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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核犆犘犝的大规模犇犈犕并行三维渲染

陈景广１　佘江峰１　宋晓群２　王铁成３

（１　南京大学地理信息科学系，南京市汉口路２２号，２１００９３）

（２　江苏省国土资源信息中心，南京市四牌楼巷４７号，２１００２９）

（３　江苏省测绘工程院，南京市北京西路７５号，２１００３１）

摘　要：采用数据分块进行地形数据组织，基于缓存策略进行数据调度，对各地形块采用四叉树ＬｏＤ（ｌｅｖｅｌｏｆ

ｄｅｔａｉｌ）的细节简化算法，利用多核ＣＰＵ的计算特性实现四叉树ＬｏＤ的并行生成，在动态构造地形三角网后，

让不同的ＣＰＵ核心负责不同地形区域以实现并行渲染，基于ＯｐｅｎＭＰ及ＯｐｅｎＴｈｒｅａｄｓ建立原型系统。实验

结果表明，并行化渲染具有明显的性能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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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在三维图形学领域，根据图元归属判断发生

的方式和时机，并行渲染的实现可分为 Ｓｏｒｔ

ｆｉｒｓｔ、Ｓｏｒｔｍｉｄｄｌｅ、Ｓｏｒｔｌａｓｔ三种类型
［１］；实现平

台主要为高性能计算机、计算机集群和多核微机。

前两种实现平台，因其设备昂贵，规模庞大，难以

适用于个人用户。基于多核微机平台的并行渲染

系统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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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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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渲染主要采用客

户端／服务器模式［６１０］和微机集群模式［１１１９］。

目前，对单机渲染系统采用流水线并行技术

的应用较少，少部分实现了部分并行化效果。如

文献［４］采用多核并行的方法实现了地形数据的

并行调度；文献［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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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中

采用多线程的方式实现纹理映射并行处理。目

前，三维地形渲染方面对于多核ＣＰＵ 并行计算

挖掘不足，尚未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并行渲染。

１　三维犇犈犕数据调度策略

ＤＥＭ数据结构主要有正方形格网Ｇｒｉｄ和不

规则三角网ＴＩＮ两种，由于Ｇｒｉｄ结构简单易用，

被广泛用于地区性、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大范围

ＤＥＭ数据组织。本文选择 Ｇｒｉｄ结构的海量

ＤＥＭ数据作为处理对象。

本文采用基于缓存的数据调度策略。首先将

地形数据分块组织，地形数据分块的大小没有统

一标准［２０］。本文根据地形ＬｏＤ算法的要求，采

用（２狀＋１）×（２狀＋１）的大小，在实际渲染实验中

发现数据块大小采用２５７×２５７可以很好地满足

数据调度要求。分块后的ＤＥＭ 数据分为内存数

据、缓存数据和外存数据等３种类型。其中内存

数据对应可见区，大小根据视域范围确定；缓存数

据对应预可见区，大小根据内存大小及预设定与

内存比例范围确定；外存数据对应不可见区。渲

染过程中根据视点的移动确定缓存及内存中地形

数据块的调整；视点移动可归纳为前向、后向、左

向和右向等４种基本方式。渲染过程中采用的数

据调度算法如下。

１）根据当前视点位置计算需载入内存及缓

存数据的地形数据块文件地址；

２）采用链表数据结构构建内存及缓存数据，

并初始化载入缓存及内存地形块数据；

３）当视点发生变化时，确定视点移动的类

型，更新内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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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计算缓存的更新阈值，确定是否需要清除

缓存中无用数据以及是否载入外存数据至缓存

中，并进行所需的清除或载入操作；

５）重复步骤３）和步骤４）。

更新内存数据时，首先清除内存中无效的数

据块，并将之移动至缓存数据中，然后根据需要从

缓存数据中载入所需数据块。当缓存数据小于预

先设定的最小值或者大于最大值时，载入或清除

缓存中相关的地形块数据（图１）。

２　犇犈犕的并行三维渲染

现代操作系统中，线程又分为内核线程和用

户线程两种［２１］，其中内核线程是由操作系统直接

支持并负责管理；用户线程也即应用程序线程，运

行在内核系统之上，由用户通过线程库 （如

ＯｐｅｎＭＰ，ＯｐｅｎＴｈｒｅａｄｓ和ｐｔｈｒｅａｄ等）编程实现。

在多核ＣＰＵ 微机上创建多个用户线程，操作系

统会将线程映射到不同的ＣＰＵ 核上，实现并行

计算，提高运行性能［２１］。

图１　内存数据移动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ＭｅｍｏｒｙＤａｔａ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２．１　地形犔狅犇过程的并行化

