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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使用者都需要使用排料程序的全部使用

选项。特殊使用设置是本章的主题，将在本章中

为您作全面介绍。如果希望找到最适合自身特点

的使用功能设置，最理想的方式为，请公司中的

技术专家，或用户本人与 Grafis 技术专家的直接

交流， 以便找出在生产操作中最常用的功能和

最适合的工作方式，并定向加以使用培训。 我
们都相信可以找到最快捷，最安全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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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修改“生产样板文件” 

排料程序 -生产样板文件的修改操作服务 

在排料程序中，打开一个不包含参考裁片的生产

样板文件，既由 Grafis-制图程序直接生成的文件

时，Grafis 系统自动检验该文件的源文件是否包

含修改数据，并提供最新的样板文件。  

排料程序 –包含参考裁片的生产样板文件的修

改操作服务 

在排料程序中，打开一个包含参考裁片的生产样

板文件时，Grafis 系统自动检验每个参考裁片文

件的源文件是否仍存在，以及是否未经修改。如

果不是，则提示使用者相关信息，并提问是否更

新样板文件。  

参考裁片的修改操作服务 

参考裁片是在分类裁片菜单中，使用插入参考裁
片 功能添加到生产样板文件中的裁片文件。 在
裁片列表(生产样板文件| 分类裁片)中以 “>” 
表示(图 18-1) 。 

选择+裁片参数， 可显示所选裁片的裁片参数。 
参考裁片保存时包含日期/上次修改时间以及源

文件路径(图 18-2) 。 

在排料程序中，打开一个生产样板文件并在每次

打开分类裁片菜单时，系统都自动检验每个参考

裁片文件的源文件是否仍存在，以及是否未经修

改。在裁片列表中，参考裁片除以“>”表示

外，还以“?”表示源裁片文件或源样板文件 已
不存在。 如果显示为“！”，则表示源裁片文

件已被修改。排料程序可以在与被导入的裁片以

及尺码无关的情况下进行排料操作。在结构制图

样板文件不存在的情况下，排料程序也可同样进

行排料操作。  

在裁片参数窗口中使用 按钮，改变源样板文

件路径，可以更新裁片参考。您需要选择新样板

文件和新裁片参考。  

更新单一/全部裁片 (仅参考裁片) 

如果您需要更新单一参考裁片，请您由生产样板
文件下拉菜单，打开分类裁片操作界面，选择所

需操作裁片并点击更新参考。根据+/-裁片信息 
的不同设置，也可将裁片参数同步更新。注释对

话框为常规可操作项目。只有在裁片列表中，单

一裁片前显示“！”符号时，或者，样板文件中

的几个裁片文件需要保持原有状态时，才可使用

更新参考功能。 
更新生产样板文件中所有参考裁片的操作，需要

使用生产样板文件下拉菜单中的更新所有裁片以

及更新所有裁片（包括裁片信息）功能。 
更新裁片后，原已排排料裁片保持不变。如果更

新后出现排料叠放或排料空隙，请在排料操作中

进行再编辑。 

注意，只有在源样板和其路径（盘符，文件
夹，下级文件夹）没有被重命名，移动或删除
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修改。 

导入裁片 

导入单个裁片，可以使用生产样板文件/分类裁
片功能，按以下步骤进行。使用打开或者 插
入，可以在具有可用尺码的前提下，添加一个空

白的新裁片文件。 

关联/导入样板文件 

通过生产样板文件/导入样板文件功能，可以将

一个完整的样板文件中的所有裁片文件导入当前

裁片列表中。所选样板文件的全部裁片将被添加

到裁片列表的最后。进行以上操作的前提是，此

样板文件具有所有可用尺码。 

 

 
图 18-1 

 

 
图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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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样板文件 

