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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计算大幅提升 Natural Power 
风速建模速度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2600 v3 产品家族
高性能计算
能源和公用事业

“全新 HPC 集群高度可扩展，

并拥有很长的预测生命周期。

随着全球风电市场规模日趋 

扩大，客户需求也持续增长，

我们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超级计算机将能够 

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我们 

持续取得成功。”

Claude Abiven，
高级技术经理，
Natural Power

挑战

• 性能需求 — Natural Power 必须要提高其服务器集群的性能，以运行其最先进的 

风流模型，并在相应较短的时间内向其客户提供分析结果

解决方案

• 高性能计算 — Natural Power 选择了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2660 v3  

产品家族的 SuperMicro* 超级计算机，总共部署了 160 个计算节点

技术成果

• 性能大幅提升 — Natural Power 的内部评估表明，新集群上的单个内核的运行速度

比之前的部署快 1.7 倍1

业务价值

• 服务显著改善 — Natural Power 现在能够在五至六天内，使用其最先进的计算流 

体力学（CFD）模型完成对风电场的分析，而此前同样的操作将需要 60 天1

• 业务大幅增长 — 凭借更强大的计算能力和更可靠的建模，Natural Power 可充分 

利用风力发电领域的全新增长机遇

为全球风力发电提供强大动力

2014 年，风力发电行业创造了年度装机新纪录。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报

告，全球风力发电量提高了 51,477 兆瓦，达到了 369,553 兆瓦。GWEC 还预测到 

2020 年，风电将能够供应全球 8-12% 的电力。

这一风力发电装机量快速增长的背后，依赖于对潜在性能进行的一系列复杂计算和分

析工作。在规划新的机组时，投资者、公用事业和涡轮制造商都需要准确地了解产能，

是否会带来有吸引力的融资回报，以及是否会影响到当地居民和野生动物。

Natural Power 是一家可再生能源顾问公司，致力于帮助其客户创建和分析这一情况。

公司总部位于苏格兰邓弗里斯和加洛韦，为全球风力发电行业的企业提供建议。此外，

它还管理着 26% 的英国现有陆上风电场容量，同时当前还在指导建设着 50 多个 

风电场。



高性能计算助力 Natural Power 增强风速建模

充分利用高性能计算， 

减少风力发电投资风险

Natural Power 高级技术经理 Claude 

Abiven 解释道：“风力发电具有巨大潜

力，但是每次装机也存在诸多变量，它们

会影响发电量，进而会影响全新和现有场

址的财务可行性。通常，我们的客户需要

准确地了解他们计划建造或购买的风电场

的可能输电量，以便他们能够确定预期利

润率，以及任何贷款标准。计算越准确，

融资条款便越有吸引力，风力发电也能够

越容易地整合到整个能源结构中。”

