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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提纲

一 平台概况

二 网络概况

三 主要成果



一、平台概况——目标

加速科学发现

推广超算知识



一、平台概况——定位

平台定位

✓校级

✓公共

✓持续，高可靠，高性能

服务内容

✓高性能计算资源的提供者

✓高性能计算资源使用培训

✓高性能计算相关项目深度合作

服务对象

✓所有北大研究人员

✓所有北大学生



一、平台概况——组织机构

电镜 实验动物 分析测试 微纳加工 液氦 高性能计算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部

管理管理 管理 管理 管理 管理



一、平台概况——组织机构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部 计算中心

高性能计算公共平台

管理 挂靠监督

专家委员会

✓主任：雷奕安

✓主任工程师：樊春

✓运维与支持：工程师团队

用户服务

主任：李若



一、平台概况——人员

◼专家委员会主任（1人）

◼专家委员会成员（9人）

◼平台主任（1人）

◼平台主任工程师（1人）

◼平台运行管理团队（13人）



一、平台概况——制度建设

◼北京大学校级科学仪器公共平台建设与管理办法 校发[2011]189号

◼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校级公共平台资源分配和使用规范

◼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校级公共平台收费管理办法

◼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校级公共平台使用流程

◼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校级公共平台技术服务协议

◼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校级公共平台服务管理办法

◼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校级公共平台成果奖励办法



平台启用揭牌仪式：2018年1月3日

一、平台概况——揭牌



集群名 正式上线时间 预算（万）

未名一号 2018年1月3日 1690（拨款）

未名教学一号（退役） 2018年5月4日 40

未名生科一号 2018年12月26日 1480

未名环境一号 2019年7月1日 400

未名大数据一号 2019年9月4日 1000

未名教学二号 2020年3月1日 120（拨款）

一、平台概况——主要集群



一、平台概况——未名一号——建设目标

高效 众口能调节能



一、平台概况——未名一号——技术路线

大带宽 低延迟

多核心

高主频

低能耗



一、平台概况——未名一号——配置

◼服务器节点配置

◼存储配置



一、平台概况——未名一号——建设（2017年）

◼机房搬迁 1.04 – 2.20

◼免税办理 1.13 – 5.08

◼付款办理 3.21 – 5.11

◼机房加固 3.21 – 5.23

◼机房装修 5.24 – 8.01

◼设备到场 3.21 – 8.02

◼产品上架 6.21 – 6.25

◼安装调试 6.26 – 8.08

◼测试调优 8.09 – 9.13

◼网站建设 9.10 – 9.19

◼系统开发 9.17 –



一、平台概况——未名一号——建设



一、平台概况——未名一号——建设

水冷设备间

室外冷却塔

西门子自控系统



一、平台概况——未名一号——测试

◼ 2016 TOP 500 
 平均LINPACK效率 66.3%，

 最高98.8%

◼ 2016 TOP 100 LINPACK效率
 平均LINPACK效率 53.6%，

 最高78.8%

◼ 水冷集群196节点实测LINPACK效率92.6%

◼ 水冷集群效率排名：15/500， 1/100



一、平台概况——未名一号——节能



一、平台概况——未名一号——应用

序号 软件名称 部署状态 应用领域 适用学科

1 MATLAB 完成

数学工具
理学、工学、经济学、医学、
管理学等

2 R 完成

3 Mathematica 完成

4 Caffe 完成

深度学习 理学、工学等
5 Tensorflow 完成

6 MXNet 完成

7 Theano 完成

8 WRF 完成

大气海洋环境
大气科学、海洋科学、环境科
学与工程等

9 OpenFOAM 完成

10 CCSM 完成

11 CESM 完成

12 VASP 完成

新能源新材料 化学、化学工程、生物学等
13 LAMPS 完成

14 GROMACS 完成

15 OpenFOAM 完成

MATLAB，Mathematica为正版商业软件，其余软件为开源或免费软件



一、平台概况——未名一号——应用

序号 软件名称 部署状态 应用领域 适用学科

16 DEAL.II 完成

天文地球物理 物理学、地球物理学等
17 OpenFOAM 完成

18 Salome 完成

19 paraFEM 完成

20 RELION 完成

生物医药健康 生物学、医学等

21 BWA 完成

22 GMAP 完成

23 GATK 完成

24 VarScan 完成



一、平台概况——未名一号——用户反馈

◼使用tensorflow在笔记本上运行一个epoch大约要3小时，使用一个GPU
运行一个epoch大约需要50秒。--王秉琰（数学中心贾金柱学生）

◼CPU跑relion-1.4比以前快很多倍，使用relion-2.0在P100 GPU上运行的
速度大约是K40的四倍。--李宁宁（生科高宁博士后，现北大研究员）

