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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高质量地将目标图像标刻在任意曲面上，需要将计算机中排版的２维数据转换为３维数据从而形成具
体振镜加工轨迹数据。在大量激光标刻实验测量与计算的基础上，采用一种对任意自由曲面进行最小化失真展开的区

域重点最小二乘共形展开（ＦＰＬＳＣＭ）算法，完成了实用的３维振镜激光加工系统软件设计，并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验验
证，取得了大量标刻测量数据。结果表明，在ｚ轴上下３００ｍｍ范围内，本算法能有效将由于高度与待加工表面形状差异
带来的标刻畸变控制在１％左右，并且在各类３维曲面上都得到了很好的加工效果。此研究成功实现了在自由３维曲面
上利用动态聚焦技术完成各种表面加工的工作，并通过优化算法有效减少了畸变。

关键词：激光技术；激光加工；曲面参量化算法；自由曲面加工

中图分类号：ＴＮ２４９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７５１０／ｊｇｊｓ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３８０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ＰＬＳＣＭ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ｎｌａｓｅ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
３Ｄｃｕｒｖｅｄｆａｃ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ａｌｖａｎｏｍｅｔｅｒｓ

ＹＡＮＧＨａｎｇ，ＬＩＵ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ＬＩＪｕｎｈａｏ，ＬＵＭｉｎｊ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Ｌａｓｅ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Ｈｕａｚｈ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４，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ｍａｒｋ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ｉｍａｇｅｏｎａｎ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ｃｕｒｖ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ｃｏｎｖｅｒｔ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ｅｔｔｅｄ２Ｄｄａｔａｉｎｔｏ３Ｄｄａｔａｓｏ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ｄａｔａｏｆ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ｇａｌｖａｎｏｍｅｔｅｒｃａｎｂｅｆｏｒｍｅｄ．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
ｏｆａｌａｒ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ａｓｅｒｓｃａｌ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ｐｒｉｏｒｉａ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ｌｍａｐ
（ＦＰＬＳＣＭ）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ｗａ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ｏｍｉｎｉｍｉｚｅ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ｆｒｅｅｆｏｒｍ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ｌａｓｅ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３Ｄｇａｌｖａｎｏｍｅｔｅｒｗａｓ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Ａｌａｒ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ｗｅ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３００ｍｍａｂｏｖｅａｎｄ
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ｚａｘｉｓ，ｔｈｉ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
ｔｈｅｓｈａｐｅｏｆ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ｏｂｅｍａｃｈｉｎｅｄａｔａｂｏｕｔ１％．Ａｎｄｇｏｏ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ｏｎａｌｌｋｉｎｄｓｏｆ３Ｄｃｕｒｖｅ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Ｔ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ｓｖａｒｉｏｕ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ａｓｋｓｏｎｆｒｅｅ３Ｄｃｕｒｖ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ｂｙｕｓｉｎｇｄｙｎａｍｉｃ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ｄｂ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ａｓｅｒ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ｌａｓｅ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ｒｅｅｆｏｒｍ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作者简介：杨　航（１９９４），男，硕士研究生，现主要从事
激光先进加工制造技术的研究。

通讯联系人。Ｅｍａｉｌ：ｌｘｄｗｕｈａｎ８８８＠１６３．ｃｏｍ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８２１；收到修改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９１１

引　言

由于激光能量高、响应速度极快的特性，成为了表

面加工的利器，大量应用于激光打标、激光清洗除锈等

领域。传统激光表面加工已日趋成熟，开始从２维向
３维进发。２０１０年，ＸＵ等人［１］提出了基于动态扩束

聚焦镜的空间自由曲面激光标刻技术，可在一定范围

内自由调节激光聚焦的位置，实现了一种解决激光从

传统２维到３维表面加工的方式。其后 ＳＵ等人［２］和

ＣＨＥＮ等人［３］对其系统进行改进，这一方向渐渐成为

研究热门领域。但是直接在３维表面标刻会导致标刻
变形，失去标刻的意义。普通的纹理贴图会对排版带

来很大的难度，在边界条件约束下靠近边界处出现较

大的失真。本文中提出一种曲面参量化算法，实现非

欧表面最小变形展开，并保持边界条件以方便拼接，在

参量化兴趣区域采用多重展开方式，保持平面内待标

刻区域的标刻一致性。将待加工轨迹离散化为路径点

群，通过计算其位置反向映射作为控制点，插补轨迹在

３维表面的位置，实现在自由曲面的高质量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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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控制系统原理

