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6月公布的TOP500

世界前五台高性能计算机

Fugaku（富岳）
安装地点：RIKEN计算科学中心
Fujitsu制造
实测速度：148.6PFlops

Summit（山峰）
安装地点：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IBM制造
实测速度：148.6PFlops

Sierra（山脊）
安装地点：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
IBM制造
实测速度：94.6PFlops

神威·太湖之光
安装地点：中国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
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制造
实测速度：93.0PFlops

天河-2A
安装地点：中国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
国防科技大学制造
实测速度：61.4PFl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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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届全球超级计算机TOP500排名及分析
  张丹丹    刘莎莎

上海超级计算中心  上海  201203  ddzhang@ssc.net.cn

概述：
德国法兰克福当地时间6月22日~6月25日，首次

线上ISC 2020大会如期举行，吸引了来自94个国家

4,735个参会者的参与。会上公布了第55届全球超级

计算机TOP500排名，日本Fugaku的首次搭载ARM

处理器登上榜首；中国的装机量继续位列全球第

一，美国的装机系统总性能仍居第一位；本届系

统中仅有58台新系统上榜，为93年以来最低记录；

所有系统总性能从六个月前的1.65EFLOPS上升至

2.23EFLOPS，榜单门槛系统性能为1.24PFlOPS，相

比之前（1.14PFLOPS）仅有些许提高，性能发展如

图1所示。

 

图1  历年TOP500 性能发展情况图

TOP10系统情况介绍及分析
本届榜单中最大的亮点就是日本的Fugaku首次

搭载ARM芯片登上榜首，峰值性能高达513PFLOPS，

Linpack(HPL)实测性能为415.5PFLOPS，是排名第二

的系统Summit（148.6PFLOPS）的2.8倍，同时名列

HPCG、Graph500和HPC-AI榜首。Fugaku超级计算机

安装位于日本神户的RIKEN计算科学中心，替代刚下

线的K-Computer。该系统是由富士通与RIKEN合作

研发而成，采用富士通Tofu D互联，采用富士通48核

A64FX SoC芯片（ARM处理器）。Fugaku预计在2021

年升级至1EFLOPS（1000PFLOPS）。

图2  Fugaku 超级计算机

美国Summit和Sierra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名。

Summit安装于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为IBM Power系

统，为美国最快的系统。Summit拥有4,356个节点，

每个节点配置两个Power9 CPU（每个CPU 22个内核）

和6个NVIDIA Tesla V100 GPU。Sierra的体系架构与

Summit相似。

中 国 国 家 并 行 计 算 机 工 程 与 技 术 研 究 中 心

（NRCPC）研制的太湖之光和中国国防科技大学

（NUDT）研制的天河-2A分别位居第4和第5位，分

别安装在无锡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和广州国家超级计

算中心。

排名第6的HPC5系统和排名第7的Selene系统为

本届新上榜系统。HPC5为Dell PowerEdge系统，由

意大利公司Eni SpA安装，为欧洲速度最快，采用

Mellanox HDR Infiniband互联和NVIDIA Tesla V100为

加速部件，Linpack实测性能达到35.5PFLOPS,为最快

的商用超级计算机系统。Selene为NVIDIA内部安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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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IDIA DGX A100 SuperPOD，采用NVIDIA Ampere 

A100进行加速。

Frontera安装在美国德克萨斯高级计算中心，排

名第8位，采用的是Dell C6420系统，实测性能达到

23.5 PFLOPS。

排名第9的Marconi-100，为本届新上榜系统，是

意大利第二快超级计算机，采用IBM Power9处理器和

NVIDIA Volta V100进行加速。该系统安装在意大利

研究中心CINECA，实测Linpack性能为21.6PFLOPS。

排名第十的Piz Daint系统，制造商为Cray XC50

系统，安装在瑞士国家超级计算中心（CSCS），配

备了NVIDIA P100 GPU加速部件。

表1  TOP10 系统排名及配置信息

Rank Name Site/Country/Year Computer/Processor/Manufacturer
Rmax/Rpeak
(Petaflops)

Power
（KW）

Accelerator/
Co-Processor

1
Supercomputer 
Fugaku

RIKEN Center for 
Computational Science/
Japan/2020

Supercomputer Fugaku/ARM 
A64FX 48C 2.2GHz/Fujitsu

415.5/513.8 28.3 None

2 Summit ORNL/US/2018
IBM Power system AC922/IBM 
Power9 /IBM

148.6/200.8 10,096
NVIDIA Volta 

GV100

3 Sierra LLNL/US/2018
IBM Power System S922LC/IBM 
Power9 /IBM

94.6/125.7 7,438
NVIDIA Volta 

GV100

4
Sunway 
TaihuLight

National Supercomputing 
Center in WuXi/China/2016

Sunway MPP/Sunway SW26010 /
NRCPC

93.0/125.4 15,371 None

5 Tianhe-2A
National Supercomputing 
Center in Guangzhou/
China/2018

TH-IVB-FEP cluster Xeon E5/
NUDT

61.4/100.7 18,482 Matrix-2000

6 HPC5 Eni S.p.A/Italy/2020
PowerEdge C4140/ Xeon Gold 
6252 24C 2.1GHz/Dell EMC

35.5/51.7 2.25
NVIDIA Tesla 

V100

7 Selene
NVIDIA Corporation/
US/2020

DGX A100 SuperPOD/AMD 
EPYC 7742 64C 2.25GHz/
NVIDIA

27.6/34.6 1.34 NVIDIA A100

8 Frontera
Texas Advanced Computing 
Center/US/2019

Dell C6420/Intel  Xeon Platinum /
Dell

23.5/38.7 None

9 Marconi-100 CINECA/Italy/2020
IBM Power System AC922/IBM 
POWER9 16C 3GHz/IBM

21.6/29.4 1.48
NVIDIA Volta 

V100

10 Piz Daint

Swiss National 
Supercomputing 
Centre(CSCS)/
Switzerland/2017

Cray XC50/Intel Xeon E5/Cray 21.2/27.2 2.38
NVIDIA Tesla 

P100

榜单总体分析

基本特点分析

中国装机数量持续保持第一，美国系统总性能

仍居第一位，日本系统平均性能第一

本届榜单中，中国的上榜系统仍居第一位，为

226台系统，相比上届228台略有下降，其中有33台新

上榜系统，性能最高的排名第103位。美国装机系统

量为114台，排名第二，有7台新上榜系统，性能最

高排名为第7位的NVIDIA公司系统。中国和美国的总

系统份额达到了总量的53.8%。排名第三的为日本30

台，其次是法国18台，德国16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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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TOP500系统各国装机量及性能分布

美 国 装 机 总 性 能 依 旧 保 持 领 先 ， 达 到

644PFLOPS，其中TOP10的5台贡献性能294PFLOPS，

占约46%。日本系统的平均性能为18.193PFLOPS，排

名第一。

表2  装机量前5名的系统实测性能

Country
System 
Count

Rmax
（TFLOPS）

Aver. Of Rmax
（TFLOPS）

China 226 565,553 2502.45

United States 113 621,655 5501.37

Japan 29 527,607 18193.34

France 19 79,878 4204.11

Germany 16 68,713 4294.56

中国制造商在安装数量上仍居主导地位

TOP500中中国的制造商装机量仍保持第一位，

其中Lenovo(180台)、Sugon（68台）、Inspur（64

台），位列前三。美国制造商装机量排名其次，为

HPE(38台)、Cray/HPE（36台）。

图4  TOP500 中制造商安装的系统及系统性能分布

ARM处理器首登榜首，Intel处理器占绝对优势

x86仍然是主要的处理器体系结构，在500台

超算系统中有481台采用x86处理器。其中有469台

为 Intel、11台安装了AMD、1台安装了Hygon。ARM

处理器仅有4台出现在TOP500系统中，其中三台

采用了新的Fujitsu A64FX处理器，一台由Marvell的

ThunderX2处理器提供动力。

图5  TOP500系统中处理器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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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TOP500中加速/协处理器使用情况

Accelerator/CP Family Count System Share(%) Rmax [TFlop/s] Rpeak [TFlop/s]

NVIDIA Tesla Volta 100 20 306603.19 535792.08

NVIDIA Tesla Pascal 17 3.4 68580.54 106925.11

NVIDIA Tesla Kepler 8 1.6 3126.24 5610.48

NVIDIA Volta 6 1.2 292382 394177.44

Intel Xeon Phi 5 1 8639.45 12573.4

NVIDIA Fermi 2 0.4 3837 7685.3

AMD Vega 1 0.2 1661 181.3

Deep Computing Processor 1 0.2 4325 6134.17

Matrix-2000 1 0.2 61444.5 100678.66

MN-Core 1 0.2 1621.1 3922.33

PEZY-SC2 1 0.2 1303.22 1790.98

NVIDiA Ampere 1 0.2 27580 34568.6

NVIDIA Quadro 1 0.2 1730.59 2846.36

Mix 1 0.2 3126.24 5610.48

NVIDIA加速卡广泛使用

本届TOP500榜单中有146台（上届144台）采

用加速部件/协处理器技术，其中100台系统使用

NVIDIA Volta芯片，在TOP10中，有7台系统采用了加

速部件，6台为NVIDIA加速卡。

广泛采用高速互联网络

TOP10中7台系统采用了InfiniBand，500台系统

中有153台，美国的前3名系统、中国的第一名系统

及欧洲的前两名系统均采用InfiniBand 200G HDR。

榜单上将近四分之三（73%）的全新InfiniBand采用

了NVIDIA Mellanox HDR 200 InfiniBand,最新的智能高

速数据互联技术等到广泛使用。NVIDIA的InfiniBand

和以太网技术应用在305台系统中，占TOP500的

61%；而应用NVIDIA 25Gb及更快的以太网技术占居

了TOP500中63%的以太网互联的系统。

图6  TOP500 中采用的互联技术分布

应用推动超级计算系统发展

1）超级计算系统参与全球COVID-19抗疫

今年上半年Covid-19疫情在全球范围的蔓延，超

级计算系统助力疫情防控和药物研制:日本的Fugaku

系统原计划是2021年部署完成，因为疫情的关系系

统部分提前投入使用，用于研究Covid-19的实验研

究，包括诊断、治疗和病毒传播模拟；美国的summit

在确定了77种可以阻止COVID-19死亡的治疗方法；

中国研究人员利用超级计算机训练人工智能模型，

以区分COVID-19肺炎患者和非COVID-19肺炎患者的

CT扫描，提高了病患的筛查准确率及速率；欧盟加

大对COVID-19疫苗开发、治疗和诊断相关项目的支

持，疫情最为严重的意大利利用超级计算平台进行

病原体研究。

2）HPL-AI更全面衡量超级计算系统在人工智能

应用上的性能

如今大多数的人工智能（AI）模型都采用了混

合精度进行计算，为了能帮助研究人员提高计算效

率，并挖掘出现代超级计算机中尚未开发出的性能

潜力，Dongarra团队开发了HPL-AI基准测试，并从上

一届TOP500开始启用。排名第一的Fugaku系统使用

126,720个节点获得了1.45EFlops的算力，比第二名的

summit系统高0.55EFlops。

3）应用于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超级计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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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比领先

日本的MN-3超级计算系统配备低功耗的深度

学习用处理器MN-Core，获得本届Green500第一

名，能效比达到21.108GFlops/watts，实测峰值性能

为1.621PFlops，TOP500中排名第393位，相比上一

届的最高能效比16.98GFlops/watts有了明显提高。

能效比高的系统排名第二位的同样是用于深度学习

的NVIDIA Selene系统，采用DGX A100，能效比为

20.518GFlops/watt，排名TOP500第7位。排名第一的

Fugaku能效比为14.665GFlops/watt，排名Green500第9

位。上一届Fugaku原型机系统能效比排名第一。

小结
55届TOP500榜单最大的亮点就是基于ARM处理

器构建而成的Fugaku系统，证实了ARM处理器不仅

可用于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也可以用于高性能计

算（HPCG性能突出）。中国保持着系统装机量第一

名，美国则依旧保持其系统总性能第一位；中国的

制造商在全球超级计算系统上安装数量上居主导地

位；处理器架构依旧是x86的时代，Intel几乎独占芯

片市场；加速器/协处理器和高速互联网络更广泛使

用在超级计算系统中，NVIDIA成为最大赢家。全球

疫情推动着超级计算系统向新的应用方向发展，也

推动着超级计算机的发展，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成

为了更普遍的超级计算系统应用。虽然目前还没实

现双精度计算上的E级系统，但各国都在紧锣密鼓地

筹备中，相信今后的榜单会迎来比较大的改变。

参考文献：

TOP500, https://www.top500.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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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硬件仿真器实现系统级精准性能分析
  陈诚    吴磊

上海高性能集成电路设计中心  上海  201204

摘要：

随着集成电路设计的日趋复杂，实现精准的系统级性能分析越来越困难。传统的性能分析

方法只能得到最终的性能测试结果，难以精准定位RTL级设计中存在的性能瓶颈。本文介绍了

基于硬件仿真器，某处理器芯片系统级性能分析的实现方法.该性能分析环境能够实时记录关键

状态的变化轨迹数据，准确找出程序热点，以图表的形式对关键性能事件进行动态趋势分析，

精确定位设计中存在的性能瓶颈.该方法能够为性能优化提供指导性方向，并极大提高了系统级

性能分析的效率。

关键词：性能分析，程序热点，动态趋势分析，硬件仿真器

1. 引言
设计一款高性能SoC（System on Chip）芯片，需

要综合考虑性能、功耗、面积等多方面的因素，其

中性能决定了芯片的运算能力及工作效率，是SoC芯

片设计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衡量SoC芯片设计水平

的一个基本指标[1]。在SoC芯片设计过程中，开发快

速、灵活、有效的性能分析技术，可以帮助设计者

定位设计中的性能瓶颈，进而指导SoC芯片的设计及

优化，对提高SoC芯片性能、缩短研发周期有着极其

重要的意义。

SoC芯片的性能测试一般通过一组基准性能测试

程序的执行时间来衡量，但是随着RTL级设计和系统

软件规模、复杂度的不断提高，在硬件仿真加速器

上对SoC芯片进行系统级精准性能分析变得越来越困

难，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通常基准性能测试程序都有核心段程序，核心

段程序的运行时间占了总时间的70%以上，如何在硬

件仿真器上准确定位出这些程序热点，针对热点程

序段的行为特征，进行软硬件优化，从而缩短核心

段程序的运行时间，是一个丞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使用传统测试方法，只能使用基准性能测试

