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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合作
新加坡前国会议员 Penny Low 赴我中心座谈交流
2017 年 2 月 14 日，新加坡前国会议员 Penny Low 在省产业技术
研究院郑婷婷和光杨其的陪同下到访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并与中
心领导进行了座谈。
座谈会上，中心副主任付昊桓向 Penny Low 女士介绍了“神威·太
湖之光”面向全球变化研究、先进制造、生命科学、大数据分析这四
大应用方向，详细阐述了目前中心在农业、风能行业、石油及天然气
勘探领域、制药行业、气候及气象领域、动漫行业开展的多项业务。
随后，中心主任杨广文与 Penny Low 女士围绕物联网、ICT、一
带一路、超算产业化、精准医疗、气象领域对高性能计算的需求展开
深入交流。Penny Low 女士向杨主任介绍了新加坡“智慧国”计划以
及目前在医疗领域开发的综合医疗信息平台，希望在数据收集存储、
连接和分析上与中心寻求合作，推进高性能计算与大数据、物联网的
融合发展，利用科技来改变人民生活方式提高生活水平。
Penny Low 女士 2007 年获得耶鲁大学世界学者称号，是世界经
济论坛下属的全球年轻领导者论坛的创始人之一，同时还是新加坡史
上最年轻的女国会议员。Penny Low 女士联合其他新加坡各界精英创
办的达沃斯峰会新亚洲领袖，是推动新加坡社会创新的领导组织，致
力于培养发展社会企业家精神和思想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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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Thomson 教授来我中心开展学术报告
2017 年 2 月 14 日，应中心邀请，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的 John
Thomson 教授来我中心做了关于自动系统优化的精彩报告。中心总经
理助理甘霖博士、应用支持组主管刘钊、深度学习组主管赵文来以及
研发部各骨干都参加了此次报告会。
报告会上，John Thomson 教授做了题为“Automatic Systems
Optimisation – How Computers Are Too Complex to Understand”
的报告。John Thomson 教授与大家讨论了目前基于可重构加速器件
的新型体系架构的优势和机遇，以及在现有硬件架构与规模愈发复杂
的情况下，如何利用机器学习方法与经验模型设计更好的编译与优化
方法。
John Thomson 教授博士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现任英国圣安德鲁
斯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讲师(助理教授)和研究生教学主任。他以前的
工作主要是应用机器学习方法来完成编译器优化和代码生成、异构系
统、视频压缩等方面。其成果发表在包括 ACM ICML, ACM/IEEE CGO,
Euro-Par 和 ACM MM 等顶级会议。并且 John Thomson 教授一直是顶
级会议的审稿人，包括 IEEE IPDPS，HiPEAC 和包括 ACM TACO 在内的
期刊。

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赴中心商讨合作事宜
2017 年 2 月 15 日，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赴我
中心参观并召开对接会，商讨合作事宜。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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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曾海军、总工程师张卫善、部长谢永波、CFD 高
级专家王辰、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主任杨广文、副主任付昊桓、CFD
工程师任虎、应用工程师顾寒锋、办公室主任吴吉明、推广培训主管
王琼参加了会议。
中心主任致欢迎词并介绍了超算中心的 CAE 团队，提出在发动机
仿真、人才建设、建立联合实验室等方面的合作意向。超算中心 CFD
工程师任虎围绕航发模拟器与超级计算作了详细介绍，重点分享了中
心目前部署的 CFD 相关软件以及中心开展的 CFD 应用案例。随后，双
方就未来在航空发动机仿真技术研究方面交换了意见，并对合作计划
的下一步开展作了详细部署。
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为双方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信息和技术交流
平台，对相关的合作方式、任务分工、人员配备进行了初步探讨，进
一步拓展了双方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为下一步战略合作的成功开展奠
定了基础。

