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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场对齐质心 Voronoi 划分的四边网格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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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生成高质量的四边网格, 提出一种基于场对齐质心 Voronoi 划分(centroidal Voronoi tessellation, CVT)优

化的四边网格生成方法. 首先通过优化 CVT 能量函数将输出网格顶点均匀地分布在输入网格表面; 然后利用场对齐

CVT 优化得到网格边与输入方向场对齐的三角网格; 再通过网格边-场方向匹配初步提取四边网格, 并基于拓扑模式

进行奇异点的识别与消除; 最后利用三角形配对得到准四边网格. 实验结果表明, 该方法能够生成对齐方向场且质

量较高的准四边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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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generate high quality quad mesh, a novel method based on field-aligned centroidal Vo-

ronoi tessellation (CVT) is proposed. Target mesh vertices are first uniformly distributed on input mesh surface 

via CVT optimization. Then, field-aligned CVT is applied to align mesh edges to the underlying direction field. 

Next, an initial quad mesh is extracted by matching mesh edges and field directions. Meanwhile, singular ver-

tices are detected and eliminated based on topology optimization. Finally, the output quad-dominant mesh is 

generated by merging adjacent triangle pairs. Experiments show that our method has the ability to generate 

field-aligned high quality quad-dominant m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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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表示法是一种重要的三维几何形体表示

方法, 在几何建模、计算机图形学、模拟计算等领

域具有广泛应用 . 由于四边网格具有良好的整体

结构和单元性质, 在动画、纹理、有限元模拟等应

用中具有独特优势[1]. 相比于三角网格, 四边网格

在形状和拓扑上具有更多的限制 , 其自动生成是

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 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关

注和研究.  

不同的应用场景对四边网格提出了多样的要

求 , 其中网格边取向控制对于许多应用具有重要

意义. 目前, 具有取向控制能力的四边重网格化方

法主要是基于方向场的全局参数化方法. 为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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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参数化, 这类方法通常需要将输入模型切开, 

从而带来了切缝处参数化一致性的问题 . 现有方

法通常只能近似求解一致性问题 , 而且难以保证

得到双射的参数化映射[2].  

本文将一种三角重网格化方法——场对齐

CVT(field-aligned centroidal Voronoi tessellation, 
FCVT)方法[3]扩展到四边网格生成, 提出一种无需

参数化、直接迭代优化生成四边网格的方法. 简单

应用 FCVT 方法得到的四边网格具有较多奇异点

和三角形, 网格质量较差, 而直接在最终网格上应

用拓扑优化又会影响网格方向对齐. 为此, 本文提

出了一种基于网格边-场方向匹配的拓扑优化算法, 

能够在优化拓扑的同时, 促进方向对齐, 提高最终

四边网格的质量. 

1  相关工作 

四边网格生成问题可以分为四边转化和四边

重网格化 2大类[2]. 四边转化方法通过修改网格顶

点连接关系, 将输入三角网格转化为四边网格, 其

常用方法是将相邻三角形配对构成四边形 . 四边

转化得到的四边网格很大程度上受输入三角网格

的影响, 灵活性低, 网格质量通常较差. 四边重网

格化方法在输入曲面上重新采样网格顶点 , 以得

到质量更高的四边网格 . 关于四边网格生成方法

的详细介绍请读者参考相关综述[1-2].  

与本文最相近的方法是基于方向场的四边重

网格化方法与从 CVT方法[4]衍生出的 LpCVT法[5]. 

下面分别介绍这 2种方法.  

基于方向场的四边重网格化方法显式地使用

方向场控制四边网格的局部性质 , 指导四边网格

的生成. 一般来说, 方向场可以分解为取向场和尺

寸场, 分别控制四边形的取向和尺寸. 这类方法一

般包括生成取向场、生成尺寸场、在取向场和尺寸

场指导下生成四边网格 3步[2]. 

第 3步方法不同, 其可以进一步分为直接法与

全局参数化法. 早期, 直接法通过跟踪方向场的流

线[6]生成与方向场基本一致的四边网格. Lai等[7]提

出的直接法首先重采样输入曲面 , 得到与尺寸场

基本一致的采样点分布; 然后迭代地优化采样点

位置, 使网格边尽量与取向场一致; 最后使用四边

转化方法提取四边网格 . 由于缺乏对去网格全局

拓扑的考虑, 直接法通常只能得到准四边网格, 而

且难以有效地控制奇异点的数量和分布.  

