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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04Chapter 04
點與線的投影點與線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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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的投影點的投影

一物體可視為由許多面所構成，面則可視為由許一物體可視為由許多面所構成，面則可視為由許
 多線所構成，線則由連續的點所構成，因此，點多線所構成，線則由連續的點所構成，因此，點
 的投影是所有投影的基礎。的投影是所有投影的基礎。

點沒有大小之分，只用於表示位置，點在任一投點沒有大小之分，只用於表示位置，點在任一投
 影面的投影仍為點。影面的投影仍為點。

設空間有一點設空間有一點AA，其在水平投影面（簡稱，其在水平投影面（簡稱HH面或面或
 HPHP）的投影稱為點）的投影稱為點AA的水平投影，習慣以的水平投影，習慣以aahh表示表示

 ，在直立投影面（簡稱，在直立投影面（簡稱VV面或面或VPVP）的投影稱為點）的投影稱為點AA 
之直立投影，以之直立投影，以aavv表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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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的投影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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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的投影123

將將HH面以面以GLGL（（HH面與面與VV面的交線，稱為基線）為軸面的交線，稱為基線）為軸
 旋轉，使旋轉，使HH與與VV共平面。共平面。



5

投影圖皆不繪投影面的邊框，最後以下圖表示點
 的投影。

點的投影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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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的性質點的性質

點在象限中的位置，需要有「上下」、「前後」點在象限中的位置，需要有「上下」、「前後」
 與「左右」等三度空間的尺度，方得確定。與「左右」等三度空間的尺度，方得確定。

上、下尺度：點在水平投影面（上、下尺度：點在水平投影面（Horizontal Horizontal 
planeplane）的上方或下方，與水平投影面間的距離）的上方或下方，與水平投影面間的距離

 。。

前、後尺度：點在直立投影面（前、後尺度：點在直立投影面（Frontal planeFrontal plane 
）的前方或後方，與直立投影面間的距離。）的前方或後方，與直立投影面間的距離。

左、右尺度：點在側投影面（左、右尺度：點在側投影面（Profile planeProfile plane）的）的
 左方或右方，與側投影面間的距離。左方或右方，與側投影面間的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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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投影的性質點投影的性質

任一點任一點AA的投影具有下列性質：的投影具有下列性質：

點的直立投影點的直立投影aavv至至GLGL的距離，等於空間的點離的距離，等於空間的點離
 HH面的距離面的距離

點的水平投影點的水平投影aahh至至GLGL的距離，等於空間的點離的距離，等於空間的點離
 VV面的距離。面的距離。

不論點在任何象限，直立投影不論點在任何象限，直立投影aavv與水平投影與水平投影aahh 

的連線必與的連線必與GLGL垂直。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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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置於第二象限點置於第二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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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置於第三象限點置於第三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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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置於第四象限點置於第四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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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置於不同位置點置於不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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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置於不同位置的投影點置於不同位置的投影



13

點座標點座標

為了易於描述點在三度空間的位置，亦可用座標為了易於描述點在三度空間的位置，亦可用座標
 的方式表示，如點的方式表示，如點AA的位置可用的位置可用AA（（x,y,zx,y,z））表示：表示：

 取取GLGL上適當位置當原點，將上適當位置當原點，將GLGL視為三度空間的視為三度空間的XX軸，軸，
 則則xx值表示點在值表示點在XX方向的位置，正值表示點在原點的右方向的位置，正值表示點在原點的右
 方，負值表示點在原點的左方。方，負值表示點在原點的左方。

 yy值表示點與值表示點與HH面的距離（也等於點之直立投影與面的距離（也等於點之直立投影與GLGL之之
 距離），正值表示點在距離），正值表示點在HH面之上方，負值表示點在面之上方，負值表示點在HH面面
 之下方。之下方。

 zz值表示點與值表示點與VV面的距離（也等於點的水平投影與面的距離（也等於點的水平投影與GLGL的的
 距離），正值表示點在距離），正值表示點在VV面的前方，負值表示點在面的前方，負值表示點在VV面面
 的後方。的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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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座標點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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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點AA（（55，，33，，22）的投影）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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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線的投影直線的投影

線為點的集合，線可分為直線與曲線。線為點的集合，線可分為直線與曲線。

一點如沿一固定的方向運動所形成的軌跡即為直一點如沿一固定的方向運動所形成的軌跡即為直
 線，若非沿一固定的方向運動所形成的軌跡則為線，若非沿一固定的方向運動所形成的軌跡則為
 曲線。曲線。

探討直線的投影時，無須考慮其粗細，僅考慮其探討直線的投影時，無須考慮其粗細，僅考慮其
 長短、方向與空間位置等問題。長短、方向與空間位置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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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線的投影直線的投影