使用生产样板文件/替换样板文件，可以将新选

生产样板文件替换当前所选生产样板文件。裁片

参数以及裁片说明同样被替换。排料文件信息以

及排料图的排料数据保持不变。替换样板文件的

前提是，此样板文件具有所有可用尺码，以及裁

片的设置完全相同。 

导入尺码 

在补充一个或多个尺码前，请您首先在 Grafis-制
图程序中检验是否源样板文件中的裁片在所选尺

码下，已进行了扩版操作。如果不是，请您以排

料程序中的所有尺码，对所有裁片进行扩版，并

以相同文件名保存此结构制图样板文件。 
在 Grafis-排料程序中，请您点击下拉菜单 生产
样板文件/尺码列表，并在此补充缺少的尺码。

只有在未给出排料信息，以及不存在排料图的情

况下，可以打开尺码列表。补充尺码的制图图

形，在使用生产样板文件| 更新所有裁片 功能更

新裁片后被导入当前文件 

18.2 织物对花 

操作步骤 

 如有需求：为建立对位关系创建点线制图。 
 组建生产样板文件 
 为特殊要求的样板文件建立裁片间的对位关

系，与材料无关 
 如有需求: 为一个对位组的裁片添加范例点。 
 如有需求: 为具有左右对位关系的裁片建立对

位组  
 为后续的排料操作保存生产样板文件 
 在材料工作表中输入排料操作需要使用的所

有织物对花的信息 
 进行排料操作. 

在结构制图样板中添加点/线制图 

如果一个样板文件在排料操作中需要进行织物对

花操作 (纬线 及/或 经线)， 则需要在此样板文件

的所需裁片中创建适用的点线制图。对位关系需

要首先在排料程序加载， 
并与制作的点或线起点/终点制图相连接。 
也可与对位符号向连接。此种情况下，应选择对

位符号的基础点进行连接。 
给第 8 版及更早版本的用户的提示：符号“织物

对花经线”和“织物对花纬线”， 从第 9 版

后，对于织物对花操作无效，但仍可作为对位关

系附加点使用。  

设置对位关系 对话框 

使用排料信息文件 |设置对位关系 菜单功能， 
可以在一个已备生产样板文件中设置排料裁片的

对位关系。对位关系只与样板文件有关，与织物

材料无关。点击排料信息文件 |设置对位关系 菜
单功能后，则启用了如图 18-3 所示的对话框。  
按住鼠标左键可随意移动裁片，在设置前应将裁

片移动到适合的位置。所有已设置了对位关系的

裁片，理论上在屏幕上可视，您可以使用<F6>
键查看所有已设裁片。其它未设置对位关系的裁

片，需要在分类裁片操作界面中选择为可视后，

在设置对位关系 对话框中可视。 如无法显示，

仍需要使用<F6>键。  
显示尺码区域中显示当前可操作尺码。在屏幕

上，只显示一个尺码的结构制图。对应关系同样

适用于所有尺码。请您点击其它尺码，检验对应

关系在其它尺码中是否设置正确。 
使用“全部删除”按钮，可以撤销所有已建立的

对位关系。 

不同裁片间对应关系的设置 

 “对位点”在不同裁片建立相应关系。此对应

关系可以设置为“经线”方向（织物对花线为经

线走向方向），及/或设置为“纬线”（织物对

花线与经线走向方向垂直）。在点击一个点或者

线条的起点/终点后，需要在其它裁片中点击相

应关系点。 

 
图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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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图  18-4 所示，“前片贴面”， “前片中

片”，“前片侧片”应该在经线及纬线方向具有

对应关系。以上制图属于一个对应关系组。另

一个对应关系组包括“后片中片”和“后片侧

片”。在排料程序中进行排料时，第一个裁片
的位置保持不变。其它裁片将按照所设置的对
应关系进行配比排料图 18-5。在图 18-4 中的 3
个裁片中的第一个，在图 18-5 在经线及纬线方

向，以对花线为准进行对应排料 
请您在一个类似的生产样板文件中打开，设置对
位关系 菜单，定位裁片后，选择“对位点”， 
“经线”及“纬线”。请您点击贴面制图的前中

线/底边交点。此时，光标显示为选择已有点或

选择支持点。选择已有点可以选择一个点，选择

支持点则可以选择线条的起点/终点。由于此对

位点是为裁片制图设置的，所以您需要在缝线制

图点击，而不是裁剪线制图。然后，请您点击

“前片中片”对应点。这样就建立了对应关系，

并且以一条绿线表示。如果没有可用的点制图，

则需要您重新在结构制图程序中补充制作. 

