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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将向您介绍创建点、线 及 矩形、 圆弧

线的方法。以上功能，全部包括在菜单人工制图

（点+线+圆弧+矩形）中。 
创建点、线的制图操作非常重要。因此，在相关

章节后为您提供包含讲解的练习，供您使用。在

本章最后部分，还向您提供可以练习全部操作功

能的综合练习。请您认真阅读讲解，并完成所有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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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线制图功能和其下级菜单 

Grafis 中打板是通过点和线来实现的。因此下级

菜单点和方向的作图特别重要。我们以人工制线

的点==>点功能来讲解下级菜单。 

点==>点 – 两点之间作线 

步骤 
 人工制图 
 激活点==>点 
 作第一个点 
 作第二个点 

通过点==>点 会在两点之间

产生一条线。点击 点==>点 
功能后会打开一个作点的下级

菜单，来作线的起点和终点。 

 

线不必和图上已有的原素相连
接！线的起点和终点需通过下
级菜单作点来确定。  

 

作点的意义 

通过作点来确定点在当前尺码和其他所有尺码
的位置。 
每个操作步骤必须在此之前考虑清楚，哪个操作

步骤更适合作点。在一根 100mm 的线上 20％和

20mm 作点位置是一样的。但线的长度会在扩板

时改变，点的位置就不同了。 

6.1.1 以点，线和自由模式作点 

通过点击点用已有点作线 

步骤 
 人工制图 | 点==>点 

 激活  (既以下的点击点) 
 点击第一个点 
 点击第二个点 

 
图 6-1 

通过点击点确定的点在扩板时会和所点击的点相

关联。请您激活点击点，之后会在样板上出现引

导。一个引导是外部的线条（引导线），而一个

绿色的圆环标识着点的位置，线的起点和终点通

过 来确认。引导线只在裁片已有的点上显示。 

请您用点击点 在臀围点到前片中线作一条线，

并对尺码 34, 38 和 46扩板 (图 6-2)。 

 

P P 

38 34 - 46 

 
图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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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点击线在已有线条上作线 

步骤 
 人工制图 | 点==>点 

 激活  (既以下的 点击线)  
 作第一个点 
 作第二个点 

通过点击线可以在线上作点，而且引导线显示在

线上的位置。扩板时这个点将以线上绝对长度

扩板。这个制作方法要注意基本线条，不要对转

角做不必要的线条连接。如果侧缝和底边连接

后，会改变侧缝线上点的扩板。这个情况点将会

以连接后的侧缝和底边线的绝对长度扩板。请您

激活点击线 之后在裁片上显示引导线。需要定

位的线上会显示引导线，线的颜色会发生变化。 
 
点击<Shift>-键可以引导至线的起点或者终
点。  

请您作一条线从省尖至底边。请用<Shift>-键来

作起点，并对尺码 34, 38 和 46扩板 (图 6-4). 
 
 
 
 

通过自由模式在已有线条上作线 

步骤 
 人工制图 | 点==>点 
 解除 所有按键的激活状态, 见图 6-5  
 作第一个点 
 作第二个点 

如果对话框没有按键被按下，则激活自由模式。

自由模式下作点点击点, 点击线 和 自由点 同时

被激活。以点击点，点击线作点前面已经讲解

了。 如果鼠标箭头显示为  就可以用自由点

来作点。 自由点 在所有尺码中都位于同一个位

置。 除了特殊情况应尽量避免自由点，其不包

含扩板信息。 

请设置成自由模式 (见图 6-5) 请您做一个线段图

6-6。 起点通过 点击点 作在臀围点上，再用自

由点作终点，请您对尺码 34, 38 和 46 扩板 (图 
6-6). 
 

 
图 6-3 

 

L 

L 

38 34 - 46 

 
图 6-4 

 
图 6-5 

 

P 

34-46 38 

 
图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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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用点击点，点击线和自由点来作点 

1. 练习                                                                                  
请您选择纸样上衣 50 并从

胸省尖至袖窿对位点作一

条线。请您用自由模式下

点击 <Shift>键或者直接用

点击点 来作点。 请您作第

二条线从门襟和领口交点

到胸省尖。请用自由模式

和<Shift>键。  请对尺码

38至 46扩板。 

 

 

 

 

2. 练习 

请您选择样板裙装 20  并 用 做平行线 和点==>
点 以 60mm 褶宽一个褶底在后片中间做一个暗

褶。 
 
  

3. 练习 
请您选择样板 Rock 10 并从腰线起作 2 个终止于

侧缝和底边交点的分割线。请用自由模式或直接

点击线 附加<Shift>-键制作。 请扩板尺码 38 至 
46. 

