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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存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中
加快科学发现的步伐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 系列和英特尔® 固态盘助力计算化学家和生物学家提高研究效率。

“英特尔® 固态盘出众的 

性能可够帮助 SDSC  

研究人员进行突破性的

科学研究。相比传统 

HPC 磁盘体系结构，

闪存技术带来了 I/O  

方面的数量级改进。”

Michael Norman 

执行董事 

圣地亚哥 

超级计算机中心

选择性烯烃复分解反应过渡态（资料来
源：K. Houk，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简介 

SDSC 是数据密集型计算领域的领导者，一直为包括行业和学术机构在内的国家研究团体提

供资源、服务和专业知识。SDSC 的使命是通过为这些团体提供诸如高性能硬件技术、综合

软件技术和深度跨学科专业知识，扩展科学研究的范围。2012 年，SDSC 部署了首个大规模

使用闪存的高性能计算群集 — Gordon。Gordon 由 Appro International 负责构建，后者曾为全

球各地的学校、政府研究实验室和公司部署高性能计算。

I/O 难题 

当今，很多科学和数据密集型应用程序都具有数据访问模式随机或超小型事务操作频繁

的特点。传统 HPC 体系结构提供了构建于旋转磁盘技术之上的大规模平行文件系统（如 

Lustre），却并不适用于这类 I/O 需求。相关的文件系统和机械延迟都太高而无法在应用

程序在平行文件系统和 CPU 间移动数据时提供 I/O 事务支持。

解决方案 

Gordon  通过在平行文件系统和计算节点间部署 300 TB 英特尔® 710 系列固态盘（目前切换

到英特尔® DC S3700 系列固态盘），进而在计算层级间插入了一个全新的层。六十四个英

特尔 Westmere I/O 节点中的每个节点都包含 16 个英特尔 710 系列固态盘，这些节点为用户

提供了资源，可用于数据库和分析应用程序的快速暂存空间或永久性存储。

使用案例 1：消除计算化学的 I/O 瓶颈 

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Kendall Houk 和 Pen Liu，以及来自加州理工学院的 Bob Grubbs 一

直致力于寻找用于烯烃复分解反应过程的催化剂，这一反应过程在工业产品和消费产品的开

发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对于这一工作，他们正在使用标准应用程序 Gaussian 来进行计算性

化学计算。Gaussian 创建了大型临时碎文件需要存储并检索中间结果，这将消耗大量内存。

这些要求将传统高性能计算系统推至极限，直到现在，仍在严重限制在这些系统上可能进行

的计算的规模和复杂程度。



Gordon 使用英特尔® 固态盘在内存 

层级结构中添加一个新层。这可带来

新的应用类型和计算规模，是之前的

高性能计算架构所无法实现的。

Gordon 亮点 

 － 1,024 个 2S 计算节点，其中包含至强 

E5 2.6 GHz，8 核处理器，64 GB/节点

 － 300 TB 英特尔 S3700 固态盘

 － 双轨 3D 环面互连

 － 使用 ScaleMP 的 vSMP 基础的大型内

存节点

借助 Gordon，每个至强 E5 计算节点上

都有 64 GB 的内存和 300 GB 的闪存，

这些计算现在已经变成了家常便饭。

Houk 表示，“使用固态盘和大量共享

内存大幅提高了计算的性能，并可支持

更为精确的计算方法，如大型分子上的 

CCSD(T)。” 他还说道“这种计算方法

通常被视为单一计算准确性的“黄金标

准”。该计算示例要求超过 100 GB 暂存

空间，这也只能在 Gordon  上的固态盘本

地暂存中得以实现。” 

SDSC 看到与 Gaussian 和 Gordon 的闪存

能力相关的分配请求大量增加，这一点

不奇怪，因为用户发现他们现在能够进

行大规模计算，这种规模在此前是不可

能的。

使用案例 2：支持面向生命科学

研究的 HPC 数据库应用程序
蛋白质数据库（PDB）存档是全球范围内

一个有关大型生物分子 3D 结构信息的单

一存储库。这些都是能够在所有生物中

找到的分子。这些蛋白质的 3 维排列组

成了我们所熟知的复杂而丰富的生命个

体。将一个蛋白质与另一个蛋白质进行

比较对于包括药物发现在内的许多生命

科学领域而言都至关重要。PDB 经常进

行这样的比较，但是这是一个计算成本

高昂的任务，可能需要在传统 HPC 体系

结构上花上数周时间才能完成。这一计

算的瓶颈在于使用机械磁盘（HDD）构

建的数据库服务器的基础 I/O 性能。 简

单地说，机械磁盘的延迟性不能匹配计

算所生成的高事务处理率。

RCSB PDB 的共同负责人 Phil Bourne 表

示：“我们首先在 1998 年开发了多种

算法来进行这一操作，但是仍旧缺乏执

行所有所需两两比较的计算能力。”

来自 PDB 的 Andreas Prlic 与来自 SDSC 

的 Pietro Cicotti 合作将这些算法移植到 

Gordon上。PDB MySQL 数据库安装于 

Gordon  基于闪存的 I/O 节点上，随后用

于调度计算任务到 Gordon 计算节点。由

于延迟性比机械磁盘低了一个数量级，

因此计算操作的速度大幅提高。初始比

较表明相比传统基于硬盘的实施，速度

提高了 4 倍。曾经需要进行 67 天的计算

现在缩短为 18 天。

图 1：两种流感病毒分子的

蛋白质结构比较

Bourne 表示，“这是我们首次能够精确

相互比较这些蛋白质已知的 3 维形状，

并以量化的形式表示它们的异同。借助 

Gordon，我们获得了显著的性能改进，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这一比较，并希望能

够从分析过程中获得更多信息。”

Gordon 作为测试新闪存技术的平台
最近，SDSC 测试了 Gordon 710 系列的

后续产品 — 英特尔® 固态盘 DC S3700 

系列。DC S3700 所提供的 I/O 性能是 

710 系列的两倍，4 KB 随机读取性能高

达 78,000 IOPS，延迟更低（小于 60 微

秒），可提供快速而一致的性能，将许多

高性能计算的 I/O 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

DC S3700 的端到端 AES 数据和断电保护

可确保数据写入准确进行，从而让 SDSC 

提供高度可靠的高性能计算基础设施。

请查找最适合您企业的英特尔固态盘解

决方案。请联系您的英特尔代表，或者

访问：www.intel.com/go/ssd 了解产品

信息。

如欲了解有关其他英特尔企业 

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登录： 

www.intel.com/itcasestudies 

查看面向 IT 经理的企业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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