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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轻量化结构设计, 提出一种规则驱动的体结构演化方法. 首先定义模型中每个体素及其邻域为一个智

能主体, 将模型内部结构装配问题转化为一个多智能主体系统的优化问题; 然后将物理约束和人工策略定义为设计
规则, 通过引入可废止逻辑表达不完备的知识和约束; 最后通过群体涌现行为生成全局结构. 实验结果表明, 该方
法能够在相同规则的控制下根据不同的边界条件演化出有针对性的结构, 也可以在相同边界条件下根据不同的规则
得到相异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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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rule-driven structure evolution method to generate lightweight models. Firstly,
each voxel with its neighborhood is defined as an intelligent agent, which make it possible to convert the structural assembly problem into an optimization problem of a multi-agent system; Secondly,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intelligent agents with incomplete knowledge and constraints, we introduced the defeasible logic to define rules;
Finally, the optimized structure is generated by the group behavior.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be used to generate target structure with different loads. In addition, unique designs can be achieved
under the same loa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rules.
Key words: multi-agent system; topology optimization; defeasible rule
3D 打印工艺的发展为制造复杂结构的模型提
供了高效的方法, 但如何快速设计同时满足功能

难于反馈到设计过程中, 这也是在工业设计、微纳
制造和生物制造等实际工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和工艺的复杂要求仍然面临许多困难. 例如, 在仿

为应对这种挑战, 结构演化优化 [1] 、复杂网格

生骨支架设计中, 如何在保证力学性能的同时控

技术 [2] 、设计结构矩阵 [3] 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4] 等

制内部多孔结构的孔隙大小、形态和连通性, 并满

方法相继被应用于针对表面模型的体结构优化中.

足成形工艺和材料的要求. 这些特殊的领域知识

但对于处理微观上连续、多材料, 以及具有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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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的功能结构设计任务, 所需计算的复杂性仍

的材料分布表达方法. 在实际应用中, 常常将问题

然超出工程设计领域现有方法的控制范围; 同时,

描述为最大化结构刚度 [10] 、应力作用下最小化材

这些方法难以引入多个非线性约束, 以及进行收

料体积 [12] 等形式, 以适应不同领域的需求. 随着

敛判定 [5]. 很多算法使用预定义的设计模式, 并需

材料和制造技术的发展, 很多新的应用开始尝试

定义明确的目标函数和附加约束.

解决多尺度设计的问题. 例如, 同时在微观和宏观

但在实际设计中, 人们对功能、结构和材料成
形方面的知识往往是不完备的. 例如, 前述多孔结

尺度上完成结构的优化 [13], 以及设计具有低震动
特性 [14]和负泊松比 [15]等特殊性质的新材料.

构的设计需要满足力学、生物和成形工艺等相互矛

但是, 传统拓扑结构优化方法的应用也面临

盾的要求; 而现有方法缺少明确的数学表达方式

一些挑战: (1) 对于不同的应用问题都需要对边界

将这些问题相关的需求直观地转换为约束. 这限

条件进行精确建模; (2) 结构评价完全依靠有限元

制了设计的灵活性和可交互性, 使设计者无法在

分析工具; (3) 拓扑结构和优化过程受网格精度制

设计过程中便利地添加各种约束条件进行尝试,
也很难将设计意图和已有的成功经验等具体问题
相关的领域知识引入到设计流程中.
本文将体结构设计看做一个定义在体素空间
的多智能体系统的演化问题, 其中,设计逻辑被描
述为智能体的控制规则, 通过引入可废止逻辑定
义这些控制规则, 解决推理时产生的规则冲突. 这
种方法能够将约束和评价作为外部环境反馈到体
结构中, 同时使设计者能够借助不完备的领域知
识, 实现闭环的体结构设计.

