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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形状骨架图匹配的文物碎片自动重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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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有效解决文物碎片自动重组中由于断裂部位受损造成几何信息丢失, 采用传统几何驱动方法容易失效的问题,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形状骨架图匹配的文物碎片自动重组方法, 将碎片匹配问题转化为碎片表面纹饰中非完整纹元的互补匹配
问题. 首先, 通过提取文物碎片表面特征线得到碎片表面的纹饰信息; 然后根据完整纹元的特征确定非完整纹元互补匹配的约
束条件, 采用视觉骨架剪枝的方法提取完全位于断裂部位的非完整纹元的形状骨架图, 基于形状骨架图语法及匹配约束条件
判定非完整纹元是否互补匹配; 接着, 将碎片上非完整纹元的顺序作为上层约束条件, 采用基于带剪枝深度优先的搜索方法搜
索匹配碎片; 最后, 以邻接碎片上非完整纹元间公共弦的端点作为邻接约束点, 采用最小二乘法计算刚体变换参数得到碎片的
初始位置, 并采用迭代最近点方法将邻接碎片精确对齐. 实验结果表明, 该方法能够有效解决断裂部位存在缺损文物碎片的自
动重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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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sembly of Fractured Fragments Based on Skeleton Graphs 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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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problem that traditional geometry-driven methods fail to reassemble the
fragments with incompleteness in fracture surfaces or break-curves, an automatic reassembly method based on skeleton
graph of shape matching is proposed, which transfers the matching of fragments into complementary matching of incomplete geometry texels. Firstly, the surface ornamentation information is obtained by extracting the feature lines of
the fragments. Secondly, the constraints for matching texels are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 of complete texels,
and a visual skeleton pruning method is utilized to generate the skeletons of the shapes of the incomplete texels and the
grammar of skeleton graphs is introduced. Then, the sequence of the incomplete texels is used as the upper constraint and
a depth-first searching method with pruning for adjacent fragments is presented. Finally, the endpoints of the common
chords of the incomplete texels on the adjacent fragments are used as the initial matching points in order to calculate the
initial position of the fragment. After that, the iterated closest point (ICP) method is employed to precisely align the
adjacent fragments.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successfully solve the reassembly problem
of the fragments with incompleteness in fractured surfaces and break-cu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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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 伴随信息技术的快速发
展, 计算机辅助文物碎片虚拟拼接技术得到了长足
的发展, 对文物保护及复原具有重要意义. 相较于传
统手工复原方法, 数字化虚拟拼接技术能够不受时
间和空间的限制, 在提高文物复原效率的同时, 避免
人工复原对文物的二次破坏.
文物数字化虚拟拼接技术, 根据复原过程中是
否有专家参与可分为自动复原方法和交互式复原方
法. 其中, 自动复原方法大多以几何特征为驱动, 通
过提取破碎部位的几何特征搜索匹配对, 进而实现
碎片拼接.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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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碎片主要分为薄壁类碎片和非薄壁类碎片.
针对薄壁类文物碎片, 自动复原方法主要基于空间
轮廓线的匹配. Üçoluk 等[1] 将轮廓曲线上顶点的曲
率和挠率作为匹配的特征向量, 然后通过特征串匹
配的方法搜索匹配对. Cooper 等[2] 利用贝叶斯方
法估计碎片的分布, 并利用断裂处的轮廓线进行碎
片匹配和对齐. 樊少荣等[3] 同样采用基于轮廓线匹
配的方法进行碎片拼接, 但其不同在于该方法在区
分内轮廓线和外轮廓线的基础上实现碎片拼接, 因
此针对非薄壁类文物碎片同样适用. Oxholm 等[4]
定义的特征串由轮廓曲线上顶点的曲率、挠率和颜
色组成, 然后采取最长公共子串实现轮廓线的匹配,
求解匹配对.
非薄壁类碎片的匹配问题是计算机视觉、模式
识别和机器智能中一个颇具挑战的问题[5] , 针对非
薄壁类碎片的匹配, 往往采用基于断裂面几何特征
的方法. Winkelbach 等[6] 采用随机采样的方法, 利
用顶点的法向和曲率等特征, 实现断裂面的拼合.
Huang 等[7] 通过计算点云模型上顶点的积分不变
量值刻画碎块断裂面的尖锐程度, 进而对断裂面进
行分割, 然后基于向前搜索技术和表面一致性的约
束方法将断裂面进行两两匹配及融合. 随后, Chen
等[8] 利用曲面中心点、局部曲面的类型及二维直方
图刻画特征点处的局部曲面描述子, 通过几何散列
算法对碎片进行匹配. 王坚等[9] 将曲面匹配问题转
化为图论中的最大权团搜索问题并采用自旋图确定
匹配关系. 李姬俊男等[5] 提出一种基于空间曲面特
征优化的匹配算法, 通过计算模型表面点体积积分
不变量形成匹配约束簇, 然后定义 3 类空间几何一
致性约束, 并采用最大独立集方法对非正确匹配对
进行消除.
交互式的虚拟文物复原方法则大多需要考古学
家和文物修复工作者根据自己的经验来指导复原过
程. Mellado 等[10] 提出了一种基于反馈式的交互复
原方法, 通过用户确定碎片间的初始位置, 为后续的
拼接过程提供了可信的初始输入值. Palmas 等[11]
提出了一种融合几何特征及用户经验的交互式复原
方法.
现有几何驱动的方法, 无论是基于空间轮廓曲
线或基于断裂面的方法, 都要求碎片的断裂部位较
完整, 能够提供足够的几何信息用于匹配对搜索. 兵
马俑碎片由于其陶类质地, 在倒塌时遭到地面撞击,
断裂部位普遍存在缺损, 且由于其体积较大, 破碎时
会产生大量碎片. 因此, 现有几何驱动的方法往往容
易失效. 然而, 采用交互式的方法虽然可以从一定程
度上解决该问题, 但是依靠人工的方式往往效率较
低, 当碎片数量较多时, 即使是具有一定经验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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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人员, 也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确定碎片
间的邻接关系.
针对上述问题,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形状骨架图
匹配的文物碎片自动重组方法. 该方法的核心思想
是将碎片匹配问题转化为碎片表面纹饰中非完整纹
元的互补匹配问题: 首先, 通过提取碎片的特征线
获得碎片表面的纹饰信息; 然后通过分析纹饰中完
整纹元的特征定义非完整纹元互补匹配的约束条件,
提取断裂部位非完整纹元的形状骨架图并定义相关
语法, 从而判定非完整纹元是否互补匹配; 最后, 将
纹饰中互补匹配纹元的顺序作为上层约束, 给出邻
接碎片的搜索策略, 最终得到邻接碎片并将其拼合.

