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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生成超短激光脉冲的技术不断发展，对这种激光脉冲和等离子体相互作用进行动力学描
述也变得越来越重要。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Ｃｅｌｌ是一种在等离子体物理中研究充能粒子在电磁场中的运动
轨迹的广泛应用的方法。尽管现在已经有一些在ＧＰＵ上的ＰＩＣ方法的实现，但是基于激光等离子体
相互作用模拟的特点，仍然有很多重要问题可以尝试一些其它解决思路。这篇论文的三个主要贡
献是：（１） 提出了一种把初始的基于ＣＰＵ的ＬＰＩ模拟代码完整移植到ＧＰＵ上的可行方法。（２） 提出了
一系列加速初始的ＧＰＵ版本的方法。（３） 利用并且评估了ＧＰＵＤｉｒｅｃｔ ＲＤＭＡ技术。实验结果证明，
与初始的ＧＰＵ版本相比，“ｓｃａｔｔｅｒ”阶段加速比为６．１倍，当ＭＰＩ传输数据大于３ＫＢ时，通信过程提速
了２．８倍。这些研究证明了针对模拟应用和ＧＰＵ集群的特点进行特殊的优化能对性能带来显著的提
升。
关键词：激光等离子体相互作用，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Ｃｅｌｌ，ＣＵＤＡ程序优化，ＧＰＵＤｉｒｅｃｔ ＲＤＭＡ，ＣＵＤＡ

∆ｔ＝∆ｘ／ｃ＜∆ｙ／ｃ，其中∆ｔ， ∆ｘ， 和∆ｙ分别是时间，纵向和

１． 问题简介
近２０年来，生成超短激光脉冲能力的不断增强

横向分辨率［６］。

也极大的促进了激光等离子体相互作用领域的理论

在将程序移植到ＧＰＵ上的时候，我们利用“数

和实验研究 ［１］［２］。激光驱动的电子加速是其中最重要

组”作为了存储网格和粒子数据的主要的数据结

的研究方向之一 。

构。为了处理“ｓｃａｔｔｅｒ”阶段中存在的数据冲突，

［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Ｃｅｌｌ （ＰＩＣ） 方法已经被广泛应用在激

在最开始我们尝试利用了传统的原子操作的方法。

光等离子体相互作用的模拟和其他物理学模拟中 。

然而我们发现大量的原子操作成为了程序性能的瓶

这种模拟方法结果的质量依赖于系统中引入大量的

颈，所以我们提出了动态冗余算法和混合精度算法

粒子，所以基于ＰＩＣ方法的应用会包含大量的计算。

来加速这部分计算过程。

［４］

由于可能存在的大量的数据冲突和不规则内存访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当程序运行在安装了很

问，如何很好的将应用并行化并且利用好集群的特

多ＧＰＵ的集群中时，ＭＰＩ通信部分的运行时间会显著

性来加速程序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任务。

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利用ＧＰＵＤｉｒｅｃｔ ＲＤＭＡ技术可

我们的研究用到的代码“２ＤＰＩＣ”是一个新研发
的电磁学的，基于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Ｃｅｌｌ方法的激光等离子

以将数据传输过程加速３０％－６０％，取决于要传输到
其它ＭＰＩ区域的数据量的多少。

体相互作用模拟的代码 。在这个代码中，应用了方

论文剩余部分的安排：我们将在第二章介绍相

向划分方法来求解麦克斯韦方程组。不同于有限差

关的研究工作，在第三部分我们会简单说明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分时间域的方法，这个方法不受限于Ｃｏｕｒａｎｔ条件：

Ｉｎ－Ｃｅｌｌ算法。在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我们阐述了移

［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ｄｅｒ Ｇｒａｎｔ Ｎｏ． ２０１６ＹＦＢ０２０１４００，２０１６ＹＦＢ０２０１８００， 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２０１６ＹＦＢ０２０１４００，２０１６ＹＦＢ０２０１８００）； Ｊａｐａｎ ＪＳＰＳ ＲＯＮＰＡＫＵ （Ｔｈｅｓｉｓ Ｐｈ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日本学术振兴会
ＪＳＰＳ ＲＯＮＰＡＫＵ项目； ＮＶＩＤＩ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 ＮＶＩＤＩＡ ＧＰＵ全球卓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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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到ＧＰＵ上的一些细节和我们采用的优化方法。优化

