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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可扩展计算机系统在各个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这些应用往往具有可扩展的需求，而这些可
扩展应用的特征却有很大差异。过去 20 年间，用于可扩展应用的系统平台层出不穷，这些平台的优势也各
不相同，评价一类应用与某种系统平台相适应的程度成为用户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本文对可扩展应用及可
扩展系统进行了综述与分析，并提出了一些评价应用与系统平台匹配程度的参考因素；同时，本文还对近来
业界提出的一些热点新名词进行了解释与分析，比较了它们之间的异同。本文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深入理解可
扩展应用与可扩展系统的特征，帮助用户选择合适的平台以提高应用的效率和资源的利用率，同时激发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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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进一步探索适应应用新需求的系统平台技术。
关键词:可扩展应用、可扩展系统、匹配、新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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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可扩展系统（scalable system）在科研教育、工业、互联网、事
务处理等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为提高生产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多核技
术日益成为主流，可扩展应用渐渐成为主流的应用类型。众多的可扩展应用有着各自不同的
特征，目前还没有一种很好的刻画应用特征的方法；可扩展计算平台也是多种多样，如对称
式多处理架构（Symmetric Multi-Processing， SMP）、非一致存储访问（Non-uniform Memory
Access，NUMA）、大规模并行处理（Massively Parallel Processing，MPP）、机群（Cluster）。
它们的技术发展路线各不相同，没有一种平台可以满足所有的应用。这种多样性无论对用户
还是对系统开发人员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对于用户而言，面对各种各样的计算平台及纷繁
的厂家宣传，如何选择最合适的机器颇费周折。例如，传统的利用浮点运算速度来评价计算
平台性能的指标太单一，一些测试标准（benchmark）也无法反映应用的真实特征，目前缺乏
用户选择平台的标准。系统平台研发人员缺乏对应用特征的深刻理解也难以做出实质上的技
术创新。
本文是对可扩展应用与系统的一篇综述。本文首先利用应用场景、数学模型和资源使用
特征三个维度来描述应用的特征，对应用进行分类；其次，通过分类来分析每种典型平台的
特点。通过对应用和平台特征的分析，本文还提出了一种评价应用与平台匹配程度的方法。
近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业界提出了一些与可扩展应用相关的新名词，如云计算1、网格计
算2、效用计算3等。这些概念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容易混淆。本文将详细阐述这些概念，
并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
本文组织如下：第二章阐述对应用进行分类的方法；第三章介绍平台的分类；第四章描
述评价应用与平台相互匹配的方法；第五章解释一些新兴的名词；第六章对未来与挑战进行
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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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 Computing
Grid
Utility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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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扩展应用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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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分类的方法
对于计算机领域的应用进行划分可以采用很多方法，本文采用的是三元组聚类法。如图
１所示，人类利用计算机解决现实物理问题一般遵循以下流程：1）对物理问题进行抽象，并
对其进行数学建模；2）根据数学模型表述，设计计算机可实现的算法；3）采用某种体系结
构的计算机进行编程实现；4）用实现后系统对原有问题进行模拟与测试；5）将所得结果以
一些直观的表示形式展现出来；6）再反过来对原始数学模型进行验证或修正。通常情况下数
学模型和算法与所要处理的物理问题紧密相关，而与具体计算机实现方法无关，代表了问题
的本质。而一旦所处理问题在不同体
系结构的计算机上得以实现，就会体
现出相异的资源使用特征。所以，我
们将算法模型与具体实现相分离，通
过“应用场景——数学模型和算法—
—资源使用特征”这三元组来对应用
进行刻画与划分。根据应用所面向的
领域不同，我们把应用场景划分为三
个大类：科学与工程计算应用、互联
网应用和数据库应用。
图1.
人类利用计算机解决现实物理问题的流程

2.2 科学与工程计算应用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计算（computation）已经同理论与实验共同构成当代科学
研究的三大支柱 ，应用范围涵盖了现代社会中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医疗卫生、文化教育
等各个领域。科学与工程计算的核心是研究如何利用已有数学和逻辑理论刻画实际的问题，
研究怎样利用计算机进行有效求解，它是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发展的直接产物。
2.2.1 特征描述方法
科学与工程计算涉及众多应用领域，运行的平台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导致不同应用在不
同的平台上表现出的负载特征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另外，为了提高计算效率、改善系统可
靠性、削减实现开销，所采取的多种优化策略使得应用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执行时差异。因此，
我们将应用的特征划分为两大类：（1）和算法相关的静态特征；（2）和运行时资源开销相关
的动态特征。其中，算法特征会直接影响其实现开销、计算强度、运行效率等诸多参数，是
描述一个应用的核心特征；算法流程需要映射到受限的计算资源空间，将产生众多运行时特
征。因此，我们按算法模型对科学与工程计算应用进行分类，通过数据表示、负载平衡来刻
画算法特征，通过计算密集程度、数据存取方式数量和执行效率三项指标来刻画资源使用特
征。
我 们 以 加 州大 学 伯 克 利分 校 提 出的 13 个 计算 模 型 为 参照 [2] ， 将 其中 的 组 合 逻 辑
（Combinational Logic）问题换成标量（Scalar）计算，图形（Graphical Models）和图遍历问
题（Graph Traversal）求解合并，同时增加单独的偏微分方程模型，也用 13 个算法模型表示
不同应用的计算特征，见表 2-1 中第 1 列。这样分类的好处是: 1)便于提取与分析不同应用负
载间的相同特性，利于开发计算库函数；2)利于不同领域专家的沟通和讨论；3)由于没有和
底层实现相绑定，极大地改进了计算模型的设计与优化的自由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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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示

负载
平衡

计算
密集

数据存取
本地访存

远程通信

执行效率

动态规划

结构化/
非结构化

是

否

低
延迟受限

相邻节点
延迟受限

中等/低

有限状态机

非结构化

否

否

低
延迟受限

全局节点
延迟受限

低

标量与组合逻辑

结构化

是

否

低
延迟受限

全局节点
延迟受限

低

稠密矩阵

结构化

是

是

高
带宽受限

相邻节点
延迟受限

高

稀疏矩阵

非结构化

否

是

低
延迟受限

全局节点
延迟受限

低

N 体问题

非结构化

否

是

高
带宽受限

相邻节点
延迟受限

中

偏微分方程

非结构化

是

是

高
带宽受限

相邻节点
延迟受限

高

MapReduce4

非结构化

否

否

低
延迟受限

全局节点
延迟受限

低

回溯/分支界限算法
非结构化
(Backtrack /B&B)

否

否

高
带宽受限

全局节点
延迟受限

低

非结构化

否

否

低
延迟受限

全局节点
延迟受限

低

结构化

是

否

高
带宽受限

相邻节点
延迟受限

中

非结构化

否

否

高
带宽受限

相邻节点
延迟受限

低

是

是

高
带宽受限

全局节点
延迟受限

中

图形
结构化网格计算
(PIC5)
非结构化网格
(PIC)

谱计算
结构化
（快速傅里叶变换）
2.2.2 算法模型的特征

表 2-1 中，与算法模型直接相关的指标是数据表示与负载平衡特征。如果算法模型的数
据 表 示 形 式 规 整 ， 而 且 访 问 方 式 可 预 测 则 为 结 构 化 （ Structured ）， 反 之 为 非 结 构 化
（Unstructured）。例如稠密矩阵的数据通常存储为一个线性数组，访问方式可以按照行优先
或列优先的形式进行；而稀疏矩阵的数据通常表示为压缩稀疏行（Compressed Sparse Row，
CSR）或分块压缩稀疏行（Block Compressed Sparse Row，BCSR）等非规则形式，访问方式
也因非零数据的位置不同而存在非对等性。对负载平衡特征而言，如果该计算模型的并行实
现不需要或只需要很小的开销就可以达到节点间计算量的平衡则标为“是”，否则标为“否”。
例如谱计算模型计算节点间负载平衡性可以通过调整分配到每个节点上的数据点数目得以满
4
5

谷歌（Google）开发的 C++编程工具，用于大规模数据集（大于 1TB）的並行运算。
Particle in Cell 质点网格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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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回溯/分支界限模型会存在某些计算节点过早满足裁剪条件而提前完成计算，而其余节点
出现深度搜索的负载不平衡问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标为“否”的算法模型只表示算法层
面的一种负载不平衡性，通过后续的针对特定平台的优化，实际应用还是具有负载平衡的可
能性。表 2-2 中给出了用上述算法模型对参照文献[3]中的一些典型的科学与工程计算应用进
行分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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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典型的科学与工程计算应用

名称

线

学科

运算模型

特征/效率(最大节点数)

GTC

5K

磁聚变

ELBD3D

3K

流体动力学

偏微分方程、标量 负载平衡
15%~30%(1024)

CACTUS

84K

天体物理学

直线法求解偏微
分方程7

BeamBeam3D

28K

高能物理

结构化网格、三维 高通信计算比9，间接数据选
快速傅里叶变换8 址(非结构化)
1%~8%(2048)

PARATEC

50K

材料科学

DM10、三维快速 全互换通信11
傅里叶变换
15%~75%(2048)

HyperClaw

69K

空气动力学

EMAN[4]

120K

生物医学
图像处理

快速傅里叶变换， 非结构化，低粒度
标量、DM
<10% on GPUs13

Socorro[5]

140K

量子化学

DM、快速傅里叶 结构化, 全局节点同步
变换
>50% (SMP 4×8 Nodes)

非结构化网格、偏 远程内存访问6(非结构化)
微分方程
7%~18%(32K)

规则的通信(结构化)
5%~16%(16384)

偏微分方程(网格 非结构化, 复杂通信
自适应加密)12
1%~5%(1024)

2.2.3 资源使用的特征
应用的资源使用特征包括计算强度特征、数据存取特征和效率三个方面的四个指标：计
算密集与否、本地访存特征、远程通信特征和执行效率。其中，前 3 个指标用于衡量算法实
现受资源限制的程度，而最后一个指标用于综合衡量其对资源的使用效率。
算法模型的计算强度分为计算密集和非计算密集两类。例如，在表 2-1 的第 4 列标记为
“是”的算法模型包括稠密矩阵、偏微分方程、快速傅里叶变换等，这类模型的统一特点是
其计算访存比和计算通信比高于其他标记为“否”的算法模型。如果某一应用包含一个或多
6

