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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欲摘超算界下一顶皇冠
神威E级原型机在济启用，将来计算能力为当今“世界第一”的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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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有望摘得超算界的下一
顶皇冠！5日，神威E级计算机原
型机在济南启动运行。神威E级
原型机是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E
级计算机原型机，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

神威E级原型机的研制成
功，是我国E级计算机研制过程
中的里程碑式成果，标志着研制
E级计算机的技术条件和工程条
件全面就绪。根据计划，神威E级
计算机将于2020年完成研制部
署，人类即将进入E量级计算时
代。这意味着，3年后神威E级计
算机有望在济南“诞生”。

最牛超算7年前与济南结缘

百 亿 亿 次 超 级 计 算 机
(EFlops，简称“E级计算机”)被公
认为“超级计算机界的下一顶皇
冠”，美国、日本等均提出研制百
亿亿次超级计算机计划。我国也
将“E级计算机”列为重大科技发
展战略。2016年，国家科技部提出
全国支持研制1-2台E级计算机
系统，整个研制过程分两步走：第
一步，2016-2018年进行E级计算
机预研；第二步，2018-2020年研
制E级计算机。

中国第一台纯国产超级计
算机，“神威”系列的老大哥“神
威·蓝光”7年前就在济南“安
家”了。2011年10月，中国当前
最强大的“神威·太湖之光”计
算机的亲兄弟———“神威·蓝
光”超级计算机落户山东省科
学院计算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济
南中心)。

2016年，位于无锡的“神威·
太湖之光”发布，一度成为世界上
计算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而
今年8月，“神威·太湖之光”的升
级版——— 神威E级计算机的原型
机在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建设
完成。

据了解，神威E级原型机是在
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支持
下，由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联合国家超级计算济
南中心等团队合作研制，7月25日
在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完成部
署并投入使用，8月1日通过课题
验收。

神威E级计算机计算能力达
到每秒百亿亿次，其计算能力是
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计算
机——— 美国顶点超级计算机的8
倍，是中国当前最强大的超级计
算机——— 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
算机的10倍。

作为E级超算原型机，神威E
级原型机的计算能力是现有“神
威·蓝光”超级计算机的三到四
倍。不过，从神威E级原型机到神
威E级计算机，中间还需要经过大
约3年的研发期。

面向E级计算机研制需求，研
制团队在多态融合计算体系结
构、新一代申威众核处理器、软件
定义海量存储、高效供电和强化
相变冷却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技
术突破，对E级计算机研制方案和
技术路线进行了全面系统验证，

为E级计算机的研制成功铺平了
道路。

从芯片到系统实现全部国产

神威E级原型机由硬件、软件
和应用三大系统组成。硬件系统
由运算系统、互连网络系统、存
储系统、维护诊断系统、供电与
冷却系统组成，软件系统由基
础软件、并行操作系统环境、存
储管理系统、并行语言及编译
环境组成，应用系统由行业应用
计算平台、人工智能框架和典型
示范应用组成。

神威E级原型机的处理器、网
络芯片组等核心器件全部实现国
产化。运算系统全部采用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申威26010+众
核处理器构建；高速互连网络系
统全部采用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申威网络交换芯片、申威消息处
理芯片构建；存储和管理系统采
用申威多核处理器构建，实现了
对该领域产品的国产化替代。神
威E级原型机整体研制指标国际
领先。

据了解，早在1996年，为加强
我国高端并行计算机系统的研
制，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中
心正式挂牌成立，开始了神威系
列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系统的研
制。近年来从神威·蓝光、神威·太
湖之光，到现在的神威E级计算
机，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中
心成功走出了一条核心技术自主
可控之路。

除了“完全自主”，神威E级原
型计算机首次在国产超级计算机
上构建了人工智能软件生态链，
基于神威深度学习库和框架，
开展了对弈系统、医疗影像识
别、机器翻译多个大规模人工
智能应用，其中机器翻译应用
的数据规模、并行规模和训练速
度世界领先。

