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超级计算中心（http://scc.ustc.edu.cn，以下简称“中科大超算中心”

或“超算中心”）是国内建立最早的校级超算平台之一，也是中国科学院*  超级计算环境合

肥分中心（中科大）和中国国家网格(CNGrid)* 合肥中心。它面向校内所有科研院系的师

生提供高性能计算服务，目前支持的科研项目超过60项，项目经费超过3亿元人民币，在

很多科研领域，特别是材料、量子和核科学等科学研究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随着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校外用户）对高性能计算需求的快速提升，中科大超算中心的

超算系统在计算能力和网络速度等方面都开始面临严峻挑战，系统扩容和升级提上了议

事日程。如何选择和部署高可扩展性产品，进一步实现高速网络互联，并提升集群并行

作业效率，已成为超算中心扩容的当务之急。通过采用英特尔® Omni-Path架构（以下简

称OPA），超算中心最终顺利实现了与原有基于InfiniBand* 的Lustre* 和NFS* 两大存储

系统的融合，并成功达到了性能提升的既定目标。

需求和挑战

为满足院系教学和科研对超算持续增长的需求，中科大超算中心一直在采取滚动的方式

进行系统升级，并如图一所示，将潜在的并行计算作业主要划分为三层架构： 

•  校级超算平台：满足千核级别作业需求；

•  课题组自建超算平台：满足小规模并行需求；

•  校外国家范围内的大型超算资源：校级平台无法满足的需求。

高性能计算（HPC）
英特尔® Omni-Path架构

成功整合基于InfiniBand 的Lustre及NFS存储系统并提升其性能

英特尔® Omni-Path架构 
助中科大百万亿次超算系统扩容

“超算需求和应用范围不断扩大，

促使我们对原有系统进行扩容，

但扩容需兼容原有系统，这无疑

对新的设备提出了严苛的要求。

我们采用全新的英特尔® Omni-

Path架构实现了与原有的、基于

InfiniBand的Lustre和NFS两大存

储系统的融合，并做到了部署简

单、稳定，可靠性和IO性能都不

错，整体系统的运行效率良好。该

次系统扩容升级的顺利实施确保

了我校在超算研究、应用和人才

培养方面能继续走在行业前列。”

李会民

副主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超级计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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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下半年，超算中心针对这一状况，启动了对原有的曙光* 

TC4600百万亿次超级计算系统（总双精度峰值计算能力为每秒

288万亿次）的扩容工作。该系统采用了Mellanox* FDR 56Gbps 

InfiniBand高速互连技术，配备了300个基于英特尔® 至强® E5-

2680 v3处理器的计算节点（共计7,200个CPU内核）、1个管理节

点、1个用户登录节点，以及Lustre并行存储系统和普通NFS存储

各一套。

要实现系统扩容，就必须解决“是选择EDR InfiniBand，还是

OPA？”的首要问题。超算中心经过调研和论证，认为英特尔® OPA

产品性能不错，价格方面优势明显，但担心这一全新架构在部署中

可能存在“无法兼容现有程序”的风险。

另外，如果OPA计算节点无法与原有基于InfiniBand网络的Lustre 

文件系统整合，那么超算中心就需要再建一套存储系统，这不仅会

增加成本，而且两套系统最终分开使用，势必会增加管理、调度和

使用上的复杂度。

解决方案

基于英特尔® OPA来整合原有Lustre系统：针对超算系统扩容的现

实需求和问题，英特尔产品工程师提供了完整的解决方案和周到

服务，英特尔® OPA得到中科大超算中心的认可，入围招标采购。

最终，在2016年11月30日的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评标中，

曙光公司采用的基于英特尔® OPA网络的方案以明显优势中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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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中科大超算中心为单作业并行度划分的三层架构

英特尔® Omni-Path架构简介

为有效应对高性能计算的未来挑战，英特尔® Omni-Path架构（英特尔® 

OPA）应运而生，成为英特尔® 可扩展系统框架（Intel®  Scalable  System 

Framework, 简称SSF）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提供满足未来高性能计算

（HPC）工作负载需求的性能，具备扩展到数万乃至数十万节点的强大能力，

而且与当前架构相比，价格更富竞争力，成为支撑并行计算走向未来的下一

代架构。

多项新特性倍受青睐：作为英特尔® SSF的支柱技术之一，英特尔® OPA与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器和企业级Lustre并行文