程序的执行时间来评估目标设计的性能分数，一旦

性能测试分数低，面对动辄数百亿条指令的测试过

程，如何准确了解测试程序运行过程中性能指标的

动态变化情况是一个技术难题，如果没有高效的调

试手段，无异于大海捞针；

影响基准性能测试程序测试结果的因素很多，

可能是转移预测、硬件资源冲突、Cache命中率等

等，如何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是一个巨

大的挑战。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在硬件仿真器的基

础上，开发了一套处理器系统级性能分析环境，运

行过程中能够实时记录关键性能事件的变化轨迹数

据，准确找出程序热点，以图表的形式对关键性能

事件进行动态趋势分析，可以快速精确的定位出设

计中存在的性能瓶颈，并为性能优化提供指导性方

向，极大提高了系统级性能分析的效率。

2. 目标处理器和测试程序简介
当前SoC芯片结构日趋复杂，性能分析成本也

逐渐增大。待验证的目标芯片是一款SoC芯片，该

处理器为64位RISC结构，采用了可伸缩多核结构和

片上系统技术，包含多个对称64位通用核心、核组

互连、片上网络接口和DDR3存储控制器等功能模

块。每个通用核心采用多发射超标量超流水结构，

由指令部件、整数/浮点运算部件、Cache管理部件和

Cache阵列等部分组成。

在微结构上，设计者面临许多选择，如流水线

站台划分、转移预测机制、存储器层次化设计、各

种缓冲深度的设置等[2]。设计者不仅要考虑每个部

分的微结构，还需要考虑各部分之间的影响，以及

微结构设计和工作负载之间的配合，以期使用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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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价获得最优的性能。在这个过程中，快速、灵

活、有效的性能分析方法和完善的性能分析环境能

够帮助设计者，在测试程序运行过程中监测目标系

统行为，定位设计中存在的性能瓶颈，指导SoC芯片

微结构设计及优化，从而提高SoC芯片整体性能，缩

短芯片研发周期。

3. 技术方案和实现方法

3.1 仿真环境的总体结构

为了在硬件仿真器上实现SoC芯片的系统级仿

真验证，建立的仿真环境总体结构如图1所示，将

SoC芯片的RTL级代码和可综合的TestBench通过综

合编译，放在硬件仿真器上运行[3][4]，仿真需要使用

的系统软件，包括Srom测试程序、固件程序、操作

系统和基准性能测试程序，这些系统软件在工作站

上加载到指令集参考模型中运行，生成内存镜像文

件，启动硬件仿真器运行后，从工作站上将这些镜

像文件加载到DDR3内存中，就能够在SoC芯片引导

操作系统，进行基准性能测试，测试结束后，通过

TestBench将保存在DDR3内存中的测试结果读取出

来，保存到工作站的测试日志文件，用户就可以得

到基准性能测试结果和测试时间等信息。

工作站

SoC芯片

DDR3
内存

可综合的 
TestBench

硬件仿真器

测试
日志文件

Srom测试程序

固件程序

操作系统

基准性能
测试程序

系统软件

加载
镜像文件

读取
测试结果

指令集
参考模型

内存
镜像文件

图1  系统级仿真环境总体结构图

3.2 传统的性能测试方法

现代SoC芯片通常都实现了事件计数功能，但记

录的只是单纯的某段时间内的静态最终结果，并且

由于资源的限制，每次只能选取有限的几个事件进

行计数，需要通过多次运行才能获得更多的性能事

件计数[5]，这种传统方式不但耗费时间，而且更多反

映的是宏观层次上的问题，对于测试过程中更多的

微结构对性能的动态影响则无法全面反映（如流水

线空满的节拍数，某站台被阻塞的节拍数）。比如

说转移预测失败率计数，使用传统方式只能知道最

终平均转移预测失败率，但是测试过程中具体哪一

段转移预测失败率高，哪一段转移预测失败率低，

这些动态变化的情况无法知晓。

在上述硬件仿真环境上进行基准性能测试时，

传统的性能测试方法是在运行基准性能测试程序

时，记录程序的运行节拍数，再根据仿真时钟配置

折算成运行时间，从而得到基准性能测试分数。这

种传统方法能够得到准确的性能测试结果，但是一

旦性能测试分数低，只能依靠有限的几个性能事件

计数来推测可能存在的性能问题。

是否找到
性能瓶
颈？

修改优化
设计或测
试程序

根据性能
事件捕获
波形分析

所选的性
能事件是
否有用？

得分是否
达到预
期？

重新挑选
性能事件
计数

运行仿真
数小时

读取性能
测试结果

结束
Y

N

Y

N

Y N

图2  传统性能分析方式的迭代流程图

随着SoC芯片设计和系统软件的规模、复杂度的

不断增加，要精准的定位出性能瓶颈变得越来越困

难，如图2所示，往往需要经过多次长时间的尝试和

迭代，定位一道基准性能测试得分低的原因往往需

要1~2月的时间。面对海量的运行指令数，使用这种

传统的性能测试方式来定位性能瓶颈无异于大海捞

针，效率非常低下。

3.3 基于动态数据统计的性能分析环境

2.3.1 结构和组成

针对以上传统性能分析方式所面临的困难，我

们在原来图1的仿真环境的基础上，开发了一种基于

关键事件动态捕获的系统级性能分析环境，该环境

总体结构如图3所示。

该调试环境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如下几个部

分：

（1）可综合的关键事件监测模块：该模块使用

可综合的Verilog语言描述，运行在硬件仿真器上，用

于在运行过程中实时监测SoC芯片设计中可以反映处

理器性能的内部关键事件信息，通过统计相关信号

在一段时间内的行为信息，能够获得处理器在运行

基准性能测试程序过程中全面的性能数据，并将其

写入存储缓冲中，存储缓冲采用乒乓操作，当一个

缓冲写满时，将数据导出到前端工作站，同时切换

使用另一个缓冲来记录数据；

（2）性能事件动态数据：这些数据来自于硬件

仿真器上的关键事件监测模块，保存在工作站上。

监测模块每隔一定周期数（支持可调节，缺省为1

万拍）进行一次采样，每次采样统计该段时间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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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站

SoC芯片

DDR3
内存

可综合的 
TestBench

硬件仿真器

测试
日志文件

Srom测试程序

固件程序

操作系统

基准性能
测试程序

系统软件

加载
镜像文件

读取
测试结果

指令集
参考模型

内存
镜像文件

数据缓冲0

数据缓冲1

关
键
事
件
采
集
模
块

兵乓
缓冲
控制
模块

兵乓数据缓冲

关键事件监测模块

各种性能事件
动态数据

性能事件0

性能事件1

性能事件N

……

数据
处理程序

变化
趋势图

数据表格

图3  性能分析环境总体结构图

关事件发生次数的累计情况，目前统计了设计

内部大约近百种性能事件的动态情况，包括反映课

题运行期间性能变化情况的IPC、Cache Miss率、转移

预测失败率、各种资源冲突次数和各种队列空闲条

目数等。

（3）数据处理程序：使用perl语言编写的数据

处理脚本，运行在工作站上，用于对关键事件的数

据进行后处理，转换成直观的数据表格和变化趋势

图供用户进行分析。

基于上述性能分析环境，可以实现以下功能：

分析程序行为特点；

通过IPC动态趋势图直观反映性能变化情况；

多种关键事件统计数据，全部反映微结构对性

能的影响；

各种缓冲和硬件资源的使用情况统计信息，既

避免由于资源冲突造成性能瓶颈，也防止过设计带

来面积和功耗浪费。

3.3.2、分析程序行为特点

基于上述性能分析环境，可以统计基准性能测

试程序的指令数、各种指令类型、用户和系统耗时

比例、用户和系统之间的切换次数和核心段指令序

列等信息，便于分析程序行为特点，有针对性的进

行性能优化。

（1）统计各个测试程序的运行时间

为了能在硬件仿真器上运行基准性能测试程

序，通常需要缩减测试程序规模，如图4所示，是24

道测试程序的运行时间统计数据图，蓝色部分指示

操作系统引导时间，红色部分指示用户测试时间，

由图可知各题测试时操作系统的引导时间一般需要

20~50分钟，各个课题总的运行时间差别较大，最快

的只要50分钟，最慢的需要6.5小时。

有了这些运行时间的信息，可以便于测试者合

理安排机时，根据运行时间长短分成多个测试包，

运行时间短的合并到一个测试包里，运行时间长的

单独一个测试包，这样将这些测试包分配到多个仿

真环境上并行测试，可以有效缩短测试时间。

图4  测试程序运行时间统计图

（2）统计各种指令类型比例

对各种类型的指令在测试程序中所占比例进行

统计，有助于了解测试程序的宏观特点，如图5所

示，对测试程序中的指令类型进行了分类统计，整

数、浮点、访存读、访存写、预取、转移等不同类

型的指令所占比例一目了然。

图5  测试程序中不同类型指令所占比例统计图

（3）统计不同模式下的运行时间和模式间切换

次数

通常SoC芯片支持多种运行模式，运行基准性能

测试程序时，为了获得尽可能高的性能，应该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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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保持在用户模式下运行，减少模式间的切换。

如图6所示，在各个测试程序运行过程中，用户

模式和其他模式运行时间比例统计图，图7是不同模

式之间切换次数比例统计图。

图6  不同模式运行时间比例统计图

图7  不同模式间切换次数比例统计图

（4）核心段指令序列统计

通常在基准性能测试程序中，核心段的指令

序列的执行时间占整个测试程序执行时间的70%以

上，提高核心段指令序列的性能对提高整个测试程

序性能的意义重大，因此有必要识别出核心段指令

序列，分析该指令序列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加以优

化，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为核心段指令序列，势必会被反复执行，因

此在监测模块中对各个循环执行的次数进行统计，

一般排名靠前的循环就是程序热点。由下图可见，

排名前五的循环的执行次数占总数的80%以上。

120007ea0:  mov     $12,a1 -----------------> No.1 cnt=8,353,513
120007ea4:  ldbu    a2,8($11)
120007ea8:  addl    $12,0x1,$12
……
120007f38:  cmpeq   $13,0x10,a2
120007f3c:  srl     $9,a3,$9
120007f40:  subl    $10,a3,$10
120007f44:  bne     a2,0x120007ea0 ---------> No.1 cnt=8,302,066

图8  核心段指令序列统计图

3.3.3、 IPC动态趋势图

IPC（Instruction per cycle）是每拍退出的指令

数，是处理器性能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传统的性

能分析方法，只能得到一个运行过程中平均IPC值，

一旦IPC低，无法知道哪一段程序执行效率低，很难

对指令序列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优化。

基于上述性能分析环境，可以统计运行过程中

IPC的动态变化情况，测试程序运行过程中各个时间

段程序的执行效率一目了然。图9是性能分析环境绘

制的164.gzip课题的动态IPC统计图，前一小段IPC比

较低，是程序初始化和数据准备阶段，后面一段是

程序核心段，IPC有大幅提高，并且能看出程序有5

段明显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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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动态IPC统计图

3.3.4、多种关键事件统计数据

性能分析环境可以对多种关键事件进行数据统

计，使用这些关键事件的数据统计图和IPC统计图对

比，可以分析影响IPC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还可

以通过对比优化前后，同一种关键事件的数据统计

图，来量化优化前后的效果。

图10  优化前的数据Cache端口冲突次数统计图

图11  优化后的数据Cache端口冲突次数统计图

比如图10，是数据Cache端口冲突次数统计图，

图中有5个高峰，后三个高峰在统计时间段内数据

Cache端口冲突次数达到1600次，数据Cache直接会影

响到访存性能，根据图10的统计信息，针对波峰捕

获波形进行深入优化后，重新进行统计，如图11所

各个循环的执行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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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数据Cache端口冲突次数有了明显改善，后三个

波峰的冲突次数减到了250次左右。

3.3.5、硬件资源使用率统计数据

性能分析环境还支持对各种缓冲和硬件资源的

使用情况统计信息，既避免由于资源冲突造成性能

瓶颈，也防止过设计带来面积和功耗浪费。

在访存通路上，目标芯片中设有两个缓冲，分

别是用于缓冲访存读请求的LQ条目和用于缓冲访存

写请求的SQ条目，图12和图13是164.gzip课题运行

过程中LQ、SQ两个缓冲条目使用情况的动态统计

图。LQ条目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没有采样到满的情

况，最多使用了80%左右，而SQ出现过满的情况，

并且有5个明显的波段，再对比图9课题164.gzip的IPC

动态统计图，正好和IPC的5段循环相对应。

图12  LQ条目使用情况动态统计图

图13  SQ条目使用情况动态统计图

传统的性能分析方法，一般流程如图2所示，由

于只有最终性能事件计数作为分析依据，很难精准

的定位性能瓶颈，往往经过多次迭代也未必能解决

性能问题。

基于上述在硬件仿真器上开发的性能分析环

境，进行系统级性能分析时，首先通过关键事件监

测模块，捕获各种关键事件，通过数据处理程序转

换成直观的图表供用户分析，通过这些数据图表用

户对测试程序的运行情况和影响性能的各种因素一

目了然，再有的放矢的捕获波形进行分析，极大

提高定位性能瓶颈的效率，优化修改后再次测试对

比，使用动态统计数据进行定量分析。

……

N次迭代

传统方法

性能分析环境
的新方法

有的放矢的捕
获波形分析

优化修改后再
次测试对比

图14  使用效果对比图

4. 结论
处理器微体系结构日益复杂，性能分析成为处

理器研制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硬件仿真器实现系统级精准性能分析的方法，通过

二次开发后，在原有基础软硬件的基础上，可以为

系统级性能分析提供强大的动态统计数据功能，协

助设计者分析性能测试程序行为特点、统计关键性

能事件的动态趋势图、统计硬件资源使用率，从而

加速定位性能瓶颈，为缩短芯片研制周期提供重要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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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连续自校验的处理器异常验证框架
  李岱峰    谭坚

