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方案简介
生命科学
英特尔® 可扩展系统框架

科学探索没有束缚
推动生命科学领域数据驱动型创新的下一波浪潮。
我们正处于生物与医学科学革命的风口浪尖。一个人类全基因组现

打开通向基因组快速分析的大门

可在数小时内完成测序，费用仅需 1,000 美元，1 而且有望迅速降
低到 100 美元。2 与此同时，冷冻电镜（Cryo-EM）和分子动力学

为关键基因组算法带来数量级的性能提升5

正在帮助研究人员从分子层面观察和理解细胞过程。

多年来，人们开发了许多复杂的软件算法来分析基因组数据。这些

这些技术与其他技术相结合，为人类了解最基本的生命过程打开了

算法提供了令人惊叹的功能，但它们主要是由基因组研究人员编写

一扇亮窗。这照亮了生物学的发展方向，我们有望了解疾病的形成

的，其重点主要放在确保科学准确性上，因此从未针对现代计算平

机制，并将新药研发工作从历时多年、耗费数十亿美元的试错过程

台进行过全面优化。

转变为高效的数据驱动型工作流程。也许最重要的是，以分子谱和

柏林自由大学的 Knut Reinert 教授和他的团队正与英特尔合作，

个性化治疗手段为特征的精准医疗将最终改变我们诊断和治疗损伤

通过优化关键算法（以便在英特尔® 多核和众核处理器上高效运

及疾病的方式。

行）来加速基因组分析。

发掘埋藏在海量复杂数据集中的有用洞察

最近，我们借助使用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148 处理器的基准测试

将这一愿景转变为现实并非易事。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是如何
有效处理大规模测序仪生成的海量数据。目前，一台测序仪每天可
产生 3 TB 的数据，企业必须能够存储、保护和共享这些数据。 3
据一项研究估计，到 2025 年，人类将对 1 亿至 20 亿个个体基因
组测序，这将产生 2 至 40 艾字节的数据。4
我们必须结合庞大复杂且广泛分布的成像、临床、个人和环境数据
集，对这座“数据高峰”开展分析。为此，我们需要为科学家和临床
医师提供新一代的硬件和软件功能，让他们能够快速地以更低的成
本移动、整合和分析所有这些数据。
系统和网络必须更强大且更便宜，还必须具有充足的可扩展性，以
支持不断增长的数据量和算法复杂性。正如以下示例所述，英特尔
正在与全球领先的学术、开源和商业机构合作，竭力克服上述难
题，更快地发掘更多的宝贵数据。

对所取得的优势进行了量化。结果显示，与上一代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2697 v4 相比，性能提升幅度达到了 1.6 到 2.7 倍（见
图 1）。5 优化后的代码还可在大量内核上提供出色的可扩展性。
在使用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器 7250 的基准测试中，使用全
部 68 个内核时的运行时间比在单核上运行相同工作负载的时间减
少了 55 倍（见图 2）。6
Reinert 教授和他的团队将经过优化的算法打包到了 SeqAn* 中。
SeqAn* 是一个开源软件库，针对易用性、可维护性和可移植性进
行了优化。企业可以使用 SeqAn 快速组装复杂的基因组流水线，
充分利用英特尔® 多核和众核处理器的强大功能和可扩展性。
了解更多信息：https://software.intel.com/zh-cn/articles/
intel-parallel-computing-center-at-freie-universitat-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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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原子尺度上探索生物学
针对冷冻电镜的高速图像重建
冷冻电镜技术使科学家能够在三维和近原子尺度上探索细胞过程及其他复杂的化学交互作用。但对于图像重建来说，研究进展一直
比较缓慢，一项典型的研究需要约 47 个小时。
通过将开源 RELION* 中的算法现代化，斯德哥尔摩大学的 Erik Lindahl 教授和 MRC 实验室的 Sjors Scheres 教授将图像重建时间
减少了一个数量级——在一台服务器上只需 5.7 小时，在 8 节点集群上只需 1.0 小时。a 他们的工作有助于加速研究和加快这种强
大成像技术的推广。
进一步了解 Cryo-EM：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tuAz12zXBs

