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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点与折线集的中轴线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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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离散观点，将折线集分解为独立点、线要素，并且基于点的方位检索法、路径检索法和要素的作用

域概念，对各个要素中轴检索序列的分布规律与性质进行了深入剖析。通过对各要素中轴检索序列有序综

合，引入回归环的概念来简化中轴检索序列，得到点与折线集中轴线的有序点集，揭示了中轴线的构成实质与

相关性质特征。论证了中轴线的连续性，并且针对封闭折线集的特殊性进行了简要分析与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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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边形的中轴线是几何学中的基本问题，也

是空间分析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目前多边形中轴线求解的几何分析方法主要

是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剖分的外心法
［３，７～９］与重心

法［４］。这两种方法与中轴线的数学概念有很大差

异，原因在于中轴线并不是单纯的点线距离概

念，也不是单纯的线线距离概念，而是点点、点

线、线线距离概念的综合，传统矢量几何分析方

法求解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也极容易导致人们进

入一个中轴线求解误区。

无论是点线还是线线距离，最终都可以转

换为点点的距离概念，以离散点集为处理对象的

地图代数［６］通过距离变换能够直接实现对任意多

边形中轴线的求解。然而地图代数完全基于离散

数据，在大量以矢量为基础的空间分析中有一定

的局限性。文献［２］给出了另一种针对简单多边

形的区域划分方法求解中轴线。要实现对任意多

边形的中轴线求解，就要综合常规的几何分析方

法与离散分析方法，通过对矢量几何要素的离散

化来处理这一问题。

点与折线集的中轴线求解是解决多边形中轴

线求解问题的关键。点犘 与折线集犕 的中轴

线，就是到点犘 与到折线集犕 距离相等的所有

点的有序集合，在平面空间中其几何意义表现为

与点犘相接同时与折线集犕 中某一条折线相切

或与某一端点相接圆的圆心运动轨迹。文献［１］

基于三维空间提出了这一概念模型。本文约定讨

论的点犘到折线集犕 的中轴线问题中，犘犕，

且犕 中各线段连续，它符合一般情形。点犘 称

为检索源点，集合犕 的有序点集称为检索路径，

检索到的犕′点的集合称为检索点集。

１　点到线段的中轴线与中轴检索机

制

　　定义点犘到折线集犕 的距离犱（犘，犕）为：

犱（犘，犕）＝ｍｉｎ｛犱（犘，犾犽）狘犾犽 ∈犕｝

其中，犽＝０，犾，２…，狀－１，犾为犕 中的线段；狀为犕

中线段的条数。

点到任意线段的中轴线，为一段抛物线弧段。

对任意点到任意线段求取抛物线弧段的方法如

下。

如图１所示，在线段犃犅上从犃→犅按照某

种密度依次取点犕，过 犕 作犃犅 的垂线犔，在犔

上求取一点犕′，使得犱（犕′，犕）＝犱（犕′，犘），利用

参数方程得（犛≥０）：

狓犕 ＝狓犃＋（狓犅－狓犃）·狋

狔犕 ＝狔犃＋（狔犅－狔犃）·
｛ 狋

　狋∈ ［０，１］

从而有：

狓犕′ ＝狓犕 犛·ｓｉｎα

狔犕′ ＝狔犕 ±犛·ｃｏｓ
烅
烄

烆 α

　　求解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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犱（犕′，犘）＝犛

求得犛后即可得到犕′（狓，狔），从而可以得到一系

列抛物线轨迹点。

上述对抛物线弧段的求取，实际上就是沿检

索路径的遍历过程，这种遍历过程称为折线的路

径检索（简称为路径检索）。

方位检索就是以检索源点犘为中心，以从犘

点引出的检索射线绕点犘 旋转时相对于检索路

径犕 检索到的满足一定条件的点的集合的过程。

如果将其检索条件限定为到点犘与到点集犕 的

距离相等，那么所得到的检索点集的有序序列称

为中轴检索序列，这个过程称为中轴线检索。图

２给出了点犘与点犙 的中轴线检索过程：定义θ

为检索变量，其检索空间为［０，π］。０值方向定义

为过犘点且与犘犙 垂直的一条射线，其检索点定

义在负无穷远处；π值方向为过犘 点且与犘犙 垂

直的另一条射线，其检索点定义在正无穷远处。

图１　路径检索与抛物线求解　　图２　点的方位检索

Ｆｉｇ．１　ＲｏｕｔｅＩｎｄｅｘａｎｄ　　Ｆｉｇ．２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Ｐａｒａｂｏｌａ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Ｐｏｉｎｔ

