5-5 

图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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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动工具连接 10 为例，讲解使用互动功能调

整曲线的操作 

所有互动制图中，调整曲线的操作遵循相同的理

论。现在我们就以互动工具连接 10 为例，进行

讲解，请同时参照图 5-6 。 

 

在曲线的起始 /终止位置，您可以看到基本点
“1”，基本点以红色圆圈表示。当光标移动到

基本点，光标显示为 时，表示基本点可以沿

所在线条移动。 

在曲线的起始/终止位置的虚线型延长线，为方
向调整杆“2”，并在末端有小红点以便操作。

当光标移动到此类点上，光标显示为 ，表示可

以随意拖动鼠标来改变方向。 

在 2个基本点之间，有 1个或 3个整形点。： 
 1个 第一类整形点‚3’,以大红点表示，以及  
 2个 第二类整形点‚4’,以小红点表示  

整形点的位置由两个数值决定：一个数值为百分

比数值，此数值是整形点在基本点间所虚构的直

线连接上的相对距离，第二个数值是整形点与此

虚构直线连接的距离。第二个数值理论上以里面

为单位。整形点的起始制图位置为 50%和

0mm。 

以上提到的制图对象具有以下的优先权顺序: 
基本点 
 

方向调整杆 
 

整形点 1. 类别 
 

整形点 2 类别 

优先权的含义为，改变优先权较高的目标对象，

同时会影响到优先权较低的目标对象，反之则不

会影响。如果移动基本点的位置，则同时会影响

到整形点的相对位置，如果整形点的方向与基本

点相关，也会同时影响到方向。 

重点：在调整曲线时，请您由优先权最高的目
标对象开始操作。 

使用互动工具连接 10 进行操作时，同样应遵循

以上原则，在操作时，我们建议您按照以下步

骤，对连接部分进行操作（对照图 5-7): 
1. 制图初始状态：存在 2 条可以进行连接操作

的线条，或者线条可以进行部分设计调整。 
2. 调用互动工具连接 10。在新的连接部分的起

始和终止部分，以黑色小点表示。这是点击

操作的正确位置。 
3. 起始和终止位置的两个基本点可以沿原始线

条移动。 
4. 和 5. 利用两个基本点可以调整所需要的曲线

方向 
6. 使用整形点 1. 类别，可以粗调曲线 
7. 使用整形点 2 类别 可以精调曲线。 

如果您需要对使用互动功能创建的曲线，进行重

新调整，请您首先将整形点恢复其初始位置。您

可以使用等分 10 功能，并将整形点拖拽到

50%/0，完成此操作。此时整形点位于 50%/0 位

置。然后请您将等分数值恢复到 0或 1 ，并对曲

线进行重新调整。请您从优先权最高的目标对象

进行调整。 
 

 

1 1 2 2 

3 4 4 

1 – 基本点 3 – 整形点 1.类 
2 – 方向调整杆 4 – 整形点 2. 类 

     图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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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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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base points 3 – shape point 1st priority 
2 – direction handle 4 – shape point 2nd priority 

    图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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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1.练习 
请您选择基础制图上装 10 。 请您制作袖窿线和

落肩线的平行线，线距为 10 mm 。然后，请您

进行以下线条连接操作 
(图 5-8)： 

 使用单一连接，连接侧缝线。 
 使用系列连接，连接袖窿线 
 使用系列连接，连接底边线 
 使用系列连接，将落肩线的平行线与袖窿线

平行线连接 
 使用互动工具连接 10，连接前中和底边。 

请您注意使用线右侧选择原则，在线条选择方向

右侧点击。如果发现错误，请使用撤销 功能， 
退回操作（可用多步退回），并重新制图。 

2. 练习 
请您选择基础制图裙装 20 ，制作以下平行线： 
 线距 30mm，作底边外侧平行线  
 线距 40mm ，作前中外侧平行线 
 线距 100mm ，作前中内侧平行线 
 线距 200mm ，作底边内侧平行线 
使用互动工具连接 10，连接前中和底边，并以

