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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神威“太湖之光”是最新一期Ｔｏｐ５００榜单上排名第一的超级计算机，实测峰值性能约
９３ＰＦＬＯＰＳ。该系统提供了基于指导语句的并行编程工具ＯｐｅｎＡＣＣ，兼容ＯｐｅｎＡＣＣ ２．０编程标
准，并添加了部分定制化功能。ＧＴＣ－Ｐ是一个具有重要物理意义的科学应用，算法基于高性
能计算领域中被广泛使用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ｃｅｌｌ方法。我们利用神威ＯｐｅｎＡＣＣ并行编程模型在“太
湖之光”上成功移植了ＧＴＣ－Ｐ应用。在移植过程中，鉴于ＯｐｅｎＡＣＣ编译器尚无法解决的性能
瓶颈，提出了３种基于中间代码二次开发的优化方法：１）消除原子操作；２）避免低效的全局
访存操作；３）手动添加ＳＩＭＤ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ｓ指令．实验结果表明，在６４个从核上相比１个主核，优化
后的函数ｃｈａｒｇｅ和ｐｕｓｈ分别实现了１．６倍和８．６倍的加速比，同时ＧＴＣ－Ｐ代码整体取得了２．５倍的
加速比。优化结果证明了基于中间代码的手动优化对利用神威ＯｐｅｎＡＣＣ移植的ＰＩＣ算法在“太
湖之光”上的性能提升非常重要。
关键词：太湖之光，ＧＴＣ－Ｐ应用，ＰＩＣ算法，神威，ＯｐｅｎＡＣＣ语言

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的神威“太湖之光”超
级计算机在２０１６年６月发布的世界Ｔｏｐ５００超算榜单

神威众核处理器上利用ＯｐｅｎＡＣＣ对于实际应用进行
移植及优化。

中排名第一，其理论峰值性能达到１２５．４ＰＦＬＯＰＳ，

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开发的高性能计算应用

Ｌｉｎｐａｃｋ实测效率７４．１５％，约为９３ＰＦＬＯＰＳ 。值得一

ＧＴＣ－Ｐ（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ｇｙｒｏｋｉｎｅｔｉｃ ｔｏｒｏｉｄａｌ ｃｏｄｅ）利

提的是，“太湖之光”搭载的处理器芯片是完全由

用

中国自主研发的神威异构众核处理器ＳＷ２６０１０。该芯

程，模拟粒子在托卡马克装置内的运动，具有重要

片的架构面向高性能计算，通过统一指令系统、统

的物理意义。又由于其极佳的可扩展性，ＧＴＣ－Ｐ已

一执行模型和支持一致性的主存共享，实现异构核

在Ｔｏｐ５００排名前１０的６台超级计算机上进行了性能测

心的深度融合 。

试［３］，并入选了美国ＮＥＲＳＣ国家超算中心的基准测试

［１］

［２］

在软件层面，“太湖之光”的操作系统和编译

ＰＩＣ（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ｃｅｌｌ）算法求解Ｖｌａｓｏｖ－Ｐｏｉｓｓｏｎ方

集［４］，是最具代表意义的ＰＩＣ应用。

环境等也全部由中国自主研发。该系统实现的并行

综上所述，本文使用ＯｐｅｎＡＣＣ在“太湖之

编程模型神威ＯｐｅｎＡＣＣ，兼容ＯｐｅｎＡＣＣ ２．０标准，还

光”超级计算机上成功移植了ＧＴＣ－Ｐ应用。针对神

添加了部分定制功能。基于指导语句的并行编程模

威ＯｐｅｎＡＣＣ编译器尚无法解决的性能瓶颈，本文提

型可以帮助用户在应用移植过程中，避免硬件架构

出了３种基于中间代码二次开发的优化方法．实验证

不同带来的差异，提供高可移植性。本文将研究在

明优化方法有效，同时我们还对神威ＯｐｅｎＡＣＣ结合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２０１６ＹＦＢ０２０１４００，２０１６ＹＦＢ０２０１８００）；美国自然科学基金跨学科合作项目
（ＡＣＩ－１４４０７３３）；ＮＶＩＤＩＡ ＧＰＵ全球卓越中心；日本学术振兴会ＲＯＮＰＡＫＵ项目（１１３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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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ＰＩ的多节点版本进行了强可扩展性的评估。

构，由片上内部网络互联。

简而言之，本文有以下２点贡献。
１）

首次在“太湖之光”上利用ＯｐｅｎＡＣＣ成功并

行移植了基于ＰＩＣ算法的实际应用ＧＴＣ－Ｐ。
２） 提出了３种基于中间代码的手动优化方法：１消
除原子操作；２避免低效的全局访存操作；３手动添
加ＳＩＭＤ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ｓ指令。实验证明优化方法对于ＰＩＣ算
法在“太湖之光”上的性能提升效果显著。

