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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压缩控制点的B样条曲线重构算法

任利娟,张广鹏,王　元,王妮娜,黄玉美
(西安理工大学 机械与精密仪器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８)

摘要:３次准均匀B样条曲线是曲线曲面重构中广泛应用的算法,逆向工程要求用尽可能少的数

据点实现曲线曲面的高精度重构.本文将３次均匀 B样条曲线的性质推广到３次准均匀 B样条

中,并对推论进行了证明.基于所得的推论,提出一种改进的３次准均匀 B样条逼近曲线算法.
所提出的方法不用反算控制点,可以使曲线插值于控制点;引入切向参数S 和曲率参数L 对控制

点处的切向特性和曲率特性进行控制和调整;可以通过调整形状参数提高曲线的拟合精度.最后,
使用三种方法对某叶片截面离散数据重构,结果证明,所提出的方法在使用相同的控制点时,拟合

误差更小;在达到相同的逼近精度时,使用的控制点数更少.
关键词:B样条曲线;局部形状参数;曲率/切向特性;插值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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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Ｇsplinecurvereconstructionalgorithmbasedoncompressedcontrolpoints
RENLijuan,ZHANGGuangpeng,WANGYuan,WANGNina,HUANGYumei

(SchoolofMechanicalandPrecisionInstrumentEngineering,Xi’anUniversityofTechnology,Xi’an７１００４８,China)

Abstract:ThecubicquasiＧuniformBＧsplinecurveisawidelyusedalgorithminthereconstruction
ofcurvesandsurfaces．ReverseengineeringrequireshighＧprecisionreconstructionofcurvedsurＧ
faceswithasfewdatapointsaspossible．Inthispaper,thepropertiesofthecubicuniformBＧ
splinecurveareextendedtothecubicquasiＧuniformBＧspline,withtheinferenceproved．Based
ontheobtainedinference,animprovedcubicquasiＧuniformBＧsplineapproximationalgorithmis
proposed．Theproposedmethodcanbeusedtointerpolatethecurveatthecontrolpointwithout
backＧcalculatingthecontrolpoints,andtheshapeparametersSandLareintroducedtocontrol
andadjustthetangentialcharacteristicsandthecurvaturecharacteristicsatthecontrolpoint．The
fittingaccuracyofthefittedcurvecanbeimprovedbyadjustingtheshapeparameters．Finally,
threemethodsareusedtoreconstructdiscretedataofabladesection．ResultsshowthattheproＧ
posedmethodhasasmallerfittingerrorusingthesamenumbercontrolpointsandachievesthe
sameapproximationaccuracywithmuchfewercontrolpoints．
Keywords:BＧspline;localshapeparameter;curvature/tangentialproperties;interpolationcurve

　　逆向工程是机械、快速原型、医学等领域广泛应

用的技术,是目前 CAD/CAM 研究领域的热点问

题,而复杂曲面的重建是逆向工程研究的核心问题.
逆向工程中广泛应用的重构方法是 B样条曲线算

法[１２],B样条算法又可以分为B样条逼近曲线算法

和B样条插值曲线算法.B样条逼近曲线算法,简
单易操作,拟合曲线不通过控制顶点,一般通过增加

控制点数和调整节点向量来提高拟合精度;B样条

插值算法能使插值曲线通过所有的型值点,具有一

定的实际意义,但其拟合过程需要求解方程组反算

控制点的位置,要对数据点和节点向量做特殊的规

定,计算过程较为复杂,也可以通过增加插值点数和

调整节点向量来提高拟合精度.３次均匀B样条可

以集逼近插值于一体且形状可调[３],但均匀B样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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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在首末端点处的形状较难控制.
逆向工程通常要求使用尽可能少的控制点数量

来实现高精度的曲线曲面重构.在压缩控制点方

面,Piegl等[４]构造了具有非退化特性的参数区间,
增加了节点选择的灵活性,使控制点数目明显减少;

