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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化多流向策略的栅格河网提取算法

王玉着１　刘修国１　张　唯１

１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信息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流域栅格河网提取是数字地形分析的一个重要应用。为减少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预处理而产生的

伪河道及平行河道，提出基于并行化多流向策略的栅格河网提取算法。通过水流传输矩阵模拟水量的自然流

动过程，可直接应用于原始ＤＥＭ。从河网空间形态和算法运行效率两方面与串行 ＭＦＤ算法、Ｒ＆Ｎ算法及

Ｄ８算法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多流向策略得到的河网与实际地形形态更加吻合，使用并行策略后，算法的效率

比也较其他算法有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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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ＤＥＭ进行地形属性值计算和各种特征

信息提取的数字信息处理技术被称为数字地形分

析（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ｒｒａｉ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ＴＡ）。地表流域水

系特征提取是ＤＴＡ的关键技术之一，对水文分

析、土壤侵蚀及地理模拟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

要影响［１３］。目前应用较广泛的流域特征提取方

法是地表漫流模拟法［４］，其水系提取的关键在

于确定每个格网单元的汇流累积量。汇流累积

量取决于格网单元的流量分配策略，主要有单

流向（ｓｉｎｇｌｅｆｌｏｗ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ＦＤ）和多流向（ｍｕｌ

ｔｉｐｌｅｆｌｏｗ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ＭＦＤ）两类算法。ＳＦＤ算法

认为水流方向为其邻域坡降的最低方向，如Ｄ８

算法［５］、Ｒｈｏ４／Ｒｈｏ８算法
［６］、Ｌｅａ算法等

［７］，模型

结构简单，应用范围广。但ＳＦＤ算法模拟水流

在坡面上散漫流动时，提取的河网会出现不合

理的平行流现象［７］。ＭＦＤ算法认为水流应向邻

域中所有高程值较低的方向分配，如ＦＤ８／ＦＲｈｏ８

算法［８］、ＦＭＦＤ算法
［９］以及 ＭＦＤｆｇ（＂ｆｇ＂代表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ｄｉｅｎｔ）算法
［１０］等。相比ＳＦＤ算法，

ＭＦＤ算法能较好地模拟水流在坡面上的散漫流

动，且物理意义明确，更符合水流的实际特征。

ＭＦＤｆｇ算法充分考虑地形对水流分配的影响，

根据当前位置的下坡坡度动态调整水流的分配策

略，在自然水流模拟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

但 ＭＦＤｆｇ算法沿用了传统的ＤＥＭ 数据预

处理方法，通过洼地去除等操作，确保区域河网的

连续性，且出水口始终位于区域的边缘。这些预

处理会在区域内产生平行河道或伪河道，造成误

差。为了解决ＤＥＭ数据预处理造成的精度误差

及无法准确提取河流、湖泊信息等问题，Ｒｕｅｄａ

等［１１］提出了基于单流向淹没策略的栅格河网提

取算法（简称Ｒ＆Ｎ算法）。Ｒ＆Ｎ算法直接对原

始ＤＥＭ数据提取一定宽度的河网，规避了预处

理过程，确保了河网数据的精度。但Ｒ＆Ｎ算法

采用ＳＦＤ策略，容易在原本连续河道地区导致河

网断裂，且该算法是串行实现的迭代算法，计算复

杂，非常耗时。

随着水文分析研究范围的扩展和精度的提

高，对栅格河网提取的效率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为实现基于高精度地形快速获取一定宽度河网的

目的，本文在保留Ｒ＆Ｎ算法免预处理优势的基

础上，借鉴 ＭＦＤｆｇ算法的水流分配策略，提出了

基于多流向淹没模型的流域河网提取算法，利用

ＧＰＵ（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ｕｎｉｔ）技术编程实现，简

称ＰＭＦ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ｚ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ｆｌｏｗ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算法。

本文选取湖北省境内的漳河流域、金钱河流

域以及郁江流域为三个实验区域，分别采用Ｐ

ＭＦＤ、Ｒ＆Ｎ及Ｄ８算法（ＡｒｃＧＩＳ计算）对不同分

辨率的ＤＥＭ数据提取河网。结果表明，ＰＭＦ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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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提取河网空间形态合理，与现有［５１１］方法相

