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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地形场景并行渲染技术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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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三维地形场景并行渲染过程涉及的地形数据分页及分块和基于缓存的并行数据调度机制进行了

归纳，总结了三维地形场景并行渲染相关算法及基于分布式和微机多线程的实现方式，并对目前并行渲染所

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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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测绘及遥感技术的发展，空间数据

获取的数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从数字

城市到数字中国再到数字地球，地形数据也呈几

何级数增长。如何实现大规模三维地形场景的高

性能渲染是建立虚拟现实系统、三维地理信息系

统等的关键技术问题。尽管许多高档图形工作站

已能对上万个三角形进行实时绘制，但由于地形

数据异常庞大，大大超过了一般图形系统的实时

绘制和内存管理能力。对地形场景的高性能渲染

技术的研究一直是相关学科领域的热点。

地形场景的高性能渲染主要从以下两方面着

手：① 通过对地形场景数据的合理组织及调度，

在不影响浏览效果的前提下减少参与渲染的数据

量；② 采用加速渲染的手段，增加单位时间内的

三维地形场景数据的处理量。简化地形场景数据

量方面，主要使用ＬＯＤ
［１］的方式实现，这也是目

前大规模三维地形场景渲染的研究重点之一［２］；

加速渲染则通过软硬件加速方法实现［１］，如ＧＰＵ

加速技术、存储访问优化技术及并行渲染技术等，

其中并行渲染技术是软件加速方法的重要组成部

分之一。

１　并行渲染的分类和实现平台

１．１　两种分类体系

１．１．１　基于数据调度和功能实现方式的分类

计算机图形学的并行渲染技术为三维地形渲

染提供了理论和技术基础，其中并行渲染主要有数

据并行算法和功能并行算法两种算法［３］。数据并

行算法是指将模型数据划分为多个数据流，为每个

数据流分配一定的图形处理单元执行绘制任务，以

达到多个绘制过程并行的效果，又分为对象并行与

图像并行。功能并行算法是指将绘制流水线分解

成若干个不同的执行模块，各模块可以顺序处理不

同的数据，模块之间并行执行，所以功能并行又称

流水线并行。以上两种并行方式可以混合使用。

此外，在动画影视领域常用时间并行算法，指不同

的图形处理单元负责不同帧的图像生成［３］，图１为

数据并行、功能并行和集成并行示意图。

犘代表渲染节点，犌为几何处理阶段，犚为像素处理阶段

图１　数据并行、功能并行和集成并行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ａｔａ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１．１．２　基于图元归属判断方式的分类体系

１９９４年，Ｍｏｌｎａｒ等根据图元归属判断发生

的方式和时机，将并行图形渲染系统归为Ｓｏ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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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ｒｓｔ、Ｓｏｒｔｍｉｄｄｌｅ、Ｓｏｒｔｌａｓｔ等３类
［４］（图２）。