在设置设置对位关系时，应将所有样板相关的
特殊性质在经线及纬线方向上进行设置。如果
一种材料需要织物对花设置，则在后续操作中
也只以此种关系进行排料操作。如果材料未进
行织物对花设置，则在后续操作中也不以任何
对花关系进行排料操作。 

在关联菜单中，显示及编辑对位关系 

绿色引导线显示已存在的对位关系。请您在“显

示尺码”窗口中选择不同尺码，以检验对应关系

的起点及终点是否选择正确，如有需求，您可以

按住鼠标左键移动裁片。 
请您用鼠标右键点击一个建立了对应关系的点。

此时，屏幕显示如图 18-6所示的关联菜单。 

在第一组以及“左右配比的对称图形”菜单行，

提供显示所选点设置类型的选项。这些选项不能

更改 
“纬线”与“经线”菜单行，显示已设置的对位

关系的方向。对位关系方向可以在此关联菜单中

直接通过点击，进行更改。 
点击“删除任务”则删除当前所选对位关系设

置。  

关闭关联菜单需要点击“取消”。点击关联菜
单外侧开始新设置操作！ 

在“设置对位关系 ”对话框中具有以下符号： 
裁片中显示为 含义 

 
两个“对位点”间的对应

关系 

 
范例点 

 
左右裁片对位点 

 

 

图 18-4 

 
图 18-6 

 

 
图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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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标 含义 

 
在纬线及经线方向具有关

系 

 
在经线方向具有关系 

 
在纬线方向具有关系 

左右裁片对位点 

理论上“对位点”间的对位关系，同时适用于常

规裁片及镜像对称裁片。镜像对称裁片的对应关

系建为一组，常规裁片的对应关系建为其它组。

使用“左右裁片对位点”，可以将一个裁片与
一个镜像对称裁片建立对应关系，参看图 18-7
的范例。   

在设置“左右裁片对位点”时，可选择对称显示

纹样，或连续显示纹样。  
对称显示纹样为多数样板文件的应选项目。 例
如，对于女士长款上装和衬衫，在前中和后中线

处的织物纹样应对称重复。 
连续显示制图的选项，对于例如多片裙很有意

义，这样可以使织物花纹在裙片中可均匀设置。 

图 18-7 中的示例，分别在图 18-8 和图 18-9 中进

行了解释. 
“左右裁片对位点”  对于经线方向以及纬线方

向同样有效。在经线方向需要确定裁片是对称显

示纹样，还是连续显示纹样。 如果同时选择了

纬线方向，则需要同样对镜像裁片在纬线方向的

关 系 进 行 确 定 。 参 看 图 18-8 和 
18-9. 

 Symmetrical optic 
The fabric pattern is repeated symmetrically to the 
centre front. 

Picture 18-8 
 Continuous optic 

The fabric pattern continues evenly across the centre 
front.  

图 18-9 

图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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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点 