２）探索了一系列方法来减少由于原子操作而产

的效果将在第六章讨论。最后在第七章对我们的工

生的内存冲突带来的性能下降。同时我们也考虑到

作做出了总结。

了尽量减少内存的使用这一因素。
３）研究了一种参数化的粒子排序算法，不需要

２． 相关工作

每次迭代之后都进行粒子排序，从而在取得较好的

近些年，尽管一些基于ＰＩＣ方法的代码已经被移

性能的同时也不会浪费过多的ＧＰＵ内存。

植到了ＧＰＵ平台，但是我们进行了一些不同的探索。

４）探索了在激光等离子体相互作用模拟中

Ｖｉｋｔｏｒ Ｋ． Ｄｅｃｙｋ 和 Ｔａｊｅｎｄｒａ Ｖ． Ｓｉｎｇｈ将一个比较

应用ＧＰＵＤｉｒｅｃｔ ＲＤＭＡ技术，而不是利用传统的

简单的ＰＩＣ代码移植到了ＧＰＵ，这个代码只应用了

ＭＰＩＳｅｎｄＲｅｃｖ方法来在ＣＰＵ和ＧＰＵ之间进行数据传

Ｐｏｉｓｓｏｎ方程来计算出磁场信息 ，但是我们用到的代

输。

［７］

码是基于电磁学，并且有更大的计算强度。另一方
面，我们所用的粒子排序算法不同，在他们的实现

３． 算法

中，粒子在每一步迭代后都会保持有序，而我们参

这个代码同时完成对场信息求解的麦克斯韦方

数化了这个过程。对于实验方面，他们利用了一块

程组和对微粒子的运动求解的方程组的计算。对于

Ｔｅｓｌａ Ｃ１０６０和ＧＴＸ ２８０，我们在一个ＧＰＵ集群中进行

没有发生碰撞的等离子体，在每一个时间步∆ｔ内，相

了实验评估。

对论方程组：

Ｒｅｊｉｔｈ Ｇｅｏｒｇｅ Ｊｏｓｅｐｈ等人研究并且将ＰＩＣ算法中计

，

算强度最大的部分在一个ＧＰＵ上进行了并行化［８］，但

，

是我们将整个算法都移植到了ＧＰＵ上。他们描述了一
种新的并行的分层的木桶排序算法，其中粒子在每

会作用于每一个粒子。粒子会对电荷和电流密
度生成贡献值。在当前网格上会求解以下麦克斯韦

次循环迭代后逐渐变得有序。
Ｇ．Ｃｈｅｎ等人描述了一种基于ＣＰＵ＋ＧＰＵ的一维

方程组：

ＰＩＣ算法的移植实现 。这种方法的基本特点是，他
［９］

，

们从场求解器中分离出了粒子轨迹的计算部分，于

，

，

此同时也保持了系统自洽。
Ｘｉａｎｇｌｏｎｇ Ｋｏｎｇ等人研究了一种线程竞争的算法

这个过程会不断迭代进行，直到在等离子体场

来解决数据冲突的问题，但是这种算法仍然类似于

中达到自洽的状态。ＰＩＣ循环如图１所示，主要包含

传统的单精度的原子操作方法。并且他们只是在一

了四个阶段：

块ＧＰＵ上进行了测试和分析 。
［１０］

Ｈｅｉｋｏ

Ｂｕｒａｕ等人第一个研究了一种可扩展到集

群中的针对等离子体物理模拟的ＰＩＣ方法的实现［１１］ 。
他们利用了ＬｉｎｋｅｄＬｉｓｔ作为主要的数据结构，并且在
４个ＧＰＵ上做了测试。对于粒子排序，他们通过实验
发现了在进行一定次数的循环之后对粒子进行重排
序可以加速程序，但没有详细分析并且给出一个解
决方案。
Ｂｅｉ