线 距 
10mm 做前中线、底边的外侧平行线。最后请您

使用角连接，完成边角连接的操作 (Bild 5-9).最
后请您如图所示(图 5-9)，制作边角连接。 

3. 练习 
请您选择基础制图裙装 20 ，并制作以下平行

线： 

 线距 30mm，作后中外侧平行线，定位开衩

宽度。 
 线距 20mm，作后中外侧平行线，定位隐性

拉链。 
 线距 10mm，作侧缝线和后中线外侧平行

线，作为缝份 

请您如图 5-6 （最右侧制图）所示， 创建边角连

接以及线条连接。然后，进行扩版操作。使用曲
线连接，连接侧缝线，然后，使用边角连接，连
接其他边角 (图 5-10). 请您完成边角连接的操
作，并互动工具连接 10，按 图 5-10 连接后中
线。在互动功能下，请您调整边角以及连接线条
的过渡。请您使用不同尺码进行扩版。 

 

1. 单一连接 

2. 系列连接 

3. 系列连接 5. 系列连接 

4. 单一连接 

 
图 5-8 

 

 
图 5-10 

 

 
图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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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练习 
请您选择基础制图裙装 20， 并制作以下平行

线： 
 线距 10mm，作前中、侧缝线及腰线的外侧

平行线 
 线距 30mm，作底边外侧平行线 
 线距 20mm，作底边外侧平行线 

 
 

并使用角连接完成其它的边角连接(图 5-
11)。请您使用互动功能调整连接部分的过

渡。 

5.2  线条等分 

线条等分 菜单 

线条等分菜单提供 5 种不同的系列

点制图的操作可能，以及互动工具 
等分 10。此操作方式是在线条上

制作系列点制图。线条转换功能是

等分方式 0 到等分方式 4 的反向功

能。此功能可以将相互关联的系列

点转换为一条线。 

等分方式 0 到等分方式 4  功能 

操作步骤 

 设置需要使用的等分类别 的参

数。 
 点击选择需要使用的等分类别 
 设置  +/-点线复制 
 点击选择需要等分的线条，注

意线右侧选择原则 

等分方式 0 
Grafis          系统的任一线条都是多点集列 (参看

第 4.3节).  使用等分方式 0， 可以显示线条上的

支持点。如果等分的目标对象是直线，则起点与

终点是支持点。您在图 5-12 中可以看到在曲线

等分操作的举例说明。 

等分方式 1 

此功能可以在线条上，以选定的等分点数量，做

距离相等的系列点。在线条起止点间的等分点数

量，需要使用 ，点击 点=.... 菜单行输入，并

用回车键确认 (图 5-8)。 选择此功能后，点击需

要等分的线条。  

等分方式 2 

使用等分方式 2，可以以选

定的等分点间距，在线条上

制作系列等分点。Grafis 系

统修正等分点间距的方式

为，在线条上的等分点与起

点和终点距离相等(图 
5-8)，因此 所给出的间距只

是一个估计值。 
使用此功能前需要在 距离
=... 菜单行输入希望的等分

间距。启用等分方式 2 后，

选择+/-点线复制，然后点

击需要等分的线条。 

等分方式 3 

等分方式 3  是一个创建扣眼位置的制图方式。 

 

 
图 5-11 

 

等分方式0 

等分方式1 
 点=5 

等分方式2 
 距离=5. 