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  无锡  214083  tanjian131@163.com

摘要：

异常测试作为处理器功能测试的组成部分，在处理器测试验证过程中不容忽视。当异常发

生时用户课题退出的特性，导致用户在系统层对处理器异常进行验证的过程中，存在不能完全

自动化管理测试激励运行且测试结果校验需要手动干预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本文出了一

种解决处理器异常测试自动化管理困难的方法。我们还研究了异构处理器系统的异常处理机制

的特点，基于此方法，提出了一种适合在异构系统上进行异常连续捕获及结果自校验的异常验

证框架。

关键词：处理器异常测试，异常连续捕获，结果自校验，异构处理器

1. 引言
随着处理器功能的不断完善，频率的不断提

高，工艺的频繁更新换代，体系结构的日趋复杂，

芯片集成规模日趋增长，验证测试技术在芯片设计

和实现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芯片研制对测试的要

求也越来越高。在多核、众核甚至异构等体系结构

逐渐被各个处理器生产厂商与研究单位广泛使用的

情况下，如何在测试验证阶段尽快发现错误与缺陷

是处理器功能测试的主要考虑的问题之一。为尽可

能快速、全面地发现错误与缺陷，需要测试人员尽

可能高地提升测试的覆盖面、增加测试的强度。异

常处理机制实现的正确性，作为处理器测试与验证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这里主要讨论的测试内容。

处理器异常测试与一般的处理器功能测试有

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处理器发生异常时，往往

会终止测试程序的运行，测试结果的校验需要人

工参与确认。测试人员对处理器异常处理机制进行

测试时，通常采取的办法是对处理器内部可能发生

的异常进行遍历测试。但处理器指令的数量往往较

大，例如AMD64位处理器仅通用指令就有185条[1]，

IntelX86-64位处理器的指令超过500条[2]。每条指令

可能出现的异常种类不一而同，其组合后测试量巨

大。处理器异常测试在正常情况下，无法自动连续

运行并进行结果自校验；大量的测试激励以及测试

得到的庞大的测试数据，需要采用手工方式进行测

试与校验，这将消耗测试人员大量的精力及时间。

这种方式不仅效率低下，过多的手动干预还可能引

入新的错误。

本文首先通过介绍处理器信号处理机制的相关

技术，借鉴有关异常、中断验证技术特征，提出了

一种处理器异常测试自动化管理的框架，以期解决

处理器异常测试中的自动化运行与管理等难题。作

者还通过对异构处理器系统的编程模型进行研究，

提出了适合在异构系统上实现与运行的处理器异常

自动验证框架。

2. 处理器异常的有关内容
测试人员在用户层对处理器异常测试验证的工

作是基于信号机制展开的。信号机制是操作系统内

部为处理器异常与中断、进程间通信而专门定制的

处理机制[3][4]。该机制自成体系，对信号的产生、传

送、处理进行有效管理，为进程间通信以及进程中

断与切换提供了技术基础。

2.1 信号处理机制

Linux为支持信号的处理，引入了signal机制。引

入信号目的有两个：其一是通知目标进程有特殊事

件发生；其二是目标进程捕获到信号后，根据系统

预设的处理方式采取相应处理机制。

在Linux操作系统中，有五种产生信号的方式，

其中的一种方式是处理器内部发生异常：当处理器

在执行指令过程中检测到异常时，将通知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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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核进程，然后由内核通知当前进程有异常发生。

例如，处理器执行在执行除法指令时如果发现除数

为零将产生SIGFPE信号；执行访存指令时如果检测

到取指令的源地址或者存指令的目标地址为该进程

不可访问的地址将产生SIGSEGV信号等。

当进程接收到信号时，可以采取三种方式对信

号进行处理：（1）忽略；（2）系统默认方式；（3

）调用指定的信号处理函数，该方式是由用户显式

地指明希望捕获的信号类型，并且指明其处理函数。

处理器内部的指令发生异常，进而产生信号，

然后系统对该信号进行捕获并处理，是系统级用户

对异常机制正确性常用的技术手段。

2.2 异构系统异常处理

异构处理器系统通常采用的是主从异构模式[5-7],

以MIC为例，其主处理器采用的就是通常是通用处理

器，协处理器作为计算核心通常情况下运行精简的

操作系统[8]。异构系统通常采用多线程编程模型，计

算核心的检测到异常时，将以信号形式通知主处理

器进行处理，此时计算核心将终止运行。因此在通

用处理器上的异常测试方法并不适用于处理计算心

产生的异常。本文我们针对计算核心异常处理机制

的不同，研究适合异构处理器的异常测试方法与技

术。

2.3 相关研究工作

目前在国际上和国内，关于信号处理机制和处

理器异常与中断的研究已开展了很多年，信号机制

的引入有超过30年的历史，信号机制的实现本身变

化并不大。中断与异常在操作系统中的产生与处理

过程上非常相似，都是基于信号机制进行处理器。

很多技术研究与应用技术都是基于中断的，我们可

以借鉴中断测试与验证有关的技术实现，为我们异

常测试自动化提供参考。

台湾国立中山大学的Fu-Ching Yang等人开发的

自动检验中断的系统——PEVT[9]，该系统基于指令

流水线，在指令流水过程中发送外部中断信号模拟

处理器外部中断行为并进行监测与校验。系统集成

了处理器模拟、中断行为模拟、中断行为监测与结

果自校验等模块，能够模拟并验证单个中断、多个

中断、内嵌中断等。该系统要求用户对系统行为进

行建模，使用者需要具备一定的处理器设计基础。

美国尤他大学的John Regehr[10]等人通过比较线程

与中断在阻塞、抢占与调度、并发控制、可重入、

调用模式、调用延时等方面的异同，提出了一种将

中断驱动程序转换成语义等价线程的源到源转换方

法，然后采用线程验证工具对转换之后的线程进行

验证，达到最终验证中断的目的。

图1  PEVT系统组成与运行原理示意图

此外，Intel处理器中断向量的32-255号异常或中

断是专门为用户编程预留的，中断技术已得到广泛

应用。Linux操作系统的浮点软件模拟也是借助中断

实现的，当CPU执行一条浮点指令时引发“设备不存

在”异常，这对应了中断向量的第7号中断；此后，

系统进入内核态，调用软件模拟函数接口，计算得

到该指令的结果，最后返回到用户程序并继续运行。

Linux的浮点软件模拟以及用户软中断等均不会

终止用户程序的执行，系统在完成相关处理之后均

能够返回到用户程序继续运行。

在面向对象语言，例如C++、JAVA等，均提供

了异常捕获机制，如果用户将try-catch作用于可能发

生异常的程序段，也能够避免程序发生异常即退出

运行的现象。

测试人员在运行处理器异常测试激励时，如果

激励运行过程中发生异常，那么系统将按照指定的

异常处理接口进行处理；之后，系统将终止测试激

励的运行，导致测试人员无法连续自动运行多个测

试激励。这个现象也导致测试人员无法自动地判断

结果的正确性。借鉴上述技术，我们寻求一种在用

户层对异常测试进行自动化连续运行并实现结果自

校验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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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连续捕获处理器异常的自动验证框架的技

术
为全面自动测试与验证处理器异常，我们提出

了一种在用户层实现的、能够连续捕获处理器异常

的自动验证框架，该框架旨在连续捕获多个测试激

励在运行过程中报出的多个异常，用于制造指定异

常并验证处理器异常处理机制正确性，达到对验证

处理器异常处理功能正确性进行较为高效的测试。

3.1 子进程创建与管理机制

为解决处理器异常测试程序运行即退出程序执

行的问题，我们借用了Linux的子进程创建与管理机

制。Linux提供了三种创建子进程的系统调用，即

fork、vfork以及clone。

其中fork 创造的子进程复制了父进程的资源，父

子进程使用同一代码段，子进程通过著名的copy_on_

write技术复制父进程的数据段和堆栈段。子进程的

运行独立于父进程；子进程在修改了父进程的变量

时，会通过copy_on_write技术为被修改的页面建立一

个新的副本。该机制中父子进程需要专门的通信机

制。

vfork创建的子进程完全运行在父进程的地址空

间上，子进程对数据的任何修改都对父进程可见。

子进程被创建后，父进程将会被阻塞，直到子进程

执行exec()或exit()，通过vfork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开

销。因此，在我们选择采用vfork机制，实现处理器

异常测试中子进程的创建和管理工作。

而clone机制功能强大，创建的进程要比前面两

种方式要复杂，不仅可以创建父子进程、甚至可以

创建兄弟进程。

3.2 异常连续捕获技术

为解决用户程序发生异常即退出的问题，我们

采用父进程创建子进程的机制，在子进程中运行异

常测试激励：如果子进程运行过程中发生异常，仅

仅会终止子进程的运行，父进程继续运行，利用这

个特点，我们可以实现异常测试连续自动运行的效

果。在此思想的基础之上，我们提出了一种连续捕

获处理器多个异常的技术，其主要实现思想如图2所

示。

具体实现参见算法1。

在该技术中，我们利用vfork机制创建子进程，

并在子进程中运行异常测试激励。如果子进程发生

异常，则进入异常处理函数流程，结束之后终止子

进程运行，返回到父进程也就是管理程序。如果没

有发生异常，则子进程在正常运行测试激励完毕之

后，显示运行exit()，返回到父进程。应用该技术，

我们达到了连续运行与管理异常测试激励的目的。

step1：首先对异常测试激励以函数形式进行组织；

step2：选择尚未运行的测试激励：如果有，并跳转到

step3；如果没有，则跳转至step6。

step3：调用vfork()函数创建子进程，并子进程调用测

试激励；

step4：运行测试激励：如果发生异常，进入异常处理

函数进行处理，结束后退出子进程；如果没有，测试激励

运行完成后，显示调用exit()，退出子进程。

step5：回到父进程，循环跳转至step3继续运行；

step6：退出循环，退出。

算法1  异常连续捕获技术过程描述

图2  连续捕获处理器异常测试框架

3.3 处理器异常测试自校验技术

实现了测试激励的连续自动运行，我们还需要

解决异常测试结果的自校验问题，以达到对异常测

试实现自动化管理的目的。为此，我们提出了处理

器异常测试校验技术。

为支持处理器异常测试结果自校验，我们首先

需要建立异常测试激励与异常校验值的对应关系。

在实现的时候，预设了异常校验变量与结果变量，

并且预设了枚举变量，该枚举变量可能的是如下_

CHKDEFT、_RSTDEFT、_SIGILL、FPE_INV、FPE_

D Z E 、 F P E _ O V F 、 F P E _ U N F 、 F P E _ I O V 、 _

SIGSYS、_SIGSEGV、_SIGBUS、_SIGOTHER。如果

测试激励适用于制造非法指令的，那么编写异常测

试激励过程中，在异常可能发生的指令之前，我们

将异常类校验变量设定为_SIGILL；如果，激励用于

制造浮点的除数为零，那么我们将异常类校验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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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为FPE_DZE。

同时，为自动得到异常发生的结果，我们需

要对可能涉及的异常对应的信号处理函数进行重

写，在自定义的异常处理函数中，将异常结果变量

设置成为异常发生时相对应的校验变量值。例如，

在非法指令异常处理函数中，将异常结果变量设置

为_SIGILL；在段违例异常处理函数中，将其设置

为_SIGSEGV。

需要指出的是，为达到结果自校验的效果，这

里采用全局变量形式的定义异常结果变量和异常校

验变量；这样可以父进程以及运行异常测试激励的

子进程读写共享变量，实现异常校验的预设以及异

常测试结果登记的功能，这也是我们采用vfork机制

的原因。

最后，管理程序对异常结果变量与异常校验变

量进行比较，检验结果是否一致。如果一致，表明

异常测试激励与预期一致，否则，反馈给用户测试

不一致的相关信息。

处理器异常测试自校验技术，其主要实现如算

法2所示。

step1：建立异常测试与异常校验的对应关系；

step2：在异常测试激励中预设异常校验变量；

step3：在管理程序中重写需要捕获异常信号的处理函

数，并在这些函数中设定异常结果变量的值，该值与异常

类型相对应；

step4：子进程运行测试激励：当异常发生时，系统调

用step3中的处理函数进行信号处理；没有异常，则设置异

常结果变量为未发生异常的类型值。

step5：管理程序对异常结果变量与异常校验变量进行

比较；

step6：如果结果比较一致，打印异常测试正确；否则

打印异常测试出错。

算法2  处理器异常测试校验技术算法示意

3.4 处理器异常测试连续验证框架

图3  连续捕获处理器异常并进行自动化验证的框架

结合异常连续捕获技术以及处理器异常测试自

校验技术，我们提出了一种连续捕获处理器异常并

进行自动化验证的框架。该框架的运行原理如图3所

示。

我们将管理程序编制成具有自校验功能的普通

程序，在该程序框架内将异常测试激励以函数形式

进行组织，采用异常连续捕获技术实现将异常测试

激励集合在处理器上进行批量、自动化测试与结果

校验。

该框架实现是在用户层上开展的，涉及到的信

号机制以及父子进程管理机制均为通用的技术，通

过C语言等高级语言就能方便地实现；该模型无需操

作系统和编译器做额外的修改，采用现有函数接口

和技术就能实现，是实现处理器异常自动化测试的

一种可行方式。

3.5 异常自动验证框架在异构系统中的应用

异构处理器系统采用的多线程编程模型中，对

主处理器的异常捕获以及处理流程遵循的就是POSIX

的signal机制，其流程与通用处理器一致。为支持计

算核心的异常捕获，计算核心的线程在运行过程中

发生异常时将会向主处理器发送信号，交由主处理

器进行后续处理[11-12]。为支持异常的捕获与处理，异

构系统内部重新定义了协处理器的异常类型，并且

提供了一套新的异常处理接口对计算核心异常进行

相应的处理。

针对异构处理器系统中，计算核心检测到的异

常由主处理器进行处理的特点，我们在通用处理器

异常连续自动捕获技术的基础上，通过主处理器创

建线程并加载到计算核心，在计算核心上运行异常

测试激励。激励首先设置异常校验结果的值，当异

常发生后，交由主处理器进行结果自校验，达到计

算核心的异常测试自动化与校验自校验的目的，具

体实现流程如图4所示。

图4  异构系统协处理器异常自动化测试框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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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实验与分析

