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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制图参数-X 值的使用， 以及由此演变而来

的 制 图 设 计 的 多 样 性 ， 使 得 
Grafis 系统具备了从其他系统中脱颖而出的，无

可比拟的特殊之处。先进的 X 值使用方法，可

以满足样板裁片设计的无穷变化，以及先驱时尚

的尺码定型，并可以在后续操作中进行独一修

改。使用 Grafis 系统的诸多专业人士，都非常欣

赏 X值使用方法的创造性和远见性。  
根据结构制图记录的 X 值，您可以学习到如何

创建并使用自建 X值。 
学习结构制图参数的使用，需要较高的抽象思维

能力，以及足够的练习时间。因此，本章的重点

仍是练习部分。我们建议您在百忙之中抽出一定

时间，认真的完成这些练习。下图所示的衬衫领

制图变化，是练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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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使用 X 值  
X值，是在 X值列表中以数值形式存在的，为定

义长度、距离、半径和角度等制图参数而设定

的，具有尺码相关性的结构制图参数。X 值可以

在样板裁片修改完成后，随时继续进行改动。这

对于样板的修改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在衬衫领结

构制图中（本章首页图示），可将例如“底领高

度”，或“领尖角度”等数值，设置为 X 值来

进行制图。 

Grafis 系统的 X值，具有 3种不同的类型： 
 基础结构制图的 X值， 
 结构制图操作记录的 X值 
 适用于所有裁片文件的 X值。 

以上不同类型，影响到 X 值在制图中的应用效

果。所有 X 值类型具有相同的使用方式，并依

据结构制图操作记录的 X值，进行制图编辑。 

 

操作步骤 

 使用 “选择”下拉菜单，或使用工具栏， 打
开 X值列表 

 在“列表”中，选择希望编辑的 X 值表例

如：当前文件 X 值、并在索引选择卡中选择

“第一个基础制图裁片文件”)  
 选择显示模式“编辑模式”，“简洁模

式”，或者“内部运算模式” 
 其他: 上下滚动 X值列表  
 输入，修改或删除基于尺码相关性的 X值。 

基础样板制图的 X 值 

基础样板制图都包含一个已有的 X值列表。X值

体现了长度，比例，或角度，例如围度松量或省

缝位置，在制作基础样板制图时的取值。基础样

板制图的制作者将 X 值与基础样板制图相联

系，并使用有效 X 值来改变就基础样板制图的

版型。使用者可以通过改变 X 值，来按照需求

相应的改变基础样板制图。具有互动功能的基础

样板制图的 X 值，只能在拖拽操作环境下修改

数值。 

 

  

X 值标题行 

X 值列表 
尺码列  

(标准数值以  _xxxxx_x  表示 .) 

X 值列表  
数值列 

可用尺码表 /尺码列表 
可导入数值任务  

显示选项 
列表，裁片文件，和显示方式 

 
                                                                                                                                                                           图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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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X 值列表中处于隐藏状态。 
结构制图操作记录的 X 值，可以由用户自己确

定，并在制图过程中影响制图。相关的制图步骤

可以进行后续修改。 

我们建议您在制图之初，即全面考虑制图中哪
些部位需要使用 X 值，以便进行灵活的后续设
计改变! 

在以下的菜单功能中，使用 X 值可以提供使用

者多种多样的设计可能： 
 制平行线 菜单: 确定平行线间距 
 边角连接 菜单：直线角接 及 曲线角接方式

下，确定角前角后距离 
  线条等分 菜单: 在等分方式 和等分方式选项

中确定距离。 
 线条长缩 菜单：设置加至整长 及等量加长选

项数值 
 点制图 下级菜单： 设置绝对线长和相对线长

数值 
 裁片修整 菜单：设置省缝合并的百分比。 
 抽褶打裥 菜单: 确定打裥线的线间距离 
 曲线制图 菜单: 使用点制图下级菜单确定起

止点。 
  变位移位 菜单：移动距离、比例倍数，转动

角度  
 人工制图 菜单：确定距离数值， 点制图的相

对数值，线条长度，以及矩形长和高的数

值，等等 

应用于所有裁片文件的 X 值(全体 X 值) 

