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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交二值子空间的模板表示并行生成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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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 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苏 南京，210046 

 

摘  要：非正交二值子空间（Non-orthogonal binary subspace）是一种重要的图像模板表示方法，能够高效地进行

模板匹配。针对其生成过程耗时多难以实时应用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统一计算设备架构（CUDA）的非正交

二值子空间模板表示的快速并行生成算法。该算法将模板生成过程划分为三个步骤，并根据每个步骤数据处理的

特点，进行并行任务分解，极大地缩短了生成时间。批量处理实验表明，相比基于CPU生成相同的模板表示，算

法的速度提升了60~120倍。在应用于模板匹配时，该并行的模板表示生成算法能够很好的改进匹配效率。 

关键词 ：非正交二值子空间；哈尔基；匹配追踪；模板表示；模板匹配；统一计算设备架构 

 

A parallel algorithm for generating template representation based on 

Non-orthogonal Binary Subspace 

Yang Pei, Wu Gangshan, Yang Yang, Ren Tongwei 

State Key Laboratory for Novel Software Techn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46, China 

 

Abstract:  NBS (Non-orthogonal Binary Subspace) is an essential image representation method, whose major 

advantage is to support high-efficiency image matching. However, generating NBS is itself time-consuming which makes 

the method difficult to be applied in real-time applications. In this paper, a parallel template-generating algorithm based 

on CUDA (Compute Unified Device Architecture) is proposed. The generating procedures are divided into 3 phases in 

our approach. For each phase, paralleled task distribution is used to fully utilize the capability of GPU. Experiment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our algorithm achieves 60-120 times speed-up, compared to the same template generating task on 

CPU. Additionally, we apply our algorithm on the template matching problem, and observ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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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模板匹配
[1-3]

是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关键问题之

一，它已广泛应用于跟踪、识别和许多其他应用。

非 正 交 二 值 子 空 间 (Non-orthogonal binary 

subspace，以下简称 NBS)模板表示方法
 [3-7]

是一种

有别于传统方法并且能较快地进行图像多尺度匹

配的模板表示方法。它主要思路是将模板表示成由

较少数量的哈尔(Haar)二值特征基组成的一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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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组合。在进行模板匹配时，用这个哈尔基的线性

组合替代模板来进行处理。这种模板表示方法用于

图像模板比对时，借助预先计算的积分图像
[8]
，可

用几次简单的加法运算替代像素点之间的大部分

浮点乘法，从而大大提高了比对速度。NBS 模板表

示方法比较简单并且适应性强，因此它在图像领域

有很好的应用前景。但是，在结合 NBS模板表示进

行匹配前，必须先找到模板对应的哈尔基的线性组

合，由于模板对应的候选哈尔基的数目过于庞大，

找到合适的哈尔基的线性组合是很耗时的，这一方

面使得 NBS模板表示的生成不能进行实时处理，另

一方面在进行批量处理的时候，它的效率也是极低

的。在文献[5]中，作者提出了用匹配追踪算法

(Matching Pursuit，以下简称 MP
[9]
)替代优化的正

交 匹 配 追 踪 算 法  (Optimized Orthogonal 

Matching Pursuit，以下简称 OOMP
[10]

)，以提高生

成速度达到实时处理的目的，但是在大批量处理图

像数据时，却还是会耗费大量时间。 

针对 NBS模板表示生成耗时的缺点，提出一种

基于 NVIDIA 的统一计算设备架构 (Compute 

Unified Device Architecture, 以下简称 CUDA)

的快速的 NBS模板表示并行生成算法。计算设备选

择图形处理单元(Graphic Processing Unit，以下

简称 GPU)，一方面是能够减少 CPU的负担，让 CPU

能进行其余更多的操作，提高工作效率，另外一方

面也是由于 GPU本身特别适合处理图像，在图像处

理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分析了 NBS模板表示生成的

可并行性，并进一步分解该算法提出了快速的 NBS

模板表示并行生成算法。实验表明，该算法能够大

幅度提高 NBS模板表示的生成效率，平均耗时至少

能缩减到三十分之一左右。实验中与基于CPU的NBS

模板表示生成算法进行了对比，并对算法的实现细

节和实验结果进行了分析。 

文章其余部分组织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了 NBS

模板表示的生成算法及其应用背景，第三部分讨论

了 NBS模板表示的生成可并行性，第四部分阐述了

基于 CUDA 平台的 NBS 模板表示的并行生成架构，

第五部分，给出了实验结果以及算法的进一步分

析，第六部分总结。 

1   NBS 图像模板表示 

1.1   图像模板的哈尔基表示 

最近，哈尔基特征
[11-12]