１． 相关工作
本文的相关工作主要有以下３类。
１）“太湖之光”上的应用移植：清华大学付昊桓
等人［５］利用ＯｐｅｎＡＣＣ在“太湖之光”上成功移植了大

图１ 神威众核处理器架构图

气模型ＣＡＭ应用。实验结果显示，利用ＯｐｅｎＡＣＣ移

此外，主从核均支持２５６ｂ向量化指令，以及乘

植后的应用，相比１个主核，在６４个从核上整体实

加融合ＦＭＡ（ｆｕｓｅ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ｙ ａｄｄ）指令。每个从核支

现了２倍的加速比。但该论文尚未提出在“太湖之

持一条浮点数ＤＰ（ｄｏｕｂｌｅ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流水线，主核支

光”上针对ＯｐｅｎＡＣＣ移植后的性能优化方法。

持双浮点数流水线。由此可得，主从核双精度理论

２） ＧＴＣ－Ｐ的移植与调优：普林斯顿大学Ｗａｎｇ等

峰值性能的计算公式如下：

人 对ＧＴＣ－Ｐ应用在Ｍｉｒａ，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Ｈｏｐｐｅｒ等超级计算
［６］

机上的移植与调优做了介绍，并评估了可扩展性。
在异构系统上的移植方面，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

不难发现，ＳＷ２６０１０上逾９８％的理论性能均源自

实验室Ｉｂｒａｈｉｍ等人 介绍了利用ＣＵＤＡ在基于ＧＰＵ的

于从核，所以应用必须在从核上得到并行化移植才

Ｔｉｔａｎ超级计算机上移植ＧＴＣ－Ｐ的方法。但这些工作都

能充分发挥“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的性能。

［７］

是在基于ＣＰＵ， ＧＰＵ， ＭＩＣ加速卡构建的超算系统上完

存储架构方面，主核拥有２级缓存：第１级缓存
指令数据分离，即指令和数据各自拥有３２ＫＢ缓存；

成的，与神威众核的架构存在差异。
３）利用ＯｐｅｎＡＣＣ移植应用：Ｃａｌｏｒｅ等人 和Ｈａｒｉｒｉ

第２级则为指令数据共享的２５６ＫＢ缓存。而每个从核

等人 分别利用ＯｐｅｎＡＣＣ对基于Ｌａｔｔｉｃｅ 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和

拥有１６ＫＢ的一级指令缓存。从核数据存储的设计是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ｃｅｌｌ算法的科学应用进行了并行移植，并

一种类ＣＥＬＬ处理器的用户控制的草稿本方式存储，

介绍了常用的优化手段，移植平台为ＧＰＵ和ＣＰＵ。

即ＳＰＭ（ｓｃｒａｔｃｈ ｐａｄ ｍｅｍｏｒｙ），每个从核的ＳＰＭ容量

东京工业大学Ｈｏｓｈｉｎｏ等人

对于利用ＯｐｅｎＡＣＣ在

为６４ＫＢ。这种存储方式不仅省去了缓存实现上的控

ＧＰＵ上进行并行移植存在的性能瓶颈问题做了深入的

制开销，还避免了众多运算核心间一致性处理带来

研究，并指出缺乏对于ＧＰＵ ｓｈａｒｅｄ ｍｅｍｏｒｙ的控制是导

的设计复杂性和性能降级［２］。但也为应用开发中从核

致性能的原因。但本文中所提及的神威ＯｐｅｎＡＣＣ实

的数据管理带来了新挑战，即需要人为对于应用在

现上与ＯｐｅｎＡＣＣ标准存在差异。

ＳＰＭ上的访存进行设计与规划。

２． 背景介绍

拥有８ＧＢ内存。但在具体实现上，内存管理器仍是基

［８］

［９］

［１０］

ＳＷ２６０１０片上集成了４个内存控制器，每个核组
本文的研究背景介绍将从神威众核处理器架
构、神威ＯｐｅｎＡＣＣ以及ＧＴＣ－Ｐ应用展开。

于ＤＤＲ３的，芯片的实测访存带宽为１３６．５１ＧＢ／ｓ。
基于上述设计，相比ＮＶＩＤＩＡ ＧＰＵ Ｋ２０Ｘ或者Ｉｎｔｅｌ
Ｘｅｏｎ Ｐｈｉ ７１１０Ｐ在Ｓｔｒｅａｍ （Ｔｒｉａｄ）测试中实测１８０ＧＢ／ｓ左

２．１ 神威众核处理器架构

右的访存带宽，ＳＷ２６０１０的带宽差了近２５％。由此，

神威众核处理器旨在用少量具备指令级并行

在ＳＷ２６０１０上移植应用，性能更容易受限于访存带

能力的管理核心，集成众多面向计算开发的精简运

宽。充分利用ＳＰＭ局存访问，缓解主存访问压力，就

算核心高效处理线程级并行，从而大幅提高芯片性

成了应用移植和优化的关键之一。

能 。
［２］

“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上所使用的神威

２．２ 神威ＯｐｅｎＡＣＣ

ＳＷ２６０１０芯片架构如图１所示，１块芯片由４个核组

神威ＯｐｅｎＡＣＣ是“太湖之光”上基于定制

组成，每个核组内６４个从核按照８×８的ｍｅｓｈ拓扑结

ＯｐｅｎＡＣＣ ２．０标准实现的并行编程模型，面向从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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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化移植。其指导语句的设计与ＯｐｅｎＡＣＣ ２．０标准

场；４）ｐｕｓｈ：用矢量场和其他衍生物助推粒子；

存在一定区别，具体情况如表１所示：

５）ｓｍｏｏｔｈ：使电荷密度和潜在矢量平滑。其中，

表１ 神威ＯｐｅｎＡＣＣ与ＯｐｅｎＡＣＣ ２．０标准的对比

ｃｈａｒｇｅ和ｐｕｓｈ的计算强度均小于２。结合ＳＷ２６０１０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Ｓｙｎｔａｘ