比，新方法能够快速、高效、准确地提取流域河

网。

１　多流向淹没算法提取栅格河网

１．１　多流向算法

流域河网算法的核心是确定中心像元的水量

分配。本文采用 ＭＦＤｆｇ
［１０］算法允许水流向邻域

中所有下坡像元进行分配，可以合理地模拟地形

变化对水流分配的影响。ＭＦＤｆｇ算法以最大下

坡坡度的线性函数作为水流分配的权值，简化了

地形起伏对水流分配的影响。其流量的分配公式

为［１０］：

犱犻＝
（ｔａｎβ犻）

狆×犔犻

∑
８

犼＝１

（ｔａｎβ犼）
狆×犔犼

（１）

式中，犱犻为中心像元水流对第犻号邻域像元的分

配比例；ｔａｎβ犻是中心像元对第犻号邻域像元的坡

度；犔犻和犔犼分别为第犻和第犼号邻域像元的等高

线长度加权因子；第犻号邻域像元的等高线长度

加权因子［１２］定义为：

犔１ ＝

１／２，高程低于中心像元，且位于水平或垂直方向

槡２／４，高程低于中心像元，且位于对角线方向

０，

烅

烄

烆 高程不低于中心像元

（２）

狆表示水流分配权重，代表水流的汇聚程度。当

狆为０时，在所有下坡邻域单元之间平均分配中

心单元的流量；当狆趋于无穷大时，即为沿最陡

下坡邻域单元流动的单流向分配算法。Ｆｒｅｅ

ｍａｎ
［９］通过研究得到，狆＝１．１时最适合模拟水流

完全漫散流动的情况；Ｑｕｉｎｎ
［１２］等认为狆＝１０时

可有效模拟单向流。秦承志［１０］等参考前人研究

成果，认为狆值域为［１．１，１０］，得到 ＭＦＤｆｇ方法

的函数形式：

狆＝犳（犲）＝
犲－犲ｍｉｎ
犲ｍａｘ－犲ｍｉｎ

×（１０－１．１）＋１．１

（３）

式中，犲为最大下坡坡度；犲ｍｉｎ、犲ｍａｘ分别为区域中的

最小值和最大值。

１．２　多流向淹没算法河网提取

基于 ＭＦＤｆｇ和水流传输模型
［１４］结合的流

域河网算法无须对ＤＥＭ 进行预处理。ＤＥＭ 数

据中洼地和平地在算法实现过程中通过水量的自

然流动补充，精确地提取一定宽度的河网数据。

算法实现过程主要包含以下４个步骤。

１）将ＤＥＭ数据中所有的像元值初始化为一

个常量水量值狑，组成水流传输矩阵犇犠，用以模

拟自然水量的流动过程。

２）对ＤＥＭ数据，通过迭代方式模拟相邻像

元之间的水量漫流过程。中心像元犮的高程值为

狕（犮），水量为狑（犮），高程和水量和为狕狑（犮），遍历

ＤＥＭ数据中的像元，对每个像元犮计算其与邻域

８个像元的水量分配系数。水流从像元犮按照分

配系数将水量狑（犮）依次流动到满足条件的邻域

像元狀中，更新狀中的汇流累积量值犇犃（狀）及水

流传输矩阵犇犠（狀），同步将水量累加到总流量和

中。

３）重复迭代计算步骤２），直到总流量和等于

零或者小于指定的流量阈值犇犜，则此迭代结束。

４）遍历汇流累积量犇犃 中的每个像元，将大

于指定河网阈值犖犜 的像元提取出来，形成的结

果数据即为提取的栅格河网。

每个像元的水流方向分配系数的确定及水流

传输矩阵的计算是算法中的最关键步骤。对于指

定像元犮，若该像元为边界像元，则水量狑（犮）全部

流出，狑（犮）重置为０；否则，对像元犮按照式（１）计

算３×３邻域内水流的分配比例犱（狀），若犱（狀）小

于等于０，则该邻域像元狀无水量流入，否则对像

元狀按照式（４）计算流入的水量大小犿狏（狀），如

图１所示，图１（ａ）、１（ｂ）、１（ｃ）分别表示在不同情

况下水量分配情况。

犿狏（狀）＝ｍｉｎ｛狑（犮）×犱（狀），（狕狑（犮）－

狕狑（狀））／２｝ （４）

图１（ａ）中，中心像元犮按照式（１）得到满足条件的

邻域像元的水量分配系数α和β（α＋β＝１），将狑

（犮）分别迁移到邻域像元狑（狀）中，狑（狀）按照式

（４）同步增加不同的水量；图１（ｂ）中，中心像元犮

水量狑（犮）全部迁移到狑（狀）中，狑（狀）水量同步增

加狑（犮），同时狑（犮）重置为０；图１（ｃ）中，中心像

元为洼地，洼地被水量填平后，高程值较低的像

元会逐次流出到邻域中，解决洼地和平地的流

向。本文算法利用此特性，避免了对ＤＥＭ 数据

的预处理。每一次迭代过程中，由于水量狑（犮）

及水流方向的计算因狕狑（犮）不同而不同，计算得

到的流量分配系数各异，可产生一定宽度的河

网数据。

利用此算法对５!５矩阵数据提取河网，提取

过程如图２所示。