 “范例点”为裁片和材料建立相应关系。如果

需要将织物纹样，定位于裁片的指定位置，例如

使用加缝刺绣嵌花或特殊条纹，则需要使用此功

能。已镜像的裁片的范例点同样被镜像。在后续

操作中，此点也为织物对花的对位点。 

每个对位关系组，只能设置一个“左右裁片对

位点”或者一个“范例点”。 

图 18-10 中显示的前片制图中的加缝刺绣嵌花与

范例点位于不同位置。 
图 18-11 中显示在实际排料操作时，图 18-10 的

两种情况的不同结果。 

对于设置对位关系的总结及相关提示 

1. 对位关系只与样板文件有关，与织物材料无

关。在设置时应关注经线及纬线的走向。 
2. 首先应设置对位点。所有以对位点为联系的

裁片，组成一个对应关系组。对应关系组内

第一个进行排料操作的裁片，确定同组其它

裁片的位置。 
3. 每个对位关系组，只能设置一个“左右裁片

对位点”或者一个“范例点”。 
4. 由于对位点是为裁片制图设置的，且缝份量

为不定量，所以请您使用缝线制图，而不是

裁剪线制图来确定对位关系。 
5. 请您在设置对位关系前，已创建相应的辅助

线和点。对位关系同样可以在虚线及符号上

进行设置。此种情况下，对位符号的基础点

自动成为设置点。 
6. 注意! 在实际操作中，经常忘记设置左右裁片

对位点(常规裁片-镜像裁片) ！ 
7. 请您在“显示尺码”窗口中选择不同尺码，

以检验对应关系的起点及终点是否选择正

确。 

在“材料”工作表中设置织物对花 

在排料信息文件中的“材料”工作表中，可以设

置在“经线”（经线走向方向的对位线），或/
及在“纬线”（织物对花线与经线走向方向垂

直）的织物对花。“距离”及“胶版”输入区

域，只有在首先选择了“经线”或“纬线”后，

才被启用为可操作选项。使用“距离”可设置织

物对花线的间距。“胶版”选项设置第一条织物

对花线与裁床起点(左下)间的距离。 

所有需要以织物对花方式进行排料操作的裁
片，必须设置对位关系！ 

使用“直接织物对花”将附加显示没有其它功

能，且不能将其作为排料标线的辅助线。请您使

用此功能对第一个裁片进行定位。 

 
Placement point at the marked position 

A 

B 

图 18-10 

 
Placement point A Placement point B 

 
图 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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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在排料文件 | 选项中选择了显示织物对花

线，则在排料过程中显示织物对花线。打印/绘
图时，可以在中需要“排料文件绘图输出” (图 
17-15) 对话框中直接进行选择。在编辑| 设置 中
可以设置排料图输出时，织物对花线只在边框处

以虚线显示。 
“仅对位 (范例点无效)”选项， 可以使范例点

在排料操作时失效。此选项在例如织物纹样为小

菱形花纹，或明显的嵌花纹样时非常有效。 
使用“裁片非织物对花对位”功能，所有裁片

将以相同高度进行对位。如果织物材料不具有明

显的纹样，而只是具有不均匀的颜色变化，或织

物对花距离时，需要使用此功能。 

注意，如果对排料裁片进行旋转/镜像操作，对
位点也同时被旋转/镜像！在进行织物对花排料
操作时，请将撤销所有旋转/镜像操作！ 

18.3 织物收缩率 

织物收缩率数值（全体） 

很多织物材料在水洗或熨烫后有收缩现象。为此

类材料所设计的成衣服装的样板制图，应该在进

行裁剪前解决织物收缩问题。 
请您在材料工作表中的“收缩率（全体）”区

域，设置在纬线及经线方向上，材料收缩的排料

信息。启用此输入区域，需要在经线和纬线选项

前打钩。此区域允许输入负数数值，负数数值表

明材料在后处理中存在伸展现象。排料裁片将以

伸展后的形状进行排料操作。更改织物收缩率会

导致已排裁片出现重叠/空隙。已排裁片将重新

定位。 

裁片的织物收缩率 

在烫衬后材料也可能发生形状的改变。由于并非

所有裁片都需要烫衬操作，因此，需要对织物收

缩率进行裁片相关性的设置。  
如果在材料工作表中对织物收缩率进行了设置，

在裁片工作表中，仍可以对以下项目进行裁片相

关性的选择性设置： 
 对于裁片和距离 

织物收缩率对裁片轮廓结构以及距离线有

效。 
 仅对于距离线 

织物收缩率仅对距离有效。原始轮廓结构保

持不变。 
 不使用此功能 

织物收缩率对此裁片无效。  

18.4 铺料方式 
在材料工作表中的“铺料方式”栏目中，您可以

选择材料的铺料方式及捆扎的排料方向。  

铺料方式 

系统提供以下材料的铺料方式供您选用： 
 
 正-反 或“单项铺料”可以供单层或多层裁

剪使用。  这是最常用的铺料方式 (图 18-
12)。 每层材料以相同的方向向上铺料。铺

料机铺到裁床端点后剪断材料，回到起始位

置，然后再以相同操作方式第二次铺料于前

次材料上。材料纹样面，或具有“小短毛”

的 面 材 料 在 所 有 层 中 向 上 排 列 。

 
图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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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正 在多层裁剪时使用 (图 18-13)。 各层