1 表面纹饰提取及相关术语
本文将碎片表面纹饰的完整性作为邻接碎片的
约束条件, 从而搜索匹配碎片对. 因此, 本节首先通
过提取碎片的特征线获得碎片表面的纹饰信息.

1.1 表面纹饰提取方法
虽然兵马俑碎片断裂处存在缺损, 但其表面的
纹饰信息则普遍较完整, 能够为碎片的重组提供足
够的信息, 且大部分文物复原人员也利用该信息进
行人工修复. 因此, 本文首先提取碎片表面的纹饰信
息.
本文算法的处理对象为利用三维激光扫描仪扫
描得到的兵马俑碎片点云模型 P = {pi } ∈ R3 , i =
1, 2, · · · , N . 采用文献 [12] 中的特征线提取方法提
取兵马俑碎片特征线, 从而获得碎片的纹饰信息. 由
于文献 [12] 中的特征线提取方法在生成特征线时,
采用了基于 L1 中值的方法生成特征线, 将 L1 中值
局部化, 利用式 (1) 重建特征点的形状:
P
P
Q = arg min i∈I j∈J kxi − cj k ×

θ(kqi − cj k) + R(X, Q)

(1)

其中, 第一项为 L1 中值局部化项, 第二项为惩罚项,
防止构成特征线的点距离较近, 且使其呈线性; 最后
将形状重建后的特征点进行连接得到特征线. 因此,
采用该方法生成的特征线则更准确, 基本步骤如下:
步骤 1. 给定点云模型 p, 利用文献 [13] 中的方
法估计点云上顶点的法向.
步骤 2. 采用基于泊松分布的区域生长法, 将点
云划分为不同的曲面片, 同时位于多个曲面片相交
区域的点判定为潜在特征点, 同时储存所有潜在特
征点所属区域信息.
步骤 3. 对潜在特征点所属区域信息进行分析,
将位于两个曲面相交区域的点判定为边点, 将位于
多个曲面相交区域的点判定为角点, 其余点为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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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并将具有相同区域信息的点聚为一类, 然后通过
角点的区域信息, 得到特征线的连接性信息.
步骤 4. 采用基于 L1 中值的方法对每个聚类中
的点进行形状重建, 得到特征线, 并根据特征线的连
接性信息, 连接特征线端点和相应角点, 特征线提取
结束.
根据该方法提取得到的兵马俑碎片表面纹饰如
图 1 所示.