１）Ｓｏｒｔｆｉｒｓｔ体系结构

Ｓｏｒｔｆｉｒｓｔ体系在几何处理阶段决定图元对

象在屏幕上的对应位置，如 ＷｉｒｅＧＬ
［５］、Ｄｉｓｐｌａｙ

Ｗａｌｌ
［６］等均采用Ｓｏｒｔｆｉｒｓｔ体系结构。

２）Ｓｏｒｔｍｉｄｄｌｅ体系结构

Ｓｏｒｔｍｉｄｄｌｅ体系的图元归属判断发生在几

何处理和像素化处理阶段之间，如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Ｒｅａｌ

ｉｔｙ系统
［７］、ＰＧＬ系统

［８］和Ｃｈｒｏｍｉｕｍ框架
［９］等均

采用Ｓｏｒｔｍｉｄｄｌｅ体系结构。

３）Ｓｏｒｔｌａｓｔ体系结构

Ｓｏｒｔｌａｓｔ体系的图元归属判断发生在像素化

处理过程中，如ＰｉｘｅｌＦｌｏｗ
［１０］和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Ｍｅｓａ系

统［１１］等均采用Ｓｏｒｔｌａｓｔ体系结构。

Ｓｏｒｔｆｉｒｓｔ体系结构具有流水线相互独立和

通信量少等优点，但图元在屏幕上分布的不均匀

及图元复杂程度的差异易导致Ｓｏｒｔｆｉｒｓｔ系统负

载不平衡，从而严重影响系统的性能。此外，绘制

过程中图元数据集传输、预变换和图元分配也会

带来额外的负载［１２］。

Ｓｏｒｔｍｉｄｄｌｅ体系有利于模块化实现，但由于

其数据传输量以处理器数的几何级数增长，限制

了系统的可扩展性，成为系统的瓶颈。

Ｓｏｒｔｌａｓｔ系统可扩展性好，同时较好地实现

了负载平衡，但由于需要进行大量的像素传输，占

用巨大的网络带宽，使得图像合成速度成为系统

瓶颈。此外，与Ｓｏｒｔｆｉｒｓｔ体系一样，Ｓｏｒｔｌａｓｔ体

系也具有负载不平衡的瓶颈问题。

由于这３种体系各有优缺点，越来越多的系

统开始使用其中某两者相结合的方案，如Ｃｈｒｏ

ｍｉｕｍ框架
［９］和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Ｇ

［１４］。

图２　Ｓｏｒｔｆｉｒｓｔ、Ｓｏｒｔｍｉｄｄｌｅ及Ｓｏｒｔｌａｓｔ体系结构

Ｆｉｇ．２　Ｓｏｒｔｆｉｒｓｔ，Ｓｏｒｔ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Ｓｏｒｔｌａｓｔ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１．２　实现平台

１．２．１　高性能计算机

高性能计算机实现平台分为高性能图形工作

站和并行计算机。

高性能图形工作站具有多个ＣＰＵ和高性能

的ＧＰＵ，并将常用的并行渲染技术集成至硬件

中。如基于 Ｓｏｒｔｍｉｄｄｌｅ的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Ｒｅａｌｉｔｙ 系

统［７］和基于Ｓｏｒｔｌａｓｔ的ＰｉｘｅｌＦｌｏｗ
［１０］均采用高

性能图形工作站的实现方式。

并行计算机具有高通信带宽和并行计算的能

力，不仅在并行计算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在图形并

行渲染方面也被广泛应用。如基于Ｓｏｒｔｌａｓｔ体

系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Ｍｅｓａ
［１１］系统和基于Ｓｏｒｔｍｉｄｄｌｅ的

ＰＧＬ系统
［８］。

基于高性能图形工作站和并行计算机的并行

绘制系统主要针对高端的图形应用、平台设计或

某些特殊应用，这种系统可扩展性较差而且设备

昂贵，所以较难普及。

１．２．２　计算机集群

建立在高速网络平台上的工作站或ＰＣ集群

具有并行机的多ＣＰＵ 特征，是构建三维图形并

行绘制系统的研究热点，如基于Ｓｏｒｔｆｉｒｓｔ实现的

ＷｉｒｅＧＬ
［５］、ＤｉｓｐｌａｙＷａｌｌ

［６］。计算机集群灵活性

高，可扩展性好，有利于构建混合系统，如基于

Ｓｏｒｔｆｉｒｓｔ和 Ｓｏｒｔｌａｓｔ 实 现 的 Ｃｈｒｏｍｉｕｍ
［９］和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Ｇ
［１３］等。

基于计算机集群的并行绘制系统具有高性价

比、可扩展性好、升级方便和适用性广的特点，但

受到网络带宽的限制，数据通信成为渲染性能的

瓶颈。

１．２．３　多核微机

前两种并行渲染实现平台，因其设备昂贵、规

模庞大，难以适用于个人用户。随着个人用户对

三维图形逼真度要求的提高，微机平台上的并行

渲染将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但目前基于多核微

机平台的并行渲染系统还处于探索阶段［１４１６］。

２　地形场景数据并行调度

由于三维地形场景数据规模较大，绘制系统

不可能一次把所有数据加载到内存中处理。目

前，主要采用对地形数据进行分页和分块处理并

建立相应地形空间索引的方法，实现对地形数据

的动态装载。地形数据分页及分块不仅有利于数

据的并行调度，同时有利于纹理的处理和并行绘

制，如文献［１６，１７］采用了先分块后并行的方法。

数据分页方法是指将地形数据划分为多个数

据页（数据层）并将数据页作为地形场景的一个节

点；数据分块是指将地形数据中的数据页划分为

４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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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数据块并将数据块作为数据调度的最小单