峰值性能和访存带宽可知，计算强度低于２０的应用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ｌｏｏｐ， ｃｏｐｙ／ｃｏｐｙｉｎ／ｃｏｐｙｏｕｔ，
ｄａｔａ， ａｔｏｍｉｃ， ｐｒｉｖａｔｅ

在神威平台上的性能就会受限于访存性能了，因此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ｓｙｎｃ， ｔｉｌｅ， ｃａｃｈｅ， ｇａｎｇ， ｗｏｒｋｅｒ

Ｎｏ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ｖｅｃｔｏ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ｒｅａｔｅ

Ｃｕｓｔｏｍｉｚｅｄ

ｓｗａｐ／ｓｗａｐｉｎ／ｓｗａｐｏｕｔ， ｌｏｃａｌ，
ｐａｃｋ／ｐａｃｋｉｎ／ｐａｃｋｏｕｔ，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

这２个函数的访存实现将会成为移植过程中的主要难
点。

３． 利用ＯｐｅｎＡＣＣ移植ＧＴＣ－Ｐ
在使用神威ＯｐｅｎＡＣＣ进行从核并行化移植之

这样的设计主要出于３方面的考虑：
１）由于神威架构与ＧＰＵ和ＭＩＣ等主流异构加速

前，本文首先将ＧＴＣ－Ｐ在ｘ８６平台上实现的串行代码

器存在区别，导致如ｔｉｌｅ，ｃａｃｈｅ等语句在实现上与标

移植到ＳＷ２６０１０的１个主核上。并记录了各部分函数

准ＯｐｅｎＡＣＣ的实现产生了差异。

的执行时间，分析了程序热点，结果如图２所示：

２）基于神威众核的存储架构，添加如
ｐａｃｋ／ｐａｃｋｉｎ／ｐａｃｋｏｕｔ和ｓｗａｐ／ｓｗａｐｉｎ／ｓｗａｐｏｕｔ等神威
ＯｐｅｎＡＣＣ定制的指导语句，为使用户更充分地利用
较为有限的访存带宽。
３）自主研发的神威ＯｐｅｎＡＣＣ编译器，与ＰＧＩ，
Ｃｒａｙ等成熟的商业编译器相比，还存在不完善之处。
尤其在数据管理方面，需要指导语句给予编译器更
多的提示，这反映在了定制的ａｎｎｏｔａｔｅ语句中。
此外，神威ＯｐｅｎＡＣＣ编译器是基于ＲＯＳＥ开源框
架开发的代码转译器，主要负责中间代码生成。其

图２ ＧＴＣ－Ｐ代码热点分析

后端仍使用的是“太湖之光”的本地编译器。该编
译器向用户开放中间代码，允许用户基于编译生成

可见，主核上的热点测试结果与上文的分析相

的中间代码进行二次开发。第４节的性能优化中，本

印证，即访存密集型的函数ｃｈａｒｇｅ和ｐｕｓｈ是程序的主

文就会用到该功能。

要热点。本文将对于ＧＴＣ－Ｐ应用中的这２个函数进行
从核并行化移植与优化，移植工作分为以下３个步

２．３ ＧＴＣ－Ｐ应用

骤：数据管理、循环并行化、原子操作。

ＧＴＣ－Ｐ是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离子体物理实
验室开发的应用于磁约束聚变领域中全局性大规模

３．１ 数据管理

并行模拟的高性能计算程序。该应用在近１０年来，

如２．１节中提到的，在神威众核架构中，存在

一直都是研究托卡马克装置内等离子体湍流运动等

着访存带宽性能有限的潜在瓶颈。所以从应用性

重要非线性物理问题的主要工具。

能角度出发，将计算涉及的数据提前拷贝至访问

粒子在１束激光中的运动可以通过六维的Ｖｌａｓｏｖ－

延迟低的ＳＰＭ局存中，是从核并行化移植的关键步

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来模拟 ［１１］ 。而对于托卡马克这种带有

骤。ＯｐｅｎＡＣＣ２．０标准中的ｄａｔａ指导语句下提供了如

零阶稳态平衡导向场的等离子体系统，回旋动理学

ｃｏｐｙ，

的简化降维又是非常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磁场

ＯｐｅｎＡＣＣ中为提升ＤＭＡ带宽添加了ｓｗａｐ，ｐａｃｋ等定制

中的带电粒子的回旋运动将近似于一个带电环。而

语句。本文采用了将所有在计算中涉及的数据优先

ＰＩＣ算法则是现如今最为普及的求解该系统方程的数

传输至ＳＰＭ的实现策略，具体实现方法如下：

值计算方法。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ａｃｈｅ等多种数据管理模式，在神威

１）按循环索引划分传输。若数组的索引变量与

基于回旋动理学的ＰＩＣ方法的每个时间步主

循环的索引变量紧耦合时，神威ＯｐｅｎＡＣＣ编译器会

要分为５个计算步骤，对应到代码中的主要函数。

自行将数组划分为６４份，然后利用ＤＭＡ的方式分别

１）ｃ ｈ ａ ｒ ｇ ｅ： 使用４点陀螺平均法求解粒子到网格

将６４份数据传输至各从核的ＳＰＭ中。具体使用如图

上的电荷沉积；２）ｐｏｉｓｓｏｎ：在网格上求解回旋

３所示，其中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ｒｒａｙ（ｓｉｚｅ））） 指导语句

动理学的Ｐｏｉｓｓｏｎ方程；３）ｆｉｅｌｄ：计算网格上的电

是为了指明数组长度，方便编译器划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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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完整传输。当访问的数组与循环索引无
关联时，由于ＳＷ２６０１０缺少共享的局部存储，编