6.1.2 以相对长度和绝对长度作点 

用相对长度在已有线条上作线 
用 rL 可以以线上相对

长度来确定点。相对长

度在线的全长上表示为

%. 请注意右侧法则在

线上点击，则会从起起

点测量相对长度。 

步骤 
 人工制图 | 点==>

点 

 激活  (既以下 点击相对长度) 
 作第一个点 
 作第二个点 

用相对长度对话框确定点的位置有以下 3 种方

式： 

1. 自由值，无等量加减 

2. 自由值，有等量加减 

 
图 6-11 

 
 

                            图 6-7 

 

P L 

 
图 6-8 

 图 6-9 

 
图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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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固定值 

相对值也可以输入 X-, G- 或 Z-值(见第 11 和 

12章) 。固定值可以用 键删除。 
请您用点==>点 作一个分割线(图 6-13)。分割

线从腰线第一段 50%的位置开始，终于底边中

线起 30％的位置。请您对尺码 34, 38 和 46 扩

板。 

请您以讲述过的 3种方法继续做分割线。 

 

 

 

用绝对长度在已有线条上作线 
不同于相对长度来说，绝对长度以距离线上起点

或终点的距离来制图。这里同样要注意右边法

则，因为距离是从起点开始量起。长度也会用引

导线标识出来。 

 

步骤 
 人工制图 | 点==>点 

 激活  (既以下的绝对长度) 
 作第一个点 
 作第二个点 

用绝对长度对话框确定点的位置有以下 3 种方

式： 

1. 自由值，无等量加减 

2. 自由值，有等量加减 

3. 固定值 

相对值也可以输入 X-, G- 或 Z-值(见第 11 和 

12章) 。固定值可以用 键删除。 
请您在裙装 20 中用点==>点 作一个分割线(图 
6-17)。分割线在腰线上从前中线起 100mm 的位

置开始，终于底边中线起 130mm 的位置。请您

对尺码 34, 38 和 46扩板。 

 
图 6-12 

 

rL 

rL 
50% 

30% 

38 34-46 

 
图 6-13 

 
图 6-14 

 
图 6-15 

 
图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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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以讲述过的 3种方法继续做分割线。 
 

练习以相对长度和绝对长度作点 

1. 练习 
请您选择上衣 50 并在后片上作一个分割线。这

个分割线开始于袖窿肩线 25%的位置，终止于

后中线领口向下 140mm 的位置。请您用相对长

度和绝对长度作点。并从尺码 36至 46扩板。 

 

2. 练习 
请您选择裤装 60 并在前片和后片上分别作一个

分割线。这个分割线开始于裤管内侧底边向上

240mm 的位置，终止于侧缝线底边向上 30％的

位置。请您用相对长度和绝对长度作点。并从尺

码 36至 46扩板。 
 

6.1.3 用 交叉点 作点 

用两条相交线条作线 
 

步骤 
 人工制图 | 点==>

点 

 激活  (既以下的

交叉点) 
 作第一个点 
 作第二个点 

用 可以把两条线或曲线的交点确定为起点或

终点。先后点击两条线或曲线。如果点击第一根

线引导线显示为 ，如果点击第二根线则为

。点击后的第一根线会显示颜色。鼠标接触

到第二根线时交点会显示一个绿色圆环，然后可

以用  来确认交点。两条线的延长线也可以形

成交点(500mm 以内)。 请您注意，线条扩板后

也保持相交，否则会显示 500mm极限 的警告。 

 

tL 

tL 
100mm 

130mm 

38 34-46 

 
图 6-17 

 

 tL 
140mm 

rL 
25% 

 
图 6-18 

 

tL 
240mm 

tL 
240mm 

rL 
30% 

 
图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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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用点==>点 作一个从省尖到前中线和底边

夹角的线段。请您用 作起点和终点。 请您对

尺码 34, 38 和 46扩板(图 6-20). 

