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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fis 系统由第 7 版开始引入档差值扩版功

能。结构制图裁片文件以及档差值裁片文件

（SW-裁片）都可以作为款式设计制图进行编辑

操作。  

结构制图文件，是以身体尺码表为基础创建的裁

片制图文件，因而在扩版时不需要任何档差值 

参看第 12章 

档差值裁片文件由包含扩版点的裁片制图构成。

每个扩版点都拥有一个档差值列表，此列表包含

了具有尺码相关性的点移动 X- /Y-坐标数值。 

档差值裁片文件同样可以作为结构制图文件在制

图记录中使用，并作为款式设计制图的源裁片文

件进行后续操作(第 1至 14章)。此档差值裁片

文件与结构制图文件的区别在于，档差值裁片文

件文件无法使用尺码表扩版的方式进行操作。 

在本章中，您将学习到以下的内容： 

 数字化导入裁片结构图  

 档差值的基础常识 

 编辑档差值的三种方法 

 保存档差值裁片文件的多种方式：  

 保存到结构制图记录中并作为款式设计制

图使用，  

 保存为工作模板，以及 

 作为结构制图文件保存到样板选择列表中 

 编辑档差值裁片，移动及转载档差值 

 数字化导入档差值 

 转载其他模板裁片的档差值  

 “拓取”档差值裁片记录 

 由样板制图中分解单一裁片制图，并将其

创建为制图构建组。 

 转载数字化制图中的被“保护”的档差值 

 创建、使用 及 修改档差值数据库  

 创建扩版点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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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数字化导入裁片结构图 

 前提条件 

数字化导入的前提条件是拥有一台与计算机相

连并处于工作状态的具有 16 键读取透镜的数字

化画板。此数字化画板的 Windows95/98/ NT 驱

动程序应已安装。在上述前提条件完备的情况下,

系统的测试程序\Grafis\HILFEN\TABTEST.EXE

即可以根据读取透镜在数字化画板的可操作区域

中的移动，传送每一移动像素的 X- 和 Y-坐标。  

请您将 16 键读取透镜的功能键说明和菜单模板

放置于数字化画板。它们都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文

件。它们在第 6版及以前版本中有所不同。 

 您可以将菜单模板放置于数字化画板可操作

区域的任何位置。只是在第一次使用以及每次变

更位置后，需要您重新使用以下方法确定其位

置。点击<TAB>键(Tabulatortaste)即可调用定

位程序，然后请您数字化菜单模板的 P1 点和 P2

点。 

 操作步骤 

 准备数字化画板 

 准备需要进行数字化操作的裁片文件，添加

缺少的标记符号，确定是否数字化缝份。 

 在裁片列表中新建一个空裁片文件，并为其

命名（也可以为数字化裁片建立单独的裁片

列表）。 

 在扩版尺码表第一位添加数字化裁片的基础

尺码 

 档差值|数字化导入档差值裁片文件 

 点击 SW-裁片: 数字化 

 设置菜单模板(只在首次使用时) 

 确定输入传输方式并确定比例系数 Fa=... 

（例如 2代表工作模板的比例为 1：2）。  

 数字化点线制图 

 保存已经数字化的裁片文件，并继续数字化

下一个裁片文件 

 在菜单模板中选择[退出数字化程序]或者单

击 ，结束数字化操作  

 编辑（后续数字化/替换）并保存档差值裁片

文件 (参看第 16.4节和第 16.5节) 

 单击 结束数字化操作  

准备工作 

如果需要数字化的裁片文件中的扩版点，在操作

前已作了特殊标记，可以方便数字化操作。 

选择档差值 | 数字化档差值裁片文件 将在一个 

空裁片文件中进行数字化操作。请您选择一个

制图操作步骤记录为“0”的裁片文件。由数字

化生成裁片文件，可以在后续的操作中保存到制

图操作记录，与样板选择列表相联系，或者作为

工作模板保存。 

选择档差值 | 数字化档差值裁片文件 ， 无论

在未编辑的还是在已编辑的档差值裁片中，或是

在人工制图创建的裁片中，都可以进行后补数字

化点线制图或者档差值的操作。以上操作方式

在本书中不作详细叙述。 

在进行数字化操作前，Grafis 系统需要得到需

数字化裁片的尺码信息。基础尺码应设置于扩版

尺码列表第一位。例如，这个长款女式上衣(图 

16-5)的侧片制图的尺码为 38 号。使用编辑| 更
新所以裁片的基础尺码可以 在操作中更改档差

值列表的基础尺码。 

在进行了以上的准备工作后，

即可使用档差值| 数字化档差
值裁片继续进行操作。您可以

看到第 16-13 页中所示的，可

以对档差值裁片进行编辑操作

的菜单。首先请您点击菜单数
字化操作，打开右图所示的数
字化操作菜单栏 

输入传输模式 

由数字化画板=>Grafis 的数

据传输模式共有以下 5种： 

 点+点 x =>0,0 

 点+点 y =>0,0 

 点+点 x =>点 

 点+点 y =>点 

 点+点 =>点+点  

输入传输模式确定由数字化画

板=>Grafis 进行数据传输的方式 。 您需要在

每次重新定位裁片在数字化画板上位置后，对其

进行更新。您可以通过菜单模板调用输入传输模

式。每种方式的含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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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方式 点+点 x => 0,0 和 点+点 x =>点 
此种传输方式可以设置裁片的水平方向。 

使用点+点 x => 0,0，使 Grafis 确认在数字化画

板中点击的第一个点 Pa为坐标系原点。第二个

在数字化画板中被点击的点 Pb ， 用来确定数字

化工作模板的 X轴方向(图 15-1)。 
与点+点 x => 0,0 不同，点+点 x =>点使

Grafis 确认在数字化画板中点击的第一个点 Pa为
一个制图点。 

传输方式 点+点 y => 0,0 和 点+点 y =>点 

此种传输方式可以设置裁片的垂直方向。这两种

方式的区别仅在于，第二个在数字化画板中被点

击的点 Pb ，用来确定数字化工作模板的 y 轴方

向 (图 16-2)。 
传输方式 点+点=>点+点 

在数字化画板上点击的第一个点击点 Pa ， 在中

Grafis 的位置为 Pc ；第二个点击点在中 Grafis 
的位置为 Pd。  

比例系数以及坐标系旋转将以工作模板中的数据

为依据进行计算(图 15-3) 。 此功能常应用于复

制/替换曲线的制图操作。 
比例系数 

除点+点=>点+点以外，所有传输方式都需要

设置比例系数 Fa=... 。 使用此系数可以对已经

数字化的坐标点进行修改。1:2比例的工作模板

以 Fa=2.00数字化后，在 
Grafis 将变为原始尺寸大小。 

键读取透镜读取键的功能说明 

数字化操作中，需要用到具有以下读取功能键的

16键读取透镜(图 16-4). 

1: <数字化> 
 创建数字化点 
2: <确认+继续> 
 确认当前操作的线条/曲线（红色）或者当前操

作的点制图（白色，圆点）。直接过渡到下一

条线条/曲线的操作中。下一条线条/曲线的起

点既是上一条线条/曲线的终点。此点将不再进

行数字化操作。 
3: <确认+重新开始> 
 确认当前操作的线条/曲线或者当前操作的点制

图。然后重新数字化操作新目标对象的起点  
4: <删除下一个数字化点> 
 光标所指向的下一个数字化点(数字化点或扩版

点 )将被删除。 
5: <数字化扩版点> 
 数字化点将作为扩版点被数字化操作。 
6: <选择已有点> 
 数字化点置位于一个已有点。 
7: <选择已有线> 
 数字化点置位于一条已有线条/曲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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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择支持点> 

 数字化点置位于一条已有线条/曲线的支持点

上。 
9: <缩放数字化区域> 
 系统缩放所有未确定的数字化当前裁片制

图。 
10: <缩放全部> 
 系统缩放屏幕显示的所有目标对象；使用 

<F6>键可居中制图。 
11: <缩放+> 
 放大裁片制图 
12: <缩放-> 
 缩小裁片制图  
15: <重置点制图> 
 重置扩版点 
16: <重新数字化线条/曲线> 
 替换线条/曲线。但无法改变线条/曲线的起点

