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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缝及褶裥是服装结构设计的重要元素。Grafis
系统提供以下几种制作、调整省缝及褶裥操作功

能：  
 自动或人工进行省位转移的操作，  
 省缝缩减, 
 

 省缝连边的制图功能, 
 新建省缝制图， 
 新建褶裥制图，新建打裥线段。 
在本章中，您将了解到所有有关省缝及褶裥的结

构制图操作可能性。在随后的第 9 章和第 10 章

中，您将继续学习曲线的制图以及多种制图变位

移位的操作方法。  
以强化学习效果为目的，在本章的每节后，都附

有相关练习，以巩固新学功能的运用。本章最后

还附有综合练习，可以供您对本章所学的所有功

能进行综合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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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样板修改（转省移位） 

样板修改 菜单 

这个菜单中提供了调整裁片、省

位转移、省缝缩减的操作功能。

省位转移。 
转省移位是本节的主要内容，下

一节中，我们将向您讲解省缝缩

减的功能。 

样板修改的前提条件 

1. Grafis 系统进行自动转省移位

操作的前提是，结构制图的省

缝边角具有闭合的轮廓线。单

一线段的起点和终点间允许最

大空隙量为 0,5mm。轮廓线中的单一线段不

允许被连接。 
2. 需要进行转省移位的省缝不允许拥有省缝连

边的制图结构，如果制图对象具有闭合的省

缝连边结构，需要首先使用线条分割功能和

边角连接功能，将其分割。 
3. 省缝边必须同长并且具有相同的省缝顶点。 

操作步骤 

 检验制图初始状态，是否符合制作转省移位

的前提条件， 
 基本菜单操作界面 -->样板修改 
 单击选择省位转移 
 通过顺序点击省缝两边，确定转省的方向 
   （线右侧选择原则！）， 
 设置转省%-比例， 
 选择+省缝线 或-省缝线 
 点击自动转省 
 通过点制图下级菜单，确定转省的目标位置 
 确定随转省移位同时移位的目标对象；在选

择目标对象前，请先设置+/-复制， 并选择

点或线条，  
 在此菜单中，同样可以使用撤销操作，撤销

前步操作，选择单一，逐一取消操作，选择

所有，一次性取消所有操作。 
 继续进行转省移位，请重复第 5.步，结束操

作请点击 。 

转省移位的转省方向  

在裁片修整菜单中，点击省位转移 后， 系统会

自动询问转省方向，既需要由哪一条省边向另一

条省边合并。点击省边的顺序决定了省位转移的

方向(图 8-1 图 8-2). 

选择了转省方向后，被操作的省缝以阴影线表

示；阴影线的方向表示了转省的方向。此后，系

统自动启用转省移位的下一个功能菜单。. 

图 8-1 图 8-2 中的虚线制图，表示了全部转省 
(100%-比例) 的制图结果。 

 

 

*第1点击点 第2点击点* 

 
图 8-1 

 

第1点击点* 

*第2点击点 

 
图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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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位转移 菜单 

转省比例%  
在功能栏中的第一个功能部分中，

需要首先设置转省比例%，既转省

移位后需要保留的省缝部分的比

例。 “剩余=0%” 显示的数值为

转省剩余的比例。  

 
 

自动转省 
点击自动转省，开始转省操作。使用+/-省缝边
选项，可以设置省位转移后省缝边的制图情况： 

+省缝边： 保留省缝边制图。 
-省缝边： 不保留省缝边制图 

同步转移 
省位转移后，在裁片中的点和线有可能位于错误

的位置。这些点或线必须随省位转移同时移位。

因此，您需要选择目标对象类别（点或线），以

及设置+/-复制 选项： 
+复制 目标对象保留初始位置制图 
-复制  目标对象只移位。 

撤销操作 
单一 或 所有 选项的设置如下: 

