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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犕犪狆犚犲犱狌犮犲进行批量遥感影像瓦片金字塔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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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长沙市德雅路１４７号４１００７３）

摘　要：在分析面向瓦片金字塔并行构建任务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利用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进行批量遥感影像

瓦片金字塔并行构建的方法。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不仅在集群上快速、有效地解决了单机上难以解决的大

规模批量遥感影像瓦片金字塔的构建操作，而且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同时，该算法可作为大规模遥感影像

并行处理的基础框架，非常容易扩展到高效能影像特征提取、遥感影像融合以及影像增量计算等其他海量遥

感影像处理任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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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遥感影像应用中，瓦片金字塔是一种非常

重要的数据组织和应用模型，众多学者对其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１３］。用金

字塔模型来组织不同分辨率的影像和ＤＥＭ 数据

已基本形成共识，对于数据的表现有较高的效率，

可以实现不同分辨率数据之间的无缝浏览［１］。同

时，采用“分层分块”策略的瓦片金字塔不但大大

缩短了数据访问时间，而且能够表现多分辨率数

据，是海量影像和ＤＥＭ 数据组织的理想结构
［２］，

在地震救灾、环境监测、土地使用监控等领域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然而，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今后

的遥感影像应用面临多源、多类型和海量数据的

局面［４］，并且具有高分辨率［５］的特点，导致一些观

测区域的遥感影像数据由多幅影像组成。而现有

的构建方法主要面向单幅影像瓦片金字塔的构

建，当处理海量、多源、多分辨率的批量遥感影像

时，耗费长。许多遥感影像甚至来不及进行处理

就被存储到数据库中，造成遥感影像获取和存储

空间上的双重浪费［５］。因此，对遥感影像特别是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进行处理需要更高的吞吐率和

计算效率，必须采用高性能的处理方式。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
［６］是Ｇｏｏｇｌｅ在２００４年提出的应

用于大规模集群进行数据处理的并行计算模型，

也是目前云计算的核心计算模式。本文的研究旨

在利用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提高海量批量遥感影像瓦片

金字塔构建的性能，提高遥感影像的处理和应用

效率。

１　瓦片金字塔

瓦片金字塔的基本思想是：采用倍率方法形

成多分辨率层次，每层细分为大小相等的矩形瓦

片，瓦片包含固定数据的采样点［２］。瓦片金字塔

与地图投影方式相关，Ｍｅｒｃａｔｏｒ投影和 Ｐｌａｔｅ

Ｃａｒｒｅｅ投影是两种典型的地图投影方式，两者之

间存在简单的转换方式。本文采用ＰｌａｔｅＣａｒｒｅｅ

投影得到的全球遥感影像作为金字塔的底层。该

投影将地理坐标经纬度［－１８０°，１８０°］到［－９０°，

９０°］范围内的地球表面投影成一个长宽比为２∶

１的规则矩形平面，以此为底面构建离散多分辨

率影像瓦片金字塔，然后对各层进行均匀剖分。

每个瓦片的空间范围由瓦片左下角坐标（狓犾，狔犾）

和右上角坐标（狓犺，狔犺）表示。若影像瓦片像素大

小设为狋′×狋，函数犘（犾）定义为第犾层的空间分辨

率，则瓦片在狓方向和狔 方向上的空间分辨率

均为：

犘（犾）＝１８０．０／（２
犾
×狋）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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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瓦片金字塔并行构建中的任务分

解

　　本文中批量遥感影像瓦片金字塔并行构建的

基本思想是：把全球瓦片金字塔模型视为一个基

准，每幅遥感影像块根据其分辨率和空间范围自

动匹配到对应的瓦片中，因此，每个瓦片的构建视

为一个独立的子任务。下面分析每幅遥感影像块

覆盖的瓦片任务范围。

对任一正射遥感影像块犐犻而言，其空间范围

为犕，像素大小为犽×狀，犘狊（狓）和犘狊（狔）分别描述

其在狓和狔方向上的空间分辨率，则

犘狊（狓）＝
犕．狓犺－犕．狓犾

犽
，犘狊（狔）＝

犕．狔犺－犕．狔犾
狀

（２）

　　推论１　对任一遥感影像块犐犻，其构建的最

大分辨率级数为：

犔ｍａｘ ＝ ｍａｘ｛［ｌｏｇ２
１８０．０

犘狊（狓）×狋
］，［ｌｏｇ２

１８０．０

犘狊（狔）×狋
］｝

式中，［
!