实现硬件层的缓存管理机制，所以神威ＯｐｅｎＡＣＣ的
ｃａｃｈｅ指导语句背后是一个软件实现缓存机制。

译器将无法判断如何划分数据，从而默认不会

基于以上４种数据管理方法的函数ｃｈａｒｇｅ实现如

把该数组传输至ＳＰＭ中。在此情况下，可以通过

图３所示。其中，ｃｏｐｙｉｎ语句中的ｚ０，ｚ１，ｚ２等数组编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ｅｎｔｉｒｅ（ａｒｒａｙ））指导语句提示编译器将数组的完

译后会基于循环索引ｍ均等划分，分别传输至６４个从

整副本分别传输至６４个从核的ＳＰＭ上。

核的ＳＰＭ中。而ｄｅｌｔ， ｍｔｈｅｔａ， ｉｇｒｉｄ， ｑｔｉｎｙ这４个数组则将

３）转置后传输。ｓｗａｐ／ｓｗａｐｉｎ／ｓｗａｐｏｕｔ是神威

被完整地传输至６４个从核的ＳＰＭ中，等同于在每个从

ＯｐｅｎＡＣＣ定制的指导语句。该语句旨在解决循环索

核的ＳＰＭ中保存了一份这４个数组的副本，方便从核

引与数组索引不对应的问题。方法是在数据传输之

随时进行访问。ｃｏｐｙｏｕｔ指导语句中的数组传输方法

前先在主核上对数组进行１次高效的转置操作，使数

与ｚ０等相同，按照循环索引进行划分。值得一提的

组的第１维索引与循环索引对应，而后再根据第１种

是ｃａｃｈｅ指导语句中的ｐｇｙｒｏ和ｔｇｙｒｏ，这两个数组的访

方法传输数组。本文在ｃｈａｒｇｅ中使用了该方法，若不

存是不规则的，无法根据循环索引进行均等划分；

使用，则编译器无法进行数据传输。

并且由于数组所占的空间大于５００ＫＢ，远大于ＳＰＭ的

４）使用缓存。ＯｐｅｎＡＣＣ ２．０中的ｃａｃｈｅ指导语句

６４ＫＢ空间，所以也无法完整传输。

在ＳＷ２６０１０上实际对应的是ＳＰＭ。又因为ＳＰＭ没有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ｒａｇｍａ ａｃｃ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ｌｏｏｐ
ｃｏｐｙｉｎ（ｚ０，ｚ１，ｚ２，ｚ４，ｚ５）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ｚ０（ｍｉ），ｚ１（ｍｉ），ｚ２（ｍｉ），ｚ４（ｍｉ），ｚ５（ｍｉ）））
ｃｏｐｙｉｎ（ｄｅｌｔ，ｍｔｈｅｔａ，ｉｇｒｉｄ，ｑｔｉｎｖ）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ｄｅｌｔ（９０＋１），ｍｔｈｅｔａ（９０＋１），ｉｇｒｉｄ（９０＋１），ｑｔｉｎｖ（９０＋１））， ｅｎｔｉｒｅ（ｄｅｌｔ，ｍｔｈｅｔａ，ｉｇｒｉｄ，ｑｔｉｎｖ））
ｃｏｐｙｏｕｔ（ｗｐｉｏｎ，ｗｔｉｏｎ０，ｗｔｉｏｎ１，ｊｔｉｏｎ０，ｊｔｉｏｎ１）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ｗｐｉｏｎ（４＊ｍｉ），ｗｔｉｏｎ０（４＊ｍｉ），ｗｔｉｏｎ１（４＊ｍｉ），ｊｔｉｏｎ０（４＊ｍｉ），ｊｔｉｏｎ１（４＊ｍｉ）））
ｃａｃｈｅ（ｐｇｙｒｏ，ｔｇｙｒｏ）
ｆｏｒ （ｍ ＝ ０； ｍ ＜ ｍｉ； ｍ＋＋） ｛

图３ ｔｉｌｅ基于４种数据管理策略的函数ｃｈａｒｇｅ实现

３．２ 循环并行化

表２ 从核并行化移植与主核执行效果对比

在循环并行化方面，神威ＯｐｅｎＡＣＣ与ＯｐｅｎＡＣＣ
２．０标准保持一致，使用ｐａｒａｌｌｅｌ和ｌｏｏｐ语句使代码在
需要注意的是，ｇａｎｇ， ｗｏｒｋｅｒ， ｖｅｃｔｏｒ是ＯｐｅｎＡＣＣ
２．０标准中的３层循环设计，由于神威众核架构在物理
上并没有分层需求，所以神威ＯｐｅｎＡＣＣ的实现是默
认把ｇａｎｇ设置为６４，ｗｏｒｋｅｒ设为１，而ｖｅｃｔｏｒ也没有对
ＳＩＭＤ功能做支持。