件系统同等重要，并因兼顾了100Gbps高性能计算Fabrics带宽、us级的

MPI通讯延迟性能,  具有极佳的可扩展性和成本优势，成为国际高性能计算

的核心网络选型，具备多项新特性：

• 完整的端到端的OPA高速网络互连产品线；

• 至强® 处理器和至强融核™ 处理器集成OPA ；

•  100Gbps点到点节点间带宽；

•  48口高效的交换机网络芯片设计；

•  110ns的单颗交换机芯片延迟，1us级点到点MPI通讯延迟；

• 完全免费的服务器端软件；

• 完全兼容OFA的软件接口，完全支持RMDA实现和PSM接口。

产品呈现出明显优势：凭借通讯流控的优化、消息包完整性保护、动态链路

扩展等革新技术，英特尔® OPA架构产品系列呈现出多项优势（与Infiniband 

EDR 技术对比）：

= 相同的链路带宽: 单向100Gbps

= 相近的主机网卡延迟

= 所有网卡都是基于 PCIe gen3

+ 更低交换机芯片延迟

单芯片交换机：110ns（带纠错）vs 90ns(不带纠错)

大型多芯片交换机：330ns（带纠错） vs 500ns（带纠错）

+ 更大端口数的单颗交换机芯片: 48口vs36口

+ 更好的链路层革新技术: Flits和LTPs方式

更加细粒度的控制提高通信链路的可靠性，优化消息包传递

+ 业界证明的高扩展性软件堆栈：

OFED based; Intel-PSM, Fabric Tools

更高的消息包转发频率; 强大的快速安装、验证和管理的网络工具

+ 明确的极具吸引力的路线图：

下一代处理器集成

生态系统发展迅猛：秉承创新的开放架构，英特尔® OPA自2015年11月甫一

面世，就获得了市场的快速认可，生态系统迅猛发展。迄今，英特尔与全球范

围内的75家主要OEM渠道合作伙伴及150家重点客户单位进行了深入合作，

部署与应用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在2017年6月发布的全球高性能计算机

500强（TOP500榜单）上，已有38套相关系统入围，在当期入围数量及系统

规模上均超过Infiniband EDR。其中，来自美国国家能源部核安全局三大国家

实验室、意大利CINECA国家超算中心*、日本筑波大学和东京大学项目联合先

进计算中心*，以及德克萨斯先进计算中心*的全球高性能计算系统，都已采用

了这一未来架构，部署了相应产品。

万核

千核

几十到数百核

租用校外超级计算资源
（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中心
上海超级计算中心
国家超级计算中心）：

校级超级计算中心平台：

课题组自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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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署阶段，经由英特尔提供router路由方案指导，超算中心基于

英特尔® OPA计算节点，通过两台LNet路由节点连接了两套基于

InfiniBand的Lustre存储和一套NFS存储，成功实现了新旧系统的

图三 扩容后的中科大超算中心曙光TC4600百万亿次超级计算系统拓扑图

扩容成果

经过此次扩容，中科大超算中心的曙光TC4600百万亿次超算系统

的计算节点由原来的300个升级扩展到了506个，具备了12,200个

CPU内核、512个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器（Knights Landing）