的特征线则为断裂线, 如图 1 (e) 所示.
一个非完整纹元上至少含有 1 个断裂点, 如图 1
所示. 当一个非完整纹元上含有至少一对连通的断
裂点时, 本文称该纹元完全位于碎片的断裂部位, 例
如图 1 (e) 所示, 图 1 (d) 和 (f) 中所示纹元则不完
全位于断裂部位.

1.2 表面纹饰描述相关术语

碎片表面纹饰中纹元的完整性可以为碎片提供
邻接约束信息. 文物碎片拼接问题是典型的形状匹
配问题, 属于局部匹配中的互补匹配[14] . 因此, 本
章首先分析纹元的破碎形状, 然后根据完整纹元的
特征定义非完整纹元互补匹配的相关约束; 受文献
[15−16] 的启发, 本文提取完全处于断裂部位的非完
整纹元的形状骨架图, 并定义其语法; 最后, 借助于
非完整纹元的形状骨架图, 设计基于形状骨架图的
互补纹元匹配判定方法.

为了构造能有效表示碎片断裂处纹饰的形状骨
架图及相关语法, 本节对相关术语进行定义. 碎片表
面完整的矩形块为纹元, 即构成纹饰的最小元素, 如
图 1 (b) 所示. 每个纹元含有 4 个顶点, 每个顶点
称为纹元的度, 那么, 一个完整纹元的度为 4. 组成
特征线的点在文献 [12] 中被称为边点, 选取与边点
相连接的 k 个点为其局部邻域点, 然后对局部邻域
点进行主成分分析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PCA), 若较大的两个特征值 λ1 , λ2 对应的特征向量
v 1 , v 2 近似垂直, 则该点为纹元的顶点, 如图 1 所示.
根据文献 [12] 中的区域信息分析, 本文将角点定义
为断裂点, 即: 纹元在断裂处的端点. 特征线上其他
的非断裂点及非纹元顶点则被称为边缘点.
当两个断裂点之间或一个断裂点与边缘点之间
由一条特征线连接且中间不含有其他断裂点时, 本
文称这两个点是连通的, 如图 1 (e) 中点 p, q. 连接
两个连通点的直线段称为断裂弦, 连接两个连通点

图1
Fig. 1

2 匹配纹元对搜索

2.1 纹元破碎形状分析
完整纹元的度为 4, 因此, 纹元破碎形状大致可
分为 4 种: 1) 度为 1 与度为 3 的非完整纹元, 如图
2 (a) 所示; 2) 2 个度为 2 的非完整纹元, 如图 2 (b)
所示; 3) 2 个度为 1 的非完整纹元及度为 2 的非完
整纹元, 如图 2 (c) 和 (d) 所示; 4) 4 个度为 1 的非
完整纹元, 如图 2 (e) 和 (f) 所示. 这 4 种情况中, 均
存在邻接碎片共弦的情况, 即: 两个邻接碎片的断
裂弦相同且该断裂弦由两个断裂点构成; 但在第 3)

G10-19 号俑部分碎片表面纹饰特征线提取结果

The results of feature lines extraction from fragments of Warriors G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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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Degree(·) 为纹元 T 的度.
2) 匹配度
当非完整纹元拼接构成一个完整纹元时, 根据
图 2 中所示纹元破碎的 4 种情况, 本文在搜索匹配
块时, 两个匹配块的度之和应满足约束 2:
约束 2. 对非完整纹元上的断裂弦 T1 , T2 :

Degree(T1 ) + Degree(T2 ) ≤ 4

(3)

3) 共弦性
邻接的两个非完整纹元必定会有相同的一条断
裂弦, 如图 2 中黑色虚线所示, 因此, 邻接的两个非
完整纹元需满足约束 3:
约束 3. 对邻接的两个非完整纹元 T1 , T2 上的
断裂弦 lT1 , lT2 :
|length(lT1 ) − length(lT2 )| ≤ τ