］为向上“取整”操作。

证明　设犐犻在狓和狔方向上构建的最大分辨

率级数分别为犔狓
ｍａｘ
和犔狔ｍａｘ，则原始影像的空间分

辨率应当小于等于犔狓
ｍａｘ
和犔狔ｍａｘ层上瓦片的分辨

率，即犘狊（狓）≤犘（犔狓
ｍａｘ
）且犘狊（狔）≤犘（犔狔ｍａｘ），结

合式（１）得：

犘狊（狓）≤
１８０．０

２
犔狓
ｍａｘ ×狋

，犘狊（狔）≤
１８０．０

２
犔
狔ｍａｘ ×狋

从而推出：

犔狓
ｍａｘ ≤ｌｏｇ２

１８０．０

犘狊（狓）×狋
，犔狔ｍａｘ ≤ｌｏｇ２

１８０．０

犘狊（狔）×狋

证毕。

　　由推论１知，犐犻可构建从０到犔ｍａｘ的各级分

辨率的瓦片，若构建的分辨率级数大于犔ｍａｘ，则瓦

片分辨率低于原始影像，瓦片质量会急剧下降。

推论２　对任一遥感影像块犐犻，其空间范围

为犕，若函数犜（犾，狉，犮）定义瓦片（犾，狉，犮）的构建

任务，则犐犻覆盖的瓦片任务集为：

犜犐犻 ＝∑

犔
ｍａｘ

犾＝０
∑

犚
ｍａｘ
（犾）

狉＝犚ｍｉｎ
（犾）
∑

犆
ｍａｘ
（犾）

犮＝犆ｍｉｎ
（犾）

犜（犾，狉，犮）

其中，

犚ｍｉｎ（犾）＝ ［（犕．狓犾＋１８０．０）／（３６０．０／２
犾）］

犚ｍａｘ（犾）＝ ［（犕．狓犺＋１８０．０）／（３６０．０／２
犾）］

犆ｍｉｎ（犾）＝ ［（犕．狔犾＋９０．０）／（１８０．０／２
犾）］

犆ｍａｘ（犾）＝ ［（犕．狔犺＋９０．０）／（１８０．０／２
犾）］

　　若犐＝｛犐１，犐２，…，犐犿｝为待处理的批量遥感

影像数据集，则犐覆盖的瓦片任务集为：

犜犐 ＝∑
犿

犻＝１

犜犐犻 （３）

３　基于 犕犪狆犚犲犱狌犮犲的瓦片金字塔

并行构建

　　本文在处理输入的批量遥感影像时，采用序

列化的键值对格式存储输入的批量影像集，Ｋｅｙ

为其空间范围，Ｖａｌｕｅ为其遥感影像块犐犻。

３．１　基本算法（犫犪狊犲犾犻狀犲犪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犅犔）

在 Ｍａｐ阶段，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框架通过执行多

个 Ｍａｐｐｅｒ并行地处理多幅影像，创建每幅影像

覆盖的瓦片任务集；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框架将同一瓦片

任务的所有数据进行聚集分组，并传送给Ｒｅｄｕｃｅ

阶段处理；在Ｒｅｄｕｃｅ阶段，多个Ｒｅｄｕｃｅｒ并行地

处理每个瓦片任务，并生成最终的结果。

３．１．１　Ｍａｐ阶段

输入的ｋｅｙ为遥感影像块的空间范围 犕，

Ｖａｌｕｅ为该范围内的遥感影像块犐犻。

１）对输入键值对的每个影像块犐犻，计算其覆

盖的瓦片任务范围。首先依据推论１计算犔ｍａｘ，

对于每一个犾∈［０，犔ｍａｘ］，依次计算出犚ｍｉｎ（犾）、

犚ｍａｘ（犾）、犆ｍｉｎ（犾）和犆ｍａｘ（犾）。

２）瓦片任务创建。对于犐犻覆盖的每个瓦片

犜（犾，狉，犮），计算ＢＢｏｘ（犾，狉，犮）（函数ＢＢｏｘ（犾，狉，犮）

定义了瓦片空间范围的求解方法）与犕 的交叠范

围犕′。定义影像的左上角为原点坐标，计算犐犻对

每个犜（犾，狉，犮）上进行图像抽样操作的像素空间

范围（ｐｉｘｅｌｓｐａｃｅｒａｎｇｅ，ＰＳＲ）［犘犡狊ｍｉｎ，犘犢狊

ｍｉｎ］，［犘犡狊ｍａｘ，犘犢狊ｍａｘ］。对目标瓦片犜（犾，狉，

犮），计算犐犻对其贡献的ＰＳＲ［犘犡狋ｍｉｎ（犾，狉，犮），犘犢狋

ｍｉｎ（犾，狉，犮）］，［犘犡狋ｍａｘ（犾，狉，犮），犘犢狋ｍａｘ（犾，狉，

犮）］。

通过确定原始影像和目标瓦片像素空间的对

应关系，采用抽样操作将原始影像创建到对应的

瓦片犜（犾，狉，犮）上。

３）对犐犻覆盖的每个瓦片，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框架输

出ｋｅｙ为犾＿狉＿犮，Ｖａｌｕｅ为犜（犾，狉，犮）的键值对。

图１描述了 Ｍａｐ阶段的基本操作过程，以

Ｐｌａｔｅ Ｃａｒｒｅｅ 投 影 坐 标 下 区 域 ［（１１３．３０１，

２３．１２１），（１１３．３０３，２３．１２３）］内像素大小为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的广州某影像犃为例，设定狋＝５１２，以构

建第１５层。从图中可以看出，犃在１５层对应了

６个瓦片任务。通过求解出犃与各个目标瓦片像

素空间的对应关系，即可进行图像抽样操作，并生

成目标瓦片。显然，若犕′≠ＢＢｏｘ（犾，狉，犮），则创建

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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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犜（犾，狉，犮）仅部分区域包含遥感影像数据，则犜