为保证数据竞争情况下的结果正确性，神威
ＯｐｅｎＡＣＣ与ＯｐｅｎＡＣＣ ２．０一样，都支持了原子操作。
ａｔｏｍｉｃ指导语句可以保证数据在同一时间只会被
某一个进程读写。在ＧＴＣ－Ｐ的函数ｃｈａｒｇｅ中，数组
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ｐａｒｔ由于不规则访问会产生数据竞争。为保
证结果的正确性，需要添加ａｔｏｍｉｃ指导语句。
针对ｃｈａｒｇｅ中的原子操作，本文利用“太湖之
光”上提供的性能分析工具［１２］测得执行一次原子操
作的开销约为７５０个周期。同时，由于数据竞争问题
的存在，导致原子操作的数组无法通过ｃｏｐｙ指导语句
传输至６４个从核的ＳＰＭ中，使得计算部分必须进行主
存访问，增加了额外的访存开销。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ｎ
ＣＰＥ

４．６８

２３６０．５２

ｐｕｓｈ

４．４５

１４．４６

ｐｏｉｓｓｏｎ

１２．２５

１２．４０

ｆｉｅｌｄ

１．６７

１．７０

ｓｍｏｏｔｈ

２．９４

２．７２

Ｔｏｔａｌ

２６．３４

２３９２．１４

ｃｈａｒｇｅ

６４个从核上并行执行。

３．３ 原子操作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ｎ ＭＰ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表２为利用上述方法移植ＧＴＣ－Ｐ后，主核与从核
版本之间的执行时间对比，从核版本比主核版本慢
了将近９２倍．造成性能瓶颈的原因有以下２点：
１）神威众核处理器上的原子操作由锁机制实
现，实际的运行开销大。
２）从核之间缺乏共享局部存储，为配合原子操
作，无法将数据预存入各从核的ＳＰＭ中。
以上原因与神威众核的硬件架构相关，目前仅
依靠神威ＯｐｅｎＡＣＣ指导语句是无法解决该性能瓶颈
的。

４． 性能优化
针对上一段文末提出的性能瓶颈原因，本文提出
不依赖于神威ＯｐｅｎＡＣＣ编译器直接编译得到的可执行
程序，而是基于中间代码的二次开发来优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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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消除原子操作

本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ｐａｒｔ 进行累加前，先将涉及到的数据传输

为了解决多从核之间的数据读写竞争问题，同

到ＳＰＭ中。优化后的性能如表３所示：

时又避免原子操作，我们先对于函数ｃｈａｒｇｅ中相关的
代码段进行了分析，如图４所示。
这部分的数组操作为累加，在从核并行时并不

表３ 消除原子操作的优化效果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ｎ
ＭＰ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ｎ
ＣＰＥ ｗ Ａｔｏｍｉｃ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ｎ
ＣＰＥ ｗ／ｏ Ａｔｏｍｉｃ

４．６８

２３６０．５２

１２．５８

涉及共享同步机制，因此本文采用的优化策略是在
每个从核的ＳＰＭ中保存一个数组副本，在代码段执行
完之后对数组副本进行１次统一的归约求和计算。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ｒａｇｍａ ａｃｃ ａｔｏｍｉｃ
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ｐａｒｔ［ｉｊ１］ ＋＝ ｄ１；
＃ｐｒａｇｍａ ａｃｃ ａｔｏｍｉｃ
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ｐａｒｔ［ｉｊ１＋１］ ＋＝ ｄ２；
＃ｐｒａｇｍａ ａｃｃ ａｔｏｍｉｃ
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ｐａｒｔ［ｉｊ１＋ｍｚｅｔａ＋１］ ＋＝ ｄ３；

之后，函数ｃｈａｒｇｅ实现了约１８０倍的加速，性能接近
于主核版本，但仍慢了将近１／３，需要进一步优化。
４．２ 提升ＤＭＡ传输带宽
如２．１节所述，在神威众核架构下，６４个从核同

图４ 函数ｃｈａｒｇｅ原子操作代码段

由于需要分别对６４个从核ＳＰＭ中的数组副本进行
维护，这部分优化需要利用神威ＯｐｅｎＡＣＣ编译器在
中间代码中提供的ａｃｃ＿ｍｙｉｄ接口才能实现。通过用线
程号维护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ｐａｒｔ［ａｃｃ＿ｍｙｉｄ］［］来实现数组副本的管
理，代码转换如图５所示：
１
２
３
４

在消除了原子操作和主存访问带来的额外开销

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ｐａｒｔ［ａｃｃ＿ｍｙｉｄ］［ｉｊ１］ ＝ ｄ１；
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ｐａｒｔ［ａｃｃ＿ｍｙｉｄ］［ｉｊ１＋１］ ＝ ｄ２；
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ｐａｒｔ［ａｃｃ＿ｍｙｉｄ］［ｉｊ１＋ｍｚｅｔａ］ ＝ ｄ３；
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ｐａｒｔ［ａｃｃ＿ｍｙｉｄ］［ｉｊ１＋ｍｚｅｔａ＋１］ ＝ ｄ４；

