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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08Chapter 08
點、線與平面點、線與平面



2

點在直線上點在直線上

若點在直線上，則以任何方向看它，點的投影必然落若點在直線上，則以任何方向看它，點的投影必然落
在直線投影上。在直線投影上。

為了避免誤判，當直線屬於水平線、正面（前平）線為了避免誤判，當直線屬於水平線、正面（前平）線
或側面（側平）線（外貿協會會員）時，不可單憑未或側面（側平）線（外貿協會會員）時，不可單憑未
顯示實長投影的兩個投影視圖來判斷該點是否落在該顯示實長投影的兩個投影視圖來判斷該點是否落在該
直線上。直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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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在直線上點在直線上1/21/2

若點在直線上，則點的投影必在直線的投影上。若點在直線上，則點的投影必在直線的投影上。

若點若點FF在在ABAB直線上，已知直線上，已知FF的水平投影的水平投影ffhh。。



4

點在直線上點在直線上2/22/2

若點若點FF在在ABAB直線上，已知直線上，已知FF的水平投影的水平投影ffhh。。

則則ffvv必位於過必位於過ffhh作垂線與直線的直立投影交點上。作垂線與直線的直立投影交點上。



5

點與直線的距離點與直線的距離1/81/8

已知直線已知直線ABAB與點與點CC的投影。的投影。



6

點與直線的距離點與直線的距離2/82/8

作作GL1GL1與與aahhbbhh平行。平行。



7

點與直線的距離點與直線的距離3/83/8

得得ABAB的實長的實長aaxxbbxx與點與點CC的副投影的副投影ccxx。。



8

點與直線的距離點與直線的距離4/84/8

過過ccxx向向aaxxbbxx作垂線得作垂線得ccxxddxx。。



9

點與直線的距離點與直線的距離5/85/8

過過ddxx向向GL1GL1作投影得作投影得ddhh及及cchhddhh。。



10

點與直線的距離點與直線的距離6/86/8

過過ddhh向向GLGL作投影作投影ddvv及及ccvvddvv。。



11

點與直線的距離點與直線的距離7/87/8

作作GL2GL2與與ccxxddxx平行。平行。



12

點與直線的距離點與直線的距離8/88/8

求作第二副投影，得求作第二副投影，得CDCD的實長的實長
ccyyddyy，即為所求的最短距離。，即為所求的最短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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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在平面上點在平面上

平面內的點或線，其投影一定在平面的投影平面內的點或線，其投影一定在平面的投影內內（不管（不管
您以哪一個角度來看）您以哪一個角度來看）。。

這種關係在面呈現「邊視圖」時這種關係在面呈現「邊視圖」時，，最為明顯。最為明顯。



14

點在平面上點在平面上1/41/4

已知直線已知直線ABAB與點與點CC的投的投

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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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在平面上點在平面上2/42/4

過過ccvv作直線作直線ccvveevv經過經過ddvv。。



16

點在平面上點在平面上3/43/4

過過eevv作垂直投影得作垂直投影得cchheehh。。



17

點在平面上點在平面上4/44/4

ddhh必位於過必位於過ddvv作垂線與作垂線與
cchheehh的交點上。的交點上。



18

點與平面的最短距離點與平面的最短距離1/81/8

已知平面已知平面ABCABC與點與點EE的投影。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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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與平面的最短距離點與平面的最短距離2/82/8

作水平主線作水平主線A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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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與平面的最短距離點與平面的最短距離3/83/8

作直立主線。作直立主線。



21

點與平面的最短距離點與平面的最短距離4/84/8

作副基線作副基線GL1GL1與與aahhddhh垂垂

直。直。



22

點與平面的最短距離點與平面的最短距離5/85/8

作圖得平面作圖得平面ABCABC的的
邊視圖邊視圖aaxxbbxxccxx與點與點EE
的投影的投影eex x 。。



23

點與平面的最短距離點與平面的最短距離6/86/8

過過eexx向邊視圖作垂向邊視圖作垂
線得線得eexxffxx，即為所求，即為所求

的最短距離。的最短距離。



24

點與平面的最短距離點與平面的最短距離7/87/8

過過ffxx作投影得作投影得eehhffhh。。



25

點與平面的最短距離點與平面的最短距離8/88/8

過過ffhh作投影得作投影得eevvffvv。。



26

兩直線的關係兩直線的關係

相互平行－空間的兩直線若相互平行，則其任一視圖相互平行－空間的兩直線若相互平行，則其任一視圖
也必然呈現平行。也必然呈現平行。



27

兩直線平行兩直線平行

兩直線相互平行兩直線相互平行
，則不管在哪一，則不管在哪一
個投影面上，此個投影面上，此
兩線的投影視圖兩線的投影視圖
（除端視圖外）（除端視圖外）
間一定呈現平行間一定呈現平行
關係。關係。

