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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综合练习 

练习索引 

1. 练习“前后翘裙装” 15 
2. 练习“明裥裙装” 16 
3. 练习“具有缝褶前片和多种后片款型的   

         女式衬衫”„   17 
4. 练习“外放下摆裙装” 19 
5. 练习“顺裥宽松裤装” 20 
6. 练习“具有分割线的连衣裙” 21 
7. 练习“波浪褶长裙（倒V形三角布)”  23 
8. 练习“具有贴兜和拉链分割的运动型裤装” 25 
9. 练习“具有分割线的长款女上装” 26 

1. 练习“前后翘裙装” 

款式说明: 

以“Grafis裙装20”为原型，在前后片制图中制作

前后翘制图，腰头制图以及在后中线制作拉链制

图。  

裁片列表: 
001   基础结构制图裙装20 
002 x 款式设计制图 
003   生产裁片 前片前后翘  
004   生产裁片 后片前后翘 
005   生产裁片 前裙片裙身部分 
006   生产裁片 后裙片裙身部分 
007   腰头 

请您在裁片文件001中启用基础结构制图“Grafis
裙装20”，合并第二个省缝，将底边调整为0。  

请您新建裁片文件002“款式设计制图”，复制裁

片文件001的所有点线制图。请您在前后片制图

中制作前后翘，并使用以下X值来控制其位置： 

 
 
 

裁片文件002“款式设计制图” 的X值： 

x1    前中前后翘由腰围线起， 
以mm 为单位 (150.) 

x2    侧缝线前后翘由腰围线起， 
以mm 为单位 (75.) 

x3    后中前后翘由腰围线起， 
以mm 为单位 (150.) 

请您新建裁片文件003至006 ，并由裁片文件002 
复制制图所需的点线制图。在“前片前后翘”和“
后片前后翘”制图中，将省缝延长至前后翘曲线

，然后并合省缝。连接前后翘曲线，并制作缝份

和对位剪口，然后添加注释。制图过程中，请您

使用以下全体X值： 

全体X值： 

XG1 一般缝份  以mm 为单位 (10.) 
XG2 底边缝份  以mm 为单位 (20.) 

最后请您新建裁片文件007，并由裁片文件002复
制前后片制图中的腰围线。请您使用Z值，来制

作腰头制图。  

裁片文件007“腰头”的X值： 
x1    腰头宽以mm 为单位(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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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练习“明裥裙装” 

款式图示: 
裙装正面图 裙装背面图 

款式说明: 

以“Grafis裙装20”为原型的直筒裙制图中，在前中

制作明裥制图，以及外放裙装下摆。 
在后中制作开衩和拉链制图。  

制图过程中，请您使用以下全体X值： 

全体X值： 

XG1 一般缝份  以mm 为单位 (10.) 
XG2 底边缝份  以mm 为单位 (20.) 

裁片列表: 
001   基础结构制图裙装20 
002   款式设计制图 
003   前裙片 
004   明裥底边 
005   后裙片 
006   腰头 

请您在裁片文件001中启用基础结构制图“Grafis
裙装20”，使用互动功能合并第二个省缝。并进

行以下调整： 

‘底边’拖拽区域： 
 侧缝线外放20mm  
 侧缝线转点60mm  

‘前片省缝’拖拽区域： 
 并合第二个省缝 
 第一个省缝调整为66%位置 

‘后片省缝’拖拽区域： 
 并合第二个省缝  
 第一个省缝调整为33%位置 

请您新建裁片文件002“款式设计制图”，复制裁

片文件001的所有点线制图。请您在前片制图中

制作明裥，并缩短明裥裥长，使用x2值制作明裥

底边。制图过程中，请您注意使用以下X值： 

裁片文件002“款式设计制图” 的X值： 

x1   明裥裥量，以mm 为单位(40.) 
x2 明裥底边缩短量以mm 为单位 (5.) 

 

X1 

X2  
请您新建裁片文件003“前裙片”，由裁片文件 
002复制所需的点线制图。请您创建省缝连边制

图，缝份并添加对位标志和注释。在底边/侧缝

线交角处，请您使用镜像对称的方法创建缝份制

图。 

 

请您同样制作裁片文件004 。 

最后请您新建‘后裙片’裁片文件005，由裁片文件

002复制所需的点线制图。如裁片文件003的操作

，请您使用以下X值制作后裙片制图： 

裁片文件005“后裙片” 的X值： 

x1    开衩高度  以mm 为单位(200.) 
x2    开衩宽度  以mm 为单位(30.) 
x3    拉链长度  以mm 为单位(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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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请您新建裁片文件006，请您使用Z值，来

制作腰头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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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练习“具有缝褶前片和多种后片款型的女式衬衫 

 
款式说明: 

以基本款“上装10”为原型，制作衬衫前片，过肩

，以及4种不同的后片制图。前片制图应具有5个
缝褶（平缝固定），门襟和里襟。后片制图应具

有以下4个不同款型： 
 由过肩起具有顺裥结构制图的后片制图。 
 具有宽松下摆的后片制图 
 在过肩区域具有波浪褶的后片制图 
 在过肩区域和底边区域拥有具有不同打裥量

生产裁片的褶裥的后片制图。 

裁片列表: 
001   基础制图上装10 女式衬衫 
002   款式设计制图 女式衬衫 
003   生产裁片 前片 
004   生产裁片 后片过肩 
005   生产裁片 后片下衣身部分 
006   生产裁片 具有宽松下摆的后片下衣身 
007   生产裁片具有顺裥的后片下衣身 
008   生产裁片波浪褶的后片下衣身 
009   生产裁片具有不同打裥量的后片下衣身 

请您在裁片文件001中启用基础结构制图“Grafis
上装10”，并导入“女式衬衫”的制图形状 
(参看第2.5节).  

