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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ＣＵＤＡ的遥感影像正射纠正ＧＰＵＣＰＵ协同处理方法，以实现重采样操作的ＧＰＵ

细粒度并行化。根据ＧＰＵ的并行结构和硬件特点，采用执行配置优化技术提高ｗａｒｐ占有率，利用共享存储

器优化减少对效率低下的全局存储器中坐标变换系数的重复访问，通过纹理存储器代替全局存储器优化对

原始影像数据的访问。实验结果表明，并行算法能够充分发挥ＧＰＵ的并行处理能力，利用ＧｅＦｏｒｃｅ９５００ＧＴ

显卡，对大小为６０００像素×６０００像素的全色影像进行多项式纠正对比实验，最邻近灰度内插重采样和双线

性灰度内插重采样的最终加速比分别能够达到８倍和１０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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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核 ＣＰＵ 和多核 ＧＰＵ 的出现意味着并行

系统已逐渐成为主流的处理器芯片。根据新摩尔

定律，未来计算机硬件不会更快，但会更“宽”［１］，

即这种并行性还将不断扩展。这给软件设计带来

很大挑战，需要开发出能够透明地扩展其并行性

的应用软件，以便利用日益增加的处理器内核数

量。统一计算设备架构（ｃｏｍｐｕｔｅｕｎｉｆｉｅｄｄｅｖｉｃ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ＣＵＤＡ）正是应对这一挑战而提出的

一种并行编程模型和软件开发环境，它通过３个

抽象概念（线程层次结构、共享存储器、屏蔽同

步），提供一种细粒度的数据并行化和线程并行化

计算能力，将问题分解为更小的片段，以便通过协

作的方法并行解决。本文搭建了ＧＰＵＣＰＵ协同

处理平台，并以遥感影像的正射纠正算法为例，说

明了ＧＰＵＣＰＵ协同并行处理的基本实现流程。

１　正射纠正的犌犘犝犆犘犝协同处理

ＧＰＵＣＰＵ协同并行计算是指将 ＧＰＵ 和

ＣＰＵ两种不同架构的处理器集成在一起，组成硬

件上的协同模式。同时，在应用程序编写过程中，

实现ＧＰＵ和ＣＰＵ的协同配合，ＣＰＵ负责执行顺

序型代码，而ＧＰＵ负责密集型的并行计算，ＣＰＵ

和ＧＰＵ如此各司其职，能大幅度提高总体计算

效能。

１．１　搭建犌犘犝犆犘犝协同并行计算平台

首先搭建ＧＰＵＣＰＵ协同并行计算平台。以

实验室普通台式机加载 ＧｅＦｏｒｃｅ９５００ＧＴ显卡

作为ＧＰＵ并行处理硬件，该显卡共有４个流式

多处理器，每个多处理器中有８个流式处理单元

和１６ＫＢ的共享存储空间；以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Ｖｉｓｕａｌ

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０５和ＣＵＤＡ作为软件开发环境。

在平台搭建过程中，主要是对ＣＵＤＡ进行安

装与配置［２］。首先，登录到ＮＶＩＤＩＡ公司的官方

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ｖｉｄｉａ．ｃｎ／ｏｂｊｅｃｔ／ｃｕｄａ＿ｇｅｔ＿

ｃｎ．ｈｔｍｌ）下载对应操作系统的ＣＵＤＡ驱动、工具

包以及软件开发包，并按照驱动、工具包、开发包

的顺序安装；然后，在新建工程中对ＣＵＤＡ代码

的编译、链接属性进行设置。

ＣＵＤＡ的主要工具是ｎｖｃｃ，它会执行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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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对ＣＵＤＡ代码进行编译，因此，在Ｖｉｓｕａｌ