第一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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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直線與側平面平行兩直線與側平面平行

兩直線平行兩直線平行 兩直線不平行兩直線不平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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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直線相交兩直線相交II

兩兩線相交，該交點為二線的共同點，同時存在兩直線線相交，該交點為二線的共同點，同時存在兩直線
上上，交點的投影必然存在兩直線各自投影的對應位置，交點的投影必然存在兩直線各自投影的對應位置
上。上。

反之反之，若兩直線投影的交點的投影不在對應位置，若兩直線投影的交點的投影不在對應位置，則，則
該兩直線不該兩直線不相交相交。。

第一角法



30

兩直線相交兩直線相交IIII

兩直線不相兩直線不相交時，會有前、後、上、下的區別：交時，會有前、後、上、下的區別：

►►由直立投影的交叉點作投射線到水平投影面，投射線先碰由直立投影的交叉點作投射線到水平投影面，投射線先碰
 到到ABAB的水平投影，故的水平投影，故ABAB在在CDCD的前方。的前方。

►►由水平投影的交叉點作投射線到直立投影面，投射線先碰由水平投影的交叉點作投射線到直立投影面，投射線先碰
 到到CDCD的直立投影，故的直立投影，故CDCD在在ABAB的上方。的上方。

第三角法



31

兩直線相交兩直線相交

連接兩視圖的交點若與基線垂直時，則可判斷兩直線連接兩視圖的交點若與基線垂直時，則可判斷兩直線
相交，否則不相交相交，否則不相交。。

兩直線相交兩直線相交 兩直線不相交兩直線不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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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直線垂直兩直線垂直

兩直線垂直時，其垂直關係在兩線中的一線或兩線同兩直線垂直時，其垂直關係在兩線中的一線或兩線同
時呈現實長投影時，其間的垂直關係即可顯現（即兩時呈現實長投影時，其間的垂直關係即可顯現（即兩
線的投影視圖間的相交呈現直角關係）。線的投影視圖間的相交呈現直角關係）。

第一角法



33

兩直線垂直兩直線垂直

若有一直線的投影呈現實長時，則兩垂直的直線在該若有一直線的投影呈現實長時，則兩垂直的直線在該
投影面的投影呈現垂直。投影面的投影呈現垂直。

兩直線垂直但其投影不垂直 兩直線不垂直但其投影呈現垂直 兩直線垂直且投影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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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直線的夾角兩直線的夾角1/71/7

已知兩相交直線的投影。已知兩相交直線的投影。



35

兩直線的夾角兩直線的夾角2/72/7

作水平主線，使線的兩端點作水平主線，使線的兩端點
分別位於兩相交直線上，則分別位於兩相交直線上，則
aahhddhh呈現實長（呈現實長（ADAD為水平線為水平線
）。）。



36

兩直線的夾角兩直線的夾角3/73/7

作副基線作副基線GL1GL1與與aahhddhh的延的延
長線垂直。長線垂直。



37

兩直線的夾角兩直線的夾角4/74/7

作圖得兩相交直線所構成作圖得兩相交直線所構成
的平面的邊視圖。的平面的邊視圖。



38

兩直線的夾角兩直線的夾角5/75/7

作第二副基線作第二副基線GL2GL2與與
邊視圖平行。邊視圖平行。



39

兩直線的夾角兩直線的夾角6/76/7

作第二副投影得平面的實形。作第二副投影得平面的實形。



40

兩直線的夾角兩直線的夾角7/77/7

兩相交直線的夾角兩相交直線的夾角θθ即為實角。即為實角。



41

兩複斜線的夾角兩複斜線的夾角1/91/9

已知兩複斜直線的投影。已知兩複斜直線的投影。



42

兩複斜線的夾角兩複斜線的夾角2/92/9

過過AA作作CDCD的平行線得的平行線得AEAE。。



43

兩複斜線的夾角兩複斜線的夾角3/93/9

連接連接B B 、、 EE得平面得平面abeabe與與
直線直線CDCD平行。平行。



44

兩複斜線的夾角兩複斜線的夾角4/94/9

作水平主線，使線的兩端作水平主線，使線的兩端
點分別位於兩相交直線上點分別位於兩相交直線上
，則，則aahhffhh呈現實長（呈現實長（AFAF是是
水平線）。水平線）。



