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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复杂形貌多孔支架的高

效生成方法，包括输入三周期极小曲面表达式，

分层离散网格分辨率，多孔支架壁厚，建模多孔

支架复杂形貌的T样条曲面，切片离散厚度，将T

样条曲面离散成形貌切片层；根据形貌切片层包

络区域范围及分层离散网格分辨率，生成形貌切

片层包络区域范围内的上、下三角插值网格；根

据形貌切片层轮廓范围内的三角插值网格，线性

插值计算出对应的三周期极小曲面分层切片轮

廓；将三周期极小曲面分层切片轮廓偏置生成封

闭的分层填充区域并与形貌切片层区域布尔运

算；最终输出复杂形貌多孔支架的分层填充区

域。本发明方法稳定可靠，可以在二维空间高效

生成分层填充区域直接用于增材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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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复杂形貌多孔支架的高效生成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输入建模多孔支架的三周期极小曲面表达式f(x,y ,z)＝c，分层离散网格分辨

率r，多孔支架壁厚w，输入建模多孔支架外部复杂形貌的T样条曲面，切片离散厚度d，将T样

条曲面离散成n个形貌切片层Li(i＝1,…,n)；

步骤2：根据形貌切片层包络区域范围及分层离散网格分辨率r，生成形貌切片层包络

区域范围内的上、下三角插值网格；

步骤3：计算获得形貌切片层轮廓范围内的三角插值网格；

步骤4：根据三周期极小曲面函数表达式和三角插值网格，线性插值计算出每个形貌切

片层轮廓范围内的三周期极小曲面分层切片轮廓；

步骤5：根据多孔支架壁厚w，将三周期极小曲面分层切片轮廓偏置生成封闭的分层填

充区域，该分层填充区域与形貌切片层区域进行布尔运算，即可以获得复杂形貌多孔支架

的分层填充区域；

步骤6：输出复杂形貌多孔支架的分层填充区域。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杂形貌多孔支架的高效生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生成

形貌切片层包络区域范围内的上、下三角插值网格的具体步骤为：

步骤2.1：计算形貌切片层包络区域范围x∈[xmin,xmax]，y∈[ymin,ymax]，分别在x、y

方向上生成的(r-1)条直线，将形貌切片层包络区域分割成r×r个矩形单元；

步骤2.2：沿同一方向连接矩形单元对角线，将矩形单元分割成上、下三角插值网格两

个部分。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杂形貌多孔支架的高效生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计算

形貌切片层轮廓范围内三角插值网格的具体步骤为：

步骤3.1：分别计算上、下三角插值网格与形貌切片层轮廓的交集以保留每个网格单元

的边界；

步骤3.2：遍历求交集后的网格单元，将非三角网格划分成若干个三角形，组成三角插

值网格。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杂形貌多孔支架的高效生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对于

任意一条三角插值网格边P1P2，计算三角插值网格边P1P2与三周期极小曲面切片轮廓的交

点P0： 每两个交点组成一条相交线段，连接所有的相交线段即

可得到形貌切片层轮廓范围内的三周期极小曲面分层切片轮廓。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杂形貌多孔支架的高效生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求形

貌切片层区域与三周期极小曲面分层填充区域的交集可得到阳性多孔支架。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杂形貌多孔支架的高效生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求形

貌切片层区域与三周期极小曲面分层填充区域的差集可得到阴性多孔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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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杂形貌多孔支架的高效生成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计算机辅助设计CAD(Computer  aided  design)和组织工程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复杂形貌多孔支架的高效生成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生物组织可以在生物体外

进行繁殖培养。由于一些外部的创伤，一些缺损的人体器官如鼻子、耳朵需要人工移植以满

足功能与美观性的要求。多孔支架是组织工程领域的研究重点之一，为细胞的增殖分化提

供了基础的场所。一般来说，组织工程对多孔支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要求：首先在外形上，