请您用交叉点继续做分割线。 

 

练习用交叉点作点 
请您选择上衣 50 并在后片作分割线 图 6-21。用

交叉点为起点和终点定位。请您为尺码 36 至 46
扩板。 

6.1.4 用 X，Y 坐标作点 

用 X，Y 坐标做线 

坐标点单独位于坐标系

内见图 4.3，点不和样

板内任何原素相关联。

扩板时它也会保持原位

置。XY－点 应只适用于

从原点开始的手工打板

(第 11 和 12章) 。 

步骤 
 人工制图 | 点==>

点 

 激活  (既以上的 XY-点) 
 作第一个点 
 作第二个点 

请您可以通过点击绝对长度和点击相对长度对话

框以 3种方式做一个坐标点： 

1. 自由值，无等量加减 

2. 自由值，有等量加减 

 

38 34-46 

 
图 6-20 

 
 

图 6-21 

 
图 6-22 

 
图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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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固定值 

Als X- 或 Y-值可以输入 X-, G- 或 Z-值(见第

11 和 12章) 输入的数值可以通过  删除。 

请您用点==>点做一个长 120mm 高 160mm 的

矩形。左下角应位于原点。请您用等量加减。并

对尺码 34, 38 和 46扩板 (图 6-25)。 此矩形在所

有尺码中都位于相同位置且尺码相同。扩板信息

可以通过打板工具填加 (第 11 和 12章) 。 

 

6.1.5 用点击端点在已有线条上做线 

这个作点功能在下一个 Grafis 版本中将被取消。

这里不强调其功能。到版本 9 为止点击端点功能

可以快速的点击一条线的起点和终点。从版本

10 开始用点击线和<Shift> 键，可以更快更准确

的点击。 

步骤 
 人工制图 | 点==>点 

 激活  (既以下的点击端点)  
 点击第一个点 
 点击第二个点 

通过点击端点会显示直线或曲线上包括起点和终

点在内的线关键点。一条线最少有两个关键点构

成，起点和终点。Grfis 的曲线是由多边形构成

的。也就是说是许多短线组成的 (图 6-26)。这些

短线的起点和终点就是曲线的关键点。通过等分
0 您可以看到这些点。 
激活点击端点，并放大腰线部位 (图 6-26)。曲线

的边上移动牵引线。您可以看到曲线的关键点，

在这些点上通过点击端点可以制作新的起点和终

点。 

扩板时线关键点会以原始尺码的相对长度推板
到下一个尺码。其被作为扩板的档差。图 6-28. 

 
图 6-24 

 

X=0 
Y=0 

X=120 
Y=0 

X=120 
Y=160 

X=0 
Y=160 

 
图 6-25 

 
图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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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用点击端点制作一个线段从省尖到腰线 (图 
6-26)。 请您对尺码 34, 38 和 46 扩板并确定省尖

为扩板原点。 
请您选择裤装 10 并用点击端点做一条线从臀部

曲线到短裤的底边 (图 6-28). 请您对尺码到 34到 
48扩板。 
通过这个例子您可以看到效果，通过点击端点在

直线或曲线上作点会出现许多关键点。请您慎用

点击端点！ 
 

6.2 点制图 

菜单 人工制图 

菜单人工制图包含了点，线，

弧线和四边形工具并可以在基

本菜单内打开。在菜单人工制
图中提供了 5 种作点的方法。

点也可以间接的通过移动，转

动或镜像功能制作。见第 10
章。 

6.2.1 用点制作单个点 

步骤: 
 人工制图 
 点 
 通过作点下级菜单来制作

点。 

请您选择上衣 50
并在前领口门襟

起 以 绝 对 长 度

10mm 为领子定位

作一个点。 

 

 

 

 

 

 

请您选择一个上
衣 30。并用工具

平行 10 分别做平

行线平行于前胸

宽和前中线。请

您设置平行工具

距离 50mm。然后

在两条平行线的

交点作一个点。

最后请您删除平

行线。平行线在

删除后仍然保持

互动功能，通过 
<F12> 可以进行

修改。请您选择

口袋 10 并放置在

所作的点上。 

  

PL 

PL 
34-46 

 
图 6-27 

 

PL 

PL 

 
图 6-28 

 
 

图 6-29 

 

P 

 
图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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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点＋距离，在线上距离线上基本点作点 