1

相关工作
Bendsøe 等 [6]在 1988 年提出的同质化理论和

数值优化方法为拓扑优化方法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基本思路是求出如何在规定的设计域中放置材
料, 以获得最佳的结构性能. 在过去的 30 年中这
个领域一直非常活跃, 提出很多方法用于求解针
对各种物理场的结构优化问题 [5]. 近年来, 随着
3D 打印技术的发展, 拓扑结构优化也引起了计算

约, 生成结构不可控. 因此, 需要用户具备专业的
数学、力学知识, 缺少直观的用户界面, 提供实时交
互控制设计过程, 这使其难于获得更广泛的应用.
在数字制造领域, 多材料打印技术的实用化
促使计算机图形学和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开始考虑
控制不同材料和结构之间的物理作用, 生成具有
特定宏观属性的模型 [16]. 他们更关注于具体的问
题和可实现性. 在拓扑结构优化方面, Prévost 等 [17]
对模型外观与内部结构进行优化, 以控制模型的
重心; Bächer 等[18]通过优化输入模型的外部和内部
特征, 制造可旋转的模型结构; Lu 等 [19] 以应力分
布作为评估指标, 实现 3D 打印模型的轻量化设计;
Schumacher 等 [20]提出一个通过组装硬质材料打印
的微小组件, 得到整体上软质模型的优化方法;
Martínez 等 [21] 利用非周期重复的微结构构建整体
弹性行为可控的多孔模型.
为提供可复用的软件架构, Vidimče 等 [22]参考
图形着色器的渲染机制将结构设计过程定义为一
个可编程的流水线, 通过脚本控制结构和材质的

机图形学领域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7], 本文将其分为

装配; Chen 等 [23]提出一个面向功能的结构设计框

传统的拓扑优化方法和面向 3D 打印的数字制造 2

架, 将模型表达为不同类型的材料和几何节点的

个类别分别介绍.

集合, 通过多个局部优化流程组成的调节网络实

传统拓扑结构优化方法建立在体网格空间中,

现全局目标的优化. 为降低有限元分析的计算量,

根据材料定义和优化机制不同, 可分为固体各向

在其后续工作中通过建立简化的复合材料模块数

同性惩罚方法(solid isotropic material with penaliza-

据库, 拟合复杂多材料结构的力学属性 [24]. 这些

tion approach, SIMP)[8]、水平集法(level set methods,

方法降低了结构优化算法设计和实现难度, 但适

LSM)[9]、移动等值阈值法(moving iso-surface threshold,

用范围仍然受到限制, 也无法使设计者应用经验

[10]

MIST)

和演化优化(evolution structure optimization,

引导设计流程.

等方法. 尽管发展方向不同, 但它们有很

基于现有方法的流程和所面临的问题, 本文

多共同特点. 例如, SIMP 和最新的 ESO 方法都使

提出一种规则驱动的体结构演化方法, 通过基于

用相同的灵敏度信息和滤波技术来确保优化过程

可废止逻辑定义的行为规则, 控制局部结构的变

能够平滑的收敛; MIST 方法也使用与 SIMP 类似

化. 该方法能够根据不完全的知识和约束, 通过

ESO)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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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行为生成满足要求的轻量化结构, 在结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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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优化问题的表达与拓扑优化中通用的设
计 问 题 [5] 描 述 类 似 . 在 本 设 计 框 架 中 , 局 部 结 构

化的同时实现模型优化.

被定义为局部智能主体 ai , 如图 2 所示, 由一个体

2

素及其 Moore 邻域构成, 约束条件 ri 表达为局部结

本文算法框架

构变化所遵守的规则, 优化过程可以表达为
以轻量化设计为例说明本文算法框架, 整体
流程如图 1 所示. 轻量化的需求可以描述为在满足
力学性能的前提下使模型的体积质量尽可能小,
可以定义为优化问题
arg min


i



 a (  ) s.t. r  R ;
i

i

其中,  表示 ai 所能感知的属性集合, 包含局部
结构的空间位置、应力应变、几何与材料密度等特
征和状态; R 为规则集合, 用于描述  与智能主

 v (  ), v   : F (v )  [ ] ;
i

arg min

i

体行为之间的关系. 通过以上映射, 本文将体结构

其 中 , vi 为 一 个 体 素 ,  表 示 原 始 模 型 , F (vi )

表达为一个离散、有限空间系统. 每一个局部结构

表 示 vi 所 受 到 的 应 力 ,  表 示 模 型 的 属 性 集 合 ,

对应一个智能主体, 其外部环境为输入模型表面

[ ] 为极限强度,  为安全系数.