针 对 前 一 节 提 出 了 处 理 器 异 常 连 续 验 证 框

架，我们分别在X86处理器、异构自主众核处理器

DFMC（deeply fused and heterogeneous many-core）原

型系统[6]上进行了实践。实验过程中，我们发现除了

在编程模型上存在差异外，异常处理流程以及异常

自动捕获、自动校验均没有本质区别。但相比用户

程序发生处理器异常并退出执行的方式，我们的框

架具备了自动化、批量运行、结果自校验的特点，

这将大大减轻了系统测试人员的工作量，避免人工

分析造成的人为偏差，提高了测试的效率。

4. 结束语
本文针对处理器异常测试存在自动化运行管

理困难以及结果校验需要手工干预的现实问题，参

考相关技术的验证策略，提出了一种能够连续捕获

多个处理器异常并对测试结果进行自校验的验证框

架。该框架可以在用户层采用高级语言进行实现，

具有可操作性强、实用、可移植性好的特点。此外

我们还针对异构处理器系统的异常处理流程，将该

验证框架在异构系统进行了移植与实践。后续我们

将在异常测试激励集合的全面性以及验证框架的效

率、性能等方面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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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型和库的处理器伪随机激励生成器
设计与实现
  巨鹏锦    张晓冬    李辉

上海高性能集成电路设计中心  上海  201204

摘要：

面对处理器巨大的验证空间，伪随机激励生成器成为处理器研发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处

理器设计改变尤其是架构和指令集的变化会导致之前的处理器测试集合部分甚至是全部失效，

验证维护成本巨大。本文提出一种层次化的、基于模型和库的处理器伪随机激励生成器实现方

法，针对处理器设计的特点，基于指令树建模、多维访存地址建模和处理器专家库建模等关键

技术重点解决处理器研发中测试集合如何高效重用的难题。实际应用表明，该方法能够很好地

适应处理器设计变化，增强处理器激励生成器的易用性和重用性，测试集合移植重用率可以达

到95%以上，显著缩短处理器更新换代时的验证周期。

关键词：模拟验证，处理器功能验证，伪随机测试，激励生成器

1. 引言
随着集成电路技术的飞速发展，高性能处理

器设计的复杂度和规模不断增大，同时激烈的行业

竞争也促使高性能处理器厂家努力缩短产品研发周

期，加快产品更新速度。近些年来，在国家大力发

展自主可控信息产业的战略下，国产高性能处理器

研发取得长足的发展，产业化应用不断深入。在国

产高性能处理器设计技术不断缩小与国外差距的同

时，作为研发平台支撑的国产处理器验证技术必须

适应处理器研发需要，不断提升处理器验证的核心

技术能力。

当今高性能处理器的验证通常综合采用模拟验

证[1,2]、硬件仿真加速验证[3,4]、FPGA原型验证[5]、形

式验证[4,6]等方法。从各种验证方法发现的设计错误

统计来看，模拟验证仍然是主要验证手段，发现错

误的比例占总数的九成左右，而处理器模拟验证的

最大难点在于如何能够快速编写和生成大量高质量

的测试激励。目前业界主要采用伪随机激励生成器

来生成高质量的验证程序。Stress Test[7]由基于马尔可

夫模型的生成器和活动监测器组成，生成器和监测

器构成闭环生成模型，生成器利用用户提供的模板

和监测器反馈的信息生成验证程序；Genesys-Pro[8-10]

通过编写测试模板、单指令建模、处理器结构建

模，使用约束求解（Constraint Satisfaction Problem，

CSP）来生成测试激励；文献[15]提出一种基于分

层思想的受限随机激励产生方法，通过测试层、场

景层、功能层和指令层的多层约束，实现随机激励

生成。以上激励生成器的设计方法主要是针对如何

高效生成伪随机测试激励、加快覆盖率收敛速度方

面的研究，但是面对当今处理器不断发展的架构设

计，如多核、多线程、众核等等，处理器伪随机激

励生成器设计不仅需要考虑如何高效生成高覆盖率

的测试激励，而且需要考虑当处理器架构变化时，

如何能够利用已有的测试激励集合重构新架构处理

器的测试激励集合，从而最大限度重用已有的测试

库，以高起点开始新架构处理器的验证工作，只有

这样才能满足越来越短的处理器产品研发周期要求。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模型和库的伪随机激励生成

器实现方法，该方法能够较好的解决处理器设计变

化对已有测试激励集合的影响，可以避免因设计变

化而导致激励生成器生成的测试激励失效问题。本

文设计实现的激励生成器不但能够适应处理器关键

微结构的变化，还可以适应处理器指令集和地址空

间的变化，而且在多核Cache一致性测试方面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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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多核处理器核心数量的改变。

2. 需求分析
建立一个高效的处理器伪随机激励生成器，需

要充分考虑处理器功能验证中的需求，包括：（1）

指令流测试，用户能够选择指令集合进行测试激励

生成；（2）异常控制，用户可以控制测试激励中每

种异常发生的频度；（3）资源共享，用户可以控制

指令序列对CPU资源的共享情况，如寄存器、访存

地址等等；（4）循环，用户可以定义各种类型的循

环结构，用于特定情况的验证；（5）数据类型，

用户调用这些数据类型可以方便随机各种数据边界

情况，如整数最大、最小值数据、全零、浮点无穷

大、非数等等。（6）伪随机约束控制，伪随机约束

用于控制激励生成器产生某些情况的概率，用户既

可以对激励中的特定条目施加“局部约束”，也可

以对激励中某一类结构施加“全局约束”。

另外，还需要考虑模拟仿真环境对随机激励生

成器的开发需求：（1）灵活方便地对内存空间进行

划分。内存空间的分配和使用时模拟仿真环境下的

一个重要方面，项目不同使用方式也可能不同，同

一个项目也会发生变化，以此要求随机激励生成器

应能够根据仿真环境需要灵活方便的对内存空间进

行划分；（2）应满足处理器的复杂初始化需求。这

包括页表的创建、寄存器的初始化、核心内部控制

寄存器的初始化、甚至芯片内部的I/O寄存器初始化

等等；（3）生成的激励目标文件最好为二进制格

式，应该包含激励中要运行配置、指令和各种数据

信息；（4）能够方便查看生成的激励的反汇编结

果。

除了首先要满足以上这些通用需求外，本文在

开发随机激励生成器的时候要还重点考虑了生成器

以及在其上开发的测试库的通用性和继承性，力求

使其能够适用于多种不同架构处理器的开发，使得

已开发测试库能直接或经过重构后用于多款不同处

理器的研发，从而能够充分继承之前的验证成果，

缩短处理器验证周期，提高验证效率。

3. 设计实现

3.1 设计思想和方法

本文激励生成器（Knowledgeable Instruction 

Generator，简称为KIG）是一款基于约束求解的处

理器伪随机激励生成器，采用Specman E语言设计

实现。Specman E提供了强大的约束分析引擎和伪随

机发生器，称为“IntelliGen”，能够分析复杂约束

条件，产生各种伪随机数据类型和数据结构。System

Verilog语言也是各家EDA公司都支持的成熟工具，与

Specman E属于同一类工具，也可以用于建立伪随机

激励生成器。

为了适应处理器设计变化的需求，本文激励生

成器采用了基于模型和测试库的、自底向上的层次

化设计方法。如图1所示，共分6个层次，自底向上

分别为基础结构层、单元模型层、单元树层、测试

知识库、测试序列库和测试情景。

处理器结构信息模型 仿真环境信息模型

指令单元定义 运算数据定义 访存地址模型

指令树 访存地址树

功能函数库 初始化序列库 测试单元库

测试序列库：整数、浮点、访存、转移预测等类型

测试情景

基础结构层

单元模型层

测试知识库

测试序列库

单元树层

测试情景

图1  自底向上的处理器激励生成器设计方法

激励生成器的层次化设计遵循以下原则：（1）

基础结构层和单元模型层是激励生成器的底层定

义，由开发人员维护，不允许用户修改；（2）“单

元树”层是激励生成器的中间层，是生成器与用户

的交界面，也由开发人员维护，但为验证测试人员

提供了对单元树的组织结构进行变更的接口；（3）

测试知识库主要由经验丰富的验证工程师开发和维

护；（4）测试序列库是完全开放的，所有验证工

程师都可以根据需求定义自己的库，通常会按照验

证侧重点分类，但这个分类是指导性的，因为处理

器验证的复杂性往往使得很多测试序列是综合类型

的；（5）测试情景中定义了全局约束和各个处理器

核心与序列库的调用关系。为了保证测试程序的可

重用性，测试情景只调用测试序列，不在测试情景

中编写具体的用户程序。全局约束是指对激励生成

器内全局结构的约束，可以施加于测试情景之下的

各个层次。如对基础结构层的处理器结构信息模型

和仿真环境模型的全局约束，通常会为每款处理器

定义一个单独的配置文件。在多核Cache一致性的测

试情景中，可通过定义全局的共享规则约束来控制

不同核心对Cache的共享情况，在本文的3.6节会具体

展开说明。测试情景与测试序列库的不同之处在于

测试情景区分单核测试和多核测试，而测试序列库

则不区分单多核测试。图2是KIG的图形界面，用户

可以使用该界面配置激励生成约束，并自动生成测

试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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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KIG伪随机激励生成器界面

这种层次化设计方法使得当处理器设计或者仿

真环境变化时，我们只需要修改基础结构层、单元

模型层或者是单元树层的定义，就可以保证上层的

测试知识库、测试序列库保持不变。而由于测试情

景与设计的密切相关性，比如参与测试的处理器核

心数发生变化，测试情景也必须随之变化，但由于

测试情景仅仅包含核心对序列库调用关系和全局约

束，并不包含用户编写的测试代码，容易修改和继

承，甚至于在用户指导下进行批量转换。同理，基

于所有已开发的测试序列库，还可以定义各类全局

约束组合，批量重构新的测试情景，大批量产生伪

随机测试激励，使已有测试序列库发挥更大作用。

3.2 单核心结构建模

处理器单核心结构模型中描述了部分处理器内

核的结构和微结构信息，例如Cache组成结构、结构

寄存器、地址代换缓冲TLB、内部控制和状态寄存器

信息等等。本文在处理器单核结构模型的建模中主

要采用了以下三种建模方法：

结构信息参数化建模法。如Cache的组成结构建

模就只需要建立各级Cache的信息档案，包括容量、

相联度、Cache块大小等。有了这些信息，后续编写

测试激励时可以调用这些变量控制激励的生成，当

处理器设计改变时，只需要根据新的处理器结构对

这些参数重新配置即可。本文在对处理器结构建模

时，Cache结构、TLB结构、物理寄存器资源数量等

都采用了这种建模方法。

资源池建模法，典型的如寄存器资源。在处理

器验证中，指令序列的寄存器相关性测试是处理器

流水线验证中的一种必测情形；另一种情形是某些

寄存器在一段时间内用于保存特定数据，比如访存

地址，而在序列随机混合时不希望这个寄存器内容

被其它随机生成的指令冲掉。以上两种情形需要激

励生成器提供一种机制对寄存器资源的使用进行控

制。本文采用资源池建模法，在激励生成器中设置

全局的free和lock的寄存器资源列表，free列表中存放

着待分配的空闲寄存器，lock列表中存放着已分配的

寄存器，free列表中的寄存器允许随机读写，而lock

列表中的寄存器不允许被随机读写。如果不希望指

令序列的某些寄存器被其它指令序列更改，可以申

请寄存器分配，分配成功后，该寄存器会被放入lock

列表，并且从free列表中删除，其他随机产生的指令

应该避免使用lock列表中的寄存器作为目标寄存器。

这种建模方法不但解决了硬件资源的使用冲突问

题，而且还便于控制指令序列在使用硬件资源时的

相关性，如图3伪代码所示，add指令目标寄存器使用

分配得到的寄存器资源，sub指令源寄存器也使用分

配得到的寄存器资源，则sub与add指令之间建立了一

种先写后读的相关性关系，sub指令作为一种随机指

令将目标寄存器约束为free列表，同时也避免冲掉其

它序列已经分配使用的寄存器。

行为模型建模法。对处理器某些结构的建模必

须实现该结构的行为功能才能控制特定激励序列的

生成，比如地址代换缓冲TLB的建模，生成TLB测试

激励时，TLB的模型必须支持用户对TLB页表条目的

约束控制，如页面权限设置、页面粒度等，但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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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控制物理页面的分配，这部分功能必须由激励

生成器实现。

allocated_reg_list = int_reg.reg_alloc( 参数：寄存器个数 );
do add inst keeping {

.src0 in int_reg.free_list();

.src1 in int_reg.lock_list();

.des in allocated_reg_list; // 目标寄存器指定为分配的寄
存器

};

do sub inst keeping {
.src0 in allocated_reg_list; // 源寄存器使用 add 指令的目

标寄存器
.src1 in int_reg.free_list();
.des in int_reg.free_list(); // 这个约束保证了 lock 寄存器

不会被冲掉

};