Ｓｔｕｄｉｏ中使用ＣＵＤＡ，主要是对其进行配置。选

择ＣｕｓｔｏｍＢｕｌｉｄＳｔｅｐ，在ＣｏｍｍａｎｄＬｉｎｅ中分别

设定模式参数。

１）Ｒｅｌｅａｓｅ模式：

＂＄（ＣＵＤＡ＿ＢＩＮ＿ＰＡＴＨ）＼ｎｖｃｃ．ｅｘｅ＂ｃｃｂｉｎ＂

＄（ＶＣＩｎｓｔａｌｌＤｉｒ）ｂｉｎ＂ｃＤＷＩＮ３２Ｄ＿ＣＯＮＳＯＬＥＤ＿

ＭＢＣＳＸｃｏｍｐｉｌｅｒ／ＥＨｓｃ，／Ｗ３，／ｎｏｌｏｇｏ，／Ｗｐ６４，／

Ｏ２，／Ｚｉ，／ＭＴＩ＂

＄（ＣＵＤＡ＿ＩＮＣ＿ＰＡＴＨ）＂ｏ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Ｎａｍｅ）＼＄（ＩｎｐｕｔＮａｍｅ）．ｏｂｊ

＄（Ｉｎｐｕｔ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２）Ｄｅｂｕｇ模式：

＂＄（ＣＵＤＡ＿ＢＩＮ＿ＰＡＴＨ）＼ｎｖｃｃ．ｅｘｅ＂ｃｃｂｉｎ＂

＄（ＶＣＩｎｓｔａｌｌＤｉｒ）ｂｉｎ＂ｃＤ＿ＤＥＢＵＧＤＷＩＮ３２Ｄ＿

ＣＯＮＳＯＬＥＤ＿ＭＢＣＳＸｃｏｍｐｉｌｅｒ／ＥＨｓｃ，／Ｗ３，／

ｎｏｌｏｇｏ，／Ｗｐ６４，／Ｏｄ，／Ｚｉ，／ＲＴＣ１，／ＭＴｄＩ＂

＄（ＣＵＤＡ＿ＩＮＣ＿ＰＡＴＨ）＂ｏ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Ｎａｍｅ）＼＄（ＩｎｐｕｔＮａｍｅ）．ｏｂｊ

