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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对象的变位移位，例如，移动、转动或者镜
像对称，是在 CAD 程序中经常使用的结构制图
工具。只有使用变位移位功能，才能重置过肩，
或者将其他裁片移动定位，或者镜像对称。变位
移位共有 8 个不同功能类型，在每个功能的讲解
之后都提供相关练习。

本章的重点是综合练习。我们请您务必重视这些
练习，这些练习可以帮助您提高使用 Grafis 系统
的技术水平。
结束本章的学习后，我们希望您能够完全独立地
创建一些自己的样板文件。这样，您可以在实际
操作中积累经验。
本章是 Grafis 教材第 1 册的最后一章。在 Grafis
教材第 2 册中，您将学习到使用制图参数进行服
装结构设计、分类裁片的操作、自动制图推演的
操作，以及创建生产裁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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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变位移位

请您以△X=+200， △Y=-50 ，移动上装 10 中
△Y= -50.0

变位移位菜单

△X= +200.0

此菜单中包括对目标对象的移
动、转动、缩放和镜像对称功
能。
8 种不同的变位移位类型为：
 2 种移动功能
 2 种转动功能
 1 种转动并同时移动功能
 1 种按比例缩放移动功能。
 2 种镜像对称功能
目标对象种类
可以进行变位移位操作的目标对
象为：
 全部制图裁片
 单一点制图,
 单一点制图。
操作步骤
设置变位移位参数
选择目标对象(裁片, 点,...)
选择变位移位种类
设置+/-复制: 保留原始目标对象/不保留原始
目标对象
 设置变位移位方向
+/-反向移动： 反向变位移位/正向变位移位
此选项在镜像时无效
(例如: 改变转动角度的正负号)
 点击选择需要变位移位的目标对象





其他功能

图 10-1

的落肩线和袖窿线(图 10-1) 。
请您首先给出△X=和△Y=的坐标变量，然后选
择只操作线，并设置+复制 以及-反向移动。 移
动选择项移动 1 已经为当前操作项。请您点击选
择需要移动的线条。在重新选择只操作线选项
后，您可以开始移动应同时移动的点。请您将选
项设置为+反向移动。现在您可以将目标对象反
向移动。变位移位选项设置在退出变位移位菜单
后仍被保留。
移动 2 点==>点
目标对象将按照两点间的连接线段，进行制图移
动(图 10-2)。.
起点

终点

撤销操作： 退回上一步变位移位操作
测量：
调用测量 功能菜单
移动 1(△x, △y)
这一使用输入数值的
移动方式，需要您在
使用此功能前先输入
△x，既 X-轴坐标变
量和△y
Y-轴的坐标变量
(图 10-1)。 对于坐标
系的详细讲解，请您参看第 4.3 节的内容。 移动
变量的数值可以是正值，也可用是负值，其涵义
为：
△X= - ....mm 向左
△X=+ ....mm 向右
△Y= - ....mm 向下
△Y=+ ....mm 向上

图 10-2

点击菜单行点==>点 后， 首先需要选择位移轨
迹的起止点。之后，移动 2 菜单行即被启用(位
于点==>点菜单行上方)，现在可以开始进行目
标对象的移动操作。
请您将上装 10 前片的袖窿线移动到后片相应位
置, 并进行扩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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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 1 转动点. + 角度

转动角终点

使用变位移位功能类型“转动 1，转动点+角
度”，可以使目标对象以一个事先确定的角度和
一个制图转动点为顶点，转动制图 (图 10-3) 。

转动角起点

注意: 这个事先确定的角度，在所有尺码中保持
恒定!
转动角度
15.8°

转动点

图 10-4

转动点

图 10-3

点击菜单行转动点+角度后，首先需要确定或创
建转动点，然后给出以°为单位角度。之后，转
动 1 功能即被启用(位于转动点+角度菜单行上
方)，现在可以开始进行目标对象的转动操作。
请您首先测量“Grafis-上装 10”， 基本尺码下
前片胸省缝的角度，并将其转省移位至侧缝线
(图 10-3)。 请您首先为定位侧缝线省缝位置，制
作一条辅助线，并将侧缝线于此辅助线处分割。
现在请您点击转动点+角度，再点击胸点，之后
输入您所测量的转动角度。请您选择只操作线以
及只操作点,然后依次点击需要转动的目标对
象，落肩线、袖窿线、和上侧缝线。并进行扩
版。

