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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大学是国内最早建设高性能计算平台的高校之一
– 2002年8月经山东省科技厅批准成立山东省高性能计算中心，依托山东大学软件学院，由山东

大学和济南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共同投资建设 ，2004年，浪潮机群排名top500的365名

• 目前是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的主要节点，也是教育部的ChinaGrid主要节点

• 开展化学、物理、材料、能动、生物信息、信息安全及动漫渲染高性能计算
应用
– 2004年8月数学院王小云院士的团队在平台上完成了对单向散列函数MD5算法安全攻击的成功

实现，实现了国际密码学领域的重大突破

– 2012年、2016年软件学院孟祥旭教授团队获得国家科技部十二五、十三五重大研发项目“真实
感渲染引擎“

– 2017年11月软件学院刘卫国教授参与的“非线性地震模拟”获“戈登•贝尔”奖

山东大学高性能计算平台



• 应用需求的多样化

– 学科门类众多，涉及计算的学科逐渐增
加，计算需求多样

– 从传统计算扩充到模拟仿真、软件研发、
实验实训

• 软件、硬件技术的发展

– 从传统计算扩充到大数据、深度学习

• 互联网思维和云计算服务模式

– 互联网思维：用户思维、简约思维、极
致思维、迭代思维、流量思维、社会化
思维、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跨界思
维

– 云计算服务模式：日常水、电服务

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平台建设，决策困难

 大平台、小平台，如何实现“依托学
科、专管共用、开放共享、服务需求”

 平台管理，运维复杂
 应用部署存在“Dependency hell”
（依赖性地狱）

 平台使用，单一固定
 使用门槛比较高，初入计算比较难
 使用方式单一，用户体验差缺乏用户
自己定制、开发

 只提供单纯的计算，缺乏工作流和对
整个科研过程的支持



• 指导思想：以人为本、平台为王

– 让想计算的人更方便计算

– 让服务走向用户

• 技术：应用的打包与应用部署分离，采用目前云计算中的最新技术“容器技术”

– 就如航运的“集装箱”：装箱与运输分离，50多年，成为标准，无人装卸

• 引入互联网思维，抓住用户的痛点需求，建设后端计算存储平台和前端移动应用平
台，打造围绕计算的协同工作环境，创建教学科研的“Facebook”，构筑面向教育
科研的EaaS(Environment as a Service)
– 计算应用环境，交叉研究环境，实验实训环境，软件研发环境

– 面向课题生态，面向项目生态，面向问题生态

• 管理和运营：服务+科研+合作

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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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B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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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B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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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Born
约160于台计算机，约320于个CPU
（Intel® Xeon® Gold 6132 Processor），
理论计算能力不少于300TFLOPS

约1.4PB存储裸容量

计算机之间以100Gbps网络互连
（Omni-Path）

所有设备设施集中于1个模块化数据
中心内，包含网络安全、运维监控、
动力环境等各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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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应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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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用互联网、云计算的思维审视平台建设和管理，
从方案设计、招投标、建设、运维等方面做了新的一次尝试

• 第一次提出基于容器和移动应用技术构建计算生态环境的整体解决方案
– Intel的高性能计算平台案例，华为教育行业科研计算平台的案例 

• “服务+科研+合作”新模式

• 创建场景-〉产生共识-〉合作共建-〉多方共赢

• 创建场景-〉共同合作-〉建设平台-〉制定标准-〉模式推广-〉多方受益

• 与华为、联科建立信任、紧密的合作关系，“智能计算”联合实验室

总  结





• 中广核集团ACPR50S海上小堆堆芯沸腾换热研究

清晰地表达了堆芯沸腾过程中汽泡的相界面，体现

了海洋摇摆行为对汽液两相流动的影响，与试验结

果高度吻合，为我国独立自主的海洋核电平台的研

发作出了巨大贡献。

利用山东大学云计算平台开展的部分计算流体力学
（CFD）数值模拟工作



• 中广核集团管道三通混合现象大

涡模拟（LES）

核电站三通管道如果出现冷热流体的

交汇，会在混合点之后形成温度的剧

烈波动，造成管道疲劳受损。

该项目为中广核集团英国Hinkley 

Point C核电项目通用设计审查（GDA）

提供理论支持，通过大涡模拟，准确

呈现温度的脉动规律。

利用山东大学云计算平台开展的部分计算流体力学
（CFD）数值模拟工作



利用山东大学云计算平台开展的部分计算流体力学
（CFD）数值模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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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广核集团乏燃料干法贮存数值模拟

核电站乏燃料通常在冷却水池内冷却，但

是因为冷却水池设计容积有限，目前大亚

湾乏燃料水池虽然经过二次扩容以后，仍

无法容纳新产生的乏燃料，因此。需要将

其置于容器内干法贮存。尽管这是衰变热

很低，但是也需要进行冷却。

本项目研究乏燃料干法贮存是冷却条件对

其温度场的影响，确保温度不超容许值。

利用山东大学云计算平台开展的部分计算流体力学
（CFD）数值模拟工作



利用山东大学云计算平台开展的部分计算流体力学
（CFD）数值模拟工作

乏燃料干式贮存容器温度分布云图网格
沿轴向温度分布



利用山东大学云计算平台开展数值模拟的部分成果

1. C. Ji, L. Cheng*, N. H. Wang, Z. G. Liu,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high-pressure high-temperature 

spray flash evapor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 Jakob number, Exp. Therm. Fluid Sci., 2019, 102: 94-100 

(SCI、EI收录)

2. X. Yin, Y. S. Tian, D. Zhou, N. H. Wang*, Numerical study of flow boiling in an intermediate-scale 

vertical tube under low heat flux, Appl. Therm. Eng., 2019, 153: 739-747 (SCI、EI收录)

3. Tian Y , Chen Z , Wang N* , et al. Numerical and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pool boiling on a 

vertical tube in a confined space. Int. J. Heat Mass Transf., 2018, 122:1239-1254. (SCI、EI收录)

4. Y. S. Tian, Z. Q. Chen, N. H. Wang*, Z. Cui, and L. Cheng,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s on pool 

boiling on a vertical tube in the confined and unconfined spaces,” Appl. Therm. Eng., vol. 133, pp. 

107–116, 2018. (SCI、EI收录)



• 与华为、联科深入合作

– 平台模式已应用于华为公有云，构建混合云模式

– 镜像包已支持ARM，开发镜像库，构建计算云服务模式

• 采取“免费+收费+立项”模式

– 对初学者：限制资源、时间，免费

– 对多数有经验用户:收费，收费价格低于外面的价格

– 对有科研创新思维的用户：用机时立项补贴方式，3-4项/年，重点突破

• 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应用水平

下一步工作



• 计算已成为科研创新的加速器，互联网、云计算已成为新
的思维方式
– 通过计算可以提升传统学科，带动计算相关学科，培育新兴学科

– 提高全员的数字素养：计算素养，互联网素养

• 建议：
– 整体规划，加大投入，整合计算相关学科和资源，建立交叉学科

的创新支撑平台

– 重视研究和应用支持队伍的建设，在进人指标、职称、待遇上倾
斜

对计算平台的思考和建议 



•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场景为王，数据为王，平台为王

• 信息学科有其的特点：
– 与时俱进，摩尔定律，技术更新快，

– 开源、闭源共存

• 在应用场景、人才储备、资金投入上，高校已没有原来的优势，缺乏
科研应用场景，追求短平快
– 但是高校有很好的应用场景：计算平台、移动App、安防监控、资料检索和推送等

• 建议：

– 在人才引进、学科资源分配上给予特殊政策

对信息学科的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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