步骤: 
 人工制图 
 输入参数 距离= 
 激活点＋距离用下级菜单制作基本点 

用这个功能可以在已有线条上离固定点一定距离

的位置作一个新点。已给出的距离是在线上测量

的，而且在扩板时保持。点击线条的时候请注意

右边法则。 

在图 6-31 中 在裙
装 20 上用点和点
＋距离为插袋作两

个点。第一个点是

单个点位于腰线向

下 75mm。在菜单

人工制图中激活点

制图菜单内的点 用
绝对长度 75mm 作

点。 

第二个点请输入距

离 140mm。点击点

＋距离打开下级作

点菜单，用下级菜

单来选择线上基本

点。请您用自由模
式或者点击点来选择。然后点击基本线条，请注

意右边法则。通过右边法则可以确定距离基本点

的方向。 

如果基本点不在基本线条上，则开始于以基本点

做在基本线垂线的交点上。图 6-32 胸点是基本

点。其在前中线的垂点将成为距离新点 100mm
的基本点。 

6.2.3 用两点间点在线上制作点 

步骤: 
 人工制图 
 输入相对距离％= 
 激活两点间点 
 作第一个基本点 
 作第二个基本点 
 点击基本线 

基本线上的新点将被制作在两基本点中间相对位

置上，和基本点的距离根据线条走向测量。  

和图 6－31 中例子不同的是，在图 6－33 中新点

将根据相对长度制作。用菜单人工制图下的两点
间点作前中线上的点：％=70. 点击两点间点打

开下级作点菜单，并确定两个基本点，新点将被

作在两点中间。用点击点请您点击前中线上的腰

点和臀点。通过这个顺序您可以看到是从腰线开

始测量的。点击基本线条（这里是前中线）之后

新点制作完成。 
如果基本点不在基本线上，垂点将被确认为基本

点。 

140mm

75mm

 
图 6-31 

 

100mm 100mm 

38 42 

 
图 6-32 

 

70% 70% 

 
图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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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两点间点 在两点之间作点 

 
步骤: 
 人工制图 
 输入相对距离％= 
 激活两点间点 
 作第一个基本点 
 作第二个基本点 
新点将被制作在两基本

点中间相对位置上。此功能不需要基本线。相对

位置会根据第一个点击的点来确定。 

在图 6-34 是用两点间点功能在基本款上衣 10 上

作的 3 个点。为作一半的胸省请在两点间点功能

下填上％＝50。点击两点间点并点击省的终点新

的点就制作完成了。接下去在前腰围线的中间作

一个点。第三个点作在连接后的底边，且相对长

度 33.3 的位置上。点击两点间点和底边的终点

来制作新点。方向根据点击点的顺序来确定，然

后测出 33.3％的相对距离。  

加扩板规则 连接在两点上的自由点 

步骤: 
 人工制图 | 加扩板规则 
 自由填加扩板点 
 作第一个基本点 
 作第二个基本点 

用加扩版规则作的自由点所在位置将随着关联点

而扩板。图 6-35 上标出点的位置将随着相关联

的胸点和袖窿对位点扩板。 

Grafis 会在 3 点间作一个隐藏的

三角形并在扩板时改变其大小和

位置，而形状不变。 

6.3 线制图 

菜单 人工制图 

通过菜单人工制图可以用不同的

制作方法作线。这是本小节介绍

的内容。接下去的带方向的线制

图是下一个小节的内容。而在第

9章中介绍用 Grafis 制作曲线。 

 

33.3% 

50% 

50% 

 
图 6-34 

 

 
图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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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点==>点 – 两点之间作线 

这个功能已经在小节 6.1 中介绍下级作点菜单过

程中使用过了。 
 人工制图 
 激活点==>点 
 作第一个点 
 作第二个点 
用点==>点 可以在两点之间作一条线。打开这

个作线功能后出现下级作点菜单，通过此菜单来

作起点和终点。 

在图 6-36中来自小节 2.4 的款式“直筒裙”作以

下线条: 
 从前中线的臀围点到到臀部侧缝曲线的中

间。 
 侧缝从臀围开始量 33%,到前片和后片的中

线。  
 侧缝从臀围开始量 33%,分别到前片中线，后

片中线和底边的转角。  
激活点==>点 打开下级作点菜单。请在自由模

式中或点击点点击臀围点。定位终点用相对长度

50% 在上部侧缝线。然后请作其他线条，并请

在点击侧缝的时候必须注意右边法则。 

6.3.2 用  点==>x 向 和 点==>y 向作横线和竖

线 

 
步骤： 
 激活 点==>x 向 或 

点==>y功能 
 作线的起点 
 确定帮助计算终点

的辅助点 

点 ==>x 向  和  点
==>y 功能用来制作横

辅助线和竖辅助线。功

能被激活后必须确定线

条的起点并之后确定一

个辅助确定终点的点。第二个点在点==>x 向 
时只定位在 X-轴方向而在点==>y 向 时只定位

在 Y-轴方向。  

图 6-37 中将在上衣 20中制作 
 一条横辅助线从领口和肩线交点开始到肩膀

结束 
 和一条竖辅助线从领口肩线转角到袖窿对位

点为止。 
点击点==>x 向 后在自由模式下用<Shift> 键点

击领口和肩线的转角点，然后用点击点或者再用

<Shift>键点击肩膀终点或袖窿对位点 。 

 