等分方式3 
 始点= 40 
 点  = 5 
 距离 = 10.0 

起始距离 

40 
10 10 10 10 

第一和第二制图点  

等分方式4 
 点  = 5 

 
图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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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功能时，需要先输入由线条起始点算起的

起始距离 始点=..., 再输入等分点的数量点=..., 
最后输入等分点的间距点距=... (图 5-12).  
输入了始点=...，点=...，点距=...后，点击选择

需要等分的线条，并注意线右侧选择原则的使

用。在第 4.3节和 4.5 节中将详细讲解线右侧选

择原则操作方法。 
互动工具等分 10，可以完全替代等分方式 3 进
行操作。因此在本书中不作介绍。第 9版和更早

版本的使用者可以继续使用此功能制图。 

等分方式 4 

等分方式 4 系统将在两个已经给出制图点间，等

量分配选定的等分点数量点=... (图 5-12)。  

首先输入等分数量点=...，然后点击选择需要等

分的线条。如果您需要制作等分区域的起止点，

请您在人工制图菜单下选择人工制点，进行制

图。关于的功能使用，将在第 6 章中详细介绍。

我们建议您在学习了人工制点功能后再练习等分
方式 4的操作。 

线条转换 

线条转换功能对于线条等分来讲，是一个反向功

能。此功能可以将相互关联的系列点转换为一条

线。 在此+/-点线复制选项同样有效。 
 
通过使用+/-点线复制，可以选择是否保留初始

目标对象（点、线）。在转换系列点和线时： 
+点线复制 在转换后同时显示线和系列点。 
-点线复制 在转换后只显示系列点。 

使用撤销选项可以取消前步操作。 
点击使用测量功能，可以测量长度，距离，方向

的测量功能。对于测量功能，我们将在第 7 章中,
为您进行详细讲解。 

 

具有互动功能的等分工具-等分 10 

操作步骤 
 使用互动工具按钮调用等分 10功能 
 遵照线右侧点击原则点击线条 
 双击新建的点序列 
 使用选项进行调整(图 5-13) 
 在互动功能下设计调整点序列 

使用互动工具等分 10 创建的点序列，可以对位

置和数量进行后续修改。  

互动工具选项中的唯一选项(图 5-13)，用于确定 
是否各点间距是由最后一个点的位置确定，或者

相反。  
您可以在互动工具帮助文件中看到等分 10 的操

作演示录像。在纸样选择| Grafis –辅助程序中，

选取等分 10 ，并点击基础样板帮助信息按钮，

即可以调用帮助文件。在等分 10 的互动功能操

作界面下，点击 也可以调用帮助文档。 

     图 5-13 

 

1 与基本线距离 
2 点的数量  
3 由线条起始位

置起算的点序

列  
4 按不同选项：

点间距或者距

离线条末端距

离  
5 调整与基本线

的偏斜 
 

1 

2 3 

4 

5 

 

图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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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1.练习 
请您选择基础制图上装 10， 并使用线条等分功

能，在前片制图(图 5-9)： 

 显示领口线的支持点。只有选择+点线复制,
系统才可以保留原初始曲线！ 

 在右侧落肩线上制作 5个距离相等的点。I 
 在侧缝线上，制作点间距大约 20mm 为的等

分点。在操作前请您先对侧缝线进行线条连

接. 
 制作 8 个扣眼点。第一个扣眼点的位置距离

领口点 20mm，扣眼点间距为 60mm。 最后

一个纽扣距离下摆 180mm。 

2. 练习 
请您选择基础制图裙装 20，或者第 5.1 节中的练

习，请您使用互动工具等分 10 在前中制作扣眼

搭门。第一个扣眼的位置为由腰线向下 20mm ，
扣眼数量为 6个， 间距为 60mm（图 5-16）。 

3. 练习 
请您选择基础制图裙装 20，或者第 5.1 节中第三

个练习，请您使用互动工具等分 10，在后中线

由底边向上制作扣眼搭门。第一个扣眼位置为由

底边向上 20mm，扣眼数量为 4 个，间距为

40mm 。 

4. 练习 
请您选择基础制图上装 10，请您使用互动工具

等分 10，在前中制作双扣搭门位置点。第一个

双扣位置为距离领口点 20mm，双扣数量为 8
个，等分间距为 60mm，双扣间间距为 15mm(图
5-18) 。 

 