请您只在以下两种情况下使用以上的变位移位
类型：既在所有尺码下角度保持恒定不变，或
者以 X-值确定的角度。
转动 2 转点+点=>
点
使用这种变位移位方
式，目标对象将以一
个新创建的转动点为
轴转动。转动角度由
转动角起点-> 转动
点-> 转动角终点的角度决定。

点击菜单行转点+点=>点后，请您依次点击转
动点-->转动起点--> 转动终点。之后，转动 2
功 能即被启用(位于转点+点=>点菜单行上
方)，现在可以开始进行目标对象的转动操作。
请您将前片胸省缝转省移位至侧缝线(图 10-4)。
请您首先为定位侧缝线省缝位置，制作一条辅助
线，并将侧缝线于此辅助线处分割。现在请您点
击转点+点=>点，然后使用选已有点或者选支
持点功能，点击胸点，右侧省缝边和左侧省缝边.
请您选择只操作线 以及只操作点， 然后依次点
击需要转动的目标对象，落肩线、袖窿线、和上
侧缝线。并进行扩版.
转动+移动 点 1+点 2 =>点 1+点 2
使用这种变位移位方式，目标对象将在一个步骤
中进行移动和转动的操作。此操作中需要点击 4
个点。移动系数由起点和终点决定（图 10-5 上
图）。转动角度移动起点和转动终点决定 （图
10-5 下图）。
现在请您点击点 1+点 2=>点 1+点 2，请您依
次点击移动系数起点、转动角起点、移动系数终
点、转动角终点。此后，转动+移动功能即被启
用
(位于点 1+点 2 =>点 1+2 菜单行上方)， 现在
可以开始进行目标对象的转动操作。
此功能特别适用于过肩的移动定位和落肩线的移
动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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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缩放
转动角起点

转动角终点

移动系数

终点
起点
移动系数

转动角度
转动角的移动起点

目标对象将以绝对坐
标原点为起点，进行
缩放(图 10-6)。
系数 Fx=...只影响目
标 对 象 的 x- 方 向 因
素 ， 系 数 Fy=.. 只影
响 目 标 对 象 的
y-方向因素。
对于裁片的放大/缩小/拉伸/挤压，在实际中可以
广泛地应用在弹性织物、里衬、领里以及高缩水
率织物的样板制作。本功能中的参数表示：
Fx=Fy=1.00 – 没有比例的变化；
Fx=1.10, Fy=1.00 – 在水平方向织物 10%拉伸；
Fx=Fy=0.90 –在两个方向上同时缩小 10%。
如果 Fx 和 Fy 具有不同的数值,会使结构制图的
长或宽变形.如果 Fx 和 Fy 数值相同， 则结构制
图按比例缩放，例如，Fx=Fy=0.5，则制图缩
小一半，Fx=Fy=2，制图扩大一倍。
原始图形
以 Fx=Fy=0.5
比例缩小

图 10-5

请您如图 10-5 所示， 转点并移动过肩。 请您将
前片/后片的胸省缝转移至侧缝线。请您项后中
线做垂线并在垂线处分割后中线。请您使用变位
移位菜单中转动+移动 点 1+点 2 =>点 1+点
2，转点并移动过肩，选择选已有点 或者选支持
点功能，然后以以下顺序点击个点：
 移动起点,
 转动起点,
 移动终点,
 转动终点.
现在请您点击后片过肩的结构制图线。然后使用
+复制 功能，移动相应点制图。