图５ 数组根据从核进程号维护副本

时发起ＤＭＡ访问时，访存带宽可以达到３０ＧＢ／ｓ。然
而神威ＯｐｅｎＡＣＣ中的ｃｏｐｙ／ｃｏｐｙｉｎ／ｃｏｐｙｏｕｔ指导语句默认
却是按照单次循环涉及的数组元素进行传输的，若
不进行优化，则无法提高ＤＭＡ传输带宽。
指导语句ｔｉｌｅ是ＯｐｅｎＡＣＣ０２．０标准中的语句，在
ＣＰＵ和ＧＰＵ上的实现是为了通过循环合并达到更好
的数据局部性。神威ＯｐｅｎＡＣＣ实现的ｔｉｌｅ指导语句
则是通过设定循环合并的层数来控制每次ＤＭＡ传输
的数据块大小，从而达到提升传输带宽的目的。根
据“ｐｒａｇｍａ ａｃｃ ｄａｔａ ｃｏｐｙ（ｚ０） ｔｉｌｅ（２５０）”的指导语句编
译出的中间代码示例如图６所示。其中ａｃｃ＿ｓｙｎｃ＿ｐｅ＿

因为数组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ｐａｒｔ大于５００ＫＢ无法完整存放

ｍ２ｌ＿ｎｏｓｔｒｉｄｅ＿ｃｏｐｙ为实际的ＤＭＡ数据传输接口，而

到ＳＰＭ中，为了在不规则访问的情况下尽可能避免主

ａｃｃ＿ｃｐ＿４＿ｓｉｚｅ则为传输数据的尺寸参数，则此次传输

存访问，本文在该代码段前添加ｃｏｐｙｉｎ语句，并结合

的数据块为２５０×８ Ｂ，即一次ＤＭＡ传输约为２ＫＢ的数

变量索引进行ＤＭＡ数据传输，即在每次对于数组副

据。

１ ｆｏｒ （ａｃｃ＿ｂｌｏｃｋｉｎｄｅｘ＿ｍ０＿１ ＝ ａｃｃ＿ｍｙｉｄ ＊ ２５０； ａｃｃ＿ｂｌｏｃｋｉｎｄｅｘ＿ｍ０＿１ ＜＝ ＿ｌｄｍ＿ｍｉ － １； ａｃｃ＿ｂｌｏｃｋｉｎｄｅｘ＿ｍ０＿１ ＋＝ ２５０ ＊ ａｃｃ＿ｃｏｒｅｎｕｍ）
２
ａｃｃ＿ｌｏｏｐ＿ｕｂ＿ｔｍｐ＿ｖａｒ０ ＝ ＿ｌｄｍ＿ｍｉ － １ － ａｃｃ＿ｂｌｏｃｋｉｎｄｅｘ＿ｍ０＿１；
３
ａｃｃ＿ｌｏｏｐ＿ｕｂ＿ｍ ＝ ｍｉｎ（２４９， ａｃｃ＿ｌｏｏｐ＿ｕｂ＿ｔｍｐ＿ｖａｒ０）；
４
ａｃｃ＿ｃｐ＿４＿ｓｉｚｅ ＝ （ａｃｃ＿ｌｏｏｐ＿ｕｂ＿ｍ ＋ １） ＊ ８；
５
＿ｓｗａｃｃ＿ｒｅｔ ＝ ａｃｃ＿ｓｙｎｃ＿ｐｅ＿ｍ２ｌ＿ｎｏｓｔｒｉｄｅ＿ｃｏｐｙ（＿ｌｄｍ＿ｚ０，＆ｚ０［ａｃｃ＿ｂｌｏｃｋｉｎｄｅｘ＿ｍ０＿１］，ａｃｃ＿ｃｐ＿４＿ｓｉｚｅ）；

图６ ｔｉｌｅ指导语句生成的中间代码

根据上述原理，本文针对ｃｈａｒｇｅ和ｐｕｓｈ中的ｔｉｌｅ尺
寸设定做了测试实验，结果如图７所示。伴随ｔｉｌｅ尺
寸增大，执行时间变小，性能得到优化，但受限于
实际可用的ＳＰＭ大约为５８ＫＢ，在这２个函数中可用的
ｔｉｌｅ尺寸最大分别为２５１和３３６。
与消除原子操作的版本相比，在提升ＤＭＡ传输
带宽后，函数ｃｈａｒｇｅ和ｐｕｓｈ分别实现了２．７及４倍的加
速比。
４．３ 避免低效的访存操作
从核访主存操作主要分为２类，通过全局离散
图７ 神威ＯｐｅｎＡＣＣ的ｔｉｌｅ尺寸测试

访问主存ｇｌｄ／ｇｓｔ（ｇｌｏｂａｌ

ｌｏａｄ／ｓｔｏｒｅ）指令，或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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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ＤＭＡ方式批量访问主存。神威ＯｐｅｎＡＣＣ代码中的