和终点。 
<重置点制图>和<重新数字化线条/曲线>，是

将档差值裁片编辑为款式设计制图的操作中重要

的功能。 

菜单模板的操作功能，将配合第 7 页的练习为
您进行详细讲解。 

 

数字化点制图及线条/曲线制图 

在数字化模式下，所有已确定线条以黄色显示，

所以当前操作线条以红色表示。当前操作点制图

为白色圆点，已确定的点制图为白色十字点。 
在[点制图] 和[线条/曲线]间切换选择 (在菜单模

板中) ， 即可进行当前操作目标对象的转换。  
任何数字化的点系列和线，都必须使用<确认+
继续> 以及 <确认+重新开始>进行确认。 线
条/曲线的起止点自动被默认为扩版点。然后可

以继续进行新目标对象的数字化操作。  
在确认操作前，我们建议您使用<缩放数字化区
域>功能，查看数字化的结构制图是否与原样板

完全相同。 

Schrittfolge 
 选择目标对象类型[点制图] [线条/曲线]或 
 如果您选择了[线条/曲线]，在开始操作前，

以及在<确认+重新开始>之后： 
 数字化线条起点 
其他方法 1 ：使用“整形中间点” 
 数字化线条终点， 
 <缩放数字化区域> 
 数字化中间点 
其他方法 2 ：使用 “数字化后排序”: 
 按顺序数字化线条点制图， 
 <缩放数字化区域>, 

 如果您选择 <点制图>: 
 数字化所有点制图 

 使用<删除下一个数字化点>更正 

 确认数字化点线制图： 
 如果下一个数字化目标对象的起点与

当前操作目标对象的终点为同一个

点，或者 
 <确认+重新开始>, 如果下一个数字

化目标对象在新位置开始。 
 使用<重置点制图>和<重新数字化线条/曲

线>  
请您数字化工作模板目标对象。轮廓线不应有缺

口空隙。请您使用<选择已有点>, <选择已有线
> 或<选择已有支持点> 功能， 点击前一条线

条终点和下一条线条起点，使当前操作的目标对

象具有闭合的外轮廓结构。 
如果需要数字化线上点（例如对位剪口），应使

用<选择已有线>功能，将其与已数字化的线条

相连。 

练习 

下面本书将以第 4页的制图的比例为 1:2的长款

女上衣侧片裁片制图(图 16-5) 为例，向您介绍数

字化制图的具体操作方法。请您注意原样制图的

比例越小，生成的数字化裁片越不准确。 
请您将此长款女上衣侧片裁片的拷贝件固定于数

字化画板上。在裁片列表中，请您新建一个空裁

片文件，为其命名并在扩版尺码列表第一位，添

加基础尺码(本例中为: ____38_0)。您在图 16-6 
中可以看到操作步骤. 

档差值|数字化导入档差值裁片文件 
 数字化 
 <TAB>     顺序数字化菜单模板的 P1 
   点和 P2点 
  点+点 y=>0,0 顺序点击点 11 和点 10  
  系数 Fa=2  工作模板比例 1:2  
  [线条/曲线] 
  点 1 <数字化>  
  点 2 <数字化. 扩版点>  
  点 3 <数字化. 扩版点>  
  点 4 <数字化>  
  <缩放数字化区域> 
此曲线将以“数字化后排序”方式进行数字化
操作。另一种数字化操作方式将用于数字化袖
窿线。 
在确认曲线前请点击曲线整形点，点 14，点

15，点 16 
  点 14 <数字化> 
如果点 14未在所希望的位置上，则可以使用： 
  点 14 <删除下一个数字化点> 将其删除 
  点 14 <数字化> 
  点 15<数字化> 
  点 16 <数字化> 
 点 5 <数字化> 
  <缩放全部> 
  <确认+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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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请您使用另一种数字化方法。这种方法首
先需要数字化目标对象的终点，然后数字化中
间点。我们建议您在使用此方法时，应注意以
下数字化原则：数字化点越少，曲线越优美。 

  点 7  <数字化> 
  <缩放数字化区域> 
  点 6  <数字化. 扩版点> 
  点 17  <数字化> 
  可以继续数字化其他中间点 
  <确认+继续> 
 
  点 9 <数字化> 
  <缩放数字化区域> 
  点 8<数字化> 

现在由于仍需要对数字化点进行操

作，所以不应使用<数字化. 扩版点> 
功能 

   点 18 <数字化> 
  点 19 <数字化> 
  可以继续数字化其他中间点 
  <确认+继续> 

 
将对位剪口点 8按照扩版点进行数字化 
  [点制图] 
  点 8 使用<选择已有线> 点击 
  <确认+重新开始> 

  [线条/曲线] 
  <缩放所有> 
  点 9 使用<选择已有支持点>点击 
  点 1使用<选择已有支持点>点击 
  <确认+重新开始> 
经过以上操作，此外轮廓线为闭合制图。在所有

对位剪口位置上，都具有扩版点。请您以以下顺

序进行数字化操作： 
  点 10 使用<数字化> 
  <确认+继续> 
  点 11 使用<数字化> 
  <确认+继续> 
  点 12 使用<数字化> 
  <确认+继续> 
  点 13 使用<数字化> 
  <确认+重新开始> 

此裁片是以基础尺码 38 号进行数字化操作的。

请您使用<F2>键(使用读取透镜缩放制图)，和

在数字化模式下仍有效的<F6>键对其进行检

验。 

删除目标对象的操作只能在档差值 | 数字化档差
值裁片模式下应用，而不能在档差值 |编辑档差
值裁片模式下应用。删除点制图时，请您在菜单

模板中点击 [目标对象 删除点] ； 删除线制图

时，请您在菜单模板中点击 [目标对象 删除线] 
(echo  right menu strip). 您可以使用数字化读取

透镜删除范围内的全部数字化目标对象。使用菜

单模板中的 [目标对象 删除 关闭]将结束删除操

作。  

在档差值 |编辑档差值裁片模式下， 可以完成替

换目标对象的操作 。 以款式设计为基础的档差

值裁片可以通过此方式进行补充更改。希望重置

点制图，请您使用读取透镜的<重置点制图>键

点击并重新数字化相应的目标对象。 
使用<重新数字化线条/曲线>，可以替换线条/
曲线。线条/曲线的起止点保持不变。使用<确
认+重新开始> ， 可以确定新线条/曲线 。 

由一组裁片中数字化档差值的操作方法，将在第

16.6 节中继续讲解。或者您可以在以下两种操作

方式中进行选择 
 数字化所有裁片，然后补充档差值。或者 
 数字化裁片后，马上添加档差值，然后再进

行下一个裁片的数字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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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模板中的[保存到裁片文件] 功能， 可以将

数字化裁片保存到制图记录中。Grafis 自动打开

一个包含裁片序号和说明的窗口。 请您在模板

功能中使用[]和[]功能选择一个空白裁片文

件，然后保存并选择[是]。此种保存允许在数字

化模式下，在不转换读取透镜和键盘的情况下，

一次数字化多个裁片文件。数字化裁片的文件名

可以在数字化前输入到裁片列表中。 

使用菜单模板[结束数字化操作]可以结束数字化

程序。如果您不继续按照本章下一节的内容进行

操作，请您现在使用保存=> 制图操作记录功能, 
将已数字化的裁片在当前裁片中进行确认。您可

以使用档差值 |编辑档差值裁片 对其进行再编

辑。 

菜单模板所包含的功能 

菜单模板应定位于数字化画板的可操作区域中。

菜单模板的位置，可以通过使用<Tab>键和数

字化 P1点和 P2 点确定。菜单模板区域可通过点

击启用，并包括以下功能： 
[点+点 x=>0,0] 
[点+点 y=>0,0 
[点+点 x=>点] 
[点+点 y=>点] 
[点+点 =>点+点] 

您需要选择这 5个输入传输方式其中一个 
[ 系数 Fa= ... ] 

制图比例系数 (除“点+点 =>点+点” 功
能外). 

[ 点制图] 
数字化单一点 (可以对所有当前操作点使用). 

[线条/曲线] 
数字化线条/曲线(可以对所有当前操作点使

用)。操作线条时，请您选择[线条/曲线]，数

字化此目标对象的起止点，并确认操作。 
[档差值 有|无 ] 

开始/结束数字化一组档差值 ， 详情请参见

第 16.6节.  
  

