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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环境下时序遥感影像的快速缓存切片方法

李继园１，２　甘　斌１　孟令奎２　张　文２　段红伟２

１　西安市勘察测绘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５４

２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自然灾害与地表环境实时动态监测对短周期内接收影像的快速缓存切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利用云

计算并行编程模式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聚集计算资源，提出了一种在时序影像持续抵达情况下的快速缓存切片方

法。围绕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本地化计算特性，该方法在任务分配中利用数据动态划分机制及基于空间相邻的上载

机制对缓存切片算法进行优化加速，以满足环境动态监测对瓦片式缓存的及时性需求。实验证明，该方法在

大数据量情况下较同类方法具有更好的扩展性能和加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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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瓦片式缓存技术通过数据采样建立多级

静态 ＷＭＳ（Ｗｅｂｍａｐｓｅｒｖｉｃｅ），实现基于在线的影

像多尺度区域快速访问［１］，广泛用于数据现势性较

弱的ＧＩＳ应用，如土地变更和资源调查。在环境监

测中，通常采用高时间分辨率影像对大范围或重点

区域进行近实时或短周期观测，如震区或灾情的多

时相航拍任务或卫星遥感数据采集。该类数据呈

现“流式”传输以及动态更新特性，给海量影像瓦片

式缓存中多级切片的构建效率带来了很大挑战。

当前此类切片在单机上执行时间较长，而利

用集群执行并行切片是一种有效途径，如ＡｒｃＧＩＳ

Ｓｅｒｖｅ
［２］和 ＭａｐＴｉｌｅｒ

［３］。然而，此类实现中，计算

节点通过集中式共享存储系统并行访问数据执行

处理（即移动数据到计算节点），易导致网络Ｉ／Ｏ

瓶颈，扩展性受到限制［４］。此外，一次性批处理模

式也无法满足近实时或短周期的 ＷＭＳ发布需

求。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云计算并行编程模式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ＭＲ）通过本地化计算（即移动计算

到数据节点）与数据并行思想，实现上千个普通计

算节点的扩展能力［５］。该模式通过映射（Ｍａｐ）和

规约（Ｒｅｄｕｃｅ）函数实现大规模数据并行操作，其

复杂性（容错性、任务分配、工作流控制）由 ＭＲ

自动处理。目前，一些学者已尝试将其应用于大

规模遥感影像处理，并取得较好的加速性能［６，７］。

文献［８］在该模式下提出将底层４个影像切片映

射成相同ｋｅｙ，传输到Ｒｅｄｕｃｅ端合并，建立自底

至顶的静态影像金字塔构建方法。但该方法未能

顾及本地化计算原则，在任务迭代中产生大量数

据传输，减少了并行构建的加速优势。文献［９］则

以单幅文件为并行粒度进行批处理式金字塔构

建，但没有考虑数据的实时接收情况，对云资源利

用和数据本地化计算的优化也讨论不多。

基于上述问题，利用 ＭＲ聚集的分布式计算

资源研究通过多个小批量 ＭＲ切片任务的动态

合理分配，实现在实时或短周期内接收数据情况

下的快速影像缓存切片。该分配方法围绕 ＭＲ

本地化计算特性，利用数据动态划分机制与基于

空间相邻的上载机制对缓存切片算法进行优化，

以满足动态监测对瓦片式缓存的及时性需求。

１　影像时序缓存切片快速构建方法

１．１　基本思路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是一种大规模数据批处理计算

模式，以ｋｅｙｖａｌｕｅ数据集为输入，执行以下步

骤：① 对数据源分块，交给多个 Ｍａｐ任务，并根

据某种规则将数据分类，写入本地磁盘；② Ｒｅ

ｄｕｃｅ阶段执行多个 Ｒｅｄｕｃｅ任务，每个任务从多

个 Ｍａｐ任务节点收集具有相同ｋｅｙ的中间结果

（即数据Ｓｈｕｆｆｌｅ），合并处理并输出结果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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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该模式的简单影像并行切片策略是以单

