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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分布式的大规模ＬｉＤＡＲ点云并行快速数据读取方法。采用按空间位置均匀格网划分的

数据组织形式，研究了在该组织方式下格网大小、数据分布策略对数据获取速度的影响。该方法在实验中表

现出良好的并行效果，当有９台数据服务器并且待获取的数据范围较小时，加速比达到８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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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雷达 ＬｉＤＡＲ（ｌｉｇｈ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ａｎ

ｇｉｎｇ）是近年来国际上发展十分迅速的遥感技术，

它可以实现空间三维坐标的同步、快速、精确获

取，为快速获取空间信息提供了简单有效的手

段［１］。机载ＬｉＤＡＲ系统与其他遥感技术相比较

具有自动化程度高、受天气影响小、数据生产周期

短、精度高等技术特点，是目前最先进的能实时获

取地形表面三维空间信息和影像的航空遥感系

统［２］。当数据量较大时，快速地获取指定范围内

的数据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解决该问题，许多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对数

据不同的组织方式，总体可以分为ＫＤ树和格网组

织方式两大类。文献［３５］采用ＬＯＤ模型（ｌｅｖｅｌｏｆ

ｄｅｔａｉｌ）及基于点的绘制
［５］等数据模型，Ｃａｒｓｔｅｎ等人

在ＱＳｐｌａｔ
［６］基础上提出了顺序点树模型，由粗到细

构建顺序树状结构，并使用紧凑的文件布置方式，

黄先锋等人借鉴了 ＱＳｐｌａｔ中紧凑组织数据的做

法，采用了多精度排序四叉树存储模型［７］。

为了缩短这部分时间，鉴于双核ＣＰＵ、多核

ＣＰＵ、网络速度达到千兆的这种硬件条件和采用

并行技术在加速遥感图像处理［８１０］、并行空间数

据库［１１］方面已取得的丰富成果，本文提出了一种

分布式数据组织及其并行数据获取的方法。

平截头体（ｆｒｕｓｔｕｍ）表示一个头部被截取的

四棱椎，代表一个可视区域或一个投影，在显示或

数据处理时，它是最常用的指定范围方式之一，因

此以下的指定范围都是指平截头体。

１　犔犻犇犃犚数据的并行获取方法设计

分布式组织的数据并行获取过程如下。

１）用户给主机发送获取数据的指数。

２）主机给各数据服务器转发指令。

３）各数据服务器接收到指令后，开始按照自

己的数据组织方式获取对应数据。

４）各数据服务器获取完一块数据后就给用

户发送数据，使网络传输和数据获取成为流水线

方式运作，利用了通信与计算的时间重叠来提高

运行效率。服务器的查询完成，就给主机发送获

取数据完成的消息。

５）当主机收到各数据服务器发回获取完成

的消息后，转告用户获取完毕。

２　犔犻犇犃犚数据的并行获取效率及时

间复杂度分析

　　假定原始数据被分割为犕×犖 的格网，每块

平均点数为狀犘。

单计算节点时获取总时间犜犪等于获取每一

块所需时间之和：

犜犪 ＝∑
犕×犖

犻＝１

犜犻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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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犜犻是获取一块数据的时间，它包括判断外包

