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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目前并行计算硬件逐渐呈现众核异构并行占主导的趋势，在此类高性能计算平台
上进行高精度 CFD 应用的移植仍处于发展阶段。在计算流体力学和高性能计算交叉学科领域，异构并行
计算模式的探索仍作为该领域内的热点问题。本文在中科院超级计算系统“元”上对高精度直接数值模
拟程序 OpenCFD-SC 进行了众核版本的移植，针对流体力学计算特点，从 N-S 方程组求解开始，重新设计
并行消息交换策略，改写重叠交换区的数据结构，从而保证最大限度利用 MIC 的加速性能。并对可能出
现性能瓶颈的部分进行了分析及优化，最终提出了完整的移植方案。通过对三维 ONERA-M6 机翼的流场计
算测试，网格规模最大达到 2.688 亿，测试结点数最多扩展到元计算系统一期工程全部 40 个 MIC 计算结
点共使用了 5600 核，取得了良好的加速性能和可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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湍流是航空航天，能源，环境，气象，海洋
等众多工程中实际流体运动的基本物理现象，是
确定实际流体运动特征的关键问题之一。自20世
纪6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计算技术的发展，计算
流体力学（CFD)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支，
近年来，随着高速巨型并行计算机的出现，计算
方法的不断创新，利用巨型并行机的直接数值模
拟方法已经成为湍流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超、
高超声速先进飞行器的研究和设计中，具有广泛
的应用。目前，高性能计算机的主流加速设备主
要有众核、GPU等新型协处理器。Intel 2012年推
出的MIC产品，主要面向高性能计算领域，提供
高度并行的计算能力。目前以MIC搭建的Top10
超级计算机数量正在逐渐的增长，大规模MIC应
用也正在增加。将已经发展的CFD直接数值模拟
程序移植到新型的MIC异构并行平台上，从而取
得更高的计算性能，是应用软件程序开发员的严
峻挑战。本文面向MIC异构的高性能并行计算机
平台，探索高精度有限差分直接数值模拟程序的
性能优化技术，为研究可压缩湍流的CFD软件提
供技术积累与支持。
收稿日期: 2016-03-11； 录用日期: 2016-04-15

1 高精度 CFD 应用背景
本文使用的CFD程序是中国科学院力学所自
主开发的OpenCFD-SC (Open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 code for Scientific Computation) 软件，
该软件的核心部分是可压缩N-S方程高精度差分
求解器，主要特点是精度高，通过高精度的数值
模拟，既可以得到流动的整体及平均特性，又能
获得流动的细节，以达到揭示新的物理现象的目
的，主要用于研究前沿科学问题。
1.1 控制方程与求解结构
本文使用三维非定常可压缩流动的控制方程
（1）来对三维ONERA-M6机翼进行直接数值模拟，
其中，t为时间；x，y，z为直角坐标系的三个方
向。U为守恒变量；F，G，H为三个方向上的无粘
矢通量； Fv ， Gv ， H v 为三个方向的粘性矢通量。
在三维流场中，他们都具有5个方向的分量,采用
无量纲化的方法，可以将方程写成规范化的形式，
使方程影响因素归为几个相似参数，从而减少控
制方程中的参数格式。同时，可以避免控制方程
中的物理量在量级上的悬殊差异，从而减少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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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数值误差和精度损失。本文的所有计算都是
在无量纲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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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数值求解连续控制方程，本文利用有限
差分法对其进行数值离散，时间推进采用显式具
有TVD性质的3阶Runge-Kutta方法。OpenCFD-SC
软件的基本结构如图1 所示,在主控模块的控制
下，求解器首先读入初值及网格信息，随后调用
无粘项求解器及粘性项求解器来求解无粘及粘性
项，随后完成边界条件的处理及时间推进。