景数据为并行粒度执行批处理，即每个 Ｍａｐ按照

确定的缓存格网生成每景数据的多级切片。然

而，在动态监测中，数据按时序接收且具有流式特

征，简单模式并不能满足及时性需求。如图１所

示，本文在固定时间间隔 （ｔｉｍｅｗｉｎｄｏｗ，ＴＷ）内分

配新接收的分景数据至云环境中（包括数据划分和

优化上载），并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如达到某可用计

算资源数）提交该ＴＷ内的数据，从而执行数据块

粒度的该批次切片计算，并及时发布为 ＷＭＳ，即以

时间上连续的多个小批量 ＭＲ任务实现时序影像

的切片。上述思路基于分块情况下的 ＭＲ切片算

法，研究每个ＴＷ内的任务分配方法 （包括数据划

分与上载），以发挥 ＭＲ本地化计算优势。

图１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云环境下时序影像缓存切片生成流程

Ｆｉｇ．１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ｏｆ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ＩｍａｇｅＴｉｌ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２　缓存切片的 犕犪狆犚犲犱狌犮犲基本算法

全球剖分格网将全球地表划分为无缝连接的

地理单元，是影像缓存的基本切分规则与基础。

本文以ＰｌａｔｅＣａｒｒｅｅ投影下２狀＋１×２狀 划分的空间

信息多级格网［１０］为缓存切片格网。其第一层为２

（经度方向）×１（纬度方向）格网，对该格网进行四

叉树划分，可得到细分格网。在第狀级划分时，每

个切片经度间隔为狓ｔｉｌｅ＝３６０．０／狀，纬度间隔为

狔ｔｉｌｅ＝９０．０／狀。地理范围为［狓ｍｉｎ，狔ｍｉｎ，狓ｍａｘ，狔ｍａｘ］

的影像犇在该层的切片数目Ｎｕｍ狀 可由式（１）得

出。其中，ｎｕｍ狓 和ｎｕｍ狔 分别为经度和纬度方向

上的切片行列数。每个切片可用切片层次和切片

在该层格网中的行列号编码〈狀，ｒｏｗ，ｃｏｌ〉来唯一

标示，其中，ｒｏｗ和ｃｏｌ可由式（１）推导得出。

Ｎｕｍ狀 ＝ｎｕｍ狓×ｎｕｍ狔 ＝

狓ｍａｘ＋１８０

狓ｔｉｌｅ
－
狓ｍｉｎ＋１８０

狓ｔｉｌｅ（ ）×
狔ｍａｘ＋９０

狔ｔｉｌｅ
－
狔ｍｉｎ＋９０

狔ｔｉｌｅ（ ） （１）

　　ＴＷ 内的所有数据上载至云中后，形成输入

ｋｅｙｖａｌｕｅ数据集｛（犜＿ｂｏｘ犻，ｒａｓＢｌｏｃｋ犻）｜犻∈［１，

狀］｝，ｋｅｙ为犜＿ｂｏｘ，由影像接收时间犜 和数据块

的地理范围 狓ｍｉｎ，狔ｍｉｎ，狓ｍａｘ，狔［ ］ｍａｘ 组成，ｖａｌｕｅ则

为分块栅格值ｒａｓＢｌｏｃｋ。在上述格网支持下，每

景影像各级切片任务将在 Ｍａｐ与Ｒｅｄｕｃｅ两个阶

段内完成，如图２所示。Ｍａｐ阶段，每个 Ｍａｐ读

取一个分块，基于上述缓存格网对分块数据依次

完成所有层次的切片任务。由于格网线与分块线

不一定重合，会造成数据分块边缘部分出现不完

整切片 （称为碎片）。图２中，犃、犅、犆、犇 是划分

后的４个数据块，由狀层格网剖分线切片后，分块

对角出现犪、犫、犮、犱 四个碎片（称为角接碎片

（ｊｏｉｎｔｅｄａｎｇｌｅ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ＪＡＦ））；分块线接边出

现犲、犳 两个碎片（称为边接碎片（ｊｏｉｎｔｅｄｅｄｇ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ＪＥＦ））；切片犵 称为完整切片（ｆｕｌｌ

