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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效率的大规模并行求解广义本征值方程是在计算电子结构等高性能计算学科中的一个重
要课题，也在未来Ｅ级计算的发展上有重要的意义。根据马普研究所近几年开发出的一种面向
Ｐ级应用的本征值求解库ＥＬＰＡ，针对广义本征值问题，我们开发了一款开源并行广义本征值求
解器ＧｅｎＥＬＰＡ，实现了从广义本征值问题到一般本征值问题的转换方法，避免了潜在的问题；
然后调用ＥＬＰＡ进行计算，具有良好的计算速度和并行效率；同时采用了类似ＳｃａＬＡＰＡＣＫ的接
口，更加易于使用。在第一性原理软件ＡＢＡＣＵＳ中的实际应用表明具有理想的计算速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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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绕过求解本征值的步骤从而使得问题复杂度降低到

在很多需要数值计算的领域，如何高效求解大

Ｏ（Ｎ） ［４］ 。另一方面，也可以采用大规模并行的方法

型矩阵的本征值和本征向量是常见的问题。例如在

来加速本征值的计算。尤其是近些年超级计算机

电子结构理论中，我们常常要把求解的Ｋｏｈｎ－Ｓｈａｍ方

的飞速发展，不仅顶级超级计算机的规模迅速扩

程转换为矩阵形式，然后求出本征值。［１］很多时候系

大，而且千核乃至万核级服务器也日趋普及。目

统需要通过多次自洽迭代达到稳态，而在每次迭代

前，有很多工作是研究大规模并行本征值求解，

中都需要求解该方程，尤其在几百个原子以上的较

例如ＳｃａＬＡＰＡＣＫ ［５］、ＰＬＡＰＡＣＫ ［６］［７］、ｅｉｇｅｎ＿ｓ和ｅｉｇｅｎ＿

大尺度下，该方程的求解成为最耗费时间的步骤，

ｓｘ［８］，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９］， ＥｌｅＭＲＲＲ［１０］等等。同时，基于众核的

所以如何求解Ｋｏｈｎ－Ｓｈａｍ方程成为影响计算速度的

ＰＬＡＳＭＡ和基于ＧＰＵ的ＭＡＧＭＡ也随着近年来异构计

［２］

算的发展而开发出来［１１－１４］。

关键因素之一。

２０１１年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科学家们为了

一般情况下，Ｋｏｈｎ－Ｓｈａｍ方程是一个广义本征值

解决在ＦＨＩ－ａｉｍｓ全电子结构软件中的针对上千个原子

方程，具有如下形式：

Ａｃ＝Ｂｃλ

（１）

体系中需要求解的大规模对称和厄米矩阵的本征值

其中Ａ和Ｂ为已知的Ｎ×Ｎ的矩阵，ｃ是Ｎ×Ｎ的本

问题，发展了面向Ｐ级应用的本征值求解库ＥＬＰＡ［１５］。

征向量矩阵，λ是以本征值为对角元的矩阵。很多情

ＥＬＰＡ具有相对传统ＳｃａＬＡＰＡＣＫ更好的计算速度和

况下，Ａ和Ｂ都是对称矩阵（如果为实数矩阵）或者

并行效率，除了在ＦＨＩ－ａｉｍｓ ［１６］里得了应用，也为很

厄米矩阵（如果为复数矩阵），同时Ｂ还是正定且非

多专业软件采用，例如针对纳米尺度材料模拟软件

奇异矩阵。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广义本征值方程转

ＯｐｅｎＭＸ（Ｏｐ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ｆｏ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ｅｒ）

化为一般本征值方程，然后进行求解。

［１７］

、量子化学和固体物理软件ＣＰ２Ｋ［１８］等等。

本征值的求解是数值计算的一个基本问题，

在本文中，我们将介绍一种自行开发的基于

直接进行代数求解所有本征值和本征向量的计算复

ＥＬＰＡ的广义本征值求解器ＧｅｎＥＬＰＡ，该求解器以开

杂度为Ｏ（Ｎ ），在需求解矩阵规模增长时，对计算

源形式公开发布，它实现了转换广义本征值方程为

能力的需要增长地非常快。但如果问题有一定特殊

一般本征值方程的方法，然后调用ＥＬＰＡ进行计算。

性，例如只需要一小部分本征值和本征向量、或者

为了方便使用，采用了类似ＳｃａＬＡＰＡＣＫ的接口和自

本征函数有一些约束条件等等，可以采用迭代等方

动选择最佳转化的方法，并提供了转化和求解分步

法来降低计算复杂度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

调用的函数。我们将该求解器应用到由中国科学技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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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大学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开发的第一性原理软件
ＡＢＡＣＵＳ 中，获得了理想的效果。

