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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凝晖　陈明宇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从术语变化看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

历史回顾

电子计算机自 1946 年诞生

至今一直处于不断的创新和发展

中，在此过程产生了许多技术术

语。从不同时期计算机科学技术

名词术语的变化，可以窥见计算

机技术的发展脉络。

在计算机最初发展的十几年

里，不存在大型、小型或者高性

能计算机的区别。术语主要由计

算机的基本部件和功能构成，包

括中央处理器 (CPU)、内存、外

存、输入 / 输出 (I/O)、指令系统、

高级语言、数据结构、操作系统、

编译等等。计算机特有的基本术

语随着相应的理论和技术的成熟

逐步固定下来。

1964 年推出的 CDC6600 计

算机是公认的世界上第一台高性

能计算机。CDC6600 采用了当时

多项领先的技术，包括硅晶体管、

多功能单元并行技术、专用 I/O

处理机等。CDC6600 比当时其他

公司的产品快 3 倍以上，领先地

关键词 ：术语　高性能计算机　分类

位保持了 5 年左右。从此，高性

能计算机成为一个新术语，特指

采用新技术并使性能远高于主流

产品的计算机系统。

1976 年向量计算机 Cray I 的

发布标志着向量机成为高性能计

算机的主流。与之同步的是向量

化技术的发展，以及相应衍生出

的名词，包括 ：向量部件、向量

流水线、向量化、向量编译等。

这个时期，90% 以上的高性能计

算机都是向量机。

到 了 80 年 代， 依 靠 器 件

和工艺技术提高频率的难度提

高，并行开始逐渐成为高性能

计算机的关键技术和核心名

词。1987 年面世的 Connection 

Machine2(CM-2) 计算机把并行

化发展到极致。它最多可配备

6 万多个处理单元。这一时期

图1　世界上第一台高性能计算机CDC6600

＊ 本文系作者根据2012年12月30日在《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 第三版（草稿）》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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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算能力
前100名志愿者统计数据
-------------------

活跃：301442位志愿者，542855台计算机
24小时平均：3899.77万亿次浮点运算
Phil Klassen 贡献2.601万亿次浮点运算

国家：加拿大   团队：加拿大

图2　SETI@Home Internet分布计算运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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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各种并行系统结构的计