ｔｉｌｅ）。其中，完整切片将直接过滤输出到目标地

址，而ＪＡＦ和ＪＥＦ将作为中间ｋｅｙｖａｌｕｅ数据集

传输至Ｒｅｄｕｃｅ端进行最终合并。其输出ｋｅｙ为

碎片所在完整切片的时空标识元组〈犜，狀，ｒｏｗ，

ｃｏｌ〉，ｖａｌｕｅ值为碎片栅格。

图２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缓存切片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ＩｍａｇｅＴｉｌ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Ｍｅｔｈｏｄ

Ｒｅｄｕｃｅ阶段，每个Ｒｅｄｕｃｅ收集具有相同切

片标识 （ｋｅｙ值）的ＪＡＦ或ＪＥＦ碎片，执行空间

合并并输出到目标地址。其输出ｋｅｙ值为切片标

识，ｖａｌｕｅ值为切片栅格。两个阶段的描述如算法

１所示，其中Ｃｏｍｂｉｎｅ阶段为 Ｍａｐ阶段后的本地

Ｒｅｄｕｃｅ过程，可紧凑 Ｍａｐ输出，减少传输量。

算法１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缓存切片算法

／／ｂｏｘ为分块地理范围，ｂｌｏｃｋ为分块栅格

Ｍａｐ（ｓｔｒｉｎｇＴｂｏｘ，ｔｉｆｆｂｌｏｃｋ）

　Ｆｏｒａｌｌ犾∈ｌｅｖｅｌ［１，…，狀］ｄｏ

／／ＴｉｌｅＢｏｘ函数生成切片地理范围集

　ＦｏｒａｌｌｔｉｌｅＴｂｏｘ∈ＴｉｌｅＢｏｘ（Ｔｂｏｘ）ｄｏ

　＜ｒｏｗ，ｃｏｌ＞ ← ＲｏｗＣｏｌ（ｔｉｌｅＴｂｏｘ）

　ｔｉｌｅ← Ｔｉｌｉｎｇ（ｂｌｏｃｋ，ｔｉｌｅＴｂｏｘ）／／切片函数

　Ｉｆｔｉｌｅｉｓｆｕｌｌｔｉｌｅ

４４２



　第４０卷第２期 李继园等：云环境下时序遥感影像的快速缓存切片方法

　　Ｏｕｔｐｕｔ（ｔｉｌｅ）

Ｅｌｓｅ

　Ｅｍｉｔ（＜犜，犾，ｒｏｗ，ｃｏｌ＞，ｔｉｌ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ｏｍｂｉｎｅ为空间合并函数

Ｃｏｍｂｉｎｅ／Ｒｅｄｕｃｅ（＜犜，犾，ｒｏｗ，ｃｏｌ＞，［ｔｉｌｅ１，…，ｔｉｌｅ狀］）

ｆｕｌｌｔｉｌｅ← ＮＵＬＬ

Ｆｏｒａｌｌｔｉｌｅ∈［ｔｉｌｅ１，…，ｔｉｌｅ狀］ｄｏ

　ｆｕｌｌｔｉｌ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ｏｍｂｉｎｅ（ｆｕｌｌｔｉｌｅ，ｔｉｌｅ）