[设置目标对象属性] 
设置当前操作目标对象类型[点制图] 及 [线条
/曲线]的属性。请您点击希望的属性序号 1, 2 
或 3。新的属性符合， 会在右侧菜单栏的目

标对象类型后面的括号中显示。 例如： 线条

/曲线 (3)， 表示一个数字化线条/曲线的

目标对象属性为 3 号。  

[ 删除目标对象] 
使用[删除目标对象 点]功能，可以删除点制

图，使用[删除目标对象 线]功能，可用删除

线条制图。使用[删除目标对象 关闭]功能，

可结束删除操作。 
[ 保存到裁片文件 ] 

可以将数字化裁片保存到裁片列表的一个空

白裁片文件中。 请您在模板功能中使用[]和
[]功能选择裁片文件，然后保存并选择

[是]。 
 [  ] 及 [  ] 

在裁片列表中选择工作文件。 
[ 保存] 及 [ 取消] 

确定在裁片列表中的选择，以及取消选择。 
[ 结束数字化操作] 

退出数字化操作模式。系统自动弹出选择对

话框。 

在练习中将不使用以下功能：: 
 删除目标对象 
 设置目标对象属性，以及 
 数字化操作模式中的保存 

16.2 档差值的基础常识 

档差值应该只添加在支持尺码中(也在档差值/边
际 尺 码 中 ) 。 
Grafis 自动通过系统内部运算以及外部运算， 既
如同 X值的计算，来计算其他尺码的档差值 。 

为扩版点添加档差值的方法一共有 9 种，但在实

际操作中，用户通常只用到其中的几种方法。 
操作方法包括： 

 输入绝对档差值 (第 16.3节)，是常用的方

法。 档差值可以以 mm或 1/10mm为单位表

示。  

 输入档差差值 (第 16.3节)，同样是常用方

法。  

 输入档差值系数 (第 16.3节)， 此方法会受

到用户的欢迎。档差差值的计算，建立在系

数与当前档差差值相乘的基础上。  

 由档差值复制或按比例导入 (第 16.5节)， 
例如可用于附加扩版点的操作。 

 拖拽档差值(第 16.5节) 使用此方法， 可以

将档差值以“目测”为依据改变其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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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档差值数据库(第 16.9 节)，此方法可以

满足常年使用档差值扩版，并已经具有自己

的档差值数据库的公司的操作需要。 在极少

数情况下，需要检验公司使用的档差值数据

库是否可以在 Grafis 系统中使用。  

 由工作模板裁片复制档差值 (第 16.7节) ， 
此方法可以将被保护的可扩版的工作模板，

导入到需要的款式类型中。第一个不包含扩

版信息的数字化可以从此工作模板中提取档

差值。  

 由其他系统档差值裁片文件导入，此方法

可以由其他 CAD-系统的标准裁片文件导入

档差值。在第 15章中有详细叙述。 

16.3 档差值的叠加操作  

扩版点由红色以及绿色圆圈表示。红色圆圈表示

尚未添加扩版规则的点。 
添加档差值的多种操作方法已经在第 16.2 节进

行了简单讲解。本节中的重要内容为在标准，差

值，和系数设置三种操作模式下，档差值的叠加

操作。 
扩版规则在 Grafis 系统中以档差值表格形式保存. 
在点击一个扩版点时，系统自动打开档差值叠加

操作窗口(图 16-7) 。 一个红色的箭头向您标示

在档差值表格进行当前操作的扩版点. 此窗口中

的功能要素在图 16-7 中，为您做了详细说明。 

 

Display options 

Grade rules for grade point No.: Base size 

Toggle between display 
 in mm and 1/10 mm 

Label for  
break size 

Delete grade rule 
 as break size 

Accept grade rule 
 as break size 

Enter grade rule 
for x or y 

Difference to base size in x direction 
in mm or 1/10 mm 

Difference to base size in y direction Size column 

Dialogue field for 
comments; Open with 

double-click. 

Label for 
base size 

 
图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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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 

以毫米或 1/10 毫米显示档差值。请您以打钩

的方式选择操作可能。在实际工作中常以

1/10 mm为单位显示。 

 
在空格处输入所选行的数值。在视图中选择

不同的显示方式，直接影响到系统内部计算

X- 和 Y-方向数值的结果。 数值通过使用

按钮或回车键确认。 

确认在输入区域中输入的“X”和“Y”
的数值。所选尺码将被作为支持尺码使用。 

所选尺码作为支持尺码被删除。此尺码的数

值 将 通 过 内 部 计 算 得 出 。

 
选择一个体型的尺码 

 
显示当前所设置档差值的角度。可以通 n 过

编辑| 旋转/镜像来激活  

 
总体扩板规则  

 
为扩板规则输入一个数字 (0 至 999 之间) 见
16.9小节。 

 
工作表“标准”，“差值”和“系数”使得

当前档差值表格具有不同地显示多样性(图
16-9 和 16-10) 。 改变显示类型同样改变显示

内容 
窗口下方的灰色编辑区域 

在这个编辑区域中，您可以为扩版规则建立

说明。双击即可打开此编辑区域；点击任意

操作功能关闭此编辑区域。Grafis 系统自动在

此区域内显示原扩版规则和扩版点拖拽。 

下面练习的内容是在标准显示方式中输入档差
值。然后，将向您讲解其它的显示方式。 

 

练习: 输入长款女上衣侧片裁片制图的档差值 

现在，我们需要为在第 16.1节中，数字化导入

的长款女上衣侧片裁片制图，输入相应的档差

值，从而使此裁片制图可以在 34号到 46号的尺

码范围中进行扩版操作。每个具有序号的扩版点

的扩版规则（以 mm为单位）如图 16-6 所示。 
这些数值可能不符合常用的扩版规则。请您练习

输入这些档差值。您也可以自己确定这些档差

值。 

点 01: 
 ____34_0   36.2    5.6 

*____38_0     .0     .0 
 ____46_0  -72.4  -11.2 

点 02: 
 ____34_0   36.1    5.6 
*____38_0     .0     .0 
 ____46_0  -72.1  -11.1 
点 03: 
 ____34_0   35.9    5.3 
*____38_0     .0     .0 
 ____46_0  -71.9  -11.2 

点 04: 
 ____34_0   24.1   -5.1 
*____38_0     .0     .0 
 ____46_0  -41.3    5.0 

点 05: 
 ____34_0   25.7   -4.7 
*____38_0     .0     .0 
 ____46_0  -43.9    5.5 

点 06: 
 ____34_0   28.1    1.8 
*____38_0     .0     .0 
 ____46_0  -47.8   -7.0 

点 07: 
 ____34_0   22.1    7.7 
*____38_0     .0     .0 
 ____46_0  -40.1  -15.2 

点 08: 
 ____34_0   22.2    4.7 
*____38_0     .0     .0 
 ____46_0  -40.4   -9.7 

点 09: 
 ____34_0   23.1    4.5 
*____38_0     .0     .0 
 ____46_0  -42.4   -8.6 

点 10 至 13: 
 ____34_0   33.7    2.1 
*____38_0     .0     .0 
 ____46_0  -62.4   -6.9 

如果您在完成了第 16.1节的练习后，退出了

“SW-裁片”菜单，并将制图以保存：=>制图
记录方 式进行了确认，那么，您首先需要再次

选择此裁片文件，并再次档差值 |编辑档差值裁
片 起用此裁片文件。 

请您点击点 01。系统自动调用如图 16-7 所示的

档差值表格。档差值首先全部显示为 
“0”。请您在视图中选择以 mm为单位显示。 
请您选择尺码____34_0 号，然后在

输入区域中输入–36.2， 并在

“Y”中输入“5.6”。   

您可以使用<TAB>键在两个输入区域间切换。

请您使用 或回车键确定数值。 

 



Chap 16–10  第 16章   档差值扩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riedrich: Grafis – 教科书第二册, 2008 年版 

 

 

请您继续输入____46_0号的数值，在“X”输入

区域输入 72.4，在“Y” 输入区域输入–11.2 并
确定。标准显示状态下的档差值表格如图 16-9 
所示。  

请您点击点 02，打开扩版点 02 的档差值表格。 
请您输入数值，并继续操作其他扩版点。请您使

用菜单“SW-裁片”直接进行扩版操作， 制图结

果如图 16-8所示。 

标准显示 “标准” 

扩版点 01的标准显示如图 15-9.  