图 1

OpenCFD-SC 软件的基本结构

个好的任务分配方案需要考虑任务的均衡性及减
少节点间的耦合。对于机群系统，节点间一般采
用通用网络（基于TCP/IP 的以太网），同CPU与
内存之间的通信速度相比，节点间的通信要慢许
多。因此尽量减少节点之间的数据交换是提高并
行效率的关键之一。本文的数据交换量与计算量
相比是很小的，数据交换是通过互相发送和接受
消息来完成的。

图 2

Fig.2 speed-up test of ONERA-M6 wing on Milky wayⅡ

Fig.1 the structure of OpenCFD-SC

1.2 空间离散方法
本文的空间离散使用有限差分的方法，对流
项采用流通矢量分裂，对流通矢量用七阶的
WENO-Z格式，七阶WENO-Z格式具有很好的鲁
棒性和高分辨率的激波捕捉格式，粘性项采用八
阶中心差分格式对其进行离散。
1.3 时间离散方法
对于非定常流动，对于时间采用推进求解，
由上个时间步的物理量求出本时间步的物理量。
对于时间推进，有显格式、隐格式及半隐格式等。
显格式方法简单，单步计算量小，但受稳定性限
制，时间步长无法放大；隐格式的时间步长通常
可以取很大值，但格式比较复杂，单步计算量大。
对于可压缩湍流这样的复杂流动，即使隐格式本
身对时间步长没有限制，但受物理问题本身的时
间尺度仍会限制计算的时间步长。本文选用了显
格式进行时间推进。
1.4 并行计算
本文的高阶精度OpenCFD 程序采用MPI的
并行编程模型来实现。并行计算的基本思路就是
把一个任务分配给多个处理器，由每个处理器相
对独立地承担计算任务。为了提高并行效率，一

ONERA-M6 三维机翼在天河二号上的加速比测试

本文的高阶精度OpenCFD 程序的可扩展项
良好，在国内的各大超级计算机平台上都取得了
较好的扩展效果。图2为在天河二号上扩展到网格
规模为10亿时，最大核数为148800时的加速比数
据，测试算例为三维ONERA-M6机翼。图2表明
在最大核数为148800时，程序仍然保持了59.11%
的并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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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构并行简介

2.1 “元”高性能计算平台
高精度的CFD应用与高性能计算平台的体系架构
及其硬件状况息息相关。
“元”是中科院超级计算
中心组建的新一代超级计算系统，目前一期工程
已 完 成 。 其 中 的 MIC 计 算 系 统 共 有 40 台 曙 光
I620-G15，MIC双精度浮点峰值达到98.8 Tflops。
每台MIC计算节点配置2块Intel Xeon Phi 5110P
（8GB内存）卡，每块MIC加速卡含有60个核，
时钟频率为1.053GHz。2颗Intel E5-2680 V2（Ivy
Bridge | 10C | 2.8GHz）处理器，64/128 GB DDR3
ECC 1866MHz内存。支持对Xeon Phi的Offload卸
载、Symmetric、Native原生模式调用
OpenCFD-SC中已经较好的实现了多进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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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D计算，因此在移植的过程中，我们首先针对
“元”的众核部分进行了多线程并行的优化，完
成了在单节点和多节点上的MPI+OpenMP版本的
移植。随后将程序移植到了众核加速卡上，使用
MIC的分载模式来完成对软件的混合平台的优
化。
2.2 OpenCFD-SC 的多线程并行优化
为了利用高性能计算系统内主存共享这一特
点，我们使用OpenMP来进行OpenCFD-SC的多线
程并行版本开发。OpenMP 标准是由一些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软件和硬件厂商共同定义和提出，是
一种在共享存储体系结构的可移植编程模型，广
泛应用与 Unix、 Linux、Windows 等多种平台
上。
通过使用gprof和Intel Vtune等软件对我们的
程序进行统计，发现计算的热点函数主要存在于
计算无粘项、粘性项和时间推进部分，这三部分
合计达到总计算时间的89.3%。其中在计算无粘
项和粘性项时，
多次循环调用差分内点格式函数，
该函数部分的计算时间占总计算时间的
53.12%。
因此，在移植过程中，采用OpenMP编译指
导语句对这三个部分进行了大量的代码优化，包
括循环顺序调整，计算部分的次序调整，采用不
同 的 线 程 分 配 方 式 和 线 程 亲 和 性
(KMP_AFFINITY)参数来完善程序，初步实现了
OpenCFD-SC的MPI和OpenMP 两层混合并行编
程。
2.3 OpenCFD-SC 的 CPU+MIC 异构并行实现
MIC 协处理器是一种高密度集成大量英特
尔集成众核架构内核的PCI-E接口形式的扩展卡，
其上包含多个片上高速互联的MIC架构计算核
心，每个微处理核是一个功能齐全、彼此独立、
能够按序执行IA x86指令的核心。
MIC的应用模式较为灵活，由于MIC协处理
器与CPU同样采用x86的指令集，MIC在实际的应
用过程中既可以作为一个协处理器，也可以作为
一个独立的节点，目前MIC的应用模式主要有三
种：
1) 以CPU为中心，MIC协同计算
2) 以MIC为中心，CPU协同计算
3) CPU与MIC对等
第二种模式适用于并行程度极高的计算程
序，程序中只含有少量的串行计算部分，此时程