(4)

其中, length(·) 为断裂弦长. 断裂弦由连通的两个
断裂点或断裂点与边缘点形成. τ 度量了两个弦的
长度差.
4) 凹凸互补性
文物碎片拼接问题是形状匹配中的互补匹配,
那么邻接的两个非完整纹元的断裂线也应为凹凸互
补的. 因此, 本文采用断裂线上点的积分不变量进行
约束.
设断裂线 C = ∂D, 计算 C 上的点 p 的面积积
分不变量, 其积分不变量[7, 17] 定义如式 (5) 所示:
Z
Ar (p) =
lD (x)dx
(5)
p+r

图2
Fig. 2

4 种纹元破碎情况

Four styles of fractured texels

种和第 4) 种情况中还会出现 T 型分裂, 即: 两个邻
接碎片的公共断裂弦由连通的断裂点与边缘点构成,
如图 2 (d) 和 (f) 所示.

2.2 邻接约束条件

0 ≤ πlength(r)2 − (Ar (pi ) + Ar (pj )) ≤ γ

(6)

其中, |pi − pi+1 | = r, |pj − pj+1 | = r.

[11]

Palmas 等
提出了约束的概念, 通过引入约
束来描述碎片断裂部位的特征以确定碎片间的空间
关系. 本节对碎片纹饰中纹元的完整性判定因素进
行分析, 并根据这些因素确定非完整纹元互补匹配
的约束条件.
1) 完整纹元的度
根据第 1.2 节中的定义, 一个完整纹元的度应
为 4, 可定义约束 1 如下:
约束 1. 对任一完整纹元 T :
Degree(T ) = 4

其中, 圆 D 的半径为 r, Ar (p) 为该非完整纹元在曲
线段 p ± r 区域与圆 D 相交部分的面积. 那么, 邻接
的两个非完整纹元上断裂线积分不变量需满足:
约 束 4. 对 邻 接 的 两 个 非 完 整 纹 元 断 裂 线
Ci , Cj 上连续的对应点 pi , pj 满足:

(2)

2.3 形状骨架图及其语法定义
相互匹配的非完整纹元应满足第 2.2 节中定义
的相关约束. 然而, 对于 T 型分裂纹元则很难确定
断裂弦及断裂线; 另外, 当纹元的度小于 3 时, 仅仅
根据该纹元的度, 很难确定其属于哪一种破碎情况.
因此, 本节提取完全位于碎片断裂处的非完整
纹元的形状骨架图, 根据其潜在形状信息搜索匹配
非完整纹元对.
首先, 需要将非完整纹元的特征线进行降维. 由
于兵马俑碎片局部纹元的弯曲较小, 因此, 本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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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A 方法对非完整纹元的特征线进行降维, 得到二
维纹元形状.
然后, 提取非完整纹元的形状骨架. 由于兵马俑
碎片是由人工制作的陶制文物碎片, 完全处于断裂
部位的非完整纹元的特征线为曲线但并不平滑, 那
么, 本文在对匹配对进行判定时, 需要考虑该非完整
纹元的全局形状信息, 忽略局部形状凹凸点. 因此,
本文采用文献 [18] 中提出的视觉骨架剪枝的方法,
提取非完整纹元的形状骨架.
最后, 本节对形状骨架图的语法进行定义. 根据
文献 [16] 中按照奇点及其邻接奇点最大圆的半径变
化趋势将奇点分为 4 类: 1) 第 1 类奇点处最大圆的
半径单调变化; 2) 第 2 类奇点处最大圆的半径为局
部最小值; 3) 第 3 类奇点处最大圆的半径不变化; 4)
第 4 类奇点处最大圆的半径为局部最大值. 为了判
定相匹配非完整纹元, 本文对形状骨架图语法进行
定义, 具体如下:
定义 1. 形状骨架图语法 (The skeleton graph
grammar, SGG) G = (V, Σ, R, S):
1) V = {1, 2, 3, 4}, 骨架点类型;
2) Σ = {Φ, Ψ, Θ}, 终结符;
3) S = #i , 起始符;
4) R = {R1 , R2 , R3 , R4 , R5 }, 语法规则.
其中, V = {1, 2, 3, 4} 分别对应上述 4 种不同类型
的骨架点; Φ 表示该骨架的终结点为顶点, Ψ 表示
骨架的终结点为断裂点, Θ 表示骨架的终结点为边
缘点. #i 表示同一碎片上第 i 个非完整纹元的奇点
图. 语法规则 R = {R1 , R2 , R3 , R4 , R5 } 定义如图 3
所示. 图 1 中部分非完整纹元的形状骨架图及语法
如图 4 所示.