Remote Memory Access
MoL-PDE，Method of Lines for PDE
8
3D-FFT
9
high computation to communication ratio
10
Dense Matrix，稠密矩阵运算
11
All-to-all Communications
12
AMR(Adaptive Mesh Refinement)- PDE(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13
Graphics Processing Unit，图形处理器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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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这类计算密集型算法模型，那么计算单元就很有可能会成为整个应用的瓶颈所在。
数据存取特征划分为本地和远程两类，如表 2-1 中第 5、6 列所示。目前很多情形下内存
墙 是应用性能的主要制约因素，数据访问的局部性、本地内存的访存带宽与吞吐率成为影
响数据存取的主要因素。可扩展应用算法模型的通信强度与复杂性也直接影响到其执行开销
和实现复杂度。对本地访存特征，我们用数据总量来描述内存使用的空间特性，用带宽受限
或者是延迟受限来刻画时间特性。例如，在表 2-1 中结构化网格算法模型的每个计算步骤间
会出现大量数据由一个计算点迁移到另一个计算点的情况，因此需要大量的数据交互，其内
存使用的空间特征特性为“高”；然而单一数据点的迁移速度并不会对整体运行速度产生巨大
的影响，所以其时间特性为带宽受限。对远程访存特征，我们用是否需要全局数据通信描述
空间特性，用带宽受限或者是延迟受限来刻画时间特性。仍以结构化网格算法模型为例，如
上介绍的数据点的迁移只会发生在邻居节点之间，所以在表 2-1 中第 6 列用“相邻节点”描
述其空间特性，用带宽受限描述其时间特性。而对于快速傅里叶变换和 MapReduce 等算法模
型，由于存在 Broadcast（广播）和 AllReduce 等全局通信操作，所以其远程访存特征的空间
特性为“全局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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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算法模型的整体执行效率用“低”、
“中”和“高”三个等级来衡量。例如，稠密矩阵算
法模型同时具有计算密集与负载平衡特性，对应的执行效率为“高”；而谱计算虽然也同时具
有计算密集与负载平衡特性，但是由于需要全局数据通信，所以对应的执行效率为“中”。
表2-3.
机器

典型计算平台分类结果
内存

CPU

MDGRAPE[6] 专用集成电路
（ASIC）

互连网络

效率

片上内存；最小 广播内存结构15；最小化计 针对 MD16问题
化内存引用次数 算访存比与计算通信比。 的优化；处理器
低频率

Roadrunner[7] 基于 Cell 处理器；异 片上可编程
两层 Infiniband 4X 互连； 处理器间协同工
17
构体系结构
DMA 单元；16 遵循“提升带宽”优先于“降 作提升性能
路并行内存操作 低延迟”的原则
Cyclops64[8] 片上超级计算机细 大规模并行延迟 硬件支持操作；指令集支持 处理器低频率、
BlueGene/C 胞体系结构；硬线程 隐藏；高带宽低 线程级并行
线程级并行18
单元
延迟片上内存
BlueGene/L[9] 基于 PowerPC440 的 不支持缓存一致 全局栅栏同步19网络；全局 处理器低频率；
专用集成电路；双流 性
组合20和广播网络；Link/IO 高可扩展性
水双精度浮点单元
专用集成电路
Cray X1E[10] 向量流水线加标量
单元

多级缓存；全局地 支持远程节点间的同步操
址编址
作； 多线程处理器架构

14

Memory Wall，指从 CPU 核心到内存之间的数据交换受制的带宽限制

15

broadcast memory architecture

16

分子动力学，Molecular Dynamics
Direct Memory Access, 直接内存访问
TLP ，Thread-Level Parallelism
Barrier

17
18
19

20
21

combining，例如：多播multicast、规约reduce、求和sum
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单指令多数据流
5

SIMD21；处理器
低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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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中给出了一些典型计算平台在大运算量、本地内存访问、互连效率和整体效率上
的实现策略，与表 2-1 中后 4 列相对应。
上述只是一种近似划分，实际应用由于受到函数库、操作系统、编译器等多方面的影响
还会产生很大的差异。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改善资源相关指标的同时，更应该注意提升资
源的使用效率，这将成为衡量未来超级计算机系统成败的关键性因素[11]。

2.3 互联网应用
互联网，是由那些使用公用语言互相通信的计算机连接而成的全球网络。随着互联网迅
速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以互联网为中心的网络信息时代，它将在人类的政治、军事、
文化和经济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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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分类方法
对互联网应用按照三元组方法根据场景可划分为两大类：基于互联网的科学计算和面向
互联网的信息服务。算法模型主要根据资源分布和控制方式，在线用户参与数进行区分。资
源分布和控制方式包括：集中控制的服务器和客户端方式和分布的对等网络（peer to peer，
P2P）模式。在线用户参与数是指一个具体网络应用同时在线参与的人数，如网络搜索类型在
线用户参与数为 1，网络聊天的在线用户参与数为 2。应用的资源使用特征，分为客户端和服
务器端分别讨论。
2.3.2 基于应用场景的分类
1.

基于互联网的科学计算应用

基于互联网的科学计算主要的工作方式是，项目方把大的计算任务分割成小块（任务单
元），通过互联网分发给志愿者进行计算，志愿者计算完成后再通过网络把各自的计算结果返
回到项目方的服务器。该类应用的特征是：1）问题与算法本身极好的并行性，巨大问题能够
很好地分割成适用于个人计算机规模，可独立计算超小任务单元（WorkUnit）；2）处理过程
中参与的各个人计算机之间交互不频繁。此外为适用于互联网环境，该类应用还增加了细粒
度检查点和试验结果数据检查技术。之所以需要细粒度检查是因为当个人用户需要使用个人
计算机时，运行中的科学计算应用应该立刻让出 CPU 资源；而当个人计算机空闲时，科学计
算应用从某个中间点继续，该过程可能非常频繁。试验结果数据检查是为了防止出现网上作
弊情况。基于互联网的科学计算应用根据所解决的物理问题可以继续细分为：气候分析、生
物信息学、物理化学类、数学类。例如，寻找外星人的 SETI@home[15]，用于计算蛋白质折叠
的 Folding@home[16]。
2.

面向互联网的信息服务应用

表2-4.

面向互联网的信息服务

类别名称

服务内容

信息资讯

门户网站、博客、BBS

信息检索

网页搜索、地图搜索、图片搜索、视频搜索、数字图书馆、文件共享

网络存储

网络硬盘、网络相册、无限容量邮箱

网络多媒体

视频点播、音频点播、网上电视、网上广播

电子商务

网上银行、网上购物、网络炒股、B2B

网络游戏

网游

消息通信

Email、QQ、MSN、Skype、飞信

面向互联网的信息服务根据提供的服务内容，可以归纳整合为七大类别，即信息资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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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检索、网络存储、网络多媒体、电子商务、网络游戏和即时通信。每个大的类别又包括
若干子类，具体如表 2-4 所示。
2.3.3 基于算法的分类

chinaXiv:201611.00003v1

在应用场景分类的基础上，根据资源分布和控制方式、在线用户参与数可以把应用更具
体地划分为 8 个象限空间，如图 2 所示；当在线用户数为 1 时，只存在采用客户端/服务器模
式的信息服务，包括信息资讯、信息检索、电子商务和网路存储。该类型应用的一个重要特
征是对客户端资源要求不高，可采用瘦客户端方式实现；当在线用户数为 2 时，在对等网络
模式下出现了部分即时通信软件，如 Skype；在客户端/服务器模式下出现了部分网络游戏和
其他模式的即时通信软件。当在线用户数目在几十至几千范围内时，信息服务主要包含客户
端/服务器模式的网络游戏、部分网络多媒体和对等网络模式的另一些网络多媒体应用。而基
于互联网科学计算只在用户数目为几千甚至几万的范围内出现。

(a) 互联网应用划分的三个维度

(b)在线用户数为 1

(c)在线用户数为 2

(d)在线用户数为 n
图2.

互联网应用的划分

2.3.4 资源使用特征
表 2-5 给出了基于互联网的科学计算应用客户端的资源使用情况，表 2-6 是面向互联网的信
息服务应用服务器端的资源使用情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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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基于互联网科学计算应用客户端资源使用特征

物理问题

数学模型

基因组

符号串

蛋白质折叠 偏微分方程

资源特征

算法
计算

存取

GPU

磁盘

网络

比对

定点

随机

高

多

极少

方程组求解

浮点

内存小

高

多

极少

气候分析

？

？

浮点

内存大

无

多

极少

求解大质数

代数

代数定律

整型

内存小

无

少

极少

chinaXiv:201611.00003v1

表2-6. 面向互联网信息服务应用服务器资源使用特征
服务类别
资源特征
计算
存取
磁盘
信息资讯

整型

随机/延迟敏感

少

信息检索

整型

随机/延迟敏感

多

网络存储

整形

内存大/吞吐率高

极多

网络多媒体

整型

内存大/吞吐率高

极多

电子商务

浮点

随机/延迟敏感

少

网络游戏

整型

随机/延迟敏感

少

消息通信

整整

随机/延迟敏感

少

2.4 数据库
数据库是计算机领域最重要、最广泛的应用之一。数据库是现代企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
分，在一些行业中数据库甚至处于核心位置，比如银行，航空，电信和零售业。数据库的历
史悠久，使用广泛，因此数据库上的应用种类繁多。根据应用场景、算法和资源使用特征，
这些应用可以被分为不同的类。
2.4.1 数据库应用场景的分类
数据库应用按照场景可以划分为数据管理、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数据管理的目的在于
操作现有的数据，基本操作是插入、查询、更新和删除，在线事务处理(Online Transaction
Processing, OLTP)是主要应用形式。数据分析的目的在于获取信息。随着数据量的增大，人们
不仅希望能够有效地管理数据，还希望能够获取信息，支持决策。因此，数据仓库和在线分
析处理(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 OLAP)被引入到数据库领域；其中，数据立方体(Data Cube)
和 Top K 查询是典型的在线分析处理应用。数据挖掘的目的在于从数据中发现新的模式和知
识。数据挖掘的大部分工作集中在发现频繁项、分类和聚类分析。另外，近年来数据流引起
了人们的注意，数据流上的查询更加强调时效性，由于数据流往往涉及海量的数据，因此数
据流上的应用以在线分析和挖掘为主。
2.4.2 数据库领域的主要算法
数据库应用的算法种类繁多，可以使用其中常用的来对应用的特征进行分析。数据库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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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常见的算法有：基本关系代数运算、分组、排序、建立树型索引、建立直方图、集合运算
和图的划分(凝聚)。基本的关系代数运算包括选择、投影和笛卡尔乘积。分组和排序在数据
库应用中到处出现，并且往往成为其他算法的基础，因此它们的性能应该被高度重视。在数
据库中建立索引往往能够显著地提高查询的性能，B 树索引和 R 树索引以及他们的变种是使
用最为广泛的两种树型索引。直方图不仅用于对数据的分析，还被用于对查询的优化。由于
直方图带有准确的统计信息，因此被广泛地用于流数据处理，常见的直方图有等深直方图和
等宽直方图。集合运算和图的划分(凝聚)在数据库应用中也被广泛地使用，集合和图是人们
理解数据的最基本的、最有力的工具。

chinaXiv:201611.00003v1

2.4.3 资源使用特征
数据库应用在资源使用上与其他应用相比有很大区别。由于数据库管理的数据容量往往
远大于内存，因此，几乎所有的数据库应用都是 I/O22密集而计算不密集的。从资源使用的角
度看，可以从对 I/O 带宽是否敏感，对 I/O 延迟是否敏感和并行度的高低等特征区分。从对
I/O 的要求可以看出一个应用访问数据的方式。比如高度并发的交易事务处理，在有效的索引
支持下，I/O 访问随机性强，是对 I/O 延迟敏感的。而周期性的销售记录分析，往往是顺序扫
描数据，因此是对 I/O 带宽敏感的。一般来说，数据库系统的资源往往是有限的，并且迁移
数据的代价相当大。因此，数据库应用的并行度能够显著地影响应用的性能。为了提升数据
库应用的并行度，往往需要对数据进行有效的组织和划分。

