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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用户需要运用到 Grafis 的导入导出功能

。总体来说，在 CAD 系统互相交换数据的同时总

有信息的损失，既样板在每次导出时会有一些协

议数据缩水。 

Grafis 具有互动功能的裁片在导出后成为具有

档差值的外围轮廓，其仍保留如经线走向，剪口

，文字注释和符号等信息。导出的裁片不包括如

下信息，X值，尺码表和裁片的相关性 

来自其他系统的裁片可以作为挡差值裁片导入。

档差值裁片是具有扩版点的样板轮廓。每个扩版

点都有一个按尺码向 X轴和 Y轴推档的档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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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导出 Grafis 样板的准备工作 

步骤 

 完成具有封闭轮廓线的成品裁片 

 经线走向作为符号或者标志线添加 

 所有样板的样板参数设置为裁剪正图 

 所有要输出的尺码加入尺码档差列表并扩版

。 

成品裁片必需具有封闭的轮廓线 

在款式制作中包含临时的步骤裁片，最终成品裁

片均出自于此类裁片，参见第 14 章分类样板。

只有具有封闭轮廓线的裁片才能被导出。 

添加经线走向 

裁片中须添加 Grafis 符号经线走向。或者可以

在标线属性 中把一条内部线条注释为经线走向

。如果没有确定经线走向，默认 Y 轴的递减方向

（方向向下）将被默认为经线走向。 

输入样板参数 

在菜单 分类样板 中用 +样板参数 打开 裁片参
数 窗口(图 15-2)。为了导出，所有成品裁片必

须激活为裁剪正图。只有此类裁片能够被导出 

通过  按键可以将当前裁片的参数复制到下

一个裁片中。此设置涉及到裁片正图 ，面料属

性和裁片排版中常规/镜像的数量。 

Grafis 会在样板参数设置为 裁剪正图 和导出

时确认裁片是否有封闭的轮廓。Grafis 可检测

出空隙 (>0.5mm) 或者相交的的线条，并出现错

误提示 。根据经验请查找转角的空隙，线条过

渡或者对位标志。 

线条标志，如剪口在检测过程中会被忽视 (图 

15-3).  

为避免这个问题，应使用对位短线 

为了您进一步学习导出功能，请准备一个具有裁

片的简单款式，例如裙装之类 图 15-1。  

成品裁片扩版 

所有将导出的尺码添加进尺码档差列表。每个尺

码添加一个即可。请您用扩版所有样板 扩版所

有成品裁片。 

 
图 15-2 

 Production pieces: 

Draft Patterns: 

 
图 15-1 

 
notch in the perimeter 

 false (gap ) 

 correct 

 
图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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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导出格式及其特点 

