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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合作
超算中心亮相西门子 PLM2017 用户大会
2017 年 3 月 1 日，Siemens PLM Software 2017 用户大会在
武汉洲际酒店会议中心召开。本次用户大会吸引了来自 32 个省市、
超过 4000 名观众、150 余个合作伙伴，以及 18 家产业链伙伴赞助商、
29 家渠道伙伴赞助商参与。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受邀参加了此次
大会。
此 次 用 户 大 会 将 围 绕 “ 成 就 创 新 ， 引 领 卓 越 （ Realize
Innovation）”这一主题，为用户及合作伙伴搭建深入探讨和交流的
平台，分享具有前瞻性的解决方案和用户经典案例。同时开设数场技
术分论坛，涵盖汽车、航空航天、国防、造船、高科技制造等重点行
业。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在此次大会上惊艳亮相，与参展企业和参
会嘉宾交流探讨，分享世界第一的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的
最新应用成果，重点展示了中心在先进制造领域开展的成功案例，以
及在助力企业实现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此次推介会，加强了中心在智能制造行业的对外影响力，为制造
行业提供最新的数字化、信息化技术平台。通过此次大会，中心将继
续在先进制造领域开展技术研发工作，助力、开拓中国企业信息化、
工业 4.0 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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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带队访问中心并做学术交流
2017 年 3 月 2 日，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第二批“千
人计划”引进人才林海清及其精英团队赴超算中心参观并座谈交流。
中心主任杨广文、副主任黄建国、中心副主任兼技术研发部经理付昊
桓、应用支持组主管刘钊、行政部办公室主任吴吉明等人参加了此次
会议。
超算中心主任杨广文向各位专家介绍了中心建设历程、运行机制、
机器性能特点、应用成果等情况。他表示目前中心在满足国家重大需
求的同时，也在创新人才引进机制，聚集高性能计算人才，大胆探索
商业化运作模式，开拓超算应用市场。
林主任详尽地介绍了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的背景、机构设置、
科研成果、论文发表情况、国内外合作交流情况。参会的各位专家分
别介绍了他们在材料与能源、量子物理、量子力学、生物医药、应用
与计算数学等领域的科研成果。林主任一行还就建立联合实验室、项
目申报、人才引进和管理等方面与中心领导做了深入的讨论。双方就
合作方向、具体形式等相关问题交换了意见，初步达成了共识，并对
目前双方合作的进展及下一步工作思路进行了梳理。
此次会议的召开，从编程模型、并行程序编译、计算和访存、超
算应用等多个方面分享了科研成果和专业经验，增进了双方的交流与
合作，为今后深层次的合作交流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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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三集团高层赴中心展开合作交流
2017 年 3 月 7 日，清华紫光集团旗下新 IT 解决方案企业新华三
集团高层赴超算中心参观交流。新华三集团总裁兼 CEO 于英涛、新
华三集团副总裁兼云计算产品线总裁吴健、副总裁兼服务器产品线研
发总裁朱生宏、IT 产品线研发副总裁乐识非、江苏代表处代表全良影、
无锡代表处代表孙敏军、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主任杨广文、副主任
付昊桓、总工殷红武等人出席了此次交流会。
中心副主任付昊桓向大家介绍了中心基本概况以及“神威·太湖
之光”机器的技术特点与应用情况。中心总工殷红武做了《申威众核
产业化的设想》报告，详细阐述了国产芯片“申威 26010”技术特点
和参数。会上双方就面向特定应用领域，基于国产众核芯片计算集群
小型化、合作方式、运作模式以及下一步实施计划进行了详细探讨。
新华三集团总裁兼 CEO 于英涛表示希望能与超算中心展开深度合作，
整合资源，充分发挥双方在技术和产业的互补优势，携手努力，以市
场为导向，精心谋划产业发展，倾力营造产业生态，扎实推进合作项
目落地。
此次会议的召开，为双方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信息和技术交流平台，
为进一步推动新华三集团与超算中心在超算产业化方面的合作打下
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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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田纳西大学教授 Jack Dongarra 来中心开展学术报告
2017 年 3 月 8 日，应中心邀请，高性能计算知名学者、美国田
纳西大学教授 Jack Dongarra 来中心做学术报告。中心副主任付昊桓、
以及技术研发部工程师共计二十余人参加了此次报告会。
Jack Dongarra 教授就当前超算进展与未来挑战做了精彩报告，
详细阐述了在并行计算的理论模型、并行与分布式算法、网络互连、
软件设计等方面的关键问题。与会人员围绕 Jack Dongarra 教授的报
告展开了讨论，并围绕并行线性代数、数据分布方法、自动优化、基
于任务的并行化方法等技术内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此次学术报告会，
加强了学术交流，为中心研发人员在相关领域拓展视野、了解和开展
相关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Jack Dongarra 教授受聘于田纳西大学、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和曼
彻斯特大学。他专攻线性代数中的数值算法、并行计算以及高级计算
机架构、编程方法和并行计算机工具的使用。 他于 2004 年获得 IEEE
Sid Fernbach 奖;2008 年，他成为第一个可扩展计算卓越奖的获得者;
2010 年，他成为 SIAM 超级计算职业成就奖的第一个获得者; 2011 年，
他获得了 IEEE Charles Babbage 奖; 并于 2013 年获得 ACM / IEEE
肯尼迪奖。他是 AAAS、ACM、IEEE 和 SIAM 的成员，同时也是俄罗斯
科学院的外国成员以及美国国家工程院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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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鑫北斗集团赴中心座谈交流
2017 年 3 月 8 日，江苏华鑫北斗集团领导赴超算中心参观，并
与中心领导进行了交流洽谈，商讨合作事宜。中心主任杨广文、中心
副主任黄建国负责了接待工作并主持了合作交流会。
华鑫北斗集团董事长张建民向中心领导介绍了北斗+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的商业模式，详细阐述了北斗集团在车船物流网、网约车监
控平台、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养老等方面开展的业务情况。中心主任杨
广文向来宾介绍了中心在数据分析、计算存储方面的优势。杨广文主
任表示华鑫北斗集团可借助中心强大的计算能力升级核心业务，紧紧
抓住物联网、智慧城市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
此次会议的召开，加深了相互了解和信任，为中心拓宽了应用领
域，双方就下一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达成共识，计划在智慧医疗、可
穿戴设备、大数据分析方面展开合作。