Ｉｆ（［ｔｉｌｅ１，…，ｔｉｌｅ狀］ｉｓＪＡＦ∧｜［ｔｉｌｅ１，…，ｔｉｌｅ狀］ＥＱ４）

　Ｏｕｔｐｕｔ（ｆｕｌｌｔｉｌｅ）

ＥｌｓｅＩｆ（［ｔｉｌｅ１，…，ｔｉｌｅ狀］ｉｓＪＥＦ∧｜［ｔｉｌｅ１，…，ｔｉｌｅ狀］｜

ＥＱ２）

　Ｏｕｔｐｕｔ（ｆｕｌｌｔｉｌｅ）

Ｅｌｓｅ

　Ｅｍｉｔ（＜犜，犾，ｒｏｗ，ｃｏｌ＞，ｆｕｌｌｔｉｌｅ）

１．３　时序缓存切片下的 犕犪狆犚犲犱狌犮犲任务分配

１．３．１　数据动态划分机制

１）预估数据分块数

上述 Ｍａｐ和Ｒｅｄｕｃｅ阶段中，计算资源（ＣＰＵ

和内存）按照预设配额划分为若干单元（称为

ＭａｐＳｌｏｔ和ＲｅｄｕｃｅＳｌｏｔ），且每个单元分配一个

Ｍａｐ或Ｒｅｄｕｃｅ任务。在将所有单元视为均质的

基础上，可采用规则划分法以实现计算负载均衡。

一个ＴＷ 内的数据划分粒度需综合考虑当前云

中可用计算资源量及数据量，步骤如下。

步骤１　预估缓存数据的切片总数目。设

ＴＷ 内接收数据集为｛ ｝犇 ，对于影像犇 在第狀层

缓存格网中的切片数目Ｎｕｍ狀 由式（１）计算，影像

犇建立犕 到犖 层缓存服务的切片总数为Ｎｕｍｔｉｌｅ

＝∑
犖

狀＝犕

Ｎｕｍ狀，设 影 像 犇 的 Ｎｕｍｔｉｌｅ 记 为 犇．

Ｎｕｍｔｉｌｅ，进一步计算分景数据集的切片总数目

ＴＮｕｍｔｉｌｅ＝∑｛犇｝
犇．Ｎｕｍｔｉｌｅ。

步骤２　根据当前云中运行的拥有犐（为减

少资源竞争，限定犐＝３）个共享Ｊｏｂ的队列犙和

ＭａｐＳｌｏｔ的总数目ＴＮｕｍｍａｐ，预估云中可用 Ｍａｐ

Ｓｌｏｔ数如式（２）所示。其中，犙．ｊｏｂ犻．Ｎｕｍｍａｐ为犙

中第犻个Ｊｏｂ的 ＭａｐＳｌｏｔ需求数；α犻 为该Ｊｏｂ的

Ｍａｐ函数任务完成率。

ＡＮｕｍｍａｐ ＝ＴＮｕｍｍａｐ－∑
犐

犻＝１

犙．ｊｏｂ犻．

Ｎｕｍｍａｐ× １－α（ ）犻 （２）

　　步骤３　设集群中单机环境下单个缓存切片

平均串行生成时间为犜ｔｉｌｅ，进一步根据步骤１所

得的ＴＮｕｍｔｉｌｅ获得单个 Ｍａｐ函数初始执行时间

预估值，即犜ｍａｐ＝ ＴＮｕｍｔｉｌｅ×犜（ ）ｔｉｌｅ ／Ｎｕｍｐａｒｔ。

步骤４　设犺为 Ｍａｐ运行时间阈值（限定为

３０ｓ），执行算法２，取最终 Ｎｕｍｐａｒｔ为数据集从第

犕 层到第犖 层缓存过程的划分数。该算法基于

当前可用资源数，保证在犜ｍａｐ不小于阈值 （限定

为３０ｓ）的条件下尽可能减小数据划分粒度。设

影像犇的数据量在数据集中所占的比重为λ，则

其分块格网划分数为 Ｎｕｍｐａｒｔ×λ 。

算法２　Ｎｕｍｐａｒｔ确定算法

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ｔｉｌｅ←∑｛犇｝犇．Ｎｕｍｔｉｌｅ／／预估切片总数

Ｎｕｍｐａｒｔ←ＡＮｕｍｍａｐ／／初始化为可用 ＭａｐＳｌｏｔ数

／／预估每个ｍａｐ阶段执行时间

犜ｍａｐ← 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ｔｉｌｅ×犜（ ）ｔｉｌｅ ／Ｎｕｍｐａｒｔ