3

可扩展系统的分类

计算机已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自 1946 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产生到现在，几十年的发展
历程中，出现了成百上千种不同架构的系统。本节将对现有可扩展平台进行介绍并分类，描
述每种类型高性能计算机在软件和硬件上的关键技术点。

3.1 分类的方法
小型机、大型机、巨型机等以系统规模为标准的定义是对高性能计算机的最简单的分类。
然而，一个新系统的出现，应用及用户的需求才是其真正的动因。不同架构的系统都有其适
合的一种或多种应用。通用平台在设计之初即为支持广泛的应用而平衡处理器、内存和互连
等各方面设计；专用平台则为特定应用构造，各方面的设计只为优化一类应用甚至一个算法。
基于这种差别，本文将现有平台按照通用平台的体系结构、专用平台的应用类型进行划分，
并对几种典型机器的技术特征进行详细分析。

3.2 通用平台
通用平台体系结构的发展演变，正是不断适应新的应用需求的结果。因此，通用平台按
照体系结构进行分类，对各平台的介绍将按照时间维度展开，分别为向量机、对称式多处理
架构、ccNUMA、大规模并行处理和机群。本节将对平台的产生历史、典型系统和技术要点
进行描述。
3.2.1 向量机
向量处理器就是一条指令就可以处理整个向量的处理器。向量机是超级计算领域的一个
里程碑。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初的将近 20 年时间里，向量机占据了超级计算的
统治地位。最早出现的向量机是德州仪器（TI）公司的 TI-ASC 和 Control Data 公司的
22

Input/Output，输入、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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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100，这些处理器的向量运算功能非常强大，比如 ASC 可以用一条简单指令做矩阵的
乘法运算。但它们只卖出了少数几台，并没有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主要原因是它们的标量运
算性能差，比不上当时的标量机。而且这些向量机只有在运行向量化非常好的程序时才能显
示出优势，这大大限制了它们的应用。真正成功的向量机是 1976 年出现的 CRAY-1。该机不
仅向量运算功能强大，而且标量运算性能也超过当时的标量机。CRAY-1 开启了向量机的黄
金时代。其后直到 90 年代初，向量机在时钟频率、每周期的功能、带宽、I/O 等几乎所有方
面都胜过微处理器，是超级计算领域不折不扣的霸主。日本的几个公司，如 NEC、富士通以
及日立等，在这段时间也推出了各自的向量机。
从 1992 年开始，微处理器在时钟频率上赶上并超过了同时代的向量机，人们逐渐采用微
处理器来搭建并行超级计算机；而且，绝对峰值性能不再是衡量超级计算机的唯一指标，人
们更关注每美元能够提供的计算能力，于是风光一时的霸主向量机终于让位于由微处理器组
成的并行系统，如对称式多处理架构、ccNUMA、机群等。但向量机并没有彻底消亡，在某
些特定的领域，向量机仍然具有一定优势，比如某些科学运算、图像处理应用；特别是，向
量处理的思想一直被广泛使用，大多数微处理器中存在的多媒体指令，就是用于处理向量的
（尽管这些指令被称为单指令多数据流——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 SIMD）。
NEC 公司一直在向量机的研究上保持大量投入，其 SX 系列是比较成功的基于向量机的
超级计算机。其中，2007 年 10 月发布的 SX-9 是 SX 系列的最新成员，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快
的基于向量处理器的超级计算机，理论峰值浮点性能最大可达 839TFlops23，主要面向科学计
算应用，例如天气预报、流体动力学、环境模拟等领域。
SX-9 系统最主要的创新是新开发的 CPU。该 CPU 包含 4 个独立的向量单元（vector unit），
每个单元每周期可以完成 8 路 64 位浮点运算；主频为 3.2GHz，因此，单个 CPU 的浮点性能
超过 100GFLOPS。SX-9 的单个节点 （node） 由 16 个 CPU 组成对称式多处理架构系统，
运算能力达 1.6TFlops，每个 CPU 的访存带宽达到 256GB/s；单节点支持 1T Byte 共享内存空
间，以统一内存访问（UMA）方式存取。SX-9 节点以超高速交换机相连，节点间具有双向
的 256GB/s 吞吐率。SX-9 系统有较好的可扩展性，最多可支持 512 个节点，峰值运算能力可
达 819TFlops，最大允许 512TB 存储空间。
3.2.2 可扩展对称式多处理架构
在向量机占领高性能计算机市场十余年后，向量机的造价越来越高，而性能提高却越来
越困难。随着微处理器性能的不断提升，卡内基-梅隆大学在当时流行的 DEC PDP11 小型计
算机的基础上研制成功一台由 16 个 PDP11/40 处理机通过交叉开关与 16 个共享存储器模块
相连接而成的共享存储多处理器系统 C.mmp。随后又出现了非常适合于对称式多处理架构方
式的总线协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则对总线协议进行扩展，提出了缓存一致性问题的处理
方案。从此，C.mmp 开创出的共享存储多处理器之路越走越宽。现在，这种体系结构在服务
器和桌面工作站市场得到广泛的应用。
各个服务器厂商都有基于对称式多处理架构的代表机型，例如 SGI（Silicon Graphic Inc.）
的 Power Challenge XL 系列并行计算机、康柏的 Alphaserver 84005/440、惠普的 HP9000/T600
等。IBM 新推出了最多可达 64 路的对称式多处理架构服务器 Power 595，使用带有双内存控
制器的 5.0GHz POWER6 处理器芯片，并且利用点对点互连进行内核之间的通信，同时支持
每台服务器最高 4 TB 的内存以及每个时钟周期内 4 次内存操作，总内存带宽超过 1.3TB/秒。
IBM Power 595 支持多种操作系统,从高端的 UNIX(AIX,IBM i)到 Linux（SUSE, Red Hat），最
多可配置 254 个虚拟分区，同时提供了活动分区迁移功能，可以应用于需要大规模事务处理，
23

1012（万亿）次浮点运算每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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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靠性、可用性和可服务性（Reliability, Availability and Serviceability，RAS）要求高的关
键业务型数据库应用的企业数据中心。
在对称式多处理架构系统中，系统资源被系统中所有 CPU 共享，工作负载能够均匀地分
配到所有可用的处理器上。基于点到点直连技术的对称式多处理架构一般只能达到 4~8 路，
如 AMD Opteron（皓龙）。可扩展对称式多处理架构需要更复杂的互连和交换技术连接更多的
CPU。由于所有处理器共享总线带宽，对称式多处理架构系统的扩展性相对较差，系统中处
理器个数一般少于 128。对称式多处理架构系统可以通过机群系统技术实现超大规模计算机
系统构建，扩展其处理能力。

chinaXiv:201611.00003v1

3.2.3 ccNUMA
对称式多处理架构虽然使得编程模型简单，但是随着处理器的增多，访问存储的有效带
宽利用率变得越来越低，扩展性受到了很大限制，非一致存储访问（Nonuniform Memory
Access，NUMA）结构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扩展性的问题。由于 NUMA 是一种分布式
存储结构，为了保证各个处理器的缓存一致性，人们又提出了带有缓存一致性协议的 ccNUMA
架构。1991 年斯坦福大学的 DASH 项目组完成了世界上第一台真正可以运行的 ccNUMA 架
构的并行机 Dash。ccNUMA 结构并没有改变对称式多处理架构的编程模型，编程人员仍然像
在一台普通的 PC 上编程那样组织语言，但系统的扩展性有了很大提高。同时这种架构能够
充分利用程序执行的局部性原理，具有编程简单、执行效率高的优点，因此自从 ccNUMA 结
构被提出来后，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同时有众多服务器提供商开发推出 ccNUMA 结构
的服务器，其中 SGI 公司就是 ccNUMA 服务器的忠实开发者。
SGI 公司在 1996 年推出经典的 ccNUMA 系统 Origin 2000。当时 128 处理器配置的 Origin
2000 刷新了 SpecCrate_fp 95 和 SpecCrate_int 95 两项测试的世界纪录。在 1997 年 11 月的
top500 中，Origin2000 系列的并行机占据了 102 个，由此可见 ccNUMA 架构在超级计算机历
史上的辉煌成就。目前 SGI 公司最新的 ccNUMA 服务器为 SGI Altix 4700。Altix 4700 服务器
具有典型的 ccNUMA 架构，使用第 4 代 NUMAlink 的高性能网络，最大可配置 512 个计算插
槽（Socket）
，可以扩展至最大 128TB 的全局存储。Altix 4700 不需要像很多超级计算机那样
使用专用的操作系统，使用通用的操作系统如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就可以进行管理。
这点使得 Altix 4700 的设计、管理和开发成本比其他的超级计算机更容易为用户接受。
由于在扩展性上无法与大规模并行处理相比，随着并行处理规模的迅速增长， ccNUMA
架构的计算机已经逐渐从计算机运算能力的排行榜上淡出了。但是 ccNUMA 架构高效的专用
网络、简单的编程环境、不俗的运算能力仍然能够满足中等规模的科学运算要求。
3.2.4 大规模并行处理
大规模并行处理体系结构是高性能计算机最常采用的体系结构。它具有以下的特点：
（1）
采用大规模并行处理体系结构的计算机包含多种节点，单个节点可以不是一台完整的计算机。
不同的节点使用不同量级的操作系统；（2）采用专用的互连网络，相比其他体系结构具有最
佳的扩展性。
IBM 的 Blue Gene（蓝色基因）系列高性能计算机和克雷（Cray）的 XT 系列高性能计算
机是典型的大规模并行处理系统。克雷的 XT4 高性能计算机，使用 AMD 的 Opteron 双核处
理器；控制器一方面与处理器直接相连，另一方面通过 6 向的接口与其他节点一起搭建 3D
torus 网络；SeaStar2 专用互连网络能够为通信提供高带宽和低延迟；文件系统使用并行面向
对象的 Lustre；运算节点使用轻量级的 Linux 操作系统，服务节点使用完整的 Linux 操作系统；
系统管理软件为上层提供统一系统映像；Portals 通信库支持 MPI 2.0，并为多种特殊运算提供
了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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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机群
机群系统是互相连接的多个独立计算机的集合，这些计算机可以是单机或多处理器系统
（PC、工作站、对称式多处理架构或 ccNUMA）
，每个结点都有自己的存储器、I/O 设备和操
作系统。机群对用户和应用来说是一个单一的系统，它可以提供低价高效的高性能环境。

chinaXiv:201611.00003v1

1994 年夏，美国的研究人员建成了第一个 Beowulf 机群，它由 16 个 DX4 处理机组成。
1997 年，又推出了 16 个基于 PⅡ的机群，只需花费 5 万美元却具有每秒 10 亿次的浮点运算
能力，而当时购买具有相同能力并行机的投资数却是它的 10 倍。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NOW 系统也是较早的工作站机群，由上百个 Sun Ultra 工作站组成，集成到 19 英寸机箱中，
可使用 Myrinet、ATM 和终端集中器等多种互连手段，每个结点自带 512K 缓存、128M 内存
及 2 个 2.3G 硬盘。随着机群的发展，逐渐出现了用于节点间通信的商业网络 Infiniband 和 SAN
存储网络，机群越来越普及，从而在高性能计算机中的比例越来越大。
由 Sun 公司研制的 Ranger 是典型的机群，计算峰值为 579.4TFlops，当前 Top500 排名为
第四位，结点为对称式多处理架构的刀片服务器，采用 AMD 的巴萨罗纳 CPU，运行 Linux
操作系统，结点间采用商业网络 Infiniband 互连，构成胖树24的拓扑，在存储方面，也采用了
Lustre 并行文件系统。
3.2.6 通用平台小结
表3-1.