Park等[５６]在二分法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基于误差

自适应控制的逼近算法,可以得到满足给定误差阈

值的控制点较少的逼近曲线;魏栋等[７]提出将离散

点的曲率特征点作为初始逼近曲线,在误差较大处

增加新的插值点,通过粒子群算法优化控制点的位

置,进一步提高逼近精度;程仙国等[８]提出基于 B
样条曲线段复杂度节点配置算法,在保证相同逼近

精度的条件下使用更少的控制点;张毓华等[９]提出

基于几何信息均布的B样条曲线节点设置方法,在
控制点数量相同的情况下实现较高精度的逼近;江
本赤等[１０]提出将曲率优势点作为轮廓约束点构造

初始逼近曲线,在需要改善拟合精度的区域增加约

束点,直到获得满足精度要求的B样条曲线.
通过合理的参数化方法可以提高 B样条曲线

的逼近精度,潘日晶[１１]提出利用数据点的参数化和

节点向量的自由度,构造在各数据点满足切向约束

的二次B样条插值曲线,直观地控制插值曲线达到

预期形状;于谦等[１２]提出利用二次 B样条本身的

几何性质进行参数化,使曲线在每个插值点上都满

足指定的切向,但节点矢量的计算和控制点的反算

过程较为复杂.
本文结合B样条逼近曲线和 B样条插值曲线

的优点,提出一种插值于控制点的局部形状可调整

的B样条逼近曲线算法.所提出的算法集逼近、插
值于一体,且能够实现控制点处的切向特性和曲率

特性的控制和调整;所提出的算法能使用更少的控

制点数量和最简单的节点矢量设置实现对离散数据

点的高精度逼近.

１　改进的３次准均匀B样条曲线算法

１．１　基本概念及性质

设控制点集D＝di xi,yi,i＝０,１,２,,n{ } ,B样

条逼近曲线方程可写为[１３]:

C(u)＝ ∑
n

i＝０
diNi,k(u) (１)

其中di为控制点,k为逼近曲线的次数,Ni,k(u)
称为k次B样条基函数,它是由一个称为节点向量的

非递减的参数u的序列U＝ (u０ ≤u１ ≤  ≤un＋k＋１)
所决定的k次分段多项式,其表达式为:

Ni,０(u)＝
１,ui ≤u＜ui＋１

０{
Ni,k(u)＝ u－ui

ui＋k－ui
Ni,k－１(u)＋ ui＋k＋１－u

ui＋k＋１－ui＋１
Ni＋１,k－１(u)

０
０ ＝０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ï

(２)
式中,Ni,k(u)的双下标中第二下标k表示曲线的

次数,第一下标i表示控制点的序号.为了对曲线

在端点的行为有较好的控制,节点矢量的两端点取

重复度k＋１,即u０ ＝u１ ＝  ＝uk ＝０,un＋１ ＝
un＋２ ＝  ＝un＋k＋１ ＝１.剩下的n－k个内节点

uk＋１,uk＋２,,un( ) 可根据不同的方法进行设置.
性质　对３次均匀B样条来说,若节点ui 处对

应的控制顶点是di ,则曲线在参数ui处的点用德布

尔算法的递推公式可表示为:

c(ui)＝ ２
３di＋１

６
(di－１＋di＋１) (３)

所以,只要取合适控制顶点,B样条曲线可插值

其部分控制顶点.另外,B样条曲线在c(ui)处的切

线平行于向量di＋１ －di－１ .
因为３次均匀 B样条曲线在首末端点处的行

为很难控制,而３次准均匀 B 样条曲线是最常用

的,因此把上述的性质推广到３次准均匀B样条曲

线中,并对得到的推论进行证明.
推论　对于３次准均匀B样条逼近曲线,除首

末端点外,三个顺序控制点共线且等间距分布时,
逼近曲线会通过中间的控制点,B样条曲线在c(ui)
处的切线平行于向量di＋１ －di－１ .

证明　计算参数u∈ ui,ui＋１[ ] ,对应的B样条

曲线上的值可用德布尔算法的递推公式表示为[１３]:

c(ui)＝ ∑
n

j＝０
djNj,k(u)＝dk

i－k (４)

式中,u∈ ui,ui＋１[ ]∈ uk,un＋１[ ] .

dl
j ＝

dj, l＝０
(１－αl

j)dl－１
j ＋αl

jdl－１
j－１,l＝１,２,,k{

(５)
式中,dl

j 为第l级由控制点dj 和dj＋１ 确定的中间顶

点;αl
j 为计算比例因子,计算公式为:

αl
j ＝ u－uj＋l

uj＋k＋１－uj＋l
(６)

式中,j＝i－k,i－k＋１,,i－l,l＝１,２,,k,
对式(６)规定０/０＝０.