图１ ＰＩＣ循环逻辑
１） Ｇａｔｈｅｒ阶段：粒子的电场和磁场信息是由粒子

Ｗａｎｇ等人开发了基于ＰＩＣ方法的ＧＴＣ－Ｐ代

码并且在一些超级计算机上进行了测试

［１２］

。这个代

码的算法和激光等离子体相互作用的模拟算法是
不同的，他们所用的一些优化手段不适合应用在

在网格中的相对位置决定的网格点处得到的。每个
粒子通过这些贡献值来生成当前位置的力。
２） Ｐｕｓｈ阶段：上一个Ｇａｔｈｅｒ阶段产生的力推动粒
子到新的位置。

我们的模拟代码中。另一方面，他们用了传统的

３） Ｓｃａｔｔｅｒ阶段：每一个粒子将自己的贡献传播到

ＭＰＩＳｅｎｄＲｅｃｖ的模式来在ＣＰＵ和ＧＰＵ之间交换数据，

当前网格中。每一个网格点上的贡献值被累积起来

没有利用ＧＰＵＤｉｒｅｃｔ ＲＤＭＡ技术。

加到局部密度中。

因此和以上存在的这些方法相比，我们采用的
实现和优化方法有以下的不同：

４） Ｆｉｅｌｄ阶段 ： 每一个网格点会从相邻的网格点来
取得数据计算出新的电场和磁场值。

１）在整体上把模拟算法移植到了ＧＰＵ上，而不
仅仅是其中计算强度高的部分。

４． 基于ＧＰＵ的并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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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合并函数

如图３所示，“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Ｋｅｒｅｌ”一共有三个步骤：

每一个ＰＩＣ方法的循环都由图１描述的几个主

计算贡献值， 确定新的目标地址，和累加贡献值。

要阶段组成。尽管每次迭代可以看作依赖于前一

ｆｏｒ ａｌ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ｉｄ ｄｏ

次迭代的结果（粒子新的位置），每一个粒子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ｇａｔｈｅｒ，ｐｕｓｈ和ｓｃａｔｔｅｒ这三个阶段可以看作是相互独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ｗｈｉｃｈ ｃｅｌｌ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ｉｌｌ ｍｏｖｅ ｔｏ

立的，因此我们把这三个阶段合并为一个ｋｅｒｎｅｌ，

Ａｄ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ｉ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叫

做“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Ｋｅｒｎｅｌ”。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不仅简化
了代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利用了数据的局部性，

Ｅｎｄｆｏｒ
图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Ｋｅｒｎｅｌ的三个步骤

这意味着对于每一个粒子，在上一个阶段产生的数

如图４所示，每一个粒子都可能向９个方向移动

据将马上被用在下一个阶段的计算中。伪代码如图

（８个邻接位置和当前的位置）并且可能会对１６个

２所示。

位置（图中的灰色区域）进行写操作。因此第三

ｆｏｒ ａｌｌ ＧＰＵ ｂｌｏｃｋｓ ｉｎ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ｄｏ
ｆｏｒ ａｌｌ ｔｈｒｅａｄｓ ｉｎ ａ ｂｌｏｃｋ ｉｎ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ｄｏ

步“将贡献值加到当前网格”会带来大量的数据冲
突，从而将严重的降低程序性能。为了解决这个问

ＴＩＤ ＝ ｔｈｒｅａｄＩｄｘ ＋ ｂｌｏｃｋＩｄｘ ＊ ｂｌｏｃｋＤｉｍ

题，最简单的方法是利用传统的“原子操作”方

ｉｆ（ｉｓＶａｌｉ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ＴＩＤ））

法。然而由于ＣＵＤＡ现在并没有提供基于双精度的原

ｃｏｍｐｕｔｅ＿ｆｏｒｃｅ（）

子操作的底层实现，我们尝试应用了Ｃ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 ＆

ｍｏｖ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ｅｔ）来实现。但是经过分析程序，我们发现这个部分

ｃｈａｒｇ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仍然占用了超过８０％的时间，所以我们会首先分析原

ｉｆ（ｔｈ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ｍｏｖｅｓ ｔｏ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ｄｏｍａｉｎ）

因然后依次介绍我们的优化方法。

ｓｔｏｒ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ｏ＿ｓｅｎｄ
ａｒｒａｙ
ｉｓＶａｌｉ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ＴＩＤ） ＝ ｆａｌｓｅ
Ｅｎｄｉｆ
Ｅｎｄｉｆ
Ｅｎｄｆｏｒ
Ｅｎｄｆｏｒ
图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Ｋｅｒｎｅｌ伪代码