◼使用pytorch比K80运行快2.5-3倍左右。 --李知含（大数据研究院董斌学
生）

◼自编程序能同时在6000多个核心上运行，在别的地方没有跑过这么大规模。
--王睿（工学院肖左利学生）

◼高斯在原16核心服务器运行3天，在我们单节点运行7分钟。--柳晗宇（化
学系裴坚学生，五四奖章，现耶鲁就读）

◼生信，使用原服务器，需连续处理半年，使用高性能计算平台大约两三天
就可以处理完成。 --瞿赛思（医学部李婷婷博士）



一、平台概况——未名一号

北大HPC
超级计算机

节能

196水冷节点HPL效率
92.59%

•7种计算环境可用：
•512GB水冷节点
•256GB水冷节点
•128G水冷节点
•GPU 2xP100
•KNL节点
•四路胖节点
•八路胖节点

•丰富的计算软件环境

196水冷节点linpack测试时，PUE
值1.10左右



一、平台概况——用户覆盖

校内 44个院系 332个PI



一、平台概况——服务统计

作业 未名一号 未名教学一号 未名生科一号

2018年度 925395 6603 35793

2019年度 1183382 13910 193600

累计 2121843 20513 229,393

机时 未名一号 未名教学一号 未名生科一号

2018年度 3664,4581 14,1823 1220,9997

2019年度 3424,3346 20,0657 2393,1595

累计 8509,9790 34,2480 3614,1592

服务 邮件(收/发) 微信 电话

2018年度 498/377 约2000余次 约400余次

2019年度 442/334 约2000余次 约400余次

累计 1318/1000 约6000余次 约1200余次

备注 微信处理数量按照不完全统计约为3.5次/天/人，电话约1.5次/天



二、 网络概况——集群内部网络

水冷节点/
GPU节点/
KNL节点

4路/8路胖节点

196个水冷节点，10个GPU节点
8个KNL节点

IO服务器 IO服务器

2xGSS24高速并行存储，集中式高速存储，OPA
接口

1个4路胖节点
2个8路胖节点

管理节点
登录节点

全线速OPA交换网络 管理网络

4个管理节点
2个登录节点



◼ 集群用户在校园网内经过防火墙（IPV4 & IPV6）访问集群登录节点

◼ 校外用户需先登录VPN进入校内方可登录集群

◼ 所有集群 10G互联（计划近期升级至40G）

◼ 所有集群 40G IPV6连接到太湖之光

二、 网络概况——集群外部网络



二、 网络概况——集群外部网络



◼ 100G以太网RoCE

◼ 异地超算
◼ 大带宽
◼ 低延迟

二、 网络概况——未来的网络



三、主要成果——科研支撑——项目统计

◼支撑项目：340

◼项目金额：20亿（其中232项目）



三、主要成果——科研支撑——论文统计

◼截至2020年11月，已助力我校科研团队发表论文374篇，其中：SCI论文334篇，

Nature正刊9篇，Science 2篇，Cell 2篇，PNAS 1篇，PRL 5篇，JACS 8篇，

Nature子刊26篇。

◼2018年：发表论文86篇，其中SCI论文81篇，包括Nature正刊3篇、子刊6篇、

PNAS 1篇、PRL 1篇、JACS 1篇；

◼2019年：发表论文158篇，其中SCI论文140篇，包括Nature正刊3篇、子刊8篇、

Science 1篇、PRL 3篇、JACS 4篇、CELL 1篇；

◼2020年：发表论文125篇，其中SCI论文108篇，包括Nature正刊3篇，子刊12篇，

Science 1篇，Cell1篇，PRL 1篇，JACS 3篇。



三、主要成果——科研支撑——典型论文

揭示水合离子的微观结构和幻数效应
王恩哥团队

揭示DNA复制起点识别复合物3-Å分辨率的结构
高宁团队