序的主函数可由MIC发起执行，CPU作为协处理
器计算串行部分，也可以只在MIC上执行计算任
务，即 Native 模式，此时CPU处于空闲状态。
第三种模式适用于多进程并行程序，程序的主函
数在 CPU 和 MIC 端同时发起。此时将MIC设
备看作与CPU对等的一个节点。对等模式要求跨
机器节点的MIC设备进行通信，对于系统的网络
硬件和协议的要求更高。
在本文中，主要采用了第一种应用模式，以
CPU为中心，MIC作为协处理器的offload分载模
式，这种模式为MIC编程中最常用的模式，适合
串行程序中含有部分并行度较高的子程序或函
数。在该模式中，CPU端作为控制端，负责主函
数的发起执行，与MIC端数据的交互，以及少量
的串行计算任务；MIC端则作为计算端，完成控
制端分载的高度并行化的计算任务。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自Intel的众核架构产品MIC从2012年正式发
布以来，已有一些针对计算流体力学中的问题进
行众核架构移植的研究。Glen Brook等人在2012
年利用MIC架构第一代产品，具有32核的协处理
器在Cray CX1上通过Intel Knights Ferry平台对计
算流体力学中典型的4种方程求解器进行了native
模式的移植，对offload模式的移植仅做了相关尝
试，并未采用针对性的算法进行优化。作者研究
了采用OpenMP在该设备上扩展至全部32核时不
同并行线程数量对计算效率等相关参数的影响。
薛巍等人在2014年利用天河2号进行了全球
大气模型的的众核平台异构并行加速实现，对浅
水波方程采用13模板点差分求解器进行了offload
模式的移植和优化，提出了Halo异步并行求解方
案，实现通过计算隐藏数据传输时间的功能。在
天河2号上进行了大规模异构并行测试。
王勇献等人在2015年采用offload模式在天河
2号上对CFD程序进行了移植和优化，采用5阶精
度加权紧致非线性格式和4阶中心差分格式对原
始N-S方程进行离散。在天河2号CPU端24核和3
块MIC卡进行异构并行计算的情况下，较原始程
序取得了2.6倍的加速比。探讨了采用不同分块因
子情况下对于计算各项参数的影响，从而确定针
对该程序的最佳CPU与MIC的负载比例。
目前已有的工作对于计算流体力学中的相关
移植和优化还不够全面，尤其是该领域内计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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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直接数值模拟方向。由于需要对
Navier-Stokes方程进行直接求解，在粘性项中存
在的复杂的非线性问题对在高性能计算过程的影
响尚未进行深入探究。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
利用高精度直接数值模拟程序OpenCFD，将其移
植到中科院“元”超级计算系统上，并针对其中
的非线性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两个针对性优
化算法，并给出完整的移植方案，在CPU端20核
和两块MIC加速卡的情况下取得了接近3倍的加
速比，并在全机上进行了强弱扩展性测试，对今
后类似程序的移植和开发具有参考价值。