此显示界面中的内容列包括 
1: 基础尺码和支持尺码的标识符号。基础尺码

档差值的符号为>>。支持尺码档差值的符号

为> 。  
2: 尺码, 
3: X 方向的尺码档差值，此数值为与基础尺码 

数值的差值。请在视图中选择以 mm 显示或

以 1/10 mm显示。 
4: Y 方向的尺码档差值 

非支持尺码的档差值，会由系统内部对相邻支持

尺码档差值进行内部计算得出。 

如果您希望将一个尺码作为支持尺码，可以选择

此尺码，对其进行必要的调整，然后点击 即

可添加此尺码为支持尺码。 

差值显示方式“差值” 

请您为点 01，在差值显示方式下，添加扩版规

则(图 16-10)。 

在此种显示方式下，只能创建支持尺码数值和

尺码档差差值。在图 16-10 中，您可以看到尺码

34, 38 和 46号。基础尺码 38号以 > 符号表示。 
窗口中第二列同一尺码下的数值为此尺码与基础

尺码间的差值。 以下各行中的带有标识的数值

（表示差值）均为与基础尺码数值间的差值。在

差值显示方式下可以对差值进行编辑。 

 
图 16-8 

 
图 16-9 

 
图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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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希望设置每个尺码档差的差值，请您如下

操作： 

 在标准显示方式下，选择相应的尺码，并点

击 确认其数值，以此标示所有支持尺

码。 

 显示| 只显示关键尺码 

 然后请您转换到差值显示方式，并给出档差

差值的 X 和 Y 坐标值 

提示: 如果档差差值在所有尺码中相同，则可以

只选择一个大于支持尺码的尺码。例如如果 38

号是基础尺码，则可以选择 40 号，并使用

确认，然后在标准或差值显示方式下输入档差差

值。 

总体扩板规则 

激活总体扩板规则选项，可以将扩板应用于范围

内所有线条。两条线相交的情况必须激活此选

项。若只有一条线或一个点的情况下此选项不允

许被激活。例如经线走向在基础尺码中碰巧和轮

廓线相交，则不能激活经线走向的总体扩板规

则，其他情况下轮廓的扩板和经线走向相关。  
短线剪口的扩板必须激活总体扩板规则，因为剪

口会在基础线上产生偏移。见图 16-11。 

希望赋予所点击的基础线条扩板规则，要取消
“总体扩板规则”选项。 

附加功能 

图 16－7中档差值窗口有以下功能： 
 文件 |保存至文件库... 

保存档差值列表进一个可用的文件库 (16.9 小

节)。 
文件|从文件库中删除...  

从文件库中删除档差值列表 (16.9小节). 
文件|打印 

打印单个档差值列表。预览所有档差值列表

可以通过菜单中打印进行输出。 

文件 |关闭或者   
关闭窗口。 

编辑 | 新的基础尺码 
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基础尺码。样板的轮廓保

持不变。会在新的基础尺码上换算档差值列

表。尺码 40代替目前的基础尺码 38，样板的

所有尺寸将会变小。关键尺码和档差保持不

变。 
编辑 | 扩板点作为新的叠放点  

选取的扩板点将会变为档差值样板新的叠放

点。 
编辑 | 清除关键尺码 (所有扩板点)  

这个功能将自动的把所有尺寸的关键尺码标

识清除，其数值不会因邻近点的推挡而改变

中间步骤用户可以选择要清除的尺码，见图

16－12. 
在常数档差情况下所选的尺码作为关键尺

码。只有对扩板不必要的尺码会被删除。扩

板保持不变。 

 
图 16-11 

 
图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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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清除关键尺码(仅此扩板点)  
和前面一样，只是运用在所选点上。 

编辑| X 和 Y 归零 
删除所有之前输入的档差值。之后所有扩板

点将不再扩板，扩板时保持不变。 
编辑 | X 或者 Y归零 

删除所有之前输入的 X 轴或者 Y 轴的档差值

之后只有一个轴还能扩板。 
编辑| 允许旋转/镜像档差值  

如果这个选项被激活的话，可以将所选扩板

点的档差值旋转或者镜像。因而会显示带有

<F3>功能的十字线。只有在熟练的情况下请

使用旋转和镜像档差值功能！旋转角度和镜

像会显示在档差值列表。扩板因此而会改

变。 
编辑| 允许旋转/镜像全部档差值裁片  

激活这个选项的话，您可以将裁片旋转。档

差值列表会被激活，而裁片的扩板不会改

变。 
编辑|向上推大一号尺码扩板  

样板尺码和档差向上推大一号尺码。轮廓和

大一号的尺码将被作为计算扩板点的基础。

不规则的档差值会使叠放点发生改变。 
视图 | mm 或者 视图 | 1/ 10mm 

显示值为毫米或者厘米。 
视图| 只显示关键尺码 

只会显示关键尺码 
视图| 显示个人尺码 

在标准尺码列表中显示在扩板列表中所输入

的个人尺码。 

16.4 保存档差值裁片文件 

在退出档差-裁片菜单前， 需要保存档差值裁片

文件。系统提供以下 3种不同操作方式：  

使用=>记录 以及. => x.SWS 保存 

档差值裁片应导入当前裁片文件中。此导入过程

对于当前裁片文件来讲，如同启用一个档差值制

图，是一个制图操作过程，需要进行制图操作记

录。如果您数字化操作了多个裁片制图，我们建

议您使用此方法进行保存。在这种情况下，请您

在 Grafis 系统中建立一个新样板文件，在裁片列

表中为导入数字化裁片进行准备工作，然后对裁

片进行数字化操作。  

此种方式下，所以数字化的裁片文件将被保存在

同一个 Grafis 样板文件中。在检验/试运行后 ， 
这些裁片文件可以作为工作模版使用档差值 |编
辑档差值裁片进行编辑，或导入分类样板列表。 
启用“=>制图记录”后，如果当前裁片文件的

档差值裁片使用了档差值 |编辑档差值裁片 进行

编辑，在菜单栏中显示“=> x.SWS”。 选择

“=> x.SWS” 可以保存档差值裁片的修改。符

号显示正在修改的当前裁片文件中的档差值裁

片。 

使用 =>模版 方式保存 

档差值裁片将保存到工作模板裁片\Grafis\[服装
制图尺码系统名称]\SWERT 目录下，或其它目录

下。档差值裁片文件的扩展名为*.SWS 。 此工作

模板裁片的档差值可以在其它档差值裁片中调用

(参看第 16.7节)。.  
请您将第 16.3 节的长款女上衣侧片裁片制图，

作为工作模板保存到\Grafis\[服装制图尺码系统
名称]\SWERT\BLAZERST.SWS中。 

使用=> 分类样板列表 保存 

档差值裁片将作为档差值结构制图保存到分类样

板列表。 

请您在运行并确认完全完成了裁片文件后，将
此裁片文件保存到分类样板列表中。  

操作步骤 

 为需要保存的档差值裁片，打开档差裁片菜

单。例如可以使用档差值 |编辑档差值裁片 
进行此操作。  

 保存: => 选样表 

 点击 或 并给出合适的文件名说明。 
 后续工作: 编辑样板选择列表，选择相应图

示，并添加注释说明文字。 
请您将第 16.3 节的长款女上衣侧片裁片制图保

存到样板选择列表。点击=> 选样表后，即打开 
“插入模版”对话框(图 16-13)。 

如果希望自由添加 SWS 文件的文件名，请您点

击  ，之后，您可以在“储存为”编辑区域内 

输入文件名。您也可以点击  ，选取预先制定

的文件。此操作界面将在第 14.5 节中，为您进

行详细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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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后，此文件将被保存到\Grafis\[服
装制图尺码操作系统名称]\Prog 中。 样板选择列

表中，您可以在相应的服装制图尺码操作系统

下，看到一个新任务文件。此任务文件可以被重

命名. 