图3  寄存器资源池的分配使用示例

3.3 仿真环境结构建模

处理器仿真环境的一般构成如图4所示，主要

由被测设计（Design Under Test, DUT）、内存模型

（Memory Model）、指令集模拟器(Instruction Set 

Simulator, ISS)、设计监测（Monitor）及结果检查模块

（Checker）组成。仿真环境主要有三大功能：支持

DUT的引导和运行、支持测试激励的加载和内存空间

管理，以及支持运行结果的检查比较。

DUT

Memory Model

DUT Monitor

ISS
Pseudo-random 

tests ISS Monitor

Real time 
checker 

Pass/FailHand-generated 
tests

Simulation 
environment

Tests generation

C language 
simple tests

RTL design

图4  处理器仿真验证环境构成图

由于处理器设计不同，仿真环境也可能不同，

尤其是指令集模拟器的内存空间管理发生变化时，

必然会影响原有测试程序的重用，另外程序的运行

初始化也会因设计功能改变而变化，处理器的架构

改变，比如从单核到多核或者众核，测试激励的组

成形式也必然发生变化，这些都会影响到激励生成

器的可重用性。因此在激励生成器设计时应该综合

考虑以上需求，将这些数据信息建模到仿真环境模

型中，使得仿真环境与激励生成器之间的接口协议

规范化和参数化，从而实现伪随机激励生成器跨芯

片设计环境的可重用。

为适应处理器设计和仿真环境的变化，对仿真

环境的建模主要针对测试激励加载、内存空间管理

和程序运行初始化功能。

测试激励加载建模。伪随机激励生成器生成的

测试激励既可以选择生成汇编源代码，也可以选择

直接生成目标码。为了方便随机生成指令字段中的

各个域，简化仿真环境，伪随机激励生成器通常会

直接生成目标码。为了适应不同处理器架构下测试

激励的生成和加载模式，同时从伪随机测试的需求

分析，伪随机激励生成器生成的目标码格式可以自

由定义，不需要与编译器生成的目标码格式一致。

这样做的好处是，当处理器架构或指令集改变时，

伪随机验证不需要依赖于编译器、汇编器等软件开

发的进度，伪随机激励生成器与指令集模拟器接口

一致，自成一体。自定义目标码的格式只需要包含

一些基础段即可，如页表段、指令正文段、伪随机

数据段、用户数据段等等，如图5所示。

页表基地址（PTBR）

伪随机数据段基地址（PDBR）

指令正文段基地址（TEXT）

大主存数据段基地址（BSMBR）

用户数据段基地址（UDBR）

指令正文段大小（TEXT_SIZE）

伪随机数据段大小（PDBR_SIZE）

用户数据段大小（UDBR_SIZE）

图5  自定义激励目标码文件头信息

内存空间管理建模。在无操作系统的仿真环境

下，内存空间的管理主要通过指令集模拟器实现，

通过定义不同类型的内存空间来实现一个满足验证

要求的裸机运行环境。内存空间的类型包括：（a）

测试程序数据段，其内存空间划分与伪随机目标码

的功能段划分相对应；（b）页表数据。页表是一

类特殊的数据，在有操作系统管理的环境下，页表

数据是动态产生的，而在伪随机测试环境下，页表

数据则是由激励生成器在激励生成过程中生成的；

（c）特权程序。特权程序是处理器在特定情况下

执行的固件代码，这部分数据一般不会修改，但也

可以根据测试需要做修改。（d）特殊功能的地址

空间，比如锁测试程序中定义的锁和临界资源的内

存地址。伪随机激励生成器应该使用参数定义上述

内存空间，当指令集模拟器内存空间管理发生变化

时，根据新的内存空间定义修改激励生成器的对应

参数，即可保证原有测试库符合新的仿真环境内存

空间定义。

程序运行初始化功能建模。由于处理器设计

的需要，通常在启动运行阶段，处理器会执行一段

特定程序完成对设计的必要初始化。通常在伪随机

验证中，为了测试处理器的各种运行模式和参数配

置，也需要对这段程序进行约束和随机。因此，激

励生成器应该定义初始化程序段以满足处理器设计

变化时对初始化程序的变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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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可配置多核处理器建模

单核心和仿真环境的结构建模是可配置多核处

理器建模的基础。本文在实现中采用了UVM方法学
[11]，将与单核心相关的设计结构和环境信息独立封

装，可根据多核处理器核心数量配置单核模型实例

化的个数，并通过采用Virtual Sequence[11]技术将N个

核心的Sequence Driver集中控制，如图6所示。

SYS

env
Core0

env
Core1

env
CoreN

env
… 

单核模型 单核模型 单核模型 单核模型

Env

Virtual
Sequence 
Driver

图6  可配置多核处理器模型结构图

多核处理器执行程序的指令空间可以分为共享

空间和私有空间，所谓共享空间即各个核心共享内

存的一份指令数据，私有空间即各个核心的指令数

据是地址分开的。这两种方式在实际软件应用中都

是存在的，从验证功能的完备性考虑，激励生成器

理论上应该支持这两种实现方式。但是激励生成器

的设计应该从功能验证的需求出发，在满足验证需

求的前提下尽量简化测试激励模型，以提高激励生

成效率。就这点而言，验证需求的本质是如何满足

不同的核执行指令序列的相关性要求。这里的相关

性要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令空间上的地址相关

性，二是指令序列中访存操作的地址相关性。访存

操作的地址相关性验证，即多核处理器cache一致性

实现的功能验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必须提供高

效的测试机制。而指令空间上的地址相关性，当程

序段多核共享时，不同核心指令Cache中有共享指令

数据的只读副本，由于指令空间通常是只读的，因

此这种指令相关性功能比较简单。验证环境中的固

件程序通常采用这种实现方式，即可满足这部分的

功能验证。特殊情况下也存在某一核心生产指令，

其它核心消费指令的使用模式，这是一种特殊的编

程模式，本质上也是访存操作地址的相关性，可以

转换成数据地址空间上的相关性来实现。

基于上述分析，多核版本的激励生成器采用

了私有空间方式实现每个核心的指令空间，主要考

虑到指令空间地址相关性并非处理器功能验证的重

点难点，且有其他测试手段补充验证，而私有空间

实现方式可以为每个核心提供差异化的测试序列，

更具有灵活性。由于每个核心的测试序列不同，测

试激励的大小是各不相同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在实现多核版本时，采用不同核心串行生成测试激

励的方法，每个核心所需要占用的内存空间通过动

态计算得到，每个核心的测试激励单独控制。在多

核测试时，指令序列中访存操作的地址相关性更为

重要，因为涉及到不同核心之间的内存共享的如何

实现。本文通过建立访存地址模型和定义全局的共

享规则，约束底层指令序列中访存地址的生成来实

现，详见本文3.6节。

3.5 指令集建模

指令集是激励生成器的用户接口，指令集的定

义方式直接关系到伪随机激励的编写效率，本文提

出了一种“指令树”建模方法，实践中取得良好效

果。

 

运算类指令 

CPU指令 

访存类指令 控制类指令 

浮点运算 整数访存 浮点访存 整数运算 

加法部件 逻辑部件 

加法指令 减法指令 

…… 

…… 

…… 

SUBW SUBL 

图7  指令树组织结构图

指令树建模方法，顾名思义，就是将指令集看

作是一棵树，如图7所示。“树叶”为指令单元，如

图中的“SUBW”和“SUBL”。指令单元主要定义

了指令的格式和各种属性信息 “树枝”为指令组，

由一组特定分类的指令单元组成，如图中的“减法

指令”；“树枝”可以分为支干和主干，低级指令

组“支干”可以组成更高一级的指令组“主干”

；最顶级的就是“树根”，树根包含了所有指令

定义。“树干”节点代表的就是指令单元的各类属

性，指令单元的属性定义越多，则“指令树”的层

次划分越多，伪随机控制就越精细。

指令树建模法有以下优点：（1）能有效避免

指令集调整对原有测试序列的影响，实现原有测试

知识库、测试序列不做修改地继承；（2）“树形结

构”有效地组织了随机元素，使得在激励编写中能

够灵活地指定随机方向——“树枝”、“树干”，

并且控制不同方向上的权重；（3）“树形结构”能

够在Excel表中清楚地表达指令集的随机元素，使得

激励编写人员能够快速的掌握激励编写技术，提高

了激励开发效率，并且文档具有很强的继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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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访存地址建模

随着半导体工艺的发展，高性能处理器集成的

核心数量越来越多，运算性能不断提升，而存储器

带宽的提升则相对较慢，为了解决“存储器墙”问

题，高性能处理器通常采用多层次存储器、多条访

存流水线、硬件预取等设计[12]，再加上复杂的片上

Cache一致性协议，这些都对处理器访存验证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本文提出一种面向多核处理器验证的

多维访存地址建模方法，可降低多核访存激励编写

的难度，同时便于控制测试激励的随机度，提高多

核处理器的验证效率。

一般的访存激励中仅仅把访存地址看作一个一

维的数据，而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访存地址以达到

测试目的，则需要激励编程人员不仅对处理器的访

存流水线设计非常地清楚，而且还需要对仿真环境

的内存模型空间限制很清楚，一旦编写多核Cache

一致性测试激励，还必须仔细考虑多个核心对内存

地址的共享方式。传统的访存激励编写模式费时费

力，对编程人员要求很高，而一旦处理器设计变

化，原有的测试激励很可能失效。

通过对处理器的访存测试情景进行分析，可以

看出，访存地址的重要性在于处理器中各种访存资

源的使用均与访存地址相关，例如：（1）对Cache资

源的使用。现代处理器的Cache设计一般采用虚索引

虚标识（Virtual-indexed, Virtual-tagged, VIVT）、虚

索引物理标识地址（Virtual-indexed, Physical-tagged, 

VIPT），或者物理索引物理标识（Physical-indexed, 

Physical-tagged, PIPT）[13,14]，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内

存副本在Cache中的状态转换都与地址序列有关，如

Cache的命中、淘汰、预取、装填、不同核心共享读

写等等；（2）对地址代换缓冲TLB资源的使用。TLB

的装填、命中、淘汰、刷新等操作均是通过页面索

引不同、页面粒度不同的虚地址序列实现的；（3）

对I/O寄存器的资源使用；（4）多核共享存储资源。

狭义的共享是指不同的核心访问的存储器地址有交

叠，而在处理器的硬件设计中，Cache数据是以Cache

块为单位管理的，也就是说只要不同核心访问的地

址在同一Cache块内，即使地址没有交叠也是共享，

这里称为“伪共享”，实际在验证当中为了避免参

考模型与设计行为不一致，一般采用“伪共享”的

测试方法。

块内索引行索引TAG标志共享规则
063

符号扩展位

具体位域的划分应根据处理器结构定义

图8  多维访存地址位域定义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根据访存地址与访存资

源使用的对应关系建立多种类型的多维访存地址模

型。图8是多核共享访存地址模型的定义示例，“

块内索引”是指一个Cache块内的地址索引，“行索

引”对应Cache行的索引地址，“共享规则”域实际

上是从TAG标志地址分离出来的几位，用于定义多

核共享Cache块的各种情况。例如编写一个四核处理

器的存储共享程序，图9所示代码中定义了两个共享

规则全局约束R0和R1。R0规则定义：TAG标志随机8

个，行索引随机1个，这些Cache块由核心0、1、2共

享，如果Cache是4路组相联结构，指定行索引1个，

不同的TAG有8个，那么在测试中既可以产生多核共

享，又可以产生本核心的Cache挤占淘汰。

//在全局测试情景中定义共享规则名称：

extend  share_rule_t  [R0，R1]；

// R0规则定义：TAG标志随机8个，行索引随机1个，核

心0、1、2共享；

add_global_share_rules(R0, TagNum=8, IndexInum=1, core_

list=(0, 1, 2));

// R1规则定义：TAG标志随机4个，行索引随机2个，核

心0、1、2、3共享。

add_global_share_rules(R1, TagNum=4, IndexInum=2, core_

list=(0, 1, 2,3));

//在序列库中的使用方式如下，序列库中的序列无需知道

在哪个核运行、有哪些共享规则：

gen MEM addr_var keeping {

   .rule in env .global_share_rules[my_core_name]; //随机从本

核相关的共享规则中生成共享地址

}；

图9  多核处理器共享规则定义方法

这种实现方式将关键访存流水线结构信息，通

过对访存地址的多维建模施加到测试激励中，不但

大大降低了测试激励的编写难度，而且便于测试序

列库跨处理器结构重用。

3.7 测试库实现

设置测试库的目的是为了对测试程序进行分层

和分类管理，方便测试程序的查找、共享和维护，

测试库分为两个层次：测试知识库和测试序列库。

测试知识库的概念就是由对处理器结构和功能

非常了解的资深验证工程师开发出针对处理器各个

测试方面的测试序列和约束条件，并内置于激励生

成器，测试知识库的约束会默认施加给测试情景序

列，验证人员也可以根据需要，在自己的测试情景

序列中重载某些测试约束，例如加大某类指令的权

重，或是控制边界数据的比例；测试知识库的序列

一般是短小精悍，具有完全的可重用性，能覆盖处

理器测试中的特定测试情况。测试知识库还具有开

放性的特点，能够在处理器验证过程中，不断地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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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完善，逐渐累积，从而有效缓解了处理器测试