渐渐成为一种比较流行

的图像特征。如公式(1)是哈尔基形式化的定义 。    

0 0 0 01, 1, 1
( , )

0,

u u u w v v v h
b u v

       
 
 其他

  

(1) 

式中 u0，v0 是矩形框的左上角坐标，w，h 分别为

宽和高，b(u, v)即为哈尔基对应的二值函数。 

对于一个模板图块 I，可以用哈尔基线性表示

为：I =c11+ c22+ c33+ c44+„，式中i 表示一

个哈尔基，ci是其对应的系数，如图 1所示。 

 

图1  模板的二值哈尔基的线性表示 

Fig.1  Linear representation of template by binary Haar-bases  

1.2   NBS 图像模板表示的生成 

生成 NBS图像模板表示就是要提取出一组合适

的哈尔基(假设选出的哈尔基数量为 K)及其对应系

数来描述一个给定的模板。NBS 模板表示的具体生

成过程如下：首先输入模板作为初始图像，然后进

行 K 次循环，每次循环找出一个最合适的基(以下

简称最优基)及其对应的系数，再用当前的图像减

去这个基及其系数重构的部分，相减得到的部分作

为新的图像(称之为剩余图像)，接着继续下次循

环，直到 K次循环执行结束，就选出了 K个哈尔基

和它们对应的系数。图 2所示是 NBS模板表示的生

成流程图。 

 

图2  NBS模板表示的生成算法流程 

Fig.2  Flow of generating NBS template representation 

由于图像模板对应的候选哈尔基数量非常

多，要找出这些合适的哈尔基，使得它们构成的线

性组合与模板相似度尽量高，这就需要一种策略来

寻找这些基，MP
[9]
算法就是其中一种算法。  

输入模板图

像作为初始

的剩余图像 

返回模板图

像的哈尔基

的线性表示 

找出一个最

优基作为新

的特征基 

求出足

够的基 
是 

 

否 

 

减去新选基

重构部分求

得剩余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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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算法最初是一种信号处理算法，它把一个信

号分解为一个线性的基的组合，这些基来源于一个

很大的基字典
[13]

。而 MP 算法就是用来从这个基字

典中循环地找出若干个比较合适的基，使得这些基

的线性表示尽量准确地重构原始信号。MP算法的具

体定义如下： 

定义信号分解如下：D=[b1,b2,„bN]为二值特征

基字典，对于模板 Y，经过 K 次循环筛选，选出了

K 个特征基为 Bk=[b1,b2,„bk]，这样可以用这 K 个

基来重构 Y 为 ( )
kBR Y 即：

1

( )
k

k

B i i

i

R Y c b


 。另外定义

每次循环后信号的剩余部分为 ( )
iBY R Y (式中 i 表

示第 i次循环，初始剩余部分即为 Y)。 

MP算法使用的是常规的贪心机制
[14]

，它通过 K

次循环，每次循环找出一个特征基，并且这个特征

基满足条件：信号剩余部分在这个选出来的基上的

投射能量最大，即满足： 

1
argmax | ( ), |

ii B
b D

b Y R Y b




            (2) 

并且 bi对应的系数 ci=
1
( ),

iBY R Y b


  。 

这样，基于 MP 的 NBS 模板表示的生成就是进

行 K次循环，每次循环找出与当前剩余部分点积绝

对值最大的基，并把它作为新的特征基然后继续下

次循环。此时图 2中第二个步骤找最优基就变为求

点积找绝对值最大的基，如图 3所示。 

 

图3  基于MP方法求最大点积找最优基 

Fig.3  Seek optimal base by figuring out maximum dot 

product based on MP 

1.3   NBS 模板表示用于匹配的优越性 

模板匹配主要用来研究某个特定图案位于整

个检测图像中的位置，它根据相似度来确定该特定

图案是否存在以及确切位置
[3]
。模板匹配过程中，

在匹配区域（一幅大图像）上逐次选取大小相同的

小图块，计算模板与小图块的距离，并根据距离值

度量相似性，最终以最相似位置为匹配点。在计算

距离时，很多常见的方法(比如 NCC，SSD 等
[4-5]