全体 X 可以应用于同一样板文件的所有裁片文

件。此 X值可以在以下情况下使用： 
 为面料/里料添加缝份制图 
 添加松量 
 设置标志符号的位置 
 弹性织物的相关系数 

全体 X 值在使用时需要添加字母 G (表示„全体
“) ，在此，不分大小写，例如 XG5 等同于
xg5。  

XG5 表示全体 X值列表中的第五个 X值。X5 表
示当前裁片结构制图操作记录的 X值列表中的

第五个 X值。以上制图约定同样适用于 Z-值计

算，以及直接在菜单行中进行输入。 

在“裁片文件：”下拉选项中，选择不同的裁
片序号，可以在“Grafis- X 值” 窗口中的不同
裁片 X 值列表间，进行直接转换。 

编辑 X 值的操作步骤 

 在 X值列表中输入新的 X值： 
 选择| X值列表... 
 在“列表”选项中选择：当前裁片，或者

全体裁片 
 如果您选择了当前裁片选项：请选择“当

前裁片值”分类索引 
 点击“输入新 X 值” (每个裁片最多可以

包括 80个 X值) 
 双击标题行并输入 X 值的标题说明(请您

注意给以 X值正确的标题说明!) 
 双击标准数值行 (在 _xxxxx_x= 右侧点

击)，输入数值后使用回车键确定。 
 其他: 添加相关的 X值尺码任务  
 其他: 使用“删除前次 X值”删除 X值 
 点击 ， 或使用“关闭”结算操作 

 继续结构制图操作，并以 X值(例如: X2 或 
XG1)代替数值输入。 

“Grafis- X 值”界面窗口 

“Grafis-X值”界面窗口提供以下 X值列表显示 
方式的可选方案 (图 11-1)。 

列表 和分类索引 
对于每个裁片文件，都可以显示以下 X 值列

表： 
 全体 X值或者 (全体裁片的 X值)  
 当前裁片 X 值，既当前裁片的不同 X 值索引

卡片内容，每个分类索引卡片包括基础样板

制图 X 值列表和结构制图操作记录的 X 值列

表。  
请您在列表选项中选择：然后点击选择希望的分

类索引卡。与您所选择的 X 值列表互动相关的

结构制图，在当前情况下处于隐藏状态。  

裁片文件: 
请您在此选项中，选择您所希望显示的 X 值列

表的裁片文件名称 

显示方式的多种选择 : 
X值列表的可选显示方式为： 

 “编辑模式”， 
 “简洁模式”或者 
 “内部运算模式”。 

“编辑模式”显示方式，是列出全部已选尺码

是最详细的显示方式。 

“简洁模式”显示方式，只列出 X 值的序号、

说明和标准数值。  

显示指定尺码的内部运算值，可以使用“内部运
算模式”，当您现在需要显示的尺码时，请在右

侧的“可用尺码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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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 X 值 以及在结构制图中使用 