算机，如 ：并行向量机 (parallel 

vector processor, PVP)、对称多处

理机 (symmetric multi-processor, 

SMP)、非一致性存储结构 (non 

uniform memory access, NUMA)、

大规模并行处理结构 (massively 

parallel processing, MPP)，以及阵

列、脉动、主从式计算机等变种

的并行计算机。并行化、加速比、

单指令多数据 (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 SIMD)/ 多指令多

数据 (multip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 MIMD) 等术语也在这个时

期成为流行名词。

1990 年以后，随着向量机

的退出和微处理器的崛起，MPP

开始逐渐成为高性能计算机的主

流。代表系统是英特尔公司在

1997 年推出的 ASCI Red，这是

历史上第一台 T 级（万亿次）系

统。这一时期高性能计算机技术

的重点已不再是处理器设计，而

是支持高效并行计算的互联网络

和并行软件。与之相关的核心名

词是 ：消息传递、虚拟通道、虫

孔路由、集合通信、Mesh 拓扑等。

在 2000 年 左 右， 定 制 的

MPP 系统在高性能计算机中的

地位被性能价格比更高、采用主

流商用计算机和互联网络构建

的机群系统所替代。美国这一时

期的 ASC 计划研制的大部分系

统都是机群系统，其中具有代表

性的 ASCI White 完全是由 IBM

公司的商业节点 RS/6000 构成。

“机群”这一技术名词也从网络

工作站 (network of workstations, 

NOW)、工作站机群 (cluster of 

workstations, COW)、Beowulf 机

群等，最终演变为被人们广泛接

受的“机群”（也称集群）。高性

能计算机的网络也从定制转向商

业化，多级互联网络、胖树和

Clos 拓扑等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在同一时期，系统规模（而非节

点和网络技术）成为衡量高性能

计算机的主要尺度之一。

在机群系统普及的同时，对

基于互联网的分布式高性能计算

机的探索开始成为学术界关注的

热点之一。著名的 SETI@Home

计划，在 2005 年左右就可以联

合全球 54 万台分布式计算机进

行协同计算，计算速度达到每天

3.8P（千万亿次），如图 2 所示。

这时期诞生了以网格 (grid) 为核

心名词的一系列术语，如 ：网

格中间件、计算网格、数据网格、

信息网格、知识网格等。虽然

网格技术最终没有成为高性能

计算的主流，但是相关的研究

成果已经融合到近年的云计算

热潮之中。

2000 年以后，有观点认为，

依托商用部件的机群系统具有无

可比拟的性能价格比优势，将成

为高性能计算机体系结构的终结

者。但是大规模机群系统应用过

程中遇到的各种开发、使用、管

理、维护等问题促使学术界开始

对什么是高性能计算机以及高性

能的评价标准产生了疑问。传统

的以单位时间内的浮点计算能力

来衡量高性能计算机的方法遇到

了挑战。一个新的术语——高效

能 (high productivity) 被提了出

来。高效能考虑的是高性能计算

机系统和应用的全生命周期，除

了生产成本，还要考虑应用开发

成本、使用成本、运行成本、维

护成本等。但是到目前为止高效

能仍然只是概念，还缺乏有效的

测量方法，这个名词的内涵还在

1.2%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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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中。 

 2010 年前后的高性能计算

机系统主要以基于图形处理器

(GPU) 的异构机群和基于定制处

理器的众核 MPP 为主。中国的

天河一号、曙光星云是前者的代

表，曾分别在 Top500 中排名第

一和第二 ；日本的“京”计算机

和美国 IBM BlueGene/Q 则是后

者的代表，都曾在 Top500 中排

名第一。通用图形处理器 (general 

purpose graphics processing units, 

GPGPU) 和众核、异构计算等新

的核心术语的出现，意味着为高

性能计算定制处理器时代的重新

开始。另一方面，定制系统互联

网络成为新趋势，出现了基于五

维 (5D)、六维 (6D) 的高维度直

连网络，支持多条并行链路的多

轨网络等技术 , 如图 3 所示。处

理器集成网络 (network in socket)

作为一个新兴术语也呼之欲出。

当前高性能计算机系统的

发展目标是艾级计算（exaflops，

每秒 1018 次浮点运算）。在当前

微处理器的单核性能发展缓慢、

系统功耗和可靠性问题日益突出

的背景下，采用更多定制技术实

现艾级计算的可能性更大。

与之前不同，高性能计算的

“计算”本身已经不是计算机发

展主流，以数据为中心的应用具

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高

性能计算机”这个术语自身也面

临着变革。

对高性能计算机发
展的思考

从高性能计算机诞生至今，

“算得快”一直是衡量高性能计

算机的主要指标。而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高性能计算机的

技术路线基本是通过扩大并行处

理规模的方法来提高计算机整体

的性能，包括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ed circuits, 

VLSI) 和超大规模并行计算 (very 

large scale parallel computing, 

VLSP ) 两个尺度。多核 / 众核技

术也是大规模并行思路的延伸。

依托现在的技术路线，可以

设想艾级高性能计算机的一个可

行解 ：

● 采用众核处理器（GPU、Intel 

MIC、BG/Q CPU 都 是 不 同 形

式的众核处理器）：单片大约 2

千兆赫、512 核、256 位浮点运

算器、8 个 128 位访存通道、8

万亿次浮点运算 / 秒，每片平均

200 瓦功耗（含内存等部件）；

● 采用高维互联：共约 13 万个处

理器，5D Torus(2CPU×4×4) × 

16×16×16，或 4 层多级 (multi-

stage)(16×16) ×512 ；

● 液冷组装的高密度机柜 ：512

个安放 256 个芯片的 50 千瓦机

柜，一共 6700 万个核并行，每

年总功耗 26 兆瓦 ；

● 成本：13 万个芯片 ×2 万元 /

个 + （26 兆瓦）1 亿元电费 / 年×5

年 = 31 亿元。

建造这样一台艾级高性能

计算机在理论和工程上都是可行

的，但是只有国家战略安全级的

应用才可以承受该成本。即使峰

值计算性能和 Linpack 值达到目

标，这种应用定制型系统也是相

a　日本“京”计算机的6D网络(tofou)

b　美国IBM BlueGene/Q的5D网络

图3　高性能计算机开始使用高维度网络

(a)ABC三维网状网/环绕网 (b)XYZ三维网状网/环绕网

节点（Node）
节点卡（Node Card）
中板（Midplane）

(a)Node Card(32节点)        (b)Midplane(512节点)          (c)红杉(98304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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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畸形的 ：