)都

是基于模板与图块的卷积。这些基于卷积算相似性

的方法简单有效，但是卷积的计算量很大，比如对

大小为 hw的模板，计算一次卷积就需要 hw次乘

法。而引入 NBS图像模板表示，将模板用少量哈尔

基线性表示出来，再利用预先计算出的原图像的积

分图像
[4,12,15]

(定义如公式(3)所示)，就可以将卷积

的大部分乘法运算转化为若干次的加/减操作。具

体示例如下： 

定义(i,j)为原图像坐标(i,j)处的像素，则

定义原图像(i,j)的积分图像int(i,j)如下: 

int 1 1
( , ) ( , )

i j

m n
f i j f m n

 
               (3) 

这样一个基与原图像的点积就由 hw次乘法计

算转化为三次加/减操作，其过程如下： 

int int

int int

( , ) ( , ) ( , 1)

( 1, ) ( 1, 1)

b r

i t j l

f i j f b r f b l

f t r f t l

 

   

   


   (4)                                   

式中 t，b，l，r 分别对应图 1 中哈尔基的白

色矩形区域的上下左右四个坐标。 

因此对于若干个哈尔基线性表示的图像模板，

计算它与目标区域的点积就可以转化为计算这几

个基与图像的点积，然后乘以系数求和。这样求点

积的计算量能大大减少，进而在匹配时将大大提高

计算速度。 

1.4   NBS 模板表示的缺陷 

由 1.3节可以看出 NBS模板表示用于匹配时，

速度是非常快的，然而对一个图像模板，找出其对

应的特征基的线性组合却是很耗时间的，这主要原

因就是模板对应的基字典是非常庞大的，例如，对

wh 的小图块，其基字典包含的候选基数目为

w(w+1)h(h+1)/4。如果在寻找特征基时采用

OOMP
[10]

算法，更是极为耗时。在[5]中作者提出使

用 MP 替代 OOMP，能提高了速度，但是在很多实际

应用中，是需要对大量的图块生成 NBS模板表示（比

如视频的逐帧匹配），这就需要进行批量处理，此

时 MP 方法仍然显得力不从心，它仍然会耗费大量

时间。 

利用积分图像

求所有基与剩

余图像的点积 

找出点积绝对

值最大的基作

为新的特征基 

求当前剩余

图像的积分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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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BS 模板表示生成算法可并行性