７４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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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像元水流传输矩阵运算前后结果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ａ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Ｍａｔｒｉｘ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图２　ＭＦＤｆｇ河网算法生成过程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ＭＦＤｆｇ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Ｎｅ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２　河网提取算法的并行化

ＭＦＤｆｇ淹没算法采用串行迭代方式提取栅

格河网，其运算时间主要集中在流量分配系数和

汇流累积量计算两个方面。本文将ＧＰＵ与栅格

河网提取结合［１３，１４］，提出基于 ＧＰＵ并行计算的

ＭＦＤｆｇ河网提取算法，简称ＰＭＦＤ，重点对上

述两个方面进行基于ＧＰＵ的并行化处理。

考虑到流量分配系数的计算仅与中心像元及

其周边一定范围的邻域像元有关，各像元间的更

新相互独立，适合在 ＧＰＵ 上并行执行。汇流累

积量计算具有较高的空间依赖性，但可以通过水

流传输矩阵模型适当减少各像元之间计算的相关

性，实现迭代过程的并发执行。

并行算法的实现主要涉及主机端和设备端两

个方面［１５１７］。主机端负责在ＣＰＵ 上实现 ＤＥＭ

数据常量的水量初始化、内存申请、数据拷贝以及

结果河网生成。设备端则完成在ＧＰＵ的Ｋｅｒｎｅｌ

部分对ＤＥＭ中每个像元的流量分配系数及汇流

累积量计算的迭代模拟。并行策略主要在设备端

通过水流传输矩阵模型来实现。在ＧＰＵ上利用

水流传输矩阵对ＤＥＭ中的每个中心像元和邻域

像元的水量分配及汇流累积量进行迭代运算。每

次迭代需遍历ＤＥＭ数据中的所有像元。每个像

元在一次迭代循环中水量计算过程可并行化。该

像元流出的水量累加至当前一次迭代总流量中，

当总流量值小于指定流量阈值时，则此迭代计算

过程结束。

图３是ＰＭＦＤ算法流程，其中流量分配系

数内核函数及累积量内核函数实现如图３右侧流

程模块所示。具体步骤如下。

１）初始化水量数据狑，设置流量阈值犇犜、河

网阈值犖犜 及总流量犛犃（犛犃 初始化为极大值）；设

置合理的线程块（ｂｌｏｃｋ）、线程ｔｈｒｅａｄ大小。

２）根据犛犃 与犇犜 的关系确定迭代是否执

行。若犛犃＞犇犜，则表示当前总流量大于设定流

量阈值，则继续迭代；否则，退出迭代，根据河网阈

值提取河网。

３）若满足迭代情况，在ＧＰＵ上执行流量分

配系数及汇流累积量矩阵犇犃 内核计算。在每次

迭代过程中统计该次计算所得总流量犛犃。

４）转到第２）步，继续执行。

５）迭代结束，判断犇犃 与犖犜 关系；提取累积

量矩阵犇犃 中大于河网阈值犖犜 的像元，则得到河

网数据。

设置ｂｌｏｃｋ、ｔｈｒｅａｄ大小和设计设备端执行的

并行化指令是提升 ＰＭＦＤ算法执行速度的关

键。ＣＵＤＡ架构中，显示芯片的执行最小单元是

ｔｈｒｅａｄ，每个 ｂｌｏｃｋ 由多个ｔｈｒｅａｄ 组成，多个

ｂｌｏｃｋ可以构成一个ｇｒｉｄ。对于ＧＰＵ为ＮＶＩＤＩＡ

８４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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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ＰＭＦＤ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ＰＭＦ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ＧｅｆｏｒｃｅＧＴＸ６６０的处理器，每个线程块中线程总