全局参数化方法首先沿曲线将输入曲面切开, 

得到一个或多个具有盘形拓扑的区域 , 然后计算

一个参数化映射, 将曲面映射到二维平面区域上, 

从而将曲面四边化转化为简单的平面区域四边化

问题 . 基于场的方法要求参数化梯度尽可能与场

方向对齐 , 从而间接地控制四边网格的取向和尺

寸 . 全局参数化方法的关键在于保证切缝两侧参

数化的一致性 , 以使得生成的四边网格在跨越割

线时平滑过渡. Ray等[8]借助周期函数处理一致性, 

但对奇异点附近的区域需要进行特别处理 . Käl-

berer 等[9]和 Bommes 等[10]基于方向场将该一致性

约束转化为整数线性方程 , 从而将四边化问题转

化为混合整数求解问题 , 该方法能够更好地对齐

取向场并且显式控制奇异点 . 除了基于方向场的

方法, 还有一类方法基于 Morse-Smale复形理论[11], 

通过寻找合适的莫尔斯函数解决四边重网格化问

题. Dong等[12]使用网格 Laplace矩阵的某些特征向

量作为莫尔斯函数生成四边网格; Huang等[13]随后

改进了该方法, 实现了四边网格的特征对齐, 方向

和密度控制. 

本文同样使用方向场控制网格边取向 , 但在

方法上更接近直接法[7]. 不同之处在于, 本文基于

FCVT 优化[3]. 这是一种各向同性三角重网格化方

法, 其在 CVT 优化基础上加入了场对齐能量, 以

促进网格边与输入取向场对齐. 此外, 相比 Lai 等[7]

方法, 本文对于方向场限制较小, 不限于主曲率场

或交叉场. 与本文相似, LpCVT 法[5]也是一种基于

CVT 的四边网格生成方法, 它将传统 CVT 能量中

的 2L 距离推广为一般的 pL 距离 , 使得四边形

Voronoi 胞成为一种稳定的构型. 该方法使用各向

异性场控制网格的取向和尺寸性质 , 最终通过三

角形配对提取四边网格 , 得到方向对齐的准四边

网格. 

瞬时场对齐(instant field-aligned meshing, IFM)

方法 [14]是一种基于场的重网格化方法, 它首先使

用局部迭代生成输入网格顶点处的取向场 , 然后

以取向场为约束 , 在每个顶点处计算局部参数化

(位置场), 并使用局部迭代对位置场进行光滑, 最

后从位置场提取输出网格. 因为局部迭代效率低, 

且容易陷入局部极小, IFM法使用了由粗到细的层

次化策略加以优化. 本文以 IFM 方法生成的取向

场作为输入, 但与 IFM相比, 本文不涉及局部参数

化 , 而是直接优化输入顶点位置 , 而且本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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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T 能量项能够促进单元质量, 避免出现极端尖

锐角. 

2  理论背景 

2.1  FCVT 
为了使生成的网格边对齐用户给定的方向场, 

FCVT优化在 CVT能量基础上加入场对齐能量项. 

给定输入三角网格以及上的采样点集 X , 

FCVT 能量 [3]函数定义为 , total CVT fieldE E E  ; 

其中, CVTE 为 CVT 能量函数, fieldE 为场对齐能量, 

0≥ 为用户指定的混合参数. 对于网格曲面 , 

CVT能量定义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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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T

1

( ) (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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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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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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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 为采样点 ix 对应的受限 Voronoi 胞[15], 

定义为 ix 的三维 Voronoi 胞与网格面的交集; 

( ) 0 x 为用户指定的密度函数 . 本文只考虑 
为常数, 即均匀采样的情况. 受限 Voronoi 胞的对

偶三角网格称为受限 Delaunay 三角化(restricted 

Delaunay triangulation, RDT), 其给出了输入网格

的重网格化结果.  

场对齐能量[3]计算 RDT 的网格边方向对方向

场的偏离程度, 其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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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i 为采样点 ix 的邻居点集合, ijw 为网格

边 ije 的权重 , ijD 为边 ije 与 ix 处方向场的方向距

离. 本文使用拟牛顿法(LBFGS[16])优化 FCVT能量, 

该方法需要计算能量梯度 . 梯度推导及场对齐能

量的更多细节请读者参考文献[3].  

2.2  旋转对称方向场 
FCVT 方法使用旋转对称方向场控制网格边

方向. N 旋转对称场( -RoSyN )在网格面的每个点

x处定义 N 个方向 , 这些方向都落在过 x的切面
上, 并且相邻方向之间的夹角为 2π / N . 本文采用

4 旋转对称场(4-RoSy)进行网格边方向控制, 首先

使用外场光滑算法[14]计算网格所有顶点处的方

向场, 然后利用对称方向插值[3]得到其他位置的方

向场.  

