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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高性能计算有约30年的历史，

有传承，有断层

1990 2000 2010

Computer	Center,
Honeywell,	 	CDC,	1980s

SJTU	Brach	of	SSC	in	2002
SGI	Onyx	3800	

Grid	Computing	Center	in	2003
IBM	P690

Center	for	HPC,	2012
π,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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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Center
Convex,	1995

Start HPC	Lab	

陆鑫达教授

学校层面

院系层面



除了“管机器、开帐号”
超算中心还能做些什么？

这四年来，我们一直在尝试和思考走
一条国内校级超算中心发展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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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the	HYBRID supercomputer	of	SJTU

• No.1 Supercomputer bought by Chinese University (Apr 
2013-Oct 2015)

• NO.1 Kepler K20 Supercomputer  in China
• NO.385 of TOP 500 in June 2015 
• Performance: 830 Intel SNB E5-2670 + 100 NVIDIA Kepler 

K20m + 10 Intel KNC 5110P=196.2/262.6 TFLops
• Interconnection: Mellanox IB FDR 56Gbps, 648ports
• Parallel File Storage: DDN SFA12K 720TB with Lustre
• SSD: 80 Intel SSD 4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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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map	of	π

Apr 2013

Late 2015

Sep 2014

2016~2017

π 1.0
Peak:	260TF
CPU:130T
ACC:130T

π 1.1
Peak:	264TF
CPU:130T
ACC:134T

π 1.2
Peak:	~330TF
CPU:130T
ACC:200T

π 2.0
Peak:2-3PF			

2020

π 3.0
Peak:20-30PF			





2015年进入高速增长期，与2014年纵向对比

增长89%

用户数机时数

CPU增长7%，年平均利用达到率65%
GPU增长75%，年平均利用达到率58%







Self-truncated	ionization	injection	and	consequent	
monoenergetic electron	bunches	in	laser	wakefield acceleration

Ming Zeng, Min Chen, Zheng-Ming Sheng, Warren B. Mori and Jie Zhang

Phys. Plasmas 21, 030701 (2014)

The	simulation-based	approach	conducted	entirely	on	supercomputer	π	was	proposed	
by	SJTU	team	in	year	2014	and	later	was	approved	by	experiments	in	year	2015.	



Π上研究阿秒电子层的自辐射—阿秒脉冲

Except	coherent	Thomson	scattering,	can	this	sheet	self	radiate?

F.Y.	Li,	et	al.,	Appl.	Phys.	Lett.,105,	161102	(2014).
F.Y.	Li,	et	al.,	Phys.	Rev.	E,	90,043104	 (2014).

Transverse	momentum	and	density	
evolution	of	the	electron	sheet

Self-radiated	radially	polarized	
atto-second	pulse

Properties	of	the	radiation



从200TW激光器àPW激光器
从200TFlops	πà PFlops π

实验与模拟比翼双飞！
更高、更快、更强

从驱动器和理论模拟两个方面推动激光等离子体物理的发展。

拍瓦级（PW）的
激光驱动技术

拍次/s（PFlops）的
理论模拟能力



How reliable are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s of
membrane active antimicrobial peptides?

Yukun Wang, Tangzheng Zhao, Dongqing Wei, Erik Strandberg, Anne S. Ulrich, Jakob P. Ulmschneider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	(BBA)-Biomembranes 1838.9	(2014),	pp.	2280–2288.



Transmembrane Permeation	Mechanism	of	Charged	Methyl	
Guanidine

Yukun Wang, Dan Hu, and Dongqing Wei

Journal	of	Chemical	Theory	and	Computation	10.4	(2014),	pp.	1717–1726



Genome interaction groups interaction network. 

肠道菌群是儿童遗传性肥胖营养治疗的有效靶点
赵立平团队

l 本工作的高通量元基因组数据计算
在上海交通大学高性能计算中心π超
级计算机上完成。

l 该研究分别被《新华社》、《中国
科学报》、交大新闻网等多家媒体
转载报道。

EBioMedicine.	2015;2(8):966-982.	doi:10.1016/j.ebiom.2015.07.007.



第一层楼：运维这件事

• 开放运维，透明可信
• 机时收费，自给自足
• 运维技术，精益求精
• 管理策略，随机应变

我们理解运维是个动态解决问题的过程



精益求精

第一次运行（2014年12月） 第二次运行（2015年12月）我们的工作

• 应用背景
• 研究银河系形成的大规模并行应用，规模为30723粒

子
• 物理系天文系杨小虎、景益鹏（今年新上院士）团队

• 技术挑战
• 2048核CPU约为π集群全部CPU的资源的一半
• 2048核中要同时算，只要有一个核上的进程因为某

种问题退出，整个程序就会退出

• 总运行时间：14天
• 最长无故障运行时间：

48小时
• 总运行时间：6天
• 最长无故障运行时间：
168小时（一次性运行成
功！）

进行了为期约一周的测试
• 调整了IB的内核驱动参数
• 尝试了不同的编译器和

MPI并行库的组合
• 加入优化参数，重新编译

了数学库

更快，更稳定！

这个工作标志着我们的运维能力
和服务态度达到国内领先地位！



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月15日，4.5个月共发生11次故障。
其中整机停机故障7次，平均1.5次/月。
累计停机33天，系统不可用时间为24%。