6项应用入围戈登贝尔奖

国家超算济南中心副主任潘
景山介绍，神威E级计算机系统应
用广泛，既能模拟银河系，又能模
拟地球系统，还能模拟数字人，

“算天，算地，算人”。
神威E级计算机作为大科

学装置，一方面为国家海洋强
国战略打造“深蓝大脑”，为“中
国制造2025”、乡村振兴、科教
兴国等战略构建国家超算互联

网基础设施；另一方面立足山
东，服务全国，满足健康医疗、
航空航天、气候气象、生物信
息、先进制造等领域的一批国
家科学与工程计算重大需求，
成为促进国家科技创新、经济
发展以及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
造的助推器。

截至目前，E级原型计算机
已完成包括全球气候变化、海
洋数值模拟、生物医药仿真、大
数据处理和类脑智能等十二个
领域的3 5项重大计算任务。其
中，22项应用具备扩展到E级计
算机整机规模的能力，6项应用
曾成功入围被称作超级计算应
用领域诺贝尔奖的“戈登贝尔
奖”。

或成山东第一个大科学装置

“我们正在打造以济南—青
岛为中心的山东‘大超算’格局。”
潘景山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利用
裸光纤技术实现济南和青岛之间
的互联互通，目前速度是10G，
2020年能达到400G-600G甚至更
多。“10Gbps相当于把1GB的硬盘
数据在1秒钟之内从济南运到青
岛。”这样就弱化了E级计算机地
理位置的限制，“原则上是青岛以
海洋为核心做应用，济南以医养
健康、高端装备、科学计算为核心
做应用。”

国内已有天津、山东、上海、
深圳等地明确表示要E级超算落
地。E级计算机作为新一代信息
技术领域的大科学装置，对交
叉学科的推动效应、对科技研
发的支撑效应、对高层次人才的
凝聚效应、对相关产业的带动效
应相当显著，是新旧动能转换的
强劲引擎。

山东省计算中心(国家超算
济南中心)主任杨美红向记者表
示，神威E级计算机于2020年完成
研制部署，将率先跨越百亿亿次
量级台阶。采用的新一代众核
处理器有望成为世界运算速度
最快的处理器，节点规模可扩
展至数十万量级，支持系统性
能从1E到10E量级的跨越。E级
计算机将面向国家及山东战略
需求，解决一批科学与工程计
算领域的重大课题，为国防安
全和经济建设提供国际领先的
计算环境。届时，神威E级计算机
将有可能成为在山东省落地的第
一个大科学装置。

神威E级到底有多牛？
可将新药研发由几年缩短到几周

新一代神威E级原型机的运算
速度是原来神威蓝光超级计算机的3
倍，而体积却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

神威E级计算机原型机首次在
国产超级计算机上构建了人工智能
软件生态链，基于神威深度学习库和
框架，可开展对弈系统、医疗影像识
别、机器翻译多个大规模人工智能应
用，其机器翻译应用的数据规模、并
行规模和训练速度世界领先。

结合济南正在打造的国家健康
医疗大数据北方中心，神威E级计算
机原型机将在疫苗、药物研发等相关
领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科院计算机所计算机体系结
构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张云泉说：

“我们过去研发一个新的药物往往需
要10到15年的时间，耗费10到15亿美
元的经费。通过超级计算机的加入可
以把过去新药品的研制周期从过去
的几年时间缩短到几星期的时间。极
大的降低新药的研发成本、降低药品
的价格老百姓可以更早更快的用到
更便宜的新药物。”

通过高性能的运算处理器，神威
E级计算机原型机可以把天气预报
的精度从原来的公里级提高到米级。

保障神威E级计算机原型机安
全运行的高效供电和强化相变冷却
等关键技术也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中科院计算机所计算机体系结
构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张云泉说：

“神威超算处理器芯片的运算速度极
快，它的表面温度可以接近太阳表面
的温度。我们特别研制了独创的水冷
技术，可以保证神威超级计算机系统
安全高速的运转。” 据天下泉城

世界超算前10名

8月5日，在国家超级计算济南
中心，工作人员在查看神威E级
原型系统运转情况。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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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威·太湖之光 中国无锡

4 戴恩特(Piz Daint) 瑞士

6 泰坦（Titan） 美国

8 三一（Trinity） 美国

9 科里（Cori） 美国

10 Oakforest-PACS 日本

1 顶点（Summit） 美国

3 天河二号 中国广州

5 晓光（Gyoukou）日本

7 红杉(Sequoia)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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