数应当大于最小线程数１２８，小于最大线程数

１０２４。设置不同的ｂｌｏｃｋ大小，验证采用ＰＭＦＤ

算法提取漳河流域栅格河网所需时间，耗时分布

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在ｂｌｏｃｋ大小为１６×

１６时，耗时最短，运行速度最快。对于狀行、犿 列

的ＤＥＭ数据，ｇｒｉｄ按照式（５）计算，其中狓ｔｈｒｅａｄｓｉｚｅ、

狔ｔｈｒｅａｄｓｉｚｅ为１６，分别表示狓方向和狔 方向的线程

数，狓ｂｌｏｃｋｓｉｚｅ、狔ｂｌｏｃｋｓｉｚｅ为ｇｒｉｄ中ｂｌｏｃｋ的个数。

狓ｂｌｏｃｋｓｉｚｅ ＝（犿＋狓ｔｈｒｅａｄｓｉｚｅ－１）／狓ｔｈｒｅａｄｓｉｚｅ

狔ｂｌｏｃｋｓｉｚｅ ＝（狀＋狔ｔｈｒｅａｄｓｉｚｅ－１）／狔
｛

ｔｈｒｅａｄｓｉｚｅ

（５）

３　实验分析

３．１　实验方案及数据

本文选取湖北省境内漳河流域、金钱河流域

以及郁江流域为研究区域。漳河流域地处湖北省

中部南漳县，总长２０２ｋｍ，海拔３７～１５０２ｍ，流

图４　设置不同分块调度下提取漳河流域河网耗时

Ｆｉｇ．４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ｆ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Ｚｈａｎｇｈｅ

域面积约为２９８０ｋｍ２。金钱河流域位于湖北省

西北部郧西县，境内长６０．５９ｋｍ，流域面积９７１

ｋｍ２，平均河床比降１．８‰，天然落差１１０ｍ，可利

用落差９０ｍ。郁江流域在湖北省西南部利川市，

全长１７０ｋｍ，海拔２０５．１０～１７９０ｍ，流域面积约

为４６０２ｋｍ２。测试使用的分辨率为３０ｍ 的

ＤＥＭ数据由中国科学院国际科学数据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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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提供的９０ｍ分辨率数据重采样得到，研究区

域如图５所示。ＰＭＦＤ算法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Ｖｉｓｕａｌ

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１０中利用Ｃ＋＋语言设计并实现，其中

内核程序利用ＣＵＤＡ完成。算法测试的硬件环

境是 一 台 ＣＰＵ 为 ＩｎｔｅｌＣｏｒｅｉ５３４７０（主 频

３．２０ＧＨｚ，８ＧＢ 内存），ＧＰＵ 为 ＮＶＩＤＩＡ Ｇｅ

ｆｏｒｃｅＧＴＸ６６０（９６０个处理器，２Ｇ显存，显存宽带

１４４．２ＧＢ／ｓ，ＣＵＤＡ５．５），操作系统为 ３２位

Ｗｉｎ７的计算机。

图５　研究区域的数字高程模型

Ｆｉｇ．５　ＤＥＭｏｆ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根据§１．２算法描述中狑 和犖犜 的定义，本

