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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国内普遍使用的基于72-模型的快速成型软件在精确度和灵活性上都存在着很多缺陷，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快速成型技术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以三维几何造型系统8307">%为平台，实现了一个基于/,6模型的

直接快速成型软件，可进行分层、填充、构造支撑体以及生成/-5文件等>针对其中的若干问题给出了相应的算法和

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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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快速成型技术（*?RKS1@<Q<QTRKGH，简称*1）是

在计算机技术、数控技术、激光技术和新材料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先进制造技术>经过十几年的发

展，已经形成一个以该技术为核心，包括/,6造型、

数据处理、三维几何重构，以及工模具制造技术等多

项技术在内的相对完善的技术体系>*1技术将实

物信息化、数据处理、信息物化、物态转化、数字设

计、物理制造联系在一起，具有原型的复制性、互换

性高，制造工艺与制造原型的几何形状无关，以及加

工周期短、成本低等特点>因此，*1技术目前已经

发展成为缩短产品市场化周期的有效支持工具，在

医学、化工、建筑和土木工程等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

用［!］>
*1技术基于离散堆积成型方式，是将零件的数

字信息自动转换为相应的物理实体的若干制造技术

及其他相关技术的总称>*1技术基本的成型原理

!!!!!!!!!!!!!!!!!!!!!!!!!!!!!!!!!!!!!!!!!!!!!!!!!!!!!!!!!!!!!!!