Grafis 可以导出以下格式： 

1. AAMA/DXF 

2. ASTM/DXF 

3. DXF 

4. ExtendedPN 

5. Grafis-

Exportformat 

除了 Grafis 和 DXF 格式，所有裁片在导出时会

简化为带有档差值得基本尺码。由于 Grafis 的

所有尺码存在于一个样板中 ，从而导致了信息

的损失。目标程序可以通过所拥有的算法从这个

简化了的数据中计算出不同尺码的轮廓。目标程

序以此法得到的所有外加尺码的形状可能会与

Grafis的原始形状有误差。 

1. AAMA-DXF 

AAMA 格式是目前运用最广泛的格式 。它建立在

DXF 格式基础上，DXF 被 Auto-CAD 程序用于的矢

量图形数据交换。标准化的 AAMA 确定了,在哪种

DXF 数据结构中记录下哪些内容（结构，内部线

条，剪口，对位孔等）。基本尺码的轮廓在规则

下被存为*.DXF 文件并且扩版的尺码作为档差值

列表被单独存入*.RUL 文件中。但遗憾的是 AAMA

格式不能明确的描述所有的点，而不同的系统对

这些点有着明显不同的解释。 

Grafis 针对这特殊情况有所调整。在导出

AAMA/DXF 格式时提供您 10 种不同的导出设置选

择。哪种导出设置适用于具体应用，必须经过测

试确定。关于这格式的信息请您参看 Grafis-

<F1>- 帮 助  中  提 示 板 41 内  „Export-

Schnittteile“。 

2. ASTM 

ASTM 格式是 AAMA 的改进格式。此格式被进一步

的优化，然而并不是所有 CAD-Systemen 都支持

此格式。 ASTM 进一步包含了一些新的剪口和叙

述的文字。 
 

3. Extended PN (EPN) 

EPN 格式是格伯科技 Gerber Garment Technolo-

gies（GGT)开发的兼容格式。此格式能把样板中

所有档差数据都准确的存入。  

要使 Gerber-Accumark-Anlage 的数据库接受这

些数据当然还需要一个转换的过程。更多的内容

关于导出数据到 ExtendedPN 格式请您参看

Grafis-<F1>-帮助 中 提示板 41。  

4. DXF 

DXF 格式被用于机械制造数据导出   例如

AutoCAD 或者绘图程序  例如 Corel Draw。

Grafis 导出的 DXF 格式只在小范围标准化数据

类型中应用。许多程序可以读取导出的数据。单

个尺码被输出为一个图层。 

5. Grafis格式 

Grafis 格式是由 Grafis 为样板交换而开发的开

放式格式。以此可导出每个尺码的所有样板裁片

连带完整轮廓和所有内部目标对象。准确性是此

格式的优点，通过这个格式可以转换扩版的尺码

。此格式导出后不必对因扩版尺码而可能改变样

板造型再做补充。目前为止只有一个外部程序对

此数据格式不兼容。对这个格式的具体描述请您

参看 Grafis-<F1>-帮助 中 提示板 41。 

重要!在和其他的 Grafis 用户交换应附带: 
Grafis 样板,带有减步定样的 Grafis 样板, 
Grafis 成品样板,Grafis 裁片档差值 或者 
Grafis 排料图! 

6. 其它数据格式 

只有以上格式可进行多尺码裁片交换，通过其它

方式无法实现。 

单个裁片可以用 HP/GL 矢量格式作为绘图格式输

出参看 Grafis-<F1>-帮助 中提示板 62 „Dru-

cker/Plotter ändern | Plotten auf Datei“. 

用 Grafis 排料图可以输出为控制电脑裁剪机的

ISO 格式。通过服务协议可以开放对特殊电脑裁

剪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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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导出 AAMA/ASTM/DXF 格式的操作步骤 

通过操作此步骤可以导出 AAMA/ASTM/DXF 和

Grafis 格式。GerberEPN 导出格式的类似操作步

骤请您参看 Grafis-<F1>-帮助 中 提示板 47. 

1. 每个导出的裁片必须在 分类样板 中 裁片
参数 窗口设置为裁剪正图。也可把多个裁

片设置为裁剪正图，这样裁片才能在导出中

选取。 

2. 必须把裁片所有要导出的尺码进行扩板。请

您在尺码档差列表中激活所需尺码，接下来

扩版所有样板 或者 扩版排料图 。 

3. 现在请您通过 文件|输出排料图 打开导出

对话框。所有裁片以及可使用的尺码将自动

准备好并显示在列表中。 图 15-4. 

4. 请您选择导出数据类型 AAMA/DXF, ASTM/DXF 

或者特殊 DXF,或者 Grafis. 请您参考提示

板 41 的导出文件格式的相关注释。 

5. 用按键设置 可打开导出参数对话框， 见图

15-5 。 此 对 话 框 分 别 为

AAMA/ASTM/DXF/Grafis 所需的导出参数提供

了选择。对于哪个个 CAD 软件接受哪些导出

的参数，请您参看 提示板 41。请您选取所

须的导出参数并关闭导出参数 对话框。 

6. 对于 AAMA/DXF 和 ASTM/DXF:  