请您使用选择/X值，启用结构制图操作记录的 X
值列表， 然后选择列表：当前裁片 X 值。则所

选裁片的 X 值分类索引卡片，成为可操作 X 值

列表。请您选择“编辑模式”。请您点击“输入

新 X 值”创建多个 X 值，并使用“删除前次 X
值”删除几个 X值。  

通过双击标题行，请您为第一个 X值 x1，添加

标题说明“门襟宽度”。现在请您在_xxxxx_x=
右侧双击标准数值行，输入 x1的标准值为 20。
然后，请您为第二个 X值，添加标题说明“由

胸线起扣眼位置”，输入 x2的标准值同样为 20 
(图 11-1)。 

请您启用“Grafis-上装 10”的基础结构制图， 
并使用制平行线功能制作门襟(图 11-2)。 在点击

前中线前，请您在制平行线功能菜单的平行距离

行中输入距离=x1，这样您就定义了制作此条平

行线的操作值为 x1。在您点击前中线后，距离

为 20mm的门襟平行线就制成了。 

现在请您使用扣眼位置的 x2值，在前中线创建

由胸线起扣眼位置。您需要在点制图下级菜单中

的点+距离 菜单行中输入距离=x2。 然后先点

击胸点，再在前中线点击前中线至底边方向。  

请您使用 40,36,44 号进行扩版操作。将以上制图

叠放于胸点并进行测量。您可以得到如图 11-2 
左图所示的结果。 

请您在 X值列表中将 x1和 x2值分别改变为

70。 在试运行和扩板放码操作后，您可以看到

图 
11-2右图的制图效果。 请您再输入其它数值来

检验制图效果。  

X 值的修改结果，只有在进行了试运行和扩板
放码操作后，才可以显示。 

在结构制图中使用 X 值时，必须先对其进行定
义，如果没有定义 X 值，系统不予操作。 

X 值是表示直接长度 mm，比例值还是角度数
值，是由加载使用 X 值的操作功能所决定。例

如，如果您加载 X 值的操作功能是相对线长，

既 rL=x ..，则此 X 值为比例数值。如果您将 X
值应用于一个以角度取值为功能操作中，例如，

您在旋转点+角度中使用 X 值， 则此 X 值为角

度值。  

具有尺码相关性的 X 值 

只有在“编辑模式”显示方式下，才能进行创

建、修改和删除具有尺码相关性的 X 值的操

作。 

创建具有尺码相关性的 X 值，需要首先选择一

个 X 值，或一个相关的具有尺码相关性的 X
值。您可以在 X 值列表的右侧上方，找到由尺

码列表生成的已有尺码表。尺码列表中的所有已

尺码，都可以在 X值列表中选用。 

在尺码列表中已选择的尺码表，在创建具有尺
码相关性的 X 值过程中，每个尺码只能符一个
值！ 

新建一个 X值之后，可以通过双击数值或点击

“更改内容” 进行修改数值。 使用“更改内

容” 进行修改数值，系统将自动提供下一个数

值以供您使用。 
删除和更改 X 值内容，需要首先选择目标 X
值，然后点击“删除尺码”。  

基础制图的 X 值无法进行删除和修改操作！ 

请您在“Grafis-上装 10”的后片制图中， 创建

一个过肩制图。过肩起点为后中线/领口向下，

距离为 x3值处，终点为袖窿线上，距离为 x4值

处。请您设置 x3值 (100mm) 和 x4 值(70mm)， 
并使用绝对线长= x3，垂直于后中线作曲线起

点 ，绝对线长= x4，以水平方向作曲线终点。 
请您使用 36到 44号进行扩版操作并将制图叠放

于领口点。 
您可以使用图 11-3 左图来检验您的制图效果。 

x1=20 
x2=20 

x1=70 
x2=70 

 
图 11-2 



第 11章 “结构制图参数-X值” Chap 11-5 

©Friedrich: Grafis –教材第 2 册, 2008 年 10 月版 

 

位于后中线上的曲线起点，现在改变为具有尺码

相关性，且尺码间差值为 10mm。因此，请您在

X值列表中选择相应的 X值 x3(图 11-4)。 现在

请在右侧的可用尺码表中，单击选择您需要的尺

码，例如 40 和 42号。 
双击 40号的数值位置并输入 120，然后在 42号

中输入 130。现在请您关闭 X值对话界面，进行

扩版操作后叠放制图。此时您的制图应该与图

11-3 右图相同。 

尺码相关取值的规则 

X 值可以被设置为根据尺码改变而相应改变。同

时，不需要您给出每个尺码的数值。在以下是几

种不同的操作情况： 
 

情况 1: X 值在每个尺码下完全相同。 

这种情况下，只需要设置标准数值，无须编辑其

它 X值内容。 

情况 2：X 值在相同体型组内的所有尺码下完
全相同。  

 
标准尺码表在具有相关性

的相同的服装制图尺码系

统中，以不同的身体体型

组 进 行 区 分 。 
以 Hohensteiner 服装制图

尺码系统中 (女装)系统为

例，尺码系统分为窄瘦/普
通 /宽大臀型，以及短小/
标准/高大体型。siehe Bild 
11-5. 
如果在一个体型组中的一

个尺码下给出了数值，则

此数值业同样适用于本体型组中的其它尺码。 
关于体型组的详细解释，请您参考第 2 章中“关

于“尺码表”的操作”一节。 

 
图 11-3 

 

请您点击相关的 X值行以

添加需要的支持尺码，  

添加支持尺码时，自动显示此可用尺码列表。 

 
                                                                                                                                                                               图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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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4 36 38 40 42 44 46 

25.0 

___N38_0 = 25.0 
数值 

号 

图 11-5 

情况 3:同一体型组中，不同尺码间的 X 值以相
同差值变化。 

 

32 34 36 38 40 42 44 46 

24.0 
___N38_0 = 24.0 

___N40_0 = 26.0 

26.0 

号 

数值 

图 11-6 
这种情况下，需要选择两个尺码，给出 X 值。

这样，在同一体型组中各个尺码间的 X 值自动

以等差变化。 

情况 4:同一体型组中，不同尺码间的 X 值以不
同差值变化。 

 