风流和能源输出建模

为了评估所选场址的可行性，Natural 

Power 通常会使用测风塔在一年的时间里

测量风速，然后利用收集的数据计算发电

量。该公司使用了一系列计算模型来计算

可能的发电量，并通过位于法国斯特拉斯

堡的服务器集群运行这些模型。

Abiven 表示：“简单的线性风流预测模

型可以在笔记本电脑上运行。但是我们

还需要计算更加密集的模型，例如，当

电场位于复杂或森林地形或复杂大气现象 

（如海风）中时。在这些情况下，线性风

流预测模型提供的情况通常不够准确。在

此方面，我们采用了更先进的计算流体力

学（CFD）方法。我们专门的计算流体力

学（CFD）工程师会将计算结果转换为有

关涡轮位置及其持续管理的建议，以帮助

优化回报，最大限度地减少低性能涡轮的

风险，以及防止长期运营问题。“

计算流体力学（CFD）会结合应用数学、

物理学和计算软件来模拟气体或液体的

行为，以及气体对它所流经的任何对象

的影响。然而，即便是标准计算流体力

学（CFD）模型也有其局限性。风能行业

中使用的大多数微尺度风流模型可以简化

重要的大气现象，如温度对风流的影响

等。这些简化能够加快模型运行速度，但

也会导致产生扭曲的产能结果，以及有关

提议的涡轮场址的误导性建议。

高性能计算助力高级模型

风能行业正在推动开发新模型，以克服现 

有技术的局限性，这在美国进展最为显著。 

Natural Power 当前正在与葡萄牙波尔图

大学工程学院（FEUP）和 Renewable 

Energy Systems（RES）合作，共同开

发更先进的计算流体力学（CFD）模型。

正如 Abiven 所说：“新模型能够以微尺度

预测复杂热流，同时相比其他行业模型，

还能够与中尺度建模相组合，从而将风速

不确定性可靠地保持在较低级别。此外，

它在湍流强度和风切变方面的错误率也 

很低。“

在开发模型期间，Natural Power 认识到

它将无法在现有的服务器集群上高效运

行。Abiven 说道：“鉴于有大量的等式需

要考虑，在我们现有的集群上运行此模型

将会导致精确度降低，或者将需要约 60 

天才能得出结果。我们既不希望失去高级

建模技术的准确性，同时也无法接受这一

延迟，因此我们需要增强 HPC 能力。”

专为 HPC 优化的代码

英特尔在 Natural Power 位于斯特拉斯堡

数据中心的现有服务器机房内，演示了代

码优化带来的性能提升。在观看演示后，

Natural Power 决定升级其服务器机房，

加入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2660 

v3 产品家族的 SuperMicro 超级计算机。

Natural Power 位于斯特拉斯堡数据中心

的新集群包含 160 个计算节点，性能比

之前的配置提高了十倍。Natural Power 

的内部测试显示，单个内核的运行速度提

高了 1.7 倍。这一新配置让公司能够针对

风电场运行标准和组合的计算流体力学

（CFD）模型，并在五、六天内完成组合

模型的运行，而不再像以前一样需要 60 天

时间。



高性能计算助力 Natural Power 增强风速建模

Abiven 表示：“速度的改进带来了显而易

见的商业优势。没有客户愿意等待 60 天

获得建模结果。但是更重要的是，这意味

着我们能够减少我们计算中的不确定性，

从而直接转换为显著的成本节省。当风电

场费用达到数亿美元时，这一优势将会成

为一个重要因素，并将能够彻底颠覆整个

行业。”

Abiven 还指出，这只是一个开始：“全新 

HPC 集群高度可扩展，并拥有很长的预

测生命周期。随着全球风电市场规模日 

趋扩大，客户需求也持续增长，我们基于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服务器将能够发 

挥重要作用，推动我们持续取得成功。”

1 在性能检测过程中涉及的软件及其性能只有在英特尔微处理器的架构下方能得到优化。诸如 SYSmark 和 MobileMark 等测试均系基于特定计算机系统、硬件、软件、操作系统及功能。上述任何要

素的变动都有可能导致测试结果的变化。请参考其他信息及性能测试（包括结合其他产品使用时的运行性能）以对目标产品进行全面评估。更多信息敬请登陆 http://www.intel.com/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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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Natural Power

Natural Power 是一家独立的咨询公

司和解决方案提供商，在陆上风电、

海上风电、波浪、潮汐和可再生热能

行业拥有超过 20 年的丰富经验。该

公司的服务涵盖规划和开发、环境和

技术咨询、生态和水文学指导、建设

和岩土支持、资产管理和尽职调查等。

Natural Power 在英国、法国、瑞典

和美国的多个地点设有办事处，具备

雄厚的本地专业知识。

寻求适合贵公司的解决方案。查看同行

成功案例，了解有关商业服务器产品的

更多信息，以及英特尔的 IT 行业资源库 

IT 中心。

扫码关注英特尔商用频道， 

查看更多英特尔前沿技术及解决方案。

英特尔商用中心：intel.cn/itcenter

http://www.intel.com/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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