现在请您在 Grafis-输出纸样裁片文件 对话

框 校对，是否 AAMA 文件集存 被选取并输

入一个合法的文件名。只有当选取打上勾的

状态下，所有选取的裁片才会整合成一个

*.DXF文件和一个 *.RUL文件。 

文件名应尽量在 8 位之内，没

有空格和特殊符号。以防在通

过 Email 传输数据时，文件名

发生改变。   

7. 现在请您在列表中选取要

导出的裁片。按住<Shift>

键可以拉选取框，而按住 

<Ctrl>键可单个选取或者

取消选取。 

8. 最后所有选中的裁片样板

通过点击 导出所选项 导

出。 这样 Grafis 将考虑

到在导出参数 中对经线走

向，标志和内部线条的设置。另外一种方法

是通过 全部导出 输出所有裁片。 

9. 导 出 的 文 件 一 般 会 被 保 存 到 文 件 夹 

\Grafis\Basis_D\Interfac\Angebot\ 中。 

注释: "Basis_D"与尺码系统相匹配，而

"Angebot" 是款式的名称。 这个路径在导

出的时候显示在窗口的 目标文件 中。 

10. *.DXF 文件不仅要和*.RUL 文件同名而且二

者要一起输出，理想状态是打包成一个

*.ZIP 文件. 两个文件是互相匹配的。DXF

文件包含了外形数据， 而 RUL 文件则包含

了尺码的档差值。 

 
图 15-4 

 
图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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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导出的特殊设置和错误产生 

扩版点 

Grafis 将每个线条的起点和终点阐述为扩版点

。在此规则下这些点也可按扩版尺码在目标系统

中精确扩版。因此要把 Grafis 裁片的轮廓线上

所有重要的转角和关键点位置分开。直到内部的

角或者拐点位置都被分开为止。这当中除了剪口

点。为了保持位置正确，所有剪口的基本点都自

动的确认为扩版点。 

外围轮廓 

另外就以上提到的分割位置，裁片的外围轮廓必

须完全的封闭起来。导出功能所能接受基本尺寸

上的间隙或者交叉的极限为 0.5mm。为此我们建

议，外围轮廓上所有的角用 角完成线 完整闭合 

。但轮廓不要连接在一起！困难的是找到钝角交

叉的位置。这类错误要尽量在打板的时候避免发

生。此类错误在晚期会很难清除。钝角交叉可能

因 线条连接 : （单一连接和做平行线或者通过
变位移位做平行线）而出现。 

曲线走向 

在 导出排料图 时系统会自动在曲线上放置额外

的扩版点，以此使得在目标程序中所有尺码的曲

线尽可能的真实显示。现在不必像 Grafis 以前

的版本那样手动分割曲线。只有在应用 人工输
出 时要考虑到这个问题。 

剪口和对位孔 

导出时两种标志要区分开，线型标志和点标志。

线型标志（例如：剪口）一直与外围轮廓或者基

本线条相关联。点标志（例如对位孔）可以在裁

片内随意放置。点标志分为 有方向（经线走向

，后片中线，箭头等）和 无方向 （对位孔）两

种。 

不同的剪口形式来说线条剪口最适合导出。此剪

口可以准确定位在轮廓线的基本点上，而且还可

以在分割曲线时当分割标线使用。放置点标志时

要考虑到，各数据格式不能辨识所有标志，例如

AAMA只能识别一个对位孔。 

注释 

注释只有 ASTM-格式可以直接辨识。而可以操作

的仅仅是裁片纸样名和样板文件。因此大部分尺

码要额外传输，当然其不必和 Grafis 原始的尺

码显示一致。Grafis 为确定显示 Grafis 样板文

件名和裁片注释会加以追述。而这些名字应和之

后的标示在目标程序中关联在一起。 

可能产生的错误 

如果在导出时单个尺寸时在之前提到点的位置没

有产生错误。 

保险起见应把尺码库一起移交，大部分目标系统

对轮廓上剪口所在的扩版点有严格的顺序要求。

其不能接受剪口在一个尺码准确定位在扩版点上

而在另一个尺码上略有偏移。除此之外外围轮廓

上点的顺序必须一致。剪口可以远离扩版点，但

是不能略微偏移！Grafis 在导出时会提示这类

错误（错误 404）并中止导出。 

另一个容易产生的错误是点距离太近。如果剪口

之间距离小于最小限度，Gerber 的电脑裁剪机

经常会产生问题。如果外围轮廓的关键点保持最

小距离，目标程序可以在其他情况下导入。在导

出时若低于最低值就会显示相关提示。在生产之

前应对所有极限值作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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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人工输出 