无锡超算成功举办 2017 年国际大数据与 E 级计算研讨会
2017 年 3 月 9 日，由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承办的“2017 年国
际 大 数 据 与 E 级 计 算 研 讨 会 ” (Workshop on Big Data and
Extreme-scale Computing, BDEC)顺利开幕。这是我国首次在高性能
计算领域举办的顶级专业研讨会。
会议邀请到来自中国、美国、欧盟及日本的众多超算以及大数据
领域知名专家与学者参会。与会中国嘉宾包括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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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届副主席陈左宁院士，国家“863 计划高性能计
算机及其核心软件”重大专项总体组组长、中山大学数据科学与计算
机学院院长钱德沛教授等 20 余人。国外专家包括美国田纳西大学教
授、国际高性能计算权威学者 Jack Dongarra, 美国超级计算应用中
心主任、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教授 William Gropp，法国亚眠大学
教授 Mark Asch，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 CSCS 研究所主任 Thomas
Schulthess，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教授 Satoshi Matsuoka 等 50 余人。
此次会议旨在给各国科学家提供一个讨论平台，探索大数据对超
算系统带来的新的挑战，同时探讨如何调整各自国家未来的超算发展
战略来适应这一重大变化，并实现大数据与超算系统的深度融合。研
讨会采取闭门磋商的形式，通过为期两天的学术报告、讨论等重要活
动，最终形成面向国际研究与应用的未来 E 级计算和大数据科技发展
规划纲要性文件。
此次 BDEC 研讨会首次落户中国，充分体现我国在超算领域所取
得的成果已广泛得到国际领域专家的认可与肯定。借助本次研讨会，
中心将进一步推进“神威·太湖之光”计算机系统在大数据领域取
得更好的应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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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工作
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接待参观调研单位列表
时间