是将三维几何模型进行离散，用一系列扫描面对三



维!"#模型进行分割，这些切割面称为离散基面$
离散基面可以是一族平行的平面，这也是目前广泛

采用的方法$从工艺的角度分析，各种%&工艺都包

括以下几个相互联系的工艺要素：（’）单元材料供

给；（(）单元成型；（)）单元连接；（*）零件支撑，（+）零

件变形控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技术采用堆积

成型的制造方式，因此在%&过程中要对零件添加

支撑，这种添加可以是人工添加，也可交由成型软件

自动添加$
早期的%&系统对准确性并没有给予太多的重

视$随着%&技术的发展，增强%&模型的准确性已

经成为%&技术的核心$本文针对传统的基于,-.
模型的%&技术在这方面的不足，对基于!"#模型

的直接%&技术中的若干问题进行研究，并给出相

应的算法，最后在一个已有的!"#几何造型系统中

实现$

! 基于"#$模型的%&软件的不足

目前国内在%&软件方面的研究较少，而且普

遍采用的是基于,-.模型的方法［(/)］$该方法的主

要思想是将三维!"#模型离散成三角形面片（,-.
文件），然后再对这些三角形面片进行等厚分层$其

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镶嵌

,-.模型是对原始!"#模型的一阶近似，由

于不能包含任何的原始设计信息，因此丧失了原始

!"#模型所具有的几何和拓扑方面的健壮性；同

时，由于该模型是由一些三角面片的列表构成，不包

含拓扑信息，因此常常会出现裂缝、重叠等类似的误

差$另外，,-.模型中每个三角面片都必须单独记

录，这样就包含了很多冗余数据$
将,-.模型分层后，轮廓线上常常由多条极短

的线段组成，这些线段往往会使得成型过程缓慢、费

时，并对加工仪器造成损害$
（(）台阶效应

通常用一组平行于水平面的平面对模型进行分

层，这样，%&零件的边界就成为原始!"#模型的边

界的逐层近似，于是在垂直方向上就可能会产生台

阶效应，如图’所示$
分层的过程对台阶效应有直接的影响$最常见

的等厚分层将产生严重的台阶效应，这是因为该方

法没有考虑!"#模型在垂直方向上的曲率变化$为

了提高精度，减小台阶效应，需要进行自适应分层$

图’ 台阶效应

’ 软件功能简介

相对于,-.文件的局限性，对!"#模型进行

直接分层则有较大的优越性，包括更大的模型精度、

减少了预处理时间、不需要检查和修补软件以及文

件尺寸小等$国外已有不少!"#模型直接分层技

术成果的报道$清华大学国家!"#工程中心和激

光快速成形中心合作，在国内率先开展了这项技术

的研究$
我们使用清华大学国家!"#工程中心自主开

发的三维几何造型系统012,3$4作为开发平台，

%&分系统与012,3$4无缝集成$%&分系统能够

直接对012,3$4生成的)#模型进行操作，包括固

定厚度、自适应分层、自动计算填充线、自动添加支

撑和 自 动 生 成 通 用 层 片 接 口（!56657.89:;
<7=:;>8?:，!.<）文件+个模块$主要功能包括：

（’）能够对012,3$4生成的)#模型直接进

行分层；

（(）可以进行固定厚度分层，也可以进行自适

应分层；

（)）可以选定分层方向；

（*）能以多种方式生成填充线，包括锯齿型、环

绕型、十字型及综合型；

（+）可以设定填充线的模式———内填充或外填

充，对 需 要 添 加 支 撑 的 工 艺，如 @#2（@AB:C
#:D5BE=E5725C:FE7G）能够自动生成支撑，包括整体

支撑、向下特征整体支撑和局部支撑；

（3）能以多种方式显示填充线，包括整体显示

和单层显示，及对填充线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

（H）能够自动生成!.<文件，作为%&软件与

成型机的接口文件$

( 成型软件主要算法

与基于,-.模型的%&软件相比，采用基于

’3))期 董未名等：基于!"#模型的直接快速成型软件



!"#模型的方法可以很好地保持原始!"#模型的

几何及拓扑信息，因此软件可以达到较高的精度$
我们将主要从分层和支撑添加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并给出相应算法$
!"# $%&模型的分层

%$&$& 分层基本过程

在’()模型中，几何实体被离散成若干三角面

片的组合，所以用一组平面进行切分的时候，只涉及

到平面和平面求交的问题，其交线也是直线，国内的

研究基本都集中在这一方面［*+,］$在!"#模型中，

几何面包括平面、二次曲面（球面、柱面、锥面、环面）

及参数曲面（-样条曲面、./0-’曲面）$因此，基

于!"#模型的01软件需要更加复杂的求交算法

对模型进行分层$!"#模型中包含完全的几何及拓

扑信息，可以根据这些信息精确地计算面面的交线$
一般的三维!"#系统均在可编程层次上给用户提

供了求面面交线的函数库，因此在进行01模块开

发时可以很方便地实现这一功能$
直接!"#分层的算法步骤如下：

’234&$利用系统提供的函数库计算出离散基面和三维

!"#模型相交形成的平面区域；

’2345$取得平面区域的轮廓，计算路径规划；

’2346$按一定格式输出轮廓线及路径线$
由于采用了!"#模型，在’234&和’2345中包含

了全部几何和拓扑信息，因此可以达到较高的精度$
%$&$5 交线中二次曲线及参数曲线的处理

平面与二次曲面、参数曲面的交线可以是线段、

圆、圆弧、椭圆、椭圆弧、双曲线、抛物线、-样条及

./0-’曲线$目前国内加工工艺一般只能处理线

段，有些可以处理圆弧，对切分!"#模型产生的各

种二次曲线及参数曲线往往无能为力，因此需要采

用适当的算法以折线来逼近这些曲线$因为二次曲

线一般采用几何表示，所以可以用几何计算的方法，

在一定的内外容差要求下，用折线来逼近二次曲线$
下面以椭圆弧为例说明之$

设椭圆弧参数方程为 !7"89:!
#7$:;<｛ !

，其长短轴分

别为"，$（"!$），起始角和终止角分别为"，#（="
"##"5$）$设内外容差为%，起点&=（"89:"，$
:;<"）$现在求点&&（"89:!&，$:;<!&），使&=&&为满

足容差要求的一条逼近线段$
设直线的方程为#7’!>(，则有直线&=&&

的斜率为

’)
$:;<!&*$:;<"
"89:!&*"89:")

5$89:!&+"（ ）5 :;<!&*"（ ）5

*5":;<!&+"（ ）5 :;<!&*"（ ）5

)
$89:!&+"（ ）5

":;<!&+"（ ）5
（&）

截距为

()#*’!)$:;<"*"89:"