世界大学生超算大赛在郑州启幕
2017 年 2 月 16 日，2017 ASC 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
（ASC17）
开幕式在郑州大学成功举行。ASC17 超算大赛由亚洲超算协会、郑州
大学、国家超算无锡中心、浪潮集团合作举办。ASC 发起人、中国工
程院院士、浪潮集团首席科学家王恩东，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主任
杨广文等人出席了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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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文主任在开幕式上表示此次“神威•太湖之光”作为竞赛平
台，一方面会让每一位参赛队员亲身感受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魅
力，让更多年轻大学生接触到领先的超算系统，促进超算青年人才的
培养，另一方面也会通过竞赛交流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在超级
计算机领域领先的自主设计能力。
ASC 世界大学生超算竞赛是由中国发起组织，并得到亚洲及欧美
相关专家和机构支持，旨在通过大赛平台推动各国及地区间超算青年
人才交流和培养，提升超算应用水平和研发能力，发挥超算的科技驱
动力，促进科技与产业创新。

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宋连春一行赴中心商讨合作事宜
2017 年 2 月 27 日，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宋连春一行赴我中心交流
座谈，商讨合作事宜。中心主任杨广文、中心总工殷红武、北京师范
大学王兰宁教授、清华大学薛巍教授、应用支持组主管刘钊、系统管
理组主管席慷杰、推广培训主管王琼、行政部办公室主任吴吉明等人
出席了会议。
此次会议围绕气象一体化平台部署、CWRF 模式优化、计算正确
性验证、技术可行性方案等内容展开详细探讨，宋连春主任介绍了
CWRF 模式在美国气候模拟和预测中取得的良好应用效果，以及 CWRF
模式在中国区域的初步模拟结果，并表示希望与中心在精细化区域气
候预测、空气实时监测、污染物扩散模拟等方面拓宽合作领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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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赢发展。随后，双方团队就未来在气象平台一体化方面的合作交换
意见，达成共识。
本次会议深入讨论了气象领域对高性能计算的需求、应用现状、
存在的关键问题、关键技术及发展趋势，同时为双方拓展合作领域、
创新合作形式提供了有利契机，大大推动了中心在气候气象领域的研
究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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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工作
无锡市第十四届市政协港澳委员们赴我中心视察
2017 年 2 月 16 日，无锡市第十四届市政协 13 名港澳委员赴我
中心参观视察，中心行政部办公室主任吴吉明负责了接待工作。
吴主任首先带领委员们参观了中心科普展厅，详细讲解了中心建
设历程、中心机房楼层布局设计、业务方向以及中心应用案例。随后
又邀请委员们观看了“神威·太湖之光”宣传片，并实地参观了“神
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在参观过程中，吴主任为委员们详细介
绍了“神威·太湖之光”主机系统、芯片、操作系统及水冷等核心技
术。
参观完之后，吴主任向大家介绍了“神威·太湖之光”连续两届
在 TOP500 大赛上荣膺世界冠军。并获得了高性能计算应用最高奖“戈
登贝尔”奖。港澳委员们对此表示了高度赞赏，并就我国在高科技领
域的发展表示了殷切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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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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6 日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一行八人