参观调研单位人员

2017 年 3 月 1 日

无锡科技学院一行三十人

2017 年 3 月 2 日

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一行八人

2017 年 3 月 4 日

南京知识产权局一行十二人

2017 年 3 月 4 日

无锡小记者站一行二十五人

2017 年 3 月 7 日

新华三集团一行六人

2017 年 3 月 7 日

江南大学一行十五人

2017 年 3 月 8 日

福建电网一行三十人

2017 年 3 月 8 日

江苏华鑫北斗集团一行八人

2017 年 3 月 8 日

Jack Dongarra 教授一行八人

2017 年 3 月 9 日

BDEC 会议参会专家一行三十人

2017 年 3 月 14 日

中国石化油田部一行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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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进展
中心近期技术研发工作进展情况
为推进超算中心“神威·太湖之光”计算机系统更好的应用，中
心研发团队各尽其职、加强紧密合作，近期技术研发工作取得了一些
标志性的进展：
（一）在气候变化领域，基于松耦合的众核版全球高分大气模式
GB 项目开始进行最后性能调优工作。中心正在对目前优化版本进行
全方位性能测试，包括全模式持续性能、全模式计算量、数据读写量、
进程通信量、计算访存比等，利用神威系统底层 athread 优化接口对
模式进行进一步优化，结合系统架构对通信访存等进行最后优化，并
计划于 3 月下旬实现全机并行测试。
（二）在石油勘探领域，超算中心与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合作进行
的大地震项目正在稳步推进。目前该项目有了阶段性的进步，拥有了
一份可以在神威架构主核上运行的分布式版本，从核上也已经进行了
新一个策略的优化。接下来将进行主核与从核的结合、整体程序拓展
性的测试以及唐山大地震算例的创建。
（三）在深度学习领域，中心继续推进神经网络框架的移植工作。
针对神威上某些重要软件缺失的状况，手动完成了相关功能的实现。
目前可以完成软件原型的初步验证，正在着手实现原有全部功能。同
时，中心正稳步推进和北邮团队围棋 AI 的开发工作，目前完成了神
威分布式环境的搭建和增强学习模块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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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先进制造领域，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集团与中心第
一个合作项目“并行可视化项目”已经展开，双方就需求和技术方案
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为应对大型计算程序优化，中心研发人员
在程序分析和追踪工具方面展开广泛的调研和大量实验，在商用辅助
系统上部署了若干开源分析工具，如 TAU、HPCToolkit、valgrind、
gperftools 等；为搭建完整大规模 CFD 计算生态，中心研发人员在
大规模网格分布式并行生成方面展开了广泛调研和实验，在商用辅助
系统上移植了 PMESH、Netgen、OpenCascade 等开源网格、图形工具
和库，积累了大量经验。
（五）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联合实验室开展的主要工作：
(1)完成了 Matlab 版本基于三维算子库的 pom2k 模式封装工作，
主程序已经实现“代码即方程”的效果。并且正在构建基于表达式的
算子库框架，已完成一个演示版本，该版本包含表达式构建、初步优
化、递归求解以及调用 PETSC 进行稠密矩阵的计算。
(3)设计一个新的异步 I/O 库，初步实现了异步 I/O 的功能，并
且 I/O 库性能测试的结果显示满足其基本的性能要求。
(4)开展 POM 模式边界更新方案重构的工作,通过大量的实验模
拟与调研论证，探究在 POM 模式中添加非静力方案的可行性。
(5)整理 OMIP 实验所需要的数据,调试 canuto 与 S05 网格的不兼
容问题, 整理 DECK 实验所需的输入输出。
(6)开展地球超级计算模拟支撑与管理系统的相关模块文档撰写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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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近期应用工作进展情况
为推进超算中心“神威·太湖之光”计算机系统更好的应用，中
心应用支持团队各尽其职、加强紧密合作，近期应用工作取得了一些
标志性的进展：
（一）继续对马里兰大学开发的 CWRF 气候模式进行移植和优化。
对代码中的热点函数进行定位和分析，使用合适的众核优化方法对计
算热点进行加速，绝大部分热点函数的计算性能提高了 3 到 5 倍以上，
有效缩短了计算时间，对提高预报程序的时效性有重要意义。未来中
心将基于在“神威·太湖之光”上的 CWRF 优化成果与国家气象局气
候中心开展深入合作，建立全国气候预报业务流程。
(二)支持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开展二氧化碳电催化还原中的中
间体及机理研究。通过 DFT 计算来研究二氧化碳还原。DFT 计算化学
起源于量子力学，经过多年理论、数学和计算机的快速发展，已逐渐
成为当今化学、材料、物理等方面最热门、最前沿的领域之一。其优
点在于它的计算量和精度可任意调整，并且应用领域也越来越广泛。
而二氧化碳还原的机理复杂，在一个相对很窄的电势范围内，有多种
产物产生，使用 DFT 计算来研究该反应，能够更有效、更直观地得到
其内在的反应机理。
（三）继续开展中国国家气象局气候模式 BCC_AGCM 的众核优化
工作，使用 OpenACC 众核编程工具对程序核心计算部分进行优化，大
部分核心计算程序达到了 5 倍以上的加速效果，有效减少了程序运行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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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心与无锡康明斯涡轮增压技术有限公司开展合作，支持
其涡轮增压器研发工作。无锡康明斯涡轮增压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
Holset（霍尔塞特）涡轮增压器已成为汽车行业世界著名的涡轮增压
器品牌。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与锡康明斯涡轮增压技术有限公司的
合作将结合双方在各自研究领域的优势，加速涡轮增压技术的研发进
程。