50% 

33% 

 
图 6-36 

 
p==>px 

final point 
for p==>px 

p==>py 

final point 
for p==>py 

 
图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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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用点＋随机从基本点以自由方向作线  

步骤 
 激活功能点+随机 
 作起点 
 自由确定线的终点 

这个功能作的线为自由确定的固定长度和方向。

长度和方向在所有尺寸中都保持不变。点+随机
适合作横，竖和斜辅助线。 

图 6-38 中 4 条线都是用点＋随机制作的。 激活

点＋随机后用下级作点菜单确定线的起点。线的

长度和方向可以通过随意移动的鼠标自由确定。

横线和竖线带有磁力，方向移动到附近有轻微的

牵引。 
请您在 2.4小节做的“直筒裙”上作图 6-38 中的

线条。通过线段分割您可以把线严长至侧缝或者

腰线。请对尺码 40和 44扩板。 

6.3.4   用 切线.点=>弧线 作切线 

步骤 
 激活功能切线.点=>弧线 
 作起点 
 点击要相切的弧线 
通过切线.点=>弧线可以做一条线条的切线。激

活切线.点=>弧线后必须确定切线的起点然后点

击要相切的弧线。如果两线条没有切点，Grafis
则不做反应。 

如图 6-39 所示做线，其终点和领口弧线相切 。
另一条线开始于胸点，终点与袖窿弧线上方相

切。第三条线从侧缝开始与袖窿下方曲线相切。  
选择基本样板上衣 10 并激活人工制图|切线.点
=> 弧线确定切线的起点 (左边 : 绝对长度 
100mm)。点击领口弧线来完成切线制作。请您

制作另外两条切线。 

6.3.4   用 垂线.点=>线 作垂线 

步骤 
 激活功能垂线.点=>线 
 作起点 
 点击要相垂直的线 

通过垂线.点=>线可以做一条线条的垂线。激活

垂线.点=>线后必须确定垂线的起点然后点击要

垂直的线。垂线和所点击的线条成 90度直角。 
请您如图 6-40所示在上衣 10内作垂线： 
 从胸点做垂直于前中线的垂线 
 从胸点作侧缝的垂线 
 从腰省尖作底边的垂线 
 从后袖窿对位点作到后中线的垂线 
 从后领口 50%位置作底边的垂线。 

 

Hilfslinien, 
mit P+digi 
konstruiert 

33% 33% 
 

图 6-38 

 

100mm 

pick P pick L 

 
图 6-39 

 

 
图 d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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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1.练习 
请您在上衣 20中做以下线条见图 6-41: 
 从肩线和袖窿的转角到前中线领口向下

60mm 
 从肩线和袖窿的转角到后片中线领口向下

60mm  
 从之前的点各作一条切线到领口曲线 
 从袖窿对位点作到前片和后片的中线的垂线 
 从侧缝和腰线的交点作线交前片或者后片中

线于腰部以下。提示：前片和后片在腰部是

分离的。 

2.练习 

请您在小节 2.4 中的“直筒裙”作一条从底边

33.3％开始的竖线作为分割线，从前后中线开始

测量。 

请您用功能点＋随机并剪断加长至腰围线，见图
6-42. 

3.练习 
请您在小节 2.4 中的“直筒裙”的前后片中各作

一条距离 200mm 平行于底边的平行线。并做 7
个等分线段的点在底边上和 13 个等分的点在平

行线上。如图 6-43 所示. 请您用点==>点功
能。 

4.练习 
请您在小节 2.4中的“直筒裙”中作以下线条： 
 从前中线的臀围点到到臀部侧缝曲线的中

间。 
 侧缝从臀围开始量 33%,到前片和后片的中

线。  
 侧缝从臀围开始量 33%,分别到前片中线，后

片中线和底边的转角。图 6-44. 