４．２ 线程分配策略
我们为全局粒子数组中的每一个位置都分配了
一个ＧＰＵ线程。我们首先判断对应于这个粒子的位

图４ 粒子产生数据冲突

置是否“有效”。然后利用上一个阶段的输出作为
下一个阶段的输入依次完成Ｇａｔｈｅｒ， Ｐｕｓｈ 和Ｓｃａｔｔｅｒ阶

５．１．１ 动态冗余算法

段。

在尝试分析了产生数据冲突的根本原因之后，
我们总结了两方面因素。一是同属一个网格的粒子

４．３ 数据结构转换

可能尝试去写同一个内存地址；另一方面，属于不

ＰＩＣ方法主要基于两种类型的数据集合：一种

同的网格的粒子也可能产生数据写冲突。比较直接

是坐标连续的充电粒子相关的数据，另一种是网

的想法是可以分配一块和原始的网格大小相同的内

格相关的数据。对于每一种数据，我们都额外分

存区域来存储由于数据冲突而产生的临时数据。

配一个全局数组来存储。通过这种从ＡＯＳ到ＳＯＡ的

更进一步，我们决定采用两个层次的“数据

转换，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数据量，无论是通过

冗余”方法。一方面，如图５所示，我们为那些由

ＣｕｄａＭｅｍｃｐｙ从ＣＰＵ传到ＧＰＵ的数据量，还是通过

于向不同的网格尝试写操作而产生数据冲突的粒子

ＭＰＩ通信在不同的区域中传输的数据量。

分配了冗余空间。因为一个粒子可能向１６个方向进
行写操作，所以我们对整个网格复制了１６份，接下

５． 对ＧＰＵ版本的优化

来考虑每一个粒子，原来对“原始”数组的写操作
现在会转移到另外的冗余数组中，取决于数据会写

５．１ “Ｓｃａｔｔｅｒ”阶段优化

入１６方向中的哪一个网格。通过这种方法，原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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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写入不同的网格而产生的数据写操作将会被分割

少的网格较少的冗余空间。具体视硬件资源的情况

开，从而大大减少了这种情况下的数据冲突数量。

而定。这个方法可以极大的减少内存空间的使用，
尤其是当粒子分布很不均匀的情况下。当程序运行
在２８个ＧＰＵ的集群中时，与初始的ＧＰＵ版本相比，我
们取得了约１．７倍的加速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ｅａｃｈ
ｃｅｌｌ ｈａｓ： Ａ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ａｘ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ａ ｃｅｌｌ： Ｂ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ｅｌｌ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ｆｅ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Ａ，
ｍａｋｅ Ｂａｓｅ＿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ｕｍ 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ａｔ
ｃｅｌｌ， ｆｏｒ

图５ 解决属于不同ｃｅｌｌ的粒子产生的数据冲突

另一方面，那些属于同一个网格中的粒子也可
能产生数据冲突，如图６所示，我们对这一个网格进
行了冗余化，将当前网格的粒子按照它们的位置进
行了划分。具体来说，我们首先将一个网格划分为
多份，然后对每一个粒子计算并判断它们属于哪一
个子区域。之后对当前网格信息的更新操作会在冗
余数组上进行。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分割了属于同
一个网格可能产生的数据写操作。为了控制在这种
情况下为每一个网格分配多少冗余空间，我们引入

ｔｈｏｓ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ｍｏｒ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ｔｈａｎ Ａ， ｍａｋｅ Ｂａｓｅ＿
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ｕｍ
＊ Ｂ ／ Ａ 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ｌｌｓ．
图７ 动态冗余算法

现在我们可以从整体上来分析一下“动态冗余
算法”。从图８可以看出，我们从两个维度减少了数
据冲突：一个是从各个方向生成冗余空间，另一个是
为每一个网格生成复制。“动态”意味着每一个子
网格中的冗余空间的数量是不同的，取决于粒子在
整个网格上的分布的“密度”。

了一个参数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ｕｍ。通过仔细的选择这个参
数合适的值，可以找到在减少数据冲突和管理数据
的开销之间的平衡点。

图８ 在两个维度上通过冗余解决数据冲突

５．１．２ 混合精度算法
图６ 解决属于同一个ｃｅｌｌ的粒子产生的数据冲突

像上文提到的，当所有的粒子的写操作完成
时，我们会从所有的冗余数组中收集这些临时数
据，并在另一个Ｋｅｒｎｅｌ函数中将值更新到原始数组
中。然而我们可能会疑惑的一点是这种方法很有可
能会占用太多的内存资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
们引入了“动态冗余”的思想，伪代码如图７中所
示。这个算法的基本思想是考虑到粒子在整个网格
上其实不是均匀分布的，我们可以把粒子的分布情
况考虑在内。不是简单的为每一个网格都分配相同
数目的冗余空间，而是分配给那些包含粒子数目多
的网格更多的冗余空间，相反，给那些包含粒子较