对于任意的u∈ ui,ui＋１[ ] ,对应的点c(u)由

四个控制点决定,即di 、di－１ 、di－２ 和di－３ .假设

di 、di－１ 和di－２ 在同一条直线上,则参数u在逼近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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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的点d３
i－３ 可用几何作图法表示其递推过程,如

图１所示.

图１　３次准均匀B样条曲线上点c(u)的
德布尔算法示意图

Fig．１　SchematicdiagramoftheDebordalgorithm
forpointc(u)onthe３rdquasiＧuniformBＧsplinecurve

　

要证明参数u对应的曲线上的一点c(u)位于

控制点di－１ 处,则递推过程必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d３
i－３ ＝d２

i－２ (７)

d２
i－２ ＝di－１ (８)

根据式(５),d３
i－３ 和d２

i－２ 可表示为:

d３
i－３ ＝ (１－α３

i－３)d２
i－３＋α３

i－３d２
i－２ (９)

d２
i－２ ＝ (１－α２

i－２)d１
i－２＋α２

i－２d１
i－１ (１０)

根据式(９)可知,要使点d３
i－３ 满足式(７),则对应

的比例因子应满足条件:

α３
i－３ ＝１ (１１)

根据比例因子的计算公式 (６),α３
i－３ 可以表

示为:

α３
i－３ ＝ u－ui

ui＋１－ui
(１２)

由式(１２)可以得出α３
i－３ ∈ ０,１[ ] ,当u＝ui＋１

时,α３
i－３ ＝１,根据式(６)可得,α２

i－２ ＝０．５,则式(１０)
可写为:

d２
i－２ ＝０．５×(d１

i－２＋d１
i－１) (１３)

通过式(５)和(６)计算得到:

d１
i－２ ＝ １

３di－２＋２
３di－１

d１
i－１ ＝ ２

３di－１＋１
３di

ì

î

í

ï
ï

ï
ï

(１４)

把式(１４)代入(１５)可得:

d２
i－２ ＝ ２

３di－１＋１
６

(di－２＋di) (１５)

由于di－１ 是di 和di－２ 的中点,所以:

d２
i－２＋di ＝２di－１ (１６)

把式(１６)代入式(１５)即可得:

d２
i－２ ＝di－１ (１７)

证明完毕.
参数u对应的曲线上的点是u ∈ ui,ui＋１[ ] 的

曲线段c(u)的分段连接点c(ui＋１),且c(ui＋１)位于

di 、di－１ 和di－２ 所在的直线的中点,即di－１ 点.

１．２　本文算法的提出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一种通过增加辅助控制

点的方法,使B样条逼近曲线通过控制点,并引入形状

参数S和L实现逼近曲线局部形状的动态调整.
图２(a)是４个控制点的３次准均匀B样条曲

线,图２(b)是本文算法得到的插值于控制点的３次

准均匀B样条曲线.图中d１ 、d２ 、d３ 和d４ 为控制

点,d２０ 、d２１ 、d３０ 和d３１ 为控制点d２ 和d３ 的辅助控

制点.从图２(b)中可以看出,引入辅助控制点后,
逼近曲线通过对应的控制点.

图２　本文算法实现原理示意图

Fig．２　Schematicdiagramoftheproposed
algorithmimplementationprinciple

　

１．３　方法的实现

１．３．１　形状参数初始化

由于切向参数S 和曲率参数L 决定了辅助控

制点的位置,从而决定了该处拟合曲线的形状,对拟

合曲线的精度有决定性作用.根据大量仿真实验,
本文给出逆向工程中切向参数S 和曲率参数L 的

初始化方法.