通用平台技术点
技术要点

平台名称 体系结构
处理器
NEC SX-9

Vector

系统控制器

互连

操作系统

编程模型

节点内共享
消息传递+
超高带宽并行多 Super-UX，兼容
向量处理器
内存，UMA
节点内共
层交叉开关25
(SIMD)
Unix System V
方式访问
享内存

对称共享
局部高速缓
IBM Power 对称式多
通用处理器
存及其数据
595
处理架构
一致性
Altix 4700 ccNUMA 通用处理器

分布式共享
缓存一致性

总线或交叉开关
高带宽，低延迟

单一操作系统 消息传递、
映像
共享内存

高性能专用
互连网络

单一操作系统
共享内存
映像

主从核心操作
高性能专用网络、
系统、单一系统
非共享高速
大规模
消息传递
3D Torus 网络、管
通用处理器
Cray XT4
映像管理、并行
系统总线
并行处理
理网络、存储网络
文件系统

Sun Ranger

机群

通用处理器

主流操作系统、
高性能商用网络
单一系统映像
消息传递
胖树拓扑
管理、并行文件
管理、存储网络
系统、检查点

非共享

3.3 专用平台
在计算机发展的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的专用系统，如 Lisp 机26和数据库加速器（database

24
25
26

Fat-tree
Crossbar
一种直接以 LISP 语言的系统函数为机器指令的计算机，主要应用于人工智能各分支，特别是逻辑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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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ors）
，由于专用系统性能提升速度远低于摩尔定律，大部分系统只是昙花一现。然而，
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功耗成为了制约计算机规模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获得较高
性能功耗比的专用平台又逐步得到了重视和发展。为达到功能、性能和功耗等方面的平衡，
专用加通用的混合计算平台也越来越多地出现。
现有的专用平台往往用于分子动力学模拟和晶格量子色动力学模拟，对专用平台的介绍
也将围绕这两类应用展开；同时，一些不归于特定平台的专用部件也会在本节介绍。每个平
台和部件都将以“专用——面向的应用——技术点”这三元组的方式进行总结。
3.3.1 分子动力学模拟
分子动力学模拟被广泛应用于生命科学和地球物理等领域，专用平台主要有
MDGRAPE-3 和 Anton。

chinaXiv:201611.00003v1

1.

MDGRAPE-3

MDGRAPE-3 又称为“蛋白质探索器”，由日本理化学研究所（Riken）研制，主要目标
是为药物开发提供高精度的显示，并且对大型的蛋白质和染色体组进行大规模的模拟。其结
构如图３所示，由主机 PC 集群和专用引擎构成。
在分子动力学模拟中，大部分的计算时间
花费在非键合力上（例如，库伦力和范德瓦尔
斯力）。专用引擎只负责计算非键合力，其他
计算都由主机完成。该系统在 2006 年 6 月发
布，由 5325 个 MDGRAPE-3 芯片构成，每个
芯片的速度达到 165Gflops 以上，峰值计算能
力达到千万亿次以上。其中，MDGRAPE-3 芯
片专为分子动力学模拟设计，其结构如图４所
示:

图3.

MDGRAPE-3 系统示意图

芯片中包含 20 条力场计算流水
线，该专用流水线由 3 个减法器单
元、6 个加法器单元、8 个乘法器单
元以及 1 个功能评估单元构成。在计
算库伦力时，它在每个周期大约可以
执行 33 次等效运算。20 条流水线可
以被虚拟为 40 条流水线使用。j 粒子
存储部件中保存着 32768 个体模型
（body）中 j 粒子的坐标，
共 6.6Mbit，
不再需要外接内存。此外，专用引擎
采用具有可扩展性的二维超级交叉
交换矩阵（2D hyper-crossbar）拓扑
进行互连。
2.

图4.

A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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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n 由 David E.Shaw
Research 公司研制开发，主要目
标是模拟毫秒级的生命过程，用
于蛋白质预测及研制新药等领
域。该系统包含 512 个节点，采
用全专用设计的集成电路
（ASIC）芯片实现分子动力学
模拟所需的所有计算。
如图 5 示，Anton 芯片中的
高通量互动子系统（HTIS）实
现最耗时的非键合力计算，而柔
性子系统（Flexible Subsystem）
实现其他分子动力学模拟的计
算。柔性子系统内嵌了通用处理
器，使系统具有可编程性，能够
灵活地实现各类算法。整个系统
采用 3D Torus 拓扑互连、路由

图5.

Anton 芯片框图 bb

27

器支持的多播、基于“推” 的通讯机制，并支持稀疏数据结构的压缩通讯，对于特定的数
据包可以实现优先传输。此外，其内存系统可以支持累加和同步操作。
3.3.2 晶格量子色动力学（LQCD28）模拟
通过使用晶格量子色动力学模拟，可以让人类对丰富多彩的强子物理现象——从地球上
的核物理现象到早期宇宙的物质形态，从物质微观结构到宇宙尺度的星系结构有定量的理解
和定量的预言，并最终发现和确立自然界的基本规律。晶格量子色动力学模拟的专用平台主
要有 apeNext 和 QCDOC。
1.

apeNext
apeNext 是 APE 项目
中 2003 年发布的机器，
包括 4096 个节点，运算
峰值为 20TFlops。APE
项目自 1988 年开始，目
的是加速 LQCD 应用，由
INFN (意大利)、DESY
(德国) 和法国巴黎第十
一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 Sud)合作开展。
apeNext 采用与
MDGRAPE -3 类似的架
构，通用加专用的模式，
专用部件加速 LQCD 最耗
时的运算。

图6.

27

apeNext 芯片框图

push-based approach，又称基于服务器的协议（server-based protocol），与之相对应的是.基于拉的方法
（pull-based approach）：又称为基于客户的协议（client-based protocol）。
28
Lattice Quantum chromo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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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Next 的专用集成电路芯片如图 6 所示，该芯片可以实现复杂的双精度浮点运算，其中
运算部件实现流水化的乘加操作，并提供 256 个 128 位宽寄存器，以适合浮点型操作。多个
芯片之间采用专用的高性能网络互连，该网络采用 3D Cubic mesh 拓扑，具有很好的可扩展
性。软件层次上采用全定制的操作系统和编程环境。
2.

QCDOC

chinaXiv:201611.00003v1

QCDOC 是 QCD On a Chip 的缩写，即单芯片 QCD 处理，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日本理
化学研究所, 美国布鲁克黑文实验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 ，BNL）, UKQCD29, 和 IBM
多家合作研制。QCDOC 在 2004 年发布，峰值性能为 10TFlops，其结构也采用通用加专用的
方式。
QCDOC 芯片的设计（如图 7）与 apeNext 不同的是，它集成了通用处理器核(IBM
PowerPC440)，用于外围接口的控制和各部件的交互。同时片内集成 4MB 的 DRAM 实现高
带宽的内存访问。其定制的专用模块称为 SCU，实现了 QCD 专用逻辑。同时多个 QCDOC
芯片之间分布式共享内存，并采用专用高速网络互连。该网络支持链接的分块/跨距（chained
block/strided）传输，支持多播（Multicast），栅栏同步以及全局规约30操作，因而可以获得很
好的全局同步操作性能。同时该网络采用 6D Torus 拓扑，具有很好的可扩展性。在软件层次
上，该系统采用单进程 Unix，定制的编程环境。

图7.

QCDOC 芯片框图

3.3.3 专用部件
在某些领域中，专用和通用混合的平台也越来越多地出现。这些平台往往采用加入加速
部件的方式构建。现阶段，被广泛应用为加速部件的有 IBM Cell，Nvidia GPU，Clearspeed
的专用集成电路，以及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部件。
29

英国若干知名大学在量子色动力学研究领域的合作组织，成员包括剑桥、牛津、爱丁堡、南安普顿、格拉
斯哥、利物浦、普利茅斯、斯旺西等
30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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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Cell、Nvidia GPU 和 Clearspeed 专用集成电路可以被视作一类，它们可以面向多种
应用领域，但最适合的是浮点运算密集的应用，如 Clearspeed 最新的 CSX700 专用集成电路，
可以提供双精度 96GFlops 的计算能力。IBM 的 Roadrunner 即采用了 IBM Cell 作为加速部件，
实现对流式计算应用的加速。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部件也开始被应用于高性能计算领域，典型的代表是 Cray XT5h 系统。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部件可以充分利用硬件的并行特征，较为灵活地实现一些应用并提高其性
能，尤其适合实现执行过程规整的程序。
3.3.4 专用平台小结
表3-2.

专用平台技术点

平台名称

技术点

面向应用

chinaXiv:201611.00003v1

处理器

MDGRAPE

Anton

控制器

通用处理器+专用处理器
分子动力
物理力计算流水线
学模拟
片上 SRAM

互连

2 维 hyper-crossbar 拓扑

内存
j 粒子存储
器和控制单
元, 无片外
RAM

支持多播和稀疏数据结构的
分子动力学算法硬
压缩传输
件逻辑实现
支持累加
Push-based 通讯机制
分子动力
为分子动力学算法 和同步内
分布式共享
DMA 引擎 offload 通讯任务
学模拟
定制指令集
存操作
特殊数据包的优先级传输
很小的缓存
3D Torus 拓扑

apeNext

实现多种双精度复杂操作
晶格量子
64 位地址产生部件
色动力学
流水乘加部件
模拟
多且宽的寄存器堆

QCDOC

通用处理器核+
晶格量子 QCD 专用逻辑
色动力学 高性能浮点运算部
件
模拟
片上嵌入内存

IBM Cell

Many Core 结构
流式计算/
控制处理器核+流处理器核
浮点运算
流处理器无缓存，无分支预测，集成片上局部存储器

3D cubic mesh 拓扑
虚切入交换

Chained block/strided 传输
专用部件
6D Torus 拓扑
间与通用
单比特校验
部件间通
全局 Reduction 操作
讯分离
Multicast & Barrier

分布式共享

基于 SRAM 的实现
现场可编程 规则过程
查找表结构
门阵列
硬件实现
可编程，可重构

4

评价可扩展应用与系统的匹配程度

上面对可扩展应用及平台进行了阐述，而对一个给定的应用程序，找出最适合此应用的
平台是一件相当复杂的工作。应用的需求来自编程人员、管理人员和应用本身三个方面，平
台本身很难对每方面都考虑周到，需要一定程度的折衷取舍。本章我们提出一种评价应用与
平台是否匹配的方法。首先，将应用程序的需求细化，列出平台的基本特征；然后给出平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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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项特征对应用程序需求的影响。通过考虑这些影响并结合用户需求的侧重点，我们可以
判定满足用户需求所要的平台的特征点，再考察哪些平台满足这些特征点即可选出匹配的平
台。高性能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适应应用程序需求的过程，本节利用上述评
价方法分析了主流高性能计算机体系结构发展的原因，通过对最近 7 届 TOP500[17] 数据的分
析指出了最适合机群和大规模并行处理的应用程序，还以 4 种不同类型具体的应用程序为例，
分析了其对体系结构的需求。

chinaXiv:201611.00003v1

4.1 评价方法

图8.