威ＯｐｅｎＡＣＣ中尚未提供针对ＳＩＭＤ的支持，且自动

ｃｏｐｙ／ｃｏｐｙｉｎ／ｃｏｐｙｏｕｔ，ｓｗａｐ／ｓｗａｐｉｎ／ｓｗａｐｏｕｔ指导语句都

ＳＩＭＤ向量化一直以来是编译器的实现难点。所以本

是利用ＤＭＡ的批量访问实现的，而未指定的主存访

文采用在中间代码中手动添加ＳＩＭＤ

问则默认采用全局离散访问方式。１条ｇｌｄ指令的延迟

方法，不依赖编译器，手动向量化计算部分的代码。

约为１２７个周期，是１次访ＳＰＭ操作的３０倍，属于低效

本文针对函数ｃｈａｒｇｅ 中的部分计算进行了向量化

的访存操作。此外，当６４个从核同时发起ｇｌｄ／ｇｓｔ指令
时，这些全局访存指令将排队依次执行，从而大大
降低并行效率，造成更大的资源浪费。所以，冗余
的ｇｌｄ／ｇｓｔ指令需要尽可能避免。
“太湖之光”上提供的性能分析工具中的ｐｅｎｖ２＿
ｓｌａｖｅ＿ｇｌｄ＿ｃｏｕｎｔ接口可以收集中间代码里的ｇｌｄ／ｇｓｔ指
令数目，帮助用户发现冗余指令。该工具提供了一
系列的函数调用接口，可以帮助用户收集硬件相关
的统计数据，包括总指令数、ｌｏａｄ／ｓｔｏｒｅ指令数、ＴＬＢ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ｓ指令的

优化，实现示例如图８所示：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ｆｏｒ （＿ｌｄｍ＿ｉ ＝ ０； ＿ｌｄｍ＿ｉ ＜＝ ａｃｃ＿ｌｏｏｐ＿ｕｂ＿ｉ； ＿ｌｄｍ＿ｉ ＋＝ １） ｛
ｖｔｍｐ ＝ ｓｉｍｄ＿ｓｅｔ＿ｄｏｕｂｌｅｖ４（０，０，０，０）；
ｆｏｒ （＿ｌｄｍ＿ｊ ＝ ０； ＿ｌｄｍ＿ｊ ＜＝ ６３； ＿ｌｄｍ＿ｊ ＋＝ ４） ｛
ｓｉｍｄ＿ｌｏａｄ（ｖｄ，＆ｌｄｍ＿ｓｗａｐ＿ｍｙ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ｌｏｃａｌ０［＿ｌｄｍ＿ｉ］［＿ｌｄｍ＿ｊ］）；
ｖｔｍｐ ＝ ｓｉｍｄ＿ｖａｄｄｄ（ｖｄ，ｖｔｍｐ）；
＿ｌｄｍ＿ｄｅｎｌｏｃ＿ｓｕｍ＋＝＿ｌｄｍ＿ｓｗａｐ＿ｍｙ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ｌｏｃａｌ０
［＿ｌｄｍ＿ｉ］［＿ｌｄｍ＿ｊ］；
７ ｝
８ ｓｉｍｄ＿ｓｔｏｒｅ（ｖｔｍｐ，＆ｔｍｐ［０］）；
９ ＿ｌｄｍ＿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ｌｄｍ＿ｉ］ ＝ ｔｍｐ［０］ ＋ ｔｍｐ［１］ ＋ ｔｍｐ［２］ ＋ ｔｍｐ［３］；
１０ ｝

ｍｉｓｓ数等［１２］，使用代码如下所示：

图８ 函数ｃｈａｒｇｅ向量化优化代码

通过在中间代码中添加ＳＩＭＤ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ｓ指令，对

／／主核代码部分
ｐｅｎｖ２＿ｓｌａｖｅ＿ｇｌｄ＿ｉｎｉｔ（）；
…
／／从核函数调用
…
／／从核代码部分
ｐｅｎｖ２＿ｓｌａｖｅ＿ｇｌｄ＿ｃｏｕｎｔ（＆ｉｃ１）；
…
ｐｅｎｖ２＿ｓｌａｖｅ＿ｇｌｄ＿ｃｏｕｎｔ（＆ｉｃ２）；

比执行周期数，该部分代码实现了５．６倍的加速比。
结果证明该优化方法效果明显．但由于该代码段在
全局中所占的时间尚不足１％，所以对于整体的ＧＴＣ－
Ｐ性能并未产生影响。

５． 实验验证

在函数ｐｕｓｈ中发现的冗余ｇｌｄ／ｇｓｔ指令，主要分以

本节在“太湖之光”上针对第４节提出的优化方
法进行了实验验证。其中，手动添加ＳＩＭＤ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ｓ指