 

 
图 6-41 

 

 
图 6-42 

 

 
图 6-43 

 

50% 

33% 

 
图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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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带有方向的线制图 

6.4.1 互动工具线条 10 和下级菜单方向制作 

用互动工具线条 10 用户可以为线条确定方向。

方向制作有一个自己的下级菜单，这个对话框会

在作点时或其他制作工具时自动弹出。例如在以

下情况要应用到方向制作菜单： 
 作一条线，其和其他线条相平行。 
 作曲线 
 和作对位标记 

互动工具线条 10 的操作步骤 

 用互动工具

按钮打开线
条 10 

 做基本点 
 用方向制图

菜单矫正线

条(设置基本

方向，设置

角度加减) 
 用鼠标 键

结束方向制作 
 设置线条互动功能。 (线条长度， 或者移动

基本点,或者改变线条方向) 
 用右边菜单的结束键结束互动功能设置 

方向制作菜单 

如果有必要输入方向的话，方向制作在 Grafis 中

有四种应用功能。制作方向主要的构成就是刻度

盘。刻度盘类似一个角度尺。刻度盘范围内显示

基本方向和线条方向的角度尺。图 6-45 展示刻

度盘显示的内容。 
 

方向制作有两个步骤： 
1. 设置基本方向 
2. 设置角度加减 

具体步骤的操作在自动扩板中会复述。线条方向

既制作完成。所以： 

线条方向 
= 

基本方向 + 角度加减 

在图 6-46中作了一个垂直于后片中线的线条 。 

b 

basic direction

derived direction 

guide circle

difference angle 

图 6-45 

derived  direction 

basic  
d irection 

图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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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基本方向 

步骤 

 在 边上的空格内填

上固定值 或者 

 激活  来点击一条

线  或者 

 激活  以基本点和

基本线作线的方向或

者  

 激活  作两个点 

基本方向可以通过以上功能在方向制作对话框内

进行设置。因此有 4个制作原则： 

1. ‚固定’ 固定角度作为方向 

 
图 6-47 

一个固定角度的方向可以通过按键固定旁边

的空白框输入。不允许输入 X-, G-, Z-值 作为

基本方向。点击按键‚0°’ 方向将被归 0° 。 

2. ‚线’ 通过点击线条确定基本方向。 

图 6-48 
基本方向将根据右边法则平行于点击的线条

或曲线。如果需要确认起点方向或终点方向

请您用 <Shift>-键。 
此功能在打开菜单时为激活状态。 

3. ‚基本点’ 以基本点确定基本方向

图 6-49 
基本方向将确定为刻度盘原点所在点的方

向。如果有多条线在这个点上会出现问号提

示在鼠标上，请您点击基本线： 

 
这个功能请务必在曲线放置对位标识的时候

应用，这样所有尺码中在曲线上的基本方向

是保持一致的。 

4. ‚点=>点’ 以两点方向作为基本方向 

图 6-50 
这个功能以两点的方向作为基本方向。方向于第

一个点到第二个点的方向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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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角度加减 

设置基本方向之后需要设置线条方向。线条方向

显示为一条基本线条边上的长线 (见图 6-46) 。
通过相对于基本方向的角度加减改变此线条。输

入角度可以改变此线条。 

通过方向制作对话框下部的功能可以设置加减角

度，有以下设置： 
 输入加减的角度 或者 
 点击空白框边上的+ 和 –按钮 或者 
 点击刻度盘，应用等量加减或者不用。 

 
图 6-51 

角度加减通过互动工具的拖曳或者点击刻度盘改

变线条方向。如果激活等量加减 角度加减的量

差为等量加减的值。固定值中允许输入 X-, G-,  

Z-值 (见第 11 和 12章) 。点击  线条方向将恢

复到基本方向。方向制作下级菜单通过鼠标  
键结束。 

基本方向说明 

请您选择基本款上衣 10 并用互动工具线条 10 在

袖口在袖窿作一条线。请您用以下每种制作方法

做基础方向。请您对尺码 34至 52扩板。 
A) 请您用互动工具线条 10 作一条线，其基本方

向 45° 角度加减 0° (图 6-52 A)。请您扩板。 
B) 请您用互动工具线条作一条线。基本方向用

线确定为袖窿上方终点。请您用<Shift>-键
制作。 角度加减保持 0°. 请您扩板(图 6-52 B). 