Ｗｈｉｌｅ（犜ｍａｐ≤犺）

Ｎｕｍｐａｒｔ←Ｎｕｍｐａｒｔ－１／／减小划分数

犜ｍａｐ← Ｎｕｍｔｉｌｅ×犜（ ）ｔｉｌｅ ／Ｎｕｍｐａｒｔ

２）确定最优划分规则

确定单景数据划分数后，需研究合理的划分

规则。上述切片算法显示分块与格网剖分线不一

致使得 Ｍａｐ阶段输出碎片，产生中间传输以及

Ｒｅｄｕｃｅ合并任务，对性能有显著影响。在数据量

和分块数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分块规则优化可减

少 Ｍａｐ阶段碎片。常用规则划分法有等间距行

划分、列划分及格网划分。

假定数据在剖分格网中的切片行列数分别为

定量 Ｎｕｍ狓 和 Ｎｕｍ狔，分块总数为定值 Ｎｕｍｐａｒｔ，

分块格网中的行列数分别为变量 Ｎｕｍ狓ｐａｒｔ和

Ｎｕｍ狔ｐａｒｔ，且Ｎｕｍ狓ｐａｒｔ×Ｎｕｍ狔ｐａｒｔ＝Ｎｕｍｐａｒｔ；切片长

宽都为２犽，则在建立第狀层缓存切片时，碎片区

域面积可由式（３）计算得到：

犃＝２犽 Ｎｕｍ狓ｐａｒｔ－（ ）１ Ｎｕｍ狓＋

２犽 Ｎｕｍ狔ｐａｒｔ－（ ）１ Ｎｕｍ狔＋

２犽２ Ｎｕｍ狓ｐａｒｔ－（ ）１ Ｎｕｍ狔ｐａｒｔ－（ ）１ （３）

　　式（３）可进一步转化为：

Ｎｕｍ狓ｐａｒｔ
Ｎｕｍ狔ｐａｒｔ

＝
Ｎｕｍ狓
Ｎｕｍ狔

（４）

即分块行列比要与剖分格网上的行列比保持一

致。因此，当Ｎｕｍｐａｒｔ不变时，分块行列比越接近，

剖分格网行列比将产生越少的碎片数据量。

１．３．２　基于空间相邻的数据上载机制

数据本地化计算最好的状态是数据与处理任

务在同一节点，其次是数据与处理任务在同一个

Ｒａｃｋ。在典型的 ＭＲ环境中，计算节点即存储节

点。若空间相邻的数据块分布于同一节点或同一

Ｒａｃｋ，可大大减少Ｍａｐ到Ｒｅｄｕｃｅ的数据传输量。

然而上述模型中数据的物理分布没有顾及空间邻

近性，因此，空间相邻的碎片需要跨节点或Ｒａｃｋ

合并，从而影响 ＭＲ本地化优势。

本文引入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填充曲线（ｈｔｔｐ：／／ｅｎ．

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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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Ｈｉｌｂｅｒｔ＿ｃｕｒｖｅ）描述影像分