32 34 36 38 40 42 44 46 

24.0 

___N38_0 = 
24.0

___N42_0 = 28.0 

28.0 

___N36_0 = 
24.0

数值 

号 

图 11-7 
这种情况下，需要选择多个尺码，给出 X 值。

系统的计算规则是，在相邻的两个尺码间的差值

是相同变化的。对于在同一体型组中的第一个和

最后一个尺码次规则同样适用。siehe Bild 11-7 

以上所述的规则，只适用于体型组中的标准尺
码表。 

X 值同样可以导入自建尺码表进行编辑。在这
种情况下，将会使用到自建尺码 X 值指南(第
11.2 节)，使自建尺码表可以与标准尺码表一
样，具有同样的 X 值变化。 

请您在 X 值列表中只添加必须的尺码！这样有
助于您对 X 值列表的维护，以及减少错误发生
率。 

在改变了 X 值内容后，请您务必进行试运行操
作，以显示制图更改效果！ 

练习 

请您修改“上装 10”的制图， 使其成为一件将

胸省缝具有尺码相关性，且转位至侧缝线和底边

线的外放下摆的衬衫。此衬衫的小尺码组的上限

尺码为 N40号，在此尺码组中，胸省缝完全移

位到侧缝线。由 N42号开始，胸省缝的 25%移

位到侧缝线，75%移位到底边线。由 N46号开

始，胸省缝的 50%移位到侧缝线，50%移位到

底边线。 

请您启用上装  10，并删除不必要的辅助线和

点。 

请您创建以下两个 X值： 
x1 胸省缝移位到侧缝线的比例 25. 
x2 胸省缝移位到底边线的比例 25.  

注意:以此种方式定义 X 值，在制图中省缝都是

开放的，这样可以便于添加缝份和制作省裥连

边。  

请您使用自动转省移位功能，并在转省比例中使

用“x1”，来确定胸省缝的转位比例。请您为了

转省移位方便，创建辅助点和线。然后请您使用

“x2” %，胸省缝移位到底边线  

请您在侧缝线和原省缝，创建 1 次叠省，在底边

线处，使用以曲线连接，连接底边线。请您最后

连接侧缝线、肩斜线和省缝连边，使其成为一条

线条。然后，请您为添加缝份创建平行线： 

请您创建以下两个缝份 全体 X值： 
x1 普通缝份 10. 
x2 底边缝份 20. 

在操作时请您使用“xg1”，来确定侧缝线、袖

窿线和其它普通缝线的缝份平行线距离。在创建

底边缝份时，请您使用“xg2”。您可以参照图

11-8，来检验制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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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请您调整 X值的尺码相关性： 
x1 胸省缝移位到侧缝线的比例  
      __xxxxx_x =   25.000 
      ___N38_0 =    0.000 
      ___N40_0 =    0.000 
      ___N42_0 =   25.000 
      ___N44_0 =   25.000 
      ___N46_0 =    0.000 
      ___N48_0 =    0.000 
 
x2胸省缝移位到底边线的比例 
       _xxxxx_x =   25.000 
      ___N38_0 =  100.000 

      ___N40_0 =  100.000 
      ___N42_0 =   75.000 
      ___N44_0 =   75.000 
      ___N46_0 =   50.000 
      ___N48_0 =   50.000 