C) 请您用互动工具线条作一条线。请您激活基
本点按钮。角度加减保持 0°. 请您拖曳互动工

具使基本点为袖窿线走向。(图 6-52 C)请您扩

板 
请您为剪口使用“线方向基本点“。角度加
减为 90°. 剪口则一直保持垂直于线条。 

D) 请您用互动工具线条作一条线。基本方向应

在各尺寸内保持从袖窿起点至终点。 (图 6-52 
D)。请您激活“点=>点” 两点方向为基本

点。第一个点在侧缝线上。可以在自由模式

下点击。第二个点在袖窿和肩缝线的交点，

可以用<Shift>-键选择。角度加减保持 0°。 
请您请您拖曳互动工具使基本点为袖窿线走

向。请您扩板。 

 

B A C D 

45° 

 
图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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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应用互动工具线条 10 角度加减  

请您选择上衣 50 并在后片做分割线。分割线起

点领口向下 120mm 和后片中线成直角。延长分

割线至袖窿，并分割袖窿。线条延长很重要，自

动搜索延长的交点只到 500mm 为止。扩板时如

果出现超出范围的情况，将显示警告。 

请您选择裙装 10 并作 2 个分割线，分别位于腰

围线 50％位置且和基本点成直角。延长分割线

至底边并把底边分开。 

6.4.2 用点，方向和长度做线点＋方向＋长   

这个非互动工具的功能类似于

线条 10。不同于线条 10 的是

输入的值是固定的。用下级菜

单方向制作来确定线的方向。

您可以用这个功能结合 X-, G- 
和 Z 值从零开始制图(第 11 和 
12 章)。基本点和线条方向和

线条 10 不同，之后不能对其

修改。  

步骤 
 输入线的长度， 长度...  
 用下级菜单方向制作来作线的方向并用鼠标

键来结束制作。 
请您在长度...中线输入线的长度 (点＋方向＋长
度的下方) 然后点击点＋方向＋长度。Grafis 现
在等待用点制图来确定起点。然后显示刻度盘和

下级方向制作菜单。请您设置基本方向然后加减

角度。用鼠标  关闭下级菜单，新的线在样板

中制作完成。 

练习点＋方向＋长 
1. 练习 
请您在上衣 20 中作两条 200mm 的线，其垂直于

后中线。线应离领口 100mm或者 150mm后中线

上开始。(图 6-55 左侧). 
起点制作完成后显示刻度盘来确定方向。这个例

子中线应和后中线成直角。 所以请您激活  
并点击后中线的左侧和右侧。基本方向顺着后中

线一次显示向上，一次显示向下。请您再次注意

右边法则确定基本方向为领口-->底边。 

 

120mm 

 
图 6-53 

 

50% 50% 

 
图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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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设置角度加减，线条方向和后中线成直角。

请您点击角度加减空白框边上的按钮 + 或者 -
 。 基本方向保持不变但线条方向发生改变。请

请您点击基本线条或 键可以还原。尝试后请

您设置角度为 -90° 并用  关闭。 

2. 练习 
请您在上衣 20 的后片中制作一个垂直于后中线

的分割线，其开始于后中线领口向下 80mm。请

您延长线条至袖窿并作 4个等距的点。 
请您作两个平行于后中线的褶裥线。 (图 6-55 右
侧)。请您用点＋方向＋长，长度=600 并在自由

模式下点击褶裥位置。用 设置基本方向平

行于后中线。请您注意右边法则并确定基本方向

为领口 --> 底边。 
线条方向应和基本方向一致。出于这个原因请您

保留角度加减为 0°, 点击  褶裥线即显示在屏幕

上。Grafis 会在每个尺码中重复以上动作，既褶

裥线平行于后中线。请您以褶裥线分割底边。 

6.5 弧线 

人工制图菜单 

在本章之前的小节中您

已经熟悉了点和线的制

作。以下部分介绍人工

制图菜单中制作弧线的

功能。 
两种作弧线的功能都是制作半圆的弧线。如果想

作整个圆，请分 2 个半圆制作，或者用在变位移
位中的镜像功能。 

圆心+点 – 用圆心和圆周上的切

点作弧线 

步骤 
 点击 圆心+ 点 
 作圆心 
 作圆周上的点 

点击圆心+ 点打开下级作点菜

单，先作弧线的圆心然后确定圆

周上的点。所点击的圆周点位于

弧线的正中央。  

圆心+半径 -用圆心和半径作弧线 

步骤 

 在半径...行中输入半径 50.0 
 作圆心 
 点击要作弧线的方向。 

这个功能必须先在圆心+半径下输入半径 50.0 
(点击, 输入 然后 <回车>)。点击圆心+半径打

开下级作点菜单，确定弧线的圆心。弧线的方向

请您自由确定。图 6-56 上用 „pick“ 显示, 在此方

向上完成弧线制作。 

 

