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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中有1011个星系

每个星系有1011个恒星

每个恒星有数十上百个行星

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随着探测深度和广度的提高

天文学研究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







澳大利亚: 130万偶极子天线（计划的完整规模）
第一阶段：13万偶极子天线

南非: 2500架抛物面天线
第一阶段：～200面天线

两台世界级望远镜







国家“十三五” 科技创新规划
及中长期发展规划

2、建设世界级水平研发机构

建设微技术工业研究院、。。。大数据技术
研究院、类脑智能技术产业研究院、平方公
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科学中心等一批
具有世界级水平的新型研发机构。

上海“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

被列入上海科创中心重点培育项目





2020: 5000 PB/天

2020: 每天50PB

SKA1: 300Pflops运算

区域科学中心

2029
720PB/年

台站国

台站国

预处理

数据干涉

数据
采集

精细处理
科学分析

对计算能力
要求高

对存储能力
要求高

SKA被列为E级计算典型应用



国际SKA区域中心工作组
• SRC用户组：协调人: Andrea Possenti （意大利）,  Hans-Rainer Klöckner（德国）。是SKA天文台、SRC国际网络与

SKA科学用户之间的接口。通过组织SRC数据竞赛等方式来帮助社区用户深刻理解SKA数据，吸引更多的科学
家参与SRC科学软件的开发工作，了解SKA用户的科学需求并反馈给建设和运营团队，与技术工作组进行沟
通交流，联合开发SDP流水线（pipelines），投入SKA早期科学数据处理。

• 数据管理和网络：协调人: Rosie Bolton (英国，SKAO），安涛。负责数据迁移、管理系统、高速跨洲际网络、
软件协议、传输端接口设计、全球SKA数据中心的最佳部署等。目标是分阶段建立一个SKA区域中心数据湖
（data lake），分阶段实现全球数据分享协同的功能，并建立规模化扩展的资源和资金预算。

• 运行组：协调人: Antonio Chrysostomou（SKAO，科学运行部主任）,  Michiel van Haarlem （荷兰；SRCSC副主席）。
负责与SKA国际组织、SKA区域中心对接，研究SKA区域中心运营政策，开发SKA区域中心和SKA天文台在运营
和用户交互方面的界面和接口，如，观测项目提案、用户主导的观测项目（PI）、关键科学项目（KSP）以
及用户使用存档数据的工作流程设计。

• 计算平台的原型、方案、预算估计。协调人: Simon Ratcliffe（南非）, with Domingos Barbosa （葡萄牙）。前五
年：设计SKA区域中心计算平台的原型系统，研究规模化扩展方案，指定预算估计；后五年：SKA区域中心
计算平台的建设和调试。

• 软件。建立SKA超算的工作流执行框架以及其他计算平台软件，建立SKA区域中心数据存档管理、数据库、
数据发布的软件系统。



Welcome to join and contribute



AN END-TO-END 
WORKFLOW AT 
SKA1 SCALE
• Motivation: understanding the key 
technology and bottlenecks; verifying 
the workflow; building up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stronomy and 
industry



SKA shakes hands with Summit
SKA携手SUMMIT创造历史



需要突破的关
键技术 产生SKA规模的仿真数据

研发Tb/s数据流的执行框架

提升并行化数据I/O性能

完成规模化扩展实验









Data Activate Liu(f low) Graph Engine

• 为应对SKA而设计的全新架构的执行框架
• 分布式数据流管理平台
• 可视化的高度灵活流水线执行框架
• 采用图引擎，将不同阶段的工作流映射为不

同的Graph，更加方便用户
• 数据驱动计算，更加”节能“
• 高度容错，对节点错误有良好的适应性
• 高度灵活的扩展性，能支持数百Pflops



• SKA国际团队完成迄今最大规模的SKA工作
流程测试，仿真包括“数据采集 – 校准 – 成像
– 后处理 ”的完整数据处理过程，
• 数据量达到2.6PB，数据流最高速度达到
900Gbps，运行峰值时占用SUMMIT超算99%的
计算资源，创造天文数据流的巅峰应用。
• 未来SKA将面临着多任务高度并发的情形，
是真正的大数据挑战！
• 本次实验的成功一方面真实测试了SKA大数
据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坚定了科学家掌控未
来SKA数据处理的信心。该工作得到天文和
超算等多领域学者的关注，入选2020年戈登-
贝尔奖 finalist.