人工输出位于下拉菜单文件|人
工输出... 经线走向，轮廓线

，标示不会被自动辨识，而是

必须逐个确认。最后传输文件

会被立即导出。您可以在如下
情况下运用此功能，如果裁片
通过“输出排料图“无法导出
或者只是不完全导出。 

人工输出的操作步骤 

 文件|人工输出 

 设定经线走向 

 确认裁片的 轮廓线 

 继续确认要导出的内部线条

或者所有线条 

 确认要导出的符号 

 确 认 传 输数据的文件名

(Grafis-屏幕左上方) 并根

据需求改变文件名 。 

 输出 输出传输文件 

导出菜单的功能 

单个功能和设置有如下作用： 

经线走向 
首先是确定经线走向。请您点击点击经线走向的

线条并注意右边法则。经线走向也可以在菜单里

修改。 

注释线 
只有在导出到 AAMA 格式时，此菜单才会被激活

。通过 注释线 添加注释线。在点击时请注意右

边法则。 

轮廓线 
许多 CAD 系统在排料的时候,对于轮廓线和内部

线条的区分是很严格的。内部线条和标示不允许

超出轮廓线范围之外。这类情况必须要确定外围

轮廓线。点击 轮廓线  打开带有确定功能的下

级菜单。 现在从外围点击裁片的轮廓线；其显

示为红色线条。镜像 功能只有在 格伯的 EPN 格

式下才会被激活。通过镜像 可以确定一个镜像

线，裁片以此线条在裁剪图中被镜像。 

线条 

首先步骤是确定导出的内部线条。用以下功能激

活： 

单一 可以单击线条，以确定要导出的线

条。 

全部  输出裁片中所有的内部线条。 

命令 +/-剪切 只在 格伯 EPN 和 AAMA 格式下

激活 

符号 
符号的选择，如箭头，对位孔，对花符号和扣眼

要通过以下功能激活： 

单一 可以单击符号，以确定要导出的符

号。 

全部  选取所有符号。 

剪口将和所连接的线一起被输出。 

叠放点 

确定尺寸叠放点的位置。叠放点被显示为一个圆

点。这个功能只是为步骤记录叠放点而激活。其

他情况需使用 叠放 功能。 

恢复 
前次 也就是说恢复最后一次选择操作， 全部 

也就是恢复所有到处标识。 

文件名 
Grafis 自动为导出文件提供一个文件名。在提

示窗口显示会完整的所选的数据类型和文件名。  

默认的数据名为 [纸样名].[裁片编号], 例如

INES_001.005 是 INES_001 纸样的第 5 个裁片

。 

默认的路径总是 [Grafis-盘符:] \Grafis \[尺

码系统]\ INTERFAC\ [Kollektion]\. 

如果已经存在一个同名文件，旧文件将被追加
补充（只在 Grafis 数据格式下）或者被覆盖。 

修改其他文件名或者储存路径可以通过 文件名 

功能实现。  

输出 
点击 输出 即运行文件输出。 

裁片 
在以下的功能列表中有经常被用到的功能: 

前一个 激活前一个裁片 

后一个 激活下一个裁片 

试运行，扩版，叠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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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导入档差值裁片 

 
在 Grafis 中可以导入所有 15.2 中所提到导出格

式的纸样。纸样将被作为档差值裁片导入。档差

值裁片的操作在第 16章中有详细说明。 

导入格式一览： 

带有扩版信息的数据格式 

AAMA DXF 带有 RUL 

或者 

DXF 没有 RUL  

所有的尺码包含于 DXF文件中 

ASTM 类似 AAMA 

ExtendedPN EPN 

Grafis 001, 002, 003 等 

没有扩版信息的数据格式 

DXF 

(AutoCAD-

DXF) 