另外一个来优化“ｓｃａｔｔｅｒ”阶段的方法是加速
原子操作。尽管我们已经用传统的Ｃ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

＆

Ｓｅｔ）方法来实现了双精度的原子操作，但是这种方法
仍然会比ＣＵＤＡ运行时环境提供的单精度原子方法慢
的多。为了能拥有单精度运算的快速和双精度运算
的精确，我们将二者结合了起来。
具体来说就是在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Ｋｅｒｎｅｌ之前和之后利用
了另外两个ＧＰＵ Ｋｅｒｎｅｌ来做单精度和双精度之间的
转换。代码的其余部分，如数据的初始化，Ｆｉｅｌｄ阶
段，和诊断阶段等，我们仍然用双精度来进行计
算，尽量减少由于精度损失带来的影响。我们应用
这个方法在结果精度可以接受的情况下取得了约２倍
的加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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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粒子排序算法

ＣＯＭＭ＿ＷＯＲＬＤ）；
／／ＭＰＩ ｒａｎｋ １

粒子可能逃逸出整个网格区域或者移动到相邻

ＭＰＩ＿Ｒｅｃｖ（ｒ＿ｂｕｆ＿ｈ，ｓｉｚｅ，ＭＰＩ＿ＣＨＡＲ，０，１００，ＭＰＩ＿

的ＭＰＩ域中。在这两种情况中，全局数组中存储这个
粒子的位置都会变成“空”或者“无效”的位置。

ＣＯＭＭ＿ＷＯＲＬＤ，＆ｓｔａｔｕｓ）；
ＣｕｄａＭｅｍｃｐｙ（ｒ＿ｂｕｆ＿ｄ，ｒ＿ｂｕｆ＿ｈ，ｓｉｚｅ，ｃｕｄａＭｅｍｃｐｙ

如果我们不去处理，那么这些位置就会变的越来越
多。这样不仅会浪费内存资源，也会浪费ＧＰＵ计算资

ＨｏｓｔＴｏＤｅｖｉｃｅ）；
图１０ 传统的ＭＰＩ ｓｅｎｄ 和 ｒｅｃｅｉｖｅ模式

源，因为我们这里采用的ＧＰＵ线程分配策略是为每一
个全局粒子数组的位置分配一个ＧＰＵ线程。进行粒子

／／ＭＰＩ ｒａｎｋ ０

排序的另一个目的是使得在物理位置上邻近的粒子

ＭＰＩ＿Ｓｅｎｄ（ｓ＿ｂｕｆ＿ｄ，ＭＰＩ＿ＣＨＡＲ，１，１００，ＭＰＩ＿

在内存中也能连续存储。尽管排序粒子能带给我们
性能上的好处，但是同时排序也会耗费一定的时间

ＣＯＭＭ＿ＷＯＲＬＤ）；

和计算资源，在有些情况下，过于频繁的进行粒子

／／ＭＰＩ ｒａｎｋ １

排序并不能有效提升程序性能。

ＭＰＩ＿Ｒｅｃｖ（ｒ＿ｂｕｆ＿ｄ，ｓｉｚｅ，ＭＰＩ＿ＣＨＡＲ，０，１００，ＭＰＩ＿
ＣＯＭＭ＿ＷＯＲＬＤ，＆ｓｔａｔｕｓ）；
图１１ 利用了ＣＵＤＡ－Ａｗａｒｅ 的ＭＰＩ 实现

除了更高的可用性之外，ＣＵＤＡ－Ａｗａｒｅ ＭＰＩ还有
哪些优点呢？它不仅使得ＭＰＩ＋ＣＵＤＡ更容易使用，而
且也使得应用程序取得更好的运行效率，这基于以
下两点原因［１４］：
１）所有进行数据传输的操作都会被流水化
２）ＭＰＩ库可以透明化的使用一些如ＧＰＵＤｉｒｅｃｔ的