 
 图 5-16 

 
等分方式0 等分方式1 

  点=5 

等分方式2 
间距=20.0 

等分方式3 
始点=20 
点  =8 

间距 =60 

图 5-9 

 

 
图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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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以以下的参数创建此具有两个系列点的双扣

搭门： 
始点=20mm 
点=8 
距离=60mm 

始点=35mm 
点=8 
距离=60mm 

5.3 延长、缩短线条 

线条长缩 菜单 

使用线条长缩 菜单中的功能，可

以对已有线条进行可延长或缩

短。此功能菜单中，具有两种不

同操作方式，一种可以在线条的

终点，以直线（直线）方式延长/
缩短线条，另一种可以以保持形

状（形状）的方式，延长/缩短线

条。  
此功能最重要的应用为对比等长

制图, 例如制作同长的侧缝线和

裤线。 

操作步骤 

 选择希望使用的延长方式

（直线 或形状） 
 在加至整长 或等量加长 菜单行下，给出延长

/缩短线条的数值。 
 选择加至整长 或等量加长 功能。 
 点击选择需要改变长度的线条（使用直线方

式时，请注意线右侧选择原则的使用） 

改变线长的方式 

此菜单中，有两种延长/缩短线条的存在方式，

提供用户使用(图 5-19)：  

直线 方式的操作原理是， 在线条的末端以直线

加长线条，或沿线条走向缩短线条。系统以线右
侧选择原则来确定线条末端的位置。  
在使用形状 功能时， 线条的两个端点不会发生

变化。线条在保持原有形状的基础上，进行长度

改变。形状功能不以直线线

形进行操作。  

加至整长 或等量加长 

使用加至整长功能时，您可

以选择直线 或形状选项， 
系统将当前线条，延长或缩

短到您给出整长数值的长

度。此操作完成后，线条的

长度将与您给出的整长长度

数值完全相同。  
使用等量加长 功能时，您可以选择直线 或形状
选项，以您给出的加量长度数值，在线条一端延

长（正值）或缩短（负值）线条(图 5-19). 

练习 

1. 练习 
请您选择基础制图 上装 10， 并以线距 30mm，

做前中的外侧平行线。请您以加量 30mm，延长

 

 
图 5-18 

 

 

等量加长 加量30mm  
linear 

直线等量加长 加量30mm  

 
图 5-20 

 

   形状 
加至整长 或等量加长 
 加量=10.  整长=115. 

直线 
等量加长  加量= 10.  

直线 
等量加长 加量= -10. 

直线  

等量加长 加量= 10. 

直线 
等量加长 加量= -10. 

 
图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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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口线和底边线。在点击线条时，请您注意线右
侧选择原则 (图 5-20)。 

2. 练习 
请您选择基础制图 上装 10， 并以线距 100mm，

做底边的外侧平行线。请您延长以下线条： 
 落肩线以加量 30mm,延长 
 前中线、后中线以及侧缝线以加量 100mm,延

长 
在点击线条时，请您注意线右侧选择原则 (图 5-
21)。. 

3. 练习 
请您选择基础制图 上装 10, 以加量 50mm, 缩短

前中线、后中线和侧缝线。请您使用直线加量-
50，来完成才此操作，在点击线条时， 请您注

意线右侧选择原则 (图 5-22)。 最后，请您使用

做平行线及  – 线条复制，将底边线以线距

50mm，向下移位。 

5.4 线条剪断、“定位加长”、及 线条分

割 

线条分割 菜单 

在基本菜单操作界面中，点击选择

线条分割菜单，即可进行剪断加长
加长、及 线条分开 制图的操作。  
线条分割 的含义为，一条线在分

割点处被分割两部分，且这两个部

分都可以独立使用。如果您将分割

标记选择为+分割标记，则在分割

点处以一个大圆点表示。  
使用线条剪断加长功能时，线条将

被剪短至所选择的剪切位置，或被

延长至剪切位置，既“定位加长”