１)在逆向工程中一般给出离散数据点集P ＝
pq xq,yq,q＝０,１,２,,h{ },h为离散数据点的总

数.控制点处的切向参数S 通过控制点所在位置

的前后数据点计算,假设控制点di 在离散数据点集

中为点pq ,则Si 可表示为:

Si ＝yq＋１－yq－１

xq＋１－xq－１
(１８)

２)参数Li 为相邻控制点之间的距离乘以比例

因子λi ,可表示为:

Li０ ＝λi０‖pq－１pq‖
Li１ ＝λi１‖pqpq＋１‖{ (１９)

式中,Li０ 表示位于该控制点前面的辅助控制点与

控制点之间的距离;Li１ 则是位于该控制点后面的

辅助控制点与控制点之间的距离;‖‖表示两点

之间的欧几里得距离.控制点集一经确定,相邻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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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点之间的距离也确定,可以通过调整比例因子λi

来调整辅助控制点的位置.
因为参数λi 与该控制点处的曲率特性密切相

关,为了降低初始逼近曲线的误差,本文给出Li 初

始化方法,如表１所示.

表１　λi与曲率的对应关系

Tab．１　Correspondencebetweenλiandcurvature

序号 λi Ki

１ (０．５,１] [０,０．００１]

２ (０．４,０．５] [０．００１,０．０１]

３ (０．２,０．４] [０．０１,０．１]

４ (０,０．２] [０．１,１]

　　Ki 为控制点di 在离散点列中通过 U 弦长[１４]

计算得到的曲率.当然,初始逼近曲线不可能完全

达到精度要求,曲线在两个控制点之间的形状也受

到切向参数Li 的影响,对形状参数进行适当调整可

大幅度提高逼近精度.

１．３．２　辅助控制点位置

控制点列记为D ＝di xi,yi,i＝０,１,２,,n{ },
对于 第i 个 控 制 点di xi,yi( ) ,其 前 辅 助 控 制 点

di０ xi０,yi０( ) 的位置坐标可以通过联立几个方程来

求解:
(xi０－xi)２＋(yi０－yi)２ ＝Li

yi０ ＝Sixi０＋b
yi ＝Sixi＋b

ì

î

í

ïï

ïï
(２０)

式中,Si 为斜率参数,在计算 机 辅 助 几 何 设 计

(CAGD)中可根据设计曲线在控制点di处的切向特

性进行设置;Li 为辅助控制点与对应的控制点之间

的距离.对应的后面的辅助控制点di１ xi１,yi１( ) 的

坐标同理可求.
辅助控制点的位置由两个参数进行控制和调

整:切向参数S和辅助控制点到对应的控制点之间

的距离L,如图３所示.

图３　参数S和L 对逼近曲线形状的影响

Fig．３　EffectofparametersSandLonthe
shapeoftheapproximationcurve

　

参数S和L 对于曲线形状具有不同的几何意

义.切向参数S 决定了逼近曲线在控制点处的切

向特性,L则决定了曲线在控制点处的曲率特性,L
越小,曲线越陡峭,L越大,曲线越平缓.

１．３．３　节点向量

节点向量的确定需要根据控制点个数n和逼近

曲线的次数k来确定.本文中增加的辅助控制点个

数计入控制点数.如控制点集中有n个控制点,除

去首末端点外其余控制点各增加两个辅助控制点,
增加的辅助控制点个数为２× n－２( ) ,则增加后总

的控制点数为:

m ＝３n－４ (２１)
增加辅助控制点后的节点向量根据m 和k 进

行设置,对于开曲线和首末端点仅位置连续的闭曲

线,准均匀B样条的两端节点取重复度k＋１,便于对

曲线端点行为有较好的控制,内节点均匀分布,即u０ ＝
u１ ＝＝uk ＝０,un＋１ ＝un＋２ ＝＝un＋k＋１ ＝１.剩

下的m－k个内节点均匀分布.

１．３．４　逼近误差计算

B样条曲线的逼近误差指离散点列到逼近曲线

的距离的最大值.本文提出一种逼近误差的计算方

法,设离散点列P ＝pq xq,yq,q＝０,１,２,,h{ },

p(u)为参数u对应的逼近曲线上的点,pq 点处的

误差εq 为:

εq ＝ min‖pqp(u)‖ (２２)
其中,参数u均匀取值,通过不断细化u的取值

间距,得到较为准确的误差为止.误差的最大值、平
均值和均方差可计算为:

εmax ＝ max(εq)

ε－ ＝ mean(εq)

εstd ＝std(εq)

ì

î

í

ïï

ïï
q＝０,１,２,,h (２３)

式中,max表示取最大值;mean表示计算平均值;

std表示计算均方差.