对独立要素而言，其中轴检索序列就是该要

素所对应的中轴线，但对整个折线集来说，各要素

的中轴检索序列的简单连接并不一定是最终的中

轴线。为了区别，针对要素或没有综合前的中轴

线，只称为中轴检索序列。对 犕 的路径检索，也

可以通过对点犘 的方位检索来得到中轴检索序

列。在对相关问题的分析中，巧妙地结合这两种

形式的检索方法，能够有效地实现对问题的求解。

在图１所示的路径检索中，对单一线段的中

轴线求解，狋的定义域为［０，１］，但对多条线段的

中轴线求解，定义域需要综合考虑其他折线段的

情况来界定；同样在图２所示的方位检索中，也需

要对检索定义域θ进一步限定，本文通过引入作

用域这个概念来讨论狋与θ的定义域。

２　点线要素的作用域概念与性质

折线集可以分解为独立的端点与不包括端点

的线段（后文所指的线段均不包括端点）的有序集

合，这些点与线段为折线集的构成要素，简称为要

素。要素的作用域可以形象地理解为线段或端点

对中轴线的影响空间，在各自作用域内，要素对应

的中轴检索序列由点犘与要素自身独立确定，其

他要素不会产生干扰。作用域是相对于点、线独

立要素而言的，但同时它又要与其邻接要素来共

同确定空间的分割，如图３所示。

图３　点线作用域与截断线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ＡｒｅａｆｏｒＰｏｉｎｔｏｒＬｉｎｅａｎｄ

ＩｔｓＴｒｕｎｃａｔｉｏｎＬｉｎｅ

由图１可知，弧段是由过两个端点且与线段

犃犅垂直的两条射线截断的，这两条分割作用空

间的射线为截断线。可以认为，截断线是检索定

义域的几何表现形式，用来限定要素与点的中轴

线的检索定义域（狋或θ）。截断线主要有两种形

式：在端点或凸点处过顶点且垂直于边的垂线以

及在凹点处的角平分线。这也是相邻要素的作用

域分割原则。

点和直线是两种最基本的要素，线段的作用

域是直线作用域的有限子集。由图１、图２可知，

相对于检索源点犘而言，点犘与线段的中轴线为

以点犘 为焦点，线段所在的直线为准线的抛物线

在线段的作用域内的一部分弧段；点犘与点犙 的

中轴线为犘犙 的中垂线在点犙 的作用域内的部

分线段、直线或射线。

定义与检索源点犘 同侧的检索空间为要素

作用的半空间。半空间也是要素作用的最大有效

空间，作用域按照对中轴线的贡献可以分为正作

用域、负作用域与零作用域。截断线顺序与检索

顺序保持一致的是正作用域，方向不一致的或跨

越半空间的是负作用域，负作用域对中轴线的构

成起抵消作用。凹点的作用域是零作用域。零作

用域不对中轴线的产生作出贡献，可以不予考虑。

下面以一个较复杂的情况来深化对作用域的

理解。如图４所示，犗犔′⊥犗犃，犗犔″⊥犗犅，犗犔⊥

犗犘，犗犙′为检索扫描线，犙′为检索点。根据作用

域分割原则，犗点作用域的起始截断线应该为射

线犔′，终止截断线为犔″，作用域跨越了以犔分割

的半空间，同时作用在犗点的正、负作用域。

按照以点犗为圆心，从犔′到犔″的逐步方位检

索法提取中轴线的过程，可对图４点犗的作用域

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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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作用域与负作用域共同作用的情形

Ｆｉｇ．４　Ｃｏａｃｔ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ＡｒｅａａｎｄＲｅｖｅｒｓ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Ａｒｅａ