文采用初始水量狑＝１００ｍｍ，指定河网阈值犖犜

＝１５０００ｍｍ，每次迭代过程中，像元的累积总流

量大于流量阈值（阈值为初始所有像元流量和的

１％），则迭代继续，若小于该阈值，则迭代结束。

３．２　实验结果及分析

３．２．１　空间形态结果分析

为了更加直观地表达算法效果，本文选取漳

河流域、金钱河流域及郁江流域中的典型河段作

为实验区域，如图 ６（ａ）所示。采用 ＰＭＦＤ、

Ｒ＆Ｎ
［１１］及Ｄ８（ＡｒｃＧＩＳ计算）三种算法计算各单

元网格的汇流累积量并提取栅格河网（河网提取

阈值１５０００ｍｍ），其结果如图６（ｂ）、６（ｃ）、６（ｄ）

所示（串并行 ＭＦＤ算法提取栅格河网结果相同，

图中只选取ＰＭＦＤ结果）。图６中３个实验区

从上至下依次为漳河、金钱河、郁江。通过分析３

种算法的表现可以看出，ＰＭＦＤ算法与Ｒ＆Ｎ算

法提取的河网形态特征一致。两者提取的河网均

具有一定宽度，这是由于两者对ＤＥＭ 数据的处

理过程相似，不需要对ＤＥＭ 数据预处理，避免了

对洼地和平坦区域的处理产生的伪河道及平行河

道。但是，从图６中标记的圆形区域内的河网细

节来看，Ｄ８算法提取的栅格河网出现了平行流及

可能不存在的较小支流；Ｒ＆Ｎ算法由于采用单

流向策略导致在原本连续河道地区存在水流方向

不连续的情况，其生成的栅格河网也出现断裂现

象；ＰＭＦＤ算法因采用多流向策略，以最大下坡

坡度的线性函数对水流进行加权分配，具有较好

的水流分配策略，所以其能形成连续且具有一定

宽度的栅格河网，其提取的河网数据基本无伪河

道及平行河道生成。

图６　三种算法提取栅格河网

Ｆｉｇ．６　Ｔｈｒｅ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ｆｏ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Ｎｅｔｗ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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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运行效率对比分析

为了比较不同数据量对处理效率的影响，对

实验区域数据重采样以获取不同大小的ＤＥＭ 数

据，测试栅格数据大小包括６０６×４３０、７２７×５１６、

９０８×６４５、１２１１×８０６、１８１６×１２８９、３６３２×

２５７８像元数。

采用加速比表示犃算法相对犅 算法提升的

效率：

＝狋２／狋１ （６）

式中，狋１表示犃算法运行时间；狋２表示犅算法运行

时间。

表１列出了４种算法在不同实验区内对不同

分辨率数据提取河网的时间消耗（不含输入和输

出数据的准备时间）。由表１可知，同等网格分辨

率下，ＰＭＦＤ算法执行时间最短，串行 ＭＦＤ算

法执行时间最长。

表１　不同算法模型提取河网在不同格网大小下的执行时间／ｓ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ｆ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ＵｓｉｎｇＦｏｕｒＫｉｎｄｓｏｆ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Ｍｏｄｅｌ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ｒｅａｓ／ｓ