１．４　粒子群算法优化辅助控制点的位置

粒子 群 优 化 算 法 (ParticleSwarm OptimizaＧ
tion,PSO)的思想源于群鸟捕食行为.用数学模型

模拟鸟群觅食的过程,每一个数学问题的解看作是

一只鸟,称作“粒子”,所有的粒子都由一个适应度函

数来判断当前位置的好坏,每一个粒子都有记忆功

能,能够记住搜寻过的最佳位置,每个粒子还有一个

速度来决定搜寻的距离和方向,这个速度可以根据

它本身的飞行经验和同伴的飞行经验进行动态

调整.
设有N 个粒子在R 维搜索空间搜寻,则第t个

粒子的位置为[１５]:

Xt ＝ (xt１,xt２,,xtR),t＝１,２,,N (２４)
第t个粒子经历过的最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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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est,t ＝ (pt１,pt２,,ptR)
所有粒子经历过的最好位置:

gbest ＝ (p１,p２,,pR)
粒子群的飞行速度更新公式为:

ve
tr ＝wve－１

tr ＋c１r１(pbest,tr －xe－１
tr )＋

　　c２r２(gbest,r－xe－１
tr )

(２５)

式中,vtr ∈ [－vmax,r,vmax,r].
位置更新公式为:

xtr
e＋１ ＝xtr

e＋vtr
e＋１,(r＝１,２,,R)(２６)

式中,w 为惯性权重,调节对解空间的搜索范围;ve
tr

表示第e次迭代粒子t飞行速度矢量的第r维分量;

xe
tr 表示第e次迭代粒子t位置矢量的第r 维分量;

c１ 和c２ 是加速度常数,调节学习的最大步长;r１ 和

r２ 是两个随机数,范围是 ０,１[ ] .
粒子群优化算法在本文中的应用说明:本文要

求解的问题是寻找一组解Si 和λi 使得B样条逼近

曲线的逼近误差最小.Si 和λi 的调整范围根据离散

数据及控制点的特征进行设定.适应度函数为逼近

误差的平均值,误差的计算方法参照１．３．４节内容.
优化辅助控制点位置的PSO算法的具体步骤为:
步骤１　初始化粒子,粒子的初始位置按照参

数Si 和λi 的初始值计算得到;
步骤２　构造逼近曲线,计算初始适应度值,将

粒子当前的适应度值ξi 作为当前粒子的最优值

pbest,i,并记住此时的参数Si 和λi ,然后选出总体最

优值作为gbest;
步骤３　按照式(２５)和(２６)更新粒子的速度和

位置,重新计算复制控制点的位置,构造逼近曲线,
计算粒子的适应度值,若ξi ＜pbest,i ,则pbest,i ＝ξi,
同时更新Si 、λi 和gbest;

步骤４　若最优值gbest 计算的适应度值小于设

定的阈值或者迭代次数大于设定的最大迭代次数,
则停止计算,输出pbest,i、Si 、λi 和gbest,绘制逼近曲

线;否则转步骤３.

１．５　实现步骤

步骤１　提取控制点.对于给定的待拟合的离

散数据点,提取曲率优势点作为控制点[１２].
步骤２　确定辅助控制点的初始位置.根据公

式(１８),计算辅助控制点所在直线的斜率Si ;通过

控制点所在离散点处的曲率值及表１,设定参数λi ,
结合式(２０),确定辅助控制点的初始位置.

步骤３　节点向量.根据式(２１)确定控制点的

个数,两端节点取重复度k＋１,便于对曲线端点行

为有较好的控制,内节点均匀分布.３次准均匀 B
样条,k＝３.

步骤４　由式(１)和(２)绘制B样条曲线.
步骤５　根据式(２２)和(２３)计算拟合曲线的误

差,判断误差是否满足要求,若满足,结束;若不满

足,执行步骤６.
步骤６　对于误差大于规定阈值的控制点,使

用１．４节描述的方法对该控制点对应的辅助控制点

位置进行调整,调整后,执行本节步骤４(注:节点向

量不用更新).