求直線兩端點的投影，連接兩端點的水平投影，
 即為直線的水平投影，連接兩端點的直立投影，
 即為直線的直立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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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三個象限的直線的投影通過三個象限的直線的投影

直線所在位置不限於一個象限內，可延伸通過兩直線所在位置不限於一個象限內，可延伸通過兩
 個或三個象限。個或三個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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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線與投影面的關係直線與投影面的關係

直線依其與投影面的關係可分為正垂線、單斜線直線依其與投影面的關係可分為正垂線、單斜線
 及複斜線。及複斜線。

與任一主要投影面垂直的直線稱為正垂線。與任一主要投影面垂直的直線稱為正垂線。

與任一主要投影面平行而與其他兩投影面傾斜與任一主要投影面平行而與其他兩投影面傾斜
 的直線稱為單斜線。的直線稱為單斜線。

與任一主要投影面皆不平行的直線稱為複斜線與任一主要投影面皆不平行的直線稱為複斜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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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與VV、、HH面平行且位於面平行且位於1Q1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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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與VV、、HH面平行且位於面平行且位於3Q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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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行於投影面且傾斜於其他投影面平行於投影面且傾斜於其他投影面

當直線當直線ABAB平行於平行於VV面且傾斜於Ｈ面時，直線任一面且傾斜於Ｈ面時，直線任一
 點與點與VV面的距離相等。直線的水平投影與基線平面的距離相等。直線的水平投影與基線平

 行。行。

平行於平行於VV面的直線，稱為直立線，其直立投影呈面的直線，稱為直立線，其直立投影呈
 現實長，常沿投影加註字母現實長，常沿投影加註字母TLTL（（True LengthTrue Length）。）。

當直線與投影面平行時，其在該投影面的投影呈當直線與投影面平行時，其在該投影面的投影呈
 現實長，在另一投影面的投影則與基線平行，此現實長，在另一投影面的投影則與基線平行，此
 為判斷直線平行於投影面的重要準則。為判斷直線平行於投影面的重要準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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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行於平行於ＶＶ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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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行於平行於HH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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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於垂直於VV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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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於垂直於HH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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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於基線垂直於基線

當直線當直線ABAB垂直於基線時，則此直線會平行於Ｐ面垂直於基線時，則此直線會平行於Ｐ面
 ，直線的直立投影與水平投影皆垂直於基線。，直線的直立投影與水平投影皆垂直於基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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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於基線且位於Ｖ面垂直於基線且位於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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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於基線且位於垂直於基線且位於HH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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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線通過兩個象限直線通過兩個象限

直線的兩個端點若位於不同象限，則直線會與投直線的兩個端點若位於不同象限，則直線會與投
 影面相交影面相交。。

直線與投影面的交點稱為直線與投影面的交點稱為跡跡（（TraceTrace））。。

直線與水平投影面的交點稱為直線與水平投影面的交點稱為水平跡水平跡（（Horizontal Horizontal 
TraceTrace））。。

直線與直立投影面的交點稱為直線與直立投影面的交點稱為直立跡直立跡（（Vertical Vertical 
TraceTrace））。。

直線與側投影面的交點稱為直線與側投影面的交點稱為側面跡側面跡（（Profile Profile 
TraceT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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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線的直立跡直線的直立跡

CC點位於直線點位於直線ABAB穿過穿過VV面處，故為直線的直立跡面處，故為直線的直立跡
 ，，cchh位於直線位於直線ABAB的水平投影與基線相交處。的水平投影與基線相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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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線的水平跡直線的水平跡

CC點為直線點為直線ABAB穿過穿過HH面處，故為直線的水平跡，面處，故為直線的水平跡，ccvv 

位於直線位於直線ABAB的直立投影與基線相交處。的直立投影與基線相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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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有直立跡與水平跡同時有直立跡與水平跡

當水平投影與基線相交時，表示直線穿過當水平投影與基線相交時，表示直線穿過VV面，面，
 其交點可決定直立跡，當直立投影與基線相交時其交點可決定直立跡，當直立投影與基線相交時
 ，表示直線穿過，表示直線穿過HH面，其交點可決定水平跡。面，其交點可決定水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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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線的實長直線的實長

所謂實長即直線的投影長度與真實的長度一致所謂實長即直線的投影長度與真實的長度一致。。

直線與投影面夾角的真實大小稱為實角，或稱為直線與投影面夾角的真實大小稱為實角，或稱為
 傾斜角，通常以傾斜角，通常以αα、、ββ、、γγ分別代表直線與Ｈ、分別代表直線與Ｈ、
 Ｖ、Ｐ投影面所夾的實角。Ｖ、Ｐ投影面所夾的實角。