2.3  拓扑优化 
使用 FCVT通常只能得到局部最优解, 导致输

出网格中存在过多的奇异点 . 这些奇异点在导致

网格局部质量降低的同时 , 使得局部网格边数量

与方向场的旋转对称次数不匹配 , 从而影响网格

方向对齐.  

拓扑优化有助于消除多余奇异点 , 同时帮助

优化算法跳出局部极小点, 得到质量更高的网格. 

然而 , 将现有四边网格拓扑优化算法直接加入

FCVT, 存在 2个问题. 首先, 现有拓扑优化算法一

般缺乏对于方向场对齐的考虑 , 因此在拓扑优化

过程中难免导致方向对齐程度降低. 其次, FCVT 

方法中网格拓扑本质上是根据 Delaunay 法则确定

的, 即网格拓扑完全取决于采样点几何位置. 因此, 

诸如边翻转这样的常见的拓扑优化操作 , 由于不

改变采样点几何位置, 并不适用于该问题.  

本文观察到, 与 FCVT优化的局部最优性对应

的主要是这样一类多余奇异点 . 这些奇异点既不

来源于方向场本身的奇异性 , 也不来源于模型形

状尺寸的变化. 它们通常成对出现, 并且与局部区

域内采样点的过剩或不足紧密相关. 此外, 在这些

奇异点附近, 方向场对齐程度也相对较差. 基于以

上观察,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网格边-场方向匹配

(简称边场匹配)的拓扑优化算法, 首先计算边场匹

配, 得到每条网格边对应的场方向; 然后, 利用匹

配信息提取一个具有缺陷的四边网格 , 其中的缺

陷同时对应于网格奇异点和边场失配; 最后, 在该

网格中, 多余奇异点被识别, 并通过适当的局部增

删采样点操作进行自动消除.  

本文提出的拓扑优化算法充分考虑了方向场

对齐的要求, 并且仅使用增删采样点的方式, 可以

有效地用于 Delaunay网格的拓扑优化问题. 

3  本文方法 

如图 1所示, 本文四边网格生成方法流程如下:  

输入: 三角网格  

输出: 四边网格  

Step1. 在上随机初始化采样点. 

Step2. CVT优化, 使采样点分布均匀. 

Step3. FCVT优化, 使网格边对齐方向场. 

Step4. 计算边场匹配. 

Step5. 计算可行拓扑操作. 如果没有可行操作, 则

执行下一步; 否则, 执行拓扑操作, 转 Step3. 

Step6. FCVT优化, 平滑拓扑操作带来的网格扭曲. 

Step7. 如果分辨率不够高 , 在所有边的中点处插

入采样点, 转 Step3; 否则, 执行下一步. 

Step8. 配对三角面, 提取四边网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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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方向场 b. 输入网格 c. 初始点 d. CVT优化

   

e. FCVT优化 f. 三角网格 g. 四边网格 h. 细分 
 

图 1  算法流程示意 

 

算法的关键在于边场匹配算法以及建立在其

基础之上的拓扑优化方法.  

3.1  网格边-场方向匹配 
为了进行拓扑优化 , 并且保证拓扑优化不与

方向对齐的要求相悖 , 需要显式计算网格边与场

方向的匹配. 本文将有限集合 S到 T的匹配定义为

映射 :M S T , 记M(S)为 T中被匹配元素的集合.  

本文关心的是一个采样点关联的网格边方向

集合到该点处场方向集合的匹配 . 规定网格边方

向为网格边在采样点处切平面上投影的方向 , 从

而将问题简化为两组共面方向集合的匹配 . 考虑

到问题的几何含义, 匹配应具有单射性和保序性. 

单射性要求不同边必须匹配不同的场方向; 保序

性要求当逆时针一周访问所有边时 , 相应的被匹

配场方向也构成逆时针访问序列.  

匹配单射性的前提是场方向数量不少于边数

量. 当该条件不满足时, 本文使用图 2 所示方法逐

次扩展方向场, 直到有足够的场方向与网格边匹配.  
 