（犾，狉，犮）还需与其他遥感影像创建的瓦片进行合

并处理，这在Ｒｅｄｕｃｅ阶段完成。

图１　Ｍａｐ阶段的瓦片任务创建

Ｆｉｇ．１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ＴｉｌｅＴａｓｋｓｉｎＭａｐＰｈａｓｅ

３．１．２　Ｒｅｄｕｃｅ阶段

输入的ｋｅｙ为各个瓦片的索引号犾＿狉＿犮，Ｖａｌ

ｕｅｓ为一系列该ｋｅｙ值下包含部分影像的瓦片

集。Ｒｅｄｕｃｅ阶段合并相同ｋｅｙ值下的影像数组，

并合并成最终的瓦片。影像的合并操作基于图像

的Ａｌｐｈａ通道原理，即在同一像素空间坐标下，

可将一幅图像狋１ 叠加在另一幅图像狋２ 中，狋２ 中具

有有效像素的范围保持不变，空位部分则被狋１ 中

的有效像素覆盖。如图２所示，４幅具有相同ｋｅｙ

值１５＿１０２９６７＿２６６９６９的部分影像瓦片合并成了

最终的影像瓦片。

图２　Ｒｅｄｕｃｅ阶段的瓦片合并操作

Ｆｉｇ．２　ＭｅｒｇｅＴｉｌｅｓｉｎＲｅｄｕｃｅＰｈａｓｅ

３．２　犕犪狆阶段的过滤优化算法（犳犻犾狋犲狉犻狀犿犪狆

狆犺犪狊犲，犕犉）

本文对基本算法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依据

上面的分析知，若 犕′≠ＢＢｏｘ（犾，狉，犮），则创建的

犜（犾，狉，犮）为不完整瓦片，需要在Ｒｅｄｕｃｅ阶段进行

合并处理。

Ｍａｐ阶段的过滤优化算法的基本原理是：在

犕′＝ＢＢｏｘ（犾，狉，犮）时，Ｍａｐ阶段直接将生成的完

整瓦片保存到结果集；在犕′≠ＢＢｏｘ（犾，狉，犮）时，则

将生成的不完整瓦片发送到Ｒｅｄｕｃｅ阶段进行合

并处理，减少数据传输代价和不必要的合并处理

操作。如图３所示，当瓦片大小设为２５６×２５６

时，线框内生成的瓦片为完整瓦片，直接写入结果

集；线框外则为不完整瓦片，发送到Ｒｅｄｕｃｅ阶段

进行合并处理，然后写入结果集。

图３　Ｍａｐ阶段过滤操作

Ｆｉｇ．３　Ｆｉｌ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ｐＰｈａｓｅ

４　理论分析

从上述算法可知，基于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的瓦片金

字塔构建算法的并行体现在两个阶段，一是 Ｍａｐ

阶段基于影像块的瓦片任务并行创建；二是Ｒｅ

ｄｕｃｅ阶段基于瓦片任务的并行执行。

４．１　犕犪狆阶段

对于批量遥感影像数据集犐＝｛犐１，犐２，…，

犐犿｝，若其大小为 犕犐，则总的 Ｍａｐ 任务数为

犳（ｍａｐ）＝犕犐／ｂｌｏｃｋｓｉｚｅ，ｂｌｏｃｋｓｉｚｅ表示 ＨＤＦＳ上

文件块的大小（默认为６４Ｍ）。设定集群上可并