单一 逐一取消同步转移的点或线的操作。 
所有  一次性取消同步转移的所有操作。 

使用转省比例%，转省移位 

在以下的实例中，将以转省比例 100%，为例进

行讲解。请您启用基础结构图“Grafis 上装

10”，并将胸省缝以比例 100%移位至袖窿线对

位标志(图 8-3)： 
 纸样选择 
 样板修改 
  转省移位 

右侧省缝边应向左侧省缝边转动。请您首

先点击右侧省缝边，然后点击左侧省缝

边。在菜单栏第一行中给出比例 100%，
这样省缝就以 100% 转省移位。 

  
 转省移位的操作至此尚未进行，因此， 
 （剩余=0%）显示。 
  +省缝边 
  自动转省 

 在自由模式下使用 选已有点  选择

袖窿线对位标志点为目标

点。 
由于在袖窿线对位标志处存在两条线条，因此

Grafis 系统询问您所需要操作的基本线条。请您

点击一条系统标示出的线条，则省缝自动转移到

您选择的位置。 
请您检查是否有相关的目标对象，需要同步转移

到正确的位置。在当前的实例中不需要进行目标

对象的同步转移，因此，请您单击 ，结束转省

移位的操作。 
   撤销操作所有 省缝重新回到初始位

置 
请您重复以上操作，将省缝转移到距袖窿线 
30mm 的侧缝线上（此点尚未制出）。 请您注意

袖窿线的制图点，在同步转移 时，操作如下: 
  点 
  -复制  点击选择需要移位的点 
   
 N*取消  将结构制图步骤记录退回 001  
 试运行 
请您尝试以左侧省缝边向右侧省缝边转动的方

式，进行转省移位。请您首先点击边左侧省缝

边，然后点击右侧省缝。您可以看到现在的制图

与图 8-3 不同，前中线变为倾斜， 
而袖窿线的位置没有变化。 

 
 

 

 

 
图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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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省缝转省移位 

在以下的实例中，将以部分转省比例，为例进行

讲解。请您启用基础结构图上装 10，并将胸省

缝以比例 25%，移位至袖窿线对位标志，以

50%移位至底边线(图 8-4)。 

 纸样选择 
 样板修改 
  转省移位 

右侧省缝边应向左侧省缝边转动。请您首

先点击右侧省缝边，然后点击左侧省缝

边。在菜单栏第一行中给出比例 25%，这

样省缝就以 25% 转省移位。 
  转省移位的操作后， 转省比例以 （剩余

=75%）显示。 
  +省缝边 
  自动转省 

选已有点  选择袖窿线对位标志点 
请您注意袖窿线的制图点，在同步转移 时，操

作如下: 
  -复制  
  点  点击选择需要移位的点 

  在菜单栏第一行中给出比例 50%，这样省

缝就以 50% 转省移位。转省比例以（剩
余=25%）显示。 

  +省缝边 
  自动转省 
  选已有点  选择底边线 
请您检查是否有相关的目标对象，需要同步转移

到正确的位置。在当前的实例中不需要进行目标

对象的同步转移，因此，请您单击 ，结束转省

移位的操作。 

练习 

请您在基础结构图“Grafis 上装 10”的后片结构

图中，以转省比例 50%，将肩省缝分别转至袖

窿线和底边线(图 8-5)。. 

2.练习 
请您为裙装 20 创建一个分裁约克制图。在制图

过程中，请您使用 P==>P 功能以及互动工具线
条 10。请您将省缝转移到约克分割线 (图 8-6)。 

 

 

50% 

25% 

25% 保留 

图 8-4 

 

 
图 8-5 

 
图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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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省缝缩减 