DXF 没有 RUL 

HPGL PLO, PLT, HGL 及其他 

ISO CUT, ISO 及其他 

数据不仅可以在 Grafis 制板中而且可以在

Grafis 排料图中导入。相对于 Grafis 制板来说

Grafis 排料图的最大区别是不能进一步修改。

只有所有在程序中已存在的结构轮廓可以在

Grafis 排料图中呈现 导入带有扩版信息的数
据必须首先在 Grafis 制版程序中进行。导入
Grafis 排料图中只能作校对。有一个例外是
‚DXF 没有 RUL 所有的尺码包含于 DXF 文件中
。 

遗憾的是完全自动导入不可能实现。原因是由于

AAMA 格式的定义不统一，不同 CAD 系统各有不

同的解释，详细解释请参看小节 15.2。 另外

Grafis在导入时要求尺码相匹配。 

 

 

 

 

 
 
 
 
 

步骤 

 请您打开一个新的样板，然后为导入修改尺

码档差列表。 

 下拉菜单 文件 | 导入尺码档差值 

 选择要导入的文件 

 Grafis 的导入会尝试把文件中的尺码整理进

Grafis 常用的标准尺码中。如果不能在注释

中显示进一步的信息，会显示一个类似扩版

列表的对话框。 

 在导入 DXF 数据时会显示一个选择对话框  

AAMA-DXF 或者 AutoCAD-DXF 做进一步的设

置。如果这个文件来自一个服装 CAD 软件请

您 选 择 AAMA-DXF 。  其 他 情 况 请 选 择

AutoCAD-DXF。 因为第一次尝试导入，请您

保持对话框中设置不变。 

 请您扩板并测试导入的纸样。 

 如果出现一个不确定因素，请您重复导入步

骤并修改设置。请您在空的纸样中再一次导

入。  

在 AAMA-DXF 中可能会出现的不确定因素： 

 曲线不平整柔和，成角状 

 Die Teilebezeichnung in der Grafis-

Teilearbeit fehlt oder ist zu kurz. 

 导入 ASTM数据没有响应  

 外围轮廓被重复导入而导致线条消失。 

 所有剪口指向一个方向，例如全部向右

或者全部向上。 

 纸样的比例错误。 

在 AutoCAD-DXF 中可能会出现的不确定因素

： 

 不能看见所有裁片。 

 如果显示导入错误或者不能导入，请您用文
件| 导入（减步定样模式）导入。 导入（减
步定样模式）不能将数据改变为有扩板功能

的纸样，而是准确的显示数据的内容。 

导入 HPGL-, ISO- 和 DXF-数据 没有 RUL 时 总

是在第一个尺码中进行。同时扩板列表不会被修

改。



Chap 15–8  第 15 章 导入和导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riedrich: Grafis –教科书第二册，2008 年版 

 

尺码匹配 

为了作为档差值导入的纸样在 Grafis 中可以进

行扩板，必须把数据中的尺码和某体形的

Grafis 标准尺码相匹配。正常情况下自动匹配

如下： 

 ‚38’和 ‚____38_0’ 相匹配等等... , 

 如果是‚L’的情况程序将检索是否有一样

的个人尺寸列表。如果有，尺码会与这个

个人尺寸相匹配并连带参考尺寸添加进扩

板列表中。 

如果没有能够自动匹配的尺码，会显示一

个对话框图 15-6。在这个对话框中可进行以下

操作： 

 通过相关的标准尺码列表添加尺码 见图

15-7 上方, 或者 

 缺省的个人尺码列表可通过 编辑 尺寸列
表 来添加然后再在此对话框中添加 见图 

15-7 下方。 

注意！导入过程中档差值的匹配将根据临时显

示的扩板列表中的位置顺序进行。如果您在这

个时候改变尺码的顺序，导入的扩板也会随之

改变 

 