借助更多内核和高级矢量化技术加快 SeQan 分析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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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经过优化的 SeqAn* 代码利用了最新的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148 处理器中的高级矢量功能，性能较上一代处理器提升了 1.6 到
2.7 倍。
在多核处理器上扩展 SeQan 的性能（英特尔® 至强® 融核™ 处理器 7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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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经过优化的 SeqAn* 代码还可在英特尔® 至强融核™ 众核处理器 7250 的全部 68 个内核上提供出色的可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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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临床可用的速度提供了解脑部情况的新途径

此外，Warfield 教授还在使用英特尔® 工具和库开发人工智能
（AI）应用，可自动对数百幅图像进行分类，以确定需要关注的部

弥散间隔成像图像处理性能提高 161 倍7

分。一旦这些解决方案得到大规模应用，将极大地提高我们理解、

传统的 CT 和 MRI 扫描可提供有关骨骼和大脑血管的有用信息，但
没有太多关于软组织的信息。弥散加权成像（DWI）通过测量水分
子的自然运动来识别微结构和诊断神经回路的完整性，从而弥补了
这一不足。

诊断和治疗大脑相关疾病的能力。
了解更多信息：https://software.intel.com/zh-cn/articles/
intel-parallel-computing-center-at-the-computationalradiology-laboratory 和 https://itk.org/

这项技术正在改变脑部疾病的研究和治疗。哈佛医学院放射学教授
Simon Warfield 利用弥散间隔成像（DCI）技术进一步改进了弥散
加权成像，从而提供更细致、更准确的信息。他的团队利用弥散间
隔成像技术检查正常大脑发育、脑震荡、多发性硬化症、自闭症谱
系障碍等。

在高性能、低成本的集群上扩展，从容应对未来挑战
英特尔® 可扩展系统框架生命科学版
提高软件性能是极其重要的第一步，但要满足生物科学工作负载不
断增长的需求，我们还需要更高的性能。高性能计算（HPC）集群

每项弥散间隔成像研究可生成数十亿字节的数据，最初的时候，

为解决此类数据处理难题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路径。但是，成本和复

图像处理需要耗时 40 多个小时。Warfield 教授和他的团队使用

杂性仍是摆在许多企业面前的重大障碍。英特尔正与全球领先的科

英特尔® 软件工具对代码进行了优化，代码性能在使用英特尔® 至强®

研、医疗服务、开源和商业机构合作，以消除这些障碍。

处理器时提高了 75 倍，使用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器时提高
了 161 倍（见图 3）。 7 现在，处理一项完整的研究仅需 16 分
钟，足以满足临床使用要求。这些经过优化的代码包含在 Insight
Segmentation and Registration Toolkit*（ITK）库中，处理医学
成像数据的应用广泛采用此库。

英特尔® 可扩展系统框架（英特尔® SSF）生命科学版就是上述努力
的一个重要成果。该硬件和软件参考架构将高性能计算系统的所有
组件集成到一个专为研究机构和医疗服务机构优化的均衡、高性能
解决方案中。

通过软件优化来提高性能
扩散隔间成像估算（2x2x2 mm3 图像）
软件增强

运行时

性能增益

-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2697 v2：
• 单核（基准）：

43h06m21s

x14.2

• 并行 v1：

03h02m02s

x1.76

• 内存优化：

01h43m31s

• 矢量化：

01h43m31s

x1.12

• 英特尔® TBB 过滤器，动态池：

01h07m26s

• 英特尔® TBB 灵活分解：

55m23s

• 优化器改进：

38m27s

• 英特尔编译标志：

34m14s

- 英特尔® 至强® 融核™ 处理器 7210：

16m03s

x1.37

75 倍

161 倍

x1.22
x1.44
x1.12

x2.13

图 3. 通过优化代码，Warfield 教授和他的团队在英特尔® 至强® 多核处理器上将弥散间隔成像的预计运行时间缩短了多达 75 倍。
在英特尔® 至强融核™ 众核处理器 7210 上运行相同代码的时间可再缩短 2.1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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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 可扩展系统框架生命科学版的目标不仅仅是改进性能和成

