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简介

英特尔® HPC Orchestrator
为 HPC 系统软件堆栈提供创新、集成、验证和支持

高性能计算（HPC）正在重塑我们的世界

为广大科学家、工程师、分析师以及企业

们等提供前所未有的洞察。但集成、测

试、验证和维护高性能计算系统软件堆栈

需要持续投入精力，既耗时又费钱。

英特尔® HPC Orchestrator 正改变这一状

况。它可帮助高性能计算系统设计师、安

装人员和 IT 经理减少用于集成、配置和维

护经过验证的可靠系统软件堆栈的时间，

确保他们将更多时间用于为用户开发创新

功能。

挑战

高性能计算系统软件堆栈由数十个组件组

成，只有在所有这些组件经过集成和验证

后，企业的高性能计算应用才可在堆栈上

运行。确保所有堆栈组件稳定且可靠是一

项艰巨的任务，因为这些组件既相互依

赖，又存在兼容的问题。而且这是一项永

不停止的任务，因为单个组件的发布和更

新周期很快。

英特尔 HPC Orchestrator — 化解高

性能计算集成和验证挑战

英特尔 HPC Orchestrator 吸纳了英特尔

多年在高性能计算软件方面积累的经验和

知识，该产品系列旨在简化高性能计算系

统软件堆栈的实施和维护。它提供了一种

预集成、预测试和预验证的软件堆栈，可

显著缩短实施相关任务所需的时间。

英特尔 HPC Orchestrator 基于 Linux* 

基金会托管的 OpenHPC 社区系统软件堆

栈。OpenHPC 社区项目旨在集成通常需

要的高性能计算组件，如配置工具、资源

管理、I/O 客户端、开发工具和各种科学

库。英特尔已是 OpenHPC 的重要贡献

者，通过完全集成和验证的软件堆栈为该

社区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英特尔 HPC Orchestrator 提供了面向软

件堆栈的高级测试、验证和持续支持，同

时提供专有软件辅助系统和应用开发，如

英特尔® Parallel Studio XE 集群版 2016 

Suite，可使用 90 天评估许可证安装和

激活。客户还可向英特尔购买其他工程设

计服务。

未来，英特尔 HPC Orchestrator 将继续

利用新的 OpenHPC 创新和改进，同时确

英特尔 HPC ORCHESTRATOR 系统软件堆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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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所有组件无缝配合运行，助力企业将业

务资源集中用于开发和增强特定的高性能

解决方案。

英特尔 HPC Orchestrator 系统软件堆栈

采用了分层结构，支持跟踪多个 MPI 和

编译器系列的依赖性。该系统软件堆栈具

有模块化和可定制特性，支持轻松替换和

重新验证组件。它可帮助原始设备制造商

合作伙伴为其高性能计算客户创造更大的

差异化价值，同时保留面向应用的接口，

该接口支持独立软体厂商应用和用户应用

在利用英特尔 HPC Orchestrator 系统软

件的不同系统之间一致地运行。

英特尔 HPC Orchestrator 的独特优势

英特尔 HPC Orchestrator 系统软件堆栈

包含高性能计算社区常用的许多集成软件

组件。各种组件可提供多样功能，从用于

配置和资源管理的管理工具，到具有各种

科学库和工具、面向最终用户的灵活开发

环境。该系统软件经过了集成和验证，由

富有经验的英特尔高性能计算软件工程师

团队提供更新和技术支持。

英特尔验证

包括组件间的高级集成测试、大规模验证 

（系统节点数多达 1,000）以及特定平台 

配置（如处理器和内存）的测试。特定的 

硬件测试和验证涵盖全新的英特尔组件， 

如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v4 产品家族、

英特尔® 至强融核™ 产品家族、英特尔® 

Omni-Path Fabric 以及英特尔® Enterprise 

Edition for Lustre* 软件客户端。

英特尔支持

英特尔 HPC Orchestrator 可通过原始设

备制造商和渠道合作伙伴提供多级支持。

支持订阅包括适合软件堆栈的持续、验证

系统软件更新。专业三级支持由英特尔高

性能计算工程师提供，覆盖关键组件的集

成问题和问题解决。开源社区组件会进行

分类并获得最佳的支持。支持还包括一级

和二级技术支持服务，如标准和优先级服

务等级协议所规定。

主要特性和功能

• 引导类型：无磁盘和有磁盘

• 配置方法：

• 裸机安装

• Warewulf 基础

• 基于映像的配置

• 基于 PXE 的配置

• 模板化安装脚本

• 可编辑配置输入文件

• 分层结构、多种开发环境支持

• 多个 MPI 系列

• 为多种 MPI/编译器组合提供常用的

科学库

• 包括集成式管理工具和灵活的开发环境

• 利用常用的 Linux 更新机制（如 YUM、

Zypper）

英特尔 HPC ORCHESTRATOR 系统软件 — 主要组件

功能区 组件

基础操作系统支持 SLES 12 SP1、CentOS 7.2、RHEL 7.2

管理工具 Conman*、Ganglia*、英特尔® 集群检测器、Lmod*、LosF*、
Nagios*、pdsh、prun、EasyBuild*、Spack*、genders、
mrsh、clustershell