像元大小
漳河流域 金钱河流域 郁江流域

ＰＭＦＤ 串行 ＭＦＤ Ｒ＆Ｎ Ｄ８ ＰＭＦＤ 串行 ＭＦＤ Ｒ＆Ｎ Ｄ８ ＰＭＦＤ 串行 ＭＦＤ Ｒ＆Ｎ Ｄ８

６０６×４３０ ２．８ ４４．５ ４．９ ８．７ ３ ５３．５ ３．３ ９．９ １．６ ２９．１ １．９ ７．３

７２７×５１６ ３．５ ７６．３ ８．７ ９．５ ５ ９４．４ ９ １３ ３．１ ６７．５ ５．９ ８．３

９０８×６４５ ４．６ １５２．１ １５．３ １３．１ ９．５ ２８２．６ ２５．３ ２３．２ ６．４ １８０．９ ２１．７ １５．９

１２１１×８６０ ６ ２５２．１ ４７．３ １４．９ １３．１ ５００．９ ７８．１ ２９．３ １２ ４７１．６ ８６．４ ２５．６

１８１６×１２８９ １１．５ ５５０．６ １０９．７ ２２．２ ２０．１ ８８０．１ ２８０．１ ４８．９ ２９．４ １２６７．５ ３７９．２ ８１．８

３６３２×２５７８ ４６．５ ２４４８．４ ６９８．２ ８９．６ ８９．６ ４５９０．７１５９８．７２２８．３ ９０．５ ４４４６．５１７１６．２ ２５９

　　图７表示ＰＭＦＤ算法加速比随分辨率增加

的变化趋势。由图７可知，不同实验区域内Ｐ

ＭＦＤ加速比总体趋势一致。并行ＰＭＦＤ算法

相对串行 ＭＦＤ算法在３个研究区域内加速优势

显著，加速比最大可达到５０倍；相对Ｒ＆Ｎ算法，

在金钱河和郁江区域加速比达到１．１～１８倍，在

漳河区域加速比达到１．７～１５倍；相对Ｄ８算法

其加速比则达到两倍左右。可见，随着数据量的

增大，ＰＭＦＤ算法加速优势更加明显。

图７　三个实验区域内ＰＭＦＤ算法加速比

Ｆｉｇ．７　ＳｐｅｅｄｕｐＲａｔｉｏｏｆＰＭＦＤｉｎＴｈｒｅ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ｒｅａｓ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并行化多流向策略的栅

格河网提取算法。该算法有效规避了传统算法中

ＤＥＭ预处理造成的精度损失，避免生成伪河道及

平行河道。同时，采用水流分配策略随下坡坡度

变化的多流向（ＭＦＤｆｇ）算法代替传统单流向

（ＳＦＤ）算法，得到连续且具有一定宽度的栅格河

网。相比传统算法提取的单像元河网而言，对河

流、湖泊、沼泽等水域地貌的表达更为真实。使用

并行化策略，有效提升算法的执行效率，充分发挥

了在并行计算设备上进行大规模数字地形分析的

优势，适应了海量地形数据快速运算的要求。但

是，本算法的部分初始参数（初始水量、河网阈值）

需要结合地形数据筛选得到，后续将结合全国主

要流域数据，研究初始参数与地形的关系，实现初

始参数的自动化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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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ｆｒｏｍ Ｕ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Ｊ］．

犆狅犿狆狌狋犲狉狊牔犌犲狅狊犮犻犲狀犮犲狊，２０１３，５９（１０）：１１６１２３

［１２］ＱｕｉｎｎＰ，ＢｅｖｅｎＫ，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Ｐ，ｅｔａｌ．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

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ｌｌｓｌｏｐｅＦｌｏｗＰａｔｈｓｆｏ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Ｈｙｄｒ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ｒｒａｉｎＭｏｄｅｌｓ［Ｊ］．

犎狔犱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犘狉狅犮犲狊狊犲狊，１９９１，５：５９７９

［１３］ＯｒｔｅｇａＬ，Ｒｕｅｄａ Ａ．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ＵＤＡ ［Ｊ ］． 犆狅犿狆狌狋犲狉狊

牔犌犲狅狊犮犻犲狀犮犲狊，２０１０，３６（２）：１７１１７８

［１４］ＱｉｎＣＺ，ＺｈａｎＬ．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ｚｉｎｇＦｌｏｗ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ｎ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Ｕｎｉｔｓ—ｆｒｏｍ

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Ｍ 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ｏＲｅｃｕｒ

ｓｉｖ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ｆｌｏｗ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犆狅犿狆狌狋

犲狉狊牔犌犲狅狊犮犻犲狀犮犲狊，２０１２，４３（６）：７１６

［１５］ＳｈａｏＨｕａ，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ＨｕＢｉｎ，ｅｔａｌ．ＧＰＵｂａｓｅｄ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ＢｕｌｋＬｏａｄｉｎｇＲｔｒｅｅｓＵｓｉｎｇＳＴＲ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ｎＦｌ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Ｍｏｄｅｌ［Ｊ］．犌犲狅犿犪狋犻犮狊犪狀犱犐狀犳狅狉

犿犪狋犻狅狀犛犮犻犲狀犮犲狅犳 犠狌犺犪狀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２０１４，３９

（９）：１０６８１０７３（邵华，江南，胡斌，等．利用 ＧＰＵ

的Ｒ树细粒度并行ＳＴＲ方法批量构建［Ｊ］．武汉大

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１４，３９（９）：１０６８１０７３）

［１６］ＸｉａｏＨａｎ，ＺｈｏｕＱｉｎｇｌｅｉ，ＺｈａｎｇＺｕｘｕ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ｏｆ ＨａｒｒｉｓＣｏｒｎ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

ＭｕｌｔｉＧＰＵ［Ｊ］．犌犲狅犿犪狋犻犮狊犪狀犱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犛犮犻犲狀犮犲

狅犳犠狌犺犪狀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２０１２，３７（７）：８７６８８１（肖汉，