ＧｅｎＥＬＰＡ主要功能是将上述过程自动进行，用
户只需要输入矩阵Ａ和Ｂ以及进程的相关信息，就可

［１９］

以直接调用ＧｅｎＥＬＰＡ进行计算。用户可自行选择转

２． 原理

化方法以及是否计算本征向量。

求解广义本征值问题的可以先将广义本征值

在实际的电子结构计算中，有时候在进行迭代

方程转化为一般本征值方程，然后求解转化后的

计算时，Ｂ矩阵保持不变而Ａ矩阵会随着迭代的进行

一般本征值问题。第一种转化方法是将Ｂ矩阵做

而不断更新，因此有必要将Ｂ矩阵的分解和求解最终

Ｃｈｏｌｅｓｋｙ分解为上三角矩阵或者下三角矩阵，这里我

结果分开，以避免重复计算。在ＧｅｎＥＬＰＡ中，对这

们以上三角矩阵为例，如下：

两步计算可以单独调用函数进行计算：第一步将Ｂ矩

Ｂ＝Ｕ Ｕ

（２）

Ｔ

阵做Ｃｈｏｌｅｓｋｙ分解为上三角矩阵Ｕ然后计算Ｕ－１，或者

其中Ｕ为上三角矩阵，Ｕ 是它的转置矩阵。

将Ｂ矩阵对角化后计算Ｂ－１／２；第二步再利用分解后

然后令

得到的Ｕ－１或者Ｂ－１／２和Ａ矩阵计算本征值和本征向量

Ｔ

（３）
（４）
那么（１）就变为标准本征值问题：
（５）
方程（５）可以通过ＥＬＰＡ来求解，如果需要本
征向量的话，可以通过下式求得：

（如果需要的话）。
在第一步中，由于ＥＬＰＡ提供的Ｃｈｏｌｅｓｋｙ分解函
数在某些较小的系统下可能会不稳定，因此我们还
提供了使用ＳｃａＬＡＰＡＣＫ中的分解函数作为替代选
择。因此加上对矩阵Ｂ进行对角化的方法，总共有三
种方法将矩阵Ｂ进行分解。在ＧｅｎＥＬＰＡ中，使用者可
以指定使用某种方法，也可以由程序自动选择。

（６）

ＧｅｎＥＬＰＡ中的函数采用类似ＳｃａＬＡＰＡＣＫ的命

第二种方法是将Ｂ对角化后，求得Ｂ－１／２。即先用

名规则：第一个字母如果是ｐ，表明是个并行的函

ＥＬＰＡ求解关于Ｂ的本征值方程，得到本征值和本征

数；第二个字母表示处理的数据类型：ｄ为双精度

向量ｅ＝｛ｅｉ，ｉ＝１，２，…｝和ｑ＝｛ｑｉｊ，ｉ，ｊ＝１，２，…｝，然后有：

实数，ｚ为双精度复数。由于ＥＬＰＡ本身也有两个求

（７）
其中Ｂ－１／２ｉｊ为矩阵Ｂ－１／２的矩阵元，ｑｉｋ和ｑｋｊ为本征向
量矩阵ｑ的矩阵元，ｅｋ为第ｋ个本征值。令：
（８）
（９）

解引擎“ＥＬＰＡ

１”和“ＥＬＰＡ

２”，因此需要调用

ＥＬＰＡ的函数也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分别对应“ＥＬＰＡ
１”和“ＥＬＰＡ ２”，其函数名分别用１和２结尾区别。
表１是目前ＧｅｎＥＬＰＡ提供的函数。ＧｅｎＥＬＰＡ的输
入参数类似于ＳｃａＬＡＰＡＣＫ，此外还加入了在整个程
序中只需要一次初始化的一些参数，以避免重复计
算。我们以ｐｄＳｏｌｖｅＧｅｎＥｉｇｅｎ１为例说明输入参数。

则方程（１）可转变为一般本征值形式：
（１０）
同样，上式可以通过ＥＬＰＡ来求解，如果需要本
征向量的话，可以通过下式求得：

ｐｄＳｏｌｖｅＧｅｎＥｉｇｅｎ１的声明如下：
ｉｎｔ ｐｄＳｏｌｖｅＧｅｎＥｉｇｅｎ１（ｉｎｔ ｎｅｖ， ｉｎｔ ｎＦｕｌｌ， ｉｎｔ ｎａｒｏｗｓ， ｉｎｔ ｎａｃｏｌｓ，
ｉｎｔ ＊ｄｅｓｃ，
ｄｏｕｂｌｅ ＊ａ， ｄｏｕｂｌｅ ＊ｂ， ｄｏｕｂｌｅ ＊ｅｖ， ｄｏｕｂｌｅ ＊ｑ， ｄｏｕｂｌｅ