• 针 对大数据的强大可扩展性。英特尔® 可扩展系统框架集成了开

本模型，它还旨在简化高性能计算部署，并通过单一平台支持所有

源的 Lustre* 文件系统，提供了下一代软件定义存储解决方案，

工作负载，包括分子动力学、基因组学、分子成像、机器学习和人

可解决海量分析环境面临的重大挑战。通过在单独服务器上扩

工智能、数据可虚拟化等。这种灵活性和高效率使企业能够更轻松

展元数据，并对多个存储驱动器和服务器上的对象数据进行分

地运行各种应用，结合不同的数据集来解决复杂难题。

割，Lustre 几乎可在任何规模下实现极致性能。

英特尔® 可扩展系统框架为集群计算定义了一个经过优化的完整解

• 快速、经济的高带宽网络。在高性能计算集群中，数据通常必须

决方案堆栈，将英特尔各个层面的创新技术汇聚到一起，以更低的

在节点之间以及节点内部高效地移动。英特尔® Omni-Path 架构

成本实现更高的性能。

（英特尔® OPA）可提供与当今最快的 InfiniBand* 高带宽网络相
同的 100 Gbps 链路速度，同时提供更高的芯片端口密度，以实现

强大、灵活的处理器

更好的可扩展性和成本模型。11 将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和英特尔®

功能强大的处理器是一切高质量高性能计算解决方案的重要基础。

至强融核™ 处理器与集成式英特尔® Omni-Path 架构控制器配合

为适当的工作负载选择合适的处理器能够提高效率，让企业更轻松

使用，可获得额外的成本、密度和性能优势。

地满足实际应用对于计算和内存的超高要求。英特尔® 可扩展系统
框架生命科学版支持多种英特尔® 处理器，其中包括最重要的：

英特尔® 可扩展系统框架生命科学版将这些技术集成到了一个高
效、均衡的集群架构中，并针对性能、密度和能效做了高度优化。

• 英 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这些功能强大的多核处理器可为

这些系统可以从小型工作组集群扩展为超级计算机，并且可以通过

各种主流和高性能计算应用提供可扩展性、优化和大幅的性能提

添加基于各种英特尔® 处理器和加速器选项的计算节点来进行扩展

升。与上一代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 v4 家族相比，高性能计算

和调整。

工作负载的性能提升幅度高达 1.73 倍。 除了提供更多的内核、
8

高速缓存和内存带宽以外，它们还经过重新设计，提高了在数据
密集型环境中的效率。
• 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器。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相比，这些
高并行处理器的内核数增加了 2.5 倍，线程数增加 5 倍。9 它们
可引导，具有集成高速内存，可运行所有标准的 x86 应用。额外

还可以简化系统软件解决方案。保持一个稳定且经过优化的 HPC 软
件环境可能是一项复杂且耗时的任务，即使对于 HPC 专家来说亦是
如此。OpenHPC* 软件项目汇集了部署和管理 HPC Linux* 集群所
需的常用组件。英特尔为该社区项目提供针对英特尔® 架构优化的
最新开源软件组件，使部署和运行高性能计算集群变得更加轻松。