配置 Warewulf

资源管理 PBS Pro、SLURM、Munge*

运行时 OpenMP*、面向英特尔® MPI Lib 的英特尔® Parallel Studio XE 
Runtimes、英特尔® MKL、英特尔® DAAL 和英特尔® IPP

I/O 服务 英特尔® Enterprise Edition for Lustre* 软件客户端、shine

数字/科学库 Boost*、GSL、FFTW、Metis、PETSc、Trilinos*、Hypre*、
SuperLU*、Mumps*、英特尔® MKL

I/O 库 HDF5（pHDF5）、NetCDF（包括 C++ 和 Fortran 接口）、
Adios

编译器系列 GNU（gcc，g++，gfortran）、英特尔 Parallel Studio XE 
（icc，icpc，ifort）

MPI 系列 MVAPICH2、OpenMPI、英特尔 MPI

开发工具 自动化工具（autoconf、automake、libtool）、Valgrind、R、
SciPy/ NumPy、英特尔® Inspector

性能工具 PAPI、IMB、mpiP、pdtoolkit TAU、英特尔® Advisor、英特尔® 
跟踪分析器和跟踪采集器、英特尔® VTune 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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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 Parallel Studio XE 集群版

助力更轻松提升当前和未来高度并行处理

器和协处理器上的应用性能。

英特尔® 性能库

借助数学、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媒体和

并行模板库提升最新平台上的性能。

英特尔® 分析与架构

分析共享和分布式内存架构，识别热点和

性能瓶颈。分析和确定用于矢量化和线程

的并行架构方法。

英特尔编译器

高性能 C/C++/Fortran 标准驱动型编译

器可生成优化代码，通过利用日益增多的

内核和日益变宽的矢量寄存器，这些代码

的运行速度实现了大幅提升。

适当平衡简单性与可定制性

英特尔 HPC Orchestrator 专为平衡简单

性与可定制性而设计。它操作简易、性能

卓越并且可以扩展，同时还支持定制。

该产品面向 500 强企业中使用垂直高性

能计算应用的技术与商业用户。英特尔 

HPC Orchestrator 可简化系统软件组件

集成、验证和配置。该软件平台支持利用

无磁盘或有磁盘引导方法通过系统头节点

配置计算节点。

英特尔 HPC ORCHESTRATOR 包括集成安装的英特尔® PARALLEL STUDIO XE 2016 集群版+

英特尔 PARALLEL STUDIO XE  
2016 版组件

COMPOSER 版 专业版 集群版

英特尔® C/C++ 编译器 ● ● ●

英特尔® Fortran 编译器 ● ● ●

英特尔® OpenMP* ● ● ●

英特尔® 数学核心函数库 ● ● ●

英特尔® 数据分析加速库 ● ● ●

英特尔® 线程构建模块 ● ● ●

英特尔® 集成性能基元 ● ● ●

英特尔® Vtune™ 放大器 XE ● ●

英特尔® Advisor ● ●

英特尔® Inspector ● ●

英特尔® MPI 库 ●

英特尔® 跟踪分析器和跟踪采集器 ●

英特尔® 集群检查器 ●

+ 90 天评估许可证用于系统安装。客户可向现有的分销合作伙伴购买续约服务。



更多工程设计服务

英特尔 HPC Orchestrator 系统软件技术

支持团队由富有经验的 HPC 软件工程师

组成，可为特定的客户项目提供工程设计

服务，包括：

• 系统软件堆栈定制：通过集成和验证

满足客户规格

• 特定的硬件测试和验证

• 系统扩展性测试和验证

联系您的英特尔® 高性能计算代表了解更

多信息。

支持的系统

基础操作系统

• SLES12 for HPC、SP1

• CentOS 7.2

• RHEL for HPC 7.2

支持的硬件

•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配置

• 英特尔® 至强融核™ 产品家族

• 英特尔® Omni-Path Fabric 

（英特尔® OPA Fabric）

• 英特尔® True Scale Fabric

英特尔技术的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并需要兼容的硬件、软件或需要激活服务。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intel.cn，或联系 OEM 或零售商。任何计算机系统都无法提供绝对的安全性。

描述的成本降低方案旨在作为举例，说明指定的英特尔架构产品在特定环境和配置下，可能如何影响未来的成本和提供成本节省。环境将有所不同。英特尔不保证任何成本或成本降低。

本文件不构成对任何知识产权的授权，包括明示的、暗示的，也无论是基于禁止反言的原则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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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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英特尔® HPC Orchstrator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intel.cn/hpcorche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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