图4
Fig. 4

图3
Fig. 3

形状骨架图语法规则

Grammatical rules of skeleton graphs

部分非完整纹元奇点图

Skeleton graphs of some incomplete texels

得到非完整纹元的形状骨架图后, 可根据终结
符 Φ 的个数得到该纹元的度, 同时根据终结点间的
连通性确定断裂弦及断裂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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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Fig. 5

627

邻接碎片搜索流程

Searching pipeline of adjacent fragments

2.4 基于形状骨架图的纹元互补匹配判定
本文算法将邻接碎片的匹配问题转化为碎片表
面纹饰的匹配问题, 即: 当且仅当两个碎片断裂部位
的非完整纹元序列一一匹配时, 该碎片为邻接碎片,
可进行重组, 流程如图 5 所示.
在提取到能够反映碎片断裂处非完整纹元的形
状骨架后, 需要根据其形状骨架语法及约束条件设
计相应的非完整纹元互补匹配算法, 从而搜索邻接
碎片, 完成重组. 本节设计非完整纹元互补匹配判定
方法.
根据第 2.1 节中对破碎纹元的分析可知, 纹元
度越大, 可匹配纹元的情况越少, 反之, 可匹配纹元
的情况随着纹元度的减小而增加. 例如: 当非完整纹
元的度为 3 时, 仅可能与度为 1 的非完整纹元匹配;
当非完整纹元的度为 2 时, 由于存在 T 型分裂, 因
此其可与度为 1 或 2 的非完整纹元匹配; 同理, 当非
完整纹元的度为 1 时, 与度为 1、2 或 3 的非完整纹
元均可匹配. 因此, 在搜索匹配纹元对时, 本文以度
较大的纹元作为基准, 分别根据第 2.2 节中的约束
条件进行判定, 如无特殊说明, 本节所指的纹元均为
完全处于断裂部位的非完整纹元, 判定方法如算法 1
所示, 具体判定步骤如下:
步骤 1. 奇点图的终结符 Φ 的个数可以有效表
示非完整纹元的度, 此时利用约束 2 进行判定. 例
如: 图 4 (a) 中的纹元可能与图 4 (b), (d), (e) 中的纹
元匹配; 图 4 (c) 中的纹元也可能与图 4 (b), (d), (e)
中的纹元匹配; 但图 4 (a) 中的纹元与图 4 (c) 中的
纹元则不匹配.
步骤 2. 由于纹元匹配为形状匹配中的互补型,
那么纹元在破碎时, 断裂点或边缘点应同时出现在
两个邻接的非完整纹元中, 即: 构成断裂弦的点类型
应相同. 因此, 同类型终结符才可进行匹配. 那么,
图 4 (a) 中的纹元可能与图 4 (b) 和 (e) 中的纹元匹
配; 图 4 (c) 中的纹元仅可能与图 4 (d) 中的纹元匹
配.
步骤 3. 计算形状骨架图中所有断裂弦的长度
及断裂线的积分不变量, 然后利用约束 3 及约束 4

对匹配对进行判定, 此时, 图 4 (a) 中的纹元仅可
能与图 4 (b) 中的纹元匹配, 图 4 (c) 中的纹元与图
4 (d) 中的纹元匹配.
步骤 4. 计算匹配后纹元的度, 若度为 4, 则该
纹元匹配结束; 若度不为 4, 则将拼接后碎片当作一
个整体, 生成其形状骨架图, 然后转向步骤 1, 直到
搜索到匹配纹元.
需要注意的是, 形状骨架图及面积积分不变量
虽具有旋转、平移及尺度不变性, 但弦长约束仅具有
旋转、平移不变性. 因此, 输入的碎片应固定原尺度,
不能进行放大及缩小操作.
算法 1. 非完整纹元互补匹配判定
输入. 两个非完整纹元 T1 , T2
输出. 匹配纹元对
While （! 约束 1） //不满足约束 1
{
if (Degree(T1 ) + Degree(T2 ) ≤ 4 )

// 约束 2

{
if (ΣT1 = ΣT2 )

// 语法图中的终结符相同

{
if (约束 3
{
T1

J

&&
T2

约束 4)
// 非完整纹元匹配

}
}
}
}

3 邻接碎片搜索及拼合
部分文物碎片表面纹饰断裂处含有多个纹元,
因此, 基于断裂处非完整纹元的互补匹配, 本节首先
给出邻接碎片搜索策略, 然后对邻接碎片进行拼合.