平台对应用程序的影响

4.1.1 应用程序的需求
从单个应用的角度来看，对平台的要求有三个来源：编程人员、管理人员和应用程序自
身，每一个需求都会影响最终对平台的选择。需求列表如表 4-1 所示。
表4-1.

应用程序需求
使用者

需求

编程人员

易编程、易移植、易调试
扩展性、易用性、易管理性、可用性31
机器价格、维护成本、配套设备32
响应时间、吞吐量、效率

管理人员
应用本身
4.1.2 平台的特征

一个完整的平台由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组成，硬件包括体系结构相关部分，以及部件特征，
而软件包括管理软件、操作系统和开发环境等。平台特征如表 4-2 所示。

31
32

即所谓 SUMA：Scalability, Usability, Manageability, Availability
即总体拥有成本 TOC(Total Cost of Ownershi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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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平台特征
分类
体系结构
部件
管理软件
操作系统
开发环境

特征
处理器、内存、IO、互连
专用、通用
作业/系统管理、单一映像
容错、单一映像
编程模型、调试

4.1.3 平台对应用程序的影响
每一项具体的平台特征都会对某些应用程序的需求产生影响，图 8 中，体系结构特征会
影响到 TCO、SUMA 和系统的饱和性能三个部分的应用需求；专用或通用部件则一方面影响
到 TCO，另一方面也会间接影响系统的饱和性能；管理软件和操作系统均仅影响 SUMA；开
发环境特征则影响应用对编程可移植性的需求。

chinaXiv:201611.00003v1

4.2 高性能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发展
高性能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发展，应用是主
要的推动器。旧的体系结构因为不适合应用的
需求而逐渐消亡，新结构更好地适应应用，逐
渐成为主流，一旦出现新的应用需求又会导致
原来处于主流位置的体系结构让位。体系结构
的发展与应用需求的关系如图 9 所示。

图9.

高性能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发展

向量机出现于 60 年代初期，非常适合类似
计算流体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18]这类计算数据密集型的应用，但是由
于其在 TCO 上的弱势慢慢被对称式多处理架构
/NUMA 类体系结构所取代；对称式多处理架构
/NUMA 结构共享地址空间，扩展性比较差，于
是又被大规模并行处理替代；大规模并行处理
性能优异、扩展性好，然而因为采用专用部件

（网络、操作系统）导致成本上升，所以机群应运而生；机群全部采用商业化部件，制造和
表4-3.

体系结构特征比较
大规模并行处理

CC-NUMA

机群

HPP33

应用

线程

进程

进程

通信性能
I/O

好

好

中

好

好

好

差

好

可靠性

好

不确定

差

好

高性能计算 粒度

效用计算

可管理性

好

好

差

好

可扩展性

超大规模

小规模

中等规模

大规模

可编程性

消息传递

共享内存

消息传递

消息传递，
PGAS

商品化

差

差

好

好

虚拟化

差

细粒度

节点级

细粒度

资源共享

差

好

差

好

隔离性
低能耗
33

不确定

差

好

好

好

差

差

不确定

Hyper Parallel Processing，超级并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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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成本都很低，进入门槛低，取代了大规模并行处理成为主流。然而面对高性能计算的多
种挑战，机群渐渐变得力不从心，必须面对三大挑战：第一，三低挑战，即低功耗、低占地、
低价格（我们称之为 LPC——Low Price/power/proportion Computer）；第二，超大规模并行度
（Very Large Scale Parallelism， VLSP）挑战，即超大规模并行度带来的系统可靠性、互连网
络的可扩展性、并行算法设计、并行编程模型和语言上的困难；第三，高效能（Productivity）
挑战，即必须提高作为公共基础设施的超级计算机中心的产出能力，包括通信和同步性能等
制约应用的实际效率的关键因素，多用户使用环境下的 I/O 性能，故障的隔离和资源的虚拟
化的需求，提高系统利用率和降低总拥有成本的管理技术，简化用户应用程序的开发和调试
等。所以最近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 HPP 体系结构[19]，试图弥补机群在这些方面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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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主要从高性能计算、效用计算和能耗三个方面对比了 4 种类型的高性能计算机体
系结构的特征。高性能计算包括处理粒度、通信性能、输入输出、可靠性、可管理性、可扩
展性、可编程性；效用计算包括商品化程度、虚拟化粒度、资源共享和隔离性；功耗则作为
独立的一项。

4.3 应用与平台匹配度的统计分析
本节通过对 TOP500 最近 7 届 3500 台次数据的统计判断大规模并行处理和机群上最适合
的应用是什么，依据是：如果大量的某种体系结构的机器是用于某种特定应用的话，可以断
定这种应用和这种体系结
构是适合的；如果上面的
应用很少或根本没有，则
可用来作为应用和体系结
构不适应的佐证。

图10.

TOP500 中机群应用

如图 10 所示，自 2005
年以来在机群中用于半导
体、地球物理和金融三种
应用的机器高居榜首，特
别是金融类的装机台数呈
不断增长的态势，这两年
每年都有 70 多台机器用
于此类应用。

图 11 给出大规模并行处理体系结构高性能计算机上使用最多的两种应用：天气和气候预
报、研究，近年来 20 多台大规模并行处理高性能计算机用于做研究。

图11.

TOP500 中大规模并行处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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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0 和图 11 可以了解到机群和
大规模并行处理两类体系结构中装机
台数最多的几种应用，但是在机群上
使用最多的应用在大规模并行处理的
使用情况，和在大规模并行处理上使
用最多的应用在机群上使用情况都是
怎么样的呢？如果这两种情况下，对
方的使用量都很少，那么可以说明这
种应用比较适合机群或大规模并行处
理。表 4-4 给出了 7 届 TOP500 中 5
种使用最广泛的应用对应的总装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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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可以看出适合机群的应用在大规模并行处理机器上使用得较少，而适合大规模并行处理
的应用则完全没有在机群上使用，可以推断出半导体、地球物理和金融最适合机群，而天气
和气候研究、研究类应用最适合大规模并行处理。
表4-4.

机群和大规模并行处理应用对照表
机群

大规模并行处理

半导体

244

1

地球物理学

183

2

金融

230

2

天气和气候研究

0

101

研究

0

84

chinaXiv:201611.00003v1

4.4 其他实例
本节举例说明应用程序与平台的匹配过程，应用程序对平台的需求见表 4-5，包括了 4
种不同类型的应用：金融、天气和气候预报、分子动力学和量子模拟。其中，金融主要使用
蒙特卡洛方法；天气和气候预报主要使用有限元方法；分子动力学包括多种算法，这里给出
的是空间域算法；量子模拟主要使用了快速傅里叶变换算法，这些方法对平台都有各自不同
的需求。
表4-5.

应用程序对平台的需求
通信

I/O

规模

编程

用户要求

扩展性限制

金融
(蒙特卡罗)

少

中等

很大

MPI

成本低

难并行

天气与气候
(有限元素方法)

大量集合通信

较大

非常大

MPI
OpenMP

可靠性高

通信

分子动力学
(空间范围)

大量点到点

很少

非常大

MPI

速度快

少

很少

非常大

MPI
OpenMP

速度快

通信

量子模拟
大量集合通信
（快速傅里叶变换）

金融应用的用户强调低成本，在其他条件相当的情况下，机群显然成为最佳的选择；天
气和气候预报、分子动力学应用由于对通信性能要求较高，所以大规模并行处理比较适合；
比较特别的是量子模拟应用，它采用快速傅里叶变换算法[23]，这种算法的通信时间和计算时
间相当，并行效率很低，如 FFTW 高维并行算法的效率一般只有 20~30%，当前市场主流的
几种体系结构均不能很好地适应，于是出现了一些能高效地支持快速傅里叶变换算法的高性
能计算机，如地球模拟器34和蓝色基因（Blue Gene/L）。在 5104 个处理器的地球模拟器上，
实测快速傅里叶变换峰值 35.61TFlops，相当于其理论峰值 40.96TFlops 的 87.2％；Blue
Gene/L 的 三 维 快 速 傅 里 叶 变 换 通 信 强 化 内 核 （ communications-intensive kernel, the
three-dimensional fast Fourier transform）是基于 torus 网络结构定制的，128×128×128 的 MPI
FFT 可以扩展到 8192 个处理器。

5

34

新概念解释

由日本宇宙开发事业团、日本原子能研究所以及海洋科学技术中心共同开发的超级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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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业界提出了一些与可扩展系统相关的新概念，这些概念容易被相互混淆，如云计
算、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Data Intensive Scalable Computing，DISC)、网格、效用计算等。
本节将对这些概念进行解释，比较这些计算模式之间的差异。

5.1 计算模式
计算机最初的计算模式是主机/终端模式（mainframe/terminal），随着网络的普及，出现
了很多新的计算模式。成为主流的新计算模式主要有三种：客户/服务器（client/server）模式、
主从（master/slave）模式和对等网络（peer-to-peer）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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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服务器表示两个计算机程序之间的服务关系，一个程序作为客户向另一个程序发送
服务请求，另一个程序作为服务器在接受到请求后予以处理。在网络环境中，客户/服务器模
式为跨节点的分布式操作提供了便捷的交互方法。在计算机应用中客户/服务器模式非常普
遍，它已成为网络计算中的主流设计方式。今天大多数商用程序都是用客户/服务器模式编写
的，包括互联网中的 TCP/IP 应用。互联网应用采用的浏览器/服务器（Brower/Server）计算
模式，是把客户程序固定为统一的 Web 浏览器。
主/从也是网络计算中的一种交互模式，由一个设备或进程（即“主”）控制一个或多个
设备或进程（即“从”）
。一旦主/从的关系确定，控制方向将一直保持从主到从。
对等网络模式是指参与计算的每一方（结点，peer）都具有同样的能力，可以同时具有
客户和服务器的功能。每一方都提供一部分全局系统的资源。没有中心的协调者和中心的数
据库，并且没有任何单元能够有整个系统的视角，各个结点通过交互来获得所需要的信息。