（１１）

＊ｗｏｒｋ，
ｉｎｔ ｍｙ＿ｍｐｉ＿ｃｏｍｍ， ｉｎｔ ｍｙ＿ｂｌａｃｓ＿ｃｔｘｔ， ｉ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ｏｏｌ ｗａｎｔＥｉｇｅｎＶｅｃｔｏｒ， ｂｏｏｌ ｗａｎｔＤｅｂｕｇ）；

３． 功能与使用

表１ ＧｅｎＥＬＰＡ函数列表
函数名

说明

ｐｄＳｏｌｖｅＧｅｎＥｉｇｅｎ１

使用ＥＬＰＡ １直接求解广义本征值

ｐｄ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Ｒｉｇｈｔｍａｔｒｉｘ１

使用ＥＬＰＡ １分解方程右侧矩阵

ｐｄＣｈｅｌｏｓｋｙ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ＲｉｇｈｔＭａｔｒｉｘ

对方程右侧矩阵进行Ｃｈｏｌｅｓｋｙ分解

ｐｄＤｉａｇｏｎａｌｉｚｅＲｉｇｈｔＭａｔｒｉｘ１

使用ＥＬＰＡ １对方程右侧矩阵进行对角化

ｐｄＳｏｌｖｅＥｉｇｅｎ１

使用ＥＬＰＡ １求解方程右侧矩阵被分解后的本征值问题

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ｄｅｘ

获得矩阵的局部坐标的全局坐标

ｌｏｃａｌＩｎｄｅｘ

获得矩阵的全局坐标的局部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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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ｐｄＳｏｌｖｅＧｅｎＥｉｇｅｎ１参数列表
参数

意义

ｎｅｖ

需要获得的本征值个数，按从小到大排序

ｎＦｕｌｌ

输入矩阵的整体大小

ｎａｒｏｗｓ

当前进程中的局部矩阵的行数

ｎａｃｏｌｓ

当前进程中的局部矩阵的列数

ｄｅｓｃ

当前进程中局部矩阵的描述数组，遵循ＳｃａＬＡＰＡＣＫ规则

ａ

广义本征值方程左侧矩阵

ｂ

广义本征值方程右侧矩阵

ｅｖ

本征值数组，注意不论ｎｅｖ为多少，该数组大小至少为ｎＦｕｌｌ

ｑ

本征矢量数组，注意不论ｎｅｖ为多少，该数组大小至少为ｎＦｕｌｌ＊ｎＦｕｌｌ

ｗｏｒｋ

需要存放零时变量的工作数组，大小至少为ｎＦｕｌｌ＊ｎＦｕｌｌ

ｍｙ＿ｍｐｉ＿ｃｏｍｍ

使用进程组的ＭＰＩ通信子

ｍｙ＿ｂｌａｃｓ＿ｃｔｘｔ

ＭＰＩ通信子对应的ＢＬＡＣ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ｍｅｔｈｏｄ

求解方法：０为自动选择；１为使用ＳｃａＬＡＰＡＣＫ对右侧矩阵进行Ｃｈｏｌｅｓｋｙ分解；２为使用
ＥＬＰＡ提供的Ｃｈｏｌｅｓｋｙ分解函数对右侧矩阵进行分解；３为使用对角化方法对右侧矩阵进行
分解。