材料以不同的材料面向上放置。铺料机铺到

裁床端点后剪断材料，驶回到起始位置的同

时进行第二次排料(材料正面向下)。材料纹

样面，或具有“小短毛”的材料面交替向上

向下 (请看图) 。 
理论上裁片应非折叠排料，需要折叠排料的

裁片应单独排料。 
以正-正 铺料方式为基础，可以发展为 双向

铺料方式 (图 18-14)。 
与正-正 铺料方式不同， 材料在铺至裁床末

端不剪断。一层材料为正面对正面铺料，下

一层材料为反面对反面。此种铺料方式适用

于素色平纹织物，材料的正反面也应无明显

区别。 
 对折铺料方式为，幅宽 1.50m的材料在长度

方向上对折(图 17-15)。 则排料可操作面积的

宽度只有 0. 75 m ， 并具有一条对称轴，可

以对称排放裁片。在排料信息文件中的裁片

工作表，可以选择对称裁片。此选择只对未

经行镜像的裁片有效。 

铺料方式在 Grafis 系统中显示为对折，裁片

只可在下半部分排料区进行排料操作。已镜

像的裁片自动显示在上半部排料区。对称裁

片只需要在对称轴处进行排料。 此类裁片显

示为排料于对折线。 
 筒状材料铺料方式表示,  织物材料以筒状形

式，幅宽为原料一半，进行铺料(图 18-16) 。 

与对折铺料方式不同，此种铺料方式 在排料

操作时具有两条对称轴。其它方面与对折方

式完全相同。 

捆扎排料方向 

对于每种已介绍的铺料

方式，都可以选择 3 种

捆扎排料方向。单一尺

码下需要多次进行排料

的裁片，应编组为捆扎

进行排料操作。同一尺

码中的所属裁片拥有各

自的捆扎字母编号 (图 17-17)。 捆扎排料方向的

选项可以解决  “怎样排料捆扎底边？”的问

题。 
 不同捆扎- 不同方向，适用于素色平纹， 且

正反面不明显的织物进行排料。 捆扎 A的底

边向左，捆扎 B的底边向右，捆扎 C的底边

再次向左，以此类推。 
 所有捆扎– 同一方向， 适用于具有头形纹样

的织物（例如一个脸部纹样）。头形纹样不

允许转动排料。 
 相同尺码– 相同方向， 适用于具有高光方向/

挑个方向，但不具有头形纹样的织物。使用

此选项可以进行保证，在其它捆扎中的同一

尺码的裁片具有相同的高光方向。例如，所

有尺码 38号的捆扎底边全部向左，40号的所

有捆扎底边全部向右，以此类推。 

 
图 18--13 

 
图 18--14 

 
图 18--15 

 
图 18--16 

 
图 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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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织物疵点 
对于具有疵病的织物材料，系统提供 3 种疵点区

域（对于连续疵点也适用）选择方案，解决排料

时的材料疵点问题。在排料信息文件下的材料工

作表中，可以进行以上设置。在选择了“注意织

物疵点”选项后，即可通过点击，使用“设置数

值”选项。您可以在“设置数值”操作窗口(图 

18-18)中输入以下项目：: 
 经线方向(y) 由里边开始 
 宽度(dy) 疵病区域宽度 
 纬线方向(x) 由左侧料边开始 
 长度(dx) 疵病区域长度 
 织物对花(in x) 起始点与连续疵点间距离 
系统显示每一个疵病区域。如果选择了“只显示