包围的空间.

图1

算法框架

能够避免内存的限制, 实现高精度的体素划分.

2.2

初始化
初始化过程为智能主体 ai 定义一个初始环境,

包括: (1) 定义 ai 与局部结构的绑定关系; (2) 设置
图2

边界条件与初始化规则库; (3) 为局部结构设置物

智能主体

理属性(如材料属性), 及通过 FEA 计算当前结构单
在演化过程中, 智能主体 ai 感知环境的变化,

元的应力应变特征. 在此基础上, 将面向功能的设

根据规则集合 R 选择在局部结构中执行相应的动

计问题转化为基于规则的自组织优化问题.

作, 以改变自身状态, 同时使整个环境(模型结构)

演化
传统结构演化算法的基础是改变低效的材料
分布, 使整体结构逐渐变得更加适合预期的目标.
本文的结构演化则是建立在环境感知、规则推理和
结构编辑基础上的迭代过程, 使演化过程能够引
入物理关系和设计者经验等应用相关的领域知识,
体现为演化过程中智能主体使用的控制规则, 实
现更灵活的控制.
演化过程如下:

随之改变. 因此, ai 的改变也将导致环境中其他
智能主体的状态更新.
本文算法框架包含 5 个主要部分: 模型体素化、
初始化、演化、评估反馈与后处理, 最终输出一个可
3D 打印的封闭网格模型. 其中, 有限元分析(finite
element analysis, FEA)仅作为一种可选的外部评估
工具.

2.1

体素化
体素化将设计和评估统一到一个计算域. 通

2.3

Step1. ai 感知自身所处区域的环境信息, 根据自

过对输入的表面模型进行离散化处理, 为系统定

身属性与给定规则进行判断, 并做出行为. 其行为包括

义外部环境, 同时也为模型的编辑和仿真分析提

自身属性的改变, 例如, 在轻量化设计中, 行为可定义

供基础. 本文借助稀疏八叉树方法

[25]

完成体素化,

为设置自身的材料密度为 0 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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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特征的判定以及系统设定. 例如, 判定模型局部
的材料和几何结构等静态特性, 或者是应力、应变

这 2 个过程一直迭代, 直至满足收敛条件.

和温度等动态特性是否满足要求, 以及元球等值

后处理
后处理过程将演化生成的体素模型转化为可

面的设定值等. 这些事实可以通过逻辑组合表达

平滑、可制造的表面网格结构. 本文选择元球模型[26]
作为设计单元的基本结构, 使体单元能够与其相
互连接形成平滑过渡网格的曲面结构. 采用 4 次多

当前模型的物理状态. A 表示模型在特定的状态
下智能主体的行为集合, 包括改变自身的状态、几
何特征等行为. 推理关系→表达当前 ai 对状态和
动作关系的态度. 行为由每个智能主体的感知决

项式作为单元势函数构造等势场. fi (r ) 为第 i 个

定, 不同的行为感知判断之后最终只能产生一个

元球的势函数,

结果. 这三者构成的演化规则可用于表达知识.


2 2
 1   d   , 0 ≤ d ≤ T
;
fi (r )     T  


d T
0,

其中, d 表示空间中任意点到第 i 个元球球心的距
离, T 为第 i 个元球的半径, 元球 i 中心坐标位于
体素 vi 中心, 当元球表面点距离 d 大于元球半径
T 时, 势能值为 0; 当元球距离中心越近时, 则能

以模型的轻量化设计为例, 包含 2 个感知函数

 1   和  2   , 分别从内部和外部获取信息, 涉及
的状态可由以下事实构成:
事实 1. isSafe(Γ1(stress)). 判断受到的等效应
力是否小于 [ ] .
事实 2. isTenPercent(Γ2(stress)). 判断其受到
的等效应力是否是模型

中受力最小的 10%.

