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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多图形处理器（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ｕｎｉｔ，ＧＰＵ）设计思想的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检测并行算

法，使用众多线程将计算中耗时的影像高斯卷积平滑滤波部分改造成单指令多线程（ｓｉｎｇｌｅ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

ｐｌｅｔｈｒｅａｄ，ＳＩＭＴ）模式，并采用ＧＰＵ中共享存储器、常数存储器和锁页内存机制在统一计算设备架构（ｃｏｍ

ｐｕｔｅｕｎｉｆｉｅｄｄｅｖｉｃｅａｒｃｈｅｔｅｃｔｕｒｅ，ＣＵＤＡ）上完成影像角点检测的全过程。实验结果表明，基于多ＧＰＵ的Ｈａｒ

ｒｉｓ角点检测并行算法比ＣＰＵ上的串行算法可获得最高达６０倍的加速比，其执行效率明显提高，对于大规模

数据处理呈现出良好的实时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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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点已被广泛应用于虚拟场景重建、运动估

计、影像配准等计算机视觉处理任务中。目前检

测角点的方法中基于影像边缘特征的方法Ｋｉｔｃｈ

ｅｎ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
［１］、ＣＳＳ

［２］、Ｆｒｅｅｍａｎ 链 码 法［３］、

ＷａｎｇＢｒａｄｙ
［４］等具有较大的高质量特征提取难

度和计算量。基于影像灰度值变化的方法则避开

了上述缺陷，主要通过计算点的曲率及梯度来检

测角点。此类角点检测算子主要有 Ｈａｒｒｉｓ算

子［５］、Ｍｏｒａｖｅｃ算子
［６］、Ｔｒａｊｋｏｖｉｃ算子

［７］及ＳＵ

ＳＡＮ算子
［８］等。

目前，角点提取的算法采取的方法和技术主

要集中在利用传统计算资源 ＤＳＰ、ＦＰＧＡ 和以

ＣＰＵ为核心的多核、集群为主的领域，存在体积

大、成本高、功耗大和性价比较低等问题，同时获

得的性能提升效果不很理想，不能很好地满足对

遥感影像的实时处理［９］。另一方面由于高性能图

形计算需求的推动，可编程图形处理器（ＧＰＵ）技

术发展极为迅速。ＮＶＩＤＩＡＧＦ１００内核的ＧＰＵ

的浮点运算速度已超过１ＴＦＬＯＰ／ｓ，而主流ＣＰＵ

只有１００ＧＦＬＯＰ／ｓ。ＧＦ１００核心的ＧＰＵ存储器

带宽已达到１４１．７Ｇｂ／ｓ，而高阶 ＣＰＵ 则不到

４０Ｇｂ／ｓ
［１０］。为此，本文提出一种以多ＧＰＵ作为

高性能计算设备，对 Ｈａｒｒｉｓ算法进行多级并行优

化的算法。