解释如下：随着犗犙′沿逆时针从犗犔′向犗犔 旋转，

其截断线不断向犗犔靠拢，在作用域Ⅰ中中轴检

索序列为犘犗中垂线上从犙 点到－∞处的一条射

线，当犗犙′突破犗犔 继续沿逆时针旋转时，截断线

超越了半空间从而产生了负作用域，检索点犙″跳

跃至正无穷远处开始检索至犕 点。由于是负作

用域，不能与前一段中轴线进行简单的叠加，这里

提出了补偿叠加的概念来解释犗点中轴检索序

列的构成，即负作用域Ⅱ的中轴检索序列不包含

中垂线上从＋∞远处到犕 点的这一段，等价于包

含从－∞到犕 的这一段的正作用域。这样两部

分正作用域在中垂线上的叠加区间就是从－∞到

犕 处，检索点的方向也正好一个来回，保证了检

索点序列的连续性。

这种解释可以很好地与现实情形相吻合，然

而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从更深的层面来认识与了

解，如检索点从－∞到＋∞的转变是否连续，针对

这种转变如何解释检索点的连续性以及如何从本

质上解释补偿叠加。

了解作用域的实质后，就可以从形式上简化

对这种情形的认识，即点犗 的作用域是犔′犗犔、

犔″犗犔′两部分的空间叠加。由犔″犗犔′得到的中轴

线段犕犙 称之为补偿线，如图４所示。

３　点到连续线段的中轴检索序列

论点１：两相邻点线要素各自的中轴检索序

列在它们之间的截断线上相交于一点。

推论１：折线集中各点线要素的中轴检索序

列构成一段连续的折线集。

各个作用域内中轴检索序列是连续的，要保

证中轴线的连续性，则需要证明两邻接作用域内

的中轴检索序列在其截断线上交于一点。

１）当线段连接点为凹点时，如图５（ａ），两段抛

物线相交，设交于犗点，则分别有｜犗犘｜＝｜犗犈｜，

｜犗犘｜＝｜犗犉｜，故｜犗犉｜＝｜犗犈｜，连接犙犗得到射线

犔０，可知犔０即为∠犈犙犉的角平分线。故交点就在

它们的角平分线上，即截断线上。同理可证犕、犖

分别为两相邻要素在其截断线上的交点。

２）当线段连接点为凸点时，如图５（ｂ），两段

抛物线弧段不能相交。依点与两折线的位置关系

可以分为Ⅰ、Ⅱ、Ⅲ三个区间。当犘点处于Ⅰ区，

设两抛物线弧段对应于犙点的弧端点分别为犕、

犖，连接犕犖 与犘犙；

∵｜犘犖｜＝｜犖犙｜，｜犘犕｜＝｜犕犙｜

∴犕犖 为犘犙 的中垂线，即让它们在截断线

上相交。

同理可证，当犘点处于Ⅱ、Ⅲ区时，两相邻检

索序列也是在截断线上相交的。综上所述，任意

两个相邻作用域内的中轴检索序列在其截断线上

交于一点，由数学归纳法可知，点犘 对折线集的

各个要素的中轴检索序列是连续的。

在图６中，
︵
犅′犆′作用在负作用域，

︵
犃′犅′与

︵
犆′犇′交于点犙，因为点集序列的回转形成了一个

包含
︵
犅′犆′的环，称之为回归环，

︵
犅′犆′的作用正好抵

消了这个环，从而使得︵犃′犙′与
︵
犙′犇′为该折线集与

点犘 的中轴线，中轴线的这种相对于检索源点犘

而言取近舍远的原则称之为就近原则。

　　　　　　　　图５　中轴线连接的几种典型情形　　　　　　　　　图６　负作用域与回归环

　　　　Ｆｉｇ．５　ＳｏｍｅＣａｓｅｓｏｆＭｅｄｉａｌＡｘｉｓ’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ｎｅｓ　 　Ｆｉｇ．６　Ｒｅｖｅｒｓ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ＡｒｅａａｎｄＲ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ｉｒｃｌｅ

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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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６可知，线段犅犆实际上没有对中轴线