16.5  编辑档差值裁片， 移动及转载档差值 

档差值 | 

编辑档差值裁片 
转载档差值裁片记录 
导入档差值裁片 
数字化档差值裁片 

菜单栏是完全相同的。根据不同的

选择，系自动隐藏相应的操作功

能。 
菜单栏中的功能项具有以下含义。 

数字化./拓取/导入 

根据不同选择，可以选择一个或多

个功能。数字化.可以开始进行数

字化结构制图的操作，详情请参看

第 16.1节以及 16.6.。 

拓取可以开始由当前裁片文件拓

取一个档差值裁片的操作。这个当

前裁片文件可以是： 
 一个以身体尺码为基础创建的

裁片结构制图，或者 
 一个使用/未使用修整操作的档

差值裁片。 
  
此功能的相关内容，将在第 16.8 节中为您进行

详细介绍。 

 

 

导入是版本 9 旧的导入功能。从 10 开始没有扩

板值的样板能够通过文件 | 导入尺码档差值来读

取 详见 15章。  

扩版点 

在扩版点选项下：您可以看到所有

可用于编辑扩版点的

功能。  

点击设置，可以打

开右侧所示的菜单以

便进行添加扩版点的

操作。  
使用自动选择. 将
自 动 加 载 扩 版

点。已有的扩版

点不会被覆盖和

删除。 
使用随机选择 和 选择 – 多种

目标对象，您可以使用您在点

制图菜单中已熟悉的功能，添加单个扩版

点。  
在修正功能下，您可以使用其它点制图菜单

中功能 (例如 线段交点)。  
新建的扩版点以红色显示，这表示此扩版点尚未

创 建 档 差 值 列 表 。 使 用 档 差 值 ： 
下属的功能可以对扩版点的档差值进行编辑。 
如果曲线制图不能按照您所希望的形状进行扩

版，请您在曲线制图上补充扩版点。 

使用拖拽，可以在基础尺码下对制图进行整形。

请您选择拖拽，打开 Grafis-等量工具窗口 见(图 
16-14)。如果点击等量值按键，扩板点将按所设

置的等分步骤被拖曳 

请激活等量值，然后按住鼠标左键拖拽扩版点。

制 图 以 “ 目 测 ” 效 果 进 行 改 变 。 
Grafis 在 Grafis-等量工具窗口中显示拖拽过程中

X- 与 Y-坐标值的变化。点击 结束此操作。在

确认安全性提示后，系统保存修改。在档差值表

格信息窗口中 Grafis 显示不同的修改数值，扩版

点前以%表示，并显示修改日期，见图 16-14. 

 
图 16-13 

 
 

 

 
图 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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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建组群，可以创建扩版组群。此项特殊功能

将在第 16.10节中为您做详细介绍。  

如果您将显示设置为+显示,则可以在屏幕上看

到每个扩版点的序号。 屏幕显示的图像可以使

用编辑| 复制(剪贴板) 或者使用菜单功能打印，
进行输出。 
档差值 

选择编辑，可以以下方式打开档差值工作表： 

选择编辑，然后点击任意扩版点则打开档差

值表格，参看第 15.3节. 

选择复制 ， 可以将一个/两个扩版点的档差

值导入其它的扩版点，其操作可选项为： 

 1=>1 , 
 [特殊] 和 
 2=>1 . 

第一种选择方式“1=>1”具有以下不同的操

作可选性： 
1=>1(XY) 完全复制档差值表格  
1=>1(X) 只复制档差值的 X坐标数值  
1=>1(Y) 只复制档差值的 Y坐标数值.  

使用“1=>1”复制，请您首

先在这 3 个可选项中选择一种

复制方式，然后点击具有所需

档差值的扩版点。移动光标，

您可以看到屏幕上出现一个红

色的箭头，使用此箭头可以帮

助您确定需要拷贝此档差值的

扩版点。 点击 可结束操作。 

选择使用“ [特殊] ”， 可用

将一个扩版点的扩版规则复制到另一个扩版

点。 例如在复制时，可以将 X坐标值镜像对

称(使用[Xspg Y  ] 功能)。另一种情况，

档差值不会被覆盖，而是进行叠加计算。双

击以方括号表示的菜单行，即可启用其它高

级特殊选择菜单。 

选择使用“2=>1”，将两个扩版点的档差值

复制到第三个点。此功能同样具有不同的操

作选择： 

2=>1(线) 新档差值将标尺的形式，以

两个点直接连接的方式计

算。如果各点在具有长度相

关性的连接线上时，请您选

择此种操作方式。  
2=>1(曲线) 新档差值将以分部计算的方

式重新确定。如果各点在具

有形状相关性的连接线上

时，请您选择此种操作方

式。 
使用“2=>1”复制， 请您首先选择以上两种

操作可能中的一种，再依次点击具有所需扩

版规则的两个扩版点。然后，请您使用箭头

确定需要被复制扩版规则的点(图 16-15)。使

用 ，可以结束操作. 
请您注意本后节附的练习。 

替换，此功能可以打开由工作模板裁片替换档差

值的功能菜单，参看第 16.7节内容。 

拖曳，在档差值范围内点击扩板点打开 Grafis-等
量工具 窗口。同时扩板所有在扩板列表中的尺

码。现在不同尺码的轮廓可以等量或随意的拖

曳。注意，改变的数值将会直接输入所选扩板
点的扩板列表中！其他扩板点可以随时通过点

击来激活。档差值的拖曳可以通过  终止。 

..... are transferred
to this point.

The grade rules of
these points .....

 
图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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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删除功能具有单独的下级菜

单。使用此功能，可以删除轮

廓制图的点线制图（单一或使

用所有点+线，删除所有）。

删除扩版点，可使用单一：扩
版点或所有扩版点功能。 
在修改档差值时，不能使用删

除点线制图功能。 

打印 

打印功能具有保护以下功能的

下级菜单： 

档差值-列表: => 打印， 
此功能可以将所有扩版点

的档差值表格进行打印输

出。此列表中的扩版点序

号与支持尺码的绝对档差

值的扩版点序号相同。 

档差值-列表:  => 剪贴
板 ， 此功能可将列表复制到剪贴板。为了方

便排版，请您选择均衡字体，例如

CourierNew 。 

档差值-列表: => 绘图输出， 此功能可将档

差值裁片以及被标识的扩版点共同输出。如

果扩版点的序号可见（菜单档差值裁片，+
显示），则可以同时输出。 

 

试运行/ 扩版/ 叠放/ 保存: 

这些功能都是您所熟悉的。扩版在此菜单中是以

档差值方式运行的。保存是第 16.4节的内容。 

练习 

请您选择第 16.3 节的长款女上衣侧片裁片制

图。请您在袖窿线上补充扩版点。请您使用 
“2=>1”复制功能，由相邻的扩版点复制档差

值到新添加的扩版点(图 16-13)。 
分类裁片 
档差值 |编辑档差值裁片 
 扩版点: 设置 
  选已有线  设置扩版点于袖窿线 
 档差值: 编辑 
  复制 2=>1(线) 
      如图 16-14 所示建立扩版规

则。首先请您点击袖窿线对

位点，然后点击侧缝线点，

最后点击新建扩版点。 
 
 
 
 
 
 

      结束复制操作。 
 扩版    扩版结果应如图 16-15 右图

的尺码叠放所示，曲线形状

较为平滑。 
 档差值: 编辑 
  复制 2=>1(形) 
      步骤相同 
 扩版    扩版结果应如图 16-16 左图

的尺码叠放图所示，曲线形

状较为弯曲。 

      结束复制操作 
 
请您拖拽扩版点，在标准尺码 38 号中“向左”

拖拽大约 2mm，既在 X 轴负方向上移动 2mm 
(图 16-17)。 
  

 

 

46 

38 
34 

left: 
2=>1(prop) copied 
Centre: 
grading before 
inserting the grade 
point 
right: 
2=>1(lin) copied 

 
图 16-16 

Drag grade point by
2mm in negative x
direction:

before
after

46

38
34

 
图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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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扩版点: 拖拽请您按住鼠标左键拖拽扩版点。

在信息窗口中显示移动数

值。 
通过拖拽扩版点，在基础尺码下改变了裁片的轮

廓外形。Grafis 在信息窗口显示档差值列表的不

同数值及其变化，此数值以%符合表示 (例如: 