本系统的设计流程从建立振镜世界坐标系开始，
将３维模型参量化为最小形变２维网格，待加工轨迹
在２维网格上拼接调整后，反向映射为３维模型上的
点。通过添加控制点来插补获取一条完整的 ３维轨
迹，软件将加工图形离散化，依次加工多条轨迹以完成

整个加工过程。开发过程中使用的实验器材包含：一

个光纤激光器模组，由一块自主研发的振镜驱动卡控

制，驱动卡通过网口与计算机连接；２片 ｘ，ｙ轴振镜；１
组动态聚焦振镜；一个可改变高度的振镜支架，以确保

在不同环境下的可靠性。

１．１　曲面参量化展开算法
在之前的一些３维加工的研究应用中，多使用纹

理贴图形式将待加工图样变换到３维模型上，多使用
ＡｕｔｏＣＡＤ，３ＤＳＭＡＸ等绘制变换贴图［１］。本系统使用

曲面展平算法，将曲面计算后输出为一个平面，在此平

面上直接绘制待加工纹样，确保加工完成后展开该曲

面得到的加工图案与直接在平面上加工一致，同时还

能避免使用大型软件带来的额外操作。

现有曲面展平算法中，曲面参量化无疑最合适于

此项工作。曲面参量化方法首先由计算机图形学提

出［４５］，可计算出在最小形变下与原始多边形曲面拓扑

同伦的多边形平面。参量化方法计算迅速、准确，本文

中选用该种方式进行展开计算。

在计算机图形学中，关于曲面参量化研究已经取

得了大量成果，目前现有的参量化方法分为保角参量

化（共形参量化）、保面积参量化、保形参量化（等距离

参量化）［６］。此外还有一些混合使用的方法，如尽可

能保角（ａｓｒｉｇｉｄａ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ＡＲＡＰ）参量化［７］、尽可能

保形（ａｓｓｈａｐｅａ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ＡＳＡＰ）参量化。在进行 ３
维模型展平时，使用方便、计算快速的最小二乘共形展

开（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ｌｍａｐ，ＬＳＣＭ）算法［８］。将三角

网格角度变化唯一最小化，防止了三角面的法向偏转，

维持了边界条件的不变性，是广泛使用的一种算法，其

主要原理是利用曲面的共形性：对于表面 Ｘ到曲面 Ｕ
上映射的切向量 Ｎ（ｕ，ｖ），每一个（ｕ，ｖ）都是正交的、
且与映射前具有相同的长度。该条件可以由以下式子

表示：

Ｎ（ｕ，ｖ）×Ｘ
ｕ
＝Ｘ
ｖ
（ｕ，ｖ） （１）

　　由于参量化中每个三角形之间需要线性变化，可
能会造成共形性出现偏差。为了判断并减小偏差，引

入最小二乘判断：对于网点［１，…，ｎ］，坐标为 Ｐｊ（１≤
ｊ≤ｎ）及由其作为顶点的三角形系，有以下式子：

Ｘ
ｕ
－ｉＸ
ｖ
＝０

Ｕ
ｘ
＋ｉＵ
ｙ

{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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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对于面积为 ＡＴ的三角形 Ｔ，二乘共形变形
Ｃ（Ｔ）为：

Ｃ（Ｔ）＝∫Ｔ Ｕｘ＋ｉＵｙｄＡ＝ Ｕ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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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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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加所有区域内三角形的 Ｃ（Ｔ），得到总共形变
形，求解为矩阵形式，将Ｕ上的坐标用（ｘ，ｙ）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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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ｕｉ为顶点权值，并且：
ｄＴ ＝（ｘ１ｙ２－ｙ１ｘ２）＋

（ｘ２ｙ３－ｙ２ｘ３）＋（ｘ３ｙ１－ｙ３ｘ１）＋
（ｘ２ｙ３－ｙ２ｘ３）＋（ｘ３ｙ１－ｙ３ｘ１） （５）

　　转换为复数形式：
ｕ
ｘ
＋ｉｕ
ｙ
＝ ｉｄＴ

（Ｗ１Ｗ２Ｗ３）（ｕ１ｕ２ｕ３）
Ｔ （６）

Ｗ１ ＝（ｘ３－ｘ２）＋ｉ（ｙ３－ｙ２）

Ｗ２ ＝（ｘ１－ｘ３）＋ｉ（ｙ１－ｙ３）

Ｗ３ ＝（ｘ２－ｘ１）＋ｉ（ｙ２－ｙ１
{

）

（７）

　　代入总共形公式（３）式中，即得到整个网格的共
形失真。为降低共形失真，需要通过迭代顶点位移获

得最优位置。该迭代的初始条件与边界条件由曲面投

影获得。但是由于需要维持边界条件不变，当打标区

域到达接近边界时，必然会带来打标内容的失真。若

使用无边界条件约束的算法，则标刻拼接又会带来很

大困难。由此，本文中提出了区域重点最小二乘共形

展开（ｆｉｅｌｄｐｒｉｏｒｉａ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ｌｍａｐ，ＦＰＬＳＣＭ）
算法，在大多数激光标刻中，标刻内容已编辑完成，在