＄（Ｉｎｐｕｔ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１．２　正射纠正的犌犘犝犆犘犝协同处理

正射纠正是指按照一定的数学模型消除原始

影像中的各种畸变，获取一幅符合某种地图投影

要求的新图像［３５］，主要处理步骤包括原始影像与

纠正目标影像间的坐标变换系数求解和重采样操

作。由于遥感影像的数据量一般都比较大，相对

于坐标变换系数的求解，重采样操作将耗费更多

的时间，所以正射纠正并行化的重点应该是重采

样操作的并行化。

在实际的正射纠正处理流程中，一般采用间

接法重采样。在间接法重采样过程中，对纠正目

标影像上的每一个像点，按照物像间的坐标变换

公式求解其对应像点在原始影像上的坐标，然后

进行灰度内插赋值。在重采样操作中，每个像素

的处理过程基本一致，且又相互独立，非常适合

ＧＰＵ的细粒度数据并行计算。著名的影像处理

软件ＰＣＩ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于２００９年４月发行的Ｐｒｏ

ＬｉｎｅｓＧｅｏＩｍａｇｉｎｇＳｅｒｖｅｒ系统正是基于 ＧＰＵ／

ＣＵＤＡ技术才使得其正射纠正效率大幅度提高。

为实现重采样操作的 ＧＰＵ并行化处理，需

要编写一个对应的“核”函数。在核函数内，通过

ＣＵＤＡ内置变量（线程块索引ｂｌｏｃｋＩｄｘ和线程索

引ｔｈｒｅａｄＩｄｘ）来定位所要处理的像素，根据坐标

变换系数计算其在原始影像上的坐标，并进行灰

度值内插。

在完成“核”函数的编写后，就可以实现

ＧＰＵＣＰＵ的协同处理。首先，利用ｃｕｄａＭａｌｌｏｃ

函数声明设备显存空间；然后，利用ｃｕｄａＭｅｍｃｐｙ

函数将所需的数据从系统主存拷贝到设备显卡，

接着利用＜＜＜ｄｉｍＧｒｉｄ，ｄｉｍＢｌｏｃｋ＞＞＞语法

调用重采样核函数；最后，再次利用ｃｕｄａＭｅｍｃｐｙ

将计算结果从设备显存拷贝到系统主存，并释放

设备显存。

２　犌犘犝程序的性能优化策略

直接按照传统的ＣＰＵ编程思路将重采样计

算过程移植到ＧＰＵ上，并不能充分发挥ＧＰＵ的

并行计算潜力，为获得更大的性能提升，需要对初

始程序进行优化。优化的核心思想是改进计算访

存比和各存储层次上的延迟隐藏［６］。

２．１　执行配置优化

在利用 ＧＰＵ 执行任何计算任务时，都需要

为其配置若干个处理内核来对所要处理的问题进

行划分。在ＣＵＤＡ中，执行内核的ＧＰＵ线程是

按照“线程格网线程块线程”的层次结构来组织

的，并在内核调用过程中，通过＜＜＜ｄｉｍＧｒｉｄ，

ｄｉｍＢｌｏｃｋ＞＞＞语句对其进行设置。

线程格网内的多个线程块能够以任意顺序独

立执行，这种独立性允许跨任意数量的核心安排

线程块，即ｄｉｍＧｒｉｄ由问题的规模和处理方式来

确定，而不是由多处理器的数量来决定，从而使程

序员能够编写出可伸缩的代码［７］。

同一线程块内的线程可彼此协作，通过共享

存储器来共享数据，并利用＿ｓｙｎｃｔｈｒｅａｄｓ（）函数

进行线程同步，协调存储器访问。而线程块大小

ｄｉｍＢｌｏｃｋ的设置，则主要考虑几个限制：① 一个

线程块最多可以包含５１２个线程；② 一个流式多

处理器最多可并发执行８个线程块；③ 一个流式

多处理器最多可同时包含７６８个线程；④ 流式多

处理器以３２个线程为一组来创建、管理、调度和

执行，这样的一组线程称为ｗａｒｐ。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本文认为线程块的最优

设置方案为ｄｉｍＢｌｏｃｋ（１６，１６）。在线程块大小

确定后，就可以根据待处理的图像大小，设置线程

网格的大小：ｄｉｍＧｒｉｄ（ｉＲｅｓｕｌｔＷｉｄｔｈ／ｄｉｍＢｌｏｃｋ．

狓＋１，ｉＲｅｓｕｌｔＨｅｉｇｈｔ／ｄｉｍＢｌｏｃｋ．狔＋１）。

２．２　共享存储器优化

ＧＰＵ线程在执行过程中可访问多个存储器

空间。每个线程都有一个私有的本地存储器；每

个线程块都有一个共享存储器，该存储器对于块

内的所有线程都是可见的，并且与块具有相同的

生命周期；最后，所有线程都可访问相同的全局存

４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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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器。此外，还有两个只读的存储器空间（固定存