5.2 云计算
云计算是一种新的计算模式。谷歌（Google）把位于互联网上的大规模计算机集群称为
“云”，谷歌与 IBM 在 2007 年 10 月展开了“云计算”的合作项目，目的是要提高“云”的
数据处理能力。云计算这种全新的计算模式的驱动力是：企业或个人将不再需要在电脑中安
装大量应用软件，而是通过 Web 浏览器接入到一种大范围的、按需定制的服务，称之为“云
服务”。它将在用户体验方面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云计算模式中，用户所需的应用程序并不
运行在用户的个人电脑、手机等终端设备上，而是运行在位于互联网上的大规模服务器集群
中。用户所处理的数据也并不存储在本地，而是保存在互联网上的数据中心里。提供云计算
服务的企业负责管理和维护这些数据中心的正常运转，保证足够强的计算能力和足够大的存
储空间供用户使用。用户只需要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用任何可以连接至互联网的终端设
备访问这些服务即可。进入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时代之后，计算和数据会走向集中，存在不同
的 数 据 中 心 ——“ 云 ” 里 ， 但 依 然 会 有 很 多 计 算 运 行 在 终 端 ， 微 软 称 其 为 云 端 计 算
（Cloud-Client），表示客户端还要分担适合在终端设备运行的任务。
5.2.1 云计算的特点
谷歌的全球副总裁李开复博士认为云计算具有 4 个方面的重要特点：
（1）
（2）
（3）
（4）

云上的海量数据存储；
无数的软件和服务置于云中；
它们均构筑于各种标准和协议之上；
可以通过各种设备来获得。

对普通用户而言，云计算带来了更好的用户体验。首先，云计算提供了最可靠、最安全
的数据存储中心，用户不用再担心数据丢失、病毒入侵等麻烦；其次，云计算对用户端的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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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要求最低，使用起来也最方便。此外，云计算可以轻松实现不同设备间的数据与应用共享。
云计算为我们使用网络提供了几乎无限多的可能，为存储和管理数据提供了几乎无限多的空
间，也为我们完成各类应用提供了几乎无限强大的计算能力。
5.2.2 商业模式
“云”时代与 PC 时代的软件产业相比，其商业模式迥然不同。互联网化的软件没有版本概
念，例如，谷歌的 Gmail，Gdocs 等采用了永远试用版的软件开发模式（The "forever beta"
approach to software）。这种模式贴近用户，不会产生随产品生命周期而跳变的学习曲线35，可
以实现每天无数次的在线更新升级，这种免费服务主要通过广告来实现盈利。而以微软为代
表的传统软件业将软件作为产品而不是服务，其 Windows 操作系统、Office 等软件固定安在
客户端，采用付费的商业模式实现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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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云计算的案例
云计算的最大价值在于让企业专注于自身业务和技术创新，而将应用所需的基础设施资
源（例如服务器、存储、网络等）外包给计算云，并可按需使用和付费，从而降低企业应用
的总拥有成本。例如亚马逊（Amazon）提供了网络应用基础设施服务 Elastic Compute Cloud
(EC2) 和 Simple Storage Service (S3)，计算云服务 EC2 使用 Redhat36和基于 Xen37的解决方案
实现虚拟机管理，每个 EC2 的计算单元是一个虚拟的服务器，最基本级别的计算单元能力相
当于具有 1.0~1.2Ghz 的 Intel Xeon 处理器、1.7G 内存和 160G 存储的 32 位机器，使用这样的
计算单元付费为每小时 0.1 美元；同样，在 S3 上存储 1GB 的数据每个月只需要 0.16 美元。
用户可按照应用需求动态使用任意数目的计算单元和存储，按实际使用付费，而不必关心对
硬件资源的维护和管理费用。根据亚马逊 2007 年度的第四季度财报，亚马逊提供的 EC2 和
S3 两项服务广受欢迎。这些服务使用的带宽在 2007 年第四季度甚至超过了亚马逊全球网站
同期使用带宽的总和。这意味着，互联网创业公司和其他公司比亚马逊使用了更多其提供的
网络计算基础设施。目前，在 EC2 和 S3 上从事网络应用创新的全球开发者达到了 33 万人。
纽约时报对外提供免费的、完全可检索的档案服务，它开放了 1851 年至 1922 年间的所
有档案，包括 1500 万篇文章。纽约时报的高级软件架构师戈特弗瑞德（Derek Gottfrid）将这
项任务外包给了亚马逊，采用了 EC2 和 S3 来生成其文件库中 1100 万份 PDF 文档。纽约时报
网站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应用软件 TimesMachine。
5.2.4 云计算的计算平台
云计算提供的互联网络服务本质是以海量数据处理为中心的服务。从搜索引擎、视频共
享到电子商务，互联网络服务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所提供数据的规模和质量，数
据处理的及时性、有效数据的比例等。以谷歌、 亚马逊、 eBay、Salesforce 等企业为代表的
互联网企业成功经验表明，创造互联网新经济模式和推进传统经济需要革命性的基础设施平
台和技术，这样的平台和技术应当能够承载面向数千万甚至数亿用户数量的网络服务，能够
高效率、高可靠、低成本地处理海量数据，能够降低构建新型网络服务和应用的门槛。以谷
歌为例，谷歌自身的基础设施平台仍是商业机密，据报道大约有 45 万台服务器分布在全球各
地。谷歌通过定制的 Linux 和调度软件 Global Work Queue 将这些服务器联接为全球性的计算
平台，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高效的超大规模数据处理。其索引的数百亿网页数据已经成为其
35
learning curves，描述个人或组织对于某种事物（产品、技术、生产或经营方式等）由知晓到掌握到熟练的
过程的曲线
36
Linux 的一个版本
37
一种开源虚拟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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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各种创新型想法的源泉（例如 Google Labs）。谷歌所使用的 Google File System[25]、
Map-Reduce[26]和 BigTable[27]等分布式处理技术为满足其持续增长的业务需求提供了强有力
的保障。

5.3 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
5.3.1 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的背景
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我们带入了数字化时代，它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海量数据，文[28]中
称之为“数据洪水”。大量数据的产生来自于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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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益丰富的数据产生源：

目前在科学、人文、商业、娱乐和医疗活动方面都需要产生、存储和处理大量的数据，
比如科学领域，SDSS38系统试图为 1/4 以上的太空提供光学图像，这些图像包括星系和星体
的三维图形等，该系统每天可以产生 200GB 的数据。再如对于商业领域，沃尔玛每天需要为
售出的两亿件商品做记录；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上提供的下载服务也越来越
多，如网上视频和音乐等资源不断涌现，而保存和处理这些资源需要大量的存储空间。
2.

廉价的存储：

技术的发展使得存储系统容量越来越大，存储介质从磁带到磁盘，再到光存储等新技术，
目前单张 DVD 已经可以存储约为 10G 的数据。而与此同时，单位存储的价格却越来越低，
根据 2008 年 3 月的数据，服务器级 500G 硬盘售价已经降到 699 元，民间将存储价格戏称为
“白菜价格”正是廉价存储的体现。
以上两个因素导致了海量数据的产生，但海量数据引发的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数据的
传输问题。目前对海量数据操作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单个交互式操作要遍历大量数据（TB39级
别），而现有数据传输方式无论是通过网络或从硬盘、光盘直接读取，相比于庞大的数据存储
都显得无法胜任。比如对于 1TB 的数据，从硬盘中读取需要 2~4 个小时；采用千兆以太网传
输也大约需要 2 个小时，而这个时间对于交互式操作来说是无法容忍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自然想到了“并行”的途径，即采用大量的磁盘和节点来同时
处理这些数据，这样每个节点上需要处理的数据量就比较小，磁盘和处理器间的狭窄通道就
可以满足需求，这就催生了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
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系统具有四大特征：
（1）
（2）
（3）
（4）

海量数据，每次操作需要访问大量的数据才能完成，但对计算能力要求不是很高；
面向问题的编程模式，即编程层次较高，与底层系统是松耦合的关系；
交互式访问，其中尤其是查询为主；
高容错需求，需要高可用机制支持。

从前边的描述不难看出，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系统面临两大挑战：如何有效地对数据
进行分布和存储，使得数据操作尽量在节点内部完成，从而避免或尽量减少数据的移动；以
及如何高效地管理这些并行节点。
5.3.2 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系统关键技术
38
39

Sloan Digital Sky Survey“斯隆数字巡天”系统
万亿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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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系统在硬件结构上由成百上千个节点组成，因此在设计、管理、
编程、使用上都存在巨大挑战。本节将详细分析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系统面对这些挑战需
要解决的问题。
1.

设计考虑

如何设计一个平衡的系统：一个给定的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应用对系统的存储、互联
和计算能力等方面的需求相对固定，在此前提下如何设计出一个平衡的系统，使各方面资源
得到充分利用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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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降低能耗：系统规模日益扩大的今天，大规模并行系统的能耗问题也日益明显，最
新的 top500 已经开始关注能耗，评测标准里也增加了 Mflop/s/Watt（百万浮点运算/瓦）的指
标[17]。谷歌已经专门建立一个团队来研究这个问题，微软和雅虎也开始着手对这个问题进行
研究。
如何满足硬件需求：选用廉价 PC 还是高性能部件。谷歌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目前的
商用高性能 CPU 在谷歌机群中并未完全发挥作用，如果将功能剪裁的话将带来价格和功耗方
面的提高；另一方面，虽然谷歌的搜索引擎和 MapReduce 应用展示了使用廉价 PC 来实现一
个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系统的可行性，但这是否适用于其他应用?
如何对性价比进行衡量：面对不同的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系统和不同的应用，能否给
出一个性价比衡量标准，以快速给出某种应用在某种系统上的性价比参数。这样一个标准对
于系统设计者和用户都非常有用。
如何实现异构部件支持：传统超级计算机面向科学计算，而科学计算是耦合紧密、同步
密集，因此一般系统都采用同构节点。但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系统则不同，可以考虑使用
异构的部件来搭建异构的节点，为以后的系统升级和扩容提供方便。
2.

系统管理和运行时支撑

大规模系统管理：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系统往往由上千个节点组成，如何对如此庞大
的资源进行高效管理非常重要。
高容错需求：在大规模系统中，部件失效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因此，需要对于错误数据
或暂时不可用的数据在系统层次进行屏蔽。如何根据部件的失效和恢复时间来设计一个高容
错系统？
资源共享和隔离：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系统中存储的数据常常被多个用户使用，因此
需要提供对共用数据的共享和对私有数据的保护。
高并发情况下数据一致性支持：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系统中同一数据可能同时被多个
应用所操作，因此数据访问具有高并发的特征。同时，由于数据往往有多个副本，因此需要
维护系统中所有副本间的数据一致性。
自优化能力：传统高性能计算机一般面向特定的科学计算，为了充分发挥系统潜能，应
用需要详细了解系统的硬件特征并做相应的优化，而这些往往需要使用人员具有专业知识；
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系统则不同，它希望一般用户可以容易地开发出应用程序，因此系统
的调优工作应更多依靠编译器或系统软件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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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模型

面向问题的高级编程模型：传统高性能计算中的并行编程模型如 MPI、pthread 等编程时
都需要了解底层的配置，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系统则希望采用通用的、面向问题的、高级
抽象的编程模型，希望能使用户只需关注应用本身，而不需要了解底层的配置信息。应用程
序和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系统的映射应由编译器或系统软件来完成。
异步粗粒度并行：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系统要求并行应用的各个并行体之间采用异步
执行的方式，即一个并行体的执行和其他并行体的执行在执行开始时间和执行持续时间上没
有严格的同步要求，一个并行体的执行是否成功和其他并行体之间没有严格关系。
容错需求：除了前述系统层次的容错支持外，编程模型方面也希望可以提供容错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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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模式

交互型应用：以谷歌公司的搜索引擎为典型例子，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应用中涉及频
繁的用户交互，而每次用户操作都需要访问大量的数据。因此，交互式应用和海量数据操作
并存是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系统面临的一个挑战。
5.3.3 关键技术实例分析
1.