%31-07-98 =  -2.0  0.0)  
请您拖拽此扩版点。注意! 此修改操作将不加安

全提示替换原值。 
 扩版点: 拖拽 请您点击需要改变档差值的扩版

点。请您如图 16-18 所示，

请您按住鼠标左键拖拽扩版

点。在信息窗口中显示移动

数值。 

16.6  数字化导入档差值 

如果裁片以叠放组的形式存在，那么您可以使用

数字化导入档差值的方式将其加载到当前文件

中。  

叠放组只可包括样板基础尺码和支持尺码。其它
尺码的档差值无须数字化导入，Grafis 系统可自
动内部计算生成应有数值。您可以不必作无用
功！ 

操作步骤 
 数字化导入样板基础尺码裁片制图 (参看第

16.1节) 
 使用选择|编辑扩版尺码列表，打开扩版尺码

列表，并按叠放组顺序输入尺码；位于第一

位的尺码应为数字化导入裁片的尺码。其它

可操作尺码的档差值将以输入顺序数字化导

入。 
 在离开档差裁片菜单前： 

 档差值 |编辑档差值裁片 

 数字化 
 确定输入传输方式和比例

系数 
 在菜单模板点击选择 [档差值 

开/关 ]  
 使用以下方法，数字化导入

所有扩版点的档差值： 
 按屏幕显示顺序点击扩版

点，  只需靠近此点点击

即可。 
 数字化导入其它尺码中的

位置点；需要数字化导入

操作的裁片显示在菜单栏

中。您必须完全按此顺序

数字化导入以上裁片。 
 数字化导入最后一个尺码

后，计算机将给以相应提

示。  
 使用菜单模板中的[档差值 

开/关 ] 结束操作 
 补充数字化导入点，线或档

差值。 
 使用  菜单模板中的 [结束数字化导入 ] 或 

，结束操作 
 编辑档差值裁片 
 将档差值裁片以制图记录保存到工作模板或

样板选择列表。 

退出数字化导入模式后，请您使用档差裁片菜单

中的试运行和扩板放码功能，检验裁片。如果出

现错误，可以再次数字化导入点，线或档差值。. 

练习 

图 16-19 所显示的是长款女上衣侧片裁片 34, 38 
和 46号的叠放组(第 15.1节的练习) 。 为了更好

的视图效果，此叠放组是以特殊的叠放方式进行

排列的。长款女上衣侧片裁片的档差值需要数字

化导入。 
请您将叠放组的复制图固定在数字化画板上。首

先请您数字化导入 38 号的裁片制图，详情请参

看第 16.1 节。在数字化裁片后，请继续数字化

档差值。然后，请您如图 16-20 所示，继续进行

操作. 
  <缩放全部> 
  [档差值 开/关 ]  

 
34

38

46

With this pointer
the grade rules
for sizes 34 or

46 can be
dragged.

 
图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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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8 

46 

 
图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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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档差值菜单下应按顺序，显示尺码 38, 34 和
46号。 如果显示出其它尺码或其它顺序，您必

须在扩版尺码列表中进行更改。如果出现以上情

况，请您退出数字化模式，但无须退出档差裁片

菜单，然后选择选择|编辑扩版尺码列表，编辑

扩版尺码列表。在选择 数字化后， 您重新回到

数字化模式。如果工作模板在数字化画板中未经

改变，您可以马上进行档差值的数字化操作。 

38号中的点 1 与 34号中的点 2以及 46号中的点

3 为同位置点。以上点的档差值的数字化操作如

下： 
  点 1 使用 <数字化> 靠近数字化点击 
  点 2 使用 <数字化>准确数字化点击 
  点 3 使用 <数字化>准确数字化点击  
数字化点 3 后计算机将显示最新提示。这表明： 
此点的数字化导入档差值进程已经结束。此扩版

点现在显示为绿色并包含相应的档差值。 
现在您可以开始继续对其它扩版点进行操作。请

您对仍显示为红色的点 4继续操作： 
 
 
 

  点 4 使用 <数字化> 靠近数字化点击 
  点 5 使用 <数字化>准确数字化点击 
  点 6 使用 <数字化>准确数字化点击  

如果在以上操作进程中发生错误，请您一直操
作直至听到警示音（或使用读取透镜的第 4 号
键确定），然后请您重新数字化档差值。 

请您数字化所有扩版点的档差值，直至所有扩版

点全部显示为绿色。然后使用[结束数字化导入]
退出数字化模式，使用以下方法检验制图的扩板

效果。  
 试运行 
 扩板放码 
如果数字化操作了错误的档差值，则扩版叠放图

会很难看。请您首先分析哪些点的扩版方式不正

确。如果您只希望显示 34 和 38 号的制图，则可

以在扩版尺码列表中，将 46 号标识为非操作项

目。然后进行补充数字化操作。重新操作时，您

需要重新起用 34 ，38和 46号为操作项目。 
 
下一步是检验扩版尺码的曲线形状。46 号的分

割线与模板的形状还不完全一致。修正曲线形
状时，请您先在曲线上添加一个或多个辅助扩
版点，并数字化导入相应档差值。 

3438
46

54
6

21
3

 
图 16-20 

3438
46

546

21
3

 
图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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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版点: 设置 
  选择已有线 请您补充点 1 和点 4 为扩版 

点(图 16-21) 
在其它叠放组尺码制图中，同样设置位置相同的

扩版点。. 
 
请您数字化新扩版点的档差值。 
  点 1 使用 <数字化> 靠近数字化点击 
  点 2 使用 <数字化>准确数字化点击 
  点 3 使用 <数字化>准确数字化点击  
数字化点 3 后计算机将显示最新提示。 请您对

点 4继续操作。然后使用[结束数字化导入]退出

数字化模式，重新检验制图的扩板效果。 
请您进行添加辅助扩版点，直至您对扩版制图满

意为止，然后确认档差值裁片 (参看第 16.4节)。 
 

数字化导入裁片制图缝线的档差值 

在数字化操作前，您需要确定是否同时数字化裁

片的缝份制图。如果您选择不包括缝份数字化裁

片，则缝线只在样板基础尺码制图中显示(图 16-
22) 。 您可以由尺码叠放图中数字化缝线的档

差值。 

操作步骤 
 在样板基础尺码中数字化缝线。  
 使用选择|编辑扩版尺码列表，打开扩版尺码

列表，并按叠放组顺序输入尺码，在此，请
再次输入样板基础尺码；位于第一位的尺码

应为数字化导入裁片的尺码。其它可操作尺

码的档差值将以输入顺序数字化导入。  
 在菜单模板点击选择数字化和 [档差值 开/关 ]  
 使用以下方法，数字化导入所有扩版点的档

差值： 
 按屏幕显示顺序点击扩版点， 只需靠近此

点点击即可。 
 数字化导入其它尺码中的相同位置点，样

板基础尺码也相同操作；  
 数字化导入最后一个尺码后，计算机将给

以最新提示。  
 继续进行您已熟悉的操作步骤 
 最后：打开档差值列表并选择编辑| 更新所

有裁片的基础尺码，本例中为___38_0  

练习 

图 16-22 中的练习， 以 38号为

样板基础尺码，以及在尺码 34, 
38 和 46号为支持尺码的. 首先

应该先数字化 38号制图中的缝

线（虚线）。请您在扩版尺码

列表中添加以下支持尺码：  
> 01 ____38_0 
> 02 ____34_0 
> 03 ____38_0 
> 04 ____46_0 

在菜单模板点击选择 [档差值 
开/关 ] ,开始数字化档差值的操

作. 您现在可以看到右侧显示的

菜单.请您按下面介绍的方法，

数字化点 1的档差值 
  点 1 使用 <数字化> 

靠近数字化点

击；按屏幕显示

顺序 
  点 2 使用 <数字化> 

准确数字化点击 
(尺码 34) 

  点 3 使用 <数字化>准确数字化点击(尺
码 38)  

  点 4 使用 <数字化> 准确数字化点击

(尺码 46) 
请您数字化所有扩版点的档差值。最后，请您打

开任意一个扩版点的档差值列表，选择

____38_0，然后使用编辑| 更新基础尺码， 确定

____38_0 为全体裁片的基础尺码。 

12
3

4

 
图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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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转载其他模板裁片的档差值 
使用档差裁片菜单中的菜单功能项档差值 :导
入，可以由其它工作模板裁片导入档差值。在裁

片只有样板基础尺码的情况下，请您使用此操作

功能。请您以样板基础尺码数字化导入裁片，然

后由已存在并有保护的档差值裁片文件中导入档

差值。 
Grafis 软件系统在安装后，不直接包含工作模板

裁片。工作模板裁片文件需要通过档差裁片菜单

中的保存: => 工作模板进行创建。使用档差值 
| 编辑档差值裁片，或档差值 |转载档差值裁片
记录可以将档差值裁片转存为工作模板裁片文件

(参看第 16.8节)。 

点击档差裁片菜单中的菜单功能

项档差值:导入，即打开右图所示

的下级菜单 ， 此下级菜单中包含

以下功能选项。 

编辑，使用此功能后，再点击相

应扩版点，可以打开其档差值列

表， 参看第 16.3节. 