操作步骤 

 基本菜单操作界面 --> 样板修
改 

 设置省缝需要缩减的长度值长
度=....,  

 点击选择省缝缩减. 
 点击选择两条省缝边。 

使用省缝缩减功能 

省缝缩减包含在样板修改菜单

中。一个已有的省缝，可以使用

此功能按照设定的缩减值长度
=...，缩减省缝。  
如果您输入的数值为负数，系统
将自动加长省缝。  
输入数值后，点击省缝缩减，此时，Grafis 系统

要求点击省缝的两条边。之后，您就可以在屏幕

上看到被缩短的省缝。省缝原始长度和当前长度

的差值与输入的数值完全相同。 

练习 

1. 练习 
请您在上装 50 的门襟止口上做 5 个褶裥。胸省

缝以 20%，转移到经过制图推演的门襟止口。

将前 2 个省缝缩短到 20mm，第 3、4 个省缝缩

短到 30mm，第 5个缩短到 50mm(图 8-7)。 
 
 

2. 练习 
请您启用基础结构图上装 10，并将胸省缝移位

至袖窿线对位标志、侧缝线和底边线。请您缩短

侧缝线省缝 20mm，袖窿线省缝 30mm，延长底

边线省缝 20mm (L=-20.) (图 8-8)。 

8.3 省缝、褶裥的连边操作 

抽褶打裥 菜单 

次菜单中的选项具有以下功能： 
 为省缝和褶裥制作连边， 
 新制省缝制图， 
 为打裥操作作前期准备，制作打裥线。 
本节中的内容是，使用 1-次折叠 和 2-次折叠。 
制作省缝和褶裥的连边。方向对称省 和顶点对
称省的操作，将在下节中为您介绍。 
使用撤销，可以撤销省缝、褶裥的连边操作或者

新制省缝的操作。 
点击收放褶裥菜单行下的选择线条，或者选择点
=>点 功能，即可调用收放褶裥下级菜单。 您
将在第 8.5节中学习到相关操作内容 

8.3.1 使用互动工具省缝连边 10 进行省缝连边

操作 

互动工具省缝连边 10，是 Grafis 第十版的新增功

能。它是适用于省缝连边的操作功能。对于褶裥

的连边操作，请使用后续 8.3.2 节中所介绍的功

能，进行操作。 

 
 

 
图 8-7 

 

 
图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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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基本菜单操作

界面 --> 抽褶
打裥 并使用互

动工具按钮调

用省缝连边 10 
 或者在基本菜

单操作界面，
在抽褶打裥单

击   
 按应有制图顺

序点击 4 条线

条轮廓线 – 省
缝线–省缝线–
轮廓线(线右侧

选择原则 ! 图
8-9) 

 单击 关闭抽
褶打裥功能  

 双击新建的连边制图 

 设置选项(图 8-10) 
 互动调整对位孔 

使用互动工具省缝连边 10 ，可以创建一个具有

对位孔的省缝连边制图。 

第一个选项(图 8-10)可以确定是创建单向连边，

或者阴 /阳褶裥连边

制图。第二个选项只

有在选择单向连边时

才会出现。此选项确

定连边方向。 

练习 

请您在 8.2 节第一个

练习中，省缝连边 
(图 8-11). 

 
图 8-9 

 

1 打孔与省缝顶点

的距离 

单向连边或者阴/阳
褶裥  

单向连边或者阴/阳
褶裥 

单向连边方向 

1 1 

图 8-10 
 

 

 
图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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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褶裥的连边制图操作 

操作步骤 
 基本菜单操作界面-->抽褶

打裥 
 调用 1-次叠省或者 2-次叠

省 
 点击省缝边 (选择 1-次叠省

时，请注意折叠省缝的方向) 