蛋白质机器动力学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毛有东团队

揭示新冠中和抗体功效和机制
肖俊宇、苏晓东、谢晓亮和秦川团队



三、主要成果——科研支撑——2020戈登贝尔奖

2020戈登贝尔奖：7名华人，其有5位北大人



三、主要成果——教学支持——课程支持

◼并行计算

◼材料计算

◼计算化学



三、主要成果——教学支持——培训照片

Origin 2019技术培训



三、主要成果——教学支持——学生竞赛



三、主要成果——自身科研——细粒度资源调度

◼建设成果

国内领先的细粒度作业调度能力

平台使用率长期在80%以上，远高于国内同类集群

发表专利《一种细粒度的高性能云资源管理调度方法 》，并已授权

0

作
业
数
量

传统调度方式

2500

提升十倍以上

细粒度调度方式

<220个作业

>2300个作业

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校级公共平台

未名一号集群（ 220个节点，7404个核心）

✓ 增加了可同时运行作业的数量

✓ 降低了用户作业排队等待时间

✓ 提高了平台资源利用率



三、主要成果——自身科研——监控与可视化

◼实现支持多语言的简洁高效的集群运行状态可视化监控

◼系统特色

可视化效果好

◼ 59项数据一目了然

◼ 19张图13个表直观清楚

◼ 动画显示提升可视化效果

扩展性强

◼ 已接入平台下属3个集群

◼ 为生科院集群提供服务

◼ 正在接入北航集群

快速响应
◼ 异步刷新数据，用户无需等待

大数据查询

◼ 精确到日的数据查询功能

◼ 近100万条历史状态数据

◼ 6类历史数据查询

实时刷新
◼ 每15秒刷新，显示集群最新状态

安全可靠

◼ 多级访问控制，提高系统安全性

◼ 内外网转发，实现网络隔离



三、主要成果——自身科研——监控与可视化

运行状态展示界面
历史数据查询

实时状态展示



三、主要成果——自身科研——运营管理系统

◼行业现状

管理方式粗放，自动化程度低

高校超算平台没有覆盖全业务流程的成熟解决方案

市场没有满足相关需求的软件

◼建设目标

设计实现覆盖高性能计算平台全业务流程的管理架构

实现多个计算集群的统一管理



◼技术路线

开发新系统：基于微服务架构，以服务为单位，建设灵活可复用的服务群

接入现有系统：充分利用学校信息化成果，提高开发维护效率

三、主要成果——自身科研——运营管理系统

作业统计

作业统计

作业统计

作业统计

作业统计

身份认证

用户管理门户

作业计费

作业查询

账户充值

统一认证

ITS门户

网络计费

网费查询

网费充值

接入系统新建系统



三、主要成果——自身科研——运营管理系统

◼建设成果

建成功能完备、扩展性强的高性能计算运营管理系统

发表专利《基于LDAP与SLURM的云用户管理方法及系统 》，并已授权

✓ 覆盖平台业务全流程

✓ 已完成27个系统和服务

✓ 已完成42项功能业务

全面

✓ 完成580万次作业计费

✓ 发放论文奖励金196次，总计80万余

✓ 发放开放测试基金180项，总计85万余

✓ 没有出现过计费错误

准确

✓ 已陆续接入管理6个集群

可扩展



三、主要成果——自身科研——总结

◼项目

十三五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

广东省科委-面向AI超算原型机的核心技术研发项目- 高性能算子生成任务

 SLURM-NPU调度插件，2万行C代码。

昇腾AI算子开发

◼专利

专利《基于LDAP与SLURM的云用户管理方法及系统 》，于2020年5月授权

专利《一种细粒度的高性能云资源管理调度方法 》，于2020年9月授权



感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