功能。撤销选项（此菜单中最后一个选择项），

可以取消线条分割/剪断前步操作。  
分割   2 条线 
剪短/ 定位加长  1 条线 

剪断/分割位置点可以使用 3种不同方式确定。 

操作步骤 

以标线剪断或分割 
 使用 选择标线 或 添加标线 功能，确定标线/

制作标线。  
 点击选择剪断加长或 线条分割  
 设置+/-分割标记 
 点击选择需要剪断或分割的线条。 
 
于角位置线条分割 
 选择于角位置线条分割功能 
 设置+/-分割标记 
 在需要分割的线条上，由角外侧点击的交角. 
 
使用选择位置（目测任意选择），线条剪断或线

条分割 
 选择选择位置/ 分开 或选择位置/ 剪断  
 设置+/-分割标记 
 点击需要操作的线条。 

 

 
图 5-21 

 

 
图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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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标线剪断/分割 

以标线剪断或分割，是一种准确制图的方法。此

方法，使用一条准确定位的标线，以此标线为基

准，通过点击一条或多条线条，来进行剪断/分
割的操作。“以标线分割”是菜单栏的第一个功

能组。  
 

 
首先，请您了解标线的定位方式。Grafis 系统有

两种标线的定位方式：  
1. 使用选择标线，将定位一条已存在的线条为

标线。  
2. 使用添加标线，将创建标线的起点，这个点

可以随鼠标的移动任意定位。此制图操作将

在下章中详细说明，在此，就不做过多介绍

了。 
被选择的标线以其它颜色显示。线条在此标线处

是剪断还是分割，需要您点击选择剪断加长或线
条分割功能来确定。 
1. 使用线条分割，被点

击的线条，将在与标

线的交点处被分割；

当然，此操作的前提

是两条线是可以相交

的线条。请您在练习

此功能时，使用+分
割标记，这样可以使

您更清楚的了解分割点的位置。 
2. 使用剪断加长，以标线为准，被点击线条的

非点击一侧的部分将会消失。 点击点应该在

需要保留的线条部分。

剪断加长的结果是只得

到一条线条。  
标线与需要剪断的线条

不需要相交。在标线前

结束的线条，在使用此

功能后，会自动加长到

与标线水平的位置。在

Grafis 系统中，这一操

作也被称为“定位加

长”。定位加长的间距

最大值为 500mm。 

在图 5-23中， 您可以看到示意图解。初始线

条以虚线表示. 

于角位置线条分割 

使用此功能，可以将一条不间断的线条，在所选

择的转角位置分为两条线条。选择转角时，应在

角外侧点击，这是由 Grafis 系统的点击原则所决

定的。在分割位置会短时出现一个小箭头以表示

回应(图 5-18)。 

使用 选择位置 功能，剪断或加长 (目测"任意选

择") 

使用选择位置/分割，所选线条将在点击位置处

被准确分割为两部分。此功能也同样适用于选择
标线/剪断加长，在您使用选择位置/剪断加长时,
请您务必注意使用线右侧选择原则，来确定需

要保留的线条部分。使用线右侧选择原则选择

方向后，系统会保留点击点后方的线条部分。 

其他功能 

使用分割标记选项，可以确认在制图时，是否在

分割点处添加一个大圆点为分割标记。请您使用

+分割标记，这样可以使您更好的确认分割点位

置。分割标记是一个在点线属性 菜单中， 标记

为“大圆点”的点制图(参看第 7.6 节)，因此分

割标记是可以删除的目标对象。 
使用撤销，可用将前次结构制图记录取消退回。 
在此菜单中您可以再次看到测量功能，这个我们

经常提到的功能，请您耐心阅读本教材，我们将

在第 7章中，为您进行详细讲解。 

标    线

以标线分割

以标线剪断加长

 
 图 5-23   

 

 

 

点击点 
* 

分割位置 

 
图 5-18 

 
使用选择标线剪断. 