图９ 粒子排序

为了在排序带来的好处和产生的额外开销之

加速技术

间取得平衡，我们引入另外一个可调节的参数，

远程ＤＭＡ（ＲＤＭＡ）技术是在ＣＵＤＡ５．０中引入的

ｅｍｐｔｙ＿ｒａｔｉｏ，这个参数表示了当前粒子数组的“空

ＧＰＵＤｉｒｅｃｔ技术中重要的一部分 ［１５］，它连通了ＧＰＵ和

余程度”。如果数组中空余位置数量和数组的总的

第三方的应用了ＰＣＩ－Ｅ标准的硬件。ＧＰＵ缓冲区中

位置数量的比值大于我们设置的ｅｍｐｔｙ＿ｒａｔｉｏ，那么粒

的数据可以不通过ＣＰＵ端而直接被送到网卡进行传

子就会根据它们在整个网格中的位置进行排序，如

输，从而消除了ＣＰＵ到ＧＰＵ和其它ＰＣＩ－Ｅ设备的内存

图９所示。通过调节这个参数值，我们可以回收“无

带宽占用。这样也就显著增大了ＧＰＵ和其他节点的

效”的空间，从而在得到较好的程序性能的同时，

ＭＰＩＳｅｎｄＲｅｃｖ的效率。在一个由许多ＧＰＵ加速节点组

也能最大程度的节省内存空间。

成的集群中，我们尝试应用了这个技术来加速数据
传输过程。通过实验发现，当传输的数据量比较大

５．３ ＣＵＤＡ－Ａｗａｒｅ ＭＰＩ 和 ＧＰＵＤｉｒｅｃｔ ＲＤＭＡ
ＭＰＩ能很好的和ＣＵＤＡ编程模型相兼容［１３］。对
于一般的ＭＰＩ实现来说，只有指向ｈｏｓｔ空间的指针可

时会有比较好的加速效果。随着将来越来越多的加
速卡和节点的投入使用，更好的利用这项技术来减
少数据传输的消耗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以被当作参数传递给ＭＰＩ函数。然而如果把ＭＰＩ和
ＣＵＤＡ相结合，我们就可以发送ＧＰＵ的缓存，而不

６． 实验结果和分析

仅仅是ＣＰＵ端的数据了。如果不利用ＣＵＤＡ－Ａｗａｒｅ的

表１所示的表格展示了我们的实验环境。在这个

ＭＰＩ实现，我们就需要利用ｃｕｄａＭｅｍｃｐｙ函数来把

模拟中，我们设置了∆ｘ＝λ／２００，∆ｙ＝λ／１００和 ∆ｔ＝∆ｘ／ｃ，

ＧＰＵ内存中的数据传输到ＣＰＵ端的内存。然而如果

在每一个非真空的网格中，对于电子， 氘核和氚核，

利用了这个技术，ＧＰＵ端的缓存可以直接被ＭＰＩ传

我们初始分别分配了６４，３２和３２个粒子。这个模拟

输到另一端。从图１０和图１１可以看出使用了ＣＵＤＡ－

从ｔ＝－λ／ｃ开始，与此同时激光脉冲从左边界ｘ＝－λ处发

Ａｗａｒｅ的ＭＰＩ实现后，代码会变得更简洁，编程也更

射。

加容易。

表１ 实验的软硬件环境

／／ＭＰＩ ｒａｎｋ ０

ＣＰＵ

Ｉｎｔｅｌ（Ｒ） Ｘｅｏｎ（Ｒ） ＣＰＵ Ｅ５－２６７０ ＠ ２．６０ＧＨｚ

ＣｕｄａＭｅｍｃｐｙ（ｓ＿ｂｕｆ＿ｈ，ｓ＿ｂｕｆ＿ｄ，ｓｉｚｅ，ｃｕｄａＭｅｍｃｐ

内存

６２ＧＢ ＤＤＲ３

ＧＰＵ

ＮＶＩＤＩＡ Ｋｅｐｌｅｒ Ｋ２０

ｙＤｅｖｉｃｅＴｏＨｏｓｔ）；
ＭＰＩ＿Ｓｅｎｄ（ｓ＿ｂｕｆ＿ｈ，ｓｉｚｅ，ＭＰＩ＿ＣＨＡＲ，１，１００，ＭＰ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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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１２可以看出，总体来说，如果我们把使用