事实 3. isBoundary(Γ1(location)). 判断体素 ai

量越大.
输出模型采用 Marching Cubes 方法重建表面,

是否处在模型 M 的边界.
事实 4. isNull(Γ1(state)). 判断体素空间内是否

可避免体素划分后的表面的锯齿状现象. 拓扑优
化后的模型如图 3a 所示, 优化可重构光滑表面,

填充材料.
事 实 5. isMaxInNeibour(Γ1(state)). 判 断 当 前

如图 3b 所示.

体素与环境边界距离是否为全局最大, 可用于处
理抽壳等操作, 也可用于确定生成模型的厚度.
所需定义的行为有 2 种:
行为 1. Delete(ai). 设置智能主体 ai 中心体素
的材料密度为 0.
行为 2. Update(ai). 更新智能主体 ai 状态.
a. 体素模型

图3

b. 隐曲面模型

Bunny 后处理模型

在演化过程中, 组成模型 M 的体素有很多种
状态, 设计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经验定义相应的规
则作为领域知识指导设计, 其中, 领域知识指问题

3

演化规则

相关的知识和设计者的经验集合.

如第 2.3 节所述, 体结构优化问题被定义为一

可废止逻辑
考虑到领域知识中包含主观因素, 因此使用

个自底向上的群体演化问题. 众多智能主体的共

演化规则作为智能主体的判定准则时, 所遇到的

同行为决定了模型 M 最终的结构, 因此修改和添

最大问题是人工定义规则之间很容易发生冲突.

加控制 ai 行为的演化规则是设计者与算法交互的

当 某 一 条 特 定 规 则 引 入 时 将 改 变 ai 的 原 有 行 为 ,

主要手段.

即基于规则的推理是非单调的.

3.2

3.1

规则定义
演化规则由状态(事实)、推理关系和行为 3

本文引入可废止逻辑解决智能主体决策过程
中遇到的非单调性推理问题, 将规则 ri 分为硬性规

个部分构成, 表示为   ai   A ;其中,  表示一

则、可废止规则和废止者 3 类. 其中, 硬性规则适

组感知函数, 用于返回当前智能主体 ai 可感知的

合表示明确的、无可置疑的逻辑关系; 可废止规则

状态, 由一组事实表达; 事实包含对 ai 本身的一

用于表达一般的设计逻辑, 通常, 大多数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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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所涉及的经验和背景知识可归为此类; 废止者则
用于描述与可废止规则相关的意外情况, 一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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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规则作用下模型演化

模型

废止规则可对应多个废止者.

演化次数
1

3

5

7

终止

以实体结构抽壳这一类简单的轻量化设计为
例, 上述 3 类规则分别以如下形式描述. 为使表述
更加简洁、清晰, 示例规则中的事实均以命题形式
给出:
(1) 硬性规则
当前状态为空→更新(ai).
(2) 可废止规则
当前智能主体与环境边界距离大于所有相邻
智能主体与环境边界距离⇒Delete(ai).
(3) 废止者
a. 当前智能主体所受到的应力大于许用应力
¬Delete (ai).
b. 当前智能主体位置与环境边界的距离小于
厚度阈值 ¬Delete (ai).

在简单演化规则驱动下, 模型的材料会逐渐
去除. 注意到以上抽壳操作不需要 FEA 工具进行
评估, 但需要手工指定废止者类型的壁厚规则, 其
控制精度取决于体素化的精度以及后处理中的元

在以上规则作用下, 内部结构在迭代过程中

球等势面取值. 基于规则的设计方法使设计者能

由内而外逐步被删除, 但当前位置材料受到的应

够编写直观的设计规则, 以及改变规则库中的事

力值大于许用值时操作被拒绝. 同样, 如果体素位

实调整设计结果, 避免将设计目标转化为复杂的

于模型的表面或位于规定的壳体厚度内, 为保证

数学模型, 从而提高设计系统的易用性.

结构的完整性, 当前位置的材料将被保留.