*
$89:!&+"（ ）5

":;<!&+"（ ）
$

%

&

’5

)$
89:!&*"（ ）5

:;<!&+"（ ）5

（5）

又有，椭圆弧上任意一点&,（"89:!，$:;<!）处

切线的斜率为

?#
?!)*

$89:!
":;<!$

设与直线&=&&平行，切椭圆弧于点&（!,）的

直线为-（其中""!,"#）$比较式（&）和式（5），由

于在切点处两斜率相等，因此可得!,7
!&>"
5 $

当-到&=&&的距离小于容差%时满足逼近要

求，由此可得到不等式

.$:;<!,*"’89:!,*(.
&+’( 5 "% （6）

将式（&），（5）代入式（6）并化简，得

"$&*89:
!&*"（ ）5

"5:;<5
!&+"
5 +$589:5

!&+"( 5

"% （%）

直接解不等式（%）便可以求出!&，即求出点&&$
为了进一步简化计算，将不等式（%）的左边放大，有

"$&*89:
!&*"（ ）5

"5:;<5
!&+"
5 +$589:5

!&+"( 5

"

"$&*89:
!&*"（ ）5

$5:;<5
!&+"
5 +$589:5

!&+"( 5

)

"&*89:
!&*"（ ）5

，

因此，只要"&@89:
!&@"（ ）5 "%，即

89:
!&*"
5 !&*%"

（*）

便可满足容差要求$
一般情况下，均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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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解上述不等式得

!!"!"!!"#$%%&’!"
#（ ）$ （(）

由式（)）可求出下一个逼近点%!的参数坐标*
这样，以%!为起点，又可以求出点%"*以此类推，

在容差要求小于#的情况下，便可以求出一条折线

来逼近椭圆弧，折线段上相邻端点的参数值相差

"#$%%&’!+#（ ）$ *同理，可以通过类似的方法用折线

段对双曲线、抛物线等二次曲线进行逼近*
对于参数曲线（如,-./0$、,样条和123,4曲

线等），我们采用如下方法，用折线进行简单的逼近*
算法!"用折线逼近参数曲线

输入：曲线&的参数表示，内容差#’，外容差

#(*
输出：曲线&的折线逼近)*
具体步骤如下：

4506!*将&的两个端点存入临时数组**
4506"*将未处理点标志指针%指向*中第7个点*
45068*设%所指向点为+!，下一点为+"，求线段+!+"

与参数曲线&绝对值最大的正向和负向距离*
45069*检查45068中求出的距离是否满足容差条件，若

满足，转4506)；否则，转4506:*
4506)*移动指针%指向*中的下一点，若该点是*中

最后一点，则转4506(；否则，转45068*
4506:*求出+!和+"在参数域内的中点+,，插入到+!

的后面，转45068*
4506(*依次以*中的点为端点，生成折线)，即为所求*
同样，该方法也可以用作二次曲线的折线逼近*
设置较小的容差可得到高精度的逼近折线，但

