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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G 值和 Z 值，是系统结构制图参数的另外两个重
要参数，使用这两个参数可以帮助您由零开始建
12.1 使用 G 值 ...................................................... 2
立自己的基础结构制图。G 值在尺码表和结构制
12.2 使用 Z 值 ...................................................... 3
图系统之间建立联系。而 Z 值则负责系统结构制
12.3 综合练习....................................................... 6
图参数的数值运算或制图的测量数值的计算。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章的重点同样是后附的练习。下图中的可扩版
的制图图形是本章练习的制图结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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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使用 G 值
G 值， 是在当前服装制图尺码系统中，所引用
的系统已有尺码表的尺码数值。G1 是当前系统
已有尺码表中第一个数值，G2 是第二个数值，
以此类推。例如在服装制图尺码系统 Optimass
男装+女装 中，G1 是胸围值，而 G3 是身长数
值(参看图 12-1)。尺码表可以通过选择/编辑尺码
列表启用，进行编辑以及打印输出。

人工制图
选择人工矩形/点+宽+高:
宽=G4
输入然后和回车确认
高=G3
输入然后和回车确认
点+ 宽+ 高
点击
点坐标 选择 X=Y=0
测量
请您使用测量功能来检验制图。

G1
G2
G3
G4
G5

G10

图 12-1

请您注意在您所选择的服装制图尺码系统内使
用 G 值！
G 值同样可以在 X 值中进行使用 (第 11.2 节, 图
11-11) 。 与本章稍后可学习到的 Z 值计算功能
联系使用，可以使调整自建结构制图成为可能。
练习
1. 练习
请您创建一个矩形制图，在此，请使用腰围值作
为矩形宽，身长尺寸数值为矩形高。请您使用尺
码 N38, NS38, 42 和 S42 号，对此制图继续扩版
操作 (图 12-2)。
在服装制图尺码系统 Optimass 男装+女装 的操
作步骤为：

G3

2. 练习
请您创建一个以胸围值作为矩形宽，侧缝线长数
值为矩形高矩形制图。请您使用尺码 N38, NB38,
N42 和 NB42 号，对此制图继续扩版操作(图 123)。
在服装制图尺码系统 Optimass 男装+女装 的操
作步骤如下：
人工制图
选择 人工矩形/点+宽+高:
宽=G1
输入然后和回车确认
高=G19
输入然后和回车确认
点+ 宽+ 高
点击
点坐标 选择 X=Y=0
测量
请您使用测量功能来检验制图。

G19
G1
图 12-3

G4
图 12-2

3. 练习
在 Optimass 男装+女装 服装制图尺码系统中，
请您如图 12-4 所示， 创建不改变轮廓线尺寸的
相同或类似制图。对于 G 值的计算需要与 Z 值
（下节内容）联系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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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使用 Z 值
13%
von G3

G16

Z 值是什么？
Z 值是经过计算的结构制图参
数。可以进行 Z 值计算的
有：
 所有经过定义的结构制图
参数(X-, XG- 和 G-值),
 经过定义的 Z 值,
 结构制图的测量尺寸值，
既所谓的过程数据。,
 数值和数学公式。
经过定义的 Z 值同样可以应用于 X 值的使用。

G17
G18

G1

G4
G3
G10

G2

Z 值的输入和修改
使用<F11>键或 选择/Z 值列表，可以启用 输入
和修改 Z 值的功能。除了很少的例外情况，此功
能窗口可以在所有制图功能和试运行中使用。

图 12-4

人工制图
点+长+方向 长度=G3
点______
相对线长 %=13.
点+距离于线上
距离=G17
点+距离于线上
距离=G18
点+距离于线上
距离=G10
点+长+方向
长度=G16
点+长+方向长度=G1
点+长+方向长度=G4
点+长+方向长度=G2
点==>点
制作图形
扩板放码

使用<F11>键后，您可以在屏幕上看到以下的 Z
值输入、修改对话窗口(图 12-5)。
在 “输入 Z 值”编辑窗口中 ，可以输入 Z 值，
并编辑相关的 Z 值说明。
在“输入 Z 值”编辑窗口下面是 Z 值列 图 12-5
表窗口，在此您可以看到所有已存在 Z
值、计算公式、基本尺码中的计算结果，及其相
关说明。点击选择一个已存在 Z 值后，可以对其
进行重新确定。在修改之后，系统自动重新运行
结构制图操作过程到以保存的步骤，然后使用新
Z 值确定制图。
Z 值列表可以被复制到剪贴板或者打印输出。在
Z 值列表中可以显示此 Z 值使用的操作步骤位
置。只有在修改制图流程不再需要 Z 值时，可以
将此 Z 值删除。在取消 Grafis 制图步骤时，将同
时取消与此步制图相关的 Z 值，相关的 Z 值数
值也同时被删除。
Z 值同样可以被应用于错误信息显示！
例如您不希望一个距离小于 100mm ， 则
可以设置一个 Z 值 ，Z 值=距离，在
“最小” 区域内输入 100，在图中点击
相应的目标对象并测量后，使用回车键
确认。如果数值确实低于所定范围，则
会出现错误提示信息“错误：最小下限
在 z..=距离”请您注意正确 Z 值注释的
内容！