● 计算访存比过高 ：通用机群的

处理器可达到的计算访存比为

2∶1~3∶1 ；异构机群如 GPU 等

大约是 5∶1 ；而面向领域专用的

众核处理器甚至达到 10∶1 以上。

如此低的计算访存比限制了系统

的应用范围，只适合不到 1% 的

应用。

● 并行灾难 ：如何使 6700 万个

处理器核同步做一个任务？一方

面上亿个并行度的算法和编程面

临挑战 ；另一方面在传统的科学

计算领域具有如此大规模的应用

也越来越少。

设想 2030 年高性能计算机

技术达到下一个里程碑——Z 级

计算（每秒 1021 次浮点运算）。

核的性能大概再提高 10 倍、片

内核数提高 10 倍、处理器芯片

数提高 10 倍，大约有 100 万个

处理器、200 亿元的成本、60

亿的并行度。如果设想成真，

那说明基于通用计算和大规模

并行的高性能计算机技术路线

已经走进死胡同了。没有市场

前景、应用推广面狭窄的技术

最后都会消亡。 

高性能计算机下一步会向什

么方向发展？一种思路是等待器

件和工艺的进步带来单处理器核

性能的革命性进步。另一种思路

是针对高端系统和战略应用走协

同设计 (co-design)、深度定制之

路 ： CPU 包含定点部件、通用

浮点部件和定制运算逻辑多个部

分，性能可能有 100 倍左右的提

升空间 ；改变物理模型和计算方

法，使问题适合这种海量的并行，

从而解决并行灾难，例如 ：可以

建立二维的物理模型，片内一维

关注物理问题的精度，片间一维

关注物理问题的规模。

计算机是一个工具，是为

应用服务的。我们需要关注更多

的是如何做一个满足应用需求的

“好”的计算机，而不是一味追

求“最快”。如何定义“好”的

计算机？这需要把应用需求和环

境限制考虑进来，例如限定 3 千

瓦功耗（国际超算大学生竞赛设

定的阈值）内的高性能计算机，

限定 1 立方米体积（可以放在办

公室或者车上）内的高性能计算

机等。此外，应特别关注在信息

网络时代的新兴应用，如大数据

处理、云计算、物联网等带来的

新需求。 

基于负载特征的高
性能计算机的分类

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修订委

员会对高性能计算机的定义（草

稿）是 ：性能和求解问题的规模

可以扩展到当前最高端的计算

机。性能是以前高性能计算机分

类的主要依据，也是比拼的重点。

在计算机应用领域不断扩展和分

化的今天，应该从应用负载的角

度将高性能计算机分为 ：

高端容错机 (mainframe)　
特点是“算得好”。主要处理银行、

证券等的实时交易型负载，具有

极高的可靠性和强大的数据处理

能力。结构上是一种紧耦合的系

统。传统的 IBM 大型主机是这

一类的代表。在“十一五”期间，

国家 863 计划对这类系统的研制

给予了支持。

超级计算机 (supercom-
puter)　特点是“算得快”。主要

处理计算密集、浮点类型负载，

缩短问题的求解时间和增大问题

的求解规模。对全局性的高速数

据交换要求高，结构上是可扩展

的并行系统。这一类型机是传统

的高性能计算机，与安全相关的

国家战略应用计划对这类系统的

研制给予了支持。

高 通 量 计 算 机 (high-
volume throughput computer, 
HTC)　特点是“算得多”。主要

处理互联网服务、三网融合应用、

物联网应用等大数据与并发请求

密集型的负载，从结构设计上要

求尽量提高并发处理能力。这一

类计算机目前还没有优势明显的

成熟产品，Oracle(Sun) 公司的

UltraSparc T 系列可以算作初期

的尝试。在“十二五”期间，国

家 973 计划对这类系统的基础研

究给予了支持。

超级服务器 (superserver)　
特点是“算得省”。主要面向企

业数据中心、互联网数据中心、

云计算模式下的多样性的混合负

载。要求多租户共享，以充分提

高资源利用率，对并发环境下的

服务质量保障要求高。这一类计

算机目前还是基于通用服务器和

通用网络搭建的。如何从结构和

新技术上保证有效的资源共享是

研究的热点，在“十二五”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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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863 计划的中国云重大专项