对于尺码号和号，也需要设置数值，这样可以
使小尺码组和大尺码组的数值变化不至错误混
淆。 

如果没有设置 48 号的数值，则由 44 号和 46 号

计算得出。在本例中值为 x1=-25 和 x2=25 。 

请您注意，具有尺码相关性的 X 值的最小和最
大尺码的有效取值。 

在使用了以上调整后 X 值，制图结果将如图 11-
9 所示。  

检验 X 值的计算 

使用“内部运算模式”显示模式，可以方便窗口

X值的计算值(图 11-10)。请您在“可用尺码表” 
中选择希望察看的尺码。在 X 值列表中只显示

此尺码的 X值数值，参看图 11-10。 、此外系统

还显示，此数值是由哪两个尺码值计算而来的。

现在以 36号为例，向您讲解： 

1. 所选尺码的标准数值(_xxxxx_x)应显示为： 
x1 门襟宽度 

 ___N36_0:  [_xxxxx_x]  

2. 所选尺码的 X值为自定数值，其显示应为： 
x1 门襟宽度 

 ___N36_0: [___N40_0] 

3. 如果在相同的体型组中，除所选尺码外，只

有一个附加尺码（此处为____40_0 号）其显

示应为: 
x1 门襟宽度 

 ___N36_0:  [___N36_0] 

4. 如果所选尺码的 X 值，是由其它附加尺码此

处为（____42_0 和____46_0 号）计算得出

的，其显示应为: 
x1 门襟宽度 

 ___N36_0:  [___N42_0/___N46_0] 

练习 

请您将本章第一个结构制图的 X 值列表，按照

以下说明进行更改： 
x1 门襟宽度 
 _xxxxx_x = 20.0 
x2 前中线上扣眼由胸点起位置 
 _xxxxx_x = 20.0 
x3 后中线上过肩起点位置 
 _xxxxx_x = 120.0 
 ___N38_0 = 120.0 
 ___N40_0 = 120.0 
 ___N42_0 = 130.0 
 ___N46_0 = 150.0 
 ___N52_0 = 155.0 

25% 

25% 

 
图 11-8 

N42 

N36 N38 N40 

N44 N46 

 
图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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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 袖窿线上过肩终点位置 
 _xxxxx_x = 70.0 

请您考虑，尺码 34, 36, 38, 44, 46, 48 和 52号的

x3 值是哪些数值。现在请您转换到“内部运算

模式”，并在右侧的“可用尺码表”中选择您所

希望显示的尺码值。____36_0 号应如图 11-10 所

示。  
请您借助图 11-5 到图 11-7 的图形， 研究以上显

示数值。  
请您使用其它体型组数据，研究以上显示数值。

您使用自建内容来完善这个 X 值列表，并检验

使用其它尺码 X 值的制图效果。请您使用试运
行和扩版放码，并测量制图。 

11.2 关于 X 值参考说明 
使用 X 值参考说明，可以在扩版尺码表中，将

当前尺码表/尺码的 X 值以其它尺码表/尺码为参

考。 
X 值参考说明，理论上在自建尺码表，借用标
准尺码表 X 值数值的情况下使用。 

在扩版尺码表中添加自建尺码表时，系统自动以

建立自建尺码表时，所选择的标准尺码表的 X
值列表为 X 值参考说明。如果不借用任何其它

尺码 X 值参考说明，自建尺码表将不包括 X
值。 
对于 X 值参考说明的输入、更改及删除操作，

与尺码表的编辑操作相同。 

 

 

计算所的的尺码内容 

右侧所选尺码的 X值 

                  图 11-10 

 此列为尺码表列...... 

. .... 系统将以列中的 X 值进行扩版操

作。 

 
                                                                       图 11-11 



第 11章 “结构制图参数-X值” Chap 11-9 

©Friedrich: Grafis –教材第 2 册, 2008 年 10 月版 

 
11.3 综合练习 

1. 练习 
请您在“裙装 10”的制图中，使用 曲线制图 制
作前后翘，已经一个使用 X 值的后片裙片分割

片。 
裁片的 X值如下: 
x1   前中线/前后翘曲线交点[mm] 
      _xxxxx_x =   150.000 
x2   侧缝线/前后翘曲线交点 [mm] 
      _xxxxx_x =   75.000 
x3   后中线/前后翘曲线交点 [mm] 
      _xxxxx_x =   150.000 
x4   底边线上前中线/底边线分割点 [%] 
      _xxxxx_x =   25.000 
x5   侧缝线上前中线/底边线分割点[%] 
      _xxxxx_x =   15.000 
x6   底边线上后中线/底边线分割点  [%] 
      _xxxxx_x =   25.000 

2.练习 
请您修改“上装 10”的制图， 使其成为在后片

有 3种不同褶裥的衬衫。请您首先设置以下选

项： 
 后中线对折制图 
 侧缝线为直线 
请您并合肩省缝和腰省缝。 
删除所有辅助线，并将裁片制图缩短至腰围线。

线条连接肩斜线。现在请您在肩斜线上制作一个

距离领口点 x1=10mm 的点。 由此点开始制作

第一条打裥线。在肩斜线上，由新建点起做 4个

等分点。现在请您制作 3条通直到底边的打裥

线。以此 3条打裥线为准，收放褶裥，收放裥量

为肩斜线 X2=40mm ，底边线 X3=40mm 。最

后在肩斜线处作 1次叠裥连接， 并线条连接底

边线。然后，使用线条连接/单一连接，连接肩

斜线和省裥连边。 

裁片的 X值如下： 
x1   由领口起第一个褶裥位置[mm] 
      _xxxxx_x =   10.000 
x2   肩斜线褶裥量 [mm] 
      _xxxxx_x =   40.000 
x3   底边线褶裥量[mm] 
      _xxxxx_x =   40.000 