绝对坐标原点

图 10-6

请您将上装 10 的结构制图缩小一半。 此基本结
构制图的坐标原点，位于后中线/腰线的交点。
在变位移位菜单中，请您输入
Fx=Fy=0.5，并点击选择比例缩放。请您选择+
复制和裁片 选项， 然后点击结构制图中的任意
一条线段。 您可以看到，结构制图在全部尺码
下同时在方向缩小了 50%。
请您将制图记录退回，并设置数值为 Fx=1.00 和
Fy=1.10，然后放大单一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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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 1 点==>点
目标对象将以被点击的两个点间的连线为轴，进
行镜像对称制图(图 10-7)。

对称轴起点

镜像1
点==>点

镜像 2 选择轴
目标对象将以制图中
已有线段为轴，进行
镜像对称制图(图 108)。
使用此功能，请先点
击 菜 单行 选择轴 (在
镜像 2 菜单行下)，
然 后 选 择/创建对称
轴。之后，可以点击
需要镜像对称的目标
对象。
请您在上装 10 的结
构制图中， 如下图所示，在前中线镜像前片贴
面。在变位移位菜单中，请您选择镜像 2 选择
轴，然后点击选择前中线。请您选择+复制和只
操作线 选项， 然后点击结构制图中需要镜像的
线条。

对称轴终点

图 10-7

使用此功能，请先点击菜单行点==>点(在镜像
1 菜单行下)，然后使用点制图下级菜单，选择/
创建对称轴起止点。之后，可以点击需要镜像对
称的目标对象。
请您在 上装 10 的结构制图中重新制作腰省缝，
并添加省缝顶点。请您使用相对线长=0，进行
腰省缝制图修改。请您删除腰省缝并以曲线制图
制作左侧腰省缝。 然后请您新建的左侧腰省缝
曲线， 镜像到右侧。

使用选择轴，
确定对称轴

图 10-8

如果您将全部裁片进行镜像，则前中线因两次重
叠而互相抵消。在这种情况下请您删除一条前中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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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使用变位移位复制制图
通过基本菜单栏中的 导入拷贝 功能，可以实现
点、线条、或者裁片编码早于当前裁片文件的制
图中的所有制图目标对象的导入。此种制图拷贝
的方法我们已经在第 3.2 节中向您作了详细介
绍，并进行了相关的多种练习。
在导入拷贝制图时，可以使用以下 2 种方式，进
行变位移位复制制图
 移动复制制图移动点==>点 或者
 移动并转动复制制图移动+转动 点+点=>点
+点

使用变位移位复制制图，首先需要进行无移动
复制，然后再分别移动单一的目标对象。如果
裁片制图具有很多点 /线目标对象，那么使用变
位移位复制制图是非常有效的制图方法。请参
考图 10-9 和 10-10 中的刺绣图样。
在可操作裁片中可以最多复制导入 10 裁片文
件。
以上两种变位移位复制制图，在导入拷贝 菜单
中具有操作向导。这些内容都是本节中的讲解对
象。
制图拷贝菜单的功能项
选择插入内容：
使用此功能，可以将裁片序号后于
当前裁片的非当前裁片文件中的目
标对象，复制到当前裁片制图中。
您需要使用插入点，插入线条，或
者插入裁片 选择目标对象的类
型，并顺序点击目标对象。复制的
目标对象以其他颜色显示，您可以
使用<F5>键，将被复制的目标对
象与原制图分开显示。

1. 移动点==>点
将被复制的目标对象由一个制图点，移动到
当前裁片制图的一个制图点。所有相关的复
制目标对象做相应的移动。
2. 转动+移动. 点+点=>点+点
使用与 变位移位 菜单中相同的功能，转动并
移动一个复制目标对象.
此功能适用于过肩制图，袖笼线制图或者贴
面制图。
3. 无变动复制.
所选目标对象以原始制图位置复制到当前裁
片文件中。相关内容请参看第 3.2 节

