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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自由手绘的3D 草图工具极大地简化了设计。对这种草图进行直接模型创建是计算机图形学的一

个重要研究方向。实现了一个简单的3D 物体的创建工具。系统实现基于T eddy, 在此基础之上, 在一些地方的

算法作了多种尝试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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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3D F reefo rm sketch ing great ly simp lifies the p rocess of design. M odeling direct ly on sketch is an impo rtan t in com 2
pu ter graph ics. T h is paper imp lem en ts an easy2handling too l of 3D ob jects construct ion. It’s based on T eddy and did som e no tice2
ab le imp rovem 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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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型建立的实现

系统参考了T eddy 中的算法原型。实现过程中, 发

现了很多需要商榷的地方。同时, 在具体的步骤上, 对

一些算法作了比较和分析, 有的还作了改动。

整个过程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①采集用户输入作为侧面轮廓, 用离散的点来代

替轮廓。然后连接这些点, 得到的多边形将是最终生成

的三维多边形表面的侧面轮廓。

②找到其中的骨架。

③根据骨架点的周边情况完成膨胀。

111　轮廓取点

11111　算法介绍

首先接受一条没有自交叉的闭合曲线作为基础轮

廓。这里, 把整个轮廓取点的工作分为几个步骤:

①首先把用户输入的二维曲线用一些离散点来代

替。

②用直线把相邻点连接起来, 把最后一个点与第

一个点连接起来, 强制闭合。

11112　算法研究

用离散点形成的多边形最大程度地拟合外轮廓。

在此有三种可选方案:

①根据一定长度取点。设置最短长度, 每到一个点

与上一个点之间的距离超过这个长度, 则记录这个点。

此方案便于控制精度, 同时去掉输入时的“噪音”, 即因

抖动而造成的参差不齐。缺点是对于轮廓精细和粗略

的地方采集精度是相同的, 造成了浪费。

②根据时间片取点。设置一个时间片, 每隔一段时

间取一个点。由于用户在画精细部分时必然比画粗略

部分时用时长, 这样在精细部分采点多, 粗略时采点

少, 精度根据轮廓精细程度而变, 更好描述轮廓的同时

还节约资源。缺点是由于用户输入速度的不同, 时间片

难以把握; 再者, 这样的采集方法不能去除“噪音”。

③根据鼠标速度取点。这是结合前两个因素考虑

的方法。鼠标速度小的时候取点密集, 而鼠标速度快的

时候取点稀疏。这个方案的优点跟时间片的方法是相

同的。并且更加合理。但仍然不能去除输入当中的“噪

音”。

综合比较后, 笔者选择了第一种采集方法。因为它

能“去噪”, 而且便于膨胀。

112　寻找骨架

11211　Con stra ined D elaunay T riangu la t ion

Con stra ined D elaunay T riangu la t ion (CD T ) 算法

是一种对多边形三角化的算法。对一个多边形的CD T

就是把这个多边形退化成为一个个三角形。其中跟任

何一个三角形任意两顶点连接的原多边形的顶点, 都

不能出现在这个三角形的外接圆中。

然后对边和三角形分类。轮廓点称为外点, 轮廓边

称为外边; 剩下的边称为内边。对于有两条外边的三角

形, 称为T 三角形, 有一条外边的三角形称为 S 三角

形, 没有外边的三角形称为J 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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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2　找到基本骨架

多边形被CD T 化之后, 开始寻找骨架。遍历三角

图 1　左边: CD T 化之后

右边: 找到骨架

形, 在T 三角形中连接

内边中点和其相对顶

点; 在 S 三角形中, 连

接两条内边中点; 在 J

三角形中, 是锐角三角

形, 则连接三条边的中

点到它的外心, 否则,

则连接最长边的中点到其他各边的中点。连接完毕后,

基本的骨架就出现了, 如图1 所示。

113　剪枝

膨胀前, 把不重要的末端骨架支剪除掉:

设X 是T 三角形。以X 的内边作直径在同侧作半

圆。检查是否有X 的顶点在半圆外。有, 则停止剪枝;

