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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现有的ＯｐｅｎＭＰ和直接的线程并行法难以对遥感影像处理链进行加速的问题，引入流水线概念

对复杂的功能链进行并行加速，提出了基于流水线技术的遥感影像并行处理方法。影像处理实验验证了流水

线在遥感影像多级连续处理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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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空间遥感技术、对地观测技术不断取

得新的发展，每天都会有大量新的地理空间数据

汇集，如果不能快速地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数据

就会失去现势性，甚至失去数据本身的价值。重

大自然灾害遥感监测也迫切需要实时或准实时地

快速响应［１］。多核处理器在特定的时间内能够执

行更多的任务，是未来处理器的发展趋势［２，３］。

流水线技术是一种常用的并行处理技术，能够提

升处理器的处理性能，在有效提升数据处理效率

的同时可简化并行编程模型。本文将流水线技术

引入到遥感影像并行处理中，提出了基于流水线

技术的遥感影像并行处理方法，充分体现了流水

线技术在多核计算机上进行遥感影像处理的性能

优势。

计算机中的流水线借用了工业流水线的思

想，即把需要几个步骤生产的产品同时进行来提

高效率。流水线技术可以使处理器在执行程序时

多条指令重叠进行操作，进而达到一种并行处理，

提高程序代码执行的效率。它具有两个明显优

点：① 使用软件流水为解决复杂问题提供了途

径；② 软件流水线可以使不同的程序再利用
［４］。

１　遥感影像流水线处理方法

在遥感影像处理过程中，为了解决大数据量

的处理与计算机内存等有限资源的冲突，常将一

幅大数据量的影像划分为大小相等或不等的较小

数据量的影像进行分块处理［５，６］，经过处理后再

将这些块状数据联合成一幅大的影像，便可使用

并行计算技术来加快大幅遥感影像的处理过程。

常用的遥感影像数据划分有点划分、线划分和域

划分３种。

利用流水线技术进行遥感影像处理是在对遥

感影像进行分块操作的基础上实现的，在流水线

设计时，要根据遥感影像所要进行的处理过程设

计流水线“功能站点”。如在对一幅影像执行纠

正、增强、滤波操作时，可以设计一条具有５个“功

能站点”的流水线，分别负责对影像块数据进行读

取、纠正、增强、滤波和写入操作。上一“功能站

点”将处理后的数据传入下一站点继续进行其他

处理，各自独立地完成处理任务。

由于磁盘只有一个磁头的限制，数据块的读

取与写入操作只能进行串行操作，但是其余处理

站点只需完成对读入文件的指定操作，不同的数

据块之间在处理时不存在相互依赖关系，因此，可

以采取并行执行的方式以提高效率。

假设每个阶段的处理时间都为Δ狋，具有４个

中间执行功能站点的流水执行方式见图１。

当流水线填满时，在每个Δ狋时间内，系统可

以在读取数据块的同时进行数据的处理及写入操

作，所有部分重叠执行，并且由于多个处理核心的

存在，若处理部分不存在相互依存关系，可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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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多核流水线处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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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化的处理，使得所有的处理核心一起工作。

这样便可在相同的时间内执行更多的操作，以此

来提高系统处理的效率。

影响软件流水线性能的因素主要有３个
［５］：

① 并行度。显而易见，在一定的计算硬件条件下

并行度是一定的，如果太小则不能充分发挥并行

的优势，过大则会因为输出功能站的效率限制，导

致大量数据集中在流水线的中间部分，从而造成

不必要的系统开销，影响整个流水线的效率。

② 线程数。线程数直接关系到任务的执行，只有

在启动了合适的线程数量的条件下，才能保证系

统高效率地运行。③ 数据块大小。数据块的大

小会影响流水线的吞吐率。数据块过小会造成占

用过多的系统资源，数据块过大会导致数据的溢

出，一个选取准则是在保证数据不溢出的情况下

尽可能地增大数据量。

２　遥感影像功能链的流水线处理

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光学、热红外和微波等

大量不同卫星对地观测的应用，获取的同一地区

的多种遥感影像数据（多时相、多光谱、多传感器、

多平台和多分辨率）越来越多。与单源数据相比，

多源遥感影像数据所提供的信息具有冗余性、互

补性和合作性［７］。

遥感影像功能链处理往往涉及两幅甚至多幅

不同的遥感影像，处理数据量大、计算耗时。流水

线技术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条较好的解决途

径，即在不同遥感影像进行复合处理时可以根据

处理的需要，构建不同功能的流水线。图２所示

的功能链复合模型可采用图３所示的流水线构建

方法进行并行加速处理。

考虑到遥感影像处理功能中不同算法的可并

行性不同，需要根据算法的可并行性进行分析后

才能构建合适的流水线。针对图４所示的两幅不

同分辨率的遥感影像融合后进行地物提取的处理

链，通过进行任务分解，挖掘其中的可并行部分，

图２　多源遥感影像融合后进行地物提取的

典型功能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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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构建三条不同功能的流水线，其中流水线１

