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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黑体五号）简要的说明文章反映的主要内容，解决了什么问题，达到了什么效果或目的，起到了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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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均用黑体五号）

0 引言（宋体四号）
1 一级标题（宋体四号）
1.1 二级标题（黑体五号）
1.1.1 三级标题（楷体五号）
正文：地质灾害的发生常常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给工程建设带来很大影响。（宋体
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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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注用宋体六号。

（2）公式：应包括式体、式号和式注三部分，物理量用斜体。如：

y=ax+b

(1)

式中：y 字符含义，单位；a 字符含义，单位；x 字符含义，单位； b 字符含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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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w consumed power design of the hand-hold device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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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黑体五号）：This paper presents a fast arc detection method which is used for scanned linedrawing graphics recognition. It is a kind of method which is from arc supposition to arc verification.
Firstly extract the skeleton of the line-drawing image, then use the piecewise linear polygon to approximate
the skeleton for more simplification and reducing the quantum of data. After that, the local discrete
curvature of every dominant point of the linear polygon is calculated and the discrete curvature is used to
assume some arcs exist locally. Finally the hypotheses are verified by mapping the hypothetical arcs’ back
into the original image according to the arcs’ circle parameters. This proposed method has the advantages
that it can deal with the conditions of rupture, intersection and overlapping and it is robust and fast.（五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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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vature; line drawing（五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