１　犆犝犇犃编程模型

１．１　犆犝犇犃网格计算结构

ＣＵＤＡ系统由若干个核函数（ｋｅｒｎｅｌ）部分以

及ＣＰＵ上的串行处理部分共同组成。系统把任

务中的并行计算部分分解成一系列的ｋｅｒｎｅｌ：

ｋｅｒｎｅｌ＿１，ｋｅｒｎｅｌ＿２，…，ｋｅｒｎｅｌ＿犖，同一时间内只

能执行一个ｋｅｒｎｅｌ，每一个ｋｅｒｎｅｌ交给一个网格

（ｇｒｉｄ）来完成。网格可将许多个块（ｂｌｏｃｋ）封装起

来，执行相同内核的具有相同维度和大小的块可

以分批组合到块网格中，以便可以在单个内核调

用中启动的线程（ｔｈｒｅａｄ）总数变得更大。ＣＵＤＡ

中使用块来封装线程，可以在一个块内包含１～

１０２４个线程
［１１］。ＣＵＤＡ在执行的时候，以每３２

个线程组成一个 ｗａｒｐ。ＣＵＤＡ 的网格块线程

三级线程管理结构在支持ＣＵＤＡ的ＧＰＵ内部形

成了一个网格计算系统，ＣＵＤＡ的单程序多数据



　第３７卷第７期 肖　汉等：基于多ＧＰＵ的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检测并行算法

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ＣＵＤＡ单程序多数据模型

Ｆｉｇ．１　ＣＵＤＡＳｉｎｇｌ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

１．２　犆犝犇犃执行模型

ＣＵＤＡ采用单指令多线程（ＳＩＭＴ）执行模

型。在同一个块中的所有线程都并行执行同一个

核函数。为了管理运行数百个线程，每个多处理

器拥有一个ＳＩＭＴ架构。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周期

内，每个多处理器的线程处理器执行同样的指令，

但是操作不同的数据［１２］。ＧＰＵ是一个能在一定

程度上做到容忍延迟的架构，当某些线程需要访

问内存而导致较大的存储延迟时，ＧＰＵ可以执行

基于硬件的零代价上下文切换并马上切换至另一

个线程的处理中。

２　犎犪狉狉犻狊角点提取算子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构造了一个与自相关函数相联

系的矩阵犕。犕 阵的特征值是自相关函数的一

阶曲率，如果两个曲率值都高，则认为该点是特征

点［１３］。Ｈａｒｒｉｓ算子的角点判别函数为
［１４］：

犚（犻，犼）＝ｄｅｔ犕（犻，犼）－犽·ｔｒａｃｅ
２犕（犻，犼） （１）

犕（犻，犼）＝

犌（σ狀）
∑犐

２
狓（犻，犼） ∑犐狓犐狔（犻，犼）

∑犐狓犐狔（犻，犼） ∑犐
２
狔（犻，犼

熿

燀

燄

燅）
（２）

　　为提高抗噪能力和消除影像中的突兀点，对

影像窗口进行高斯平滑，选用离散二维高斯窗口：

Ｇａｕｓｓ＝
１

２槡πσ狀
ｅｘｐ －

（狓２＋狔
２）

２σ狀（ ）２
（３）

　　１）对操作的灰度影像的每个点，计算其在水

平和垂直的一阶导数，以及两者的乘积，可以得到

３幅新的影像，每个像素对应的属性值分别代表