使用 1-次叠省 制作省缝、 褶裥的连边操作 

点击选择 1-次折叠后，Grafis 系统要求您确定第

一条省缝边/褶裥边。 系统以此省缝边/褶裥边的

方向确定省缝、褶裥的折叠方向。然后，请您点

击第二条省缝边/褶裥边(图 8-12 和 8-13)。 

使用 2-次叠省 制作省缝、褶裥的连边操作 

2-次折叠， 是用来制作阴裥/明裥连边操作的操

作选项。连边制图是对称的，因此，点击边线的

顺序与折叠方向无关。 
点击选择 2-次折叠后， 请您依次点击省缝边/褶
裥边的两条边线 
(图 8-14)。 

练习 

在基础结构图上装 10 中，请您使用 1-次折叠制

作连边操作，第一次折叠方向为折向领口线，第

二次连边操作，折叠方向为折向袖窿线，然后，

再使用 2-次折叠制作连边操作。 每次操作后，

都请您使用撤销，恢复制图的初始状态后再继续

制图。制图结果请您参看图 8-8, 8-9 和 8-10。 
请您以不同的折叠方向重复以上操作，并使用 2-
次折叠制作连边操作。请您将省缝转移至袖窿线

对位标志和底边线，并制作这 3 个类型的连边操

作。 
 
 
 
 
 

 

  

 

第 1 点击点   * *   第 2 点击点 

省缝折叠方向 

 
图 8-12 

 
省缝折叠方向 
 

*第 1 点击点 
第 2 点击点*  

 
图 8-13 

 
图 8-14 



Chap 8-8  第 8章 省缝制图 及 褶裥制图 
  
©Friedrich: Grafis –教材第 1 册, 2008 年版 

 
8.4  新建并收减省缝 

抽褶打裥 菜单 

创建省缝、褶裥连边操作、新建

省缝制图以及制作打裥线，是抽
褶打裥 菜单的可选功能。 
新建省缝制图、方向对称省 （以

对称点和方向制图）和顶点对称
省（以对称点和顶点制图）的操

作，是本节中的重要内容。 

操作步骤 

 基本菜单操作界面 --> 抽褶打
裥 

 确定所需的参数量=... 和     长
=.... 

 选择方向对称省 或顶点对称省 
 点击需要制作省缝的线条， 
 创建对称点， 
 只有在使用顶点对称省功能

时，需用创建顶点。 

方向对称省-以对称点和方向制作

省缝 

对于这个使用对称点和方向制作省缝的制图方

法，需要首先给出省缝间量 量，和省缝长度长 
(图 8-15)。 

以上数值需要在方向对称省菜单行下输入。点击

方向对称省，则调用了点制图下级菜单，首先需

要您点击您所希望添加省缝的线条。然后需要您

选择对称点的位置以及省缝的制图方向。制图方

向可以用角度确定。 

方向对称省 的练习 
1.练习 
请您使用您在第 2.4 节中制作的样板文件“直筒

裙”，在后裙片建

立新省缝，省缝间

量为 20mm，省缝

长度为 80mm，并

与腰线垂直 (参看

图 8-15)。  

2. 练习 
请您在上装 50 中
创建一个在袖窿上

的省缝，收省量为

10mm (参看图 8-
16). 

顶点对称省 -以对

称点和顶点制作省缝 

次功能是使用对称点和顶点制作省缝，因此只需

要输入省缝间量量，用以确定收缩量(图 8-17)。 
此数值需要在顶点对称省菜单行下输入。  

点击顶点对称省，则调用了点制图下级菜单。在

您点击您所希望添加省缝的线条后，需要您选择

对称点的位置以及顶点的位置。 

顶点对称省 的练习 
请您使用您在第 2.4节中制作的样板文件 “直筒

裙”，在前裙片的前中线上，只在一条由腰线向

下 100mm 的水平辅助线。由前段腰线的中点

(50%)为起点，向辅助线做垂线。请您以为省缝

间量，以垂线的起点和终点，分别为对称点和顶

点，做省缝制图(图 8-17)。 
 

 

 对称点 

长 

 
图 8-11 

 

 
图 8-16 

 

顶点 

对称点 

 
图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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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收放褶裥的制图操作 

抽褶打裥 菜单 

此菜单中，有关省缝、褶裥的连

边操作以及新建省缝制图的操

作，已经在上几节中为您做了详

细叙述。在本节中，将向您介绍

收放褶裥的制图操作。. 