空间巨大与测试激励编写效率之间的矛盾。

测试序列库的层次在测试知识库之上，由一

般测试人员编写和维护，可以调用测试知识库的程

序，也可以使用地址树、指令树、以及处理器模型

和环境模型的接口编写测试程序，测试序列库的开

发由处理器验证需求驱动，在处理器功能验证过程

中不断积累完善。为了便于使用管理，测试序列库

通常会按照验证侧重点分类，如访存类、运算类、

转移预测类、异常故障类等等。

4. 应用效果
本文实现的伪随机激励生成器KIG目前已成功应

用于5款不同型号处理器的研发，这些处理器的芯片

架构不同，指令集也有差异。为了说明应用效果，

我们选取了两款应用了KIG激励生成器的处理器验证

和一款采用一般方法实现的激励生成器的处理器验

证进行对比分析。这三款处理器分别是：16核处理

器A，一款较早开发的多核处理器，处理器核心指令

集和芯片架构有较大变动，核心微结构变化较小，

采用了一般的指令级建模伪随机激励生成器完成验

证；4核处理器B，处理器核心微结构和指令集均有

较大变化，核心由原来的2译码3发射变为4译码7发

射，性能和复杂度均有较大提高，采用了本文开发

的KIG激励生成器验证；16核处理器C，处理器核心

微结构和指令集相对B均有部分变化，芯片架构变动

较大，也采用本文开发的KIG激励生成器验证。

对这三款处理器验证效果进行对比分析的主要

指标为覆盖率验证周期和错误收敛趋势。这里的“

覆盖率验证周期”是指在处理器全片代码合拢，验

证环境创建完成，达到基本功能正确性后，开始启

动代码和功能覆盖率验证到双覆盖率达100%的验证

阶段。

图10  三款处理器的覆盖率收敛趋势图

从图10中可以看到，16核处理器A由于指令集

和芯片架构有较大变化，而之前用的激励生成器虽

然采用了基于库的分层设计方法，但是由于不是同

时采用基于模型和库的方法建模实现，导致了之前

积累测试激励大部分都无法使用，修改的工作量巨

大，因此覆盖率验证花了近6个月才完成。4核处理

器B虽然核心微结构和指令集变化非常大，KIG激励

生成器也是第一次投入使用，但是基于模型和库的

设计方法提高了测试激励编写效率，尤其是基于模

型的实现方法降低了对验证人员工作经验的要求，

许多新入职验证人员也可以开发出高质量测试激

励，从而使得覆盖率收敛速度大幅提高，达到100%

覆盖率用了不到4个月时间，相比之前周期缩短了

30%以上。16核处理器C同样采用了KIG激励生成

器，虽然微结构、指令集和芯片架构都有调整，但

是由于KIG激励生成器可以迅速重用和重构之前的

1500多个测试序列，处理器C在基本正确性保证后用

了仅一个月覆盖率就已经接近80%，充分体现了KIG

测试库跨芯片重用带来的验证效率提升。

图11  三款处理器验证中的错误收敛趋势

图11是这三款处理器的错误收率趋势图。从图

中可以看到：采用KIG验证的4核处理器B错误收敛速

度明显快于基于普通激励生成器的16核处理器A，16

核处理器C继承了4核处理器B的KIG测试库，在开始

2个月的验证中错误收敛速度更快；从错误发现总数

看，处理器核心指令集和微结构的大变化对处理器

正确性验证会带来更大的挑战，而KIG激励生成器在

这方面的验证效率非常高；从错误收敛周期看，采

用KIG激励生成器的激励发现错误效率高，测试激励

库的可继承性强，这两方面都能够有效缩短错误收

敛周期；另外，16核处理器C中后期的错误收敛趋势

变得比较平缓，从具体错误类型分析，主要是针对

造错流程和芯片设备外接口的验证错误收敛相对较

慢，后期KIG激励生成器还可以针对这方面的验证开

展进一步工作。

综上对比分析，本文激励生成器的设计方法能

够很高效的根据处理器芯片架构、微结构和指令集

对激励生成器进行配置，快速部署应用，尤其是测

试集合能够重用和重构，大大减少了测试激励的开

发量，在芯片开发初期就能够快速发现将近一半的

错误，从而为FPGA原型验证和硬件仿真器验证的提

早展开创造了有利条件，不仅提高了处理器芯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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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效率，而且缩短了软硬件协同验证和软件的研

发周期。

5.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处理器设计和验证的需求进行深

入分析，提出了基于模型和库的六层激励生成器结

构，并详细阐述了激励生成器设计中有关模型和库

的实现方法，其中指令树建模方法和多维访存地址

建模方法是解决处理器研发中测试集合失效问题的

关键技术。基于此方法，本文设计实现了基于模型

和库的国产处理器伪随机激励生成器KIG，现已经成

功应用于多款不同架构的处理器验证，完全实现了

测试集合的继承和持续丰富，达到良好的验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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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性能计算集群是求解大型计算问题的关键基础设施，错误的配置会降低集群的计算能

效。面对规模日益增大集群，传统“命令式”配置方法难以快速准确地完成配置。为解决这个

问题，我们借鉴“基础设施即代码”的思想，基于Puppet构建了一套面向高性能计算集群的配

置管理方法。这套方法侧重描述集群的配置模型，借助git版本控制系统追溯模型变更，由模型

驱动Puppet实施具体的配置操作。我们使用这套方法管理上海交通大学校级高性能计算平台1000

多个节点，不仅将在线配置、离线配置、部署整个集群所需时间分别缩短到5分钟、20分钟、1

天，还提供了传统方法无法实现的变更追溯、测试环境隔离等特性，极大提高了管理员的工作

效率。

关键词：高性能计算，配置管理，基础设施即代码

引言
高性能计算集群是为求解大型计算问题、由多

个节点通过高速网络连接而组成的集群，其能否有

效工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集群中各节点是否处于协

调一致的配置状态。集群节点从上架通电直到下线

退役发生的软件配置调整，都可归入配置管理的范

畴，包括为节点初始化做的离线配置和不中断节点

服务的在线配置。传统配置方法关注配置的具体操

作，譬如“使用useradd命令添加用户”、“用户已

存在该如何处理”等。受限于命令式配置的建模能

力，传统配置方法很难快速正确地将复杂系统配置

到预期状态，而由此导致作业运行效率低甚至集群

下线，将严重影响高性能计算集群的正常使用。

“基础设施即代码”(Infrastructure as Code, IaC)[1]

是为解决复杂系统配置问题而提出的方法，其核心

理念是专注表达配置的需求——即构建配置建模，

具体繁琐的配置操作则由程序在模型驱动下完成。

以表1所示的添加用户为例，配置建模使用“声明

式”描述，相比配置过程使用的“命令式”描述，

能更加简洁准确地表达配置意图。尽管由模型驱动

的配置管理在云计算领域已获得广泛应用，但这项

技术是否适合于物理机占比高、异构硬件数量多的

高性能计算集群，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表1 “声明式”比“命令式”能更清楚地表达配置意图
声明式配置 命令式配置

user { ‘john’:
  ensure => ‘present’,
  uid => ‘1000’,

}

if isLinux
                   if !exists(john)

u   seradd -u 1000 john
if uid(john) != 1000

usermod john -u 1000
else isWindows

net user john /add
end

上海交通大学高性能计算平台是国内规模最大

的校级计算平台之一[2]，已建成π1.0(2013年上线)、

π2.0(2019年上线)两代集群，理论计算能力超过

3PFlops，存储容量超过10PB，配备CPU计算节点、

多路胖节点、GPU计算节点等总计超过1000个物理

节点，以及数十个虚拟管理节点。将这些节点配置

成一个协同工作的集群，是一项很有挑战的工作。

本文介绍我们以配置模型为核心的高性能计算集群

配置管理方法，包括：配置管理工具选型、Puppet特

性、模型驱动的集群配置管理流程、配置时间对比

和一个配置集群的流程展示。

1. 配置管理工具选型
在“基础设施即代码”实践中，配置管理与编

程解题有很多共同点。如图1所示，程序员使用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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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编写程序代码，经编译器编译后得到可执行程

序，执行后输出计算结果。类似地，管理员使用建

模语言描述配置模型，经配置管理工具翻译后得到

可执行脚本，执行后将目标节点配置到预期状态。

程序员在选择编程工具链时会考察编程语言的表达

能力、执行效率、第三方库丰富程度以及对版本回

溯等软件工程特性的支持。同样地，管理员选择配

置管理工具时，也会重点考察建模能力、配置速

度、模块数量、对版本回溯的支持和部署难度。

我们花三个月评测了多个主流的开源配置管理

工具，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Puppet使用了语法类

似Ruby的定制语言，具有很强的建模能力，又因为

使用了独立的客户端所以配置速度快，庞大的社区

提供了超过6000个模块，且可与git版本控制系统[7]整

合提供变更回溯功能。尽管Puppet部署难度要比其他

配置管理工具高，但其提供的层次化建模、逻辑与

数据分离特性对管理复杂集群配置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

图1  构建模型解决配置问题可类比编写程求解计算问题

表2  主流开源配置管理系统对比

配置管理工具 部署难度 建模能力 配置速度 模块数量 版本回溯

Chef [3] 一般 优秀 优秀 1108 一般

Ansible [4] 容易 一般 一般 3387 一般

SaltStack [5] 一般 优秀 优秀 1200 一般

Puppet [6] 困难 优秀 优秀 6425 优秀

2. Puppet配置管理工具
Puppet配置管理工具的三个主要组件如图2所

示，包括建模组件、主控节点和客户端。管理员使

用建模组件构建的配置模型由主控节点编译后变成

可执行脚本，客户端执行脚本把目标节点配置到预

期状态。

图2  Puppet配置管理系统的三个组成部分：建模组件、
主控节点和客户端

2.1 Puppet建模组件

Puppet的配置模型包含“逻辑”与“数据”两个

要素，分别描述“配置什么”和“配置参数”。

一方面，模型的逻辑使用名为Puppet DSL的特

定领域描述语言（Domain Specific Language, DSL）

描述。这个语言专为配置管理设计，不仅提供了完

成基础配置所需的函数，如安装特定RPM包、启动

特定服务等，还包含了用于构建复杂功能的语言特

性，如变量、数据结构、条件分支等。Puppet推荐

使用名为“Roles-Profiles”(角色-剖绘)编码规范[14]

把模型代码分散到多个文件中。这个编码规范使用

角色和剖绘两层抽象，分别描述节点的功能（如

compute、nameserver等）以及实现这些功能所需的软

件栈(如slurm、bind等)。部分具有共性功能的模型代

码（如配置MySQL、SLURM）可发布在Puppet Forge

社区[8]或GitHub[9]供其他用户使用。Puppet社区提供

的模块数量和质量一直在不断提高，已经积累了超

过6000个模块，涵盖了高性能计算集群所需绝大部

分软件栈。

另一方面，Puppet使用名为Hiera的程序组织模

型中的数据。Hiera提供了从最细粒度的“节点”

到最粗粒度“全局默认”之间多粒度层次化的参数

匹配方法。Hiera可从节点角色、操作系统或其他

特征搜索参数，并按照用户指定的优先级替换或合

并参数，若搜索失败将使用默认的全局参数。Hiera

很好地处理了配置数据中“一般”与“特殊”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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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通过多粒度参数汇聚避免重复配置在多处出

现。Hiera使用“逻辑”与“数据”分离的编程理

念，使得敏感配置信息得以从配置逻辑中分离出来

得到保护。

2.2 Puppet配置变更跟踪

Puppet提供了“文件”和“模型”两个级别的

配置变更跟踪机制。在文件一级，Puppet主控节点会

备份file()函数每一次对配置文件所做的修改，管理员

可以查看、对比和恢复配置文件的历史记录。在模

型一级，Puppet与git集成，跟踪整个配置模型，即“

逻辑+数据”的代码变更历史。管理员可使用“git

签出”抽取任意时刻的模型应用到目标节点，或

使用“git分支”创造多个独立于生产环境的配置模

型。Puppet配置变更跟踪机制是实现配置回溯和独立

测试环境的基础。

3. 使用Puppet配置高性能集群
我们使用Puppet建模组件构建了上海交大高性

能计算集群的配置模型，并借助Puppet配置变更跟踪

特性搭建了可回溯可测试的在线配置流程，还结合

Cobbler操作系统部署工具，搭建了无需人工干预的

节点离线配置流程。

3.1 使用Puppet构建高性能计算集群的配置模型

我们按照Roles-Profiles编码规范，为集群节点

分配角色和所需软件栈，如表3所示。具体地，我们

编辑lib/facter/role.rb，根据节点名编写正则表达式为

其指定角色变量puppet_role和计算节点子类型变量

puppet_subtype，接着在Role文件中引入所需软件栈

Profile。然后，从Puppet Forge和GitHub选取软件栈对

应的模块加入Profile文件，并针对高性能计算领域特

有的软硬件系统，如Omni-Path网络[12]、SLURM调度

系统[13]编写了Puppet扩展模块。最后，我们在Hiera

中使用“角色(role)-子类(subtype)-节点(node)”的优

先级顺序合并参数。git代码仓库的多个分支分别对

应不同的测试环境，每个环境都可独立地分配Roles-

Profiles、使用其他外部模块、指派配置数据。

表3  为高性能集群的几种典型节点分配角色、子类、剖绘、软件模块等模型信息

节点名 备注
角色 
(Role)

子类 
(subtype)

剖绘 
(Profile)

软件模块

cas001-cas656 CPU 节点 compute cascadelake

base
fabric 

filesystem
scheduler

slurm
opa 

lustre

vol01-vol06 GPU 节点 compute dgx2

base
fabric

filesystem 
scheduler

accelerator

slurm
ib 

lustre
nvidia

ns0-ns1 域名服务器 nameserver -
base

resolve
bind

3.2 使用Puppet进行可回溯的在线配置

图3  配置变更需要在测试分支小规模验证通过后才能合
并到生产环境分支

我们使用在线配置完成那些无需重启节点的维

护操作，包括SLURM队列设置、增加软件包、调整

告警检查阈值等。如图3所示，首先基于生产环境的

模型新建git测试环境分支，然后在这个分支上修改

模型选择个别节点应用新模型，确认新配置模型工

作正常后再将git分支的修改合并到生产环境分支。

最后在所有节点上应用更新后的配置模型。在新的

git分支调试新模型时，可以使用git revert撤回某一个

错误修改，或者用git checkout回滚到某个历史状态，

还可以使用puppet agent -t --environment production把

测试分支的集群配置复位到生产环境状态，然后开

启新的git分支继续“开发-测试-合并”的流程。

3.3 使用Puppet进行无人值守离线配置

我们整合了Cobbler[10]节点部署工具和Pup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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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使用Cobbler和Puppet进行无人值守的离线部署