DXF-Dateien 导入时的 Grafis-Import 对话

框 

Grafis-Import 对话框(图 15-8) 只有在导入

DXF 数据时才会显示。数据必须能以 AAMA 格式 

或者 ASTM-格式 或者 AutoCAD-DXF-格式 读取

。 如果 AAMA-格式 按键显示灰色，则数据不能

以 AAMA- 或者 ASTM-格式被读取。在这种情况

下只有 AutoCAD-DXF-格式 可选择。同时和 

Grafis-导入 对话框一起显示的还有带有数据

相关信息的 Grafis-DXF/AAMA/ASTM-导入 的信

息窗口。 

如果数据来自服装 CAD 系统请您选择‚AAMA-
DXF’。 其他情况请您选择 ‚AutoCAD-DXF’
。 
在导入开始之前您可以在设置中进行调整。对

于第一次导入请您保持原有设置不变，Grafis

已经根据数据的相关信息做了调整。 

测量单位[AAMA/ASTM und AutoCAD-DXF] 

在 AAMA/ASTM-格式中只允许有公制和英制作为

测量标准。各 CAD 系统所用测量单位都不相同

如毫米，厘米或者米。因此要求读取数据时输

入测量单位。 用户可以对此设置进行修改。也

可以以毫米输入个人的测量单位。单位“米”

必须输入值 1000。 

计算曲线中间点[仅限 AAMA/ASTM] 

各 CAD 系统对曲线有的提供了足够的点，有的

相当的有限。如果是第一次尝试导入的曲线成

为角。请您调整一下设置。为了曲线的圆滑

Grafis会另外添加曲线点。 

 
图 15-6 

 
图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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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tation’作为裁片文件名使用 [仅限 
AAMA/ASTM] 

见图 15-8 在 AAMA-格式中有文字表述 ‚piece-

name’针对裁片的辨识 和 ‚annotation’ 针

对于描述。 通过这个选择来决定，在分类样板

中裁片的命名是根据 ‚piecename’还是 ‚an-

notation’。一般情况下这个选项是空着的。

某些 CAD 系统保留的 ‚piecename’ 非常短而

且信息较少。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激活这个选项

。 

忽略 Quality-Layer [仅限 AAMA/ASTM] 

只有在 ASTM 文件中有附加的 Quality-Layer。 

这个层包含单一转点的外围轮廓和在目标系统

中被用来做对比的辅助线。如果 Quality-Layer

是可用的，那 Grafis 将运用这个准确的数据。

如果导入 ASTM 时不希望用到此功能，那么请您

激活设置中的 忽略 Quality-Layer。 

忽略接缝线 [仅限 AAMA/ASTM] 
某些 CAD 系统在导出时额外的将接缝

线也以外围轮廓导出。如果接缝线为

0mm, 外围轮廓线和接缝线会重叠在一

起并消失。在出现这个情况，或者导

入了太多的辅助线条的情况，则请您

激活 忽略接缝线。 

相对剪口方向 [仅限 AAMA/ASTM] 
正常情况下剪口是固定的，根据坐标

系统输入。某些 CAD 系统认为这个输

入是相对剪口所在的线条。因此，如

果在第一次导入时所有的剪口指向同

一个方向，例如全部向右或者全部向

上，那请您激活 相对剪口方向 。 

忽略 BLOCKS 等  [仅限  AutoCAD-
DXF] 
只有在 AutoCAD-DXF 文件中才有 BLOCKS, 其中

的线和点被组成了群。AutoCAD-DXF-格式用这

个设置来确定，BLOCKS 信息要导入到哪里。尺

码或者裁片可以放置在不同的 BLOCKS 或者不同

的层中。如果您对如何解释 BLOCKS 不确定的话

，请您先选择 将所有目标对象导入单一纸样。 

这样可以看到所有在包含在数据中的对象。之

后请您通过其他的设置来测试 AutoCAD-DXF 导

入，在哪种选择下能显示您所期望的所有信息

。 

在 Grafis.ini 中的其他设置  [仅限  AA-
MA/ASTM] 
在文件 Dialog.ini 中有或多或少的附加设置，

如修改对话框的 IMP_SIZE_MODE 来匹配尺码集

合或者修改 MIN_SLITNOTCH 和 MIN_VNOTCH 以

调整剪口的最短长度。 
 

 
图 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