疵点区域”，可以选择在排料时显示疵点区域

（打钩）或隐藏此区域（不打钩）。 
在此操作界面中，还应确定织物边的宽度。此宽

度在排料程序操作界面中以虚线显示，并作为排

料标线使用。 
如果在预设时希望不考虑疵点区域和织物边缘，

那么只需在材料工作表中，不选择“注意织物疵

点”选项，既在此选项前不打钩。 

18.6 分类目录 
分类目录可以为裁片相关性参数，特别是安全距

离，建立分类系统。 使用此功能的前提是，在

实际工作中已经形成公司生产特殊安全距离需求

规则，例如，对于衣袖，衣领，袖口布，带袢等

部件的特殊距离要求。对于任意一个分类目录的

所属参数，可以在裁片工作表中预设信息。这些

参数信息为： 
 预设确定: 旋转角度, 以 X,轴镜像，以 Y 轴镜

像  
 在排料过程中允许：差角转动, 以 X/Y轴镜像, 

以 180°/±90°/±45°旋转 
 上/下/左/右方向的安全距离 
 使用距离：以不可视安全距离形式，距离标

线作为裁剪标线，或者裁片按安全距离缩小  
 在裁片或材料中以安全距离使用或不使用织

物收缩率 

Kategorie 设置分类目录 

分类目录文件名，在文件 MASSCODE.DAT (目
录 \Grafis)中，以 999 开头保存。 在使用此分类

目录前，需要在记事本中，首先应对范围组以

“999.000.049”为序号，进行升序程序组编

辑操作。分类目录文件名同样可以使用字母或数

字进行命名。下面是 MASSCODE.DAT 文件的示

例说明： 
!----------------------- Group 999 
999.000.044     categories 
 
999.001.044  01 ft 
999.002.044  02 ft 
... 
999.010.044  10 bk 
999.011.044  11 bk 
... 
999.020.044  20 one-piece sl. 
999.021.044  21 top sleeve 
999.022.044  22 under sleeve 
999.023.044  23 cuff 
999.024.044  24 cuff 
以下是无连续序号的分类目录编辑方式： 
!----------------------- Group 999 
999.000.044     categories 
 
999.001.044  -- 
999.002.044  -B 
... 
999.010.044  SB 
999.011.044  L- 

 
图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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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存 MassCode.dat 文件后，可以将分类目录

导入裁片中使用。导入操作可以在分类裁片的裁

片参数操作窗口中 (图 18-19)进行, 分类目录可首

先导入到结构制图样板文件中或在后续操作中导

入生产样板文件中。   

以裁片特殊相关性参数设置分类目录 

首先在 Grafis 结构制图程序中，为上述分类目录

进行后续设置： 
 新建样板文件。 
 在裁片文件 001 中制作一个与布边同长的矩

形制图。 
 完全复制裁片文件 001，使裁片列表中的裁

片数量与分类目录中的裁片数量相同。 
 设置所有裁片的性质为“排料正图”，并分

别导入相应的分类目录 (裁片文件 001导入第

一个分类目录，裁片文件 002 导入第二个分

类目录，以此类推)。 
 保存样板文件。现在，将此样板文件在

Grafis-排料程序中进行调用： 
 新建样板文件。 
 排料信息文件| 裁片 
 设置裁片文件 001 所有在第一个分类目录中

应有的参数。设置裁片文件 002 所有在第二

个分类目录中应有的参数，如此类推，继续

设置到最后一个裁片文件为止。 
 点击“继续”按钮，或 “关闭”按钮 
 使用排料信息文件| 另存为，将此文件以*.sbi 

– 格式保存为裁片特殊相关性参数与分类目

录相联系的文件。  
如果参数与材料质量相关，可以设置多个相关文

件 
在*.sbi -文件中不需要设置全部的分类目录。 在
后续的操作中，只有导入了分类目录的裁片保存

到*.sbi –格式文件中。*.sbi – 格式文件理论上是

一个包含空白裁片列表的空排料文件，类似于注

释的模版文件。 

由*.sbi-格式文件中选择裁片特殊相关性参数 

使用已预设的排料信息文件/ 分类目录，需要在

所需的生产样板文件中打开裁片工作表。*.sbi-
格式文件中的参数可以以两种方 式进行导入操

作： 
A) 已具有分类目录信息的生产样板文件的所有

裁片，如果只希望在“距离”栏目中使用参

数（使用两个选项设置上/下/左/右方向的距

离）。则需要在“预设距离”选择列表中，

或使用“从文件”按钮，选择*.sbi-文件。 
B) 已具有分类目录信息的生产样板文件的所有

裁片，希望在“距离”，“固定设置”，

“允许项目”和“裁片收缩率”栏目中使用

参数。则需要“预设距离（全部）”选择列

表中，或使用“从文件”按钮，选择*.sbi-文
件。 

更改*.sbi 格式文件  

在对*.sbi – 文件进行操作时，首先需要使用排料
程序信息| 打开调用此文件，并在操作后使用排
料程序信息| 保存保存。裁片相关性参数在*.sbi 
– 文件中被更新后，您所希望的修改操作即可生