行运行的 Ｍａｐｐｅｒ为 犿，若犳（ｍａｐ）／犿＜１，则

Ｍａｐ阶段可在一次运算周期内完成。若文件块

的执行时间为狋ｂｌｏｃｋ，则 Ｍａｐ阶段的执行时间为单

个文件块的执行时间狋ｂｌｏｃｋ；若犳（ｍａｐ）／犿＞１，则

Ｍａｐ阶段在［犳（ｍａｐ）／犿］次运算周期内完成，其

执行时间可近似表示为［犳（ｍａｐ）／犿］×狋ｂｌｏｃｋ。在

实际应用中，由于每个文件块中遥感影像块的分

辨率不同，造成生成的瓦片任务数不同，特别地，

最后一个文件块的大小可能小于ｂｌｏｃｋｓｉｚｅ，不同

的文件块狋ｂｌｏｃｋ可能并不相同，因此，狋ｂｌｏｃｋ通常指每

个运算周期内执行时间最长的文件块的运行时

间。

４．２　犚犲犱狌犮犲阶段

根据推论２，遥感影像数据集犐总的瓦片任

务数为犜犐＝∑
犿

犻＝１

犜犐犻。设定集群上可并行运行的

Ｒｅｄｕｃｅｒ为狉，根据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框架的ｈａｓｈ划分

方式，每个 Ｒｅｄｕｃｅｒ处理的瓦片任务数约为

∑
狀

犻＝１

犜犐犻／狉。设Ｒｅｄｕｃｅ阶段每个瓦片合并操作的

执行时间为狋ｔｉｌｅ，则总的执行时间可减少为

（∑
狀

犻＝１

犜犐犻×狋ｔｉｌｅ）／狉。在实际应用中，不同层瓦片合

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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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操作的狋ｔｉｌｅ也并不相同。如图２所示，该瓦片任

务需合并４个部分瓦片，若层级增加，则需合并的

部分瓦片成倍增加，造成执行时间也增加。尽管

各个狋ｔｉｌｅ不同，但划分函数采用了ｒｏｕｎｄｒｏｂｉｎ的

数据分配方式，可确保各个Ｒｅｄｕｃｅｒ执行近似相

同的任务子集。

依据上面的分析，在理想情况下，遥感影像数

据集犐总的执行时间可近似表达为：

狋ｔｏｔａｌ＝ ［
犕犐

ｂｌｏｃｋｓｉｚｅ
／犿］×狋ｂｌｏｃｋ＋∑

狀

犻＝１

犜犐犻 ×狋ｔｉｌｅ／狉

（４）

５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环境为ＩＢＭＨＰＣ计算平台，其中包含２

个管理节点和３２个计算节点，运行ＲｅｄＨａｔ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Ｌｉｎｕｘ５．５和开源的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框架Ａ