   

a. 初始场 b. 1 次扩展 c. 2 次扩展 
 

图 2  场方向扩展 
 

每次扩展新产生的方向位于原有方向的角平

分线处. 第 n次扩展新产生的场方向称为 n阶场方

向, 最初的场方向为 0阶场方向. 阶数同时也给出

了场方向的优先度, 阶数越低, 优先度越高. 一般

地 , 给定集合 T 及定义在其上的优先度映射

:P T   , 优先度最高的元素组成 0 阶子集 T0, 

优先度次高元素组成 1 阶子集 T1, 以此类推. 而

0 1 ···k kT T T T   ≤ 表示所有阶数不大于 k 的元

素的集合. 本文要求匹配时优先考虑低阶场方向, 

即在最终匹配中, 如果方向 q被匹配, 则所有优先

度大于 q的方向也必须被匹配. 匹配优先性的严格

定义如下:  

定义 . 对于匹配 :M S T 和优先度映射

:P T   , M 满足优先性 , 当且仅当任取

, ,p q T 如 果 ( ) ( )P p P q 且 ( ),p M S 则 q  

( )M S . 

满足单射性、保序性和优先性的匹配称为可行

匹配. 记所有 S到 T的可行匹配组成的集合为 T
S , 

: T
SC   为匹配的代价泛函 , 最优匹配定义为

使 C 取最小值的可行匹配. 对于本文的方向对齐

问题, 一个合理的代价为 

2
( ) , ( ) , .T

S
s S

C M s M s M 


   

其中, 尖括号表示 2个方向的夹角. 通过遍历所有

可行匹配 , 计算代价值 , 可求出最优匹配 . 然而 , 

由于可行匹配的数量通常不少(例如, 假设优先度

都相同, 从 S到 T的可行匹配数量为 CT
S

S  ), 精确

计算最优匹配的时间复杂度过高. 为此, 本文提出

一种贪心的近似算法. 简洁起见, 在下面的算法描

述中, “下一个方向”, “之后方向”指按逆时针方向

遇到的下一个方向; 反之, “前一个”, “之前”表示

顺时针; “从 a到 b的方向”指的是从方向 a按逆时

针到 b的过程中遇到的所有方向(含 a和 b, 除非特

别指明). 此外 , 算法中的“结束”相当于程序中的

返回语句.  

本文匹配算法流程如下:  

输入. 方向集合 S和T , 优先度映射 : .P T    

输出. 可行匹配 :M S T . 

Step1. 从 S 和 0 阶子集 T0中找出夹角最小的一对

方向 s0和 t0, 匹配 s0和 t0, 即令 M(s0)=t0. 分别从 S和 T

中去除 s0和 t0. 

Step2. 如果|S|==0, 结束; 否则, 更新 s0为 S 中 s0

的下一个方向, 更新 t0为 T中 t0的下一个方向. 

Step3. 如果 0S T≥ , 执行下一步; 否则, 0S T . 

在不破坏匹配可行性的前提下, 在 T0中找到与 s0夹角最

小的方向 t1, 匹配 s0和 t1. 从 S中删除 s0, 从 T中删除 t0

到 t1的所有方向. 更新 t0=t1. 转 Step2. 

Step4. 如果存在正整数 k, 使得 1k kT S T  ≤ ≤ , 

执行下一步 ; 否则 , 一定存在非负整数 k, 使得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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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 . 从 s0 和 t0 开始 , 依次匹配 S 和 kT≤ 中的方向 ,   

结束 . 

Step5. 设 1kT ≤ 中优先度最高的方向的集合为 *
1kT ≤ , 

找到 *
1kT ≤ 中 t0的下一个方向 t1. 在不破坏可行性的前提

下, 在 S中找到与 t1夹角最小的方向 s1, 匹配 s1与 t1. 记

0 1S  为 S中从 s0到 s1(不含)的方向集合, 1 0S  为 S中从

s1(不含)到 s0(不含)的方向集合, 0 1T  为 T中从 t0到 t1(不

含)的方向集合, 1 0T  为 T中从 t1(不含)到 t0(不含)的方向

集合.  

Step6. 更新 s0为 s1, 更新 t0为 t1. 从 Step2开始, 调

用本算法分别求 0 1S  到 0 1T  的匹配和 1 0S  到 1 0T  的匹

配; 结束.  

上述算法中的“不破坏匹配可行性”需要进一

步阐明. 在 Step3中, 0S T , 根据匹配的优先性, 

T中只有 0阶方向可能被匹配. 为了保证后续匹配

依然可行, 必须给之后匹配的 S 方向预留足够的 0

阶方向. 如图 3 所示, 方向用方块表示, 方向集合

表示为方块序列, T0的后半段为预留区域, s0只能

在前半段寻找夹角最小的方向 t1. 