效。 
 

18.7 分层铺料 (自由模式) 
使用排料信息文件| 尺码， 可以对分层排料方式

进行设置。在分层排料中使用两种材料时，需要

如下设置尺码(图 18-20)： 

 Material A Material B 
Gr. 38 1x  
Gr. 40 2x 1x 
Gr. 42 2x 1x 
Gr. 44 1x  

 
每级的排料分配，需要使用者自己进行优化设

置。范例预制如下： 
 1. Stufe 2. Stufe 

Gr. 38  1x 
Gr. 40 1x 1x 
Gr. 42 1x 1x 
Gr. 44  1x 

在尺码工作表中选择“分层铺料 (自由模式)”
后，工作表中显示附加按钮 (图 18-21)。 
 

 

 
图 18-19 

1st step 2nd step

A

B

 
图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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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全部移除”，可以通过双击，将中间窗口

的尺码列表中的尺码确定为第一级排料裁片，同

样操作，可以选择第二级排料裁片。然后，请您

选择第二级的第一个尺码（本例中为 38 号），

然后请您点击“开始新分级”。在选择了相应的

排料数量后，在右侧窗口中显示相应的捆扎。左

侧与右侧窗口中都具有一条通长的直线，显示新

分级的开始位置。捆扎 A和 B中的所有裁片属于

第一级，所有其它捆扎的裁片属于第二级。 

在排料程序中进行排料操作时，尺码在备料区以

分级进行区分 (图 18-22)。 
在排料程序中自动标记第一级的末端。 第一级

末端位于第一级最后一个裁片的最右侧 (图 18-
23) 。排料图像可以为交错排列。 分级排料在绘

图输出时，将在边际处作标记。 

 
图 18-21 

 

 
图 18-21 

 

 

end of 1st step 
x: pieces of 1st step 

x 
x 

x 
x 
x 
x 

x 

x 
 

图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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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连续输出排料文件 
多个排料文件，可以使用连续输出的方式，进行

绘图输出。此功能适用于连续打印输出多个排料

文件，同时也适用于快速输出“小型”排料文件

时的控制。单一的排料文件应已在 Grafis 中作好

准备工作并作为排料图保存。然后，可以使用文
件| 排料文件连续输出，将多个排料程序组建在

一起，如有需求也可马上输出。文件| 排料文件
连续输出菜单项，只在未打开任何排料文件 及
生产样板文件时，显示为可操作项目。如果文件
| 排料文件连续输出菜单项，显示为非可操作项

目， 则必须首先使用文件| 关闭，关闭排料文件 
及生产样板文件。 
在“排料文件连续输出”操作界面 (图  17-24) 
中，可以连续选择导入单一的排料文件并进行排

序。对于每个排料文件需要确定第一个捆扎的序

号。您也可以在此操作界面中设置每个排料文件

的间隔距离。 
排料文件连续输出可以使用“保存列表”按钮，

保存列表以供以后输出使用。 
 
 
 
 
 
 

18.9 底边放置 

在 Grafis-设置中， 可以设置底边在结构制图和

排料程序的相关性。请您在 Grafis-设置中的 工
作表中点击“底边放置”按钮。系统打开如图 
18-25 所示的窗口。 
只有在裁片中不包含以经线走向符号所表示的经

线走向，或确定了经线走向标线的情况下，裁片

可以使用“在制图中定位底边位置”设置选项进

行调整。 “在排料图中定位底边位置”选项为

常规选项。 
 

 
图 18-25 

 
图 18-24 



第 18章 使用排料图程序 II  Chap 18–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riedrich: Grafis –教科书第二册，2008 年版 