块间的空间关系，将二维数据分布转换到一维空

间中，并在数据上载时以此序列指导数据的物理

分布，同时结合各节点处理性能进行负载均衡，直

接干预计算调度。如图３所示，分块为 Ｎｕｍ狓ｐａｒｔ

×Ｎｕｍ狔ｐａｒｔ的数据上载前可建立 Ｈｉｌｂｅｒｔ曲线

（ｌｏｇ
２ ｍａｘ Ｎｕｍ狓ｐａｒｔ，Ｎｕｍ狔ｐ（ ）（ ）ａｒｔ 阶），形成 Ｈｉｌ

ｂｅｒｔ排序数据块，并按以下方法上载至各节点（根

据§１．３．１，有Ｎｕｍｐａｒｔ≤ＡＮｕｍｍａｐ）。

图３　基于 Ｈｉｌｂｅｒｔ排序的数据上载优化

Ｆｉｇ．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ｔａＵｐｌｏａｄｉｎｇＢａｓｅｄ

ｏｎＨｉｌｂｅｒｔＣｕｒｖｅ

１）遍历每个 Ｒａｃｋ中节点上的可用 Ｍａｐ

Ｓｌｏｔ，将Ｈｉｌｂｅｒｔ曲线经过的数据块逐个上载至每

个 ＭａｐＳｌｏｔ中。

２）若当前Ｒａｃｋ已装满，则继续上载剩余数

据块至下一个Ｒａｃｋ，重复步骤１，直至所有数据

块上载完毕。

以上方法在保证数据量与计算能力匹配的同

时，也减少了从 Ｍａｐ到Ｒｅｄｕｃｅ阶段中数据跨节

点或Ｒａｃｋ的传输开销，使得ｓｈｕｆｆｌｅ时间复杂度

由犗 犕（ ）２ 降为 （ ）犗 犕 （犕 表示 Ｍａｐ任务数）。

２　实验分析

基于 Ｈａｄｏｏｐ０．２０．２建立分布式计算环境，

存储系统采用已集成 ＭＲ 本地化计算特性的

ＧＦａｒｍ２．５．７（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ｆａｒｍ．ａｐｇｒｉｄ．ｏｒｇ），利

用Ｊａｖａ和 ＧＤＡ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ｄａｌ．ｏｒｇ）开发

了实验原型系统。利用ＧＦａｒｍ支持ＰＯＳＩＸ的特

性，将分布式存储目录挂载为统一的本地文件系

统，然后基于Ｓｏｃｋｅｔ传输技术实现§１．３．２中指

定计算节点的数据传输。硬件环境为普通ＰＣ建

立的集群 （１Ｇｂ／ｓ理论网速，１０个计算节点，１个

管理节点，各节点配置两个双核２．０ＧＨｚＣＰＵ

和４ＧＢＲＡＭ）。每个计算节点配置２个 Ｍａｐ

Ｓｌｏｔ，１个ＲｅｄｕｃｅＳｌｏｔ。采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

２００５年飓风灾情Ｌａｎｄｓａｔ监测影像集为实验数

据，以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以及文献［９］提出的缓存切

片算法（称为ＢｏｔｔｏｍＵｐ）对比了本文方法（称为

ＯｐｔＭｅｔｈｏｄ）的总体性能，并测试了单项性能，切

片大小为２５６像素×２５６像素。

２．１　总体性能对比

执行两组实验，图４（ａ）为采用２倍递增量的

一组数据，测试对比三种方法（ＯｐｔＭｅｔｈｏｄ、Ａｒｃ

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和ＢｏｔｔｏｍＵｐ）在满节点平台上执行

７～１４层切片的时间开销；图４（ｂ）采用１．５ＧＢ

单景数据，测试随节点增加，三种方法执行前述处

理的时间开销。其中，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集群部署

于同一计算环境中，且所有数据预先上载至

ＧＦａｒｍ，所有测试执行３次取均值。

图４　三种缓存切片方法总体性能对比

Ｆｉｇ．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Ｔｉｌ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图４（ａ）显示，随数据量增加，ＢｏｔｔｏｍＵｐ开销