和流水线２分别进行全色影像和高光谱影像的纠

正和增强操作。由于影像配准和融合需要全局影

像的特征信息，只能进行串行处理，在融合后利用

合适的变化监测算法构建第３条对融合后影像进

行变化监测的流水线，一个完整的处理流程链即

可通过３条不同功能的流水线进行并行的加速

处理。

图３　流水线模式下影像处理功能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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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验与分析

本文实验采用线程构建模块（ｉｎｔｅｌｔｈｒｅａｄｉｎｇ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ｂｌｏｃｋｓ，ＴＢＢ）提供的流水线模板类来实

现。实验计算机的处理器为４核ＩｎｔｅｌＸｅｏｎ５１００

处理器，主频１．６０ＧＨｚ，操作系统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Ｓｅｖｅｒ２００３，开发平台为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０５。

本文实验构建了一条具有线性拉伸和边缘提

取功能的流水线，对影像采用流水线模式的加速

处理。此流水线包含４个功能站点，每个功能站

点分别负责完成影像块读取、线性拉伸、边缘检

测、将处理后的影像块写入外存的功能。其中，由

于数据块互相独立，没有依赖关系，线性拉伸与边

缘检测处理可采用并行处理模式进行。图４显示

的为处理前后的影像，其中，图４（ａ）为处理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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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图４（ｂ）为处理后影像。

图４　处理前后影像效果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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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整分块的大小和线程数，来获得在不

同的任务规模与启动的线程数条件下的加速情

况。通过图５可以看出，随着线程数的增加，流水

线模式下的并行加速比随之增加。但是，当影像

块的大小大于８００×８００时，由于影像块总量的减

少，并行度降低，系统串行读写以及系统内部线程

的开销抵消了由流水线进行并行处理的优势，加

速比随之下降，此时不再适合进行流水线模式下

的并行处理。

图５　加速比线程数统计图

Ｆｉｇ．５　ＳｐｅｅｄｕｐＴｈｒｅａｄ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图６是对一幅大小为１７６Ｍ 的７波段影像

进行与图４所示影像相同的处理后得出的线程数

与加速比之间的统计图。可以发现，在影像块大

小为２００×２００、线程数为３时，获得最高的加速

比为２．７５，随着影像块的增大，加速比随之下降，

并最终失去加速效果。但是随着数据块的增大，

处理耗时却随之大幅下降。分块大小为２００×

２００时，并行处理用时为４１．２６４ｓ，而分块大小为

８００×８００时的用时为２９．６３９ｓ。由此可见，影像

的串行读写耗时与并行处理耗时的比例对整条流

水线的加速性能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在实际应

用中，需要根据所要进行的处理与硬件的读写性

能，来确定合适的启动线程数与影像块的尺寸。

根据Ａｍｄａｈｌ定律，程序的加速比将受到串

行部分性能的制约。实验中，随着并行线程数的

增加，并行部分占用的处理时间越来越少，性能主

要受到系统Ｉ／Ｏ串行部分的限制，加速比与线程

图６　加速比线程数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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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比率随着线程数的增加呈现下降的趋势。但

是，随着遥感数据量的增大，需要处理的任务规模

越来越大，而且遥感算法复杂、处理耗时，若能够

很好地解决算法的并行性问题，在流水线模式下，

遥感影像的大规模处理将获得可观的加速比。

本文实验的并行度设置为８，避免因输出阶

段的效率限制导致过多的数据滞留在中间的无序

并行处理阶段，节约系统资源。在实际应用中，并

行度的大小，要根据系统硬件情况和划分的任务

规模而设置，合适的并行度会提升流水线的处理

效率。

４　结　语

多次实验表明，对于大数据量遥感影像的处

理，采用流水线模式相比串行处理模式能显著提

高其处理的速度，对于功能链等复杂处理的并行，

流水线技术是一个完全可行且有效的解决方案。

在遥感数据处理中引入流水线技术有以下优点：

① 能够实现遥感影像的连续自动处理。② 灵活

的并行控制。流水线技术提供并行、串行、合并、

优化等多种有效的任务控制模型，无需面对复杂

的线程控制，可大大提高算法的改造效率。③ 方

便扩展。采用“功能站点”模式，各步骤相互独立，

可灵活搭配及扩展。

遥感影像复杂功能链的复合处理模型仍存在

着各种复杂情况，可并行与不可并行算法相互交

错，如何优化流水线模型，对算法进行适应性改造

等方面仍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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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国家基础测绘科技项目通过验收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日，由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王密教授负责的国家基

础测绘科技项目“多源影像智能匀色与镶嵌软件”验收会成功举行。该项目是２００９年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基础测绘生产性试验项目，由武汉大学和黑龙江测绘局共同完成。

项目针对多源、多时相、多比特位影像色彩差异大等问题，提出了大区域的整体影像匀

光处理和接缝线网络生成与优化方法，有效地解决了大范围影像匀光与镶嵌技术难题。

项目成果已成功应用于西部测图等重大测绘工程，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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