同时会影响分层的效率，因此在实际应用时需要根

据加工的要求选择不同的精度*
#"$ %&’模型的自适应分层

9*"*! 自适应分层简介

3;的过程是将成型材料逐层堆积，最后堆积出

的模型的边界是对预先设计的<=>模型的近似，所

以就不可避免的要产生台阶效应*由于等厚分层忽

略了模型的几何特征，也就丧失了对边界的精确控

制，因此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台阶效应*为了减少台

阶效应的影响，增加模型的精度，可以采用自适应分

层的方法，即根据模型的几何特征，自适应地改变分

层的厚度*
自适应分层在以下两个方面优于等厚分层：

（!）自适应分层减少了台阶效应的影响，尖高

的变化被最小化，可以生成表面相对光滑的模型*

（"）假设在最大尖高#?#@的约束下，自适应分

层层厚的变化范围为［$?/A，$?#@］；而在同样的约束

下，若采用等厚分层的方法，则层厚必须是$?/A*显

然，等厚分层需要生成的层数比自适应分层要多得

多，因此需要的加工时间也相对更长*
9*"*" 自适应分层的多种方法

3;软件的自适应分层算法在国外有着很广泛

的研究，下面首先简单介绍几种方法*
（!）>&B0A%等给出了基于4CD模型的自适应

分层的方法［(］，这种方法对随后的基于<=>模型的

自适应分层方法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文献［(］给

出了尖高的概念，点%处的层厚可以根据尖高来计

算*每一层的厚度可以通过计算上一层轮廓上各个

点的法向量得出*
!E（-.，-/，-0）是%点的单位法向量，尖向

量为"E1!，必须满足#"#E1""?#@，下一层层

厚为

234
"?#@／-0，/F-047
G，
$
%
& &5H0$I/’0

*

对于由三角面片构成的4CD模型，为得到最小

的层厚，也就是最大的法向量在垂直方向上的分量

-0，必须搜索轮廓线上所有面片的面法向量*这是

一个非常费时间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并不适合直

接分层*
（"）JKBL#$A/等提出计算最大曲率的解析方

法，但是这种方法只能用于代数参数曲面［M］*后来，

他们在文献［M］的基础上提出了根据解析曲面的精

确表示进行自适应分层的方法［N］，指出仅仅计算最

大垂直曲率并不能确定最大分层厚度，并给出了一

个基于优化技术的综合处理问题的方法*
（8）O#A/等提出了一种基于区域的自适应分

割算法，对<=>模型中的曲面可根据它的完成需求

和几何结构进行自适应分割［!7］*用户可方便地设定

<=>模型中曲面的精确度，并同时保证最快的加工

速度*
我们主要参考PH#&等提出的算法［!!］，该算法

通过计算相对面积导数进行自适应分层*对于一个

实际的物理零件，设其在与离散基面垂直的方向5
处的切片面积为*，在5Q2处的面积为*6（2很

小），定义一个用户给出的相对面积导数域值

%4
*’"*6’
*’ "# （M）

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认为5处和5Q2处的轮

廓是相同的，不必单独分层；否则，认为在5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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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发生了变化，需要分层!这种方法可以应用于

各种曲面，实现简单，但还是存在着缺陷!例如，对于

如图"所示的#$%模型，该方法就不再适用!在这种

情况下，我们对相对面积导数的定义进行修改!首先

求出!处的轮廓环"和!&#处的轮廓环"$，求出

"和"$的布尔差%，累加%中每一个环的面积的绝

对值得到&’，此时，式（’）修改为!( &’’( !"!这

就解决了算法应用到图"所示实体时所出现的问题!

图" 文献［))］算法不适用的情况

!"# $%&模型支撑的添加

*!+!) 支撑的作用

在,-的加工中，一些模型中常常含有悬挂的

部分，在模型生成的时候必须为这部分添加支撑体，

使其在加工过程中不会脱落［)"］，如图+所示!一个

#$%模型中需要添加支撑的区域可以用该区域的

法向量的方向确定!例如，可以为法向量向下（相对

于分层的方向）的区域添加支撑!在一些,-的工艺

里，加工材料本身可以承担一定角度的倾斜，这时可

以定义一个最大允许的夹角#./0，为法向量与分层

方向的夹角大于此角度的区域添加支撑!

图+ #$%模型的支撑

,-工艺中的支撑体添加主要有三种形式：整体

支撑、向下特征整体支撑和局部支撑!在我们的基

于#$%模型的,-软件中，目前只实现了整体支撑

和向下特征整体支撑的自动生成，关于局部支撑体

的生成，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 支撑添加的基本算法

直接为#$%模型添加向下支撑是非常复杂的，

需要计算模型所有曲面的高斯图（1/2334/56/7）［)+］!

而89:模型可以非常容易地确定需要添加支撑的

面片!因此，我们可以先将#$%模型中的曲面（平

面各处的法向量相同，所以不用离散）离散化，然后

再用类似为89:模型添加支撑的方法来为#$%模

型添 加 支 撑!国 内 外 在 这 方 面 有 一 些 相 关 的 研

究［)"，)*］，但由于89:模型本身的限制，特别是在对

支撑体的生成和分层的表示上，大多比较烦琐!而

我们利用#$%造型软件的优势，直接将支撑体用

#$%模型来表示，大大简化了使用89:模型所带

来的麻烦!首先计算#$%模型每个面需要添加支

撑的区域，求出相应的支撑体，再合并这些支撑体，

便可得到整个#$%模型的支撑!
算法’"为曲面添加向下支撑

输入：曲面%的几何参数及拓扑参数，切分的

方向!，最大允许的夹角#./0!
输出：曲面%需要添加支撑区域的集合’!
具体步骤如下：

8;<7)!将曲面%的几何参数空间按一定间隔离散，得

到参数空间的网格!
8;<7"!根据曲面%的拓扑参数（边界），求出曲面上的

所有格点集合)*!
8;<7+!求每个网格点处的法向量"，将"和!的夹角大

于#./0的网格点加入集合)+!
8;<7*!若)+("，结束；否则，转8;<7=!
8;<7=!求出)+中的一个极大的连通点区域，在)+中删

除这些点，并将该区域的轮廓加入集合’，转8;<7*!
集合’即为所求!

