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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HPC高性能计算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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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高性能计算发展历程

中国第1台IA服务器
1995年联想推出

世界第1台万亿次机群
2002年联想推出

2003年深腾6800
TOP500第14位

2004年深腾1800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2005年深腾6800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2008年零故障
支持北京奥运会

2009年深腾7000
我国首用百万亿次机

2009年深腾7000G
二百万亿次

2010年赞助
上海世博会

2007年我国第1台
商业出口HPC

2006年零故障
支持都灵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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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500中的联想高性能计算

 2002年11月，深腾1800，中科院数学所，第43名

 2003年  6月，深腾1800，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第98名

 2003年  6月，深腾1800，大庆油田，第299名

 2003年11月，深腾6800，中科院网络中心，第14名

 2008年11月，深腾7000，中科院网络中心，第1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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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高性能计算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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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高性能计算产品

GPFS™Rack Server 
Redefining x86

Blade Server
FlexSystem

neXtscale Server 
Fast, dense, flexible

Networking

GPFS™
Storage Server
Big datastorage

                

Intelligent 
Cluster™
Factory-integrated, 
interoperability-tested 
system with compute, 
storage, networking and 
cluster management

System tools R&D

Services
Deploy,tuning…

Lenovo 
Platform
Cluster 

Manager

Lenovo 
Platform

HPC

Lenovo 
Platform

LSF

Lenovo 
Platform™ 
Symph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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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Intelligent Cluster

设计集成
测试安装服务

LENOVO System X  Intelligent 
Cluster

您只需要关注您的应用而非IT技术
– 这些都由LENOVO帮您做好

 经过了工厂集成和兼容性测试的完
整的系统。包含节点，存储，网络
和集群管理。 

 完全满足您应用的要求。
 作为一个整体系统为您提供服务

集群管理

操作系统

计算节点

连接网络

存储

管理节点

使用了先进的LENOVO X86的技术和经过验证的 第三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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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HPC的行业应用

高等院校                                                                        计算化学、计算力学、计算数学、分子生
物、材料科学、生命科学、基因研究、气
象科学、核物理模拟等相关应用专业中科院各科研院所

汽车设计、机械制造等相关企业 CAE和渲染等应用

各级政府的气象部门 气象预报等应用

航空、航天等相关单位 飞行器设计、流体模拟等应用

建筑设计、影视动漫等相关企业 图像渲染等应用

生物制药、基因制药等相关企业 制药仿真等应用

油田、石油勘探等相关公司 油藏模拟、石油勘探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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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高性能计算主要用户

• 清华大学
• 北京大学
• 中国科技大学
• 复旦大学
• 上海交通大学
• 同济大学
• 浙江大学
• 吉林大学
• 厦门大学
• 天津大学
• 大连理工大学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 南京航天航空大学
• 哈尔滨工业大学
• 北京理工大学
• 中国海洋大学
• 石油大学
• 中国农业大学
• 华东师范大学
• 东北大学
• 中山大学
• 中南大学
• 福州大学
• 西北工业大学
• 西安交通大学

……

•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
• 长庆石油勘探局
• 大港油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
• 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
• 中石油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 四川石油管理局川东钻探公司
• 中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 吐哈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
• 新疆石油管理局
• 威廉姆斯F1车队(英国)

……

• 中科院网络中心
• 中科院数学所
• 中科院过程所
• 中科院大气物理所
• 中科院地球物理所
• 中科院化学所
• 中科院力学所
• 中科院高能所
• 中科院遥感所
• 中科院移育所
• 中科院空间中心
•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
•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
•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
• 中科院上海应物所
• 中科院上海天文台
•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 中科院苏州纳米所
• 中科院兰州近物所
• 中科院青岛海洋所
• 中国地质科学院
• 中国电信科学研究院
•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 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
• 国家海洋局南海预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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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数 100 1000