为了与移植后的组织相契合，一般需要多孔支架也具有与待移植区域外形一致的复杂形

貌。此外内部的孔洞应具有较高的孔隙率与比表面积，既可以为细胞的附着提供足够的空

间，同时也可以提高输送营养物质与排泄代谢废物的能力。

[0003] 作为一种先进的制造工艺，增材制造或者3D打印技术具有制造此类复杂拓扑多孔

结构天然的优势。任意复杂形貌的结构会被离散成一系列的片层，通过材料的不断堆积形

成所设计的形状。其中，通过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生成的三维模型是该制造技术的关键数

据来源，传统的CAD技术主要聚焦于设计简单的实体零件或用于减材数控加工的自由曲面。

目前对于多孔支架这类既具有复杂形貌特征又拥有复杂孔洞的结构设计方法研究尚处于

初级阶段，除了满足基本的几何结构要求，利用计算机图形算法设计多孔支架时计算效率

与资源的消耗也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0004] 当前工业CAD领域普遍采用NURBS作为设计模型的标准，作为一种参数曲面，NURBS

可以精确建模具有自由曲面特征的复杂形貌。为了解决NURBS曲面在拼接裁剪算法中的不

足，研究人员提出了性能更加优异的T样条曲面，凭借其特有的局部细分算法，可以更加方

便的建模具有水密特性的复杂外部形貌。作为另一种CAD领域的隐式曲面，三周期极小曲面

拥有光滑的表面与错综复杂的贯通孔洞特征，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尝试利用三周期极小曲

面来建模多孔支架结构。

[0005] 在三维空间生成目标模型包络范围的三周期极小曲面后再与三维模型进行布尔

运算是最直接的生成方法。Yoo提出了一种基于形函数的三周期极小曲面多孔支架设计方

法，将复杂支架三维模型利用六面体进行剖分，对于每一个单元利用形函数将极小曲面单

元映射到实体单元上，通过控制六面体单元的疏密来调控多孔支架的内部孔隙分布(参见

Yoo  D  J .Computer-aided  porous  scaffold  design  for  tissue  engineering  using 

triply  periodic  minimal  surfac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cision 

Engineering  and  Manufacturing,2011,12(1):61-71.)。Feng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T样条

实体的三周期极小曲面多孔支架设计方法，利用T样条实体的外部控制顶点建模复杂外部

形貌特征，同时通过参数域分割的方法实现复杂实体的快速剖分，利用内部控制顶点存储

三周期极小曲面的参数信息，可以生成非均匀的多孔支架结构(参见Feng  J ,Fu  J ,Shang 

C,et  al.Porous  scaffold  design  by  solid  T-splines  and  triply  periodic  min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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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faces[J].Computer  Methods  in  Applied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2018,336:

333-352.)。然而该方法是在三维空间进行的运算，效率较低，最终生成的是以三角面片形

式存储的STL模型，会消耗巨大的内存空间。在后续的增材制造过程规划运算中，庞大的模

型文件又会加重计算资源的消耗负担，降低了整个工作流程的效率。

[0006] 根据文献分析可知，当前的多孔支架对外部复杂形貌和内部贯通孔洞特征都有较

高的设计要求，目前一些利用三周期极小曲面设计多孔支架的方法计算复杂，大多是在三

维空间进行的相关运算，效率较低，忽略了增材制造的一些优良特性。此外，未发现任何关

于复杂形貌多孔支架的高效生成方法的文献。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解决现有在三维空间生成多孔支架的方法效率低下的缺点，本发明提供了一

种复杂形貌多孔支架的高效生成方法。将多孔支架外部形貌特征离散成切片层，在切片层

内部直接提取三周期极小曲面的切片轮廓，通过二维平面内的偏置、布尔运算生成最终用

于增材制造的复杂形貌多孔支架分层填充区域。该方法稳定可靠，在二维空间进行了外部

形貌和内部孔洞的建模，生成的分层填充区域可以直接用于增材制造，提高了整个计算处

理流程的效率，避免了计算空间的过渡消耗。

[0008]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09] 一种复杂形貌多孔支架的高效生成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0] 步骤1：输入建模多孔支架的三周期极小曲面表达式f(x,y,z)＝c，分层离散网格