0.5天电源切换

32天空调故障

0.5天 Lustre故障

0.1天网络故障

故障恢复时间统计

电源切换 空调故障 Lustre故障 网络故障

1次电源切换

3次空调故障

2	次 Lustre故障

1次网络故障

3次单点故障

故障次数统计

电源切换 空调故障 Lustre故障 网络故障 单点故障



2015.12.1	– 2015.4.15的故障统计

发生时间 故障类型 下线及修复时间 故障原因

2015/12/18 Lustre故障 4小时 MDS节点风扇故障，自动停机。整机停机故障，以下标红色同。

2015/12/22 单点故障 2小时 登录节点硬件故障。单点故障，不影响用户使用，以下标黄色同。

2016/01/12 单点故障 2小时 登录节点硬件故障。

2016/01/24 电源切换 12小时 凌晨12点的瞬间电源切换导致内部交换机断电，触发Lustre保护倒换。

2016/01/26 空调故障 1个月 受寒潮影响，空调室外机散热水管冻裂。

2016/02/29 空调故障 3小时 室外机添加防冻液施工过程中，短暂停机后无法启动。

2016/03/02 空调故障 1天 室外机再次停机，补加防冻液至标温-7。

2016/03/18 网络故障 3小时 在增加15台计算机点时由于并行科技技术人员配置网络交换机失误，
导致网络风暴，从而产生Lustre故障。

2016/03/19 单点故障 2天 Lustre存储空间不足，用户umjplw目录下单个文件大小超过OST可用
空间容量，操作时导致登录节点挂起。

2016/04/11 Lustre故障 3小时 两台MDS节点先后自动重启，原因至今未明。



故障分析

• 用户反应π集群不稳定，这种感觉是合理的，因为平均每月发生1.5次整机停机故

障，有24%的时间集群不可用。

• 根据统计数据，7次整机故障产生的原因可以分成三大类：

– “天灾”：年初的寒潮及后续的维修导致了3次，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导致π2月份停机了1个月。

– “人祸”： 1次是电源深夜切换，另1次是代理商的误操作导致。

– 技术问题： Lustre故障有2次，平均为0.4次/月，还略低于与2015年1月-11月的Lustre故障率

（注：我们根据日志记录显示，11个月间共计发生了6次，平均0.54次/月），并且都在3-4个

小时内得到恢复。



应对

• 应对措施一：建立可操作的新用户准入制度

• 应对措施二：从LSF切换到对Lustre依赖较小的SLURM

• 应对措施三：后来者居上，将新购置的存储系统作为一级
存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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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服务=70%的心态+30%的能力

• 服务意识：据我的观察，许多处于服务岗位的人没有服务
意识，只有管理意识，习惯于从上往下的呵斥。今天他在
他的岗位上呵斥别人，明天在其他地方被别人呵斥。大家
竟然也能习以为常。

• 国际化技术支持



2. 用户委员会的申请机制 （国际经验）

• 采用类似于美国的INCTIE和日本的HPCI的申请机制

• 由7人用户委员会（6名校内教授+1名HPC中心人员）负责

分配中心70%的资源

• 每年2次，7月和12月

• 申请书通过之后，机时费50% off



3. 互联网+用户支持 （中国特色）



4. 新司机上路培训
• How to

− compile and run jobs
− submit jobs via LSF
− check the status of jobs
− report an issue to us 

20 new	users,	July 22nd 2015
Plan	to	organize	every	semester	



5. 高性能计算人才培养

• 注重兴趣培养，
吸引他们从事
这个专业

• 和我们代码优
化的工作相结
合

ASC14冠军、ASC16亚军

PAC15 双获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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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访问

Day 1: 东工大

Day 2: 筑波大学

Day 3: 东京大学

Day 4: 理研@神户



CMAS 2.0
• Code Modernization 
• Acceleration
• Scaling 

• 2.0 的模式发生变化，积极寻求外部合作
– VLPL例子模拟 + Intel
– HBGF +Paratera
– GTC-P + Princeton



团队的技术版图：Hardcore	and	Classic		

GTC-P VLPL HBGF

MPI UPC

CUDA OpenACCOpenMP

GPU 国产x86

应用

跨结点

单结点

硬件 林

不规则

韦王文



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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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模式可以被复制吗？--我们这几年做对了哪几件事
• 体制和领导
– 放在公共服务体系中，没有院系自身利益的牵绊
– 领导的充分信任，同事的大力支持

• 技术团队
– 形成良好的氛围：技术主导，充分授权，互相补位
– 一定要做研究，一定要有学生！有生气，才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 国际化视野

• 用户
– 有需求：包括有基本的计算需求和自研代码优化的需求，比翼齐飞
– 讲道理：开放运维，透明分配资源，赢得用户信任



π模式的上限：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 体制限制我们的团队没有办法扩张。于此相比，这个意

大利小伙子12年底来我们中心求职，后来转投剑桥超算。
现在手下招了4个人，带了和我一样大的团队。

• 未来2-3年我们中心还能享受以下两件事的发展红利

– 研究水平的逐渐提高

– π2.0的建设

• 但之后会遇到瓶颈。如果届时没有找到新的增长点，中
心发展将会停滞，继而团队涣散。



http://hpc.sjt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