迅速增长，该算法从 Ｍａｐ端传输大量切片到Ｒｅ

ｄｕｃｅ端，造成较多网络及磁盘Ｉ／Ｏ 开销。由于

ＭＲ自身延迟，数据增长初期，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ｖｅｒ效率

明显较高，当数据量达到３８４ＭＢ，开始低于Ｏｐｔ

Ｍｅｔｈｏｄ。这是由于在低速环境下各节点的 Ａｒｃ

ＳＯＣ（ＡｒｃＧＩＳ Ｓｅｒｖｅｒ 服 务 进 程）同 时 访 问

ＧＦａｒｍ，造成较大的网络延迟，ＯｐｔＭｅｔｈｏｄ缓慢

增长，且性能最优。图４（ｂ）显示，随节点增长，

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扩展能力受到Ｉ／Ｏ限制，而 Ｏｐｔ

Ｍｅｔｈｏｄ逐渐发挥出本地化计算优势，在满节点时

的执行效率分别达到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的１．３倍和

ＢｏｔｔｏｍＵｐ的３．６倍。该实验验证了本文方法在

大数据量情况下具有较好的加速性能和可扩展

性。

图５测试在连续输入５景数据情况下（每景

数据量约１．５ＧＢ，输入速率为７５０ＭＢ／ｍｉｎ），

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以连续的单批处理任务模拟时

序数据处理）与ＯｐｔＭｅｔｈｏｄ（ＴＷ＝２ｍｉｎ）执行前

述处理时，各节点的平均ＣＰＵ利用率（包括Ｓｙｓ

ｔｅｍ、Ｕｓｅｒ和ＩＯｗａｉｔ）。结果显示，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

ｅｒ的ＣＰＵ利用率变化较大，出现“波峰”（数据切

片压力较大时域），负载不够均衡。而 ＯｐｔＭｅｔｈ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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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ｄ的资源动态分配和前后多个Ｊｏｂ交叠执行使

得其ＣＰＵ负载更为均衡，降低了处理延迟。以

上ＴＷ 值为人为调整值，实验同时考察了不同

ＴＷ大小对缓存切片的时间开销影响，具体如下：

分别调整ＴＷ 为０．５、１、２、３、４ｍｉｎ，测试数据接

收量至１０ＧＢ时，ＯｐｔＭｅｔｈｏｄ切片的执行时间分

别为１３５４、１２４０、１１８９、１２８５和１４１７ｓ。结果

显示，在ＴＷ＝２ｍｉｎ时，执行时间最少，在ＴＷ≥

３ｍｉｎ之后，逐渐增长，分析其原因为前后批次

Ｊｏｂ间的重叠率逐渐减少，未充分利用计算资源。

当ＴＷ 过小（≤１ｍｉｎ）时，将产生更多的小粒度

Ｊｏｂ，易导致软件调度开销增大。如何优化调整

ＴＷ，有效利用计算资源是下阶段重点研究的

内容。

图５　面向时序影像缓存计算的节点ＣＰＵ平均

利用率变化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ＰＵ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ｅ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ＩｍａｇｅＴｉｌｅｓ

２．２　单项性能测试

２．２．１　数据分块

为测试§１．３．１中划分数预估方法的有效

性，采用图５中ＴＷ＝２ｍｉｎ的测试为实验场景。

以三组固定数据量（３２、６４和１２８ＭＢ）的划分情

况做对比，记录每组的执行时间，并通过 Ｈａｄｏｏｐ

ｓｈｅｌｌ组件获取执行任务的ＪＶＭ 内存消耗，统计

Ｊｏｂ的平均内存利用率，如表１所示。结果显示，

１２８ＭＢ划分法的内存利用率最小。由于执行粒度

大，该方法在处理前期的资源利用率并不充分，后

期单个任务延迟较长，因此开销增大。３２ＭＢ划分

粒度过小，增大了线程管理与调度对内存和ＣＰＵ

的压力，执行效率也并不理想。６４ＭＢ划分开销最

接近预估法。但由于预估法可根据云中资源量实

现数据动态划分，对内存的利用也更加充分。

表１　预估分块法与固定分块法的性能对比

Ｔａｂ．１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Ｆｉｘｅｄ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３２ＭＢ ６４ＭＢ １２８ＭＢ 预估法