• 劳保强，安涛等，Science Bulletin, 2019；
• 王若楠，A Wicenec*, 安涛*，Science Bulletin, 2020; 
• 王若楠等，ACM，2020，已投稿



人工智能在天文大数据处理中的应用

• 上海天文台与华为公司在SKA数据处理和原型机建设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将工业界的
先进技术快速应用到天文研究，是产学研结合的典型示范

• 在华为全连接大会上现场展示了人工智能在加速天体搜索中的强大潜力，10秒钟完成
了过去上百天的工作，得到SKA国际组织和国内外同行的重点关注，被SKA国际组织
作为典型案例收录在其官方宣传资料。SKA总干事在SKA工程大会开幕式上高度评价
了这项工作。



人工智能在天文大数据处理中的应用
上海天文台与华为公司在SKA数据处理和原型机建设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将工业界的先进技术
快速应用到天文研究，是产学研结合的典型示范，在华为全连接大会上现场展示了人工智能在
加速天体搜索中的强大潜力，10秒钟完成了过去上百天的工作，得到SKA国际组织和国内外同
行的重点关注，被SKA国际组织作为典型案例收录在其官方宣传资料。SKA总干事在SKA工程大
会开幕式上高度评价了这项工作。









人工智能在星系识别与分类中的应用

传
统
天
文
方
法

星系位置、流量强度等信息

Source finding 
package or 
algorithm 

人
工
智
能
方
法

训练&识别&分类



成功应用于SKA先导望远镜图像

传
统
方
法

人
工
智
能
方
法

数据集：13,294个图像，像素
大小132132

星系类别：CS（Compact 
Source）、FRI、FRII、Core-
Jet

CS检测准确率均在0.9以上
只漏检1%星系
对较弱星系有更强的检测能力
总检测速率是传统方法的50倍

（包括生成结果文件的时间）

弱
星
系





暂现源搜寻流水线

Correlator

Beamformer

Calibration

Imaging

Search Pipeline

Snapshots

Simulation
DataSet

AI Candidates
Search

Imaging
Fits files

Data

AI Raw data
Search

Time Series
Filterbank files

Time Series
Filterbank files

Time Series
PSRFits files

Images

Candidates

Models Models

ASKAP 搜寻流水线结果（SKA暑期学校） 28种经典CNN算法验证集准确率





引力波数据分析中的人工智能技术
郭平，科学网博文
• 不像其他大数据有可能涉及到企业的核心商业利益、国家安全、公民隐私、

法律法规等诸多问题，天文大数据完全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数据资源的公
开和共享

• 虽说研究引力波数据分析技术没有直接的商业价值，但后续可考虑技术（算
法）迁移，将发展的大数据分析处理技术应用到其他商业领域，或者其他学
术研究上。引力波数据分析大部分是采用了一维信号处理技术，这可迁移到
光谱数据分析，FAST探测数据分析。脑电数据分析等方面。

• 探索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在引力波数据分析中应用，发展新的算法，将会促
进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发展。对天文学而言，所发展的技术若能以更快的速
度、更高的精度实时处理得到引力波源的方向、位置等信息，就能为相应的
研究争取宝贵的天文观测时间，进而形成以引力波观测为触发的全新天文观
测方法——多信使天文学（Multimessenger Astronomy）。







“建成世界上首台SKA区域中心原型机”荣获2019年十大天文科技进展，获得自然子刊的报道
（安涛，武向平，洪晓瑜，Nature Astron, 2019, 3,1030）