对变形要求较高的区域，可选择重新设定边界条件，以

分离已有边界条件的影响，将兴趣区域的变形重置为

较低状态。

如何获得兴趣区域的边界条件成为算法的关键，

因此本系统提供了交互式曲面拾取分割算法。通过拾

取操作得到兴趣区域后，计算出其边界条件，以本边界

条件替代原始边界条件代入原 ＬＳＣＭ算法，得到新的
展开解。该区域内解不受外围影响，仅与原始模型的

表面有关，可以有效保证区域内打标内容的均匀度，图

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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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所示。

Ｆｉｇ１　Ｍｅｓｈｄｅｆｏｒｍ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ｄｉｖｉｄｉｎｇ（ｌｅｆｔ）

通过上面的对比图可看出，兴趣区域外的展开变

形只受到较小的影响，而兴趣区域内网格的均一度则

有较明显的提升，证明了该算法的有效性。

１．２　３维网格数据结构与高效率交互
在３维工作空间中，为了应对数据量巨大，图形结

构复杂的加工任务，需要针对３维模型优化的数据结
构。本程序使用优化的半边数据结构［９］，序列化模型

中所有的点、边与面之间的拓扑关系与邻接关系［１０］。

以激光加工中最常使用的ＳＴＬ文件为例。ＳＴＬ文件将
模型表面三角化，以明文或者二进制存储每一片三角

形的信息［１１］：３个３维坐标点 Ｖ０，Ｖ１，Ｖ２以逆时针排
列，并包含该三角面的法矢量。读取的流程如图２所
示［１２］。每一个半边包含按三角面内逆时针顺序的两

个点 ｖ０，ｖ１和所属三角面索引 Ｎｉ，半边结构提供了根
据邻接关系快速搜索对应半边的方法。

Ｆｉｇ２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ｂｅｆｏｒｅｍｏｄｅ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将点列表中的点按顺序读入去重。然后将其按照

ｘ，ｙ，ｚ坐标对其进行排序，得到了该模型的３维网格。
在半边列表中查找一个点所在的所有半边，得到每个

点的１ｒｉｎｇ邻接点。对每一个面的各个半边，搜索对

应半边所在的面，得到每个面的邻接面列表。得到了

曲面的参量化展开的原始数据后，读取面列表中的模

型信息，使用ＯｐｅｎＧＬ库绘制出该模型。
展开后的曲面文件包含每个三角面的３个顶点的

归一化２维坐标与３维原始坐标，导入２维面表与３
维面表后，可以容易的通过索引将２维面与３维面联
系起来。使用ＯｐｅｎＧＬ的ＧＬ＿ＬＩＮＥＳ在界面的交互区
将网格绘制出，将已编辑的待加工轨迹或者图像与网