使用选择标线分割 

 
图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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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请您选择基础制图"Grafis-上装 
10"， 并以线距 50mm，制作 5
条底边内侧平行线。并请您以

侧缝线为标线，剪短这些平行

线(图 5-26). 请您注意剪短时

所应点击的线条部分。使用撤
销，可用将前次结构制图记录

取消退回, 修正操作. 
请您同样对后片进行操作，

并将腰省缝间的平行线线条

部分清除。请您先设置一条

省缝边为标线，将平行线在此

处分割。 然后请您设置另一

条省缝边为标线，将平行线在

新标线处剪断。(图 5-27) 

5.5 互动工具门襟 30 
门襟的互动功能制作工具共有 3 种，在操作时，

需要点击以下 3条或 4条必要线条： 
 领圈线条, 
 连续的前中线，或需要作为前中线的线条 
 一条下摆线,以及 
 制作驳头所在/所需线条 

创建普通领口制图时，应使用互动工具门襟 10
进行操作，创建驳头领制图时，应使用门襟
20 。互动工具门襟 30 是门襟 10 在第十版中的

一个提高功能，适用于创建以上两种所述制图。

在教材中，我们将只为您介绍门襟 30 的使用方

式。 

请您选择上装 50，并使用互动功能缩短下摆。

从 Grafis-辅助程序 中选择门襟 30 。请您准确点

击制图所需线条，并请您注意遵循线右侧选择原

则。如果您在右前片需要一个对称制图，请您在

选择 Grafis-辅助程序 （镜像图）。 

然后，请您使用选项进行调整 (图 5-28) 最重要

的是第一个选项，此选项决定是普通衣领还是驳

头领制图。在此之后，请您设置纽扣的制图方

式，由领口开始制图，或者由所点击的线条开始

制图。只有在选择了普通衣领制图，系统才会提

供设计调整门襟止口到领口制图方式的后续选

项。对于纽扣门襟的互动调整，可以参考互动工

具等分 10 的操作。系统还为纽扣前襟的操作，

提供一个可以选择双排扣的附加功能。 
完成了所有选项调整后，可以在 3 个拖拽区域进

行互动调整。 
 

 

请您同样对后

片进行操作 

请以此侧缝线为标线， 
将底边平行线右侧部分剪

掉! 

 
图 5-26 

 

请您同样对后

片进行操作。 

省缝边作为标线。 
平行线先分割再剪断。 

 
图 5-27 

 

纽扣前襟的设计选

项 

驳头领口制图、普通领

口制图转换选项 
调整领口与门襟制图

设计 
门襟下摆的制图设计

选项 

 
图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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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拖拽区域为门襟 (图 5-
29 左)，图中指示出的轮廓线

的转角点是可操作拖拽点。其

他的拖拽点是用来调整曲线

的，具体操作方法可以参照第

5.1，5-4 页。第二个拖拽区域

是门襟下角(图 5-29 中) ，图中

指示出的外轮廓线点，是可操

作拖拽点。其他的拖拽点，同

样是用来调整曲线的。第二个

拖拽区域是纽扣(图 5-29 右) ，
图中指示出的纽扣门襟位置点

是可操作拖拽点。使用图中所

指示出的最下点，可以将纽扣

门襟调整为斜向（非平行于门

襟）其他点的操作，与互动工

具等分 10 相同。 

请您使用互动功能按图 5-30所

示，对门襟进行调整 

 

 
图 5-29 

 
图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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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练习 
1. 练习 