2017 年 1 月 17 日

无锡市环保局一行四人

2017 年 1 月 21 日

锡师附小一行五十人

2017 年 2 月 6 日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行三人

2017 年 2 月 8 日

中国移动一行十二人

2017 年 2 月 8 日

天一中学一行三十人

2017 年 2 月 13 日

省委组织部一行八人

2017 年 2 月 14 日

省产研院一行四人

2017 年 2 月 14 日

苏州清华研究院一行六人

2017 年 2 月 15 日

因特尔集团一行三人

2017 年 2 月 16 日

无锡市第十四届市政协港澳委员一行十八人

2017 年 2 月 16 日

上海核电办公室一行六人

2017 年 2 月 24 日

江苏医博云科技有限公司一行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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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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与美国大气研究中心合作进行基于
神威异构众核的全球高分大气模式 SE 动力框架优化加速工作。该动
力框架是目前大气领域科研机构核心引擎之一。通过神威异构众核加
速，动力框架局部获得 8 至 20 倍加速效果，整体获得 2 至 3 倍性能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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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地震项目已经进入正式开始阶段，项目参与单位和个人包括国家
超级计算无锡中心、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的陈晓非院士，
清华大学何聪辉博士。项目第一阶段分成三个部分，由超算中心的何
聪辉博士、陈炳炜博士负责核心计算在神威上的移植以及优化，超算
中心的甘霖博士和刘钊博士负责程序拓展性的测试，美国圣地亚哥大
学的 Daniel 负责算法修改。
（三）在深度学习领域，超算中心正在搭建基于神威深度学习工
具，推进中心和北邮团队的围棋 AI 开发。目前完成了算法正确性的
验证，在个人笔记本上可以达到业余二段的水平，正在开展向神威机
器上移植的工作。同时中心和清华的微电子所李兆麟老师就神威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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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化方面展开合作。
（四）在先进制造领域，中心与商发联合实验室建设进入落实阶
段，双方已拟定合作团队名单和前期规划，将率先在航空发动机流体
仿真方面展开合作业务；开源计算流体力学软件 OpenFOAM 已经在国
产神威平台部署，并对用户开放使用，针对扩展性的优化任务正在展
开。OpenFOAM-3.0.0 版本已经基本实现主核移植，经过测试后，也
将在国产神威平台上部署，相比现有版本，可以提供包括 LES 模型在
内的更多物理模型和更为方便的接口；与先进制造相关的国家重大专
项申请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各项目进入正式申请阶段。
（五）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联合实验室开展的主要工作：为进一步
简化海洋模式程序的编写,简化偏微分方程的程序表达式，设计一个
面向对象的算子库，并使用 Matlab 作出演示版本； 重构 Fortran 版
本算子库，设计基于表达式解析的算子库框架，既满足通用性要求同
时具有较大程度的优化；开展 Gyy 项目验收的相关工作，包括性能
测试、撰写报告等；准备 cmip6 中的 omip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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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气象局气候中心合作，对马里兰大学开发的 CWRF
气候模式进行移植和优化。与气候中心多名专家进行了讨论，拟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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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方案和时间节点。投入了 6 位工程师将数十万行代码移植到“神
威·太湖之光”上，修正了模式中的数个问题，并完成了正确性验证。
该项工作将对改善国内长期气候预报准确性，提高国内长期气候预报
先进性有重大意义。
（二）与解放军理工大学气象海洋学院开展合作，开展中尺度带
状对流性天气的发展机理和数值模拟研究。利用卫星、雷达和常规天
气观测资料，结合已有大气科学试验的加密观测资料，在总结我国中
尺度带状对流性天气系统时空分布特征基础上，选取典型个例，通过
动力诊断和数值模拟试验，重点研究中尺度带状对流性天气发生发展
机理；分析垂直和倾斜对流在带状云和降水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共存
和相互作用的机理，设计垂直-倾斜混合型积云对流参数化方案，为
提高中尺度对流性天气的精细化预报水平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三）继续开展中国国家气象局气象模式 GRAPES 的众核优化工
作，对于动力框架和物理过程中的核心计算部分使用神威 OpenACC 编
译规范进行重构，大部分核心计算程序达到了 5 倍以上的加速效果，
推进了 GRAPES 在太湖之光上的众核版本研发进度。
（四）与中科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开展合作，对裂隙岩体三维
并行自适应扩展有限元模拟与验证(NSFC）、重大岩体工程灾害模拟、
软件及预警方法进行研究。本项目在自主开发的岩土三维并行有限元
程序基础上，完善与优化一种高度并行、可扩展的有限元撕裂内联区
域分解算法，建立背景工程亿级以上单元的精细模型，采用万核以上
并行计算规模，实现较高并行效率和扩展性。通过分析空间尺度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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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尺度上高分辨率的精确计算结果，本项目将为我国重大地下工程安
全建设提供决策性建议，同时实现高性能计算在岩土工程的科技示范
和技术推广作用。
（五）继续对世界范围内使用最为广泛的中期天气预报模式 WRF
进行优化，投入了 4 位工程师对多达数百个程序热点进行了众核优
化，在原程序基础上达到了 2 倍以上的整体加速比，部分热点加速比
达到 20 倍以上，为 WRF 的高效运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六）支持北京大学开展对太阳系外行星气候及其宜居性的数值
模拟。对 1988 年至今发现的近 3600 颗太阳系以外的行星开展大量天
体物理和数值模拟研究，从而寻找可能适合生命生存和演化的类地行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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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资源使用情况统计
2017 年 1 月份，“神威·太湖之光”的国产高速计算系统资源
利用率达到 40.62%；商用辅助计算系统资源利用率达到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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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大学