撤销 撤销前次变位移位操作。
使用 ，结束复制操作。
移动复制练习
请您在裁片文件 002 中
由零开始创建一个半径
约为 35mm 的刺绣图案
(图 10-9)。 在裁片文件
中，请您启用基础结构
制图上装 10 ，删除辅助
线，调整制图选项，并
在您所希望添加刺绣图
图 10-9
案的位置上，制作一个
点制图(图 10-10 左图) 。 请您使用加扩版规则
功能在刺绣图案中心添加点制图。
请您将裁片文件 001 中的所有线条拷贝到裁片文
件 003 中。请您使用无变动复制确认操作。
请您将刺绣图案复制到裁片文件 003 中。请使用
移动点 ==> 点 功能，将刺绣图案中点移动到每

使用撤销：单次操作，可以逐一撤
销操作，使用撤销：全部操作，可
以撤销全步操作。
所选定其它颜色的目标对象，需要
首先在移动目标并确认功能组中选
择一个操作功能，才可以被确认。

移动目标并确认：
使用此功能组，可以确定目标对象
或裁片如 何 复制到新裁片文件
中。在第 3.2 节中，裁片只以无变
动复制的方法进行复制。Grafis 系统同样提供了
在裁片复制的同时，将其变位移位到应有位置的
功能。此变位移位操作作为从属步骤并在扩版时
可自动重复

图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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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点制图上。请您选择选择插入内容：插入裁

片，并点击刺绣图案。使用<F5>键后，被复制
目标对象为红线显示。
然后，请您点击移动目标并确认：移动。现在请
您点击红色目标对象群中的第一个移动点。请您
使用选已有点，并点击刺绣图案的中心点。最后
使用选已有点功能选择选择移动的终点，本例中
是当前裁片中创建的位置点。菜单功能仍保持可
操作状态，您可以继续第二次，第三次，点击刺
绣图案，完成复制操作。
转动和移动复制练习

使用选择线条或线条交点功能，按照图 10-11A
所示顺序点击相应线条。 菜单功能仍保持可操
作状态，您可以继续点击线条，并按照图 1011B 所示完成复制操作。 之后请您进行完成后续
制图工作，使其成为可用于生产的裁片文件(图
10-11 下图)。
插肩袖制图方法
请您启用基础结构制图 上装 10 ，并创建插肩袖
制图。请您使用 转动和移动复制 功能完成此制
图。 提示: 在本例中将不使用 Grafis 第 10 版中，
系统所提供的互动功能 Grafis-衣袖 50。

请您启用基础结构制图裙装 20，创建一个与省
缝顶点连接的前后翘制图。请您使用 X 值控制
前后翘在前中线上和侧缝线上的位置。

辅助线

6

3

A
2

4
1

5

4.
3.
2.
1.

7

B

4.
3.
2.
1.

2 and 3
1

C

图 10-11

请您新建裁片文件 002“前裙片前后翘”并选择
此裁片位当前操作裁片。请您由裁片文件 001，
使用无变动复制复制线条 1 至 4。然后使用转动
+移动点+点=>点+点功能，复制线条
1,5,6,7。操作时，请您点击移动目标并确认：选
择线条，然后点击线条 1,5,6,7。在您使用键后，
以上线条显示为红色。然后，请您点击移动目标
并确认：转动+移动。