２　应用实例分析

B样条曲线广泛应用于曲线曲面重构技术中,
通过增加控制点的个数来提高 B样条曲线的拟合

精度.控制点个数的增加会大大降低拟合的效率.
在逆向工程中,待拟合的点基本都是曲线上或者曲

面上的点,要求逼近曲线能最大程度通过待拟合的

点以降低逼近误差.
如图４所示,以某叶片截面的离散数据为例进行

分析.离散点数据为２３４个,分布范围约５０mm×
２５mm.

图４　某叶片截面离散数据

Fig．４　Discretedataofabladesection
　

２．１　本文方法

应用本文算法对某叶片２３４个离散数据点进行

曲线重构.首先,提取曲率特征点作为控制点,１０个顺

序控制点坐标为P０ ＝[－２０．５,２４;－１２．６４４５,

１８７３８９;２．８１５０,１１．９６１８;１３．７０４１,１０．３８９８;

２１１０１１,１０．４４７５;１５．７８６２,５．５９４７;３．４１２７,

３７１３５;－９．０６２０,９．７２２９;－１９．１８２６,２０．４３７７;

－２０．５,２４];为了使闭曲线首末端点相连,控制点

中首末端点取同一个点;为了对端点处的曲线形状

也能进行控制和调整,在两端点处各增加一个内辅

助控制点d１１ 和d１００;根据最终的控制点数确定节点

向量为 NodeVector＝[０,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８,

０１２,０．１６,０．２０,０．２４,０．２８,０．３２,０．３６,０．４０,

０．４４,０．４８,０．５２,０．５６,０．６０,０．６４,０．６８,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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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６,０．８０,０．８４,０．８８,０．９２,０．９６,１,１,１,１].
执行流程如１．５节所示.

图５(a)为初始拟合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拟合曲

线和数据点之间有较大的误差.图５(b)为对参数进行

调整后的拟合曲线.表２为调整后的形状参数表.
从图５(b)中可以看出,拟合曲线和数据点具有很好

的贴合度,拟合曲线光顺.通过形状参数的调整,拟
合曲线的平均误差从０．０１９６mm降低为０．００７５mm,
最大误差从０．５６１５mm降低为０．０３４８mm.

图５　本文算法拟合曲线

Fig．５　Fittingcurveusingproposedalgorithm
　

表２　调整后的形状参数

Tab．２　Adjustedshapeparameters

控制点 Si λi０ λi１

１ １．００ ０．３０

２ －０．６５ １．００ １．０５

３ －０．２６ １．００ ０．８０

４ －０．０１ ０．８０ １．００

５ －１．８７ ０．３２ ０．３５

６ ０．５０ ０．９０ １．００

７ －０．１６ ０．８０ ０．９０

８ －０．７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９ －１．５０ １．００ ０．３０

１０ １．００ ０．５

　　本文算法的逼近误差如表３所示,可以看出,本
文使用１０个控制点,通过形状参数对逼近曲线的局

部调整,实现了对离散数据的高精度逼近,且逼近误

差分布较为均匀.

表３　本文算法逼近误差

Tab．３　Fittingerrorusingproposedalgorithm

曲线 控制点数
最大误差/

mm

平均误差/

mm

均方差/

mm

初始曲线 １０ ０．２６０ ０．０６９ ０．０７１

最终曲线 １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图６为曲率变化较大区域的放大图,从图中可

以看出,本文算法对曲率变化较大的区域的曲线有

较好的控制,相对于其他两种算法,使用的控制点数

较少.

图６　局部放大图

Fig．６　EnlargedviewofregionsIandII
　

２．２　３次准均匀B样条逼近算法

应用传统的３次准均匀 B样条逼近曲线算法

进行曲线重构,使用与２．１节同样的曲率优势点作

为初始控制点,通过逐个增加控制点的方法来提高

逼近曲线的精度,直到平均误差小于０．０５.
仿真结果如图７所示.图７(a)为初始逼近曲

线,从图中可以看出,逼近曲线比较光顺,但逼近曲

线与离散点之间有明显的偏差;图７(b)为控制点增

加到６８个时,平均误差小于０．０５的最终逼近曲线,
在曲率变化较大的地方控制点较多.