分析 

如图 2和图 3综合所示，输入一个模板图像，

基于 MP 的 NBS 模板表示的生成，采用求最大点积

的方法寻找出 K个最优基(如图 3所示)，然后输出

该模板的哈尔基的线性组合。 它的提取过程主要

是进行 K次循环，每个循环可以概括为三步：利用

积分图像求所有基与当前剩余图像的点积，然后找

出点积绝对值最大的基，最后找到新的基后更新剩

余图像对应的积分图像。对这三个步骤进行并行处

理改造，是提升 NBS模板表示生成算法效率的关键。 

1)求点积 

该过程中主要耗时的地方在于，每次循环时所

有的基都要进行求点积计算。虽然每个基的求点积

已经可以利用积分图像将计算复杂度降低到 3次加

/减运算，但是由于候选基数目庞大，时间开销还

是很大。 

考虑到每个基利用积分图像求点积，都是相同

的操作（即 3次加/减运算），所以可以最大限度地

并行化处理，例如共有 N个候选基，在完全并行的

理想情况下，可以将 Nt（t 是一个基求点积的时

间开销）的时间开销通过并行缩为 t（通常 N 的数

目至少是 10
4
以上）。在实际应用时，由于硬件资源

的限制，虽然无法做到完全并行，但是可以通过任

务并行分解方法，充分利用设备的并行能力。 

2)找点积绝对值最大的基 

在并行求出所有基的点积后，要找出绝对值最

大的，此时可以简化为在数组中找最大元素。为了

提高效率，在这一步也可以使用并行方法来提高速

度。 

3)更新积分图像 

更新积分图像就是更新积分图像中所有的像

素值，而每个像素的新值取决于更新前像素的值和

选取的特征基及其系数，所以像素之间是没有任何

影响的。因此对于一个像素个数为 M的图像，更新

积分图像可变为并行地更新 M 个像素的值。 

3   基于CUDA的NBS模板表示并行

生成算法设计 

3.1   算法总体架构 

基于 CUDA 进行算法设计时，需要充分考虑该

平台本身的特点，对于一个 CUDA 程序，它的执行

模型是将 CPU 作为主机端(Host)，GPU 作为设备端

（Device）。执行时，主机将相关的数据传给设备

的全局存储器，设备的执行模块从全局存储器中直

接读取数据，或者将数据拷贝进该模块的共享存储

器中以备用。因此设计 CUDA 程序时，就需要设计

好传输的数据。 

基于 CUDA 设计 NBS 模板表示的并行生成算法

时，主要需解决三个难点问题： 

1)负载平衡。负载平衡是并行设计的一个大难

题，算法的关键就是要把基字典中数量众多的候选

基均匀划分开来，分别进行处理。 

2)减少主机与设备的数据传输。大量的数据传

输会导致非常大的时间开销，将基字典预生成传给

设备，然后通过下标均匀划分，这样做虽然适合均

衡负载，但是却会导致过多的数据传输。 

3)减少全局存储器的访问。全局存储器的访问

也会导致很大的开销，不管是将基字典传给设备，

还是在全局存储器中先预生成基字典，都会造成频

繁的全局访问。 

在充分考虑上述几个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基于

MP 的 NBS模板表示并行生成算法的框架，如图 4所

示。 

 

 

 

图4  基于MP的NBS模板表示的并行生成流程 

Fig.4  Flow of parallel generation for NBS template 

representation based on 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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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程设计时，为了充分利用硬件的处理能

力，并且保证执行时的负载平衡，需采用对哈尔基

分类的方法，来将候选基均匀分配给各个线程进行

处理。而对于每个线程，为了减少数据的传输量和

全局存储的访问频次，则采用让线程自己生成所要

处理候选基的方法，这样就无需考虑候选基的存储

访问问题。 

3.2   哈尔基分类 

对哈尔基采用“四条线算法”的分类方法。对

任一个基，都视为四条直线即：x=x1, x=x2,y=y1,y=y2

相交形成的，在分类时可以固定几条直线，然后变

动另外剩余的直线，通过这种方法来将基分类。实

验中规定 x1和 x2均相同的为同一类别的基，此时对

hw 的模板，则共有 h(h+1)/2 种不同种类的基，

每个种类的基共有 w(w+1)/2 个。图 5是采用该基

分类方法的示例，其中(a)和(b)属于同一类基(标

记为 I)，而(c)则属于另外一类基(标记为 II)。 

 

 

(a) I类基           (b) I类基          (c) II类基 

图5  “四条线算法”划分基的示例 

Fig.5  Example of bases classification by the “four-line” 

algorithm.  