下２种情况：
１）直接访问保存在主存上的指针。对于这类

令的方法对整体性能影响不大所以未加入本实验。

情况的优化方法是，在ＳＰＭ上重新声明一个局存指
针，然后在代码段初始部分将指针地址赋值给局存
指针，使其后的指针操作都是直接访ＳＰＭ，而非通过

５．１ 性能对比分析
本文将运行在１个主核上的串行版本ＧＴＣ－Ｐ作为
测试基准，分别与消除原子操作、提升ＤＭＡ传输带

ｇｌｄ指令的全局离散访主存。
２）“太湖之光”编译环境中默认链接的数学库

宽、消除冗余ｇｌｄ／ｇｓｔ指令这３个优化方法在单核组的

需要进行离散访主存操作，而函数ｐｕｓｈ 需要使用ｓｉｎ，

从核上进行了性能对比，结果如图９所示。该测试的

ｃｏｓ， ｅｘｐ这３个数学库计算。本文调用了加载在ＳＰＭ上

问题规模为Ａ，即回环中有３ ２３５ ８９６个粒子。

的优化从核数学库 。该数学库完全在ＳＰＭ上实现，
［１３］

所以不会产生ｇｌｄ／ｇｓｔ指令，但会占用更多的ＳＰＭ空
间，需要提前规划好ＳＰＭ的使用。最新版本中双精
度的函数ｃｏｓ和ｓｉｎ各需要４ＫＢ空间，而函数ｅｘｐ

占用

９ＫＢ空间。
在对函数ｐｕｓｈ进行消除低效的访存操作后，对
比上一步的优化结果，进一步取得了６．７倍的加速

除了４．１节中提及的消除原子操作优化效果显著
外，本节的实验结果还验证了以下２点：
１）通过ｔｉｌｅ指导语句优化ＤＭＡ传输效率，对于
神威众核上访存密集型的应用，是有效且必要的。
该优化对比消除原子操作的版本，在函数ｃｈａｒｇｅ和
ｐｕｓｈ上分别实现了２．７及４倍的加速比，并使得ＧＴＣ－
Ｐ在从核上的整体性能要高于主核上的。
２）去除中间代码中冗余ｇｌｄ／ｇｓｔ指令可以有效优

比。

化应用性能。优化后的函数ｐｕｓｈ相比ｔｉｌｅ优化后的版
４．４ 手动添加ＳＩＭＤ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ｓ

本又实现了６．７倍的加速比。

正如２．１节中的理论峰值性能公式所示，２５６ｂ的

在单核组实验中，函数ｃｈａｒｇｅ和ｐｕｓｈ在从核上的

ＳＩＭＤ向量化（相当于４个双精度数）操作对于性能

最终版本对比主核版本分别实现了约１．６倍和８．６倍的

起了重要作用。若所有计算都仅使用６４ｂ的双精度

加速比，对于整个ＧＴＣ－Ｐ应用而言，实现了２．５倍的

标量计算，实际上即是损失了７５％的计算性能。神

加速比。

高性能计算技术

图１０中的横轴代表ＭＰＩ的线程数，１个ＭＰＩ线程控
制１块ＳＷ２６０１０芯片上的１个核组，即４个ＭＰＩ线程控
制整块芯片（即单节点）。实验的线程数从４一直扩
展到了１２８，即从１个节点扩展到了３２个节点。
伴随并行计算节点数的上升，函数ｐｕｓｈ的强可
扩展性表现要优于函数ｃｈａｒｇｅ的，执行时间基本呈理
想的线性递减趋势。而ＧＴＣ－Ｐ应用的整体强可扩展
性则未与理想的线性趋势相吻合。主要原因是由于
ＧＴＣ－Ｐ的整体执行时间由函数ｃｈａｒｇｅ主导（占８０％左
图９ ＧＴＣ－Ｐ性能对比

５．２ 强可扩展性分析
本文在利用ＯｐｅｎＡＣＣ实现的单核组版本
基 础 上 ， 结 合 Ｍ Ｐ Ｉ ［６］在 “ 太 湖 之 光 ” 上 测 试 了
ＯｐｅｎＡＣＣ＋ＭＰＩ版本，分析了强可扩展性。问题规模
较之前的性能对比，使用了输入Ｂ（１ ２３５ ６４４ ４１６个
粒子），步长仍为１００．其中，图１０（ａ）为输入规模
Ａ的结果，图１０（ｂ）为规模Ｂ的结果。

右），而ｃｈａｒｇｅ函数则受限于不规则访存导致的性能
瓶颈，尚需进一步优化。

６． 总结
本文利用ＯｐｅｎＡＣＣ在“太湖之光”上并行移
植了ＧＴＣ－Ｐ应用。在实现了完全基于指导语句的移
植版本后，我们发现神威ＯｐｅｎＡＣＣ编译器尚无法解
决由于原子操作开销大以及离散访存操作代价高所
导致的性能瓶颈。本文提出，不依赖于编译器，而
是基于中间代码进行二次开发，通过消除原子操
作和冗余ｇｌｄ／ｇｓｔ指令，在中间代码里手动添加ＳＩＭＤ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ｓ指令的优化方法，提升应用性能。实验结果
证明所提出的优化方法有效。
此外，本文还通过与ＯｐｅｎＡＣＣ２．０标准进行
对比，提出了利用ＯｐｅｎＡＣＣ移植应用到“太湖之
光”上需要注意的地方，总结为以下３点：
１）在ｄａｔａ指导语句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数组
索引与循环索引的关联性，尽可能使数组可以按索
引划分并传输至从核的ＳＰＭ中。若无法划分且所占空
间小于６４ＫＢ，则建议可利用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ｅｎｔｉｒｅ（ａｒｒａｙ））指导
语句将数组完整传输至ＳＰＭ。
２）ｓｗａｐ／ｓｗａｐｉｎ／ｓｗａｐｏｕｔ是神威ＯｐｅｎＡＣＣ中定制
的指导语句，可以帮助由于索引问题无法被神威
ＯｐｅｎＡＣＣ编译器自动识别传输的数组，转置后实现
正常传输，提升性能。
３）ｔｉｌｅ指导语句对于应用在“太湖之光”上的优
化效果显著，ＧＴＣ－Ｐ应用中部分函数通过该指导语句
优化实现了３￣４倍的加速比。
我们下一步将探索适应神威众核架构，尤其是
针对６４ＫＢ ＳＰＭ局存设计的新算法，并利用底层编程
方法对于ＧＴＣ－Ｐ进行深度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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