5285.86

商用

南京创蓝科技有限公司

167.78

商用

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联合实验室

9355.74

商用

中心研发部

104115.26

商用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

91491.2

商用

国家气候中心

89838.96

商用

清华大学

111859.95

商用

中心运营部

746.16

商用

清华大学地学中心

353674.53

商用

国家计算流体力学实验室

225804.44

商用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15645.73

商用

南方科技大学

14032.35

商用

CWRF

44098.29

商用

中心研发部

25951.16

商用

中心应用组

7673.09

商用

无锡亿算科技

34075.64

商用

南通中远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122.2

商用

无锡飞谱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859.01

商用

南京大学

3829.64

商用

远景能源

2253.91

商用

中船重工 702 所

7446.64

商用

南京理工大学

19555.38

商用

国家气象局

241.33

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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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单位

占用机时（核组小时）

资源类型

CWRF

132224.05

国产

湖南大学

7656.42

国产

江苏大学

9439.50

国产

浙江大学

108109.43

国产

ASC 大赛

30700.60

国产

清华大学地学中心

21888510.00

国产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84591.11

国产

北京大学

184.80

国产

上海交通大学

339.20

国产

应用组

233484.66

国产

清华大学

655.09

国产

中心研发部

454169.22

国产

ASC 大赛

2079.14

国产

LINPACK 测试

69074.41

国产

系统测试

24042.23

国产

无锡亿算科技

797181.94

国产

北京师范大学

530576.56

国产

国家气候中心

163.43

国产

无锡飞谱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35.52

国产

江南大学

648686.13

国产

国家气象局

21630.00

国产

清华大学

955.61

国产

中船重工 702 所

454038.78

国产

中心应用组

202223.20

国产

中心运营部

168.38

国产

国家计算流体力学实验室

13467610.00

国产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7061.00

国产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529.15

国产

远景能源

1840143.88

国产

清华大学物理系

4491137.00

国产

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联合实验室

3679492.50

国产

华南理工大学

255849.55

国产

中科院软件所

67988.27

国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942.87

国产

14

业界动态
节电：“神威蓝光”再创世界纪录
（来源：2 月 22 日科技日报）

科技日报电：“因为运用了一种领先而复杂的水冷系统，‘神威
蓝光’超算中心在国内外的超算中心群体中算是最省电的。但我们研
发了一项国家专利奖技术，在此基础上再降耗 12%，由此完成一项世
界纪录。”2 月 22 日，一见科技日报记者，山东省计算中心（国家
超算济南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谭安辉便忙不迭的展示他们的“神
奇”技术。
谭安辉和同事们运用无线传感器采集“神威蓝光”机柜内外的温
度、湿度、风速等情况，将收集的数据按照一套复杂的算法计算出机
柜内外每个布点既能省电，又最舒适的“最佳温度”，然后自动远程
调节系统并消除局部热点，从而实现了最省电指标。
作为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能耗、能效是核心指标。相对于其他
超算中心用风扇降温的风冷模式，水冷系统本身的功耗要降低 40%。
谭安辉说，通常，一台千万亿次级超级计算机每年大约要消耗一个中
型核电站的发电量，比如美国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美洲豹”约为 7 兆
瓦，我国的“天河一号”也接近 4 兆瓦。但“神威蓝光”功耗极低，
只有 1 兆瓦（100 万瓦），如果按照时下的电价，大概需要每天 6 万
元电费。
世界超级计算机 TOP500 项目领导者、美国田纳西大学计算机科
学家杰克·唐加拉曾表示，相对风冷，“神威蓝光”展示了一种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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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冷系统，它让济南的冷冽、纯净泉水在主板之间封闭循环流动，
实现 CPU、内存、元器件的冷却并带走热量，几乎不损耗水且无噪音，
先进环保，
“就像三明治夹心，水冷板被紧紧地夹在两块 CPU 板中间，
无缝同步散热，所以尽管 CPU 高速运行，却听不见风扇的噪音。”他
认为这是超级计算机设计上的一项重大进步。
刚刚获得 2016 年中国专利奖优秀奖的这项技术学术名是“基于
物联网技术的数据中心动力环境监测系统所采用的方法”，济南超算
中心智能感知与控制创新团队负责人吴晓明博士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该技术采用超低功耗的无线数据采集技术、三维建模及虚拟仿真技
术、智能分析技术，针对机房内哪些地方有热点，哪些地方出现功耗
特别大的地方，该技术自动采集信息并分析，乃至给出最佳解决方案，
从而消除局部热点，实现超算中心安全稳定和节能。
实际上，电力成本几乎是全世界各大超算中心和数据中心最大的
运营支出项目。仅 2015 年，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就消耗了 5.2 太瓦
时的电力，几乎与整个旧金山市持平。为此谷歌表示，2017 年，包
括所有 13 个数据中心及其所有的办公室在内，其全球运营网络的供
电将完全基于可再生能源。但诸如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同样面
临巨额投入问题。
降低耗电量只是该技术的“杀手锏”之一。当前，国内各个企业
单位的数据中心面临着一个相同的难题：支撑数据中心的是后台庞大
的服务器，但是大量数据的处理，往往会导致局部温度非常高，服务
器有可能出现宕机现象，就像人“中暑”了一般。这就意味着系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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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从一个系统错误中恢复过来，或系统硬件层面出问题，以致系统长
时间无响应，而不得不重启动系统，问题是大量的数据可能在重启中
丢失造成损失。对银行、气象、超算中心等敏感部门来说，这是不可
承受之重。
“到 2015 年，全国的数据中心的年耗电量就远远超过三峡电站
的年发电量。而我们的这项技术虽然源于超算中心的省电实践，但已
经推广到国内部分省市的数据中心，第一解决耗电问题，第二解决宕
机现象。”谭安辉说，这项技术已经在国内部分数据中心推广并产生
4000 万的经济效益，帮助用户节约了 34587 万成本。