分辨率r，多孔支架壁厚w，输入建模多孔支架外部复杂形貌的T样条曲面，切片离散厚度d，

将T样条曲面离散成n个形貌切片层Li(i＝1,…,n)；

[0011] 步骤2：根据形貌切片层包络区域范围及分层离散网格分辨率r，生成形貌切片层

包络区域范围内的上、下三角插值网格；

[0012] 步骤3：计算获得形貌切片层轮廓范围内的三角插值网格；

[0013] 步骤4：根据三周期极小曲面函数表达式和三角插值网格，线性插值计算出每个形

貌切片层轮廓范围内的三周期极小曲面分层切片轮廓；

[0014] 步骤5：根据多孔支架壁厚w，将三周期极小曲面分层切片轮廓偏置生成封闭的分

层填充区域，并该分层填充区域与形貌切片层区域进行布尔运算，即可以获得复杂形貌多

孔支架的分层填充区域；

[0015] 步骤6：输出复杂形貌多孔支架的分层填充区域。

[0016] 步骤2中，为了在后续的布尔运算中保留网格的边界以便进行插值运算，需要将分

层离散网格进一步划分为上、下两个三角网格部分，生成形貌切片层包络区域范围内的上、

下三角插值网格的具体步骤为：

[0017] 步骤2.1：计算形貌切片层包络区域范围x∈[xmin,xmax]，y∈[ymin,ymax]，分别

在x、y方向上生成(r-1)条直线，将形貌切片层包络区域分割成r×r个矩形单元；

[0018] 步骤2.2：沿同一方向连接矩形单元对角线，将矩形单元分割成上、下三角插值网

格两个部分。

[0019] 步骤3中，计算形貌切片层轮廓范围内三角插值网格的具体步骤为：

[0020] 步骤3.1：为了保留求交运算后的网格边界，分别计算上、下三角插值网格与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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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片层轮廓的交集以保留每个网格单元的边界；

[0021] 步骤3.2：遍历求交集后的网格单元，将非三角网格划分成若干个三角形，组成三

角插值网格。

[0022] 步骤4中，对于任意一条三角插值网格边P1P2，计算三角插值网格边P1P2与三周期

极小曲面切片轮廓的交点P0： 每两个交点组成一条相交线段，

连接所有的相交线段即可得到形貌切片层轮廓范围内的三周期极小曲面分层切片轮廓。

[0023] 步骤5中，求形貌切片层区域与三周期极小曲面分层填充区域的交集可得到阳性

多孔支架；求形貌切片层区域与三周期极小曲面分层填充区域的差集可得到阴性多孔支

架，阳性多孔支架可以提供较大的细胞生成空间，阴性多孔支架可以提供更强的支架强度，

两种支架都可以应用于不同的细胞培养环境。

[0024] 本发明一种复杂形貌多孔支架的高效生成方法，具有的有益效果是：

[0025] 利用T样条曲面精确建模多孔支架复杂外部形貌，同时利用三周期极小曲面建模

内部错综复杂的孔洞结构，在二维空间实现了二者的精确组合，降低了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充分结合了多孔支架增材制造的数据格式要求，避免了生成文件规模庞大的三维实体模

型，直接生成可以用于制造的分层填充区域，提高了整体计算处理流程的效率。本发明方法

稳定可靠，可以高效精确地生成具有复杂形貌和内部孔洞特征的多孔支架。

附图说明

[002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做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还可以根

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附图。

[0027] 图1为本发明一种复杂形貌多孔支架的高效生成方法的流程图；

[0028] 图2为T样条曲面建模的复杂形貌和切片离散结果；

[0029] 图3为分层离散网格和上、下三角插值网格；

[0030] 图4为形貌切片层轮廓范围内的三角插值网格；

[0031] 图5为形貌切片层轮廓范围内的三周期极小曲面分层切片轮廓；

[0032] 图6为偏置、布尔运算后生成的多孔支架分层填充区域和对应的最终制造三维结

果；

[0033] 图7为实施例效率比较结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

发明进行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

并不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5]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复杂形貌多孔支架的高效生成方法，具体实施步