图 12-5

Chap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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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值所使用的语法（正确写法）
 每个命令必须以 Z1= 或 Z20=开始。 我们建
议您使用系统提供的序列号来进行命名。
 Z 值输入不分大小写。系统忽略空格符号。
 可以用括号计算。
 角度以度为单位输入（例如 sin(45)含义为正弦
45 度）
 Grafis 在出现数学错误时，给与提示。系统将
在句法错误处下方以一个小箭头表示。
 Z 值计算过程中可以使用已定义的 X 值，G
值、数学公式、和过程数据 (参看示例说明) 。
同样也可以计算已经定义的 Z 值。
系统记录 Z 值的计算过程。取消记录步骤，同
时取消 Z 值！
允许使用的计算符号
+
*
/
#

加法运算
减法运算
乘法运算
除法运算
指数运算

允许使用的操作符号
G值
G6=当前尺码表中的第六个值
X3
X值
X3= 当前裁片 X 值列表中第三个值
XG5 全体 X 值 (参看第 11 章)
XG5=样板文件中所有裁片全体 X 值
的第 5 个值。
Z4
Z 值 Z4
Zahlen 数字数值,例如 12; -12.0; 23.6 ， 此处
请使用 ．作为小数点
Pi
圆周率∏ (=3.1415927)
G6

允许作为计算符号使用的符号
cos
sin
tan
atn
sqr
btr

正弦
余弦
正切
反正切
根号
绝对值

允许作为过程数据使用的计算符号
gL
Ri
xK
yK
Ab

被点击选择的线条的总长
在“点击点”处的线条方向
点制图的 X-坐标值
点制图的 Y-坐标值
两点间距离

确定过程数据 gL 和 Ri，需要点击结构制图中的
已有线条。 确定过程数据 xK, yK 和 Ab， 需要使
用选已有点，选择线条、选择支持点功能实现。
正确 Z 值示例
z1= 12.3-124.3+100-33-.123
z2=123.4-pi+gL+sin(Ri-Ri)
z3=(gL+gL)*1.05+g1/100
Z4=z1+x12-g2/3.5+Ab
z5=sqr((xK-xK)#2+(yK-yK)#2) 勾股定理
z6=atn(z1/z3)
Z 值正确输入练习
请您启用基础结构图 上装 10，并定义两个 X
值。 请您输入以下 Z 值。请您浏览 Z 值列表，
并查看右侧的计算数值，参看图 12-5。 此值只
适用于基本尺码。
使用<F11>键或 选择/Z 值列表...
z1=1+2+3+4+5 回车<ENTER>
z2=100-20
z3=5*5
z4=100/4
z5=Pi
圆周率数值
z6=G3
身长尺寸值 (Optimass 男
装+女装)
z7=G1/2
1/2 胸围值
z8=G16/2
1/2 颈围值
z9=G4/(2*Pi) 以腰围值为周长的圆形的半径
z10=GL+GL+GL
回车<ENTER>
现在，您需要 3 次点击线条。在操作界面的
中，只显示选择线条功能。在 “Grafis 上装
10” 中， 您可以顺序点击 3 条袖窿线（前后
片）。 本例中 z10 现在是袖窿线总长。
z11=(Ab+Ab)/2
回车<ENTER>
现在请您使用 选已有点 功能，顺序点击前片
侧缝线/袖窿线交点，底边线/侧缝线交点，和
后片相同位置点，测量前后片侧缝线终点间
的距离。Z11 现在的取值为一半距离值。
z12=x2+100
z13=z2/2
z14=(Ab+Ab+Ab+Ab)*2
请您分别测量 4 个两点间的距离，例如前后
片腰围除去省缝的距离。
z15=z3+z4
z16=sqr(16)
请您定义一个自建 Z 值，并综合使用不同的功
能，过程数据和结构制图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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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练习
请您创建一个实际腰围与尺码表数值完全相同，
裙长由腰围起算 615mm 的½圆形裙的结构制
图。请您以臀长 (G10) + 30 为制图数值， 做臀
线半圆线。制图结果如图 12-6 所示。
请您使用下列 Z 值：
z1=G4/(2*Pi)
z2=z1+G10+30.
z3=z1+615.

在 Z 值计算中使用测量数值（过程数据）的相
关练习
1. 练习
请您以基础结构图 裙装 20 的腰围总长为依据，
自建一个裙装腰头制图 (图 12-8) 。.
z2

z1=gl+gl+gl

z1

z1

z2

z2=gl+gl+gl

z3

z2
z1
图 12-6

请您以 5 个不同尺码，对此制图进行扩版操作。
2. 练习
请您使用 G-, X- 和 Z 值 ， 创建½圆形裙的结构
制图。其中 X 值 X1 应设定为臀线半圆线的松量
值，X2 应设定为裙长。请您同样以臀长 (G10)
+X1 为制图数值， 做臀线半圆线。
请您将此½圆形裙，分解为 1/4, 1/3 圆形裙(图
12-7)。