 

 
 

图 3  单一优先度时的预留 

 
类似地, 在 Step5 中, 为了“不破坏可行性”, 

也需要预留. 这时, 1k kT S T  ≤ ≤  , 根据匹配

的优先性, kT≤ 中的方向都会被匹配, 而 +1kT 中只

有 kS T ≤ 个方向被匹配. 图 4 所示例子中, +1kT≤

分为黑色的 kT≤ 和深灰色的 +1kT . 在 S 中寻找与 t1

夹角最小的 s1 时, 考虑到后续两侧必须匹配的黑

色方向, 在 S 的两端都预留了 2 个元素. 其次, 由

于 =8S , =5kT≤ , S中必然有 3个方向匹配 +1kT 中

的方向(深灰色). 由于 t1右侧只有 2个深灰色元素, 

S 左半段(s1左侧)至少要预留一个元素匹配深灰色

方向; 因此, s1只能从图 4中浅灰色元素中选取. 
 

 
 

图 4  多种优先度时的预留 

3.2  拓扑优化 
根据边场匹配信息 , 可以提取一个带有缺陷

的网格, 其中网格顶点包含所有采样点, 而网格边

只包含与 0阶场方向匹配的边. 图 5展示了三角网

格和相应的提取后的网格. 
 

 

a. 三角网格 b. 粗提取网格 

图 5  粗提取四边网格 

 

下面把提取前的三角网格称为 outT , 提取后网

格称为 outQ . 可以看到, 网格 outQ 中存在一些只连

接了一个顶点的悬空边, 它们对应于 outT 网格中只

在一个端点处和 0 阶场方向匹配的边. 具体来说, 

对于 outT 中连接 iv 和 jv 的边 ije , 如果 ije 在 iv 处与 0

阶场方向匹配, 而在 jv 处不与 0阶场方向匹配, 则

在 outQ 中 ije 变为一条连接 iv 的悬空边.  

悬空边既对应于目标四边网格的奇异点(如 T

结点), 也是场方向对齐失配的位置 . 因此 , 针对

悬空边进行拓扑优化 , 可以同时优化奇异点和方

向对齐. 本文观察到, 可优化的悬空边可以归结为

若干模式. 一种模式通常包含一对空间邻近, 取向

相反的悬空边 , 可以通过局部插入或删除采样点

的方式进行消除. 图 6展示了本文使用的几种模式. 

其中, 菱形点为待插入的点, 叉点为待删除的采样

点. 拓扑优化后, 可以消除一对悬空边. 

 

 
 

图 6  拓扑优化的模式 

 

拓扑优化算法遍历 outQ 网格中的所有悬空边, 

并在其附近搜索上述模式 , 最后对找到的模式执

行相应的增删采样点操作.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实验的环境配置为Win10 64位操作系统, 

4核 3.20 GHz Intel Core i5 CPU, 16GB内存; 旋转

对称方向场使用 Instant Mesh 软件[14]计算,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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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hLab软件[17]配对三角形生成最终的四边网格.  

4.1  实验结果 
图 7显示了对 hand模型进行 FCVT优化的中

间过程和结果, 初始网格为 CVT 优化得到的各向

同性三角网格, 三角形大多接近等边三角形. 开始

FCVT 优化后, 网格边向场方向对齐, 使得相邻三

角形对趋近于矩形. 

 

   

a. 初始网格 b. 5次迭代 c. 25次迭代 d. 最终网格
 

图 7  FCVT优化过程 

 
对于同一网格模型, 本文比较 CVT 法, 不使

用拓扑优化的 FCVT 法和使用拓扑优化的 FCVT

法得到的准四边网格. 图 8显示了不同方法生成网

格的实验结果, 可以看出, CVT法由于缺乏方向对

齐控制, 不能得到接近正方形面片的四边网格. 单

纯的 FCVT 优化可以使大部分网格边对齐方向场, 

然而由于优化的局部最优性 , 提取的四边网格中

包含大量奇异顶点和非四边形. 加入拓扑优化后, 

大部分多余奇异点被消除了 , 最终得到的四边网

格包含的三角形较少, 质量得到提高.  

 

  
a. CVT b. FCVT c. 拓扑优化 FCVT

图 8  不同方法得到的四边网格 

 
表 1 定量比较了使用拓扑优化与不使用拓扑

优化所得到的网格的质量, 其中四边形质量 Q使

用文献[18]的方法计算, 其中考虑了四边形平面性, 

最优质量值为 1; v4 是规则点(4价顶点) 的比率, f4

为四边形面占所有面的比率. 从表 1 可以看出, 拓

扑优化对网格质量有较大提升.  