储器空间和纹理存储器空间），可供所有线程

访问。

由于在芯片制作过程中，没有为全局存储器

设计缓存，其访问延时高达４００～６００个时钟周

期，极易成为性能瓶颈。但ＣＵＤＡ提供了具有一

般读写访问能力的高速共享存储器，使得 ＧＰＵ

能够在４个时钟周期内访问共享内存。因此，为

提高处理速度，通常需要将数据从 ＧＰＵ的全局

存储器读取到共享存储器中再进行核函数

运算［８，９］。

在重采样操作过程中，目标影像上的每一个

像素都需要通过坐标变换计算得到其在原始影像

上的位置，然后进行灰度内插。在这一过程中，每

个线程都需要获得同一组坐标变换系数，如果所

有的线程都从缓慢的全局存储器来读取数据，不

仅效率低下，且重复访问次数很多。

为提高处理效率，可以将坐标变换系数先从

全局存储器读取到高速的共享存储器，来供整个

线程块内的所有线程共享。需要说明的是，一定

要增加线程同步语句＿ｓｙｎｃｔｈｒｅａｄｓ（），确保所有

数据已经正确转移。

２．３　纹理存储器优化

在上文的分析中，通过将坐标变换系数转移

到共享存储器空间，减少了对效率低下的全局存

储器的重复访问，提高了访问效率，但是，灰度内

插所需要的原始影像数据仍然是从全局存储空间

来读取，这将成为新的性能提升瓶颈。因此，需要

研究访问原始影像数据的优化策略。

在本文研究过程中，采用纹理存储器来保存

原始影像数据，内核使用纹理获取函数来读取纹

理存储器。与读取全局或固定存储器相比，通过

纹理获取函数实现设备存储器的读取有以下优

势［１０］：① 它们是缓存的，当纹理获取中存在局部

性时，将表现出更高的带宽；② 它们不受存储器

访问模式的限制；③ 寻址计算的延迟得到更好隐

藏，可改进执行随机数据访问的应用程序的性能。

３　实验与分析

为验证 ＧＰＵ并行处理的优势，本文采用某

地区大小为６０００像素×６０００像素的全色影像

进行多项式纠正对比实验。首先，利用已经量测

得到的１３个控制点求解物像坐标变换系数；然

后，分别在ＧＰＵ和ＣＰＵ进行最邻近点重采样操

作和双线性内插重采样操作。

实验过程中，ＧＰＵ 为 ＧｅＦｏｒｃｅ９５００ＧＴ显

卡，ＣＰＵ为Ｐｅｎｔｉｕｍ（Ｒ）Ⅳ３．０ＧＨｚ，系统内存

为１ＧＢ。图１所示为重采样操作的ＣＰＵ执行时

间、原始的ＧＰＵ处理时间以及各种优化措施后

的ＧＰＵ处理时间对比。其中，ＧＰＵ的处理时间

包括数据传输时间和实际的处理时间两部分。

图１　重采样操作的执行时间对比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ｉｍｅ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ｏｆＣＰＵａｎｄＧＰＵ

从图１可以看出，原始的 ＧＰＵ 处理程序比

ＣＰＵ耗费更多的时间，即使进行了执行配置优化

也没有发挥ＧＰＵ的并行计算优势，但是，经过进

一步的共享存储器优化和纹理存储器优化之后，

ＧＰＵ处理时间大大降低，加速效率明显提高，最

邻近内插和双线性内插的最终加速比分别为

３８２８／４５３＝８．４５倍和５３７７／４９３＝１０．９１倍。

另一方面，为验证 ＧＰＵ 重采样操作结果的

正确性，对两幅正射纠正的结果影像进行相减，计

算其灰度直方图（见图２），发现二者不存在很大

的灰度差异，这表明了ＧＰＵ计算结果的正确性。

图２　差值影像的灰度直方图

Ｆｉｇ．２　ＧｒａｙＬｅｖｅｌ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ｅ

参　考　文　献

［１］　ＮＶＩＤＩＡ．Ｍｏｏｒｅ’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ＵＤＡｉｓｔｈｅＯｎｌｙ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ＣＰＵ（ＩＩ）［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ｓｐａｃｅ．ｉｔｐｕｂ．

ｎｅｔ／１４７４１６０１／ｖｉｅｗｓｐａｃｅ４１０８１０，２００８

［２］　多尺度离散模拟项目组．基于ＧＰＵ的多尺度离散

模拟并行计算［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３］　张永生．遥感图像信息系统［Ｍ］．北京：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０

５４０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９月

［４］　张剑清，张勇，郑顺义．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精纠正

［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４，２９（１１）：

９９４９９８

［５］　胡安文，张祖勋．对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基于仿射变

换的严格几何模型的讨论［Ｊ］．武汉大学学报·信

息科学版，２００６，３１（２）：１０４１０７

［６］　马安国，成玉，唐遇星，等．ＧＰＵ异构系统中的存储

层次和负载均衡策略研究［Ｊ］．国防科技大学学报，

２００９，３１（５）：３８４３

［７］　ＮＶＩＤＩＡ．ＣＵＤＡ２．０ｆｏｒＷＩＮＤＯＷＳＣＵＤＡ２．０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ｇｕｉｄｅ［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ｎｖｉｄｉａ．ｃｏｍ／ｃｏｍｐｕｔｅ／ｃｕｄａ／２．０／ｄｏｃ／