Google 文件系统 GFS[30]

海量数据支持——大文件块（chunk）和精简的元数据信息：Google 文件系统将数据划分
为 64M 字节的数据块，每个块的元数据信息则不到 64 字节。这种情况下，对于 100T 的数据，
元数据信息不到 100M，因此可以在内存中操作。
高容错支持，主要的技术措施是：1）数据复制。数据存储节点根据数据的不同安全性需
求，定义数据的副本数目。元数据存储节点也有相应的副本；2）系统操作记录（log）。由于
所有操作都要经过元数据服务器，所以在元数据服务器端对所有操作做记录，该记录可以在
系统失效时进行回放从而将系统恢复到发生故障时的状态；3）数据校验和。为了保证单个数
据块的完整性，每个块 k 都带有校验和信息。
高并发和一致性支持，主要技术是：1）基于文件的读写锁。这使得写操作时，多个用户
可以同时对同一个目录进行增加文件操作；2）采用控制流和数据流分离的方式来保证数据一
致性，其中控制流由唯一的数据服务器所确定，所有的数据流都使用该控制流所指定的顺序
来对数据进行更新。
2.

Google 编程模型 MapReduce[31]

谷歌公司设计的 MapReduce 编程模型源于函数式语言。谷歌使用该模型开发出很多库，
推广到越来越多的应用中。它的主要作用包括：
（1）
（2）
（3）
（4）

自动将任务分发出去做并行处理；
能够容忍错误；
执行 I/O 调度；
对任务状态进行监控。

主要特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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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修改输入数据的状态，总是产生新的数据；
（2） 数据流隐含在程序设计中；
（3） 操作顺序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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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主要操作流程如图 12 示。

图12.

MapReduce 操作流程

5.3.4 应用分类
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广义上讲适用所有数据密集型服务类应用，比如亚马逊提供的按
机时收费的云计算服务系统 EC2、按存储容量收费的 S3 网络存储系统等以及数据密集型计算
的计算类应用，比如自然语言处理、基因功能预测、地震预测、天文探索、动漫制作、大脑
行为分析等。前一类已有很多介绍，下面主要介绍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的计算类应用（情
况。
自然语言处理常见的应用是进行语言的机器翻译，其核心是建立语言的统计模型和翻译
算法，而语言模型需要不断地从网络上获取最新的文档，并对这些文档进行重新计算，这些
都需要较大的存储和计算能力。比如在 2005 年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机器翻译大赛上，获取第一名的谷歌研究组就使用了
1000 个处理器来同时进行翻译。
基因功能预测主要是对同一物种的不同器官或不同物种的基因序列进行比较，从而发现
脱氧核糖核酸（DNA）中蕴藏的信息。随着新的基因序列被不断发现，存储基因信息所需的
空间也越来越大。根据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novation，NCBI）2006 年 8 月份公布的数据，当时世界基因库中已经有 650 亿条核苷酸记
录，并且该记录以每 10 个月翻一番的速度在增长。
天文科学家常常使用天文望远镜来获取大量的图像信息，然后对这些图像信息进行分析、
挖掘以发现新的天文现象。目前，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斯隆（Sloan）天文望远镜每天可以
捕捉到数据量达 200GB 的天文图像，最新公布的图像集大小已经达到了 10TB。
动漫制作需要首先创建出目标的几何信息，然后在模型的基础上，通过运动捕捉和力场
模拟等方法让目标体运行起来，最后则是通过增加虚拟光线等对目标系统进行渲染。整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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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有大规模的数据需要处理，对数据处理的粒度直接影响着动漫的制作效果，往往几秒钟
的镜头需要几个小时的处理。
5.3.5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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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面向数值计算的应用负载特征表现为：计算密集，对 CPU 的浮点处理能力要求高；
不同 CPU 间数据交换频繁，需要高带宽、低延迟的通信网络；需要很大的并行 I/O 带宽；对
硬件可靠性要求高，需要系统级检查点，硬件级容错；并发应用的数目多，需要复杂作业管
理。而数据密集型计算应用的应用负载特征完全不同：对处理器的浮点处理能力要求不高，
对定点处理能力要求高；全局通信量少、通信粒度较大、对延迟敏感度低；需要处理的原始
数据量大，需要很大的并发 I/O 带宽，处理过程的数据局部性好；对硬件可靠性要求不高，
可在应用级实现容错；并发应用的数目较少，只需要简单的作业管理。所以，以数据密集型
计算应用为目标的可扩展计算机系统，以海量数据存储、操作为特征，在系统设计、编程模
型等方面都与传统的高性能计算机有显著的区别，因此也带来了对系统设计、运行环境、编
程模型、应用开发等方面的挑战。
谷歌公司基于廉价 PC 搭建了一个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系统，并通过 GFS 文件系统、
MapReduce 编程模型，及 BigTable 数据库技术成功地实现了对互联网数据密集型应用支持。
但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系统并不仅仅是谷歌公司这一种应用模式，因此是否所有应用
都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来解决是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系统目前最大的问题。比如，是否所
有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应用都可以使用类似 MapReduce 特征的编程模型来实现，是否所有
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应用都可以采用异步粗粒度并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在深入理解应
用的基础上，对算法做深入的研究，才能形成针对此类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应用特定的全
系统解决方案。

5.4 Grid
网格计算（Grid Computing）最早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由福斯特（Ian Foster）和凯瑟尔
曼斯（Carl Kesselmans）在他们的著作《网格：新型计算基础设施的蓝图（The Grid: Blueprint
for a new computing infrastructure）》中提出的。网格计算这个名称来源于电网（Power Grid）,
其理念是希望对各种计算资源的访问就像用电一样方便。这个概念的出现有其时代背景。一
方面，高性能计算和大规模的商业应用对计算机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整合各个自治
机构的计算资源，实现大规模的资源共享、协同工作，以解决更大规模的复杂问题；另一方
面，计算机软硬件以及互联网的发展为广域网范围上的资源共享和协同计算提供了必需的条
件。
5.4.1 概念
网格通过集成、共享在地理上分布的各种计算、存储资源，形成一个完整的协同工作的
计算环境，解决大规模的科学、商业问题。网格通过开放的标准和协议使多个自治域的资源
整合形成一个虚拟的单一映像计算环境，用户可以方便地使用虚拟计算环境中的各种资源而
无需关心这些资源所处的具体物理位置。
普遍认为，网格是继因特网（the Internet）、万维网（web）之后的第三次互联网浪潮。
在最初的因特网上，资源的共享方式主要是通过 telnet 远程登录计算机节点，这种方式实现
的是计算机到计算机的互联；万维网应用发明之后，网络资源的共享方式变成页面到页面的
互联；而在网格时代，互联网将实现所有资源的全面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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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实现
由于一个网格系统需要跨越多个自治域，所以需要通过一个开放的标准来互联各个自治
并且可能是异构的系统。开放网格服务架构（Open Grid Services Architecture， OGSA)就是由
全球网格论坛（Global Grid Forum， GGF)开发的一个面向服务的网格体系标准。
遵从 OGSA 标准，国际组织 Globus 联盟开发出了组建网格系统的工具 Globus 工具集
（GlobusToolkit）。Globus 对资源管理、安全、信息服务及数据管理等网格计算的关键技术进
行研究并提供了基本的机制和接口，目前大多数网格项目都采用基于 Globus 工具集所提供的
协议及服务[32]。IBM 的 IBM Grid Toolbox、SUN 的 Sun Grid Engine、计算所的 Vega Grid 也
提供了构建网格和网格应用的解决方案。
5.4.3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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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福斯特和 Globus 项目组的观点，网格应用领域目前主要有四类：分布式超级计算、
分布式仪器系统、数据密集型计算、和远程沉浸[33]。
（1） 分布式超级计算(Distributed Supercomputing)：是指通过高速网络将物理上分散的
超级计算机连接起来，利用中间件整合各个自治系统资源，形成一个拥有强大计
算能力的虚拟计算环境，解决大规模的科学问题。军事仿真、黑洞模拟等应用都
属于这一类；
（2） 分布式仪器系统（Distributed Instrumentation System）：是指用网格管理分布在各
地的贵重仪器系统，提供远程访问仪器设备的手段，提高仪器的利用率，方便用
户的使用。这类应用有远程医疗、天文望远镜共享等；
（3） 数据密集型计算(Data Intensive Computing)：指对大规模数据进行处理，数据网格
更侧重于数据的存贮、传输和处理。生物、医学、地球观察等领域都要产生海量
数据，这些领域的计算均属于数据密集型计算；
（4） 远程沉浸(Tele-immersion)：是通过网格提供一种虚拟现实环境，对历史进行重现，
对现实进行反映，或是对各种类型计算结果进行可视化。用户通过网络在同一个
虚拟空间里，既可以随意漫游，又可以相互沟通，还可以与虚拟环境交互，使之
发生改变。这类应用有虚拟历史博物馆、协同学习环境、数据可视化协同分析等。

5.4.4 网格与云计算的关系
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是分布式
处理(Distributed Computing)、并行处理
(Parallel Computing) 和 网 格 计 算 (Grid
Computing)的发展，或者说是这些计算
机科学概念的商业实现[34]。如图 13 所
示，网格为云计算的实现在资源管理、
安全机制等方面提供了基础设施。实际
上，任何的云（Cloud）都是以网格计算
技术为支撑的[35]。
图13.