犐狓、犐狔和犐狓犐狔。对３幅影像进行高斯滤波，计算原

影像上对应的每个像素点的兴趣值犚（犻，犼）。

２）选取局部极值点。在计算完影像各点的

兴趣值后，可依次从以每个像素为中心的某一大

小的邻域窗口中提取最大值，该邻域范围内最大

兴趣值对应的像素点即角点。

３　犎犪狉狉犻狊角点检测并行算法

３．１　犎犪狉狉犻狊算法的犌犘犝并行设计

３．１．１　多ＧＰＵ粗粒度并行

基于ＣＵＤＡ架构，可以在一台主机上运行多

个 ＧＰＵ，通过用宿主程序的多线程管理多个

ＧＰＵ。每个主机端线程各自管理一个设备，仅在

一个设备上执行设备代码。进而，当主机端存在

多个主机线程时，可以使多个设备能够并行工作

来执行设备代码。Ｈａｒｒｉｓ并行算法中需要显式

指定算法的并行性、同步、数据划分等信息。处理

一幅ｒｏｗ×ｃｏｌ的影像，Ｈａｒｒｉｓ高斯滤波窗口选取

为 ＭＯＤＤＩＭ×ＭＯＤＤＩＭ，需要在系统执行配置

中设计狓Ｂｌｏｃｋ×狔Ｂｌｏｃｋ＝（ｒｏｗ－ＭＯＤＤＩＭ＋１）

×（ｃｏｌ－ＭＯＤＤＩＭ＋１）个块。在ＣＵＤＡ支持的

“并行引擎支持”技术中取消了主从卡运作模式，

使ＣＵＤＡ能够将各ＧＰＵ视为独立设备，极大地

提升多块显卡并行计算的工作效率。对于具有

ｄｅｖｉｃｅＣｏｕｎｔ个ＧＰＵ的系统，在 Ｈａｒｒｉｓ并行算法

中，利用并行引擎支持技术，驱动程序将通过ＰＣＩ

Ｅｘｐｒｅｓｓ总 线 把 每 个 ＧＰＵ 需 要 的 Ｂｌｏｃｋｓ＝

（狓Ｂｌｏｃｋ／ｄｅｖｉｃｅＣｏｕｎｔ）×（狔Ｂｌｏｃｋ／ｄｅｖｉｃｅＣｏｕｎｔ）

个数据块分别分配到不同的 ＧＰＵ 上。同时，确

定出每个设备计算出来的影像像素点在水平和垂

直方向上的梯度，两者的乘积以及兴趣值的数据

边界。用宿主程序的多线程控制数据块调配，多

块显卡的工作强度可以获得很好的平衡。

３．１．２　数据块中粒度并行

用不同的块处理完全不相关的数据可获得最

好的性能，此时只需要在块内进行数据交换。在

Ｈａｒｒｉｓ并行算法中设计了ｋｅｒｎｅｌ＿１和ｋｅｒｎｅｌ＿２，

ｋｅｒｎｅｌ＿１用１个块处理１个影像块的高斯滤波和

在水平、垂直方向上的梯度，ｋｅｒｎｅｌ＿２用１个块计

算１个影像块对应的影像像素点的兴趣值。根据

线程块透明伸缩特性，线程块之间不能共享信息，

使每个ＧＰＵ系统获得了可扩展性，在每个ＧＰＵ

系统获得的Ｂｌｏｃｋｓ个数据块中的每个块都能在

任意一个处理器核上运行，内核的伸缩可以跨任

何数目的并行处理器，系统可以在核心数量不同

的处理器上都能正常运行。

３．１．３　线程细粒度并行

１）线程块维度考量

ＣＵＤＡ的线程是一种轻量级线程，比较适合

处理小粒度问题。为影像中的一个像素分配一个

７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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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程，从而对问题进行细粒度分解。对于邻域范