请您新建裁片文件002，复制裁片文件001的所有

点线制图。然后，请您创建后片过肩制图，并作

底边圆角。  

 

制图过程中，请您注意使用以下X值： 

裁片文件002“款式设计制图女式衬衫” 的X值： 

x1    后片过肩由领口线起， 
以mm 为单位 (100.) 

x2    底边圆角量，以mm 为单位(60.) 
x3    侧缝线圆角量 ，以mm 为单位(120.) 

请您新建裁片文件003，由裁片文件002复制所需

的点线制图。请您创建第一个缝褶的位置，由前

中线起的门襟制图，以及贴面制图。在制作了贴

面制图后，请您收放第一个缝褶的。制图过程中

，请您使用以下X值： 

全体X值： 

XG1 一般缝份  以mm 为单位 (10.) 
裁片文件003“生产裁片前片” 的X值： 

x1    第一个缝褶位置，以mm 为单位(20.) 
x2    缝褶量，以mm 为单位(12.) 
x3    门襟宽度，以mm 为单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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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    贴面宽度，以mm 为单位(60.) 

 

请您新建裁片文件004“生产裁片后片过肩”，由

裁片文件002复制所需的点线制图。请您制作缝

份并镜像对称裁片，然后对位剪口和添加注释。 

请您新建裁片文件005，由裁片文件002复制创建

此后片下衣身所需的点线制图。请您等分过肩线

并制作打裥线。请您使用以下X值收放褶裥： 

裁片文件005“后片下衣身” 的X值： 

x1    过肩线打裥量 (40.) 
x2    底边线打裥量 (40.) 

请您4次裁片全制 
裁片文件005，这样可以同时将已设置的X值复

制到新裁片中。 
请您注意裁片文件名，并设置以下X值： 

裁片文件006“生产裁片 
具有宽松下摆的后片下衣身” 的X值： 

x1    过肩线打裥量 (0.) 
x2    底边线打裥量(40.) 

裁片文件007“生产裁片具有顺裥的后片下衣身” 
的X值： 

x1    过肩线打裥量(50.) 
x2    底边线打裥量 (50.) 

裁片文件008“生产裁片波浪褶的后片下衣身” 
的X值： 

x1    过肩线打裥量 (40.) 
x2    底边线打裥量(0.) 

裁片文件009“生产裁片具有不同打裥量的后片下

衣身” 的X值： 

x1 过肩线打裥量(30.) 
x2    底边线打裥量(70.) 

请您编辑裁片文件006至009，使其达到生产裁片

程度。最后请您为制图创建省缝连边，如有需求

请制作线条连接， 添加对位标志和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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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练习“外放下摆裙装” 

款式图示: 
裙装正面图 裙装背面图 

 

款式说明: 

以“Grafis裙装20”为原型，制作具有分割线，外放

裙装下摆，以及在侧缝线具有半开襟拉链的裙装

制图，此裙装制图可根据需求具有多样化的缝份

量。  
制图过程中，请您为缝份以及打裥量设置全体X
值： 

裁片列表: 
001   基础结构制图裙装20 
002   款式设计制图 
003   生产裁片前裙左片 
004   生产裁片前裙右片 
005   生产裁片前裙中片 
006   生产裁片后裙左片 
007   生产裁片后裙右片  
008   生产裁片后裙中片 
009   腰头 

请您在裁片文件001中启用基础结构制图“Grafis
裙装20”，使用互动功能合并第二个省缝，调整

底边为0，调整前后片第一个省缝为40%位置： 

请您新建裁片文件002“款式设计制图”，复制裁

片文件001的所有点线制图。请您在前后片制图

中，使用人工作图功能，制作平行于前中线和后

中线的平行线。 
请您再制作平行于上臀线的平行线，并如图所示

创建分割曲线制图。制图过程中，请您设置以下

X值： 

裁片文件002“款式设计制图” 的X值： 

x1    上臀线平行线线距 (140.) 
x2    曲线深度 (70.) 

请您新建裁片文件003，由裁片文件002复制所需

的点线制图。请您裁片全制 裁片文件003， 
并创建裁片文件004，并依次类推创建裁片文件 
005至008。 

在制作波浪褶时，请您设置以下X值： 
裁片文件005“生产裁片前裙中片” 的X值： 

x1    底边线打裥量(40.) 

最后请您新建裁片文件009，并由裁片文件002复
制前后片制图中的腰围线。请您使用Z值，来制

作腰头制图。  

裁片文件009“腰头” 的X值： 

x1 腰头宽度，以mm 为单位 (40.) 
x2  前中线上腰头高度，以mm 为单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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