的执行和内存资源可为高并行代码（包括当今最苛刻的生命科学

结论

应用）提供显著的性能、可扩展性和能效提升。

我们需要提供新一代的计算能力，帮助科学家和临床医师从不断增

高效的可扩展集群
这些年来，英特尔® 处理器性能不断提高，内存和存储技术却跟不
上步伐，这导致数据访问瓶颈，限制了许多应用的性能。英特尔®
可扩展系统框架将多种技术组合到一起，帮助解决这些瓶颈问题，
充分发挥英特尔® 处理器的强大功能。
• 内存容量和存储性能突破。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SSD）整合了
3D XPoint™ 内存媒介，在内存容量和存储性能方面实现了巨大飞
跃。这些固态盘旨在提供 5 到 8 倍于 NAND 类固态盘的性能，10

多的复杂数据中更快速地提取有用数据。英特尔提供多种资源来应
对这一挑战，其中包括：
• 经过优化的算法和应用，以更好地利用现代处理器和平台的并行
计算能力。这些代码有助于更快获得结果（通常可提高一个数量
级或更多），并且通常可在集群架构上高效扩展。
• 英特尔® 可扩展系统框架生命科学版，是一种均衡、高效的高性能
计算集群蓝图，易于部署、管理和扩展，旨在高效地运行各种生
物科学和医疗工作负载。

可用作超高速存储、存储缓存或扩展内存。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上述资源组合在一起，可帮助企业提高性能和改进成本模型，同时简

将基于 NAND 的英特尔® 固态盘与传统硬盘相结合，可更轻松地

化计算环境，让企业将精力从计算机科学转移到自己的专业学科上。

解决极端数据访问需求，同时降低总体成本。

了解更多信息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highperformance-computing/life-scien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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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英特尔于 2017 年 11 月进行测试。在配置有 2 个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2697 v4 的基准服务器上，使用未优化版本的 RELION 需要运行 47.6 小时。相比之下，在配置 2 个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148 处理器的新服务器上
运行 RELION 优化版本的平均时间为 4.6 小时；在 8 节点服务器集群（每台服务器配置 2 个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148 处理器）上的平均运行时间为 1.4 小时。配置详情：

a

	RELION：开发版本：2017 年 11 月 7 日提交到 https://bitbucket.org/tcblab/relion-devel-tcblab 存储库的“cpu-cuda-merge”分支（大致相当于 RELION 2.1 测试版）。该版本在适当的地方混合使用单精度和双精度。使
用 GCC* 4.8.5（GPU 运行）和英特尔® Cluster Studio 2017 Update 4（版本 2017.4.196 - CPU 运行）编译。所有基准测试均在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2 内核 3.10 上运行。由英特尔于 2017 年 11 月进行测试。
		可从 http://www2.mrc-lmb.cam.ac.uk/relion/index.php/Benchmarks_%26_computer_hardware 获得疟原虫核糖体工作负载
		基准服务器配置：2 个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2697 v4（2.3 GHz，18 个内核/插槽，36 个内核，启用睿频和超线程），American Microtrends Inc. 生产的 SuperMicro X10DRG-H 主板BIOS 2.0a，128GB 总内存，8 插
槽/16 GB/2400 MT/s/DDR4 RDIMM，1 个 1TB SATA，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2 内核 3.10.0-327。
		新服务器配置：2 个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148 处理器（2.4 GHz，40 个内核，启用睿频和超线程），BIOS 86B.01.00.0412，192GB 总内存，12 个插槽/16 GB/2666 MT/s/DDR4 RDIMM，1 个 800 GB 英特尔® 固态盘
SC2BA80，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2 内核 3.10.0-327。
	资料来源：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The Cost of Sequencing a Human Genome”（人类基因组测序成本），最后更新于 2016 年 7 月 6 日。
https://www.genome.gov/27565109/the-cost-of-sequencing-a-human-genome/

1

	资料来源：Illumina新闻稿，“IlluminaintroducestheNovaSeqSeries—aNewArchitectureDesignedtoUsherinthe$100genome”（Illumina推出NovaSeq系列：一种旨在实现100美元基因组测序的新架构），2017年1月9日。
https://www.illumina.com/company/news-center/press-releases/press-release-details.html?newsid=2236383