围为 ＭＯＤＤＩＭ×ＭＯＤＤＩＭ，线程大小可以设计

为 ＭＯＤＤＩＭ×ＭＯＤＤＩＭ，如果不是１６的整数

倍，在ｋｅｒｎｅｌ中应尽量将其补成１６的整数倍。

线程大小也可以直接取为大于 ＭＯＤＤＩＭ×

ＭＯＤＤＩＭ最小的一个１６的整数倍数。ＳＩＭＴ允

许为独立、标量线程编写线程级的并行代码，并通

过内部同步指令实现线程间同步。

２）像素的坐标变换

在ＧＰＵ上进行影像空间的像素坐标变换，

线程索引计算公式如下：

ｕｉｎｔ狓＝ ＿ｕｍｕｌ２４（ｂｌｏｃｋＩｄ狓．狓，ｂｌｏｃｋＤｉｍ．狓）＋

　ｔｈｒｅａｄＩｄ狓．狓

ｕｉｎｔ狔＝ ＿ｕｍｕｌ２４（ｂｌｏｃｋＩｄ狓．狔，ｂｌｏｃｋＤｉｍ．狔）＋

　ｔｈｒｅａｄＩｄ狓．狔

（４）

式中，线程在整个网格中的坐标为（狓，狔）；ｂｌｏｃｋ

Ｉｄ狓．狓、ｂｌｏｃｋＩｄ狓．狔分别是线程块在网格中的行、

列坐标；ｂｌｏｃｋＤｉｍ．狓、ｂｌｏｃｋＤｉｍ．狔分别是线程块

行、列方向的维度；ｔｈｒｅａｄＩｄ狓．狓、ｔｈｒｅａｄＩｄ狓．狔分

别是线程在线程块中的行、列坐标。由于每个线

程和犡犢平面中的像素是一一对应的，式（４）计算

得到的线程索引作为相应像素的犡、犢 维坐标，就

可以完成线程坐标向像素坐标转换了。

３．２　犎犪狉狉犻狊并行算法优化分析与设计

３．２．１　最大化存储器带宽

最小化低带宽的数据传输是优化存储器利用

率的目标之一。在 Ｈａｒｒｉｓ并行算法中利用组合

ＣＰＵＧＰＵ数据传送法将整幅影像从锁页内存空

间传输到全局存储器中，同时对于一些中间数据

结构只需在ＧＰＵ上分配、操作和释放而不必使

用ＣＰＵ存储器。

３．２．２　最优方式组织存储器访问

在设备上执行的线程可以访问多种存储器，包

括ＧＰＵ片内的高速存储器和设备存储器，如图２

所示。ＣＵＤＡ存储器结构中包括ＧＰＵ内置的寄存

器、共享存储器以及片外ＧＰＵＤＲＡＭ中的地址空

间。根据各类存储器的访问模式的不同，有效带宽

可能会出现数量级的变化。因此，在Ｈａｒｒｉｓ并行算

法中采用以下策略优化存储器的访问。

１）寄存器

对每个线程来说，最底层的寄存器都是私有

的。每个线程块中的线程占用的寄存器大小则是

静态分配的，在线程块寿命期间都不会更改。每

个独立线程能够拥有４到１２８个寄存器单元。由

于寄存器拥有很高的带宽，在 Ｈａｒｒｉｓ并行算法

图２　ＣＵＤＡ存储器模型

Ｆｉｇ．２　ＣＵＤＡＭｅｍｏｒｙＭｏｄｅｌ

中，可以把一些基地址、偏移量和内置变量等放入

寄存器中。如果寄存器被消耗完，数据将被透明

地存储在本地存储器中。本地存储器的数据是被

保存在帧缓冲区ＤＲＡＭ 中，速度很慢，容易导致

性能低下。这需要在“使用更多的寄存器”和“创

建更多的线程”之间权衡利弊，在某些架构中，使

用不当可能造成资源不足，有可能会妨碍隐藏存

储器延迟或导致内核无法启动。

２）共享存储器

共享存储器是一块可以被同一个块内所有并

发线程共享数据的存放空间。ＴｅｓｌａＧＰＵ 的每

个多处理器拥有１６Ｋｂ共享存储器，访问共享存

储器几乎和访问寄存器一样快，是实现线程间通

信延迟最小的方法。由于在 Ｈａｒｒｉｓ并行算法中，

经过高斯平滑后的影像块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

梯度以及梯度平方值是并发线程需要多次存取的

数据，所以将其放入共享存储器中。使用最大化设

备共享存储器能尽可能地减少设备和全局存储器

之间的数据传输，大大提高了计算和存储的效率。

３）常数存储器

常数存储器是只读的地址空间，在 ＧＰＵ 片

内可以进行缓存，访问速度较快。常数存储器空

间较小，只有６４Ｋｂ。由于高斯模板在算法中是

所有影像块的卷积对象，而且是相对不变量，因

此，在 Ｈａｒｒｉｓ并行算法中把计算出来的高斯模板

放入常数存储器中，就能够保持线程访问时较高

的读取速度和命中率，加速卷积计算，有利于提升

系统效率。

４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４．１　实验运算平台

硬件平台：ＧＰＵ 为两块 ＧｅＦｏｒｃｅＧＴＸ２８５，

含有２４０颗ＣＵＤＡ核，其核心频率为６４８ＭＨｚ，

８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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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存位宽为５１２位，显存带宽为１５９Ｇｂ／ｓ，显存