ｐａｃｈｅＨａｄｏｏｐ０．２１
［７］。采用北京、广州、成都等

７个区域共计２８７４幅高分遥感影像作为实验数

据，原始影像集大小为２３ＧＢ，上载到ＨＤＦＳ后压

缩为１３．１７ＧＢ。

从两个方面来评估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框架下批量

遥感影像瓦片金字塔并行构建的基本算法（ＢＬ）

和 Ｍａｐ阶段的过滤优化算法（ＭＦ）的性能。Ｍａ

ｐＲｅｄｕｃｅ框架一次作业中并行运行的Ｒｅｄｕｃｅｒ任

务数为狉，计算节点数为犖，ＨＤＦＳ中文件块的分

块大小设为６４Ｍ，瓦片像素大小设为５１２×５１２。

５．１　实验１：评价狉变化时算法的性能

固定 犖＝３２。如图４（ａ）所示，随着狉的增

加，ＢＬ和 ＭＦ的运行时间大幅减少。当狉从１６

变化至２５６时，ＭＦ的运行时间从４４８ｓ减少到

２５８ｓ，ＢＬ的运行时间从７７２ｓ减少到３６１ｓ。当狉

≤１９２时，算法表现出良好的可扩展性，与理论分

析相符；当狉＞１９２时，ＭＦ和ＢＬ的算法时间性能

提升不大。原因在于，当狉＝１９２时，３２节点集群

上单节点运行的Ｒｅｄｕｃｅｒ数为６，每个节点同时

还运行一个 ＴａｓｋＴｒａｃｋｅｒ和一个 ＤａｔａＮｏｄｅ线

程，则每个节点上运行的线程数等于ＣＰＵ核数，

因此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多核节点多线程的计算性

能。当狉＞１９２时，单节点上的线程数大于ＣＰＵ

核数，容易发生线程互斥，导致性能提升不明显。

同时，从图４（ａ）还可看出，ＭＦ在整体时间性

能指标上明显优于 ＢＬ算法。ＭＦ算法通过在

Ｍａｐ阶段直接将完整的影像瓦片写入结果，避免

了不必要的 Ｒｅｄｕｃｅ操作，提升了算法的性能。

对ＢＬ算法，Ｒｅｄｕｃｅ阶段的计算量远大于 ＭＦ。

因此，狉增加能急剧地提升ＢＬ算法的性能，其时

间曲线表现得更加陡峭。

５．２　实验２：评价犖 变化时算法的性能

每个节点上可并行运行的 Ｒｅｄｕｃｅｒ数设为

６。图４（ｂ）描述了不同犖 下算法的执行时间，随

着犖 的增长，ＭＦ和ＢＬ算法同样表现出非常好

的扩展性。当犖 从２变化至３２时，ＭＦ的运行时

间从１９７１ｓ减少到２６５ｓ，而ＢＬ算法的运行时

间从２８５２ｓ减少到３５３ｓ。

图４　Ｒｅｄｕｃｅ数目和节点数目对算法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Ｒｅｄｕｃｅｒ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ＮｏｄｅＮｕｍｂｅｒ

当犖 增加１倍，集群上的计算资源也增加１

倍，因此，根据式（７），在理想情况下，算法总的执

行时间应当减少一半，然而在实际应用中，由于受

数据通信、容错处理等因素的影响，执行时间会以

一种近线性速度递减。从图４（ｂ）还可计算出，当

犖 从２变化至３２时，ＭＦ的运行时间以近３９％～

２７％的速率递减，而ＢＬ的运行时间以近４８％～

２４％的速率递减。

６　结　语

本文提出的基于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框架的批量遥

感影像瓦片金字塔并行构建算法，可以有效地把

不同区域、不同分辨率的大规模批量遥感影像集

成在一个统一框架下自动地进行瓦片金字塔构

建。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非常好的时间效

率、可扩展性能以及处理效率，可满足大规模遥感

影像处理的需求，具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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