 

收放褶裥的操作步骤 

 使用人工制图 菜单中的功能，制作打裥线， 
或制作打裥线的起止点， 

 基本菜单操作界面 -->抽褶打裥 
 如果打裥线已存在，则在收放褶裥菜单行下

选择选择线条， 
如果使用起止点，则在收放褶裥菜单行下选

择选择点=>点， 
 创建打裥线后启用收放褶裥下级菜单。 
 点击收放裥量后，开始制作新打裥线， 
 输入距离数值距离 1=...,距离 2=... 并设置 

+/-转变方向 
 选择单一点、单一线或全部，然后点击相关

目标对象 
 希望还原操作， 选择撤销操作单一点、单一

线或全部，(在撤销操作菜单行下)，然后点击

相关目标对象， 
 设置+打裥线或-打裥线 
 点击确认结束操作。 

使用选择线条或选择点=>点，制作打裥线 
在 收放褶裥菜单中，选择选择线
条，或选择点=>点，后启用收放
褶 裥 下 级 菜 单 。 
打裥线段显示为白色(蓝色- 如果一

条在打裥线下方)，目标线显示为

红色。  
所有希望收放的 Grafis 目标对象
都由“打裥线段向目标线段”移
动。 
对打裥线段的调整，可以通过点

击打裥线段实现。 

打裥线段与目标线段的间距 
目标线段的位置，需要进行设

置。可以以下方式完成： 
 改变打裥线段 与目标线段 起

点的间距距离 1=... 
 改变打裥线段 与目标线段 终

点的间距距离 2=... 
 改变打裥线段 的方向，+/-转

变方向 

目标对象的收放 
在目标线段以需要距离定为后，即可开始收放移

动点和线段。使用收放：全部，则将整体裁片由

打裥线段处切断，并收放移动。在此之后，您可

以选择单一点及单一线，逐一移动您需要同步收

放的目标对象。如果使用收放：全部，收放移动

了过多的目标对象，您可以通过选择撤销操作菜

单行下的单一点及单一线，，还原单一点及单一

线的操作。 

收放操作过程的撤销操作 
通过选择撤销操作菜单行下的单一点及单一线，

可以还原单一点及单一线的操作。通过选择撤销
操作：全部，将还原所有收放的目标对象。  

确认 

对需要操作的目标对象进行了相关收放操作后，

需用在确认菜单行下设置+/-打裥线： 
+打裥线，保留显示打裥线  
-打裥线. 不保留显示打裥线 

点击确认后，结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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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放褶裥的练习 
1. 练习 
请您如图 8-13 所示，在基础结构图“Grafis 上装 
20”的后片制图中制作 3个顺裥。 

请您首先等分落肩线，然后制作平行于腰线，之

后由落肩线上的等分点，向辅助线做平行于后中

线的线段。请您选择抽褶打裥 菜单，然后点击

收放褶裥 和选择线条,并点击第一条打裥线段。 
点击打裥线段时，请您注意线右侧选择原则的
是用。打裥线段的起点值由距离 1 确定，终点
值由距离 2 确定。 
请您输入以下收放裥量距离 1=  0.0， 距离
2=40.0，并点击+/-转变方向， 调整收放方向为

由后中线向侧缝线收放。点击使用收放：全部，

将向收放操作。选择+打裥线，并点击确认，确

认操作。 
在确认前，请您尝试以下操作：  
 撤销操作:    单一线，点击任意线条。  
 收放褶裥:    单一线 
 还原操作 
 撤销操作:    单一点，点击任意点。 
 收放褶裥     单一点   
 还原操作 
 收放褶裥： 全部   
 撤销操作： 全部  
 收放褶裥:   单一线 点击任意线条 
 收放褶裥：单一点 点击任意点。并重复

操作 
请您点击下一条打裥线段。Grafis 系统自动记录 
收放方向和收放裥量，无须再次输入调整，可以

直接使用收放褶裥：全部进行操作。最后，请您

制作褶裥的连边制图和阴影制图。 

2. 练习 
请您在基础结构图上装 20的前片制图中，制作

两个波浪褶。首先请您连接落肩线，并制作 5个

等分点。请您由肩线上前两个点开始，向底边做

垂线。以在底边 40mm的距离收放波浪褶，肩线 
没有变化。 最后请您对底边线进行线条连接。(
图 8-19) 

点击打裥线段时，请您注意线右侧选择原则的
是用。打裥线段的起点值由距离 1 确定，终点
值由距离 2 确定! 