为１ＧｂＧＤＤＲ３。ＣＰＵ 为Ｉｎｔｅｌｉ７ＱｕａｄＣｏｒｅ

２．６７ＧＨｚ，系统内存为４．０Ｇｂ。

软件平台：操作系统为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Ｗｉｎｄｏｗｓ

ＸＰ，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Ｃ＋＋．ＮＥＴ２００５，ＣＵＤＡＤｒｉｖ

ｅｒ１９０．３８，ＣＵＤＡＴｏｏｌｋｉｔ２．３。

４．２　实验步骤与数据记录

实验采用的数据为截取的我国北方某地区

ＳＰＯＴ５卫星影像。为了进行多组数据的对比实

验，首先对原始影像数据进行预处理，通过裁减获

得影像像幅分别为２６９像素×２７６像素、５４７像素

×６５８像素、７１２像素×９４２像素、１１２０像素×

１４５７像素、１５００像素×１７１２像素、１７３５像素×

２３３４像素、２７２４像素×３５２４像素、３１４８像素×

４０２１像素、４３６５像素×５２７８像素、５５２３像素

×６１３７像素共１０组实验数据。

图３（ａ）是像幅为１７３５像素×２３３４像素的

原始影像，图３（ｂ）和３（ｃ）分别为对原始影像采用

７像素×７像素邻域窗口进行ＣＰＵ串行 Ｈａｒｒｉｓ

角点检测影像和多ＧＰＵ并行Ｈａｒｒｉｓ角点检测影

像，检测出的角点在图中以“＋”号表示。

图３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检测图像效果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ｍａｇｅＣｏｒｎ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ａｒｒｉｓ

对经过预处理的１０幅不同像幅的影像，以邻

域窗口为１３像素×１３像素进行Ｈａｒｒｉｓ角点检测

对比实验，分别运行影像角点检测的ＣＰＵ 系统

和多ＧＰＵ系统，并记录处理时间，见表１。以一

幅１５００像素×１７１２像素的影像进行不同邻域

窗口大小的Ｈａｒｒｉｓ角点检测对比实验，分别运行

影像角点检测的ＣＰＵ系统和多ＧＰＵ系统，并记

录处理时间，见表２。

４．３　性能分析

由图４可知，Ｈａｒｒｉｓ角点检测ＣＰＵ和ＧＰＵ

算法提取的角点个数一致、数据总体一致，检测准

确率也完全一致，不存在肉眼可察觉的差异，两者

的检测效果相同。因此，采用多 ＧＰＵ 实现的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检测并行算法的效果是可信的。从

理论上分析，多ＧＰＵ中运行的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检测

算法和ＣＰＵ 中的算法完全一致，角点提取效果

的一致是合理的。

表１　不同像幅犎犪狉狉犻狊角点检测串并行性能对比

Ｔａｂ．１　Ｓｅｒｉａｌａｎ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ＨａｒｒｉｓＣｏｒｎ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ｍａｇｅＳｉｚｅｆｏ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影像像幅

／像素×像素

串行处理时间

／ｍｓ

并行处理时间

／ｍｓ
加速比

　２６９×２７６ 　２５７．３４０ １５４．８０６ １．６６

５４７×６５８ １３０１．６００ １８９．５２７ ６．８７

７１２×９４２ ２４６７．６６０ ２３０．２６９ １０．７２

１１２０×１４５７ ６０７９．０００ ３３５．７３２ １８．１１

１５００×１７１２ ９６５６．０００ ４３２．５６９ ２２．３２

１７３５×２３３４ １５１３５．４３３ ５８２．０２９ ２６．００

２７２４×３５２４ ３６２６６．０００ １１６４．０６０ ３１．１５

３１４８×４０２１ ４７６０９．０００ １４７２．４４９ ３２．３３

４３６５×５２７８ ８７２６６．０００ ２５８１．３６６ ３３．８１

５５２３×６１３７ １２９６７１．０００ ３６７６．７９２ ３５．２７

表２　不同邻域窗口犎犪狉狉犻狊角点检测串并行性能对比

Ｔａｂ．２　Ｓｅｒｉａｌａｎ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ＨａｒｒｉｓＣｏｒｎ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Ｗｉｎｄｏｗｆ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邻域窗口大小