4 异构并行方案
4.1 流场模拟中的并行性分析及并行方案
OpenCFD-SC中的并行实现主要体现在三个
层次：
流场区域的划分及各区域间的并行执行。由
于在计算流体力学的直接数值模拟计算中，流场
区域中各点均需要执行相同的NS方程求解步骤，
各区域之间几乎没有相互依赖。因此可将流场区
域划分为负载均衡若干子区域，对应计算机中发
起的进程数，从而在各流场子区域之间进行数据
级并行。
进程中的单个流场分区中的数据并行。在单
个流场分区中，各个离散的空间点均执行相同的
计算任务，相互之间没有依赖关系，存在着极高
的并行度。因此在异构并行方案中，该部分的程
序并行实现的优劣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程序最
终的性能。
计算与通信在计算模块间的并行性。MIC计
算设备与CPU之间的通信是通过PCI-E接口进行
的，频繁的数据通信或者较大的通信开销对于并
行效率的影响是极为致命的。对于程序中无法避
免的MIC与CPU之间的数据传输，我们应设法利
用计算时间进行掩盖，在下一步通信之前设置同
步（barrier）条件来保证通信数据的正确性。
考虑到“元”超级计算机上每个MIC节点具
有2个CPU计算设备和2个MIC计算设备，为了充
分挖掘其计算性能，
我们采用了两种配置方案为：
1、在每个计算结点中发起2个进程，在每个进程
中 分 别 分 载 (offload)计 算 任 务 至 MIC 中 ， 利 用
OpenMP多线程编程的方式来利用所有的CPU核
和MIC核。2、在每个计算结点发起4个进程，在
各进程中只有前两个进程负责与MIC的通信，其

余 进 程则利用OpenMP 利用所有 的CPU核心在
MIC进行计算任务时同时进行计算。在方案一中，
MIC进行高并发度的计算时，CPU核心处于空闲
状态，此时CPU的计算能力被闲置。而在方案二
中，CPU进程可以通过OpenMP在MIC计算的时间
段内最大限度的利用所有Cpu的计算核心。本文
对两种方案均进行了测试，并针对OpenCFD本来
的程序结构选择了较为合适的配置方案进行计
算。
在与MIC通信的进程中，进程内部主要通过
offload分载模式将计算任务传输到MIC设备上执
行，MIC计算完成后将结果传回Cpu端，由Cpu端
来负责与其他进程间的通信。根据对OpenCFD程
序结构的分析，我们发现计算时间主要集中于无
粘项和粘性项的通量分裂和格式调用部分，而这
两个部分也是无粘项和粘性项的主要构成，为了
充分利用MIC的计算优势，减少设备端与主机端
通信开销，因此将无粘项、粘性项和时间推进全
部移植到MIC设备端进行计算。
读入初值

CPU和MIC进
程同在CPU上
运行的部分

Openmp线
程区别运
行区域

无粘项

流通矢量分裂

粘性项

差分库（内点格式库）

时间推进

边界条件

差分库（边界格式库）

图 3 多线程加速流程图
Fig.3 the structure of flow diagram about multi-thread

4.2

OpenCFD 中的 MIC 移植方案

由于OpenCFD的流场区域划分采用平均划
分的策略，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无需在计算过程中
考虑负载均衡的问题，各个进程分配到的流场数
据块大小完全相等，而且各进程间的数据块通信
效率较高。
但是带来的问题也很明显，由于各进程间数
据块大小的均相等，而在各个进程中，由于MIC
设备只存在于部分进程，从而导致计算能力的差
异无法通过分块机制来进行调节，即对具有MIC
加速卡的进程分配较大的块，一般Cpu进程分配
较小的块在本软件中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没有特
别的处理很容易造成在收集数据之前具有MIC设

张天文，等：基于 MIC 集群平台的高精度 CFD 应用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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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加速的进程等待其他未完成计算任务的进程的
情况产生。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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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并行优化