作出贡献，因而可以将它剔除，直接以犃犅与犇犆

的角平分线作为它们的截断线来分割作用域。

图６中，犙′点正好在这条角平分线上，可见这种简

化是完全合理的。根据这个原则，也可以对很多

复杂的多边形进行化简。

回归环的方式有隐式回归与显式回归，图６

是一种隐式回归，它主要是由于检索路径与生成

的检索点有序序列方向不一致而产生的，隐式回

归一般可以通过对截断线的修正来避免，如在凹

点处采用角平分线作为截断线。显式回归是由于

检索路径反向而导致中轴检索序列的必然回归。

如图７所示，犕１犕２与其他线段的连接方向不一

致，是逆向的。从作用域的观点分析，显式回归是

由于作用域超越了半空间而引起的。

４　点、线要素的综合与化简

论点２：点到折线集的中轴线是各点、线要素

中轴检索序列的一条连续的折线子集。

前已述及，要素的中轴检索序列并不一定就

是点与折线集的中轴线，具体描述如下。

将折线集犕 依次分成犕０、犕１、…、犕狀个要素

（凹点除外），其各自与点犘对应的中轴检索系列

分别为犛０、犛１、…、犛狀，则由犛０、犛１、…、犛狀组成一个

新的折线集犛，犛与要求的点犘 与折线集犕 的中

轴线点集犗 有如下关系：

犗犛

　　当且仅当所有要素犕犻的中轴检索序列犛犻作

用在犕犻的正作用域时，有犗＝犛。此时，因为犛是

连续的，故犗也是连续的。由于保证了检索方向

的一致性，不会出现回归环的问题，因而在每一检

索方向上有惟一确定的检索点，保证了中轴线惟

一确定性。

当存在犛犻作用在犕犻的负作用域时，由于中轴

检索序列出现了回归，导致在一个检索方向上可

能与多个检索点对应，造成了中轴线的不确定性，

这时需要根据中轴线的就近原则从犛中提取一

部分折线集子集犛＋犗
１
作为犗集的成员。如图７

所示，对于未被提取的作用在正作用域内的部分

折线子集犛＋犗
２
，则有如下关系：

犛＝犛＋犗１＋犛＋犗２＋犛－犗

犗＝犛＋犗１＋犛＋犗２－犛－犗

犛＋犗２－犛－犗 ＝

其中，犛＋犗
１
＝｛犇犈，

︵
犇犃，犃犅，犅犉｝；犛＋犗

２
＝｛犅犃，

图７　回归环与中轴线的连续性

Ｆｉｇ．７　Ｒ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ｉｒｃｌｅａｎｄＭｅｄｉａｌＡｘ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犃犆，
︵
犆犌｝；犛－犗＝｛犌犎，犎犐，

︵
犔犑，
︵
犑犅｝。

可以认为空集的表现形式就是中轴检索序列

上的回归环。回归环的作用是：能够保证去掉回

归环后中轴线依然是连续的；能够扭转负作用域

的检索方向，从而使得去掉回归环后得到的中轴

线的检索方向保持前后一致。

５　点与封闭折线集的问题

当点犘在折线集内部（折线集所构成的多边

形内）时，点犘 与折线集的中轴线总是封闭的有

限点集，而不论该折线集是否封闭；当点犘 在折

线集外部时，不论其折线集是否封闭，其中轴线总

是开放的无限点集。如图８，去掉线段犆犇 后对

非封闭折线集，其中轴线依然是封闭的。而图９

中，对封闭折线集来说，其中轴线上的点实际上沿

着两条中垂射线犃″犃′、犇″犇′向远处无限延伸，因

而其点集是无限的、开放的，这是由于折线集的两

端点失去了方向约束后，退化为一个独立点继续

与犘点发生作用，从而得到一条无限延伸的中垂

射线参与到中轴线的构成中。

对封闭折线集，其中轴检索序列一定包含一

个环，这是由中轴线的检索机制所决定的，但这种

环有别于回归环。在图８中，各个要素的检索序

列都作用在要素的正作用域内，这样得到的中轴

检索序列是完全合理的中轴线。而在图９中，对

点犘进行中轴检索时，各个要素的检索序列也都

是作用在要素的正作用域内，得到的中轴检索序

列显然不符合中轴线的确定性，这时就需要依据

就近原则剔除一部分分支（图８中粗虚线表示），

从而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中轴线。

６　结　语

本文运用离散的观点，通过先分解、后综合、

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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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点在封闭折线集

内的中轴线
　　　

图９　点在封闭折线集

外中轴线情形

Ｆｉｇ．８　ＭｅｄｉａｌＡｘｉｓｗｈｅｎ

ＰｏｉｎｔＩｎｓｉｄｅｔｈｅＰｏｌｙｇｏｎ
　　

Ｆｉｇ．９　ＭｅｄｉａｌＡｘｉｓｗｈｅｎ

ＰｏｉｎｔＯｕｔｓｉｄｅｔｈｅＰｏｌｙｇｏｎ

再化简的方法提取中轴线，能够很好地摆脱几何

图形的形态多样性与复杂性束缚，将有助于解决

多边形中轴线提取的几何分析方法、路径检索法

以及多边形化简与分割等方面的研究与应用。目

前已实现针对任何多边形求取中轴线的路径检索

方法。

参　考　文　献

１　Ｇｉｂｌｉｎ，Ｂ．ＡＦｏｒｍ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３ＤＭｅｄｉａｌＡｘｉｓ

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Ｌｏｃａｌ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０４，２６

（２）：２３８～２５１

２　ＣｈｉｎＦ，ＳｎｏｅｙｉｎｋＪ，ＷａｎｇＣＡ．Ｆｉ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ｌＡｘ