3.1 邻接碎片搜索
上述章节介绍了邻接碎片上非完整纹元匹配约
束条件及其判定方法, 但不能保证非完整纹元互补
匹配对的唯一性, 非完整纹元间可能出现一对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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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纹元顺序示意图

Illustration for the sequences of texels on fragments

匹配. 然而, 邻接碎片的非完整纹元间需要同时满足
连续性, 形成自我约束, 如图 6 所示. 因此, 本节定
义两个邻接碎片间的约束:
约束 5. 两个碎片 F1 , F2 邻接, 当且仅当其上
的非完整纹元 Ti , Tj 满足
K
{Ti−1 , Ti , · · · , Tn }
{Tj−1 , Tj , · · · , Tm } (7)
J
其中,
表示一一匹配.
纹元顺序可通过计算断裂点的邻域得到, 即:
©
ª
Ti+1 = pTi+1 ⊂ N eighbor(pTi )
(8)
其中, pTi 为 Ti 的断裂点, N eighbor(pTi ) 为 pTi 的
球邻域, 如图 7 所示. 当碎片处于俑体中间部位时,
纹元可能会形成环路, 如图 1 (b) 所示.

即: 非完整纹元个数大于等于 3、未形成环路, 且度
为 3 的非完整纹元个数最多.
在搜索该基准碎片的邻接匹配碎片时, 采用带
剪枝的深度优先搜索策略搜索匹配对. 为加快搜索,
在该基准碎片 Fi 上的所有非完整纹元中, 首先选择
度最大的纹元 Ti 作为待匹配纹元, 将与其相匹配的
最优纹元 Tj 所在碎片 Fj , 作为邻接匹配对. 然后再
对邻域纹元 Ti−1 与 Ti+1 及 Tj+1 与 Tj−1 进行判定,
若匹配, 则继续判定邻域纹元是否匹配; 否则, 重新
搜索与纹元 Ti 匹配的次优匹配纹元 Tt 所在碎片 Ft .
最后非完整纹元匹配数最多的碎片即为最优邻接碎
片对.
算法步骤如算法 2 所示.
算法 2. 多碎片匹配对搜索
输入. 一组兵马俑铠甲碎片点云模型
输出. 匹配对集合
While (exist(未拼接碎片))
{
1) 选取满足式 (9) 的碎片 Fi 作为基准碎片

选取未匹配纹元 Ti ⊂ Fi 且 Degree(Ti ) 最大
2) 搜索非完整纹元 Ti ⊂ Fi 的匹配纹元 Tj ⊂ Fj
J
{Tj , · · · , Tn })

While (!{Ti , · · · , Tt }
Fig. 7

{

图 7 纹元顺序计算示意图
Illustration for the computation of

3) 分别判定 Ti−1 ⊂ Fi , Ti+1 ⊂ Fi

与 Tj−1 ⊂ Fj , Tj+1 ⊂ Fj 是否匹配
J
{Tj , · · · , Tn })

the texels sequences

if ({Ti , · · · , Tt }

当给定一组文物碎片时, 首先选择一个碎片作
为基准搜索匹配碎片, 当该碎片上非完整纹元较少
时, 即使满足判定准则, 也可能会出现错误匹配的情
况, 反之, 若该碎片上非完整纹元较多时, 会产生大
量冗余计算. 因此, 本文将碎片 Fi 选作基准碎片, 若
其满足:

Ti−1 , Ti , · · · , Tn ⊂ Fi
Ti−1 6= Tn
n≥3
Degree(Tj ) = 3

i=i+1 或i=i−1
j =j+1 或j =j−1

转向 3)
else

转向 2)
}
}

(9)