时间(hrs) 1.9955 0.2525

效率 100% 79.03%

应用案例：汶川地震模拟

防灾减灾的实现需要对地震传播机制的深刻理解，中科院网络中心超

算中心与美国罗德岛大学合作，将罗德岛大学三位地震研究学者的程

序移植到联想高性能计算系统上，使用上千个核，模拟出汶川地震的

地震波传播过程，并通过表面绘制和热图技术完成可视化工作，帮助

地震学家更深入直观地分析这一灾害过程。 美罗德岛大学沈旸、张伟、中科大陈晓非教
授合作，在联想系统上的计算：

 网格1400*600*244，测试1000时间步
 以100核为基准，1000核并行效率79%



2015 LENOVO INTERNAL. ALL RIGHTS RESERVED.*

 钛合金是飞行器制造中最关键的材料之一。中科院网络中心

超算中心与沈阳金属所合作，由金属所课题组提供钛合金板

条组织的生长模拟的串行模型，超算中心提供并行化服务，

在串行模型的基础上自主研发高性能软件，在联想高性能计

算系统上实现了2048核的高效计算，突破性的提高了板条模

拟范围和计算速度。同时，通过等值面、体绘制的分析手段，

将钛合金晶体颗粒的增长过程进行可视化模拟。

应用案例：钛合金板条组织的生长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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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想高性能服务器的支持下，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制和

构建了一个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己特色的多功能可扩充且

具有友好界面的生物信息学分析软件包，主要功能包括基

因电脑克隆、可视化的微生物基因组比较、mRNA的可变

剪接、功能生物分子空间结构比较等。

应用案例：生物信息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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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大型铸锻件的模拟

在面向实际工程的大规模模拟计算领域，中科院网络中心超

算中心使用深腾高性能服务器完成了大型铸锻件的模拟计算

软件的并行化，将计算时间从3个月缩短为8小时（128 核计

算结果），该软件可应用于三峡水轮机组、核电压力容器、

大型船用曲轴、大型轧钢支承辊等大型铸锻件的工业生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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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想是高性能计算市场的领导者

 联想提供从集群硬件到配套软件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和全方位的服务

 联想创新的系统设计使得您的集群系统具有更高的性能和更高的可靠性

 联想集群系统广泛服务于企业和教育以及研究领域

 联想与行业应用开发商的长期配合能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联想高性能计算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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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高能效
采用绿色节能设
备和技术，使系
统在保障正常运
行的情况下消耗
较少的能源。

可扩展性
在设计上充分考虑
到可扩展性需求，
提供具有最高可伸
缩性的系统，并保
护用户现有的投资。

联想高性能计算方案特点

3

灵活性
根据用户对解决大问题
和同时运行多个中小型
任务的综合需求，优化
系统资源配置比例，实
现最大的应用灵活性。

7

高管理性
建立统一高效的资源管理系统，对所有
计算机系统资源进行统一监控与管理，
以集中统一的管理方式，高效率、反应
灵敏的技术服务机制，标准化、自动化
的管理流程达到提供优质的资源管理服

务，更好的满足业务发展服务。

4

2

先进性
选择了代表联想先进水平和
全球主流趋势的软硬件平台
产品，使之不仅能够满足高
性能计算中心目前业务的需
要，还能适应未来技术发展

的趋势和需要。

1
专业性

联想有具有丰富经
验的高性能计算专

家团队。

6

开放性
系统方案采用开放标准，开
放结构，开放系统组件和开
放用户接口。充分满足用户
投资保护和业务扩展、系统

维护等方面的需求。

5

稳定性
整体系统确保稳定、
高效、连续地运营，
能够支持全天24 小
时的连续运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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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调研

 高性能计算方案设计

 高性能计算方案论证

 应用测试和优化

 联想Lab Service可以帮助您现场安装和实施

 现场培训

 其他硬件和软件的服务

联想高性能计算服务

联想具有高性能
计算专家团队
和服务团队，
这些团队可以
在项目的各个
阶段帮助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