在处理时，每个线程可以利用自身编号计算出

一组 x1、x2，从而映射到一类基中。通过这种方法，

就可以将若干个线程作为一组，用这组线程来处理

一类基，因为每类基的数目都是相同的，所以可以

很好的做到负载平衡。 

3.3   基于基分类的模板表示并行生成实现 

对于提出的并行生成流程，在求取若干基的过

程中，每次循环都涉及到积分图像的运用，因此在

流程之初，需要初始化积分图像，即计算输入模板

对应的积分图像。根据文章[16]，可直接借用作者

在 CUDA 平台上求积分图像的并行扫描算法。具体

做法就是将模板先按行从左至右并行扫描累加，然

后再按列从上至下并行扫描累加，这样就很快得到

积分图像。 

接下来的步骤就是循环求取若干个特征基，对

获取一个特征基的过程，它的并行实现包括：并行

地求各基对应的点积值、并行找出最大点积和并行

更新积分图像。 

1)并行求点积值 

这一步是涉及到负载平衡的关键步骤，首先将

所有基按 3.2节的“四条线算法”划分成不同的种

类，然后对每类基分配若干线程去处理。在实验过

程中，有两种情况如下。 

(1)对单个图块（大小为 wh），直接为每一类

基分配一个 block（大小为 Sblock,编号为 Iblock），此

时每个 block 处理一类基,对应为（按四条线算法

划分）： 

x1 = Iblock / h 

x2 = Iblock % h 

在 block内部每个线程（编号为 Ithread）处理一个或

多个基，对应为： 

y1 = (i  Sblock + Ithread) / w 

y2 = (i  Sblock + Ithread) % w 

(2)对于批处理大量图块，为了降低复杂性，

一类基直接分配一个线程来处理，这样分配一个

block（大小为 Sblock）处理一个图块，多个 block

处理多个图块，此时 block 内每个线程（编号为

Ithread）处理一类基，对应为（按四条线算法划分）： 

x1 = (i  Sblock + Ithread) / h 

x2 = (i  Sblock + Ithread) % h 

y1, y2则执行循环遍历所有情形。 

在实验中，i 的取值从 0 开始，具体 i 取到多

少跟具体图块大小有关，执行时根据 w与 h大小自

动分配。 

2)并行找最大点积 

如流程图 4中所示，需多次寻找最大的点积（包

括局部最大点积和全局最大点积），即首先在每类

基中需要先找出本类基中点积最大的哈尔基，然后

综合再次求所有基中点积最大的哈尔基。考虑到只

要找出最大的那个点积，因此并不需要进行排序，

再结合 CUDA 大量轻线程并行的特点，引入锦标赛

排序的思想，即把每个点积分配给一个线程，将线

程两两进行比较并淘汰掉点积值较小的线程，直到

只剩下一个线程为止，此时该线程对应的点积即为

最大。 

 3)并行更新积分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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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算法如下：假设找出的第 k 个特征基为

a={xstart, ystart, w, h}，它对应的系数为 c，此时未

更新前的积分图像为 F，(x,y)表示坐标(x,y)处的

像素值，则可以如公式(5)更新积分图像。 

start start

start

start

( , ),

( , )
( , ) min( , ( ))

min( , ( )) ,

f x y x x y y

f x y
f x y h x x

w y y c

 




  
  

或

其他

     (5) 

每个像素点由一个线程来负责更新，这样可以

极大地并行更新。 

4   实验设计与结果分析 

为了测试 NBS模板表示并行生成的提速效果、

算法的正确性以及在实际应用时的性能改善，分别

设计了三个实验来进行验证。它们包括单纯的 NBS

模板表示生成实验，人脸匹配实验以及图像匹配实

验。 

4.1   NBS 模板表示并行生成实验 

为了测试 NBS模板表示并行生成的速度，如下

设计实验。考虑到单独生成一个小图块的 NBS模板

表示时速度非常快，时间开销测量不准确，所以设

计实验时，采用了大量处理求平均值的方法，来测

试 NBS模板表示并行生成的提速效果。另外对于很

多实际应用，是要对大量的小图块生成 NBS模板表

示的，比如进行视频匹配时，需要匹配很多帧，而

每帧都需要选取多个小图块，对这些小图块生成

NBS 模板表示。所以这个设计的实验也是满足实际

应用需求的。设计时共选取了 6种不同场景，每种

场景选取 1000 张图片进行实验，对每个图片提取

surf特征点
[17]

，并选取 10个特征点形成对应图块，

这样共计对 6100010个图块生成 NBS模板表示。

实验中，对每个图块采用 10、15、20、25、30、35、

40、50 个基分别进行重构。实验平台为 NVIDIA 

Tesla C2050 GPU，内建 448个 CUDA核心。操作系

统是 Windows 7，开发工具为 Visual Studio 2010 

+ OpenCV2.2。 

表 1列出的是分别选取 20个基和 30个基进行

重构时，不同大小的图块生成 NBS模板表示所需要

的平均时间开销。图 6所示是进一步分析出的实验

结果。 

表 1 不同大小图块并行生成 NBS 模板的平均时间开销 

Table 1  The average time cost of the NBS 

parallel-generate processing for different patch-size 

 Size GPU/s CPU/s Rate 

用

20

个基

重构 

2020 0.000479 0.029 60.54 

3030 0.001624 0.147 90.51 

4040 0.004608 0.457 99.18 

5050 0.009368 1.119 119.44 

6060 0.017694 2.279 128.80 

用

30

个基

重构 

2020 0.000724 0.044 60.77 

3030 0.002436 0.218 89.49 

4040 0.006862 0.683 99.53 

5050 0.014048 1.658 118.02 

6060 0.026594 3.421 128.63 

 

图 6  基大小和个数对算法提速效果的影响 

Fig.6 The effect of base size and num on the speed-up of the 

algorithm 

4.2   人脸匹配试验 

4.2.1   人脸匹配 

为了测试并行生成的 NBS模板表示的准确性，

设计了人脸匹配
[18]