位［１６２４］。地形分块粒度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分

块过大或过小都会影响系统的效率，目前没有标

准的分块大小。

数据调度普遍采用缓存技术［１６，２２，２５２８］：根据

渲染需要将即将参与渲染的地形数据块由外存调

入缓存中；绘制过程中将需要渲染的地形数据块

由缓存调入内存，同时释放内存中不需要的地形

数据块。在数据调度的过程中采用多线程技术维

护内存及缓存中的数据块，解决缓冲区和内存的

数据更新问题。在地形数据渲染的过程中，数据

调度线程与数据绘制线程并行处理，可以提高地

形渲染的性能。

３　地形场景的并行渲染架构

３．１　分布式渲染

网络技术、分布式计算技术和三维可视化技

术的飞速发展，为分布式三维ＧＩＳ技术的实现提

供了契机［２９］。为了解决大规模真实感三维地形

渲染所带来的性能负担，越来越多的三维浏览系

统采用分布式的方式渲染三维地形，这也是目前

研究的难点和热点之一。

１）客户端／服务器模式（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

服务器端接收并处理客户端所发送的请求，

负责对三维模型数据进行多分辨率、数据压缩和

数据编码等处理，在三维渲染系统中是数据建模

及传输的角色［３０３４］；客户端主要负责模型数据的

渲染，同时进行模型数据的解压缩及重建。基于

客户端／服务器端模式实现的三维地形渲染系统

采用数据处理与渲染过程分离的方式实现并行。

２）微机集群模式

大规模三维地形也开始借助微机集群实现并

行渲染［２２，３５，３７３９］。该模式主要采用主从结构，即

主控节点负责整个显示系统的调控，如网络通信

及任务分配等；多个子节点负责场景渲染、数据调

度及网络通信，各个子节点将场景最终拼接为一

幅完整的图像。有部分三维并行绘制系统采用

Ｓｏｒｔ分类的并行架构体系实现三维地形的可视

化，如文献［２５］分别采用Ｓｏｒｔｆｉｒｓｔ和Ｓｏｒｔｌａｓｔ

体系，文献［２７］采用Ｓｏｒｔｆｉｒｓｔ体系以及文献［３６］

采用Ｓｏｒｔｌａｓｔ体系实现。

采用微机集群模式的并行渲染系统高度依赖

网络传输带宽，性能严重受制于网络。近几年出

现了采用对等网络（Ｐ２Ｐ）技术
［２２，３７３９］，由主控节

点负责处理模型数据和客户端请求；在数据传输

过程中，模型数据采用多个客户端之间相互分发

所需数据的方式。这种模式有效解决了主控节点

负担过重的问题，同时降低了对网络带宽的要求。

３．２　微机多线程渲染

目前，对单机渲染系统采用整个流水线并行

技术的应用较少，少部分利用多线程机制实现了

部分并行化效果。如文献［１６］采用多核并行实现

了地形数据的并行调度；文献［３０］采用多线程机

制，通过两级数据预测和批 ＬＯＤ 算法实现地形

场景的连续和快速绘制；文献［３１］中采用多线程

的方式实现纹理映射处理。目前多线程机制还不

足以充分利用多核ＣＰＵ和ＧＰＵ的计算能力。

４　总结与展望

目前，大规模三维地形场景高性能渲染系统

主要采用分布式机制实现并行渲染，有效提高了

渲染性能。微机平台是三维地形场景的重要的也

是使用最多的客户端平台。随着多核ＣＰＵ和高

性能ＧＰＵ成为微机硬件配置的主流以及计算机

存储容量的提高，在微机上实现高性能实时并行

渲染已经具备了较好的硬件条件。

有关并行渲染的理论与技术研究与硬件发展

不相适应，存在以下问题：

１）基于分布式特别是基于微机集群模式实

现的并行渲染系统在图形渲染过程中需要进行大

量的数据传输，目前网络带宽难以满足需求。因

此，网络带宽问题限制着基于分布式特别是基于

微机集群模式实现的并行渲染系统的性能。

２）针对微机平台的三维地形场景并行渲染

的实现主要基于操作系统提供的多线程机制，未

能针对多核ＣＰＵ及 ＧＰＵ的特点形成专门的技

术体系。

３）目前三维地形场景并行化主要为渲染管

线的部分并行，而渲染管线的整体并行方面研究

不足。

三维地形场景并行渲染将呈现以下趋势：

１）计算机集群因其高性价比、可扩展性好、

升级方便和适用性广等优点是大规模乃至超大规

模三维地形场景并行渲染的重要实现方式，也将

成为研究的热点。针对于网络带宽问题及负载平

衡问题的解决方法将成为大规模三维地形场景并

行渲染的研究重点。

２）基于多核微机平台实现三维地形的并行

渲染将成为大规模三维地形场景并行渲染的一个

重要方向。由于多核微机与高性能图形工作站和

５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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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计算机的体系结构有较大差别，基于高性能

计算机的并行渲染算法不能直接移植到多核微机

上，针对多核微机平台需探索新的模型数据组织

调度方式以及相应的并行渲染算法。

３）ＧＰＵ将被应用到图形渲染过程中的有关

非渲染性质的科学计算中。三维图形的渲染过程

不是孤立的，夹杂着大量的科学计算，随着ＧＰＵ

技术的发展，ＧＰＵ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图形渲染

过程的科学计算中，以减轻ＣＰＵ的计算负荷，从

而达到提高渲染系统整体性能的目标。关于

ＧＰＵ与ＣＰＵ之间并行计算的协调机制等还需要

进一步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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