 

模板功能组 

功能组模板: 中的操作功能，提供

为导入档差值而对工作模板进行

准备的所有功能。  

首先需要调用模板。请您选择一

个以档差值裁片文件格式(*.SWS)
保存的工作模板。此模板文件以

虚线显示。同时 Grafis 系统要求您将这两个裁

片，以坐标系为准重叠放置。 坐标选项已处于

可用状态(请看下方) 。 

在调用前，需要将当前工作模板隐藏。然后可以

调用一个新工作模板。此功能可以由多个工作模

板中导入档差值。 

使用坐标，可以确定哪些扩版点具有相同的档差

值。首先需要确定工作模板中扩版点，然后再确

认当前档差值裁片中的点。 

移动，此功能可以将工作模进行旋转或镜像。此

功能与<F3>功能的操作方法相同。旋转或镜像
工作模板时，工作模板的档差值也作相应的变
化。请您在复制档差值前进行旋转或镜像的操

作。旋转角度显示在转角=... 菜单行。 转动很

小角度时，请您远离十字中心点进行拖拽。移动

操作不影响档差值。  

在调整并将工作模板定位于适用位置后，即可开

始使用复制功能组下的功能，进行档差值的复

制。 

复制功能组 

使用复制功能组提供的功能，可以将工作模板中

的档差值复制到当前档差值裁片中。 

可使用的复制方法已经在第 15.5节中向您进行

了详细介绍。使用“1=>1”复制方式时，可以 
使用单一(* 单一)以及引导(* 引导)方式， 进行

精确操作。如果选择* 引导 ， 引导线将按顺序

连接当前档差值裁片中，与工作模板相对应的扩

版点。扩版点将以其序号顺序进行编辑。点击

可转换扩版点。选择 * 单一， 既结束引导操

作。 
显示方式 

设置 +完全相同显示项， 具有相同档差值的扩

版点将被虚线相互连接。 
连接方式为： 

+X-档差值及+Y-档差值: 
完全相同的档差值列表值 

+X-档差值及-Y-档差值: 
档差值列表中相同 X-坐标 

-X-档差值及+Y-档差值: 
档差值列表相同 Y -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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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请您创建一个与图 16-23 中的长款女上衣侧片裁

片相似的制图，并数字化导入此裁片。然后请您

输入第 16.4节的档差值，并将此档差值裁片保

存为工作模板 BLAZERST.SWS。  
请您使用档差裁片菜单中的以下功能，对其进行

编辑。 
 档差值:导入 
 调用   打开 BLAZERST.SWS  
工作模板长款女上衣侧片裁片以虚线显示在屏幕

上。 
 坐标  点击两个裁片中袖窿线/侧缝线交

点 
 移动 定位及旋转工作模板；旋转角度 

回 0设置。 
 * 引导  

 复制 1=>1 (XY) 
 复制所有扩版点的档差值；使用

转换当前扩版点；使用*单一补

充操作  
 扩板放码  扩版效果应如图 16-24所示。  
     (尺码 34, 38 和 46). 
如果在扩版时出现个别扩版点错误，请您重新选

择档差值:导入。对于导入功能所进行的设置，

在退出档差裁片菜单后仍保持不变。如有需要，

可以参照第 16.5节中的讲解进行后续操作。 

 
16.8 转换档差值裁片记录 

Grafis-裁片都可以转换为档差值裁片。 完全由人

工制图生成的结构制图，也可以转换为档差值裁

片，并可使用 Grafis 的制图操作功能进行后续编

辑。 

将制图转换为档差值裁片，或拓取一个档差值裁

片 具有以下实际应用性： 
 由一个或多个具有从属关系的裁片制图中，

分解制图并将其应用到其它样板文件中，或

者 
 为一个只具有样板基础尺码的裁片加载其它

被保护的结构制图的扩版规则。 

操作步骤 
 选择需要转换为档差值裁片的裁片文件； 
 在扩版尺码列表第一位输入基础尺码，在其

后的位置上，添加所有需要拓取档差值的尺

码，并设为可操作项； 
 档差值 |转载档差值裁片记录 
 拓取, 请您使用自动加载扩版点的方法加载扩

版点。Grafis 系统可自动拓取每个在扩版尺码

列表中可用尺码的扩版点的档差值。 
 扩版放码, 此裁片的扩版操作将如档差值裁片

一样操作；裁片文件应于原始结构制图完全

一致。如果在曲线制图部分出现制图偏差，

您可以使用扩版点: 设置，补充扩版点，并再

 

template 

active grade 
rule pattern 

 
图 16-23 

 
图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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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拓取， 进行修正。扩版点不需要重新添

加。请您切换点击档差裁片-拓取和扩板放
码。 如果已没有任何可见制图偏差，则可以

保存此档差值裁片。  
 如有需求可按照第 16.5 节所述，对档差值裁

片进行再次编辑 
 按照第 16.4节所述，保存裁片文件。  
 点击 ，结束操作. 

请您尝试使用拓取的方法，将一个样板文件中的

生产裁片文件或特定的款式设计裁片保存为档差

值裁片。图 16-26 中的长款女上衣侧片裁片同样

可以在支持尺码 
34, 38 和 46号下，自动加载档差值。图 16-23所

示图像为的裁片制图和导入了档差值的裁片重叠

叠放。所示的线条具有制图偏差。 

图 16-26所示为，使用扩版点: 设置和选择线条
以及选择支持点补充扩版，并重新拓取后，结构

制图与档差值裁片完全相同 (图 16-27) 。 

 

请您在拓取前检验裁片的对位剪口，或其它对位

标记符合是否已被替换为点制图。例如一个对位

剪口应包含两个扩版点。样板基础尺码和支持尺

码应在扩版尺码列表中，并为可操作项。然后请

您按所述操作步骤进行操作，并将档差值裁片以

These differences between construction pattern and
grade rule pattern are corrected with additional grade
points.

 
图 16-25 

additional
grade points

 
图 16-26 

Construction pattern and grade rule pattern after
correction:

 
图 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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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模板形式或样板选择列表方式保存。 

16.9 创建、使用 及 修改档差值数据库 
档差值数据库是档差值列表的聚集地。系统提供

同时使用多个数据库的可操作性。每个档差值列

表可以独立命名。档差值裁片数据库的文件格式

为(*.SWS) 。 
在本节中将介绍以下内容：  
 创建档差值数据库 
 编辑使用档差值数据库 
 修改档差值数据库 
 
创建档差值数据库 

档差值数据库可以由已有裁片导入生成，也可以

通过输入数值建立。我们首先向您介绍第一种方

法。 

操作步骤 
 创建一个包含所有可扩版制图的裁片制图文

件。 
 在扩版尺码列表中添加支持尺码并设置为可

操作项， 
 档差值 |转载档差值裁片记录 
 人工加载需要由档差值列表导入到档差值数

据库的扩版点 
 拓取 
 如有需求，继续添加扩版点并拓取 
 使用 ，退回档差裁片菜单  
 以“#: ...”命名档差值列表； 文件名的前 11

位字母将被记入数据库中。  
 使用保存: => 工作模板，将档差值裁片保存

到\Grafis\[服装制图尺码操作系统]\SWERT\ 
LIBRARY\ [数据库名].SWS  

 
 