请您如图所示，使用 X2 和 X3值改变褶裥。 在
使用了试运行后，您的制图将与图示相同。  

3. 练习 
请您按照下图所示的 X 值，自建一个简单的衣

领制图。 

X1 X5

X6X2

X3

X4

X7

X8

 
衣领裁片的 X值如下： 
X1=150.0 X2=35.0 X3=20.0 X4=40.0 
X5=40.0 X6=45.0 X7=65.0 X8=155.0 
请您使用这些 X值，建立衣领制图。 

X1=150mm 

X2=75mm 

X3=150mm 

X4=25% X5=15% X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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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将镜像对称您所建立的衣领制图，并删除多

余的点和线。请您在尺码 N38.0, N40.0 和 N 
42.0号中， 改变 X3和 X4的档差值为 5mm 以及

X6的档差值为 10mm 。并进行扩版操作。X值

中的 X1， 可以控制装领线的长度。其它的 X值

可以影响衣领的形状。  

4. 练习 

请您使用以下可修改的 X 值，创建衬衫领制

图。 

衣领裁片的 X值如下： 
X1=10.0 X2=5.0 X3=10.0 X4=25.0 
X5=65.0 X6=20.0 X7=20.0 X8=15.0 
X9=10.0 X10=10.0 X11=66.0 X12=150.0 

请您将这些 X值列为基本尺码的标准数值。 

在扩版尺码版本中请您选择尺码 N38.0 号和

N40.0 号。请您改变 X 值中 X11 为 N38.0 号 66
和 N40.0 号 50。请您对衬衫领制图进行扩版操

作。 

在，请您将值改为所有尺码全部为 66。 
请您更改： 

X4:  ___N38_0=25. 
 ___N40_0=15.  
X10:  ___N38_0=10.  
 ___N40_0=20. 
请您对衬衫领制图在尺码 N38.0和 N40.0 号下，

进行扩版操作。 

此衣领的装领线尚未与领口线相配比。此配比
操作需要使用 Z 值功能，此功能将在第 12 章中
为您讲解。 

 

  

X1

X2

X3 in °
X6 X7

X8

X9

X4

X10 in °

X5

X11/100*X12  (X11 in %)

X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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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练习 

请您修改“裤装 10 ”的制图， 使其成为一条现

代版型的在左侧缝线装有拉链的裤装。  

请您新建以下裁片文件，并按书中所示编写裁片

说明： 
001   裤装基型 
002  裤装  
003   PT 前片前后翘 
004   PT 后片前后翘  
005   PT 前片左裤片 
006   PT 后片左裤片 
007 PT 前后翘 
008 PT 前片右裤片 
009   PT 后片右裤片 

请您启用“上装 10”的制图， 将底边设置为

0，然后合并后片的第二个省缝。在裁片文件

002中导入裁片文件 001制图。  

 在裁片文件 002 中请您继续款式变形的操作，所

应用到的 X值为： 
x1   前片前后翘在侧缝线上由腰线起算[mm] 
      _xxxxx_x =  60. 
x2   前后翘在前中线上由腰线起算 [mm] 
      _xxxxx_x = 100. 
x3   前后翘在后中线上由腰线起算 [mm] 
      _xxxxx_x = 120. 
x4   侧缝线外放 [mm] 
      _xxxxx_x = 100. 
x5   分割线在侧缝线上由臀线起算 [%] 
      _xxxxx_x =  75. 
x6   分割线在下裆线上位置 [%] 
      _xxxxx_x =  85. 
 

请您由裁片文件 002，制作 003到 009的生产裁

片文件(PT)。裁片文件 005, 006, 008 和 009 中的

收放裥量应使用 X值，进行制图控制。裁片文

件 003 到 006的成品图如下图所示。 

6. 练习 

请您在“裙装 20”的制图中， 使用互动功能，

设置侧缝线为直线，并合前片的第二个腰省缝，

并将第一个腰省缝移位至 50%位置。请您创建

底边线上分割线的位置，并确定此分割线由腰省

缝顶点开始。为了分割线在底边切入位置具有尺

码相关性，需要设置具有尺码相关性的 X值： 

 x1   分割线在底边线上位置 % 
      _xxxxx_x =  45.000 
      ___N38_0 =  45.000 
      ___N40_0 =  45.000 
      ___N44_0 =  40.000 
      ___N46_0 =  40.000 

40 
46 

 

X1 X1X2X3

X4X4

X5
X5

X6

 

003
004

005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