Fig.4 hybrid parallel pattern

由于“元”计算机上每个MIC节点上具有2
个CPU设备和2个MIC设备，因而采用了之前方案
二中提到的配置方案，即在每个结点发起4个进
程，其中2个进程利用MIC设备进行加速，另外两
个进程则仍利用Cpu进行计算。在计算过程中，
由于具有MIC加速的进程在将计算任务传输到
MIC端后，其进程所控制的Cpu会闲置下来，此
时没有MIC加速的进程可通过OpenMP的线程控
制充分利用所有的Cpu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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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述公式所示，在计算三维N-S方程时，
等号右端的粘性项中含有二阶空间导数项，因而
在计算粘性项的过程中，为了保持offload计算任
务的连续性，且减少Cpu端与MIC端的数据交换
量，需要将原本的重叠交换区（即下图中的黄色
数据块）扩大，而混合偏导数存在则使得不仅需
要原始的重叠交换区增大一倍（下图中橘黄色数
据块），还需要相应的增加三个方向上的绿色数据
块的交换，用来计算黄色区域的一阶导数值。

MIC
1

多节点移植方案

Fig.5 multiple nodes pattern

4.3 交换区优化及重构
在将无粘项、粘性项和时间推进全部移植到
MIC设备上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计算粘性项时，
由于二阶导数项的存在，原程序需要在粘性项计
算的子函数内部再进行一次进程间的数据交换，
交换一阶导数项的值，用来计算数据块边界的二
阶导数项。为了将粘性项完全移植到MIC上运行，
需要将这部分数据交换提取到MIC计算任务之外
进行。因此，我们采取了增大交换区模板点数量
来减少数据交换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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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原始数据及重叠交换区结构图

Fig.6 the structure of original data and overlap area

在数据块之间的交换过程中，我们发现黄色
数据块直接与原始数据块相邻，因而可通过进程
号的前后关系直接进行交换，而绿色数据块处于
与原始数据块间接相邻的位置，若通过进程号来
查找对应的数据块需要消耗较为大量的时间。而
且间接相邻的数据块有12个，较直接相邻数据块
只有6个而言，大大增加了程序的复杂度。因此，
我们提出了二次交换的方法，即首先将各数据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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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直接相连的进行一次原始大小的重叠区数据交
换，此时相对于原始重叠区而言，各个与其直接
相邻的数据块中已经包含了其所需要的全部数据
信息，然后再在各数据块间进行扩大模板点后的
重叠区数据交换。进行二次交换的优点在于大幅
度减少了数据交换期间寻找对应进程号的程序复
杂度，使得程序更加易于理解，从而降低数据交
换部分的运行时间。

据块相对于重叠交换区的数据量较大时体现的极
为明显，而且随着数据块的增大，利用这种处理
方式带来的通信量的减少尤为突出。其次，由于
利用收集函数后所带来的所需传递的数组数量的
减少，可以使得在传递过程中数据的连续性得以
保持，从而达到降低通信事件的目的。在MIC设
备完成计算任务之后，我们采取了通过增大计算
量来降低数据的通信量这一思想，MIC端只向
Cpu端传递计算所得的通量（flux），而不是密度、
三个方向的速度和温度这5个变量，同时在Cpu端
和MIC端利用通量来进行计算密度、三个方向的
速度和温度这5个变量。这样在一次MIC加速过程
之后，MIC端可以保存有原始数据块所有的变量，
而在下次计算任务开始之前，只需要从Cpu端传
入对应的重叠交换区的数据量即可，大大降低了
运行时间。