典型的ＬｏＤ算法有以下几种：实时优化自适

应网格算法（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ｍｅｓｈｅｓ，

ＲＯＡＭ）、状态无关通过自适应细化算法 （ｓｔａｔｅ

ｌｅｓｓｏｎｅｐａｓｓ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ＳＯＡＲ）及四

叉树算法（ｑｕａｄｔｒｅｅ）等
［２２］。四叉树结构与ＤＥＭ

的坐标系统方面具有统一性，有利于降低格网动

态更新时间，加快地形的绘制，且数据结构简单，

占用内存小。采用与文献［２３］类似的四叉树

ＬｏＤ算法及三角形构网方式，对每个地形块进行

简化，同时采用基于缝合带的方法［２４］消除地形块

之间的裂缝，在此基础上实现并行地形简化。

并行地形ＬｏＤ简化算法需要考虑的因素主

要有ＤＥＭ模型的剖分和ＬｏＤ简化任务的分配与

负载平衡。在ＤＥＭ 模型剖分方面，以一个地形

块作为基本的任务单元，进行四叉树ＬｏＤ处理。

将需要简化处理的地形块按一定的规则分配

给参与地形简化计算的ＣＰＵ核，各个ＣＰＵ核以并

行的方式对地形进行四叉树ＬｏＤ简化，在简化结

束之后，将各个地形块的三角形网进行接边缝合处

理，形成完整的地形三角形网，流程如图２所示。

各个ＣＰＵ核的计算能力差别不大，但各个

地形块的简化程度不同，计算量也不同，容易造成

负载不平衡的问题；负载平衡算法包括任务划分

和任务调度两部分，理想的负载平衡是各个ＣＰＵ

核的执行时间一致，不会出现相互等待。

实际运行时，地形数据块已事先划分完毕，每

个地形块为一个计算任务，因此达到负载平衡只

需要进行合适的任务调度。采用基于先到先得的

动态任务分配策略：在简化开始前为每个 ＣＰＵ

核分配一个地形块，之后一旦有ＣＰＵ 核计算完

毕，再分配一个地形块给该ＣＰＵ核，直到所有的

地形块简化完毕。此分配方式可最大限度地利用

各ＣＰＵ核的计算能力，达到负载平衡。

图２　四叉树ＬｏＤ并行化

Ｆｉｇ．２　ＱｕａｄＴｒｅｅＬＯ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９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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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地形三角网绘制的并行化

大规模ＤＥＭ的三维模型在ＬｏＤ简化后的三

角形数目仍然是巨大的，因此，需要对三角形网的

渲染进行并行化处理，以进一步提高渲染性能。

三角形网绘制过程包括数据更新、裁剪、绘制

过程，其中数据更新包括模型数据的更新、模型数

据属性变化和视点位置的变化。由于三角形网存

在数据弱相关性，不同ＣＰＵ 核可以负责不同区

域的地形渲染，实现并行化，如图３所示。

图３　ＤＥＭ并行绘制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ＤＥＭ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在绘制的过程中动态获取微机ＣＰＵ核的数

目，根据该数目动态设定渲染线程数，每个线程负

责一定地形区域的绘制，通过操作系统映射，将线

程分配至ＣＰＵ核上，当各个ＣＰＵ核处理完毕之

后，进行图形的拼接即可得到整个区域的三维图

形。这种方式在每一帧结束前同步所有的绘制线

程，以确保在下一帧开始时，所有的绘制线程都已

经结束工作并等待地形模型的更新。

３　实验系统

采用 Ｃ＋＋ 作为开发语言，使用 ＯｐｅｎＳｃｅｎｅ

Ｇｒａｐｈ和ＯｐｅｎＧＬ三维渲染引擎，利用 ＯｐｅｎＭＰ

及ＯｐｅｎＴｈｒｅａｄｓ实现ＬｏＤ并行构造及地形三角

形并行绘制，采用 ＶｉｓｕａｌＣ＋＋ ２００８作为系统开

发环境。实验系统在双核四线程ＣＰＵ微机上运

行，硬件配置如下：ＣＰＵ：Ｉｎｔｅｌ（Ｒ）Ｃｏｒｅ（ＴＭ）ｉ３

２．４０ＧＨｚ，内存：２．００ＧＢ，显卡：ＮＶＩＤＩＡ Ｇｅ

Ｆｏｒｃｅ３１０Ｍ （５１２ＭＢ）。分别采用并行渲染的方

式与非并行渲染的方式以进行性能比较。从表１

及图４可以看出，采用并行渲染的帧率明显高于

非并行渲染帧率，内存的占用量基本保持在

３００ＭＢ左右，说明多核ＣＰＵ并行渲染可以有效

地提高三维ＤＥＭ渲染的性能。

图４　地形渲染效果

Ｆｉｇ．４　Ｔｅｒｒａｉｎ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表１　地形漫游实验结果

Ｔａｂ．１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ｅｒｒａｉｎ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地形大小 数据量／ＧＢ 屏幕分辨率 内存占用量／ＭＢ 并行渲染帧率 非并行渲染帧率

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０．８８ １３６６×７６８ ２９５～３１０ ３２．４ １５．３

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１．７６ １３６６×７６８ ２９５～３１０ ３１．２ １３．５

２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３．５２ １３６６×７６８ ２９５～３１０ ３０．１ １０．３

３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５．２８ １３６６×７６８ ２９５～３１０ ２９．５ １０．１

　　在实际应用中，ＤＥＭ的三维化渲染尚不足以

表达真实感三维效果，本文面向ＤＥＭ 初步讨论

和实现了有关并行化算法，对三维地形真实感效

果的并行化渲染还需要解决光照、纹理、阴影、镜

面反射等等的并行计算问题，还要考虑如何集成

利用矢量地形数据等，这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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