配置工具进行无人值守离线配置，可以一键完

成节点上线的流程。离线配置适合重大更新，如操

作系统大版本升级、更换节点角色等。如图4所示，

首先，管理员通过IPMI设置目标节点通过PXE网络启

动并重启节点，节点从Cobbler服务器获得启动镜像

和Kickstart文件[15]，重新部署操作系统。然后，安装

程序调用puppet客户端在这个新部署的操作系统上配

置其他服务组件。最后，安装程序退出，节点自动

上线提供服务。经测试，这个流程可并发部署超过

1000个物理机或虚拟机。通过调整Cobbler和Kickstart

的设置，还可以定制每个节点使用的操作系统和分

区方案。

4. 性能测试

4.1 配置时间对比

表4  模型驱动的配置方法在准备时间、执行时间和代码行数上优于传统配置方法

配置 SLURM 调度系统 配置一个新节点

准备时间 执行时间 代码行数 准备时间 执行时间 代码行数

传统配置方法 4 小时 1 小时 228 2 天 2 小时 448

模型驱动方法 1 小时 10 分钟 69 4 小时 20 分钟 124

我们选取“配置SLURM作业调度系统”和“配

置一个新的节点”这两个配置任务，对比传统配置

方法和模型驱动的Puppet方法的工作效率。结果如

表4所示，模型驱动方法在准备阶段时间、执行阶段

时间和需要撰写代码行数均优于传统配置方法。传

统配置方法在配置SLURM调度系统时，需要单独为

slurmctld、slurmdbd、slurmd这几个服务维护内容相

似的配置文件，并配置相应的MUNGE、SSSD等服

务；Puppet配置方法则可以共享SLURM主要配置信

息，并直接使用现成的SLURM、MUGNE、SSSD配

置模块。传统配置方法在配置一个新的节点时，需

要额外编写配置流程，或是在操作系统部署后人工

运行配置程序；Puppet配置方法则可完全复用已有

的配置流程，只需在Kickstart文件末尾加入一行调用

puppet客户端的代码。除此以外，模型驱动的配置方

法引入了模块化设计、变更追溯等软件工程方法，

使我们能够像发布软件一样，保障质量地进行配置

变更，这是传统配置方法做不到的。

4.2 使用Puppet部署一个高性能计算集群

最后，我们展示如何使用模型驱动的配置方

法部署一个高性能计算集群，主要过程和耗时如图

5所示。首先，在管理节点物理机上安装Cobbler部

署服务和Puppet主控节点服务；接着，在管理节点

安装Ovirt虚拟机管理器服务[11]，另选一台服务器

图5  使用模型驱动的配置管理方法在一天内部署一个功
能完整的高性能计算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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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Ovirt宿主机服务；然后，新建Ovirt虚拟机承载

集群内的Bind域名解析、Squid代理、MariaDB数据

库、SLURM主控节点服务；最后，批量为计算节点

部署和配置系统，与此同时使用Spack软件包管理器

为集群安装编译器、MPI库、数学库等工具。传统部

署方法最耗时的操作系统安装和系统配置部分，被

Puppet+Cobbler无人值守部署流程替代，使得部署一

个包含几十甚至上千计算节点集群的时间，从1周缩

短到了一天。

5. 小结
传统“命令式”配置方法建模能力受限，不能

胜任日益复杂的高性能计算集群配置任务。我们借

鉴“基础设施即代码”的思想，将配置问题转换为

建模问题。在以模型为核心的配置管理中，管理员

专注编写配置模型，具体的配置操作交由模型驱动

的程序执行。我们基于开源Puppet配置管理工具实现

了模型驱动的配置管理方法，并采用模块划分、逻

辑-数据分离、变更追溯等软件工程方法提高了配置

的执行效率、通用性和正确性。这套方法支撑了交

大校级平台超过1000个节点的配置任务，极大缩短

在线配置、离线部署的时间，为开发新的服务内容

提供了便利的测试流程。未来我们将使用“连续集

成”技术自动验证和应用配置，进一步将管理员从

繁琐重复的运维工作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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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Spack软件包管理器构建高性能计算软件环境

  韦建文    王杰    文敏华    王一超    林新华

上海交通大学 网络信息中心  上海  200240

摘要：

为科研人员提供一个稳定易用的计算环境是高性能计算平台的重要任务。现有主流的基于

手动编译的软件环境构建方法，由于缺少自动化编译和多版本共存等特性，难以有效管理日益

增多的软件。本文介绍一个面向高性能计算的软件包管理器Spack，包括其主要用法、内部设

计、在编译耗时和运行效率上的优势。实验结果表明，Spack有效降低了软件编译时间，且编译

出的软件运行效率优于Docker，与手工编译相同。上海交通大学高性能计算平台基于Spack实现

了分角色的软件管理方法，除了管理员提供的超过200种常用软件，用户可以很方便地自行构建

专属的软件环境。新软件上线时间从5天缩短到2天，极大提高了系统管理员的维护效率和用户

的使用效率。

关键词：高性能计算，软件包管理器

引言
上海交通大学高性能计算平台的计算能力位居

全国高校前列[1]，自2013年上线以来，常年满负荷运

行，已累计为校内300多个课题组提供超过5亿核小

时的计算服务。为了支持用户高效完成计算任务，

除了稳定可靠的硬件环境，还需要灵活易用的软件

环境。在我们每年两千多人次技术咨询中，“如何

安装软件”占了60%。为应对这种情况，我们配备了

一名员工专职从事应用编译，在过去一年新增了71

个计算软件和库，进行了205次版本更新，可用软件

包总数超过200个。

即将于2019年9月上线的第二代校级高性能

计算平台，计算能力提升了10倍，理论性能达到

2PFlops。可以预期的是，用户必将对软件种类和

易用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构建一个软件种类丰

富、运行高效、调用方便的软件环境，是维护高性

能计算平台的一个难题。本文将着重介绍构建高性

能计算软件环境的主要挑战、软件包管理器的概

念、如何使用Spack软件包管理器，以及使用Spack构

建上海交大的超算软件环境。

1. 构建高性能计算软件环境的主要挑战

图1  软件编译流程

如图1所示，编译一个高性能计算软件需要准备

好软件源代码以及依赖软件库，然后通过构建工具

编译出可执行程序，最后整理出软件模块文件供用

户调用。构建一个面向高性能计算的软件环境存在

如下挑战：

软件数量多。常用的高性能计算软件多达上百

种，若算上软件在版本、编译器、优化选项上的变

种，构建软件环境需要重复上千次准备源代码、编

译、撰写模块的操作。

编译流程差异大。常用的软件编译工具就有

Autotools[11]、CMake[12]、Maven[13]、SCons[14]等十多

种，在用法上差异较大，需要投入大量时间才能熟

练掌握这些工具。

维护环境模块工作量大。供最终用户使用的环

境模块文件,必须与软件版本一一对应，手动维护模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工业产品创新优化设计服务社区开发与应用”(2016YFB02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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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文件难以保证内容的正确性。

软件版本共存。出于性能、稳定性和结果一致

性的考虑，高性能计算平台需要提供同一个软件的

多个版本供用户使用，这需要在安装时设计好安装

路径，避免路径冲突。

软件管理角色不清晰。在现有方法中，系统管

理员拥有特权可以部署全局可用的软件，普通用户

因无特权而很难从基础库开始构建自定义的软件环

境。

2. 软件包管理器

为了应对构建软件环境的挑战，一类被称为软

件包管理器（Software Package Manager）的工具应

运而生。这类工具屏蔽了不同软件在获取、编译和

加载过程中的差异，为用户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软件

包管理接口，首先在类UNIX操作系统上获得了广泛

应用，例如Yum、Apt、BSD Ports等。一些针对高性

能计算软件环境的包管理器在此基础上改进，如

OpenHPC、Anaconda、EasyBuild、Spack等。此

外，Docker和Singularity等基于容器技术的软件部署

方法，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软件包管理

器的主要特性如表1所示。

表1  软件包管理器对比

软件包管理器 软件数量 发布形式
能否非特权

部署
能否多版本共存

是否提供环境模块
文件

OpenHPC 2361 预编译包 否 否 否

Anaconda 9053 预编译包 是 是 否

Docker, Singularity 19549 预编译包 是 是 否

EsayBuild 1850 源代码 是 是 否

Spack 3247 源代码 是 是 是

OpenHPC[3]是一个基于Yum的软件包管理工具，

以预编译包提供x86和ARM平台的常用高性能计算

库。OpenHPC需要使用管理员权限安装，系统中只

能保留软件的一个版本。

Anaconda[4]是基于Pip的软件包管理器，用于管理

Python扩展包和一般的科学计算软件包。Anaconda可

以把软件安装在用户家目录，不需要管理员特权，

并且可以创建多个相互隔离的软件环境。

Docker[5]和Singularity[6]是基于容器技术的软件封

装技术，他们将软件连同系统库一起打包，构建出

一个共享宿主节点内核的运行环境。应用只需要打

包一次就能在支持容器技术、同一指令集架构的操

作系统上运行。

EasyBuild[7]和Spack[8]借鉴了BSD Ports，将软件

编译过程中的关键步骤抽象成一系列函数，用户使

用函数而非具体执行的命令描述编译过程，在实际

执行时包管理器根据用户编写的流程完成下载源代

码包、解压、编译、安装的流程。这两个工具都可

以方便地以普通用户权限安装软件，且已支持超过

1000种科学计算软件。Spack安装简单，命令行提供

了丰富的编译选项，评估试用后被选中用于构建上

海交大高性能计算平台的软件环境。

3. 使用Spack安装软件

3.1 安装Spack

Spack只需要Python和GCC编译器就能工作，安

装过程非常简单，不需要管理员特权，只要将源代

码克隆到本地即可使用。

$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spack/spack.git

$ cd spack/bin

$ ./spack -v

3.2 使用Spack安装软件包

Spack使用install命令安装软件包，这个命令可

指定软件版本、软件功能、优化选项、编译器、依

赖软件包等编译参数。如图2所示，使用Spack安装

aoflagger[15]（一个用于射电天文学数据处理的开源软

件）2.10.0版本，指定编译器优化参数(cflags)为“-

O2”，使用符号“%”指定编译器为Intel编译器

18.0.3，使用“^”符号指定依赖软件为casacore 2.4.1

版本，并要求在casacore上开启对python的支持。

图2  Spack安装软件示例

3.3 Spack的工作流程

编译软件时，Spack根据命令行指定的选项，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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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与软件包对应的package.py包文件，解析软件包下

载地址、特性选项、依赖和冲突、编译方式，然后

编译软件。aoflagger软件的包文件片段如图3所示。

其中，class指定软件包类型，以决定使用什

么工具编译这个软件，Spack支持的软件包类型包

括AutotoolsPackage、CMakePackage、MakePackage

以及一般的Package等；home和url分别用于指定软

件主页和下载地址；version指定软件包的版本和校

验和，确保用户下载的软件源码包是正确的;variant

用于描述软件支持的特性，常见的如是否开启对

openmp、mpi、python的支持等，使用者可以在spack 

install选项中通过“+”或“~”符号开启或关闭这些

特性；depends_on和conflicts指令用于描述这个软件

依赖的其他软件包，或是与之冲突的软件包、编译

器等。

Spack将递归地构建出一个包含软件及其依赖

包的有向无圈图(directed acyclic graph，DAG)，以

此指导编译过程。编译aoflagger的有向无圈图如图

4所示，Spack将从下到上依次编译依赖包最后编译

aoflagger。

图3  aoflagger的package.py示例片段

图4  aoflagger软件包依赖关系

3.4 调用Spack安装的软件

高 性 能 计 算 系 统 上 普 遍 使 用 环 境 模 块 [ 2 ]

（Environment Module）调用软件，环境模块通过修

改“PATH”、“CPATH”、“LD_LIBRARY_PATH”

等环境变量动态地调用软件。但是，为软件的每一

个版本及其依赖库手工编写模块文件的工作量很

大。Spack通过RPATH和自动生成模块降低了软件

调用的难度。首先，Spack在编译时使用RPATH参

数将依赖库的路径写入了编译出的二进制程序中因

而无需依赖环境模块提供的LD_LIBRARY_PATH。

其次，每一个安装的软件唯一地对应了一个有向无

圈图，Spack在软件安装路径中添加了这个图的散列

值，从而保证同一软件的不同编译版本或变种能唯

一地确定，不会发生路径冲突。最后，Spack根据软

件的构建选项和安装路径，可自动生成环境模块供

用户调用。下面的示例展示了通过module命令加载和

使用软件的流程。

$ module avail gromacs

gromacs/4.5.5-intel-19.0.4 groamcs/4.5.5-gcc-8.3.0

$ module load gromacs/4.5.5-intel-19.0.4

$ which mdrun_mpi

/lustre/spack/opt/sandybridge/intel-19.0.4/gromacs-

4.5.5-f239hfe823gf/bin

3.5 Spack性能测试

图5  编译时间                          

图6  运行时间

我们使用软件编译时间与软件运行时间来考察

Spack性能，与之对比的是手动编译和Docker编译。

用于测试的程序是基因数据处理软件Samtools[9]和计

算流体软件OpenFOAM[10]，前者运行一个单机多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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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例，后者运行一个4节点MPI算例。