2020年中国SKA数据中心原型机升级后，计算能力提升至200Tflops以上，CPU
核2000以上，存储超过4PB，节点间采用100G IB 网络，优越的综合性能赢得
了SKA国际总部的高度肯定，应邀承办SKA数据挑战赛





跨洲际SKA大数据传输

• 中澳之间海底光纤已达最高40Tbps的
带宽

• 100Gbps（SKA1阶段需求）的数据传
输在基础设施方面不是核心难题

• 当务之急：基于现有国际互联网开
展试验，测试互联网传输SKA大数据
的实际性能及路径中的瓶颈所在，
优化数据传输协议和软件。



PULSAR SEARCH PIPLINE 

• The dataset is 1088850560, a 3600s observation data.
• Each .fits file contains a 200 s observation data.
• The most time-consuming steps of this pipeline are 

De-dispersion, Accelerate search and Remove 
narrowband RFI.

Hotspots(input data : 18 fits = 3600 s )
• Remove narrowband RFI 10.3%. It is a C program.
• Accelsearch 40.1%. It is a C program used for searching periodic 

pulsar signals.
• De-dispersion 44.7%. It is  a C program used for eliminating 

dispersion of observed data.



THE RESULT OF THE TOTAL PIPELINE

• Using 28 cores:

• The speedup ratio of De-dispersion is  12.

• The speedup ratio of Accelsearch is 16.
• The optimized version of Rfifind is 33% faster than 

the original version.

• The total speedup ratio is 5.6



SKA国际组织的数据竞赛
• 第一次数据竞赛已经圆满结束，共有13个参赛团队

• 最终结果已经以论文形式投稿MNRAS，其中上海天文台团队的总分最高
• 第二次数据竞赛已经开始准备，见第4期Contact杂志

• 题目是：HI intensity mapping，是谱线数据，原始数据1TB，需要大量计算和存储资源，因此参赛团队不可能
下载到本地计算机处理，只能远程到数据中心工作。

• 目前中国、葡萄牙、西班牙SRC提供计算存储支持

• SKAO已经向SKA中国办公室提出请求，将委托上海天文台协助承办



SKA第二届数据竞赛

• SDC2 is administered by the SKA Organisation Science team.
• SDC2 is a source finding and source characterisation data challenge on a simulated 

SKA HI data product. 
• Challenge participants will be asked to submit catalogues listing positions and recovered 

properties of the HI sources that could be detected in the data cube. 
• The complete challenge dataset will be made available through a set of designated 

computing resources. Data analysis pipelines will need to be deployed at one of those 
facilities.

• Timeline: start: 15th January; end: 15th July; duration: 6 months
• Team wise challenge: around 30 teams registered yet. Team members should be 

between 3 to 10 (maximum).
• Maximum number of teams will depend on the available resources. One resource to 

each team. First registered, first preference given to resource.
• How to make all the resources uniform as each resource has different capability so that it 

would be fair for all the teams? Cloud based allocation or same other mechanism?



• The SDC2 HI data cube will be complemented by the following 
ancillary data:

• a smaller version of the HI cube (4GB, covering only a sky area of 
0.1 sqdeg) for help with the initial data inspection and pipeline 
design; 

• maps of continuum emission over the same frequency range and on 
the same spatial resolution as the full HI cube;

• the truth catalogue for a small portion of the dataset, to be used 
for training and validation purposes

SDC #2 DATASET:
• Details of the simulated SKA HI data product are the following:

• 20 square degrees area;
• 7 arcsec beam size, sampled with 2.8x2.8 arcsec pixels;
• 950 -1150 MHz bandwidth, sampled with a 30 kHz resolution;
• noise consistent with a 2000 hour total observation;

• systematics include imperfect continuum subtraction, some residual RFI.

• The file size of the HI cube is around 1TB and will be made available at designated processing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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