45

兩複斜線的夾角兩複斜線的夾角5/95/9

作副基線作副基線GL1GL1與與aahhffhh的延的延

長線垂直。長線垂直。



46

兩複斜線的夾角兩複斜線的夾角6/96/9

作圖得平面作圖得平面ABEABE的的
邊視圖邊視圖aaxxbbxxeexx與直線與直線
CDCD的投影的投影ccxxddxx 。。



47

兩複斜線的夾角兩複斜線的夾角7/97/9

作第二副基線作第二副基線GL2GL2與邊視圖平行。與邊視圖平行。



48

兩複斜線的夾角兩複斜線的夾角8/98/9

作第二副投影得平面作第二副投影得平面ABEABE的實形。的實形。



49

兩複斜線的夾角兩複斜線的夾角9/99/9

兩相交直線的夾角兩相交直線的夾角θθ即為實角。即為實角。



50

兩直線的公垂線兩直線的公垂線1/91/9

已知兩直線的投影，求已知兩直線的投影，求
作兩直線的公垂線。作兩直線的公垂線。



51

兩直線的公垂線兩直線的公垂線2/92/9

作副基線作副基線GL1GL1與與aahhbbhh平平

行。行。



52

兩直線的公垂線兩直線的公垂線3/93/9

求作兩線的第一副投影
，則AB的副投影axbx呈
現實長。



53

兩直線的公垂線兩直線的公垂線4/94/9

於適當處作副基線於適當處作副基線GL2GL2
與與aaxxbbxx垂直。垂直。



54

兩直線的公垂線兩直線的公垂線5/95/9

作圖得第二副投影，其中作圖得第二副投影，其中
ABAB直線呈現端視圖。直線呈現端視圖。



55

兩直線的公垂線兩直線的公垂線6/96/9

過端視圖向過端視圖向ccyyddyy作垂線得作垂線得eeyy。。



56

兩直線的公垂線兩直線的公垂線7/97/9

過過eeyy作投影得作投影得eexx，過，過eexx向向aaxxbbxx作作
垂線得垂線得ffxx，，eexxffxx即為公垂線的第即為公垂線的第

一副投影。一副投影。



57

兩直線的公垂線兩直線的公垂線8/98/9

過過eexxffxx 作投影得作投影得eehhffhh。。



58

兩直線的公垂線兩直線的公垂線9/99/9

過過ffhh作投影得作投影得eevvffvv。。



59

直線在平面上直線在平面上1/51/5

已知直線的直立投影，欲求其水平投影。已知直線的直立投影，欲求其水平投影。



60

直線在平面上直線在平面上2/52/5

延長直線的直立投影延長直線的直立投影ddvveevv與平面相交於與平面相交於ffvv、、ggvv。。



61

直線在平面上直線在平面上3/53/5

過兩交點引垂線過兩交點引垂線
與平面的水平投與平面的水平投
影交於影交於ffhh、、gghh，連，連
接接ffhh、、gghh得得FGFG的的

水平投影水平投影。。



62

直線在平面上直線在平面上4/54/5

過過ddvv、、eevv引垂線與引垂線與FGFG的水平投影相交得的水平投影相交得ddhh、、eehh。。



63

直線在平面上直線在平面上5/55/5

連接連接ddhh、、eehh，即得直線，即得直線DEDE的水平投影的水平投影ddhheehh。。



64

直線與平面平行直線與平面平行

一直線與一平面平行時，該直線上任何一點到平面的一直線與一平面平行時，該直線上任何一點到平面的
距離都相等。距離都相等。

一直線與一平面平行時，直線的投影必與該平面的邊一直線與一平面平行時，直線的投影必與該平面的邊
視圖平行。視圖平行。

一直線與一平面平行時，平面上任何一點在該平面上一直線與一平面平行時，平面上任何一點在該平面上
所引的直線，必有一條是與該直線平行的！所引的直線，必有一條是與該直線平行的！