的实验如下。总共选取 100张不

同的人物集体照，每张选取了 10 个人脸，分别用

非并行算法与并行算法生成 NBS 模板表示（30 个

基），然后在图像中匹配(如图 7 示例)，并且记录

匹配结果，如表 2所示。由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并

行生成的 NBS模板表示的准确性并没有下降。 

表 2  人脸匹配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face-matching 

 图像总数 人脸总数 正确匹配

数 

准确率/% 

并行 100 1000 716 71.6 

 非并行 100 1000 716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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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原始图像 

       
(b)人脸图块      (c)正确匹配          (d)实验匹配  

图7  人脸匹配实验  

Fig.7  Experiment of face-matching 

4.2.2   人脸的 NBS模板表示 

为了进一步了解并行生成的 NBS模板表示的准

确性，任取若干张人脸图块，对其基于 GPU 和 CPU

分别生成 NBS模板表示（这里选取了 30个基），将

两个不同平台上选取的特征基和特征基对应的系

数进行对比，得到的其中一组结果如图 8所示。 

                 

    (a)原图块      (b) CPU 上重构     (c)GPU 上重构 

  

(d) 基于 CPU 采用的基     (e)基于 GPU 采用的基 

图 8  人脸图像的 NBS 模板表示。 

Fig.8  The NBS template representation of the face patch 

实验结果显示，并行生成的 NBS模板表示使用

的基，与不是基于 CUDA 生成的 NBS 模板表示使用

的基是一样的，并且每个基对应的系数也都是相似

的。 

由上面这些实验可以很容易得出结论，即：提

出的基于 CUDA并行生成的 NBS模板表示是正确的。 

4.3   图像匹配实验 

为了测试 NBS模板表示的并行生成在实际应用

中的提速效果，测试过程中选取了图像处理中图像

匹配来进行实验。首先设定一组简单的匹配规则：

给定两幅图片，对其中一幅图像提取 surf特征点，

取 10 个特征点形成对应图块（这里取大小为

3535），然后将这 10 个图块用 4.1 节中的人脸匹

配方法，在另外一幅图像分别进行匹配，根据所有

的匹配结果判定两图像是否相似。  

基于上面的规则，共选取 6种不同场景，每种

场景选取 100张图片（大小为 650750）作为图库，

将这 600 个图像逐一取出与图库所有图像进行匹

配，记录平均匹配时间如表 3所示。其中 C-M和 G-M

分别表示基于 CPU和基于 GPU做一次图像匹配所需

的总时间，C-N和 G-N分别表示基于 CPU和基于 GPU

生成模板表示使用的时间。  

表 3  图像匹配的平均时间开销（采用 20 个基） 

Table 3  The average time cost of image matching(using 

20 bases) 

类别 C-M/s G-M/s C-N/s G-N/s 
C-N/C-M  

/% 

G-N/G-M  

/% 

人物 4.95 2.80 2.71 0.206 54.7 7.3 

动物 4.84 2.78 2.69 0.198 55.5 7.1 

室内 4.92 2.82 2.75 0.208 55.8 7.3 

户外 4.87 2.79 2.80 0.197 57.4 7.1 

风景 4.91 2.81 2.69 0.210 54.8 7.4 

建筑 4.79 2.80 2.74 0.200 57.2 7.1 

平均 4.89 2.79 2.72 0.199 55.6 7.1 

由于只是做一点简单的测试对比，所以图像匹

配的算法并未刻意极致优化，并且由于每次调用

GPU 时都是只简单处理 10个图块（没有进行大批量

的处理），所以模板表示的生成提速效果不是很明

显（大约 10倍多），然而，由表 3的数据可以很明

显看出， NBS模板表示生成在处理总时间开销中所

占的比例，很明显地降低了。并且在没有进行大规

模图像批处理的情况下，并行生成 NBS模板表示的

提速仍然让图像匹配所耗时间，减少了近 50%。在

图像匹配这一应用，并行生成 NBS模板的提速效果

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考虑进一步挖掘 NBS模板表示

并行生成算法大幅提速其它应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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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提出了一种基于 CUDA 平台的 NBS 图像模板表

示的快速并行生成算法，该算法充分运用 GPU的并

行计算能力，对于 NBS模板表示并行生成的主要三

个步骤，逐一分解成多个能够并行的子步骤，让 GPU

并行执行这些规模较小的子步骤，从而来缩减整个

提取过程所需的时间。实验测试平均性能达到了

CPU 实现的 60倍~120倍，NBS 图像模板表示的并行

生成算法在不少应用中可以发挥出很大的提速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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