据精度转换带来的额外开销会比较大，当每个ＧＰＵ上

单个ＧＰＵ的初始的ＣＵＤＡ版本作为对比，在使用这些

的粒子数变少后，由于各个ＧＰＵ上精度转换函数是并

优化方法后，我们与初始版本相比取得了更好的可

行执行的，精度转换的总开销也会相应降低，加速

扩展性。我们下面分析每一种优化方法。

效果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６．３ ＲＤＭＡ
对于ＧＰＵＤｉｒｅｃｔ ＲＤＭＡ， 我们通过改变ＭＰＩ线程
的数目来改变需要传输的数据量。我们发现使用
ＧＰＵＤｉｒｅｃｔ ＲＤＭＡ可以显著减少数据传输的时间。如
图１４所示，当传输的数据量大于３ＫＢ时，我们可以获
得２．８倍的加速比。但是当传输的数据量为０．９ＫＢ时，

图１２ 利用了所有的优化方法之后的加速比（以使
用单个ＧＰＵ的初始的ＣＵＤＡ版本作为基线）

加速比只有１．３７。这是因为当需要传输的数据量比较
少时，ＲＤＭＡ的优势不明显。待传输的数据量越大，
越多的数据要传输到另一个ＭＰＩ域中。对于传统的

６．１ 动态冗余算法
我们测试了利用了动态冗余算法之后与初始的

ＭＰＩＳｅｎｄＲｅｃｖ方法来说就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将数据从
ＣＰＵ端传输到ＧＰＵ端。

ＧＰＵ版本使用相同数量ＧＰＵ相比的加速情况。从图

我们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对于非ＲＤＭＡ版

１３可以看出，当我们用两个ＧＰＵ时候加速比是２．１８．

本，ＭＰＩ通信时间的计算不仅仅包括纯粹的数据传输

随着使用的ＧＰＵ数量的增多，加速比会缓慢下降。当

时间，还包括收集数据，将数据放到数组中和把接

使用２８块ＧＰＵ时，加速比为１．６９。

收到的数据更新到正确的数组位置中的时间，因为

我们这里不考虑ＭＰＩ通信时间随着ＧＰＵ数量增多

ＲＤＭＡ版本并不需要这些操作。

而变化带来的影响，因为使用冗余优化方法并不会
改变通过ＭＰＩ传输的数据的数量。因此由于总的粒子
数目是固定的，随着使用ＧＰＵ数的增加，每个ＧＰＵ上
的粒子数目会减少，这样数据冲突的数量就会降
低，冗余优化的效果不突出，反而从冗余空间收集
数据和更新数组的额外开销变得明显，导致了加速
比会缓慢下降。
图１４ ＭＰＩ通信时间的加速比

图１３ 使用各个优化方法之后的加速比
（使用相同数量ＧＰＵ）

６．２ 混合精度算法
总体上来说，随着ＧＰＵ数目的增多，混合精度
计算方法带来的加速收益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当
ＧＰＵ数量超过８后，加速效果会超过动态冗余算法。
这是因为虽然总的计算量是固定的，但是当ＧＰＵ数目
较少时，每个ＧＰＵ上的计算量就会较多，这样进行数

图１５ 不同的空余率对程序性能的影响

６．４ 粒子排序
我们的粒子排序算法的中心思想是引入了一个
参数ｅｍｐｔｙ＿ｒａｔｉｏ，目的是在性能达到或者接近最优的
情况下找到这个参数最小的值。我们用八个ＭＰＩ进程
来测试这个参数不同的值的情况下的程序性能，结
果如图１５所示。实验发现当ｅｍｐｔｙ＿ｒａｔｉｏ小于０．０５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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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性能受这个参数的影响很大。然而当大于０．０５的

且评估了ＧＰＵＤｉｒｅｃｔ ＲＤＭＡ方法在集群中加速ＭＰＩ通信

时候，性能接近于稳定。由于这个参数越小代表着

时间的效果。我们发现当数据传输的量大于一定的

内存空间的使用越少，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设置这个

阈值的情况下，这种方法能显著减少ＭＰＩ通信时间。

参数为０．０５来达到性能和内存使用之间的平衡。

我们相信这些优化方法也能应用于其他基于ＰＩＣ方法
的物理学模拟代码，并且也对激光等离子体相互作

７． 结论

用的研究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研究了一种把整体的基于ＰＩＣ方法的激光等
离子体相互作用模拟的代码移植到ＧＰＵ端的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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