 
表 1  拓扑优化与网格质量 

拓扑优化 Qavg min

 
max

 
v4/% f4/% 

优化前 0.83 26.3 168.5 88.3 90.4 

优化后 0.83 43.0 155.7 92.5 93.5 

4.2  权值选取 
根据式(1), 方向对齐能量为所有网格边的能

量的加权和 . 本文将边权设定为该网格边在受限

Voronoi 图 [15]中对偶边所对应的 Voronoi 区域的

CVT能量, 如图 9所示. 

 
 

图 9  网格边的 Voronoi对偶区域 

 
由于方向距离函数没有量纲 , 这样的权值设

定可以保证对模型进行伸缩变换时, 2 个能量项的

相对大小保持不变. 这样一来, 对于均匀四边网格

生成问题 , 本文方法基本上不需要调整混合参数

 . 为了选择最优混合参数, 本文采用不同混合参

数进行优化, 比较生成网格的质量. 在不同模型和

分辨率下, 网格质量与混合参数的关系, 如图 10

所示. 可以看出, 随着混合参数增大, 网格平均质

量先增大, 然后趋于稳定, 而网格最小角有下降趋

势. 综合考虑, 本文实验中选取 1  . 

 

 
 

图 10  权重与网格质量 

 
4.3  比  较 

LpCVT 方法[5]与本文类似, 同样基于 CVT 和

方向场指导生成准四边网格. IFM法[14]与本文使用

同一种方向场, 但后续生成四边网格的策略不同. 

图 11显示了 3种方法生成的准四边网格.  

表 2所示为 3种方法所生成网格质量的定量比

较结果 , 可以看出 , 本文方法生成网格的质量与

LpCVT 法接近, 但奇异点与非四边形的比率通常

更小; IFM法包括取向场优化、位置场优化、网格

提取 3个步骤, 其与另 2种方法在原理上差异较大. 

从结果来看, IFM法生成的网格在平均质量上有一

定优势 , 但在最大角和最小角方面与本文方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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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差距. 此外, 在一些情况下, IFM 法不能正确

地提取网格, 而本文方法可以得到合理的结果, 如

图 12所示 elk模型. 

 

  

  

 

a. IFM b. LpCVT c. 本文 

 

图 11  3种方法生成的四边网格 

 
表 2  生成网格的质量比较 

模型 方法 |V|
 

Qavg min

 
max

 
v4/% f4/%

 IFM 13k 0.88 24.8 180.0 92.5 96.4

bimba LpCVT 13k 0.84 39.2 170.0 91.3 92.3

 本文 13k 0.83 37.6 166.5 95.2 95.6

 IFM 4k 0.88 18.8 172.2 90.0 95.5

fertility LpCVT 4k 0.84 40.0 161.1 91.1 92.7

 本文 4k 0.83 40.2 155.0 92.9 94.2

 IFM 9k 0.91 18.4 180.0 93.9 97.2

rockerarm LpCVT 9k 0.90 40.9 159.4 95.9 96.3

 本文 9k 0.88 43.8 151.0 95.7 96.0

 

  
a. 输入模型 b. IFM c. 本文 

 

图 12  elk模型四边网格生成结果 

 
图 13 从效率角度比较了 IFM, LpCVT 与本文

方法, 以 botijo模型(约 8000三角面)为输入, 比较

了 3种方法在不同目标采样点数下的运行时间. 可

以看出, 运行时间均随采样点数增加线性增长. 本

文方法与 LpCVT法效率接近, 而 IFM法速度更快. 

 
 

图 13  3种方法对 botijo模型的运行时间 

5  结  语 

本文通过扩展 CVT 优化, 加入方向场控制, 

提出了一种融合 CVT 和方向场对齐的新的四边网

格生成方法. 该算法结合了 2种方法的优点, 能够

生成质量较高且方向可控的准四边网格 . 在解决

网格拓扑优化问题过程中, 提出一种匹配 2组共面

方向的算法, 其中综合考虑了匹配的单射性、保序

性、优先性与算法效率. 基于网格边与场方向的匹

配信息 , 提出了一种同时优化奇异点和方向对齐

的拓扑优化方法 ,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优化的

局部最优性问题, 提高网格质量. 通过与相近方法

的比较, 验证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目前, 拓扑优

化仅使用 4种最简单的拓扑模式, 开发更多的拓扑

模式或使用一种更为统一的拓扑优化方法是下一

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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