5 测试结果及讨论分析
5.1 测试平台及环境
图 7

相邻数据块间关系示意图

Fig.7 the relationship amog the nearby data blocks

4.4 数据传输优化
Cpu端和MIC端的数据通信会消耗大量的时
间，因此，减少两者之间的通信量将会大大提高
程序的性能。在分载任务计算之前，需要在Cpu
端将密度、三个方向的速度和温度传输到MIC端
以进行之后的高并行度计算；在计算之后仍需将
这些数据传回Cpu。然而通过之前分析我们知道，
由于增大了重叠交换区的模板点数量，Cpu和
MIC之间需要通信的数据量也相应增大。若将整
个数据块的数据全部传输至MIC端会造成大量不
必要的通信开销，然而若将数据块中各个部分分
别传入，由于其相互之间大小不同，以及数据的
不连续，无法保证cache的命中，仍会增加程序的
运行时间。因而在分载计算任务前后的数据传输
部分，针对OpenCFD的程序结构，我们设计了对
应的优化方案。
在分载计算任务之前，构造了一个数据块收
集函数，用来将增大后的重叠交换区的所有点收
集到一个或多个多维数组中，在数据传输时只需
要将该数组传输至MIC端即可，传入的数组通过
数据块恢复函数再将重叠区各部分数据恢复至对
应的位置中。这样的策略显而易见的优点就是减
少了原始数据块的数据传输，这一点尤其是在数

为了全面的检测OpenCFD移植后的效果，我
们对该程序在不同优化阶段的效果进行了测试和
分析。测试的硬件平台为“元”高性能计算系统，
每台MIC计算节点配置2颗Intel E5-2680和2块
Intel Xeon Phi 5110P（8GB内存）卡，单节点具有
128 G内存，我们在测试中最大规模使用了40个
MIC计算结点，共计80块MIC加速卡。程序主体
采 用 Fortran90 语 言 开 发 ， 编 译 器 采 用 Intel
fortran,Cpu的编译选项采用-O3级别的优化，移植
后的MIC版本程序采用–xAVX来生成向量化代
码，对于评估性能时所记录的运行时间仅考虑时
间步迭代过程所运行的时间，不考虑读取原始数
据和初始化的时间。测试算例采用三维ONERA
机翼的流场计算。
在比较程序的各项性能时，
均测量300步以上
的时间迭代步的墙上时间，
并最终取其中连续100
步的平均时间作为相互比较的标准。
针对单节点测试，我们将OpenCFD的移植后
的 程 序 分 为 4 个 版 本 ： openmp(1Cpu) 表 示 采 用
Openmp多线程在单个Cpu实现程序并行的版本；
单mic则为在程序主体仅使用1块MIC卡进行加速
的版本；单mic+cpu则为程序主体使用1块MIC卡
和Cpu的混合协同并行版本；双mic为程序主体使
用2块MIC卡进行加速的版本。
5.2 单节点测试

张天文，等：基于 MIC 集群平台的高精度 CFD 应用加速

7

在 原 始 OpenCFD 版 本 的 基 础 上 ， 通 过
Openmp多线程并行得到了Openmp版本，在Cpu
平台上采用单节点的ONERA-M6算例、8个节点
的ONERA-M6算例和单节点的平板边界层算例
来进行测试，表中的时间为单个时间迭代的平均
计时，Openmp版本程序运行时线程数设置为20。
根据下表中的数据可知，Openmp版本的运行时间
较原来的OpenCFD程序而言，已经取得了不错的
加速效果。
表 1
Table1

OpenMP多线程并行性能测试

OpenMP multi-threads performance test

item

Wall time(sec)
speed-up

图 9

单节点加速性能

Fig.9 the accelerating performance on one node

5.3 多节点测试

MPI

MPIOMP

ONERA-M6(np=

133.27

12.89

10.34

ONERA-M6(np=
1)

16.97

1.88

9.03

FLAT(np=1)
8)

130.05

13.40

9.71

在接下来的单节点测试中，为了便于比较1
块MIC卡和1个Cpu的计算能力，我们将Openmp
程序在单个Cpu上的运行时间作为比较标准，即
Openmp版本程序运行时线程数设置为10。测试规
模为300*112*200的计算网格，共计672万个网格
点。由下图可知，单块MIC卡即可相对于1块Cpu
而言产生较为明显的加速，而利用了两块MIC卡
的加速效果达到接近3倍。