格叠加绘制以确定标刻区域的位置，即可开始加工。

１．３　测量加工过程的统一单位
在加工过程中，只能直接控制振镜电机从振镜坐

标０～６５５３５运动，所以要先建立振镜坐标与３维真实
坐标的联系。

通过大量实验，得到本系统标刻轨迹之间的对称

性与畸变关系。本系统通过将整个打标立体空间自顶

向下分为１０层，在每一层标刻一标定矩形并在其上取
８点，测量并与理论值比较后得出补偿公式，得到当前
层的坐标补偿校正表。将这些校正表的每一个小圆的

校正值拟合为一条曲线后生成全局范围的校正公式。

考虑到自顶向下的缩放倍率的影响，对于不同层之间，

将坐标的缩放值拟合为缩放公式，以获得待加工区域

的高精度空间坐标系振镜坐标映射。

２　加工轨迹生成与优化算法

２．１　加工轨迹的生成
标刻区域确定以后，下一步是匹配待加工点在３

维模型上的坐标。对于平面上每一个△ＡＢＣ，三角形

内的每一点都可以用 λＢＡ＋γＢＣ来表示。在３维空
间内，点与三角面的相对关系与２维空间上应一致，所
以３维空间变换下的系数应不变，通过求解该系数，得

到映射后的待加工点。容易知道，△ＡＢＣ中，ＢＣ上的
任意点Ｄ可以用下式表示：

λｂ＋（１－λ）ｃ （８）
式中，λ∈［０，１］。

连接线段ＡＤ，则线段ＡＤ上的任意点Ｅ的坐标可以
表示如下：

ξ［λｂ＋（１－λ）ｃ］＋（１－ξ）ａ，（ξ∈［０，１］）（９）
式中，ａ，ｂ，ｃ为顶点坐标，顶点系数之和为１。

将（１）式、（２）式转换为线性方程组后求解，得出
Ｐ点处顶点系数的解：

λｃ ＝
（ｙＰ－ｙａ）（ｘｂ－ｘａ）－（ｙｂ－ｙａ）（ｘＰ－ｘａ）
（ｙｃ－ｙａ）（ｘｂ－ｘａ）－（ｙｂ－ｙａ）（ｘｃ－ｘ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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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ｂ ＝
ｘＰ－ｘａ－（ｘｃ－ｘａ）λｃ

ｘｂ－ｘａ
，

λａ ＝１－λｃ－λｂ （１０）
　　根据任一点与顶点的矢量点积与叉积关系，判断
出该点是否处于三角形内部，若处于内部，计算点与三

角形的相对关系。由于轨迹生成时只给出了起始点与

终点坐标，需要程序进行自动插补。考虑３维网格模
型的最小单元是三角面，１个三角面在空间内是平直
的，并且缩放关系与ｚ轴高度成线性，那么只需要对轨
迹在１个三角面的入点和出点进行插补即可绘制出１
条空间直线，该空间直线是加工轨迹的最小单元。将

线段置入２维网格，如图３所示。坐标匹配的流程如
图４所示。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ｌｏ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ｌｉｎｅｓ

Ｆｉｇ４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ｐｏｉｎｔｓｗａｉｔｉｎｇｆｏ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对于任一线段，线段每与三角面的边缘相交一次，

就得到一个控制点，直到最后一个控制点与线段终点

共面为止。

ＰｓＰｅ线段的第１个交点为 Ｐｔ，以该点在三角形与

ＰｓＰｅ线段相交的边上，沿该边方向的矢量长度表示，得
到交线Ｌ之后，找出对应的下一个三角面，然后将Ｐｓ替
换为交点Ｐｃ，判断线段是否在同一三角面，否则计算与
当前三角面的交点得到新的Ｐｃ，迭代该过程直到Ｐｔ到
达Ｐ１所在三角面为止，然后得到了全部待加工线段的
控制点［Ｐ０，Ｐｔ１，Ｐｔ２，…，Ｐｔｎ，Ｐ１］，将所有待加工线段重复
该过程，即得到全部待加工轨迹［１３］。将得到的加工轨

迹列表中的点绘制在待加工模型上，可以实时预览到加

工之后的结果，然后决定是否要调整加工位置或者更改

模型位置。

２．２　算法优化
２．２．１　时间复杂度优化　本算法中的主要运算是求
交运算与矢量运算，只涉及到乘法与加法计算，尽量简

化掉了除法运算与三角函数运算。所以主要的算法计

算在于每次搜索面片时都要遍历模型的全部面来计算

点与面的位置关系，此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Ｏ（ｎ２）。
因此在数据结构中引入三角面的重心参量，在导入三