ｉｓｏｆａＳｉｍｐｌｅＰｏｌｙｇｏｎｉｎＬｉｎｅａｒＴｉｍｅ．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Ｃｏｍ

ｐｕｔ．Ｇｅｏｍ，１９９９，２１：４０５～４２０

３　ＤａｋｏｗｉｃｚＭ，ＧｏｌｄＣ．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Ｓｌｏｐｅｓｆｒｏｍ

Ｔｅｒｒａｉｎ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ｖｏｒｏｎｏｉ．ｃｏｍ，２００１

４　周培德，周忠平．确定任意多边形中轴的算法．北京理

工大学学报，２０００，２０（６）：７０８～７１１

５　周培德．计算几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６　胡　鹏，游　连，杨传勇，等．地图代数．武汉：武汉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７　艾廷华，郭仁忠．基于约束Ｄｅｌａｕｎａｙ结构的街道中轴

线提取及网络模型建立．测绘学报，２０００，２９（４）：３４９～

３５３

８　陈　涛，艾廷华．多边形骨架线与形心自动搜寻算法

研究．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４，２９（５）：４４３～

４４６

９　乔庆华，吴　凡．基于约束Ｄｅｌａｕｎａｙ结构的街道中轴

线提取及网络模型建立．测绘通报，２００４（５）：３４８～３５４

第一作者简介：韩元利，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是地理信息系统、

三维可视化等。

Ｅｍａｉｌ：ｇｏｌｄｅｎｈｙｌ＠ｓｉｎａ．ｃｏｍ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狅狀犕犲犱犻犪犾犃狓犻狊犅犲狋狑犲犲狀犗狀犲犘狅犻狀狋犪狀犱犕狌犾狋犻犾犻狀犲犛犲狋

犎犃犖犢狌犪狀犾犻１　犎犝犘犲狀犵
１
　犇犝犛犺狌犪狀犵

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ｏｉｎｔｓｏｕｔ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ａｙｓｏｆ

ｏｕｔｌ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ｌｙｇｏｎｍｅｄｉａｌａｘｉｓｂ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ａ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ｖｉｅｗ，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ｅｓｅｔｉｓ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ｉｎｔｏｍａｎｙｍｏｎｏｔｏｎｅｐｏｉ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ｉｎ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ｅｎｗｅｍａｒｋｏｕｔ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ａｒｅａｆｏｒ

ｅａｃｈ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ｇｅｔｅａｃｈ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ｍｅｄｉａｌａｘｉｓｐｏｉｎｔｓｅｔ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ｔｈｒｏｕｇｈ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ｒｏｕｔｅｉｎｄｅｘｗｈｉｃｈ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ｏｉｎｔａｎｄｌｉｎ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ｉｄｏｆ

ｔｈｅｓｅｓｉｎｇｌ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ｍｅｄｉａｌａｘｉ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ｒｕｌｅａｎｄｉｔ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ａｌｓｏ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ｄｅｅｐｌｙ．

Ａｔｌａｓｔ，ｗｅｃａｎｏｕｔｌｉｎｅ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ｍｅｄｉａｌａｘ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ｓｉｎｇｌｅｐｏｉｎｔ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ｅｓｅｔｂｙｔｈ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ｅａｃｈ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ｄｅｘｐｏｉｎｔｓｅ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ｒ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ｉｒｃｌｅｉｓ

ｕｓｅｄｔｏｓｉｍｐｌｉｆｙ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ｍｅｄｉａｌａｘｉｓａｎｄｔｏ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ｃｅｏｆｍｅｄｉａｌａｘｉｓ．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ａｎｄｓｉｎｇｌｅｎｅｓ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ｌｓｏａｒｇｕ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ｄｓｏｍ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ｃａｓｅｓｕｃｈ

ａｓｃｌｏｓｅｄ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ｅｓｅｔｉｓｇｉｖｅｎｉｎｂｒｉｅｆｔｏｐｒｏｖｅｏｕｒ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ｒｔｏｌｉｓｔａｓｓｐｅｃｉａｌｃａｓ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ｅｓｅｔ；ｍｅｄｉａｌａｘ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ａｒｅａｏｆｐｏｉｎｔａｎｄｌｉｎｅ；ｓｋｅｔｃｈ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ＨＡＮＹｕａｎｌｉ，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ｉｎＧＩＳａｎｄ３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ｍａｉｌ：ｇｏｌｄｅｎｈｙｌ＠ｓｉｎａ．ｃｏｍ

５２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