3.2 碎片拼合
当确定匹配碎片对 Fi , Fj 后, 由于 Fi , Fj 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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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和方向各不相同, 因此需要根据断裂点或边缘点
间的对应关系, 估计两碎片的初始位置.
本文在判定匹配对时, 采用了共弦约束 (约束
3), 那么, 邻接的两个碎片在对齐时应保证弦对齐.
不共线的 3 个点可确定一个平面, 本文选取至少 2
个不共线的弦, 由于碎片边缘可能会存在破损, 因此
计算刚体变换的弦均应由两个连通的断裂点构成.
假设构成这些弦的断裂点分别构成点集 A, B,
A 是由 B 中的点经过旋转和平移得到的, 如式 (10)
所示:

pj = R pi + t

(10)

其中, p j 为属于集合 A 中的点构成的列向量, p i 为
属于集合 B 中的点构成的列向量, R 为旋转矩阵, t
为平移向量.
已知弦端点的坐标及对应关系, 采用最小二乘
[19]
法
估计旋转平移矩阵, 使得式 (11) 最小, 然后采
用文献 [20] 中给出的迭代算法进行求解.
N
X
°
°
°pj − (R pi + t)°2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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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算法在 Intel Core i7 3.33 GHz 的 CPU、
16 GB 内存的 PC 机、Visual studio 2010 及 PCL
环境上进行了实现, 实验数据均为兵马俑 1 号坑第
三次挖掘出土的部分兵马俑碎片点云模型. 点云模
型由非专业人员利用 Creaform VIU 手持式扫描仪
扫描获得, 扫描分辨率为 3.91 mm, 扫描得到的点云
未经过任何去噪处理, 点云中均含有实际噪声. 碎片
在断裂处均存在破损, 断裂处几何特征缺失较严重.

4.1 本文算法结果
如图 8 ∼ 10 所示为本文算法在部分邻接碎片上
的实验结果. 图 8 所示为 G10-19 号俑中部分碎片的
拼接结果, 图 9 和图 10 所示分别为碎片、碎片特征
线及其拼接结果. 实验结果表明, 本文算法能够有效
判定匹配纹元, 从而搜索邻接碎片对, 并将其拼合.

(11)

i=1

得到邻接碎片的初始位置后, 采用迭代最近点
方法 (Iterated closest point, ICP)[21] 对邻接碎片
精确对齐.

图9
Fig. 9

图8
Fig. 8

G10-19 号俑部分邻接碎片拼接结果

Reassembly results of some adjacent fragments of
Warriors G10-19

G10-13 号俑部分邻接碎片拼接结果

Reassembly results of some adjacent fragments of Warriors G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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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本文利用文献 [12] 的方法提取文物碎片
表面特征线, 该特征线提取算法经过了噪声点判定
及 L1 几何重建两步, 具有较强的鲁棒性, 如图 9 和
图 10 所示的特征线提取结果. 由于本文后续步骤均
在所提取出的特征线上实现, 因此, 算法对给定的含
有噪声的点云模型具有较好的抗噪性.
如图 11 ∼ 13 所示为本文算法在一组整俑碎片
上的实验结果, 由于兵马俑铠甲正面与背面的纹饰
存在极大的相似性, 因此在判定邻接碎片对时复杂
度更高. 实验数据如表 1 所示. 实验结果表明, 本文

图 10
Fig.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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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在成组碎片上, 仍然能够获得较好的结果. 如图
13 中方框区域所示, 当碎片上仅有小部分缺失时,
本文算法仍能获得较好的结果.
表1
Table 1

兵马俑碎片模型数据

Data of fragment models of warriors

编号

碎片数量

碎片点云数据总量

含非完整纹元数量

G10-54

4

140 764

22

G10-39

5

418 576

33

G10-36

7

301 783

23

G10-52 号俑部分邻接碎片拼接结果

Reassembly results of some adjacent fragments of Warriors G10-52

图 11

G10-54 号俑部分邻接碎片拼接结果

Fig. 11

Reassembly results of some adjacent fragments of Warriors G10-54

Fig. 12

Reassembly results of some adjacent fragments of Warriors G10-39

图 12

G10-39 号俑部分邻接碎片拼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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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Fig. 13

G10-36 号俑部分邻接碎片拼接结果

Reassembly results of some adjacent fragments of Warriors G10-36

本文将图 1 中 3 号碎片裁剪为薄壁点云后, 特
征提取结果如图 14 所示, 断裂处的轮廓线被漏提
取. 这是由于本文算法基于文献 [12] 中的特征线提
取方法, 针对由曲面相交形成的特征具有较好的效
果, 而对于薄壁类模型的轮廓点提取效果较差, 造成
断裂点漏提取的问题, 从而影响后续非完整纹元互
补匹配对的识别等. 因此, 本文算法针对薄壁类文物
碎片模型, 效果较差.