近期资源使用情况统计
2017 年 2 月份，“神威·太湖之光”的国产高速计算系统资源
利用率达到 37.49%；商用辅助计算系统资源利用率达到 7.5%。具体
使用情况如下表：

用户单位

占用机时（核组小时）

资源类型

清华大学

37405.44

国产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816618.63

国产

应用组

58815.16

国产

清华大学物理系

4140812.25

国产

清华大学地学中心

13872010.00

国产

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联合实验室

1735686.13

国产

湖南大学

305.85

国产

中心研发部

192068.75

国产

北京大学

2562.40

国产

上海交通大学

688.95

国产

中心研发部

228572.78

国产

国家计算流体力学实验室

11154408.00

国产

中心应用组

2016.48

国产

ASC 大赛

160197.21

国产

江南大学

33838.21

国产

无锡飞谱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34497.69

国产

清华大学

590.81

国产

北京师范大学

792460.44

国产

1580.54

国产

国家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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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景能源

4695826.50

国产

江南大学

142481.56

国产

中科院超级计算中心

1014997.94

国产

中科院软件所
CWRF

155500.80

国产

133055.94

国产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64511.97

国产

华南理工大学

416136.03

国产

安徽师范大学

1949.26

国产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40.36

国产

浙江大学

15953.60

国产

无锡亿算科技

509369.97

国产

中船重工 702 所

459617.63

国产

用户单位

占用机时（核组小时）

资源类型

江南大学

6571.93

商用

中心研发部

87451.2

商用

清华大学

118121.08

商用

清华大学地学中心

1731.73

商用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

238043.70

商用

无锡亿算科技

30938.59

商用

无锡飞谱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421.42

商用

中船重工 702 所

28135.58

商用

南京大学

3224.71

商用

南京理工大学

15407.75

商用

应用组

500.65

商用

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联合实验室

342611.13

商用

国家气候中心

97980.20

商用

香港中文大学

689.15

商用

远景能源

571.06

商用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378.85

商用

无锡三角洲计算机辅助工程有限公司

13708.8

商用

江森自控空调冷冻设备有限公司

13708.8

商用

江苏省工业微生物研究所

41126.4

商用

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

329011.2

商用

同济大学

13708.8

商用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3708.8

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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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戈登·贝尔”奖应用课题组织情况
继 2016 年我国 29 年来首次获得高性能计算应用最高奖——“戈
登·贝尔”奖，大大激发了我国从事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人员的积极
性和工作热情，为进一步提升我国高性能计算应用水平，推广“神
威·太湖之光”计算机系统的应用，中心积极组织 2017 年参与“戈
登·贝尔”课题申报的单位和团队，此次组织的课题涉及 7 大应用领
域 8 个课题，分别是大气、量子、材料、天文、图、大地震、生物信
息。参与单位包括清华大学、中科院、中科大、北京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在内的 18 家，申报截止日期为 4 月 15 日。
具体课题如下表：
序
号

课题名称

1

基于松耦合的众核版高分辨率全球大气
模式

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2

基于张量网格的量子多体问题研究

中科大（物理学院、计算机学院）、
中科院软件所

3

低维纳米材料热力学性质的大规模分子
动力学模拟

中科院过程所、解放军信息工程大
学、北京大学

4

大规模并行图计算应用

清华大学、搜狗公司、数学工程与
先进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

5

大地震模拟

超算中心、美国南加州地震中心、
南方科学技术大学

6

大规模生物大分子高精度重构

清华大学计算机、生命科学院、无
锡超算

7

超万亿粒子的宇宙学数值模拟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国家天文台

8

stencil 的自动调优库（入围 16 年 GB 奖）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超算中心

参加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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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动态
NVIDIA 携手微软、Ingrasys 共同研制超级 GPU 加速器 HGX-1
（来源：Inside HPC）