拟合曲线的误差如表４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
随着控制点数的增加,逼近精度得到明显改善,最终

的逼近曲线使用了６８个控制点.

表４　逼近误差

Tab．４　Fittingerrorusingapproximationalgorithm

控制点数
最大误差/

mm

平均误差/

mm

均方差/

mm

１０ ２．２７１ ０．８３８ ０．４１７

６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B样条逼近曲线的优点在于算法简单,拟合曲

线较为光顺,如图７所示,可以通过增加控制点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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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曲线精度.但即使将所有的点都作为控制点,
控制点与拟合曲线之间存在的误差也无法消除,如
图８所示.

图７　B样条逼近算法仿真结果

Fig．７　SimulationresultsofBＧspline
approximationalgorithm

　

图８　图７中III区域放大图

Fig．８　EnlargedviewofregionIIIinFig．７
　

２．３　B样条插值算法

根据文献[１２]构造的二次 B样条插值曲线算

法对离散点列进行拟合,通过特殊的节点矢量设置,
增加插值点处的切向约束,使曲线在每个插值点上

都满足指定的切向.通过将误差最大处的离散点添

加到控制点列来提高插值曲线的精度,直到平均误

差小于０．０５.

　　仿真结果如图９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图９
(a)中逼近曲线与离散数据点之间有微小偏差;图９
(b)逼近误差明显降低,同样在曲率变化较大的地

方控制点较多.

图９　文献[１２]仿真结果

Fig．９　SimulationresultsofalgorithminLiterature[１２]
　

表５为文献[１２]方法的拟合误差,在拟合误差

最大值小于０．０５时,插值点数为３９,最后的平均拟

合误差较小.

表５　文献[１２]拟合误差

Tab．５　FittingerrorofalgorithminLiterature[１２]

控制点数
最大误差/

mm

平均误差/

mm

均方差/

mm

１０ ０．６３６ ０．１６１ ０．１２７

３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９

２．４　结果分析

对三种方法的控制点数量、初始逼近误差及最

终逼近误差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如表６和表７所示.
从表６中可以看出,在使用相同的控制点时,本文方法

的初始最大逼近误差、平均误差和均方差远小于其他

两种方法.从表７可以看出,本文方法使用最少的控

制点数,实现了与其他两种方法相近的逼近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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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初始逼近曲线误差对比

Tab．６　Comparisonofinitialapproximationcurveerrors

方法
控制

点数

最大误差/

mm

平均误差/

mm

均方差/

mm

逼近方法 １０ ２．２７１ ０．８３８ ０．４１７

文献[１２]方法 １０ ０．６３６ ０．１６１ ０．１２７

本文方法 １０ ０．２６１ ０．０６９ ０．０７１

表７　最终逼近曲线误差对比

Tab．７　Comparisonoffinalapproximationcurveerrors

方法
控制

点数

最大误差/

mm

平均误差/

mm

均方差/

mm

逼近方法 ６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文献[１２]方法 ３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本文方法 １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图１０为三种方法最终拟合误差分布图,从图中

可以看出,在两段曲率变化平缓的区域,文献[１２]的
逼近精度最好,在中间曲率变化较快的位置,本文算

法的误差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且在该区域使用的控

制点数远小于其他两种算法.

图１０　逼近误差分布

Fig．１０　Approximationerrordistribution
　

３　结　论

本文对逆向工程中的 B样条曲线重构关键技

术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种集逼近、插值于一体的B
样条曲线算法,且能够实现控制点处的切向特性和

曲率特性的控制和调整.所提出的曲线重构方法大

大压缩了曲线重构的控制点数量,且算法简单易操

作,其主要结论为:

１)使用本文方法,通过１０个控制点确定的初

始B样条曲线的逼近误差远小于传统的３次准均

匀B样条逼近曲线算法和２次B样条插值算法;

２)使用本文算法获得的最终逼近曲线可达到

与其他两种方法同等的逼近误差,且使用的控制点

数远少于其他两种方法;

３)本文算法对曲率变化较大区域的逼近曲线

误差有较好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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