对这类系统的研制给予了支持。

863 计划的高性能计算机重大专

项对超级计算机、超级服务器的

研制都给予了长期稳定的支持，

产业化效果也十分显著。

通用处理器包打天下的局面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未来很可能

是按不同的应用负载类别分别去

发展各自的 CPU、内存、互联、

I/O、操作系统、编程语言和算法。

新兴应用可能造就
的新核心名词

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处

理等新应用的潜在市场规模要远

远超过传统的科学计算应用。目

前已经建立的大型数据中心从规

模上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最大的

高性能计算机系统。但到目前为

止，针对这些新型应用还没有设

计出成熟的计算机系统。相关的

研究可能会在未来造就一批新的

核心名词。

高通量计算机

高通量计算机是针对沿用多

年的高性能计算机提出来的。传

统的高性能计算机主要针对科学

和工程计算，其特点是任务单一，

负载变化不频繁，单个任务计算

量大，计算局部性好，计算集中

于若干核心任务，局部性有利于

提高核心计算速度和数据带宽。

而新兴的数据中心应用主要面向

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服务，其特点

是任务多样，负载频繁变化，单

个任务计算量不大，但任务的数

量及数据规模巨大。

传统高性能计算机的研制目

标是提高速度，即缩短单个并行

计算任务的运行时间 ；而数据中

心类应用系统的目标是高通量，

即提高单位时间内处理的并发请

求的数目。以高通量为性能指标

的高性能计算机可以称为高通量

计算机。

高性能计算机注重对并行性

的支持，高通量计算机则注重对

并发性的支持，这是二者的本质

区别。 

数据密集处理器

通过对现有的基于商用处

理器的高通量应用程序的性能分

析，可以看出当前商用处理器不

适合高通量应用的特征。高通量

应用程序浮点操作少，访存数据

通道的操作占比高。应用程序对

数据访问的空间局部性差，导致

缓存容量得不到充分利用 ；对数

据访问的时间局部性差，导致数

据在多级缓存中冗余流动 ；对数

据访问的离散性差，导致了内存

带宽不能被有效利用。总之，传

统的以计算为中心的处理器结构

设计模式，延长了数据流动通路，

限制了数据流动的并发性，且结

构设计复杂，能效比低，不适合

于新型的高通量应用。

 数据密集处理器 (data-cen-

tric processing unit, DPU)，即以

数据处理为中心设计的处理器，

表1　高通量计算和高性能计算的对比

高通量计算系统
（数据中心）

高性能计算系统（科学计算）

应用负载特征

网络服务、海量数据 科学和工程计算

任务多样：负载频繁变
化，单个任务计算量不大

任务单一：负载变化不频繁，单个
任务计算量大

局部性差：服务实例内部
相关性高，不同服务实例
之间相关性低

局部性好：计算密集，物理规律内
在的时间和空间局部性好

性能目标
高通量：提高单位时间内
处理的并发任务数目

高速度：缩短单个并行计算任务的
运行时间

任务的并行度
固有充足的数据和请求的
并发性

需要用适当的算法挖掘出可利用的
并行性

可靠性要求

单个部件失效对应用影响
小。不同性质数据有不同
的可靠性要求，允许局部
带故障运行

单个部件失效导致整个应用停顿，
需要用检查点回滚等技术

服务质量要求
每个请求的响应时间要求
在可接受范围内，允许一
定的不精确性

允许批处理方式，可调度作业完成
时间，对数据的精确性要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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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成为未来高通量计算机的核

心部件，DPU 的设计目标是追求

用户可接受时间范围内的最大请

求性数据处理数量。DPU 的典型

特点是 ：弱化通用核和缓存层次

的设计，强化对数据通道和 I/O

的吞吐能力支持，易于进行同构

和异构组件的大规模扩展，有效

控制片上数据传输延迟，从结构

上支持请求处理的可预测性和实

时性要求。

可重塑处理器

可重塑处理器 (elastic pro-

cessing unit, EPU) 是针对物联网

应用的多样性提出来的。当前市 

ASIC:  

- Non  - 专用处理器  
(ASIC)  

通用处理器  
(GPP)  

ASIP  
专用指令集  
处理器  

FPGA  

应用芯片  

ASIC:  

- Non  - 
专用处理器  

通用处理器  
(GPP) 

ASIP  
专用指令集 

处理器 (ASIP)  

FPGA 

应用芯片  

通用性  

 

效能（GFLOPS/ 瓦）  

可重塑  

处理器
 

1-10 

100-1000 

10-100 

0.5 -5 

(ASIC)