盒与平截头体是包含、相离、相交的空间关系的时

间犜１犻和在各种关系下需要处理的时间犜犻２，所以

犜犻＝犜犻１＋犜犻２。

犜犻２ ＝

０，相离

犜狉犻＋犜
犱
犻，平截头体包含外包长方体

犜狉犻＋犜
犱
犻 ＋犜

犲
犻，

烅

烄

烆 相交

（２）

式中，犜狉犻表示读取该块数据的时间；犜
犱
犻表示解析

该块中所有点云数据的时间；犜犲犻表示判断该块中

每一点是否在平截头体中的总时间。它们对应的

时间为：

犜犱犻 ＝∑
狀犘

犼

犜狇，犜
犲
犻 ＝∑

狀犘

犼

犜狆 （３）

　　１）犜狇为解析一点的时间。由于标准的Ｌａｓ

文件格式中，要获取点云的地理坐标需要经过伸

缩和平移变换狓′＝犪狓＋犫，狔′＝犮狔＋犱，狕′＝犲狕＋犳，

所以解析一点的时间犜狇为进行３次乘法和３次

加法所需的时间。

２）犜狆 为判断一个点是否在平截头体中的时

间。要判断一个点（狓０，狔０，狕０）是否在平截头体

中，需要判断这个点是否都在平截头体６个面的

前面。设平截头体其中的某个面的方程为犪狓＋

犫狔＋犮狕＝０，若犪狓０＋犫狔０＋犮狕０＋犱≤０，则该点在该

面的后面，否则在该面的前面。每判断一个面需

要进行３次乘法、３次加法和一次判断，平截头体

有６面，所以，犜狆 为进行１８次乘法、１８次加法、６

次判断所需的时间。

　　当块数据的外包盒与平截头体相离时，只需

判断拓扑关系，所耗时间很短；当包含或相交时，

所耗时间较长。因此要提高这部分的并行，即应

让更多的计算节点参与到相交和包含情况下的数

据获取中。为了能够实现这一点，本文提出了以

下两个策略：① 把格网划分为合适大小；② 数据

块交叉分配给数据服务器。

如图１所示，灰色的区域表示要获取的指定

范围。当数据分块大时如图１（ａ）所示，只能由一

个计算节点来读取该块，并判断该块中的数据是

否落在指定范围之内。而在图１（ｂ）中可以由多

台数据服务器同时获取数据。划分小块的另一好

处是，当所要获取的指定范围是跨越几块，如图２

（ａ）所示，若大块的分割将要判断更多的无效区

域，而划分小一些时，超出指定范围的无效区域将

会变小。如图２（ｂ）所示，画斜线部分为无效区

域，灰色部分为待获取区域。

但是也并非分得越小越好，分得越小，求各块

的外包矩形和平截头体的关系次数就越多，因此

本文为不同数据量和平均获取范围设置不同的分

块块数。

设有４台数据服务器，若数据块按顺序分配

给各台数据服务器，如图３（ａ）所示，图中的数字

表示计算节点的序号，灰色的地方表示获取的指

定范围，只有２个计算节点能够参与计算；若是采

用交叉的数据分配方式，即分块后的数据按照空

间位置交叉分配给计算节点，如图３（ｂ）所示，则

有４个计算节点参与计算。

图１　数据块划分大小

Ｆｉｇ．１　ＤａｔａＢｌｏｃｋ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Ｓｉｚｅ

　　　
图２　指定范围跨越多块数据

Ｆｉｇ．２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ＡｒｅａＳｐａｎｎｉｎｇ

ＳｅｖｅｒａｌＤａｔａＢｌｏｃｋｓ

　　　
图３　不同数据分布策略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ａｔａＤｉｓｔｒ

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３　应用实例及其分析

在局域网内实现一个测区内多条带的 Ｌｉ

ＤＡＲ数据的分布式组织及其对应的并行获取实

验。本文使用的数据采集自宜昌长阳山区，测区

范围约为 ５ｋｍ×１０ｋｍ，采集系统为 Ｌｅｉｃａ

ＡＬＳ５０激光雷达系统，飞行高度约为１３００ｍ，视

场角４９°，重叠率３０％；航向间隔约为１．３ｍ，旁向

间隔约为１ｍ，密度约为１．２点／ｍ２，数据量约为

２．３Ｇ。

实验 平 台 的 配 置 为：软 件 环 境 为 Ｗｉｎ

ｄｏｗｓ２０００操作系统，ＭＰＩＣＨ２消息传递并行库；

硬件为１７台微机通过百兆网卡构成的局域网，各

台机器的配置为Ｐ４，２Ｇ的ＣＰＵ，１Ｇ内存。其

中一台为管理节点，负责接收客户机的请求并通

７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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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ＭＰＩ库管理计算任务，１６个计算节点进行并

行数据获取。

实验１　不同格网划分大小和要获取的指定

范围大小对数据获取速度的影响。

在单机上实现Ｌａｓ格式点云数据不同大小格

网的数据组织，即将原数据按犡和犢 坐标分割为

犖 行犕 列。待获取范围为一长方体，该长方体以

原数据外包盒的中心为中心，各边长度等于原数

据外包盒各边乘系数狉（０＜狉≤１）。原数据大小

为６４ＭＢ的实验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不同分割大小和不同获取范围所需的时间／ｓ

Ｔａｂ．１　Ｔｉｍｅ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ｔｉｔｉｏｎＳｉｚｅａｎｄＡｒｅａ

犕×犖 狉＝１ 狉＝１／２ 狉＝１／４ 狉＝１／８ 狉＝１／１０ 狉＝１／１００ 狉＝１／１０００ 狉＝１／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６．３９１ ３．３２８ ２．４３８ ２．１８７ ２．１７２ ２．０９４ ２．０７８ ２．０９４