65

直線與平面平行直線與平面平行1/41/4

過已知點過已知點DD作平面的平行線，可過點作平面的平行線，可過點DD作與平面任一邊作與平面任一邊

平行的直線。平行的直線。



66

直線與平面平行直線與平面平行2/42/4

過已知點過已知點DD作平面的平行線，可過點作平面的平行線，可過點DD作與平面任一邊作與平面任一邊

平行的直線。平行的直線。



67

直線與平面平行直線與平面平行3/43/4

過已知點過已知點DD作平面的平行線，可過點作平面的平行線，可過點DD作與平面任一邊作與平面任一邊

平行的直線。平行的直線。



68

直線與平面平行直線與平面平行4/44/4

過已知點過已知點DD作平面的平行線，可過點作平面的平行線，可過點DD作與平面任一邊作與平面任一邊

平行的直線。平行的直線。



69

直線是否與平面平行直線是否與平面平行1/31/3

已知直線已知直線EFEF與平面與平面ABCABC的投影，判斷兩者是否平行？的投影，判斷兩者是否平行？



70

直線是否與平面平行直線是否與平面平行2/32/3

作平面上的任一直線作平面上的任一直線cchhddhh與與eehhffhh平行。平行。



71

直線是否與平面平行直線是否與平面平行3/33/3

過過ddhh引垂線與平面的直立投影交於引垂線與平面的直立投影交於ddvv，若，若ccvvddvv與直線與直線EFEF
的直立投影的直立投影eevvffvv平行，則直線平行，則直線ABAB與平面平行。與平面平行。



72

直線與平面垂直直線與平面垂直II

直線直線AA與與平面平面BB垂直時，過直線垂直時，過直線AA在在平面平面BB上的上的垂足垂足所所
作出落在該平面上的作出落在該平面上的任一直線任一直線皆與直線皆與直線AA垂直。垂直。

當平面的邊視圖與直線的投影呈現垂直時，該直線投當平面的邊視圖與直線的投影呈現垂直時，該直線投
影為實長投影。影為實長投影。



73

直線與平面垂直直線與平面垂直IIII

畫直線垂直於平面內任意相交線，則直線與平面成垂畫直線垂直於平面內任意相交線，則直線與平面成垂
直。直。

若平面內一直線與另一平面內兩相交直線垂直時，則若平面內一直線與另一平面內兩相交直線垂直時，則
兩平面相互垂直。兩平面相互垂直。



74

過點作直線與平面垂直過點作直線與平面垂直1/61/6

直線若與平面上的直線若與平面上的
任兩相交直線垂直任兩相交直線垂直
，則直線即與該平，則直線即與該平
面垂直。面垂直。

過已知點作平面的過已知點作平面的
垂線。垂線。



75

過點作直線與平面垂直過點作直線與平面垂直2/62/6

作平面的任一水平主線作平面的任一水平主線ADAD。。



76

過點作直線與平面垂直過點作直線與平面垂直3/63/6

作平面的任一直立主線作平面的任一直立主線BGBG。。



77

過點作直線與平面垂直過點作直線與平面垂直4/64/6

過過eevv作直線垂直於作直線垂直於
直立主線得直立主線得eevvffvv。。



78

過點作直線與平面垂直過點作直線與平面垂直5/65/6

過過eehh作直線垂直於作直線垂直於

水平主線。水平主線。



79

過點作直線與平面垂直過點作直線與平面垂直6/66/6

過過eevv作直線垂直投作直線垂直投
影得影得ffhh，，eehhffhh即為垂即為垂

直線的水平投影。直線的水平投影。



80

直線與平面相交直線與平面相交

直線與平面若有共點直線與平面若有共點，即稱為直線與平面相交。共，即稱為直線與平面相交。共
點為直線與平面的交點，為直線貫穿平面處，亦稱點為直線與平面的交點，為直線貫穿平面處，亦稱
貫穿點或穿點貫穿點或穿點。。