5.5 效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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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使用或者提供一种计算服务，必须获取能够支撑该服务的计算资源。在现有的计算
资源使用模式下，这通常意味着购买和拥有一定数量的计算资源；除此之外，部署、管理和
维护这些计算资源需要不同程度的专业知识，而这些并非计算机用户所关心的问题却带来较
高的总拥有成本。效用计算这个概念正是信息技术业界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所提出的一种计算
资源使用的商用模式。效用计算也常被称为按需(On-demand)计算。在效用计算的模式中，计
算资源（例如计算和存储资源）被封装起来，类似于电力、水和天然气等公用效用，作为一
种计量服务提供。获取计算服务，不再需要拥有计算资源，而是根据需要租用或购买资源。
租用资源的费用根据资源使用的多少计量，类似于人们习惯使用的公用服务。

chinaXiv:201611.00003v1

5.5.1 概念
效用计算是一种资源共享、按需服务的应用模式，是未来数据中心的发展方向。当前许
多技术是面向这一目标的，例如，万维网服务（Web Service）是互联网应用领域的应用层按
需服务技术，网格计算是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的应用层按需服务技术，虚拟机是计算机系统
的资源共享技术，分区（partition）是大型服务器的资源共享技术。目前，在计算机体系结构
上还缺乏对效用计算的有效支持[40]。
效用计算并不是一个新概念，1961 年图灵奖得主麦卡锡（John McCarthy）在麻省理工学
院百年庆典的演讲上展望分时技术的未来发展前景时公开提出：
“如果我设想的计算机成为未
来计算机的主流形态，那么也许有一天计算会像电话系统那样成为一个公共设施，……，计
算效用会成为一个新的而且重要的产业的基础。”[14]。IBM 等大型机厂商在随后的二十年里
主导了这种商业模式。通过遍布世界各地的数据中心向银行和大型组织提供计算和存储资源，
这也成为效用计算发展的早期形态。上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微处理器技术的发展和小型机的
出现使得人们能以较以往低廉得多的价格获取计算机硬件，计算机用户倾向于购置自己的计
算中心而不再向大厂商购买计算资源。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效用计算的概念才重新得到人们
的重视并有了新的发展。IBM 的全球服务部门对效用计算的新定义是：
“效用计算是在一个安
全、共享、可扩展和基于标准的计算机环境中，通过互联网按需付费来使用基础设施、应用
程序和商业过程。用户就像他们现在使用电力和水一样容易地接入信息技术资源并根据使用
支付费用”[37]。
5.5.2 关键技术
效用计算是通过对计算资源（计算和存储）进行封装向用户提供服务，用户不需要拥有
资源，而是根据需要租用/购买资源。为了实现效用计算，主要有三种关键技术：
一是资源统计。系统应能根据用户的资源使用情况进行合理统计，以便于商用收费；
二是共享环境下的运行和数据安全保障。支持共享环境的运行是效用计算能够普及应用
的前提，而数据安全保障是其能否用于生产系统的关键；
三是资源管理，即如何为多个应用动态供应资源。这种技术包含三方面内容：系统分配
给用户的资源需适应应用的数目和类型变化；系统需要调节资源分配以满足用户在运行期间
不断变化的需求；此外系统的资源供应要满足服务等级协议 (Service Level Agreement，SLA )。
5.5.3 应用
一些信息技术厂商已经开始提供效用计算形态的服务。2006 年春亚马逊发布了 Amazon
EC2(Elastic Compute Cloud)[16]。Amazon EC2 采用了基于 Xen 虚拟化的技术，用户可以从四
种不同能力大小的服务器实例中根据需要选择并租用任意数量的服务器实例。用户对租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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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实例享有很大程度的控制权，能够对其执行创建、启动和关闭等操作。Sun 则通过其
www.network.com 提供面向计算密集型应用为主的 Sun Grid Compute Utility[17]服务，按照每小
时 1 美元的价格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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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与虚拟化的关系
效用计算的实践通常需要
虚拟化技术的支持。通过虚拟化
技术，后端多台计算机的存储或
计算资源得以聚集成比单台计
算机多得多的共享物理资源。例
如，VMWare 公司提出了 Virtual
Infrastructure（见图 14）。 一个
Virtual Infrastructure 代表了整个
信息技术环境中的所有资源，将
其中所有 x86 计算机和附属的
网络和存储资源聚集成一个统
一的资源池，可以大大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图14.

虚拟化技术

5.6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的四种计算模式从性质上可以分为两类，其中数据密集型可扩展计算可以独立
算作一类，它强调的是对大规模数据的计算，主要是如何利用大规模的运算设备并行处理数
据；其他三种计算可以算作另一类，共性是强调资源整合、资源共享，但侧重点不同。效用
计算强调资源整合的效率，更注重技术层面；网格计算强调构建框架，主要集中在结构实现
上；云计算强调的是通过互联网来为用户提供易用的计算服务，更多的是一种商业上的概念。
这三种概念的提出和其所处的时代需求是相吻合的，效用计算提出时资源缺乏，需要提高资
源利用率，因此该概念侧重在资源使用的效率；网格计算提出时计算资源已不缺乏，缺少的
是能够联合资源的软件结构，因此该概念侧重在构建结构上；云计算提出的时期已有丰富的
计算资源和有一定功能的软件中间件，因此该概念侧重在共享计算和软件服务的普及。
随着数据处理需求的提高、网络基础设施的更新以及计算机应用的普及，未来的趋势是
越来越多的计算资源通过网络在逻辑上形成一个或多个统一的整体为外界提供各种软件服
务。与此同时，客户端硬件和软件平台将简化，移动服务将日趋完善。未来的计算机系统结
构研究应集中在服务器端技术的研究，对松耦合结构资源进行整合和利用，主要包含资源管
理、并行处理、可靠性等方面。

6

未来的挑战

本章我们提出一些对未来可扩展应用与系统的发展趋势预测以及相应的挑战。从应用、
系统、匹配三个层面出发，我们在充分挖掘各个层次独有的发展趋势以及可能带来的影响的
同时，也清晰地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互制约与促进关系。

6.1 对应用的挑战
1.

新的并行编程语言的出现，还不可能在近期内“一统江湖”
。
如何定义超大规模并行环境下的编程模型，以及设计与之对应的编程语言是一个十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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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挑战性的问题。曾经出现过的并行编程语言不下千种，而如今的 MPI，OpenMP，UPC，
Co-array Fortran 等都远不是理想的并行编程语言。
克雷的 Chapel，IBM 的 X10 和 Sun 的 Fortress
是否可以异军突起还是一个问题。有学者预测对于并行编程语言的研究至少还需要 20 到 30
年才能趋于成熟。
2.

大规模高精度物理模拟将成为运算能力为千万亿（Petaflops）级的超级计算机平台上的
主流应用。

将现有的应用扩展到千万亿次平台之上，扩展更多的千万亿次应用，是一个具有挑战性
的问题。近年来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性工作，例如，在[3]中研究者们预测了一些适用于千万
亿次平台的应用所涉及的领域：核聚变模拟、流体力学、天体物理学、高能物理、材料科学
和气体动力学。由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局（DARPA）主持的高效能计算机计划（High
Productivity Computer Systems，HPCS）所面对的应用场景包括：交互式天气海洋预测、生物
工艺学、大型工程设计模拟、新型武器设计模拟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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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对系统的挑战
1.

专用部件加通用平台这一组合方式，将成为未来高性能计算机的主流结构。

早期的计算机很多都是专用机，只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半导体工艺按照摩尔定律发
展，通用平台性能的提升速度超过了专用平台，成为了市场上的主导，以标准测试程序 Linpack
为测试基准的 Top500 排名，也在一个侧面说明了专用平台的没落。而如今，功耗成为制约系
统性能的最重要的一维，如何获得更高的性能功耗比，是系统设计者不得不考虑的首要问题。
在这种环境下，专用平台的发展开始出现转机。相比通用系统，专用部件能加速上百倍，甚
至上千倍，以极高的加速比来摆脱功耗的制约。 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LBNL）的研究者正在设计气象模拟的专用平台[14]，他们通过
对应用进行建模分析认为，为满足下一代气象模拟在计算能力，存储能力和 I/O 能力方面的
需求，考虑到功耗和硬件规模的限制，搭建相应的通用平台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任务。
因此，如果他们的分析正确，专用平台是必然的选择。同时，设计者们也在通用和专用中寻
找着平衡，通用加专用混合模式的系统在不断地出现，如 IBM Roadrunner。相应地，专用部
件将在以后的系统中大有作为。当然，专用平台不会取代通用，但全通用的平台将会失去主
导，两类平台的融合将是发展的趋势。
2.

缺乏创新性、基于商用部件的机群技术路线将会退出高端系统的历史舞台。

在加速产业化速度、降低研发开销的同时又要保证科技的领先性是互相矛盾的。解决现
有先进技术与实际市场需求之间的缺口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早在 1990 年代开始，美国
政府和工业界的领导者们就已经注意到了机群的前景问题。在高性能计算机发展道路上始终
存在矛盾：一方面建造机群的技术相对成熟，而且可以满足现有的绝大多数商用计算需求，
通用处理器遵从摩尔定律的增长趋势使得机群依然具有很大的性能提升空间；另一方面从长
远看机群技术固有的缺陷使它无法满足高端计算的需求。美国高效能计算机计划也开始重视
新技术的产业化转换，要求 IBM 和克雷这些拥有雄厚的研发实力并且得到政府的巨额研究经
费资助的公司，把为高端系统研制的新技术用在市场主流产品上。
3.

低功耗高效能系统将成为未来高端高性能计算的主流。

各种低功耗设计技术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同时也需要克服低功耗和高效能两种目标之间
的矛盾。通过对 Top500 过去 15 年数据的统计总结，在[11]中研究者预测，以 IBM 的 Blue Gene
系列超级计算机为代表，在提升计算机峰值计算速度的同时降低系统功耗开销，从而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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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重视，有可能开启低功耗高性能系统设计与发展的新趋势。如图 15 所示，到 2020 年前
低功耗高效能系统（以 BG/L 和 BG/P、为代表）将可能取代现在的机群成为 TOP500 的主流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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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4.

Top500 对体系结构未来发展的预测[11]

通用处理器体系结构近期发展有可能分道扬镳。

异构系统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如何分配计算任务到最合适的计算单元之上将直接影响整
个系统的执行效率，同时提高处理器的编程效率也同样具有挑战性。克雷的 Cascade 系统告
诉我们：并不存在一种处理器适用于所有应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研究专用处理器的必
要性。然而为每个应用开发专用计算部件是十分耗时与低效的，所以提取公用计算特征而实
现一定范围的通用处理器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一种解决方案。如何提取公用计算特征，采
用何种提取方式？根据 Linux Magazine 上的文章[12]，可以将通用处理器分为两类：计算可预
计，如 GPU，CELL 等，这类处理器只能高效地处理某些特定计算工作，编程开销高，但是
执行效率也高；非计算可以预计(即传统 CPU)，如 Xeon，Opteron，Power7 等，可以完成众
多计算任务，对某些计算任务的处理效率较上一类处理器要差很多。这两类通用处理器的分
道发展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一种必然趋势，我们更期待的是它们之间的相互促进与融合，
出现更能结合两者优点的新型分支。

6.3 对匹配度的挑战
生产率将成为衡量未来系统的新的评价标准。
从众多应用与差异的平台的组合中提取生产率参数将是一个挑战。由于天然的差异性，
不同的用户任务、应用场景、终端用户需求和工作流等因素都会对生产率提出不同的需求。
如何建立一套衡量指标是决定提取参数准确性的关键因素。一般而言，高生产率系统需要满
足如下一些前提条件[13]：负载平衡、高可靠、性能可测、系统可扩展、软件系统高效且易用。
此外，更大的挑战来自谷歌，亚马逊这样的可扩展应用对可扩展平台的需求。这将会刺
激系统技术从体系结构、CPU 技术到操作系统、管理技术进行新的原始创新。相信在不远的
将来，可扩展应用和可扩展系统一定会得到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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