２×２ ８．４８４ ３．９２２ ２．６２５ ２．２８１ ２．２１８ ２．１２５ ２．１４１ ２．１０９

３×３ ８．５６２ ３．７９７ ０．６８７ ０．３７５ ０．３２８ ０．２６５ ０．２８２ ０．２６５

４×４ ９．３９１ ２．８４４ １．０６３ ０．７３５ ０．６８８ ０．５９３ ０．５９４ ０．５９４

５×５ ８．２８１ ２．７５０ １．１５６ ０．２１９ ０．１７２ ０．１０９ ０．１０９ ０．１１０

６×６ ８．９５３ ２．４３７ ０．７３５ ０．４０６ ０．３６１ ０．２８１ ０．２６６ ０．２６５

９×９ ９．０１５ ２．３５９ ０．７８１ ０．４０６ ０．１１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７

１２×１２ ８．３６０ １．９５４ ０．７０３ ０．２１９ ０．１５６ ０．０７８ ０．０６３ ０．０７８

１８×１８ ８．１７２ １．８７５ ０．６２５ ０．２６６ ０．１０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由表１的数据分析发现一个整体的趋势，即

当获取的范围小时，分割得越细，时间越短；但当

获取的范围大时，分割得越细，时间反而越长。

实验２　不同格网划分大小及不同数据分布

策略对数据获取速度的影响。

影响数据的获取速度不仅与获取数据的范围

大小有关，还与范围所在的位置有关。如图４所

示，其中图４（ａ）只需判断第１个分块中的数据是

否落在获取的范围内，而图４（ｂ）则需要判断１～４

分块中的数据是否落在获取的范围内。

因此，在实验之前，先连续随机产生１０００个

不同大小和位置的平截头体作为该实验获取数据

的指定范围，每个平截头体前面４个顶点两两之

间的空间距离不超过１ｋｍ，后面４个顶点两两之

间的空间距离都不超过０．５ｋｍ。用２．３Ｇ的数

据进行测试，实验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不同分布策略获取１０００次的总时间

Ｔａｂ．２　ＴｏｔａｌＴｉｍ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１０００Ｔｉｍｅｓ

划分块数

（犕×犖）

顺序分配获取

的时间／ｓ

交叉分配获取

的时间／ｓ

交叉分配时间／

顺序分配时间／ｓ

１×１ ３３２４３ ３３２９３ １．００

３×３ ３４０９ ３２０５ ０．９４

９×９ １２９５ １０９０ ０．８４

１８×１８ ５７６ ４３２ ０．７５

２７×２７ ４６５ ２９８ ０．６４

５４×５４ ４１６ ２８７ ０．６７

１６２×１６２ ３１６ ３１０ ０．７８

　　从表２的数据分析可知，只有在不分块时两

种策略都只能把数据分布到一台数据服务器上，

因此获取的时间相当；而当分块后，交叉分配策略

比顺序分配策略的获取速度快；交叉分配与顺序

分配的获取时间比随着分块数增多先变小、后变

大，其原因是块数少时，顺序分配所能利用的计算

节点少，而当分块数很多时，顺序分配时也能利用

到较多的计算节点。

实验３　串行与并行比较。

评价并行计算性能加速比犛狆＝犜狆／犜狊 是评

价并行计算性能的主要指标。式中，狆为节点个

数；犜狆 为在狆个节点并行计算耗时；犜狊为单机运

行耗时。为了测试加速比，分别在单机和１０台机

器的并行环境下进行实验。实验数据从６４Ｍ 到

２．３Ｇ，划分块数为５４×５４，如图５所示，原数据

越大，加速比越高。

为了测试该数据组织方式下的并行率，实验

数据大小为２．３Ｇ，划分块数为５４×５４。计算节

点从１台变化到１６台，分别查询１０００次，图６

显示的是不同计算节点数量所对应的加速比。由

图中可以看出，当计算节点达到１１个时，其加速

比达到９．２。由于网络速度及网络开销原因，超

过１１个节点后再增加计算节点，提高速度缓慢。

该并行思想适用于不同的数据组织方式，但

还要通过实验比较和理论分析各种数据组织方式

的并行效果，找出一种最适合分布式和并行获取

的组织方式。

８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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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范围所在位置不同

对获取速度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Ａｓｓｅｃｃ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ＤａｔａＡｒｅａ

　　

图５　数据大小对加速

比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ａｔａＳｉｚｅ

　　

图６　不同计算节点数所

对应的加速比

Ｆｉｇ．６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ｆｏｒＤｉｆ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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