利用輔助投影利用輔助投影
求面求面ABCABC的邊的邊
視圖視圖AAAABBAACCAA與與
線線RRAASSAA。。
找出貫穿點找出貫穿點OOAA
。。

第一角法



81

直線與平面相交直線與平面相交1/31/3

求直線與平面的交點。求直線與平面的交點。



82

直線與平面相交直線與平面相交2/32/3

過過ffhh引垂線與直線的直立投影相交，得貫穿點直立投引垂線與直線的直立投影相交，得貫穿點直立投
影影ffvv。。



83

直線與平面相交直線與平面相交3/33/3

ffvv須位於平面的直立投影範圍內，否則直線與平面並須位於平面的直立投影範圍內，否則直線與平面並

未相交。未相交。



84

直線與平面的交點直線與平面的交點1/61/6

已知直線與平面已知直線與平面ABCABC的投影。的投影。



85

直線與平面的交點直線與平面的交點2/62/6

平面上作一水平主線平面上作一水平主線BDBD。。



86

直線與平面的交點直線與平面的交點3/63/6

作副基線作副基線GL1GL1與與bbhhddhh的的

延長線垂直。延長線垂直。



87

直線與平面的交點直線與平面的交點4/64/6

作輔助視圖，得平面的作輔助視圖，得平面的
輔助投影呈邊視圖。輔助投影呈邊視圖。



88

直線與平面的交點直線與平面的交點5/65/6

直線與平面的邊視圖的直線與平面的邊視圖的
交點即為貫穿點交點即為貫穿點 ，過，過 11
投影至水平投影。投影至水平投影。



89

直線與平面的交點直線與平面的交點6/66/6

過過 11投影至直立投影。投影至直立投影。



90

直線與平面的交點－割面法直線與平面的交點－割面法 1/51/5

已知直線與平面的已知直線與平面的
投影。投影。



91

直線與平面的交點－割面法直線與平面的交點－割面法2/52/5

通過直線通過直線DEDE作一與作一與
HH面垂直的假想割平面垂直的假想割平
面，過面，過nnhh 、、mmhh垂直垂直
投影得投影得nnvv 、、mmvv。。



92

直線與平面的交點－割面法直線與平面的交點－割面法3/53/5

連接連接nnvv 、、 mmvv與直線與直線
相交得交點相交得交點ffvv。。



93

直線與平面的交點－割面法直線與平面的交點－割面法4/54/5

過過ffvv作垂直投影即得貫作垂直投影即得貫
穿點之水平投影穿點之水平投影ffhh。。



94

直線與平面的交點－割面法直線與平面的交點－割面法5/55/5

作線條虛實線的判定。作線條虛實線的判定。



95

直線與平面的夾角直線與平面的夾角1/91/9

已知直線與平面的投影。已知直線與平面的投影。



96

直線與平面的夾角直線與平面的夾角2/92/9

作水平主線。作水平主線。



97

直線與平面的夾角直線與平面的夾角3/93/9

求作平面的邊視圖及求作平面的邊視圖及
直線的投影，得直線直線的投影，得直線
對平面的穿點對平面的穿點ooxx。。



98

直線與平面的夾角直線與平面的夾角4/94/9

投影得交點的水投影得交點的水
平投影平投影oohh及直立及直立
投影投影oovv。。



99

直線與平面的夾角直線與平面的夾角5/95/9

以以OO為中心旋轉法為中心旋轉法
求直線的實長。求直線的實長。



100

直線與平面的夾角直線與平面的夾角6/96/9

得直線的實長。得直線的實長。



101

直線與平面的夾角直線與平面的夾角7/97/9

分別過分別過ddxx 、、 eexx作作
bbxxccxx 的平行線。的平行線。



102

直線與平面的夾角直線與平面的夾角8/98/9

以以OO為中心旋轉為中心旋轉

直線至與輔助投直線至與輔助投
影面平行（旋轉影面平行（旋轉
時與時與abcabc平面夾平面夾

角維持不變）。角維持不變）。



103

直線與平面的夾角直線與平面的夾角9/99/9

直線與邊視圖的夾直線與邊視圖的夾
角即為直線與平面角即為直線與平面
的實角。的實角。



104

直線與平面的夾角－餘角法直線與平面的夾角－餘角法1/111/11

已知平面及直線的投影。已知平面及直線的投影。



105

直線與平面的夾角－餘角法直線與平面的夾角－餘角法2/112/11

過過ccvv作水平主線作水平主線。。



106

直線與平面的夾角－餘角法直線與平面的夾角－餘角法3/113/11

過過bbhh作直立主線。作直立主線。



107