请您为基础制图裙装 20， 制作打褶长度。请您

首先删除后片制图。制作门襟，以线距 30mm，

做前中的外侧平行线。加长臀围线和底边

250mm。请您使用制平行线 及– 线条复制 ， 将
底边线以线距 250mm， 向下移位。请您在前中

定位纽扣位置，第一个纽扣点的位置距离腰线

20mm, 最后一个纽扣位置为距离下摆 100mm 。
纽扣数量为 6个。在您学习了第 7章的内容后，

请您为本练习制作打褶对位点。 

2. 练习 
请您为基础制图裙装 20， 制作侧缝开衩，制作

搭门，以及定位纽扣位置。开衩宽度为 30mm，

开衩高度 200mm ， 搭门及底边为 30mm，其他

缝份为 10mm.  第一个纽扣点的位置距离腰线

20mm，纽扣点间距为 65mm，纽扣数量为 8
个。 

3. 练习 
请您为基础制图上装 10的前片制图， 制作 5褶

风箱褶。请您首先删除腰省缝。请您以线距 

40mm，在前中的内侧制作第一条平行线。 另外

4条平行线以线距 10mm 制作。 请您线条连接底

边. 并请您以曲线连接制作弧角. 使用线条连接 
单一连接,连接领口线和小肩线。这样您就得到

一条连续的标线。请您使用互动工具连接 10 制
作门襟下角。  使用线条分割，以新弧线底边、

领口线和落肩线为标线，剪短平行线。 

4. 练习 
请您选择基础制图上装 10， 请您线条连接前片

和后片底边线。并制作 线距 40mm的前中、后

中和底边内侧平行线。使用线条分割，以侧缝线

及腰线为标线，剪短平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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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练习 
请您打开您在第 2 章 2.4 节中制作的“直筒裙”

样板文件。请您制作 5 条线距为 70mm 的底边内

侧平行线，和线距为 40mm 的前中、后中内侧平

行线.请您使用边角连接功能，创建如图所示的

图形文件。 

请您为此图形文件添加线距为 10mm 的缝份，并

请您使用线条连接（腰线）和边角连接功能，制

作轮廓线。 

 

 

6. 练习 
请您选择基础制图上装 20，并制作 5条线距 
40mm的前中、后中内侧平行线， 之后请您再制

作 5条线距 10mm的平行线，平行于您新制作的

平行线。以底边、领口线和落肩线为标线，剪短

平行线。请您制作搭门，以线距 40mm，做前中

的外侧平行线 。并添加线距为 10mm的缝份。 
并请您使用边角连接功能，制作轮廓线。  
使用互动工具门襟 10，调整纽扣位置为 8个纽

扣，纽扣间距 60mm。 第一个纽扣位置应距离领

口线 20mm。其他点请您使用互动工具等分 10 
进行操作，制图参数为 8个纽扣，纽扣间距

60mm，由领口线向下 35mm。 如图所示，纽扣

组之间的距离应为 35mm-20mm = 15mm, 您可

以参照第 5.2节中的练习 4 。使用边角连接功

能，闭合制图的外轮廓。 

7. 练习 
请您打开您在第 2章 2.5节中制作的“女式衬

衫”样板文件。删除后中线上的点，腰省缝和辅

助线。请您使用单一连接，连接落肩线、袖窿线

底边线和后中线。请您使用互动工具 边角 50，
并使用参数（120/80mm），连接底边/侧缝线。

在前中制作 6个系列点，第一个点的位置距离领

口点 40mm，系列点间距为 75mm。  请您制作

为风箱褶创建平行线。第一个风箱褶平行线位于

前中内侧 50 mm， 其他风箱褶平行线以线距

15mm 制作。 使用线条分割，以领口线和落肩线

为标线，剪短平行线。请您制作搭门，以线距

40mm，做前中的外侧平行线，并使用边角连接

连接搭门角接。 

 
请您将此样板文件保存为“风箱褶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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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练习 
请您选择基础制图上装 50。
在分类样板中新建裁片文件

并选择互动工具前片 20。选

择公主缝选项。请您使用门
襟 30，创建一个门襟制图，

并调整门襟宽度为 20mm，单排扣，4 个纽扣。

领口开口深度为由原始领口线向下 120mm 。 

请您在互动工具门襟 30 中，使用选项调整下摆

转角。删除样板裁片，然后使用做平行线和边角
连接功能，为裁片制作缝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