( 本文软件相关实例

我们的,-软件在由清华大学国家#$%工程

中心自主开发的三维几何造型系统1>68’!?的平

台上实现，可直接对由边界表示的#$%模型进行分

层和添加支撑体!下面针对该软件的几个主要功能

给出相应实例!
图*所示为标准零件针齿圈和带三个槽拉伸特

征的#$%实体，对其进行等厚分层的结果如图=所

示，分层厚度分别为+..和)..!图’所示为对

图=/所示的轴承和图*@中的#$%实体（如图=@
所示）进行自适应分层的结果，其中，最大允许层厚

为)?..，最小为?!=..!可见，使用自适应分层

后，层数明显减少，图*@的层数为+A，而图=@的层

数仅为)B，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加工的效率!本

文的软件可以沿不同的方向对#$%模型进行分层，

图’所示为分别沿!轴和, 轴对同一零件进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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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分层的实例!图"所示为分别对零件中的平面和 曲面添加向下特征整体支撑并进行分层的结果!

"针齿圈 #带三个槽拉伸特征的$%&实体

图’ 等厚分层

"轴承 #带三个槽拉伸特征的$%&实体

图( 自适应分层

"沿#轴方向分层 #沿$轴方向分层

图) 沿不同方向分层

"平面的向下特征整体支撑 #曲面的向下特征整体支撑

图* 支撑体的自动生成

另外，本文的软件还可以根据加工工序对零件

精确程度的不同要求，为切片轮廓设置不同的容差

来生 成 相 应 的 成 型 文 件!图+所 示 为 对 一 个 由

,-./0曲面构成的零件进行等厚切分（分层厚度

()11期 董未名等：基于$%&模型的直接快速成型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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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分别设置不同的内外容差为时生成的精

确度不同的轮廓线，在#!$%&’和(!)*+,*的

#-机上的计算时间分别为.%!/0和$%$120%这就

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软件的灵活性%例如，在对加

工的精确程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设置较大的容

差来生成成型文件，以缩短生产时间%而这一点是

使用345模型的+#软件无法达到的%

6内外容差均为$""时生成的轮廓线 7内外容差均为.%.!""时生成的轮廓线

图8 为零件设置不同的容差来生成不同精度的成型文件

本文的快速成型软件可自动生成填充线并输出

-59文件，支持多种填充方式，如图2所示分别为几

种填充线%同时，本文的软件也支持填充线的单层和

完全显示，并可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如图$.所示%

6锯齿型填充线 7环绕型填充线 :综合型填充线

图2 填充线的自动生成

6单层显示 7完全显示

图$. 填充线的不同显示方式

本文的软件目前已经能够对各种复杂的零件进

行处理，如图$$所示为对有几十个特征（主要为倒

角）的标准零件扇形曲柄进行自适应分层和单层显

示-59文件的结果%其中自适应分层在#!$%&’
和(!)*+,*的#-机上的运行时间为1/%$/20，

而本文其他实例的自适应分层时间均小于$!0（内

外容差不大于.%.!""，最大分层厚度为$.""）%
可见，分层的运算时间主要取决于-,;实体的复杂

程度和-,;平台求交运算的效率%

6完全显示 7单层显示

图$$ 复杂零件的自适应分层和-59文件显示

))/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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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与展望

!"技术是一种处在发展完善过程中的高新技

术，其技术本身和应用领域尚需进行大量的开发研

究#本文打破了国内传统的使用$%&模型的方法，

参考国外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基于’()模型进行

!"软件研究开发的概念，并给出相应的算法和实

例，是国内首个直接使用’()模型的!"软件#实

践表明，使用这种方法的软件比使用$%&模型的软

件能达到更高的精度，也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所以，

必将成为今后!"技术的发展趋势#在今后的工作

中，我们将对自适应分层和曲面的局部支撑的自动

生成技术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优化轮廓线逼近算

法以提高效率，使本文的软件更加完善#因为基于

’()模型的!"软件要建立在三维’()平台的基

础上，因此，由于平台本身的问题，可能会造成!"
子系统在分层求交过程中的不稳定，并且在零件本

身十分复杂的时候影响分层的效率#所以，随着制

造业的不断发展，这一点也对’()平台本身在稳定

性和运算效率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致谢 本文研究得到宋斌恒、郑国勤老师以及

彭宇、于丕强、刘玉身等同学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

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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