2

	来源：NovaSeq* 系列测序系统，规格表。
https://www.illumina.com/content/dam/illumina-marketing/documents/products/datasheets/novaseq-series-specification-sheet-770-2016-025.pdf

3

	资料来源：《自然》杂志，作者 Erika Check Hayden，“Genome researchers raise alarm over big data”（大数据引发基因组研究人员恐慌）。
https://www.nature.com/news/genome-researchers-raise-alarm-over-big-data-1.17912

4

	结果基于 150 bp Illumina 读取数带状和非带状单元的局部和全局对比（2.85 x 1011 非带状，3.21 x 1010 带状）。参加运行时性能对比的基准配置为：1）2 个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2697 v4（2.30 GHz，18 个内核）；
2）2 个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148 处理器（2.4 GHz，20 个内核）。两个系统均使用 Linux* 3.10.0-514.21.1.el7.x86_64 和 GNU* 编译器 7.2.0 进行所有测试。

5

	结果基于 2.66 x 1013 单元全局对比的 Pac Bio 读取数。测试比较了相同工作负载在以下系统 1 到 68 个内核上的运行时间：配置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器 7250（1.4 GHz，68 个内核，16 GB MCDRAM）的单一服务器。
所有测试运行均使用 seqan_global，Linux* 3.10.0-514.21.1.el7.x86_64 和 GNU* 编译器 7.2.0。

6

	基准：在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2697 v2（2.70 GHz，24 个内核）上运行的未优化的弥散间隔成像图像处理工作负载；对比：在同一服务器和配置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器 7210（1.30 GHz，72 个内核）的第二台服务
器上运行的优化的弥散间隔成像图像处理工作负载。优化后的软件能够利用每个处理器上的所有可用内核。

7

	声称基于 LAMMPS 最多可提高 1.73 倍：LAMMPS 是经典的分子动力学代码，也是大规模原子/分子大规模并行模拟器（Large-scale Atomic/Molecular Massively Parallel Simulator）的首字母缩写。它用于模拟原子的运
动，以开发更好的疗法、改进替代能源设备，以及开发新材料等。性能测试基于配置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 v4 家族的基准服务器和配置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新服务器。基准服务器配置：2 个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2697 v4，2.3 GHz，36 个内核，启用英特尔® 睿频加速技术和英特尔® 超线程技术（英特尔® HT 技术），BIOS 86B0271.R00，8 个 16 GB 2400 MHz DDR4，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2 内核 3.10.0-327。新服务
器配置：2 个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148 处理器，2.4 GHz，40 个内核，启用英特尔® 睿频加速技术和英特尔® 超线程技术，BIOS 86B.01.00.0412.R00，12 个 16 GB 2666 MHz DDR4，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2 内核
3.10.0-327。

8

	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器最多提供 72 个内核（每内核 4 个线程），而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最多提供 28 个内核（每内核 2 个线程）。

9

	通用配置：英特尔® 2U 服务器系统，配备 2 个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2699 v4（2.20 GHz，22 个内核），396 GB 内存（DDR @ 2133 MHz），英特尔® 傲腾™ SSD DC P4800X 系列 375 GB 和英特尔® SSD DC P3700
1600 GB，CentOS* 7.2 内核 3.10.0-327.el7.x86_64。性能采用 FIO 2.15 在 QD1-16 4K 70-30 工作负载条件下测量得出。

10

	相比于目前采用 36 端口芯片的 InfiniBand* 交换机，基于英特尔® Omni-Path 架构的交换机采用 48 端口交换机芯片。集群可使用更少的交换机和更少的交换机跳点构建，从而有助于优化成本、可扩展性和性能。

11

		

 准性能测试结果在实施近期针对“Spectre”和“Meltdown”漏洞的软件补丁和固件更新之前发布。性能测试中使用的软件和工作负荷可能仅在英特尔微处理器上进行了性能优化。诸如 SYSmark 和 MobileMark 等测试均系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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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enchmarks/intel-data-center-performan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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