图 12-7

在给出 X1=30 和 X2=615 后的制图操作步骤与
练习 1 相同，
Z 值取值也相同。
Z1=G4/(2*Pi)
Z2=Z1+G10+X1
Z3=Z1+X2
在不同体型组中，请您为 X 值设定不同的数
值。

图 12-8

请您启用基础结构图，并使用互动功能调回底
边，并合第二个省缝。打开一个新的裁片文件，
并分别复制前片和后片制图中的 3 条分开的腰围
线段。定义下列 Z 值：
z1=gL+gL+gL 前裙片腰围线总长
z2=gL+gL+gL 后裙片腰围线总长
请您为腰头高度设置 X 值为 40mm 。 现在请您
使用 z1, z2 和 x1， 创建腰头制图。 在腰头制图
中，制作侧缝线位置的对位标记。同时标记前中
线和后中线。请您对裙装制图及腰头制图进行扩
版。然后测量制图。
2. 练习
请您按照练习 1 所述方法，为基础结构图 裤装
10 制作腰头制图 (图 12-9) 。

z1=gl+gl+gl

z2=gl+gl

图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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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制作不同样是的帽子，例如帽顶为其他
曲线形状的帽子制图。

12.3 综合练习
1. 练习
请您使用基础结构图 上装 10
和基础结构图 衣袖 10 ，创建蝙蝠袖制图。

3. 练习
请您使用 X-, G- 和 Z 值，创建一个立领制图。
X1 立领调整量 以 mm 为单位 (20.)
X2 缩短值以 mm 为单位 (2.)
X3 立领宽度以 mm 为单位 (30.)
Z1 =G16 / 2 - X2
或
Z1=gL+gL (前片和后片制图领口线总长)

X3

X1

请您启用基础结构图 上装 10，删除所有辅助线
和腰省缝，并将胸省缝和肩省缝转位至底边线。
线条连接底边线和肩斜线。请您导入下一个基础
结构图 衣袖 10 ， .请您将结构线通过肩峰点向
上延长。然后，将前片和后片制图变位移位到延
长后的辅助线处，并使得上装的肩斜线/袖窿线
交点重合于衣袖制图的肩峰点。在前片和后片制
图和衣袖制图之间，请您创建两条曲线。在此，
请您使用 Z 值功能和线条长缩/形状功能，使这
两条曲线具有相同长度。
2. 练习
请您使用以下数值创建儿童帽制图。

X2
X3

Z1

X4

X1 头围 以 mm 为单位(460.)
X2 帽子高度 以 mm 为单位 (165.)
X3 头长 以 mm 为单位 (80.)
X4 底边缝份 以 mm 为单位(40.)
Z1=X1/4 + 5

Z1

Z1 / 2

4. 练习
请您使用 X-, G- 和 Z 值，创建一个直筒裙制
图。
请您在 X 值列表中定义以下 X 值：
X1 前片省缝宽度 以 mm 为单位(25.)
X2 后片省缝宽度 以 mm 为单位(35.)
X3 前片省缝长度 以 mm 为单位(90.)
X4 后片省缝长度 以 mm 为单位(130.)
X5 侧缝线底边调整量 以 mm 为单位(30.)
X6 侧缝线腰围调整量 以 mm 为单位 (40.)
X7 裙长以 mm 为单位 in mm (400.)
X8 前片由前中线起省缝位置 以 mm 为单位
(90.)
X9 后片由后中线起省缝位置 以 mm 为单位
(80.)
X10 腰线加高量 以 mm 为单位 (10.)
Z 值列表:
Z1=G10+X7
Z2=G4/2+X1+X2+2*X6
Z3=Z2/2
Z4=X1/2
Z5=X2/2
最后请您改变两个省缝的位置，既改变 x8 的数
值为 120 和 x9 的数值为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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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6

X1
X3

z6

X2

X10
X4

X8

X9

G10

x8

G6

x10

x11
z1

Z1

z5

z4

z2
x5
X5
Z2

5. 练习
请您在服装制图尺码系统 Mueller&Sohn 女装
中， 使用 X-, G- 和 Z 值， 创建一个后片制图。
请您在 X 值列表中定义以下 X 值：
X1 裁片长度 以 mm 为单位 (700.)
X2 背高松量 以 mm 为单位 (20.)
X3 背长松量 以 mm 为单位(20.)
X4 臀长松量 以 mm 为单位(0.)
X5 腰围线调整量 以 mm 为单位(20.)
X6 臀围线调整量 以 mm 为单位 (20.)
X7 1/2 背宽松量 以 mm 为单位 (20.)
X8 实际领口线调高值 以 mm 为单位(20.)
X9 肩斜线加宽量 以 mm 为单位 (15.)
X10 肩斜量 以 mm 为单位 (15.)
X11 袖窿翘高量 以 mm 为单位 (7.)

z3

x6

x1

38 号 Z 值列表中的 Z 值：
z01=G7+X2
背高 + 松量
z02=G8+X3
背长+松量
z03=G9+X4
臀长+松量
z04=G13+X7
背宽+松量
z05=G14*2/3
2/3 袖窿直径
z06=G16+X9
肩宽+松量

215.0
436.0
622.0
185.0
62.0
13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