當直線與當直線與VV面平行時，直立投影呈現其實長面平行時，直立投影呈現其實長。。直直
 立投影與水平線的夾角即為立投影與水平線的夾角即為αα。。

當直線與當直線與HH面平行時，水平投影呈現其實長面平行時，水平投影呈現其實長。。水水
 平投影與水平線的夾角即為平投影與水平線的夾角即為β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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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線的實長直線的實長

直線平行於直線平行於VV面面

直線平行於直線平行於HH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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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轉法求直線實長倒轉法求直線實長1/41/4

以直線的水平投影為倒轉軸，求直線的實長。以直線的水平投影為倒轉軸，求直線的實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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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轉法求直線實長倒轉法求直線實長2/42/4

分別過直線水平投影的兩端點，作水平投影的垂分別過直線水平投影的兩端點，作水平投影的垂
 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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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轉法求直線實長倒轉法求直線實長3/43/4

在垂線上取在垂線上取AA點使點使AaAahh等於等於aavv至基線之距離，至基線之距離，BbBbhh 

等於等於bbvv至基線的距離。至基線的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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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轉法求直線實長倒轉法求直線實長4/44/4

連接連接ABAB兩點即得直線的實長，兩點即得直線的實長，αα即為直線與即為直線與HH面面
 的實角。的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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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轉法求直線實長倒轉法求直線實長1/41/4

以直線直立投影為倒轉軸，求直線的實長。以直線直立投影為倒轉軸，求直線的實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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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轉法求直線實長倒轉法求直線實長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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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轉法求直線實長倒轉法求直線實長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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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轉法求直線實長倒轉法求直線實長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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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法－與V面平行1/41/4

已知直線的投影，以旋轉法求直線實長。已知直線的投影，以旋轉法求直線實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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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法旋轉法－－與與VV面平行面平行2/42/4

以以aahh為圓心為圓心aahhbbhh為半徑畫弧，過為半徑畫弧，過aahh做水平線交弧做水平線交弧
 於於bbhh‘‘，連接，連接aahhbbhh’’即為直線的新水平投影。即為直線的新水平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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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法旋轉法－－與與VV面平行面平行3/43/4

過過bbvv做水平線，與過做水平線，與過bbhh'' 做垂線交於做垂線交於bbvv'' ，即為，即為BB點點
 新的直立投影。新的直立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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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法旋轉法－－與與VV面平行面平行4/44/4

連接連接aavvbbvv‘‘即為直線的新直立投影，並呈現實長，即為直線的新直立投影，並呈現實長，
 αα即為直線與即為直線與HH面的實角。面的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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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法旋轉法－－與與HH面平行面平行1/41/4

已知直線的投影，以旋轉已知直線的投影，以旋轉
 法求直線實長。法求直線實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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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法旋轉法－－與與HH面平行面平行2/42/4

以以aavv為圓心為圓心aavvbbvv為半徑畫弧，過為半徑畫弧，過
 aavv做水平線交弧於做水平線交弧於bbvv‘‘，連接，連接aavvbbvv’’ 

即為直線新的直立投影。即為直線新的直立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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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法旋轉法－－與與HH面平行面平行3/43/4


 

過過bhbh做水平線，與過做水平線，與過bvbv‘‘做垂做垂
 線交於線交於bhbh’’，即為，即為BB點新的水平點新的水平

 投影。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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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法旋轉法－－與與HH面平行面平行4/44/4

連接avbv‘即為直線的新直
 立投影，並呈現實長，α
 即為直線與H面的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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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的可見性線的可見性

若將直線視為圓柱體，則兩不相交直線在其投影若將直線視為圓柱體，則兩不相交直線在其投影
 重疊處，須判定其先後，以決定何者須以虛線繪重疊處，須判定其先後，以決定何者須以虛線繪
 出，其步驟如下：出，其步驟如下：

若將兩直線置於第一象限，由直立投影重疊交點若將兩直線置於第一象限，由直立投影重疊交點ppvv投影投影
 至水平投影，先遇到至水平投影，先遇到ABAB直線的水平投影，表示重疊處直線的水平投影，表示重疊處

 ABAB直線較靠近直立面，即直線較靠近直立面，即ABAB位於較後方，故直立投影位於較後方，故直立投影
 重疊處重疊處ABAB直線以虛線繪出。直線以虛線繪出。

由水平投影重疊交點由水平投影重疊交點pphh投影至直立投影，先遇到投影至直立投影，先遇到ABAB直直
 線的直立投影，表示重疊處線的直立投影，表示重疊處ABAB直線較靠近水平面，即直線較靠近水平面，即
 ABAB位置較低，故水平投影重疊處位置較低，故水平投影重疊處ABAB直線以虛線繪出。直線以虛線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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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角法的可見性判斷第一角法的可見性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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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角法的可見性判斷第三角法的可見性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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