周清雷，张祖勋．基于多 ＧＰＵ的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检测

并行算法［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１２，

３７（７）：８７６８８１）

［１７］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ｂｏ，ＺｈｏｕＳｉｂｏ，ＹｕａｎＧｕｏｂｉｎ，ｅｔａｌ．Ｐａｒ

ａｌｌｅ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犛犺犪狀犵犺犪犻犑犻犪狅犜狅狀犵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２０１３，

４７（１）：７０７５（张剑波，周斯波，袁国斌，等．异构环境

下的空间分析并行映射策略［Ｊ］．上海交通大学学

报，２０１３，４７（１）：７０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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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犕犲狋犺狅犱狊狋狅犕狅犱犲犾犌狉犪狏犻狋狔犌狉犪犱犻犲狀狋

犉犻犲犾犱犝狊犻狀犵犌狉犪狏犻狋狔犃狀狅犿犪犾狔犇犪狋犪

犔犐犝犑犻狀狕犺犪狅１
，２
　犔犐犝犔犻狀狋犪狅

２
　犔犐犃犖犌犡犻狀犵犺狌犻

２
　犢犈犣犺狅狌狉狌狀

２

１　ＦｉｒｓｔＣｒｕｓｔ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ａｎｊｉｎ３００１８０，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ＡＳ，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７，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ｆｉｅｌｄｉｓ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ｔｅｒｒａｉｎｍａｓｓ，ｔ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ａ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ｄｅｎｓ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ｉｇｎｏｒｅｓ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ｅｒｒａｉｎｄｅｎｓｉｔ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ｂｅｌｏｗｇｅｏｉｄｔｏ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ｖａｌｕ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ｈｉｃｈｄｉｒｅｃｔ

ｌｙｕｓ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ｄａｔａｔｏ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ｒｅｍｅｄｙｔｈ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ａ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ｄａｔａ，ｗ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ｄａｔａ，ｔｈｅｓ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ｃａ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ｌｏｎｇ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ｗａｖｅｂａｎｄ

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ｆｉｅｌｄ．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ｅｒｒａｉｎｄａｔａａｎｄ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ｇｒａｖｉｍｅ

ｔｒｙ，ｔｈｅｓ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ｒｅ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ｆｏｒ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ｔｏｋｅｓｐｌａｎａ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ｓｐｌｉｎｅ

犉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ＬＩＵＪｉｎｚｈａｏ，ＰｈＤ，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ｓｉｎｆｏｒｗａｒ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ｔｅｎｓｏｒｄａｔａ．

Ｅｍａｉｌ：ｗｈｉｇｇｌｉｕｊｉｎｚｈａｏ＠１２６．ｃｏｍ

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狊狌狆狆狅狉狋：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ｓ．４１０７４０５０，４１３０４０２３；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ｊｏ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ｎｓｔｒｕ

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Ｎｏ．２０１１ＹＱ１２０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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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犪狊狋犲狉犚犻狏犲狉犖犲狋狑狅狉犽狊犈狓狋狉犪犮狋犻狅狀犅犪狊犲犱狅狀犘犪狉犪犾犾犲犾

犕狌犾狋犻狆犾犲犉犾狅狑犇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犃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狊

犠犃犖犌犢狌狕犺狌狅１　犔犐犝犡犻狌犵狌狅
１
　犣犎犃犖犌犠犲犻

１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４，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ｒａｓｔｅｒｒｉｖ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ｒｒａｉ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ｆｌｏｗ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ｐｓｅｕｄｏｃｈａｎ

ｎｅｌｓａｎ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ＤＥＭ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ｓｔｈｅｏｖｅｒｌａｎｄｆｌｏｗａｎｄｕｓｅｓａ

ｍｏｒｅ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ｍｏｄｅｌｔｈａｔｉｓｉｎｓｐｉ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ｗａｔｅｒｏｎｕ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ＤＥＭ．

Ｔｈｅｍａｉｎ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ＭＦ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ｒｅ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ｏｎｔｗｏｆｒｏｎｔｓ：ｔｈｅｓｐａｃｅｆｏｒｍｏｆｒｉｖｅｒ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ｆ

ＭＦ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ｍｏｒｅａｌｉｇ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ｔａｌｌｉｅｓ．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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