／像素×像素

串行处理时间

／ｍｓ

并行处理时间

／ｍｓ
加速比

３×３ ２４６４．０００ ３１６．２６１ ７．７９

５×５ ２９５１．６００ ３２６．３５４ ９．０４

７×７ ３６８４．３００ ３３９．５０６ １０．８５

９×９ ４６７６．６００ ３６０．８０６ １２．９６

１１×１１ ７７５９．４００ ３８８．３２７ １９．９８

１３×１３ ９６５６．０００ ４３２．５６９ ２２．３２

１５×１５ ２７１７１．９００ ４７５．２４１ ５７．１７

１７×１７ ３１１２５．０００ ５４２．９３９ ５７．３３

１９×１９ ３５６７２．０００ ６１６．２５５ ５７．８９

２１×２１ ４０１２５．０００ ６７９．７８３ ５９．０３

　　从实验数据可以看出，随着影像像幅和邻域

窗口的增大，ＧＰＵ 的加速效果十分明显，如对

５５２３像素×６１３７像素的影像进行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检

测运算，加速比达到了３５倍。对邻域窗口为２１

像素×２１像素的影像进行Ｈａｒｒｉｓ角点检测运算，

加速比达到了近６０倍。

由图４看出，当影像像幅低于１７３５像素×

２３３４像素时，多ＧＰＵ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检测并行算法

的加速比曲线斜率较大，曲线表现得十分陡峭，表

明此时并行算法加速效果十分明显。当影像像幅

从１７３５像素×２３３４像素扩展到５５２３像素×

６１３７像素时，加速比曲线仍然表现出上升的趋

势，只是曲线斜率相对变小，曲线上升态势变得比

较平缓。这说明随着处理影像像幅的不断增大，

多ＧＰＵ并行算法配合多 ＧＰＵ系统丰富的并行

计算资源，凸显出了强大的并行计算优势。它既

有效地躲避了创建 ＣＰＵ 线程时花费的时间，

也成功地克服了系统交换数据带来的巨大传输延

迟。当数据量持续增大时，由于带宽限制问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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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ＰＵＨａｒｒｉｓ角点检测并行算法的加速比出现了

增速减缓的迹象。

图４　不同影像像幅的ＧＰＵ加速效率趋势图

Ｆｉｇ．４　ＴｒｅｎｄＣｈａｒｔｏｆＧＰＵ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ｍａｇｅＳｉｚｅ

由图５看出，随着影像邻域窗口的增大，曲线

斜率急剧变大，曲线变得十分陡峭，加速比呈现一

种快速增长的趋势，并行处理的性能提升效果比

较明显。这是由于随着影像邻域窗口的增大，每

个线程块中包含的线程数也随之增大，系统中可

以同时执行更多的线程，提高访问全局存储器和

共享存储器的效率，这样越容易隐藏存储器延时。

同时多处理器会在硬件中创建、管理和执行并发

线程，而调度开销保持为０。在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检测

并行算法中通过一条内部指令＿ｓｙｎｃｔｈｒｅａｄｓ（）实

现屏障同步，将快速的屏障同步与轻量级线程创

建和零开销的线程调度相结合，有效地实现了细

粒度数据并行化，从而获得了较大的系统加速比。

图５　不同邻域窗口的ＧＰＵ加速效率趋势图

Ｆｉｇ．５　ＴｒｅｎｄＣｈａｒｔｏｆＧＰＵ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Ｗｉｎｄ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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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３４９３８

第一作者简介：肖 汉，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并行计算、摄影

测量与遥感、影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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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３７卷第７期 肖　汉等：基于多ＧＰＵ的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检测并行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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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ＹｉｎｇｃａｉＳｔｒｅｅｔ，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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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ｕｎｉｔ（ＧＰＵ）；ｃｏｍｐｕｔｅｕｎｉｆｉｅｄｄｅｖｉｃ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ＣＵＤＡ）；

ｓｉｎｇｌｅ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ｔｈｒｅａｄ（ＳＩＭＴ）；ｃｏｒｎ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Ｈａｒｒｉｓ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ＸＩＡＯＨａｎ，Ｐｈ．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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