图 14
Fig.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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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壁碎片模型特征线提取结果

Feature lines extraction of a shell fragment model

4.2 运行时间
本文算法针对成组兵马俑碎片的重组时间如表
2 所示, 其中, 纹饰特征线提取为 Stage #1, 本文在
提取特征线时, 每次同时生成 4 个碎片的特征线; 形
状骨架图生成与互补匹配对判定为 Stage #2, 每次
同时生成 4 个非完整纹元的形状骨架图; 碎片拼合
为 Stage #3. 实验表明, 随着碎片数量的增加, 运行
时间也会随之增加, 这是因为纹饰特征线提取为本
文算法最耗时的部分, 需要对点云上的所有点进行
遍历; 另外, 非完整纹元数量会直接影响匹配对搜索
时间.

4.3 对比实验
图 15 所示分别为采用基于轮廓线方法[3] 及基
于断裂面方法[5] 的碎片重组结果, 实验数据分别为

G10-19 号俑, G10-54 号俑及 G10-36 号俑部分碎
片. 其中, G10-19 号俑中断裂面存在较严重的缺损,
G10-54 号俑中碎片轮廓线缺损较严重, G10-36 号
俑中碎片存在缺失.
表2
Table 2

本文算法运行时间 (s)

Execute time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s)

编号

Stage #1

Stage #2

Stage #3

总时间

G10-54

20.513

13.671

5.118

39.302

G10-39

70.732

20.889

7.142

98.763

G10-36

58.132

12.482

5.331

75.945

如果两个断裂面能够正确匹配, 它们对齐拼接
后不应该发生明显的碰撞[22] , 那么当两个碎片精确
配准之后, 它们断裂面的拼合基本上达到严丝合缝,
不会发生明显的重叠交错, 即相互渗透. 如图 15 (a)
所示为采用文献 [3] 中基于轮廓线方法对碎片进行
重组的结果, 左下图中的线分别为 3 个碎片断裂面
的轮廓线, 可以看出, 当断裂处存在缺损时, 断裂面
的轮廓线无法较好地匹配, 因此会出现渗透现象, 如
图 15 (a) 中方框标注所示. 而采用文献 [5] 中基于
断裂面的拼合方法, 由于断裂面存在缺损, 其几何信
息并不完整, 不但会造成渗透现象, 并且断裂处表面
的纹饰结构并不连续, 如图 15 (b) 中方框标注所示;
当碎片存在小部分缺失时, 则会导致错误的重组结
果, 如图 15 (c) 所示. 实验结果表明, 相较于传统基
于轮廓线或基于断裂面的方法, 本文方法针对断裂
处存在缺损碎片具有更好的效果.

5 总结
本文将文物碎片重组问题转化为碎片表面纹饰
中非完整纹元的匹配问题, 采用基于形状骨架图匹
配的方法, 在断裂部位几何特征缺失的情况下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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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纹饰邻接约束, 有效地解决了断裂部位受损碎
片的自动重组问题. 该方法有效避免了直接利用模
型上的几何特征而造成的噪声敏感、采样敏感及计
算量过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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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uang Q X, Flöry S, Gelfand N, Hofer M, Pottmann H. Reassembling fractured objects by geometric matching. ACM
Transactions on Graphics, 2006, 25(3): 569−578
8 Chen H, Bhanu B. 3D free-form object recognition in range
images using local surface patches. Pattern Recognition Letters, 2007, 28(10): 1252−1262
9 Wang Jian, Zhou Lai-Shui. Surface rough matching algorithm based on maximum weight clique. Journal of
Computer-Aided Design & Computer Graphics, 2008,
20(2): 167−173
(王坚, 周来水. 基于最大权团的曲面粗匹配算法. 计算机辅助设计
与图形学学报, 2008, 20(2): 167−173)

图 15
Fig. 15

传统算法实验结果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traditional methods

为了能够更准确地描述模型间的匹配关系, 综
合考虑多种约束条件来扩展特征描述符将是一个有
意义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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