执行时间／ｓ １１９７ ９８５ １２５０ ９３０

总分块数／个 ２３８ １２０ ６０ １０９

Ｊｏｂ内存利用率／％ ６１．１ ５４．５ ４８．２ ５９．７

　　为了测试数据分块规则对切片性能的影响，

在无上述优化情况下，采用数据量为２．９ＧＢ的

影像 （剖分格网行列比为３／４）生成第１５级缓存

切片（分块总数为２０），记录２×１０、１０×２、５×４

和４×５四组分块的切片时间（包括划分开销Ｐａｒ

ｔｉｔｉｏｎ与上载开销、切片过程中的 Ｍａｐ／Ｓｈｕｆｆｌｅ／

Ｒｅｄｕｃｅ开销以及总开销）。其中，数据划分与上

载采用两个线程，轮流顺序读取数据块并上载至

相应节点测试三次取均值。图６显示，四组测试

中，划分（均值为３５ｓ）及上载开销 （均值为８８ｓ）

变化很小，说明在数据量一定的情况下，不同划分

法对划分与上载开销的影响差异不大。由于数据

量和并行度不变，四组方法的 Ｍａｐ开销均相差不

大。由上文可知，４×５划分法最接近此数据剖分

格网行列比，因而产生较少的碎片、传输量及Ｒｅ

ｄｕｃｅ任务量。结果也显示该法的Ｓｈｕｆｆｌｅ和Ｒｅ

ｄｕｃｅ阶段开销较小。相反，１０×２分块法产生了

大量的碎片面积，导致整体性能较低。理论上，若

切片级别提高１级，Ｍａｐ阶段的碎片面积也将提

高４倍，此时４×５划分法更能体现优化性能。

图６　不同数据格网分块情况下的执行时间对比

Ｆｉｇ．６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ａｔａ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ｉｄｓ

２．２．２　数据上载

基于上述分块机制，对同一实验数据生成第

１５级切片，测试数据上载方法对生成性能的影响

（优化前采用轮询法）。两组测试记录 Ｍａｐ、Ｓｈｕｆ

ｆｌｅ和Ｒｅｄｕｃｅ阶段任务数的变化情况，同时统计

Ｍａｐ阶段任务在云环境中的分布状况，如图７所

示。测试执行３次取均值。优化前，Ｍａｐ阶段有

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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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个跨节点的任务，１个跨Ｒａｃｋ任务；而优化后，

Ｍａｐ阶段只有２个跨节点任务，没有跨Ｒａｃｋ的

任务。这是由于优化后，各节点按 ＭａｐＳｌｏｔ数分

配数据块，实现较为均衡的负载，避免了部分跨节

点或Ｒａｃｋ的处理任务分配。此外，因为上载到

相同节点的数据块具有较好的空间邻近性，Ｍａｐ

阶段产生的碎片可在本地合并，从而输出碎片数

从２６５８４个减少到１８６９２个。图７显示，两组测

试中，优化后的 Ｍａｐ阶段时间开销显著减少，而

Ｓｈｕｆｆｌｅ阶段和 Ｒｅｄｕｃｅ阶段的任务量也明显降

低，总体开销也缩短了９５ｓ。

图７　数据上载优化前后 Ｍａｐ／Ｓｈｕｆｆｌｅ／Ｒｅｄｕｃｅ

任务数对比

Ｆｉｇ．７　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Ｍａｐ／Ｓｈｕｆｆｌｅ／Ｒｅｄｕｃ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ＤａｔａＵｐｌｏａｄｉｎｇ

３　结　语

针对当前高时空分辨率影像的缓存切片生成

效率较低的问题，本文利用云计算并行编程模式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聚集计算资源，提出一种在时序影

像持续抵达情况下的快速缓存切片方法，从而为

短周期获取影像的瓦片式 ＷＭＳ提供及时更新。

实验证明，该模型在低速网络环境和大数据量情

况下具有较好的扩展性能和加速性能。未来将研

究利用流式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以重叠 Ｍａｐ和Ｒｅｄｕｃｅ

阶段，进一步减少计算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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