ｗａｎｔＥｉｇｅｎＶｅｃｔｏｒ

是否需要获得本征向量

ｗａｎｔＤｅｂｕｇ

是否需要ｄｅｂｕｇ，该参数将在调用ＥＬＰＡ的时候使用

其中，各个参数意义详见表２。

方法２，绿色三角线为方法３。可以看出在使用ＣＰＵ核

使用ＧｅｎＥＬＰＡ时，有以下需要说明的地方：

心数较少时方法１和方法２的速度几乎一样，而使用

１）由于ＥＬＰＡ底层为ＦＯＲＴＲＡＮ语言编写，因此

ＣＰＵ核心数较多时，方法２要稍快一些。至于方法３，

二维数组（ａ、ｂ、ｑ、ｗｏｒｋ）中的数据在内存中的存

所需时间一直要比其它两种方法长很多。子图（ｂ）

储需要按ＦＯＲＴＲＡＮ语言使用的列主序方式存储。至

到（ｄ）分别是方法１到方法３的分步骤时间统计，其

于进程矩阵，则不限定采用行主序或者列主序。

中黑色方块线为右侧矩阵分解时间，红色圆圈线为

２）程序运行中，数组ａ、ｂ会被用作中间变量，

计算本征值时间，绿色三角线为总时间。由于方法

因此程序结束后，变量ａ、ｂ的值会被改变。如果希望

３通过对角化右侧矩阵进行分解时需要计算右侧矩

保留输入数组，请事先将输入数组复制一份。

阵的本征值，因此方法３的矩阵分解时间要接近计

３）除非必要，否则ｍｅｔｈｏｄ方法最好选择０作为默

算本征值的时间。而方法１和方法２的矩阵分解使用

认参数。当使用参数０时，在程序结束后ｍｅｔｈｏｄ会返

Ｃｈｏｌｅｓｋｙ方法，所需时间要远远小于计算本征值的时

回实际使用的方法序号。

间。

４）程序目前尚在开发中，我们会尽快将采用

测试结果表明，首先，使用Ｃｈｏｌｅｓｋｙ分解比

ＥＬＰＡ ２进行计算和处理复数方程的部分补齐，同时

对角化能够更快的将矩阵Ｂ分解；其次，在使用

会进一步对性能调试优化。

ＣＰＵ核心数较少时，采用ＳｃａＬＡＰＡＣＫ和ＥＬＰＡ提供的
Ｃｈｏｌｅｓｋｙ分解方法耗时几乎一样。

４． 性能测试
我们使用了２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大小的矩阵进行了实
际测试，测量了不同方法所需要的矩阵分解时间、
本征值计算时间和总计算时间。我们使用的测试平
台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超级计算中心的ＴＣ４６００集群
［２０］

，该集群的每个计算节点有２４个ＣＰＵ核心，因此我

们测试使用的ＣＰＵ核心数为２４的整数倍，即４８、９６、
１９２、３８４和７６８个。
图１和图２分别是计算全部（２００００）和一半（
１００００）本征值的时间统计，横轴为使用的ＣＰＵ核心
数，纵轴为时间。其中子图（ａ）是三种方法所用整
体时间的对比，黑色方块线为方法１，红色圆圈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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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计算所有本征值时的时间
图２ 计算一半本征值时的性能对比

需要说明的是，该测试程序还没有得到充分优
化，因此在大规模并行效率上还不如ＥＬＰＡ本身的效
率，我们将在后续的工作中进一步对其优化。

图３ 包含２０４８个硅原子的测试算例

高性能计算技术

序整体运行时间由４８００秒减少到２５００秒，程序性能取
得了显著地提高（图４）。

５． 总结
我们基于具有良好的计算速度和并行效率
的本征值求解器ＥＬＰＡ编写了广义本征值求解器
ＧｅｎＥＬＰＡ，该求解器为用户提供了三种将广义本征
值问题化为一般本征值问题的方法，简化了使用方
图４ 计算时间对比

式，避免了在求解某些问题时ＥＬＰＡ中可能存在的问

我们将此求解器应用到第一性原理软件

题；实际测试表明该求解器还具有较好的计算速度

ＡＢＡＣＵＳ，并使用一个由２０４８个硅原子（Ｓｉ）组成的

和并行效率。针对电子结构计算等需要大规模并行

晶体中进行了初步测试（图３），该体系在每一个电

求解广义本征值的问题，能够有效的简化难度，提

子步的迭代中需要计算一次２６０００×２６０００大小的广义

高效率。

本征值方程，我们同样在ＴＣ４６００系统中，采用９６个
ＣＰＵ核心进行了测试。作为对比，ＡＢＡＣＵＳ原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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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包［２１］。测试结果表明，采用ＧｅｎＥＬＰＡ进行计算后，

息重点实验室的何力新教授、任新国教授和刘晓辉

本征值求解部分计算时间由４３００秒减少到２０００秒，程

博士在应用集成和实例测试中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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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集锦
ＩＢＭ芯片技术重大突破 促生亿亿次超级计算机
近日据国外媒体报道，ＩＢＭ的研究者在使用光脉

程碑。

冲来加速芯片间的数据传输方面取得了突破，该技术可

Ｇｒｅｅｎ还说，多光子模块可以集成在一块基片或主

以将超级计算机的性能提升一千多倍。ＩＢＭ硅光子科学

板上。新式的超级计算机已经开始使用光技术进行芯片

家Ｗｉｌｌ Ｇｒｅｅｎ称，这项叫做ＣＭＯＳ集成硅光子光学的技

间通讯，但更多的是在机架级和单一波长。ＩＢＭ的技术

术在一块硅片上集成了光电模块，让电信号转化为光脉

可以使光通讯同时在多波长上实现。

冲，使芯片能够以更高的速率通讯。

该技术可以在标准芯片生产线上使用，无需任何

这项技术使超级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大幅度提升，

特殊的工具，这样能节省成本。现有的演示采用的是一

目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速度可达到２千万亿次或每秒

个１３０纳米ＣＭＯＳ节点，但ＩＢＭ还在努力争取做到小于

２０００万亿条指令，光子技术可以将速度提高到１亿亿次

１００纳米。该技术将替代现有的铜导线进行数据传递，

每秒，这有助于ＩＢＭ实现在２０２０年制造出亿亿次超级计

光传输距离更远，更节能。

算机的设想，这对系统构建者来说是一项相当有趣的里

（魏 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