 
 
 
 
 
 
 
 
 
 
 

请您如图 16-28所示， 建立一个包含所有必须制

图的裁片文件。在扩版尺码列表中添加支持尺码

(本例中为: 38, 34, 46) 并设置为可操作项，然后

进行扩板放码| 扩版所有裁片。 
使用档差值 |转载档差值裁片记录， 调用档差裁
片菜单，并使用扩版点: 设置补充需要由档差值
列表导入到档差值数据库的扩版点。您不需要

添加所有扩版点！然后请您点击拓取。系统自动

计算扩版点的档差值列表内的数值。 

 
图 16-28 

 

Entry 

 
图 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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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点击任意扩版点，即可调用档差值列表(图 
16-29)。双击列表最下方的信息窗口。 请您在信

息区域输入#: [扩版规则名称] (本例中: 
ft_rvs/olap 代表前片驳头／门襟)。 文件名的前

11位字母将被记入数据库中。请您在命名时同

时建立个人文件管理系统。请您注意，扩版规则

将按字母表顺序排序。请您为全部扩版点命名。

然后，使用保存: => 工作模板， 将档差值裁片

保存到\Grafis\[服装制图尺码操作系统]\SWERT\ 
LIBRARY\ [数据库名].SWS。. Die至此，档差值数

据库已建立完毕。 

如果您需要建立一个空档差值数据库，以便在之

后的操作中用于保存档差值列表，则请您遵循以

下操作步骤： 

 
建立空档差值数据库的操

作步骤  
 选择空裁片文件 
 在扩版尺码列表中添加

基础尺码, 
 档差值 |数字化档差值 
 扩版点: 设置 
 建立. 
 点 坐 标 X&Y ， 设 置 

X=Y=0 
 使用 ，退回档差裁片

菜单 
 使用保存: => 工作模

板， 将档差值裁片保存

到\Grafis\[服装制图尺码

操作系统]\SWERT\ LIB-
RARY\[数据库名].SWS  

编辑使用档差值数据库 
在档差裁片菜单中，使用档
差值: 编辑， 打开档差值数

据库，并如下所述进行操

作。 

操作步骤 
 在档差裁片菜单中，点

击档差值: 编辑， 
 选择希望使用的档差值

数据库 (图 16-30), 
 单击希望； 

请您以无档差值方式数字化裁片。使用档差裁片
菜单中（档差值 |数字化档差值），打开档差值: 
编辑(图 16-30)。此菜单中包含在第 16.5 节中介

绍的功能。请您在拖拽下方的区域中，点击已有

档差值数据库下方菜单，选择希望使用的档差值

数据库。所选的档差值数据库显示在拖拽 菜单

行下方。菜单行下方的数据库列表现在包含了扩

版规则。点击列表上下分割边框可以进行滚动选

择。请您点击一个扩版规则，然后在放开鼠标键

的情况下，将光标移动到裁片制图。此时屏幕上

显示引导箭头顺序指向扩版点。请您点击需要添

加扩版规则的扩版点。 

在首先选择了 1=>1 (XY)的情况下， 您可以使

用前文提到的 3种 1=>1复制方法，完成扩版规

则的添加操作。  

 

Selected grade rule library 
Click here to select a different library. 

Selection list 
Here, select the required 

library or grade rule. 

Scroll the list 

 
           图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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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档差值数据库 

在已经打开的档差值列表中，可以按照以下方法

添加新扩版规则。 

操作步骤 
 在档差裁片菜单中，点击 档差值: 编辑， 
 选择希望的档差值数据库， 
 更改扩版规则: 在右侧菜单栏中双击需要更改

的扩版规则，然后使用 结束。 
 输入扩版规则: 选择编辑功能并打开需要添加

到档差值数据库的档差值列表。编辑档差值

列表并使用#:..为其添加说明。使用文件| 保
存到数据库， 将档差值列表保存到数据库。

点击 关闭档差值列表。 
 删除扩版规则: 在右侧菜单栏中双击需要更改

的扩版规则，然后使用文件| 由数据库中删
除  

请您按照以上操作步骤更改数据库。 更改在数

据库中即时生效。 
16.10 创建扩版点组群 
创建扩版点组群功能是一个有

效，操作复杂的功能。在本节

中，将只以一个简单的例子，

为您进行简要讲解。除此以

外，此功能可以使用在更多的

领域。 
使用 建组群功能，可以将 一个
扩版点与其他扩版点相联系，
并使其以相同的扩版规则同时
扩版。在本章中此节以前所操

作使用的档差值列表，都是以

基础尺码裁片制图为基础建立

的。通过使用建组群和排序功

能，将瓦解此基础联系，并使其以具有新联系的

其他扩版点的扩版规则，进行扩版操作。 

一个扩版点可以与多个扩版点具有排序联系。 

一个与其他扩版点，进行了扩版规则排序联系
的扩版点，将以虚线圈表示。 

一个已经与其他扩版点，进行了扩版规则排序
联系的扩版点，可以多次与其它扩版点进行排
序联系 (扩版规则链). 

使用修正或无修正，进行操作 

扩版点可以使用修正或无修正方式，进行建组群

操作： 
使用修正方式，扩版点的档差值将按新规则换

算，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扩版。 

使用无修正方式，档差值列表中的数值部发生变

化。扩版时只对相关的扩版点进行操作。而此情

况很少出现。无修正可在 Grafis.ini 中 , Rubrik 
[OPTIONS] 通过 r GRD_GRP_ADD=1 修改。 
使用修正：排序，然后再使用修正：删除，可

以恢复到初始状态。此操作对修正方式同样有

效。 

修正方式，适用于那些可以正确扩版的扩版点，

只是在当前扩版操作中，需要此扩版点与其它相

关扩版点进行相同扩版操作，以便重新检验/设
置。请您参考范例 (图 16-31 及 16-36). 

 

 
图 16-32 

 

drillhole 

P1 

P2 

 
图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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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图 16-31所示制图为前片的袋盖对位孔制图。 袋
盖的大小在所有尺码下一致。图 15-29 中的多尺

码叠放图叠放于点 1。图 15-30 显示了点 2的档

差值列表。扩版点点 2 将以下述步骤与点 1进行

联系，并与点 1进行相同的扩版操作。  
档差值 |编辑档差值裁片 
 扩版点: 建组群 
  扩版点 修正：排序 
   如图 16-33所示，将点 2 与 点 1 进

行排序联系  

  编辑 
图 16-34显示了点 2 在排序后的档

差值列表。在个尺码中，点 2的位

置随点 1没有变化 。 档差值列表中

的档差值全部为 0。 

对位孔点 2 的档差值现进行如下变化，口袋制图

在 34 和 36 号中，同时变窄 5mm，由尺码 44 号
起 ， 全 部 加 宽 10mm 。 
在 尺 码 38 到  42 号 ， 档 差 值 无 变 化 。 
点 2 的档差值列表应按照图 16-35 所示进行调整

。  

图 16-36 显示了修改后的叠放于点 1 的制图扩版

效果。 

请您如下所述，删除扩版规则联系。 
档差值 |编辑档差值裁片 
 扩版点: 建组群 
  扩版点 修正：删除 

删除规则联系时，请您点击被联系

的点，此例中为点 2。 
  编辑 

档差值列表将按照裁片结构制图的制图关系进行

换算(图 16-37)。如图 16-36 所示， 扩板放码操

作保持不变。 

P1

P2

图 16-33 

 
图 16-34 

 
图 16-35 

P1
P2

 
图 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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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新建了扩版点，并希望此点与其他已存在

扩版点具有联系，则请您使用无修正方式。假设

尚未创建对位孔点 2，您可以使用以下操作方法

得到与图 16-36 相同的止痛效果。 
档差值 |编辑档差值裁片 
 扩版点: 设置 

选择支持点  选择对位孔中心点 
 扩版点:建组群 
 扩版点 无修正：排序 
   如图 15-31所示将 点 2 与点 1 进行

排序联系.  
 编辑 

点 2的档差值在排序后仍全部为 0 
(图 16-34)。请您如图 16-35 所示，

修正档差值. 
 扩板放码  结构制图结果参看 图 16-36 

 
 
 

 
图 16-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