直線與平面的夾角－餘角法直線與平面的夾角－餘角法4/114/11

過過eevv作直線與直立作直線與直立

主線垂直，過主線垂直，過eehh作作

直線與水平主線垂直線與水平主線垂

直。直。



108

直線與平面的夾角－餘角法直線與平面的夾角－餘角法5/115/11

過過ddvv作水平主線得交點作水平主線得交點

ffv v ，得，得 EFEF垂直於垂直於ABCABC平平
面。面。



109

直線與平面的夾角－餘角法直線與平面的夾角－餘角法6/116/11

過過ffvv作垂線得作垂線得ffhh ，連接，連接ffhh

與與ddhh，得，得DEFDEF平面的水平面的水

平投影平投影ddhheehhffhh。。



110

直線與平面的夾角－餘角法直線與平面的夾角－餘角法7/117/11

作副基線作副基線GL1GL1與與ffhhddhh的延的延

長線垂直。長線垂直。



111

直線與平面的夾角－餘角法直線與平面的夾角－餘角法8/118/11

作輔助視圖，得平面作輔助視圖，得平面

DEFDEF的輔助投影呈邊的輔助投影呈邊

視圖。視圖。



112

直線與平面的夾角－餘角法直線與平面的夾角－餘角法9/119/11

作第二副基線作第二副基線GL2GL2
與與eexxddxxffxx平行。平行。



113

直線與平面的夾角－餘角法直線與平面的夾角－餘角法10/1110/11

作第二副投影得作第二副投影得DEFDEF平面的實形。平面的實形。



114

直線與平面的夾角－餘角法直線與平面的夾角－餘角法11/1111/11

兩相交直線夾角的餘角兩相交直線夾角的餘角θθ即為所求。即為所求。



115

兩平面平行兩平面平行

當一平面中的相交直線與另一平面的相交直線呈現平當一平面中的相交直線與另一平面的相交直線呈現平
行，該兩平面即相互平行行，該兩平面即相互平行。。

兩平面平行時，其邊視圖必相互平行。兩平面平行時，其邊視圖必相互平行。



116

兩平面平行兩平面平行1/51/5

已知兩平面的投影。已知兩平面的投影。



117

兩平面平行兩平面平行2/52/5

過過FF作水平主線。作水平主線。



118

兩平面平行兩平面平行3/53/5

作副基線作副基線GL1GL1與與gghhffhh

的延長線垂直。的延長線垂直。



119

兩平面平行兩平面平行4/54/5

作輔助視圖，兩平面作輔助視圖，兩平面
的副投影同時呈現邊的副投影同時呈現邊
視圖。視圖。



120

兩平面平行兩平面平行5/55/5

兩平面的副投影同時兩平面的副投影同時
呈現邊視圖且互相平呈現邊視圖且互相平
行，可知兩平面互相行，可知兩平面互相
平行。平行。



121

過點作一平面與一平面平行過點作一平面與一平面平行1/51/5

已知平面已知平面ABCABC及點及點DD的投影，欲過點的投影，欲過點DD作一平面與作一平面與ABCABC
平行。平行。



122

過點作一平面與一平面平行過點作一平面與一平面平行2/52/5

過過ddvv作作ddvveevv與與aavvbbvv平行。平行。



123

過點作一平面與一平面平行過點作一平面與一平面平行3/53/5

過過ddhh作作ddhheehh與與aahhbbhh平行。平行。



124

過點作一平面與一平面平行過點作一平面與一平面平行4/54/5

過點過點DD作作DFDF平行於平行於ABCABC任一邊任一邊AC AC 。。



125

過點作一平面與一平面平行過點作一平面與一平面平行5/55/5

平面平面DEFDEF即與平面即與平面ABCABC互相平行。互相平行。



126

兩平面相交兩平面相交1/81/8

已知兩平面的投影。已知兩平面的投影。



127

兩平面相交兩平面相交2/82/8

作水平主線。作水平主線。



128

兩平面相交兩平面相交3/83/8

作作GL1GL1與水平主線垂直。與水平主線垂直。



129

兩平面相交兩平面相交4/84/8

作輔助視圖，作輔助視圖，ABCABC平面平面
呈現邊視圖。呈現邊視圖。



130

兩平面相交兩平面相交5/85/8

DEFDEF平面的邊與邊視圖平面的邊與邊視圖
相交於相交於11、、22，將，將11、、22投投
影至水平投影。影至水平投影。



131

兩平面相交兩平面相交6/86/8

將將11、、22投影至直立投影。投影至直立投影。



132

兩平面相交兩平面相交7/87/8