 
18.10 线条属性 

在 Grafis-设置中， 可以设置五种

在结构制图线条属性中，具有特

殊功能的线条属性。这些线条属

性可以在后续的排料程序操作中

同样使用。请您在 Grafis-设置中

的 工作表中点击“线条属性”。 

在对话框中，为经线走向 提供了

5 种线条属性的选择可能。经线

走向标志符号排序在其它经线走

向线条之前。如果希望在裁片中

定义经线走向线条，则不能再选

择经线走向标志符号。 

在说明对齐标线选项中， 将对

在排料程序操作中如何导入和对

齐裁片说明进行设置，并且如有需求可减短线条

长度。 

裁片的某条线可以标识为经线走向经线走向。标

志符号排序在其它经

线走向线条之前。如

果希望在裁片中定义

经线走向线条，则不

能再选择经线走向标

志符号。 

分割线可以将一个裁

片在排料图中分割。 
排料时激活分割裁片
菜单并用鼠标右键点

击裁片。对话框 (图 
18-26) 可以直接作为

裁片分割线使用。还

可以定义放缝。 
在内线裁剪线设将被

电脑裁剪机剪切并一

起打印。 
缝线只在导出 ASTM-
格式时使用。但对排

料图无特殊意义。  

在排料程序的绘图/打印中，可以选择是否以标
记线及/或辅助线打印输出。标记线及辅助线的

类型，则需要在“线条属性”对话框中进行确定

(图 18-27)。线条类型可以通过 Grafis 设置的选项

卡 layplanning 上的 line type 按键打开。Linientyp 1 
为实线, Linientyp 2 为点线，等等 

在线条类型对话框中保持经线走向，文字线等不

被占用。只有版本 9 或者更早的版本有特殊要求

可对其进行设置，否则请保持默认设置。 

 

18.11 面料目录/ 面料预选 
在排料信息文件中，使用材料工作表时，可创建

一个面料目录。面料目录将以 Material.dba 文件

格式保存在 \Grafis 下。在使用时， 还需要设置

一个编辑此文件的独立程序。 完成以上操作，

您可以使用记事本 Notepad.exe，按照以下规则

进行编辑。 在使用格式对齐<Tab>键分割每行

的方式下，请在每行输入以下内容： 
 连续序号 
 材料名称 
 幅宽，以 mm为单位 
 材料缩写 
 经向织物对花距离，以 mm为单位 
 纬向织物对花距离，以 mm为单位 
 经向对花线与幅头距离，以 mm为单位  
 纬向对花线与幅头距离，以 mm为单位  

如果经向及纬向对花线幅头与距离均为 0，则不

对织物对花进行操作。在面料目录中，同样也对

未来操作中的织物收缩率进行关注。 

18.12 工具栏 

在工具栏中提供最常用及最重要的功能。您可以

在下拉菜单视图，选择启用或隐藏工具栏。使用

Grafis.INI，可以输入工具栏的内容。更多详细信

息，请您参看 Grafis-帮助的相关内容。  

 

 
图 18-26 

 
图 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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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 大小码替换 

大小码替换对话框应用例子，夹克的侧边裁片小

尺码为两片式加收腰，大尺码为一片式直裁，见

图 18-28 裁片 013, 014 和 015. 
至此大小码替换设置还没有改变，现在 3 个裁片

都显示为适用所有尺码。通过分类纸样裁片操作

右侧菜单+大小码替换 切换大小码替换对话框首

先选择所有尺码并激活。通过点击可选择一个尺

码或尺码范围。为两片式侧缝图 18-28 必须先后

选择裁片 013 和 014 并在大小码替换对话框选择

尺码 N34至 N42 。为裁片 015 选择尺码 N44 至 
N48 见图 18-28.  

 
Bild 18-29 

 
Picture 18-28 

 
图 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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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板时样板将计算所有尺码而且在“导出排料
图”时也一起导出。 

Grafis 排料图会注意大小码替换的设置见图 18-
29。而不会关注在 Grafis 中的导出或扩板。 

18.14 管理款式文件 

通过生产样板文件下拉菜单内的管理款式文件可

以把不同的生产样板归类。输入排料尺码的数

量，如果尺码范围一致同样输入。  

图 18-30 中归类"Modell_A"，尺码为____36_0 至 
____48_0 而  "Modell_B" 为  ____40_0 至

____46_0。虽然尺码 ____40_0 至____46_0 都出

现在两个款式中，还是需要分别输入。其显示如

下： 

1x 尺码 ____42_0 来自 Modell_A 且 
1x 尺码 ____42_0 来自 Modell_B 

2x 尺码 ____44_0 来自 Modell_A 且  
1x 尺码 ____44_0 来自 Modell_B 

排料形式的显示见图 18-31。 

由此产生，同一尺码不同

款式有不同的捆扎标识。 

只有在通过导入参考裁片
能设置关联款式：  

1x 尺码  ____42_0 来自 
Modell_A 和 Modell_B 

2x 尺码  ____44_0 来自 
Modell_A 和 Modell_B 

按键统一所有款式总归全

部尺码为一个任务记录并

出现一个导入参考裁片对

话框。  

 
图 18-31 

 
图 1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