内核和39,936个GPGPU内核，总计的双精度峰值计算能力达到了

每秒519万亿次（CPU输出482.82万亿次/秒，至强融核输出21.28

万亿次／秒，GPU输出14.96万亿次/秒），其中新增：

•  计算节点：

-  150个双路计算节点：每个节点配2颗14核英特尔® 至强® E5-

2680 v4处理器；

-  4个8路大共享内存节点：每个节点配8颗18核英特尔® 至强® 

E7-8860 v4处理器和1TB内存；

-  40个单路M-pro高主频单路节点：每个节点配1颗4核英特尔® 

至强® E3-1240 v5处理器；

-  8个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器节点：每个节点配1颗64核、 

256线程的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器7210 ；

-  4个GPGPU节点。

•  采用100Gbps英特尔® OPA和Mellanox EDR高速计算网络；

•  高性能Lustre SSD并行存储。

应用成效
广义本征值求解测试： 测试平台：

TC4600 原有节点：

TC4600 新节点：

扩容进展

●   150 个双路计算节点：

●  4 个 8 路大共享内存节点：

●  40 个单路 M-pro 高主频单路节点：

●  8 个英特尔 ® 至强融核 TM 节点：

●  

图三 . 扩容后的中科大超算中心曙光 TC4600 百万亿次超级计算系统拓扑图

中国科大超算中心曙光TC4600百万亿次超级计算系统

整合。经过测试运行，系统的兼容性、稳定性和运行性能都非常出

色，标志着中科大此次超算百万亿次系统扩容升级取得成功。

解决方案
基于英特尔 ® OPA 来整合原有 Lustre 系统：

英特尔 ®Omni-Path 架构简介

多项新特性倍受青睐：

产品呈现出明显优势：

+ 更低交换机芯片延迟

+ 更大端口数的单颗交换机芯片 : 

+ 更好的链路层革新技术 :

+ 业界证明的高扩展性软件堆栈：

+ 明确的极具吸引力的路线图：

生态系统发展迅猛：

图二 . LNet 路由器节点图二 LNet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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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成效

广义本征值求解测试：测试使用GenELPA* 求解大规模矩阵的效率

并与之前在原系统上做的测试结果进行对比。广义本征值求解器

GenELPA是中科大超算中心自行开发1，基于面向P级应用的本征

值求解库ELPA2，用于解决第一性原理计算中Kohn-Sham方程的

大规模并行计算工具。GenELPA分为两步：第一步为右侧矩阵的分

解，此分解有三种方法，分别包括使用scalapack提供的pdotrf进行

chelosky分解（m1），ELPA自带的chelosky分解（m2）和对角化分

解（m3）;  第二步包括调用ELPA求解本征值过程以及若干个并行矩

阵乘积过程以进行广义本征值问题和一般本征值问题之间的转换。

测试平台：

•  TC4600原有节点：基于英特尔® 至强® E5-2680 v3处理器 

（2.5GHz），单节点24个处理器内核，InfiniBand 56Gbps， 

CentOS 6，英特尔® 编译环境2015版（编译器、数学库、并行

库），MPI运行参数：-env I_MPI_FABRICS  shm:ofa；

•  TC4600新节点：基于英特尔® 至强® E5-2680 v4处理器

（2.4GHz）,单节点28个处理器内核，英特尔® OPA 100Gbps, 

CentOS 7，英特尔® 编译环境2017版（编译器、数学库、并行

库）， MPI运行参数：-env I_MPI_FABRICS shm:tmi。

程序设置：

矩阵大小：20000x20000

测试结果如下面图四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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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设置：

矩阵大小：

测试结果如下面图四所示：

结果分析：

●  使用内核数较少时（<100 内核），新节点与原有节点速度接近；

●  超过 100 个内核时，新节点优势明显；

●  新节点并行性能很好，在使用 4000 个内核时仍然有较好的并

行效率。

图四 . 测试结果图示

英

图四 测试结果图示

结果分析：

•  使用内核数较少时（<100内核），新节点与原有节点速度接近；

•  超过100个内核时，新节点优势明显；

•  新节点并行性能很好，在使用4,000个内核时仍然有较好的并

行效率。

1  沈瑜, 孙广中, 并行广义本征值求解器GenELPA[J/OL]. 计算机科学与探索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1.5602.TP.20170116.1702.012.html；GenELPA Project：https://git.ustclug.org/yshen/GenELPA_C

2 Andreas Marek, Volker Blum, Rainer Johanni, Ville Havu, Bruno Lang, Thomas Auckenthaler, Alexander Heinecke, Hans-Joachim Bungartz, and Hermann Lederer: The ELPA Library 

- Scalable Parallel Eigenvalue Solutions for Electronic Structure Theory and Computational Science The Journal of Physics: Condensed Matter 26, 213201 (2014). http://stacks.iop.

org/0953-8984/26/213201 ELPA project：https://elpa.mpcdf.mpg.de/

英特尔技术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并可能需要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才能激活。没有计算机系统是绝对安全的。更多信息，请见Intel.com，或从原始设备制造商或零售商处获得更多信息。描述

的成本降低情景均旨在在特定情况和配置中举例说明特定英特尔产品如何影响未来成本并提供成本节约。情况均不同。英特尔不保证任何成本或成本降低。

英特尔、Intel、至强、至强融核是英特尔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英特尔商标或商标及品牌名称资料库的全部名单请见intel.com 上的商标。

*其他的名称和品牌可能是其他所有者的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