ＮＶＩＤＩＡ＿ＣＵＤＡ＿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ｇｕｉｄｅ＿２．０．ｐｄｆ，

２００８

［８］　左颢睿，张启衡，徐勇，等．基于ＧＰＵ的并行优化技

术［Ｊ］．计算机应用研究，２００９，２６（１１）：４１１５

４１１８

［９］　肖汉，张祖勋．基于ＧＰＧＰＵ的并行影像匹配算法

［Ｊ］．测绘学报，２０１０，３９（１）：４６５１

［１０］张舒，褚艳利．ＧＰＵ高性能运算之ＣＵＤＡ［Ｍ］．北

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９

第一作者简介：杨靖宇，博士生，主要从事遥感影像高性能处理与

服务研究。

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ｇｊｉｎｇｙｕ＿８２＠１２６．ｃｏｍ

犌犘犝犆犘犝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犲犘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犵狅犳犚犛

犐犿犪犵犲犗狉狋犺狅犚犲犮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犢犃犖犌犑犻狀犵狔狌
１，２，３
　犣犎犃犖犌犢狅狀犵狊犺犲狀犵

１
　犔犐犣犺犲狀犵犵狌狅

１
　犌犗犖犌犎狌犻

１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６６ＭｉｄｄｌｅＬｏｎｇｈａｉＲｏａｄ，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５２，Ｃｈｉｎａ）

（２　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Ｍｉｎ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Ｈｅｎａｎ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ｅｎａｎ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２００１ＳｈｉｊｉＲｏａｄ，Ｊｉａｏｚｕｏ４５５００３，Ｃｈｉｎａ）

（３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ａｎｄｏｆ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Ｊｉａｎｇ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５４ＸｕｅｆｕＲｏａｄ，Ｆｕｚｈｏｕ３４４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ｆａｓｔｏｒｔｈｏ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ＰＵＣＰＵ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ｕｎｉｆｉｅｄｄｅｖｉｃ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ＣＵＤＡ），ｗｈｉｃｈｒｅａｌｉｚｅｓ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ｒ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ＧＰＵｉｎｓｉｎｇｌｅ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ｔｈｒｅａｄ（ＳＩＭ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ＧＰＵ，ｔｈｅ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ｒｅｅｓｐｅｅｄｕｐ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ｕｓｉｎｇ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ｆｉｇｕ

ｒａｔｉｏ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ｗａｒｐｏｃｃｕｐａｎｃｙ，ｕｓｉｎｇｓｈａｒｅｄｍｅｍｏｒｙ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ｃｏｏｒ

ｄｉｎ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ａｃ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ｉｍｅｓｏｆｌｏｗｓｐｅｅｄｇｌｏｂａｌｍｅｍｏｒｙ，ｕｓｉｎｇｔｅｘｔｕｒｅ

ｍｅｍｏｒｙｒｅｐｌａｃｅｇｌｏｂａｌｍｅｍｏｒｙｔｏ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ａｃ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ｕｓｉｎｇＧｅＦｏｒｃｅ９５００ＧＴｄｉｓｐｌａｙｃａｒｄｔｏｄｏ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ａｌ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ｇｒａｙｉｍａｇｅｓｉｚｅｏｆ６０００ｐｉｘｅｌ×６０００ｐｉｘｅｌ，ｔｈｅｓｐｅｅｄｉ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８ｔｉｍｅｓａｎｄ１０ｔｉｍｅｓｆａｓ

ｔｅｒｔｈａｎＣＰＵｂａｓｅ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ａｃｈｆｏｒｎｅａｒ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ｉｌｉｎｅａｒｉｎ

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ｏｒｔｈｏ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ＰＵ；ＣＵＤＡ；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ＹＡＮＧＪｉｎｇｙｕ，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ｄａｔａ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ｇｊｉｎｇｙｕ＿８２＠１２６．ｃｏｍ

６４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