骤如下：

[0036] 步骤101：输入建模多孔支架的三周期极小曲面表达式f(x,y,z)＝c，分层离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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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分辨率r，多孔支架壁厚w，如图2所示，输入建模多孔支架外部复杂形貌的T样条曲面101，

切片离散厚度d＝0.1mm，将T样条曲面离散成n个形貌切片层102，Li(i＝1,…,n)；

[0037] 步骤102：为了在后续的布尔运算中保留网格的边界以便进行插值运算，需要将分

层离散网格进一步划分为上、下两个三角网格部分，生成形貌切片层包络区域范围内的上、

下三角插值网格的具体步骤为：

[0038] 步骤102-1：根据形貌切片层包络区域范围及分层离散网格分辨率r，计算形貌切

片层包络区域范围x∈[xmin,xmax]，y∈[ymin,ymax]，分别在x、y方向上生成(r-1)条直线，

如图3所示，将形貌切片层包络区域分割成r×r个矩形单元201；

[0039] 步骤102-2：沿同一方向连接矩形单元对角线，将矩形单元分割成上三角插值网格

202、下三角插值网格203两个部分。

[0040] 步骤103：如图4所示，计算形貌切片层轮廓301范围内三角插值网格的具体步骤

为：

[0041] 步骤103-1：为了保留求交运算后的网格边界，分别计算上、下三角插值网格与形

貌切片层轮廓的交集以保留每个网格单元的边界；

[0042] 步骤103-2：遍历求交集后的网格单元，将非三角网格302划分成若干个三角形，组

成三角插值网格。

[0043] 步骤104：根据三周期极小曲面函数表达式和三角插值网格，线性插值计算出每个

形貌切片层轮廓范围内的三周期极小曲面分层切片轮廓；如图5所示，对于一条三角插值网

格边P1P2，与三周期极小曲面切片轮廓的交点P0插值计算为：

每两个交点组成一条相交线段，连接所有的相交线段即可得到形貌切片层轮廓范围内的三

周期极小曲面分层切片轮廓401。

[0044] 步骤105：如图6所示，根据多孔支架壁厚w，将三周期极小曲面分层切片轮廓偏置

生成封闭的分层填充区域501并与形貌切片层区域进行布尔运算；求形貌切片层区域与三

周期极小曲面分层填充区域的交集503可得到阳性多孔支架505，求形貌切片层区域与三周

期极小曲面分层填充区域的差集502可得到阴性多孔支架504，阳性多孔支架可以提供较大

的细胞生成空间，阴性多孔支架可以提供更强的支架强度，两种支架都可以应用于不同的

细胞培养环境。

[0045] 步骤106：输出复杂形貌多孔支架的分层填充区域。

[0046] 本发明的典型实施实例如下：

[0047] 输入G曲面函数表达式f(x,y,z)＝sin(τx)cos(τy)+sin(τz)cos(τx)+sin(τy)cos

(τz)＝0，鼻子曲面形貌由T样条曲面建模，多孔支架壁厚w＝1mm，切片离散厚度d＝0.1mm，

选取其中一个形貌切片层，通过设置不同的分层离散网格分辨率r或曲面参数来计算得到

不同数目的插值线段，比较不同策略的计算效率。如图7所示，当G曲面周期较大时，本发明

方法先求出形貌切片层轮廓范围内三角插值网格再插值的方法即先求交再插值的方法，与

传统方法即先插值再求交的计算效率差别不大，但当G曲面周期较小时，本发明方法的计算

效率明显更高。一般多孔支架内部孔洞结构复杂，插值线段数目庞大，本发明方法可以更加

高效地生成此类结构的分层填充区域。

[0048]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详细说明，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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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最优选实施例，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原则范

围内所做的任何修改、补充和等同替换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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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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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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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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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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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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