日本要造最强 AI 超算
（来源：2 月 23 日中关村在线）

据外媒报道，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最近宣布打造日本最强 AI 超算
Tsubame 3.0，预计今年 8 月份建成，将使用 Intel Xeon E5-2680 v4
14 核处理器以及 NVIDIA 最强加速卡 Tesla P100，AI 浮点性能将高
达 47.2PFLOPS。AI 人工智能研究越来越火热，不少超级计算机在兼
顾传统任务的同时也开始转向 AI 运算，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最近宣布
打造日本最强 AI 超算 Tsubame 3.0，预计今年 8 月份建成，将使用
Intel Xeon E5-2680 v4 14 核处理器以及 NVIDIA 最强加速卡 Tesla
P100，AI 浮点性能将高达 47.2PFLOPS。
东工大的 Tsubame 超算一直使用 NVIDIA 的加速卡，这套超算 2006
年建成，2008 年升级 NVIDIA Tesla S1040 加速卡，2010 年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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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mi 架构的 Tesla M2050，Tsubame 2.5 时代则开始使用 Kepler 架
构的 Tesla K20X 加速卡，现在建设中的 Tsbame 3.0 则会使用最新的
Telsa P100 加速卡。
Tesla P100 就不用多说了，这是 NVIDIA 去年针对高性能计算市
场发布的最强计算卡，GP100 大核心，3584 个 CUDA 核心，搭配 16GB
HBM2 显存，720GB/s 带宽，FP32 浮点性能 10.6TFLOPS，FP64 浮点性
能 5.3TFLOPS，执行 AI 优化的 FP16 半精度性能可达 21TFLOPS。
Tsubame 3.0 一共有 520 个节点，
每个节点使用双路 Xeon E5-2680
v4 处理器及 4 路 Tesla P100 加速卡，搭配 256GB DDR4-2400 内存，
2TB NVMe 硬盘。
Tsubame 3.0 超算今年 8 月份正式建成，预计执行 AI 运算性能
可达 47.2PFLOPS，与 Tsubame 2.5 合起来则可提议提供 64.3PFLOPS
的性能——作为对比的是，目前 TOP500 冠军的太湖之光理论浮点性
能是 125PFLOPS，实际性能为 93PFLOPS，不过 Tsubame 3.0 的性能是
AI 优化的 FP16 半精度，与 TOP500 标准的性能并不同，数据只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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