没有, 则删除这条内边, 把X 和其内边另一侧的三角形

合并。

如果新合并的三角形是一个S 三角形, 则X 拥有

三条外边和一条内边。按上述方法作半圆。检查是否

有X 的顶点在这个半圆外。有则停止, 否则继续这样的

图 2　剪枝过程

过程。直到新合并的三角形是一个

J 三角形。

如果X 有顶点落在半圆外, 则

以此时的内边中点为中心, 分别连

接X 的各个其他顶点, 形成像扇子

一样的形状; 如果新合并的三角形

是一个 J 三角形, 那么就以这个三

角形的外心为中心连接X 的各个

其他顶点, 也形成一个像扇子一样

图 3　从输入到剪

枝完成

的形状。

对每一个 T 三角形进行同样

的处理过程。效果如图2 所示。再

对骨架和其周边进行一次三角化。

整个过程如图3 所示。

11311　算法研究

T eddy 剪枝算法是遇到 J 三角形, 则用三角形的

外心连接X 各顶点。而实现中发现如果这J 三角形为

钝角三角形, 则取点会造成骨架点在这种三角形中过

于密集, 并使对应外心膨胀高度不够。所以本系统多加

了一次判断: 如果这个J 三角形为锐角三角形, 则算法

不变; 否则, 则用最长边的中点来代替三角形的外心。

114　膨胀

11411　算法介绍

每个骨架点的周围各点, 称作周边点。根据骨架点

与其周边点的平均距离在 Z 轴方向上抬起这个骨架

点, 同时在对称的另一边也是如此。新的两个点称为膨

图 4　膨胀算法

胀点。这样, 骨架就从二维初步变

成了三维的了, 如图4 所示。

11412　算法研究

T eddy 描述的膨胀算法, 效果

并不好。这一点, 也在多篇其他论

文中得到了印证。这个算法会在轮廓比较空的区域, 膨

胀陡然增高。

所以本系统加了一个调整算法。在第一次膨胀之

后, 再次把每个骨架点的膨胀点的高度与其父节点与

子节点的平均值作一个比较。给定一个最大差值, 如果

高度与平均值的差值大于这个最大差值, 就要进行一

些“截长补短”的工作。这样有所改观, 但还不能完全达

到平滑的效果。

115　缝合表面

11511　算法介绍

对每一个骨架点选其中一个膨胀点, 然后用四分

之一椭圆弧线来连接这个膨胀点与其骨架点的每个周

边点。再对相邻的两条弧线之间进行“缝合”。然后把

图 5　缝合表面

这些表面映射到另一边, 就是一个

完整的多边形表面了。

效果如图5 所示。

11512　算法研究

对于这些四分之一椭圆弧线,

尝试过三种实现:

①按照长度取点。设定最小长度。当计算到弧线

上的某一点跟前一点的距离到达这个长度, 就采集该

点。此方案使弧线上点的分布均匀, 很好的拟合弧线;

缺点是, 弧度大的地方, 在平面方向上就会显得点采集

很密集, 造成浪费; 算法的开销也很大; 且不同长度的

边点采集数量不同, 会给缝合带来不便。

②按照角度取点。设定一个最大角度。对于每一

个椭圆弧线, 其中心点就是对应的骨架点。每当找到一

个点, 与中心点连线与前一个被采集点与中心点的连

线之间的夹角达到这个角度, 就采集该点。这样, 弧线

上点分布相对均匀; 缺点是如果弧线本身长度很长, 则

不能很好的拟合。

③按照固定数量取点。设定一个固定数量, 在XY

平面上平均取值。对于每一条弧线, 对其在XY 平面上

的投影平均分成所设的数量来取点, 再取相对应的弧

线上的点。这样一来精度可以自己控制, 并且在算法上

的开销也不大。缺点是对于长的弧线只能用增加精度

的办法来拟合, 同时在短一些的弧线上就造成了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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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密集。本系统在分别比较了效果之后最后选择了

第三种。

2　系统实现

系统在W in N T 环境下, 用OpenGL 作为三维引

擎, C+ + 实现。系统流程图如图6 所示:

211　使用说明

用户在“画布”上任意画一条没有自交叉的闭合曲

线。系统会自动根据用户所画轮廓来建造三维模型如

图7。

图 7　创建物体过程

用户也可以通过按住右键来看从不同角度来模型

如图8。

图 8　旋转

系统也提供了移动与放大缩小的功能如图9。

图 9　移动与放大缩小

利用现有简单的功能, 只要发挥创意, 也能做出一

些简单但是有趣的模型。下面是一些用以实现系统创

建的物体如图10 所示。

3　工作展望

本系统还远没有达到一个可用的完备的系统。今

图 10　一些用“黑熊”生成的形体

后还有很多值得继续研究的地方:

①对多物体的支持。这样就要研究多个物体之间

的空间关系, 才能有机地将它们组合起来。组合之中还

可以加入布尔运算等操作。

②目前的膨胀算法主要是针对圆形膨胀的物体。

要画出棱角分明的物体, 就要在创建模型之初选择以

什么样的方式来建造模型。这种选择方式要以定义手

势的方式来解决。

③增加对已有模型的修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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