1 水平方向辅助线 3mm
2 落肩线加长 10mm
3 落肩线加高 5mm

图 10-12

请您在裁片文件 001 中启用基础结构制图上装
10。 使用互动功能调整前片袖窿放缩量 10 到
20mm。使用省缝转移将胸省缝转至底边。 将后
片肩省缝转至袖窿线。图 10-12 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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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您 新 建 一 个 裁 片 文 件 并 启 用 基 础 结 构制图
Grafis 衣袖 40。请您设置以下选项：
 4 个对位标志
 扩版规则与上袖片相同
请您在“缝缩量”拖拽区域内调整缝缩量为
20 mm ，在‘缝缩量分配’区域内调整第
2.+ 3 个标志的缝缩量为 10mm。
请您在衣袖制图中，由肩峰点向底边线做与经线
走向相同方向的线段。并将袖山线和底边线由此
线处分割。
请您再新建裁片文件，并将前片制图复制到此裁
片中。请您在袖窿对位标志处，向外制作一条长
为 3mm 的水平方向辅助线。请您在肩斜线外肩
点处，向外沿肩斜方向制作第二条辅助线，此辅
助线长度为 10 mm。请您肩斜线外肩点处，制作
肩斜线实际肩高辅助线，长度为 5 mm。
请您将前袖片制图复制到此前片制图中。在复制
操作时，请您使用移动目标并确认：功能，并顺
序点击以下目标对象：
 袖片制图的袖窿对位标志
 袖片制图的肩峰点
 第一条辅助线的终点
 第二条辅助线的终点
请您由领口开始沿肩斜线至袖片底边作曲线，并
将此曲线与第三条辅助线的外端点以及前袖线/
分割线交点相连。请您调整曲线的方向。然后，
请您由袖窿线对位标志向前中线作垂线，创建过
肩分割线

10.3 综合练习
1.练习
请您使用您在第 2.4 节中，制作的样板文件“直
筒裙”，并制作前后翘。前后翘起点在前中/后
中线上，位置为由腰线向下 150mm，终止于臀
围线，由腰线向下 75mm 位置。 请您使用移动
1，△x=0, △y=60， 将前后翘与裙身部分分
开。

2. 练习
请您将“Grafis-上装 10” 的结构制图中的前片
腰省缝，向侧缝线移动 25mm，后片腰省缝，向
侧缝线移动 30mm。请您使用移动 1，△x=, △
y=，功能进行制图操作。 并进行扩版操作.

请 您撤销以上移动操作，然后使用 移动 2 点
==> 点功能， 重新以省缝宽度在腰围线上移动
省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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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练习
请您在上装 20 的结构制图中， 创建两条平行
线，一条由前中领口点起，平行于前中线，一条
由袖窿线对位标志起，至底边线。如果底边线在
之后的操作中需要修改，则垂线是不适用此操作
的。 请您将底边线在这两条平行线处分割，然
后在中间线段上制作 5 个等分点。请您使用移动
2 点==>点功能，并选择+复制和只操作线 选
项，将这两条平行线分别移动到各个等分点上。
请您将这些打裥线剪断加长至落肩线。

垂直相交。
5. 练习
请您使用您在第 2.4 节中，制作的样板文件“直
筒裙”，并合并前后翘省缝。首先请您制作前后
翘曲线，此前后翘起点为前中/后中线上，由腰
线向下 150mm 处，终点为侧缝线上，由腰线向

下
80mm。请您将省缝延长至前后翘曲线，并使用
转动 2 转点+点=>点功能合并省缝。在移动前
后翘曲线时，请使用+复制功能。
4. 练习
请您使用您在第 2.4 节中，制作的样板文件“直
筒裙”，并移动腰省缝至分割线。首先请您制作
分割线，此分割线平行线于前中/后中线，起点
位于底边线，由前中/后中线起 33.3%位置。请
您将这些分割线剪断加长至腰线。请您使用移动
点==>点 功能，移动腰省缝至分割线。 请您重
新创建腰线曲线，并注意此腰线曲线应与省缝边

6. 练习
请您使用您在第 2.4 节中，制作的样板文件“直
筒裙”,将省缝转至底边线。首先请您删除臀围

线，并由省缝顶点向底边作垂线。请您使用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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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点 + 点 => 点 功能合并省缝。在移动垂线
时，请使用+ 复制 功能。 最后，请您连接底边
线。