8.6 练习 
1. 练习 
请您使用您在第 2.4节中制作的样板文件 “直筒

裙”，在前裙片中，由臀围线起添加 4 个波浪

褶。 在臀围线处的收放裥量为 0，在底边处的收

放裥量为 40mm。  

请您使用您在第 2.4节中制作的样板文件 “直筒

裙”，在前裙片中，创建由臀围线向下至下

摆 ，在臀围线和下摆的收褶量均为 60mm 的褶

裥。请在臀围线和下摆制作阴裥。 

 

 

 
图 8-13 

 

距离 2=40.0 

距离 1=0 

 
图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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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练习 
请您在基础结构图 裤装 10 中，由膝围线起添加

4 个波浪褶。 收放裥量在膝围线处为 0，在底边

线处为 30mm。左侧制图的收放方向为由下裆线

向侧缝线，右侧制图的收放方向为由侧缝线向下

裆线。最后，请您线条连接底边线。 

3. 练习 
请您在基础结构图上装 10中，创建一个由领口

线中点开始，向下垂直到底边的，不对称的顺

裥。请您使用点+随机 或 点+方向+的功能创建

打裥线段，而不使用垂线点=>线的方法制图，

因为这种方法在互动修整制图底边时会同样改变

打裥线段的位置。收放裥量在领口线处为

40mm，在底边线处为 70mm。请您使用 1-次折

叠创建连边操作，最后， 请您线条连接底边

线。 

4. 练习 

请您在基础结构图裙装 20的在前裙片中，创建

一个明裥。此明裥与前中线平行的距离为

50mm， 收放裥量也为 50mm。 请您先创建距离

为 50mm的平行线 ， 然后由此线开始收放制

图。  

5. 练习 “风箱褶衬衫” 

请您打开第 5.6 节中制作的“风箱褶衬衫”样板

文件，并继续操作。 

请您在后片袖窿线上制作一个距离肩点 100mm 
的点。由此点开始，向后中线做垂线。在此垂线

上，请您制作 4 个等分点，并由中间两个等分

点，向底边做平行于后中线的两条打裥线段。使

用线条分割，将这两条线段延长到底边。 

请您使用 1-次折叠， 创建胸省缝到侧缝线的省

缝连边。 

 

 

 
 

 

 



Chap 8-12  第 8章 省缝制图 及 褶裥制图 
  
©Friedrich: Grafis –教材第 1 册, 2008 年版 

 

在分类裁片中，打开新裁片文件 002，将前片制

图的所有点、线 复制导入。 隐藏文件 001，在

文件 002中继续操作。 
请您以在底边和肩线 25mm 的收放裥量，收放文

件 002 中的前片制图。请您使用 1-次折叠， 创
建肩省缝的省缝连边。请您使用单一连接，连接

底边线。最后，请您使用环状 /系列平行线功

能，为制图添加 10mm 缝份，并添加对位标记和

注释。 
请您以相同的文件名保存此“风箱褶衬衫”！ 

6.练习 
请您选择裙装 20，并制作一个连裁腰头，并有

褶裥的前裙片。 

 

 
7. 练习 
请您制作一个有省缝的衣袋。首先请您创建一个

宽度为 120mm，高度为 150mm 正方形制图。然

后请您使用互动工具边角 50 将下转角更改为圆

角。请您创建 2 个收褶量为 15mm 的褶裥。然后

缩短省缝长度为 120mm。 

请您使用互动工具省缝连边 10 。请您首先使用

连接 10 连接上边，并使用互动功能，对缝边进

行形状调整。然后请您创建缝份和标识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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