图5　可重塑处理器的目标定位

图4　融合高吞吐、强实时、易扩展、低延迟特征的DPU架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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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服务器处理器的种类大约是

十的量级，桌面和智能功能终端

的处理器的种类是百的量级，嵌

入式处理器的种类可达千的量

级。未来物联网则需要以很高的

效能处理上万种物联网应用，支

持万亿量级的物联网终端。如果

采用传统的基于特定用途集成电

路 (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ASIC) 的设计方法为每种

应用定制一款处理器，代价是难以

想象的。因此需要一种新的能够根

据应用特征在芯片投片前快速定

制处理器的方法，也要求芯片具有

在运行中根据应用需求实时改变

结构和连接的能力，使得新型处理

器既具有通用处理器的灵活性，又

具有专用定制处理器的效能。我们

称之为可重塑处理器。

可重塑处理器是应用、结构

和器件三个方面特征的结合。需

要从应用中提取应用特征，通过

面向应用特征的最优硬件参数搜

索提取出芯片重塑参数，根据可

重塑体系结构形成可重塑芯片的

设计，再基于可塑性逻辑的物理

实现方法，最终实现可重塑处理

器芯片。这一思想也可以应用到

高性能计算机的处理器设计上。

消息式内存

当前计算机系统的内存，主

要是基于并行总线接口的各种同

步动态随机存储器 (synchronous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SDRAM) 的 变 种。 从 1971 年

出现的第一块动态随机存储器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DRAM) 芯片至今，固定粒度（宽

度）、限定时延、被动总线式访

存接口已经有近 40 年没有大的

结构变化。近年来处理器的内存

接口设计注重延迟、带宽、容量

以及功耗等偏物理设计的问题，

而较少关注并发度、效率等结构

上的问题。

高通量计算对数据通道并发

性的要求引出了消息式内存 (mes-

sage interface based memory system, 

图7　无规则结构的JellyFish随机
网络 [5]

缓冲调度器内存控制器

处理器核

图6　消息式内存接口、处理器和内存间用并发的消息通信

内存颗粒

内存颗粒

内存颗粒

内存颗粒

内存模块

消息通道

多核处理器

管理
调度

管理
调度

处理器核

内存控制器 缓冲调节器



第 9 卷  第 4 期  2013 年 4 月

39

MIMS) 的概念。与传统处理器的

同步总线式内存接口不同，在消

息式内存接口中，处理器通过异

步消息与内存模块交换数据 ；访

存操作延迟、粒度可变，并可以

附加除地址和粒度之外的语义信

息。异步访问提高了数据访问的

并发性，可变粒度和语义信息提

高了数据访问的有效性。进一步

讲，采取消息式接口将内存的访

问和内存模块的具体组织分离开，

为处理器支持多种具有不同特性

的新型内存模块提供了可能。

数据中心网络

大型数据中心近年来得到快

速发展，部分规模已经超过了最

大规模的高性能计算机系统。但

是数据中心的网络系统一般仍然

采用传统的类似互联网的架构，

通过边缘层、会聚层、核心层等

多级交换机和路由器在一个小的

空间范围内与成千上万的服务器

节点进行连接。而这种结构在延

迟、负载均衡、可靠性等方面都

已经无法满足数据中心的应用发

展要求。

是否可以采用高性能计算机

系统域网络的设计方案？数据中

心计算与高性能计算应用的通信

模式并不相同，二者有本质上的

区别。高性能计算的通信模式一

般具有数学上的规则性和全局的

同步性，因此有很多集合操作和

短消息，对延迟极为敏感。而数

据中心应用的通信一般是无规则

的，只需要粗粒度的同步，短消

息少而主要是大量的数据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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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容忍一定的消息延迟。 

数据中心网络 (data center 

network, DCN) 的新特征包括 ：

多作业、高并发、大数据量、突

发性强、弱同步、带故障运行等。

如果针对这些特性来设计专用网

络，那么未来可能形成一类全新

的网络类型。数据中心的动态性

特征，使得数据中心网络的拓扑

可能是一种可以动态变化的、结

构不固定的网络，这点足以促使

一个新术语的产生。

结语

计算机技术的重大发展总

是伴随着一批新概念和术语的

产生，新概念和术语的含义从

模糊到清晰的过程代表着新技

术的发展过程。高性能计算机

的技术路线未来可能会根据应

用负载的种类而产生分化，特

别是以数据为中心的应用将带

来一批新技术和核心术语。计

算机科研工作者应该重视新概

念和术语的产生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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