4.2

4

实验与结果分析

载荷作用下的模型演化
第 2 个实验给出在不同外部施加载荷的情况下

的自动化设计. 设计流程将生成的体结构转化四
面体输出, 调用 OOFEM 进行有限元分析, 并读取

在不同外部约束、交互方式和载荷作用下, 本

其分析结果, 通过感知函数反馈到每个智能主体

文进行 2 类结构优化设计实验, 演示基于规则演化

中, 完成自动化的迭代设计, 并最终输出可打印的

方法的有效性和可扩能力. 设计框架的开发基于

表面网格模型.

C++语言实现, 使用 OOFEM[27]作为评估流程中的

本实验使用第 3.2 节中的演化规则. 图 4 所示

FEA 工具, 并集成 CLIPS 系统实现规则推理. 所有

为 Bunny 和 Cup 模型在相同的演化规则驱动下,

实验数据都在 Inter Core i3-4130 3.4 GHz CPU,

由于外界施加力位置的改变, 演化生成不同的内

6 GB 内存的 PC 机上获得.

部结构. 可以看出, 在施加载荷的位置, 由于受力

4.1

简单规则驱动的模型演化
第 1 个实验的目标是在不考虑外部载荷的情

况下, 基于简单的演化规则实现模型的抽壳. 基于

较大, 在演化过程中保留了相应的支撑结构. 为反
映整个过程的结构变化, 这些模型均为未经过后
处理的体素模型.

此目标, 在初始化时根据体素到边界的距离对每

图 5 所示为经过后处理得到的结构, 通过生成

个体素赋予位置值以形成一个距离场. 使用第 3.1

隐曲面和布尔运算改善模型内部和表面质量, 使

节的演化事实 5 构建和行为 1 构建硬性规则进行演

优化结构可用于 3D 打印.可以明确看出相同设计

化, 并添加第 3.2 节中的废止者规则 b 对结构的变

规则下, 外部环境变化对结构的影响.

化进行控制. 如果取消废止者规则, 则所有的单元

图 6 所示为使用 FDM 工艺打印的模型及剖面

都会在演化过程中被删除掉. 当添加废止者规则

结构, 材料为 PLA 塑料, 屈服强度为 41 Mpa. 经过

时, 使用输入模型分别为 Apple, Kitten 和 Bunny,

后处理过程, 能够保证模型表面的平滑过渡, 避免

其演化过程和结果表 1 所示.

产生应力集中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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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后处理示意图

b. 力加在背上

a. Bunny

图6

c. 力加在背上 d. 力加在耳朵上

基于不同载荷作用生成的 3D 打印模型

表 2 所示为图 6 模型演化过程中孔隙率变化的
量化统计, 其中孔隙率是模型孔隙的体积与模型
自然状态下总体积的比值. 根据演化规则, 模型表
面被保留下来; 随着模型内部体素被去除, 孔隙率
随着增大, 在低精度体素划分下, 这个过程会迅速
收敛, 实现了模型的轻量化设计, 经过后处理能够
图4

不同外部载荷作用下模型演化
表2

生成平滑的外部与内部结构.
模型结构体孔隙率变化
演化次数

模型

5

%

1

2

3

4

5

6

图 6b

6. 230

12. 464

18. 696

24. 928

32. 392

图 6c

6. 343

12. 903

17. 354

25. 805

33. 708

图 6d

6. 340

13. 298

18. 446

25. 595

38. 744

结

语

7

8

9

40. 088

48. 320

54. 210

60. 641

41. 611

50. 062

56. 473

62. 592

46. 893

57. 042

65. 339

70. 488

可扩展性. 同时, 继续完善局部结构编辑方法, 以
实现在不同尺度上进行结构优化, 并通过与现有

本文提出一种将边界条件和环境约束映射到
模型结构的间接方法. 通过引入基于可废止逻辑

拓扑结构优化方法对比和理论分析, 阐明复杂交
互行为对算法的收敛性产生的影响.

的设计规则, 使设计者可以通过不完备的经验和
设计意图定义领域知识, 实现结构的优化. 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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