9. 练习
请您在裤装 10 的结构制图中（底边卷边设置为
0），制作前后翘。此前后翘起点侧缝线上，由
腰线向下 60mm 处，终点为为前中/后中线上，

7. 练习
请您在基础样板上装 10 的结构制图中，创建公
主分割线，并使用转动 2 转点+点=>点在公主
分割线处转省移位。

8. 练习
请您在上装 10 的结构制图中， 请您使用转动 2
转点+点=>点功能，制作经过肩省缝顶点的过
肩，并合并省缝。

由腰线向下 120mm 处。前后翘曲线两端应分别
垂直于相交线段。请您连接前后翘曲线与省缝顶
点。
侧缝线外放 90mm。下裆线改为垂直向下。请您
创建新下裆线、侧缝线制图。请您将底边在下裆
线上缩短 100mm，在侧缝线上缩短 220mm，并
制作新底边曲线。此新曲线的两端都应与相交线
段垂直。请您将此前后翘向上移动 60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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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练习
请您在上装 10 的结构制图中，将胸省缝移至侧
缝线，并将肩省缝移至袖窿线。在前片制图中，
由前中线至袖窿线，创建过肩。之后，使用转动
+移动 点 1+点 2 =>点 1+点 2 ， 将此过肩移
动至后片制图的落肩线。

12. 练习
请您使用您在第 2.4 节中，制作的样板文件“直
筒裙”，制作一个顺裥。首先请您由省缝顶点起
做前中线的平行线。由于底边在之后的操作中需
要进行修改，因此，垂线制图不适于此平行线操
作。最后，请您制作前后翘线，此线的起点侧缝
线上，由腰线向下 100mm 处， 终点为为前中/
后中线上，由腰线向下 50mm 处。请您将顺裥部
分向右移动 200mm，并做前后翘辅助中线，以
此线收放前后翘。收放裥量为前后翘处 30mm，
底边处 70mm。

11. 练习
请您使用镜像 2 选择轴功能，以后中线为对称轴
镜像上装 20 的结构制图的后片制图。
13. 练习
请您使用您在第 2.4 节中，制作的样板文件“直
筒裙”，在前中线制作收放裥量为 50mm 的明
裥，并外放侧缝线。底边线应镜像制作。请您为
此裁片添加文字注释和对位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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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练习
请您在上装 10 的结构制图的前片制图中，为前
中线添加 50mm 的缝份和 30mm 的底边缝份，并
在底边/前中线交角处创建信封角。

请您以原缝线为对称轴，镜像缝份。并创建斜
线，同时镜像斜线。制图最后请您边角连接。
15.练习
请您使用您在第 8.6 节中，制作的样板文件“风
琴褶的衬衫”(第 8 章第 8.6 节 6. 练习):

请您以同样的方法制作裁片文件 004 “后片衣
身”制图。此制图包含两个顺裥，收放裥量为
25mm，以及省裥连边 。

16. 练习
请您在裙装 20 的结构制图中，创建分割缝，以
及 在 前 裙 片 制 图 创 建 口 袋 。 并 请 您 选 择 裙装
20 ，将其使用互动功能，调整为由连裁腰头的
样板制图。推演设计裙装制图时，请您使用做平
行线，人工制线点==>点，曲线制图 新建以及
变为移位功能。 请您在后中线制作开衩制图。

60

60
100

请您新建 2 个裁片文件，裁片文件 003 “后片过
肩”和裁片文件 004“后片制图”。在裁片文件
003 中，复制拷贝制作过肩时，需要使用的所有
线条和点制图。创建缝份和对位标志，调整制图
位置（ 裁片修整 / 位置修正垂直正位），并以后
中线为对称轴镜像后片制图。现在，后中线两次
重合，因此，需要删除一条后中线。请您为此裁
片制图添加文字注释及经线走向标志。

70

50%

60

3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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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由设计推演制图，导出所需生产样板制图，
并为其添加缝份制图，添加对位标志、然后将缝
制线修改为虚线。

17.练习
请您在裙装 20 的结构制图中，创建前裙片分割
缝以及开衩。请您将后片省缝部分转移到侧缝
线，操作中，使用互动工具平行 10，以及变位
50%

50%
110

140

20

50

移位菜单中的功能。
请您由设计推演制图，导出所需生产样板制图，
并为其添加缝份制图，添加对位标志、然后将缝
制线修改为虚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