在多节点的可扩展性测试中，我们对
OpenCFD的双MIC版本进行了强扩展性和弱扩展
性的测试，在“元”超级计算系统上，最大规模
的测试使用了“元”上的全部40个MIC计算结点，
共计80块MIC卡。
在强扩展性测试中，总网格规模为5376万，
从8个MIC计算结点扩展至40个，表中的时间为平
均时间迭代步的墙上时间。随着测试结点规模的
扩大，各节点之间通信开销的增大，计算效率的
下降不可避免，而且原本在各个进程中运行的部
分串行开销也与测试规模成正比。在本测试中，
以8结点的计算时间为基准，扩展至40结点后，程
序的加速比达到3.45倍，效率仍能达到接近70%，
对于计算具有三个维度的流体力学程序而言，是
可以接受的。
表 2
Table2

强扩展性并行性能测试

Strong scaling performance results

Strong scaling results: 1200*112*400

图 8 单节点运行时间
Fig.8 the time spent on one node

nodes

8

12

24

32

40

time/step

1.48

1.20

0.60

0.52

0.43

speedup

1.00

1.24

2.45

2.84

3.45

efficiency

100.00%

82.50%

81.64%

71.08%

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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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强扩展性测试加速比

Fig.10 the speed-up results of strong scaling

图 11

强扩展性测试效率分析

Fig.11 the speed-up results of strong scaling

在弱扩展性测试中，每个MIC卡计算的网格
规模为336万，测试网格规模最大达到2.688亿，
测试结点数从2个扩展到最多40个计算结点。在最
大规模的测试中，我们使用了5600核来计算，如
下图所示，计算时间也从1.407s增加至1.468s，并
行效率也达到了95.92%。这表明了程序的通信开
销相对于计算时间而言影响几乎可以忽略，而且
之前所述的降低通信开销的策略也是十分有效
的。
表 3
Table3

性，对高精度计算流体力学的计算任务提出了更
为严格和精密的要求，而随之带来的巨量数值计
算也是摆在研究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本文利用
中科院最新配置的“元”超级计算机系统，对高
精度计算流体力学程序OpenCFD进行了并行优
化以及CPU+MIC的协同并行程序移植:
1) 分析了湍流直接数值模拟计算流程中的
并行度和热点函数，并提出了详细的offload模式
下众核加速方案。
2) 根据MIC的架构特点提出了交换区数据
的优化算法，降低了CPU和MIC间的通信量。利
用增加计算量来减少通信量的思想，减少传输变
量的数量，提高程序性能。
3) 移植后的程序较原程序而言取得了接近3
倍的加速比。并通过大规模的可扩展性数值试验，
验证了程序在强、弱扩展性方面表现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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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brid parallel implement of high accuracy CFD applications on MIC
Zhang Tianwen1,3, Chen Zhe2,3, Li Xinliang2, Yu Changping2, Lu Zhonghua1
（1.Supercomputing Center, Computer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China；
2. Institute of Mechan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arallel computing, the many core heterogeneous parallel has
gradually taken up the dominant trend in the field of parallel hardware, but the transplant of high-precision CFD
application on such kind of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platform is still underdeveloped. In the field of
interdisciplinary between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and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atterns of heterogeneous parallel computing still remains as a hot issue in the field. In this paper, we
develop the many-core version of the high-precision direct numerical simulation program OpenCFD-SC on the
platform of "Era".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starting from the solvers of
NS Equations, redesign parallel message exchange model, and rewrite overlap data structures exchange distric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maximum utilization of acceleration of the MIC. Potential parts of performance
bottlenecks are analyzed and optimized with some original methods, eventually made a complete migration
program. Through the flow field test of three-dimensional ONERA-M6 wing, the maximum mesh size reached
268.8 million, the number of nodes expanded up to test all 40 MIC computing nodes element calculation
systems were used in the first phase of 5600 core, made good acceleration performance and scalability.
Key words: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parallel computing; direct numerical simulation;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many integrated c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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