角面时，首先计算三角面的重心坐标，全部导入完成

后，按照重心坐标对整个模型进行排序，生成以坐标为

顺序的三角面序列。在搜索模型邻接面时，直接从当

前面的最近邻一环面开始搜索，这样算法复杂度变成

线性的Ｏ（ｎ）［１４］。实际计算结果，计算时间从１５ｓ下
降到了１ｓ左右，有效提高了计算效率。由于ＳＴＬ文件
尺寸一般不大（数十兆字节），增加的空间复杂度可以

忽略不计。

２．２．２　区域拾取分割　获取一个模型时，大多数情况
下并不需要将模型的所有部分进行加工，所以可以将

模型的兴趣区域切分出来［１５］，针对该区域进行计算或

者优化，将有效增加软件运行效率。拾取算法通过描

绘一条从视口出发的射线来判断元素是否被选中，通

过解的条件判断是否相交［１６］。

当选中某一三角面时，将该三角面添加到容器中，

并将其颜色改变，将容器中的所有三角面输出为ＳＴＬ格
式模型，得到兴趣区域的分割模型。这样就能将该网格

的边界条件独立出来，从而加快处理速度，提高精度。

２．２．３　坐标轴方向统一　将线段直接与展平后的坐
标匹配将会使平直线段不再平直。在排版时将线段扭

曲以匹配模型的空间坐标系，将导致不同的模型需要

５８４



　 激　　光　　技　　术 ２０１９年７月

进行计算，复杂而耗时。将展开后的２维网格的坐标
系先与３维模型的坐标系统一之后可以解决该问题。

如图５所示，该锥面上的坐标系展开为平面后，对
于单纯的材质贴图算法，若不针对材质做出对应的扭

曲，将导致表面应当平直的区域出现弯曲。这一问题

在管状物加工中广泛存在。通过拾取算法拾取边缘三

角面，从边缘开始向内生长［１７］，得到每一列三角面的

经线长度。将此长度统一为中间值，即将模型侧面拉

伸为一个矩形，将待加工形状匹配到该矩形上，然后将

矩形反向定位，就能加工出一个平直的侧面。

Ｆｉｇ５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ｓｏｒ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ｆｌａｎｋｏｆｃｏｎｅ

应用该变换后的实际仿真情况如图６所示。左边
的锥体未使用坐标轴匹配算法，右边锥体为使用后的

效果，由图６可见，该方式有效修正了非欧曲面上的坐
标系不匹配问题，对打标有很好的辅助修正效果。

Ｆｉｇ６　Ｔｅｘｔ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ｕｓｉｎｇｔｈ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３　系统实验结果

将该系统在不同的不可展曲面上标刻了不同的轨

迹内容，并与直接在平面上标刻做出对比。标刻效果

如图７、图８所示。可见该系统能很好地完成在３维
空间内的标刻工作，相比直接标刻效果明显改善。同

时展开３维模型（见表１）与计算加工轨迹时间（见表
２）已列出，基于本机 ３．７ＧＨｚＩｎｔｅｌｉ３４１７０ＣＰＵ，
ＨＤ４４００图形卡，可见在该算法耗时少，实际加工过程
中第１次约只有１ｓ左右加工延迟，并且在重复加工时
只需计算第 １次。相比于参考文献［１８］、参考文献
［１９］中所述纹理贴图方式，对畸变控制更好，使用更
加方便。本文中所述系统基本硬件架构与其原理基于

课题组已发表的参考文献［２０］，算法基础构想来自课
题组已发表的参考文献［２１］。

Ｆｉｇ７　３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ｇｏｎａｂａｌｌｂｙｕｓｉｎｇｏｕｒｓｙｓｔｅｍ

Ｆｉｇ８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ｇｏｎａｂａｌｌｂｙｕｓｉｎｇｕｓｕａｌ２Ｄｍａｒｋ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ｓｐｅｎｔｔｉｍｅｏｆｕｎｆｏｌ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ｌ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ａｍｏｕｎｔ ｔｉｍｅｓｐ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１ｂａｌｌ ２５２５０ ７５０ｍｓ

ｍｏｄｅｌ２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ｓ ４８００ １８８ｍｓ
ｍｏｄｅｌ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ｌｏｐｅ ８６４ １７２ｍｓ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ｔｉｍｅ（ｕｎｆｏｌｄｂａｌｌ，２５２５０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ｆａｃｅ）

ｐｏｉｎｔ

ａｍｏｕｎｔ

ｔｅｓｔ１（ｔｉｍｅ／ｍｓ） ｔｅｓｔ２（ｔｉｍｅ／ｍｓ） ｔｅｓｔ３（ｔｉｍｅ／ｍｓ）

ｌｏａ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ｗｒｉｔｅ ｌｏａ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ｗｒｉｔｅ ｌｏａ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ｗｒｉｔｅ

ｐａｔｈ１ ７９８０ １２ １５５７９ ３３ １２ １５４５２ ３２ １２ １５７９４ ３２

ｐａｔｈ２ １４４９ ３ ３０００ ７ ３ ２９４８ ９ ３ ２９０５ ９

ｐａｔｈ３ ７８０ ２ ２１８０ ４ ２ １８８６ ４ ２ １９１４ ４

４　结　论

本文中提出了一种将平面２维数据转换到任意３

维曲面的算法，在此基础上设计了针对动态聚焦振镜

的激光加工软件。覆盖了从模型的参量化，加工轨迹

与待加工曲面的匹配，实际加工轨迹的插补生成，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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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变优化等方面。实际加工结果令人满意，满足工业

加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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