作直線與平面投影重疊部作直線與平面投影重疊部
分的虛實線判斷。分的虛實線判斷。



133

兩平面相交兩平面相交8/88/8

作直線與平面投影重疊作直線與平面投影重疊
部分的虛實線判斷。部分的虛實線判斷。



134

兩平面相交－割平面法兩平面相交－割平面法1/71/7

已知兩平面投影。已知兩平面投影。



135

兩平面相交－割平面法兩平面相交－割平面法2/72/7

分別求一平面的各稜對分別求一平面的各稜對
另一平面的交點，另一平面的交點，22為為
DFDF對對ABCABC平面的穿點。平面的穿點。



136

兩平面相交－割平面法兩平面相交－割平面法3/73/7

分別求一平面的各稜對分別求一平面的各稜對
另一平面的交點，另一平面的交點，11為為
EFEF對對ABCABC平面的穿平面的穿

點。點。



137

兩平面相交－割平面法兩平面相交－割平面法4/74/7

投影投影11、、22得交線的水得交線的水

平投影。平投影。



138

兩平面相交－割平面法兩平面相交－割平面法5/75/7

投影投影11、、22得交線的直得交線的直

立投影。立投影。



139

兩平面相交－割平面法兩平面相交－割平面法6/76/7

作直線與平面投影重疊作直線與平面投影重疊
部分的虛實線判斷。部分的虛實線判斷。



140

兩平面相交－割平面法兩平面相交－割平面法7/77/7

作直線與平面投影重疊作直線與平面投影重疊
部分的虛實線判斷。部分的虛實線判斷。



141

兩平面垂直兩平面垂直

當一平面上的一直線與另一平面垂直時，該兩平面當一平面上的一直線與另一平面垂直時，該兩平面
即相互垂直即相互垂直。。



142

兩平面垂直兩平面垂直1/61/6

已知已知ABCABC平面及平面及EKEK
直線的投影，欲過直線的投影，欲過
EKEK直線作一平面與直線作一平面與
ABCABC垂直。垂直。



143

兩平面垂直兩平面垂直2/62/6

作水平主線作水平主線ADAD 。。



144

兩平面垂直兩平面垂直3/63/6

作直立主線作直立主線BG BG 。。



145

兩平面垂直兩平面垂直4/64/6

過過eevv作直線作直線eevvffvv垂直於直立主線。垂直於直立主線。



146

兩平面垂直兩平面垂直5/65/6

過過eehh作直線作直線eehhffhh垂直於垂直於
水平主線，直線水平主線，直線EFEF即即
得所求的垂線。得所求的垂線。



147

兩平面垂直兩平面垂直6/66/6

連接連接FKFK得平面得平面DFKDFK，，
即與平面即與平面ABCABC互相垂互相垂

直。直。



148

兩平面的夾角兩平面的夾角

兩平面的實際夾角兩平面的實際夾角，呈現在兩平面的邊視圖中。，呈現在兩平面的邊視圖中。

若兩平面的交線已知若兩平面的交線已知，即可由交線的端視圖，獲得兩，即可由交線的端視圖，獲得兩
平面的邊視圖，以及兩平面的實際夾角。平面的邊視圖，以及兩平面的實際夾角。



149

兩平面的夾角兩平面的夾角1/81/8

已知兩相交平面的投影。已知兩相交平面的投影。



150

兩平面的夾角兩平面的夾角2/82/8

作副基線作副基線GL1GL1與與bbhhcchh平行。平行。



151

兩平面的夾角兩平面的夾角3/83/8

過水平投影各點向過水平投影各點向GL1GL1作垂線。作垂線。



152

兩平面的夾角兩平面的夾角4/84/8

求作副投影，得求作副投影，得BCBC的實長的實長bbxxccxx。。



153

兩平面的夾角兩平面的夾角5/85/8

作副基線作副基線GL2GL2與與ccxx、、
ddxx、、aaxx、、bbxx的延長線的延長線
垂直。垂直。



154

兩平面的夾角兩平面的夾角6/86/8

過副投影各點向GL2作垂線。作副基線作副基線GL2GL2與與ccxx

、、ddxx、、aaxx、、bbxx的延的延

長線垂直。長線垂直。



155

兩平面的夾角兩平面的夾角7/87/8

求作第二副投影，得求作第二副投影，得BCBC
的端視圖及兩平面的邊的端視圖及兩平面的邊
視圖。視圖。



156

兩平面的夾角兩平面的夾角8/88/8

兩邊視圖的夾角即為所求。兩邊視圖的夾角即為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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