 
图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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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作弧线 

请您在第 2.4 小节中的“直筒裙”底边由前中线

和后中线开始 33.3%的位置作分割线并延长至腰

线。请您在分割线距离底边 200mm 位置制作一

个点。用圆心＋点以新作的点为圆心，底边和分

割线的交点为圆周点作弧线。 
 

图 6-57 

6.6 矩形 

人工制图菜单 

本章最后讲解制作矩形的功能，

其位于菜单人工制图中。通过功

能取消操作可以取消点，线，弧

线和矩形制作的最后一个步骤。 

点＋宽＋高 – 用宽和高作矩形 

步骤 
 在宽=100.0...行中输入矩形制

图宽度数值，  
 在高=-50.0...行中输入矩形制图高度数值，  
 创建/选择点+宽+高 
 创建/选择矩形制图起始点 

矩形制图的希望高度及宽度数值需要在点+宽+
高菜单行下的宽=100.0...和高=-50.0..输入. 在点

击点+宽+高选项，并定位矩形制图起始点

后, 系统自动以定制的高度及宽度创建矩形制图.
宽将作为宽度在 X-轴方向制出，高将作为高度

在 Y-轴方向作出。如果宽和高都是正值， 则矩

形制图将在起始点的右上制作(图 6-27)。 如果两

者都是负值，则在起始点的左下制作。两者的符

号也可以不相同。 
 

MP

P

MP

pick

R

Kreisbogen aus MP+P:

Kreisbogen aus MP+R:

 
图 6-56 

 

Anfangspunkt Br=+100.0

Hh= +50.0

 
图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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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练习 

1. 练习 
请您制作一个宽= 
160mm，高=180mm 
口袋。请您直线角接两个底

角，角前、角后值都为

30mm 。 请您制作距离上口

边 40mm的平行线，并制作一条由此平行线中点

到底边的垂线。 

2. 练习 
请您制作一个宽=60mm，高=160mm 矩形，并

向左右各延长底边线 10mm。由底边线中点向下,
制作长为 25mm 的垂直辅助线线，并如图所示，

连接各线端点。 

请您依照下图所示，完成口袋盖的制作。请您请

您先将辅助线删除，然后使用半圆角接，半径

=10mm ， 连接底角。之后，制作线距为 5mm 
的平行线。 
 

 

3. 练习 
请您在基础结构图“Grafis 上装 20”中，制作一

条由后中领口点向下 100mm 为起点，长度为

200mm 的过肩分割线。此分割线应与后中线垂

直。请您在袖窿线处以此分割线剪断。 

请您在此分割线上，由后中线起算 40%的位置

上,制作一条长 50mm 的向下的垂直辅助线。之

后，请连接各线端点。 

4. 练习 
请您在基础结构图“Grafis 上装 10”中，制作图

中所示的 4条垂直于胸省缝和肩省缝的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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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练习 
请您使用您在第 2.4 节中制作的样板文件“直筒

裙”，制作一个波浪裙样板。波浪高为在分割线

上，由底边向上 200mm，波浪角度为以分割线

角度为基本角度 +/-35°。 

请您用互动工具平行 10，圆点＋点和线条 10。
这样您的波浪的高和角度就可以日后通过互动工

具修改了。 

6. 练习 
请您使用您在第 2.4节中制作的样板文件 “直筒

裙”， 制作一个百褶裙样板。请您为前片创建

一条由前中/腰线向下 150mm开始，至臀围弧线/

腰线向下 80mm处为止的横向分割线，同样也请

您在后裙片制作相同距离的横向分割线。在分割

线上，请您分别制作 6个等分点,并由 4个裁片

内点向底边做垂线。

. 练习 
请您使用您在第 2.4节中制作的样板文件“直筒

裙”，制作一个波浪裙样板。波浪高为在前中线

上，由底边向上 200mm，波浪角度为以前中线

角度为基本角度 +/-35°。请您使用以曲线线条连

接功能，连接底边与波浪角。之后，请您为底边

添加 30mm的缝份,其他缝线添加 10mm的缝

份，并进行边角连接。 
 
 
 
 

8. 练习 
请您缩短基础结构图“Grafis 上装 10”的胸省缝

30mm。请您首先制作省缝半角线然后在此线上

制作新的省缝顶点，最后重新连接省缝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