2017 年 3 月 8 日，NVIDIA 公司联合微软和 Ingrasys (Ingrasys
下属于日本富士康公司) 宣布将人工智能运用到下一代云工作中。
Open Compute Project (OCP)计划最早是由 Facebook 发起的开
放计算项目，它旨在将开放源代码的优势广泛应用于硬件，并加速以
数据中心为主和相关的创新步伐。除了 Facebook、微软、因特尔等
公司也参加入了 OCP。最近 NVIDIA 也宣布加入 OCP 开发计划，与微
软和 Ingrasys 一起合作推出新的超大规模 GPU 加速器--HGX-1。
与之前的 DGX-1 相比，每个 HGX-1 机箱使用 8 块 Tesla P100 GPU
加速卡，并采用了 NVIDIA NVLink 高速互联技术、PCI-E 标准的全新
教化设计以及可以让 CPU 动态连接任意数量的 GPU。相比传统的 CPU
服务器，GPU 服务器可以提升 100 倍的深度学习性能，将人工智能培
训成本降低到 20%，人工智能推理成本降低到 10%。由此，全新 HGX-1
超大规模 GPU 加速器将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提供更快速的人工智能
发展路径。
正如 20 多年前 ATX 技术对个人电脑主板带来了深刻影响，HGX-1
对于云端人工智能工作负载而言也将意义深远。这套全新架构旨在满
足云计算在自动驾驶、个性化医疗、超人类语音识别、数据和视频分
析以及分子模拟等领域的爆炸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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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IDIA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人工智能是一
种新的计算模式，因而需要一种新的架构。就像 ATX 标准实现了个人
电脑的广泛普及一样，HGX-1 超大规模 GPU 加速器也将进一步普及人
工智能云计算。它将帮助云服务提供商们轻松采用 NVIDIA GPU，满
足人们对人工智能计算的需求。”
微 软 Azure 硬 件 基 础 设 施 部 门 总 经 理 和 知 名 工 程 师
KushagraVaid 表示：“HGX-1 人工智能加速器能够实现卓越的性能扩
展，从而满足快速增长的机器学习工作负载。此外，独特的设计还使
其能更轻松地部署到全球现有的数据中心。HGX-1 可以灵活地服务全
球各个数据中心，为现有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提供快速、简便的人工智
能发展路径。”
对于全球数千家投资人工智能，采用人工智能方法的企业和初创
公司而言，HGX-1 架构将自云端提供前所未有的可配置性和高性能。
最后，NVIDIA 公司表示在未来将继续与微软、Ingrasys 和其他
OCP 成员保持合作，促进发展面向云服务提供商和其他数据中心客户
的人工智能计算平台。

无锡举办超算顶级研讨会

专家建议补软件短板

（来源：人民网）

人民网南京 3 月 10 日电 （记者王伟健）“即使我国的超级计算
机已连续多次获得世界冠军，也在 2016 年荣获世界高性能计算应用
最高奖——戈登贝尔奖，但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在应用软件方面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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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较大差距，这是我们下一步发展的重点。”3 月 9 日，国家超级
计算无锡中心主任杨广文在 2017 年国际大数据与 E 级计算研讨会
(Workshop on Big Data and Extreme-scale Computing, BDEC)上这
样表示。
在江苏无锡蠡园经济开发区举办的本次研讨会，是国际高性能计
算顶级专业研讨会首次在我国举办。国际大数据与 E 级计算研讨会的
举行，为各国科学家提供了一个讨论平台，探索大数据对超算系统带
来的新的挑战，探讨如何调整各自国家未来的超级计算发展战略以适
应这一重大变化，并实现大数据与超算系统的深度融合。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届副主席陈左宁院士，
国家“863 计划高性能计算机及其核心软件”重大专项总体组组长、
中山大学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院长钱德沛教授，美国田纳西大学教
授、国际高性能计算权威学者 Jack Dongarra, 美国超级计算应用中
心主任、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教授 William Gropp 等 70 余名超级
计算以及大数据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会。
法国亚眠大学教授 Mark Asch 介绍，当前，中国、美国、欧盟、
日本等在超级计算领域具有领先水平的国家与地区都在积极推进百
亿亿次（E 级）计算机的研制，一旦成功，超级计算将进入一个新的
量级，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E 级计算也被誉为超级计算领域下一颗‘皇冠上的明珠’，它
关系着我国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后劲，也会影响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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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所以，世界各国竞争都很激烈。”钱德沛说，但我国在超级计算
机的研发经费和应用软件上，仍和外国有差距。
对此，钱德沛建议，国家要为超级计算制定长期稳定的发展计划，
为超级计算机提供更多经费保障，同时开发更多应用软件，建立我国
高性能计算机的应用环境。
目前，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依托我国首台全自主可控的十亿亿
次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提供的强大计算能力，已在工业制
造、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多个重要领域取得多
项重大应用成果。

------------------------------------------------------报送：市政府黄钦副市长、市超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区委袁飞书记、区政府办公室、区科技局

-------------

抄报： 开发区书记主任--------------------------------- 签发：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杨广文

---------------- --共印 4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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