编译耗时如图5所示。Samtools编译耗时差异很

小，Docker因为需要下载镜像，最耗时。OpenFOAM

编译耗时差异大，Docker可以直接使用操作系统预编

译的OpenMPI库因而最快；Spack可以自动解决依赖

包，可在无人值守状态下完成编译，也比手工方式

快。

运行耗时如图6所示。单节点Samtools运行耗时

差异很小，Docker多了首次启动需要的15秒时间。4

节点OpenFOAM运行耗时差异大，手动编译和Spack

安装的版本基本持平，分别需要603秒和598秒完成

计算；而Docker版需要1028秒，慢了41%。经检查发

现，Docker版本使用的操作系统自带OpenMPI库没有

加入对Infiniband网络的支持，运行过程中使用了低

速的千兆网导致多节点运行效率降低。

综上，手动编译和Spack编译都能发挥出了高

性能计算平台的应有性能。而Docker为保证兼容性

优先选择了操作系统预编译的软件包，这在配备了

Infiniband等特殊硬件的高性能计算平台上并不是最

优方案。使用Spack作为构建Docker镜像的工具，以

解决Docker应用在高性能计算平台上多节点运行效率

低的问题，是一个可行的方向。

4. 上海交通大学高性能计算中心的Spack实践
上海交大高性能计算中心摸索出了一套使用

Spack构建高性能计算软件环境的方法，在国内率先

使用Spack安装生产环境上的软件，构建流程如图7所

示。

图7  基于Spack按角色分工的高性能计算软件环境构建

方法

首先，Spack使用者被分为三类：1)Spack开发

者，负责定期从Spack社区更新软件包，测试软件

包稳定性，并补充Spack缺失的软件包；2)系统管理

员，根据Spack开发者反馈的测试结果，将软件的稳

定版本部署到系统中供所有用户使用；3)普通用户，

既可以直接使用Spack部署在系统中的应用，也可以

只使用Spack部署的编译器或科学库，或者完全从头

用Spack部署自己的软件环境。三个角色在相互隔离

的环境中测试与合作，管理员只部署通过验证的软

件，而开发者进行的测试不会影响生产环境，普通

用户可自由选择复用或重新构建整个软件环境。

其次，按类别选择需要部署的软件。软件环

境中的软件数量并非越多越好，在环境中共存的软

件数量越多，在生成模块文件和指定依赖关系时产

生冲突的几率也越大。我们根据软件类型、使用广

泛程度等因素，选择一个稳定可靠的子集部署在软

件环境中。对于编译器和科学库这类基础软件，如

GCC、OpenBLAS等，会安装尽可能多的版本供用户

选择，并保持一个版本能用至少半年；常用科学计

算软件会保留最近的两到三个版本，更新频率要比

基础库高；对于使用量小的软件将被部署在特定用

户的家目录下。

这套分角色分类别的软件构建方法，很好兼顾

了只需要运行计算软件的初级用户需求，和需要构

建自己软件环境的高级用户的需求。软件部署前经

过测试，超过生命周期后有序退出，管理员部署的

软件也能最大限度地复用，避免了重复劳动。

5. 小结
本文总结了构建高性能计算软件环境遇到的软

件数量多、编译流程差异大、维护模块工作量大、

软件版本共存、软件管理角色不清晰等挑战，在对

比数个软件包管理器后，重点介绍了Spack软件包管

理器的安装方法、工作流程和软件调用方法，并通

过实验展示了Spack优异的编译速度和高质量的编译

结果。最后介绍了上海交通大学高性能计算平台基

于Spack的分角色分类别的软件环境部署流程，这套

流程能涵盖Spack开发者、系统管理员和普通用户的

软件部署需求，为构建高性能计算软件环境提供了

有效方法。Spack收录的软件包数量和功能仍在稳步

增加，将为高性能计算用户构建特定领域的软件环

境带来便利。

参考文献 

[1] 上海交通大学高性能计算中心[EB/OL]. 2019[2019-07-15]. https://hpc.sjtu.edu.cn.[2] Environment Modules[EB/OL]. 

2019[2019-03-24]. http://modules.sourceforge.net.

[3] OpenHPC: Community Building Blocks for HPC Systems[EB/OL]. 2019[2019-03-24]. https://openhpc.community.



34 《高性能计算发展与应用》      2020年第二期    总第六十九期

[4] Anaconda Cloud[EB/OL].2019[2019-03-24]. https://anaconda.org.

[5] Docker: Empowering App Development for Developers[EB/OL]. 2019[2019-03-24]. https://www.docker.com.[6] Singularity 

[EB/OL].2019[2019-03-24]. https://www.sylabs.io/.

[7] Hoste K, Timmerman J, Georges A , et al. EasyBuild: Building Software With Ease[C]//2012 SC Companio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Networking, Storage and Analysis,Salt Lake City,2012-11-10至2012-11-16.

[8] Gamblin T, Legendre M, Collette M R, et al. The Spack package manager: bringing order to HPC software chaos[C]//2015 

SC Companio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Networking, Storage and Analysis, Austin, 2015-

11-15至2015-11-20.

[9] Li Heng, Handsaker Bob, Wysoker Alec, et al. The Sequence Alignment/Map format and SAMtools[J]. Bioinformati

cs,2009,25(16):2078-2079.

[10] Jasak, Hrvoje. OpenFOAM: Open source CFD in research and industr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val Architecture and 

Ocean Engineering,2009,1(2):89-94.

[11] GNU Autotools[EB/OL].2017[2019-03-24]. https://www.gnu.org/software/automake/.[12] CMake[EB/OL].2019[2019-

03-24]. https://cmake.org/.

[13] Maven[EB/OL].2019[2019-03-24] https://maven.apache.org/.

[14] SCons: A software construction tool[EB/OL].2019[2019-03-24]. https://scons.org/.

[15] AOFlagger[EB/OL].2019[2019-03-24]. https://sourceforge.net/p/aoflagger/wiki/Home/.

要 闻 集 锦

 新华社北京7月6日新媒体专电：日媒称，京都大

学一研究团队7月3日宣布，他们利用理化学研究所拥有

世界最快运算速度的“富岳”（Fugaku）超级计算机，

发现了数十种有望成为新冠肺炎特效药的物质，这些物

质有可能抑制细胞内病毒的繁殖。

据《日本经济新闻》7月4日报道，京都大学奥野恭

史教授等人组成的研究团队宣布，研究人员将利用这些

物质展开进一步实验，以确认治疗效果。

担任理化学研究所项目副主管的奥野教授及其团队

利用“富岳”超算的高计算力，以现有的2000多种药物

为对象进行了模拟实验。实验的目的是确认这些相关药

物是否能在某种程度上抑制病毒繁殖。

结果发现有数十种药物有望成为治疗新冠肺炎的

特效药，其中就包括12种已经开始用于新冠肺炎治疗临

床试验的药物。比如用来驱除寄生虫的氯硝柳胺和硝唑

尼特等，硝唑尼特已经在美国和墨西哥用于临床治疗。

此外，一些日本药企拥有专利的药物据说也在模拟

实验中表现出不错的结果。奥野教授认为：“经过‘富

岳’的计算形成的候选清单中含有一些正在用于临床治

疗的药物，这说明计算结果是正确的。”

报道称，未来针对细胞开展的实验将会更加详细地

确认药物的疗效。制药企业和研究人员将通力合作，在

临床研究和治疗上展开合作。

据报道，在6月底的最新一届“TOP500”超算排

名中，日本的“富岳”位列第一，其几天的运算量就相

当于2011年曾经登顶的“京”超算工作一年的运算量。

原本“富岳”将在2021年正式投入使用，但为了参

与新冠病毒的研究，提前到今年4月开始试验性应用。

日本“富岳”超级计算机找出数十种新冠候选药

（卢永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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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变压器高对中短路绕组瞬态受力研究
  李德波    广东电科院能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  510060

摘要：

为准确计算电力变压器绕组短路瞬态受力，在Ansys Maxwell软件建立了220kV 的油浸式三

相电力变压器三相短路的三维磁-结构耦合模型。采用瞬态磁场求解器对高对中短路情况进行了

仿真，计算得到变压器绕组的瞬态短路力分布。数值模拟结果表明：绕组的瞬态短路力波形的

幅值变化趋势大致跟短路电流保持一致，最大值发生在0.01s时刻，此时也是短路电流达到最大

值，瞬态短路力波形过零点时与X轴重合时间随着短路过程的发展逐渐缩短。

关键词：油浸式变压器，短路，磁-结构耦合，Maxwell，瞬态电动力

引言
变压器发生突然短路时，变压器绕组会流经很

大的穿越电流。变压器绕组上的电动力由短路电流

与漏磁场的相互作用产生，由于短路时绕组中的短

路电流很大，绕组上电动力与短路电流的平方成正

比，故短路时绕组上的电动力相比于正常情况是很

大的[1-3]。短路的暂态过程持续时间虽然很短，但是

如果变压器的短路强度不够，也会遭到严重损坏，

造成绕组内部线圈严重扭曲、绕组匝间短路、绝缘

结构遭到破坏等一系列故障，致使变压器所处电网

瘫痪[4-7]。因此，国家及国际相关标准均对电力变压

器的承受短路能力有相关的要求[8-10]，要求电力变压

器应具有在运行中能够承受各种变压器外部短路事

故的抗短路能力，但是解决这类问题首先要解决的

是关于电力变压器绕组短路瞬态受力的精确计算。

近年来，随着计算能力的不断提高，研究人员

和工程师对电力变压器绕组短路瞬态受力进行了大

量的数值模拟[11-18]。刘文里等人[11]采用“场－路”耦

合方法，以一台 220 kV /120 MVA 双绕组电力变压器

为例进行了高压绕组的辐向稳定性评估。沈阳工业

大学的孙昕博士对一台110kV变压器在突发短路后，

断路器快速重合闸动作下变压器绕组受到的冲击电

流，分析了该电流冲击下的电磁场和绕组静态电磁

力分布[12]。王欣伟等人[13]基于电力变压器内绕组的结

构参数，通过两种软件的计算，对电力变压器内绕

组辐向抗短路能力的计算结果做了对比和分析，对

影响电力变压器内绕组辐向抗短路能力的参数进行

了研究和论述。鲁非等人[14]和孙翔等人[15]针对短路瞬

态力引起的轴向位移故障的诊断方法进行了研究，

结合实际应用案例，从检测方式、测试结果的影响

因素、检测信息量、检测灵敏度、变形判断方法及

检测标准等角度对不同检测方法进行了分析比较。

本文通过ANSYS Workbench15.0有限元分析软件

中的Maxwell模块建立变压器三维磁-结构耦合模型，

在仿真过程首先将变压器绕组由下到上分成10个等

分区域，在静态条件下仿真分析出受力最大分区，

然后再在受力最大分区域内，单独建立单匝线圈模

型；最后通过拟合高对中短路试验电流作为变压器

绕组激励，采用瞬态磁场求解器计算得到单匝线圈

在短路的情况下线圈瞬态短路力分布，并总结了对

应的规律，这将为对变压器在短路冲击下的累积效

应、提高变压器的抗短路强度等相关研究提供工程

参考。

1. 计算原理

1.1 电磁场方程

电力变压器绕组的电磁力由局部磁通密度计

算，工程上通常采用有限元方法计算绕组区域的漏

磁通。变压器绕组的磁场控制方程为[19]：

基金项目：中国南方电网科研项目资助（GDKJQQ2015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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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式（1）中，Ω1和Ω2分别代表涡流区和非涡流

区；A为矢量磁位；V为标量电位；µ:ℑ  ∉σ:5  ∉t

为绕组切向的单位矢量；SC为绕组截面积；nc为绕组

匝数；i(t)为每匝的电流。

将上述场方程进行单元离散，整理后 , 可得电磁

场方程的总体合成矩阵方程为： 

[ ]{ } [ ] { } [ ]{ } 0V VK A M A C I
t

∂
+ − =

∂
                   （2）

式（2）中，{AV}=[Ax Ay Az V]T；I为支路电流。

利用有限元分析法，在求得矢量磁位和标量电

位的场分布值后，利用相应的转化关系就可以得到

磁场中的其他各种物理量。

1.2 绕组电磁力

将短路电磁力分成辐向分量和轴向分量是比较

常见的计算短路力的做法。在强度计算时，可以考

虑分别独立计算，因为这两种力通常产生不同的应

力，引发不同的、独立的损坏模式。

1.2.1辐向电磁力

辐向力是由轴向磁通产生的，轴向磁通矢量的

最大值在主空道达到最大值：

3

max

1.256 2 10

w

N I
B

H

−× × × ×
=                          （3）

式（3）中，1.256×10-6为空气磁导率；N为绕

组的电气匝数；I为绕组中电流的方均根值；Hw为绕

组的几何平均高度。

如果导体绕制很紧，则在导体间实际可以达到

共同负担电磁力，因此有理由假定所有辐向导体每

单位长度承受平均力如下：

max

2

2u cF B I= × ×                                              （4）

式（4）中IC是导线中的电流。

如果忽略绕组端部轴向磁通密度的降低，整个

绕组的全部辐向力Frad为：

2 2 6( )
1.256 10rad m

w

N I
F D r K

H
π −×

= × × × × × ×     （5）

1.2.1辐向电磁力

轴向力是绕组端部漏磁通发生辐向弯曲的结

果，受到轴向电磁力的方向主要是从绕组端部向绕

组中部。在这种布置时，靠近铁芯的内绕组（通常

是低压绕组），由于较多的磁通辐向进入铁芯柱闭

合，比外部绕组上有较高的轴向力。每一个柱的绕

组的总轴向力计算公式为：
2

1 2

2

2 6

( )
0.628 ( )

3

(2 1) ( 2) 10

rad m

w

a aN I
F D d

H

K r k

π

−

+×
= × × × × +

× − × × × ×

     （6）

式（6）中，Dm为内外绕组的平均直径；d为主

空道宽度；a1、a2为绕组1、绕组2的辐向宽度；K为

罗果夫斯基系数。

2. 计算模型

2.1 变压器的主要参数和结构

在MAXWELL 3D中建立了220kV三相三柱式变压

器数值计算模型，该变压器部分参数如下，表1为本

算例产品的主要技术参数、表2为算例产品的绕组参

数。

表1  变压器的主要技术参数

产品型号    额定容量 (MVA)      240/240

频率 50Hz 联结组号  YNyn0d11

电压组合 (kV)   220±8×1.25%/121/11 额定电流 /A  393.6/715.7/2273

铁芯窗高（mm）2180 铁芯直径（mm） 890

表2变压器的绕组参数

参数名称 高压绕组   中压绕组 低压绕组

绕组内径（mm） 745.5 562 477

绕组外径（mm） 866.5 675.5 514

绕组高度（mm） 1890 1890 1890

线圈上端至上铁轭距离（mm） 180 180 180

线圈上端至下铁轭距离（mm） 110 110 110

预压紧力（N/cm2） 250-300 250-300 25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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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物理模型

由于变压器内部几何构造复杂，考虑计算机的

计算能力，对建立的变压器三维模型进行如下假设：

（1）绕组采用筒状结构，忽略绕组、垫块、撑

条、匝间绝缘等结构件的影响；

（2）铁芯采用实心圆柱体建模，铁轭采用实心

长方体块，忽略压板和夹件的结构，通过加载预紧

力等效；

（3）近似认为变压器的结构件的材料均匀、各

向同性；

（4）忽略变压器的油箱及油（采用仿真计算的

真空区域代替）。

在MAXWELL软件中建立起三相三绕组式的变压

器模型如下图1所示：

图1  变压器三维仿真模型

2.3 材料参数的选取

模型主要的材料参数如表3所示，图2为变压器

铁芯磁化曲线。

表3  变压器各结构件材料参数

材料参数 铁心 绕组

密度 (kg/m3) 7650 8900

电导率 (S/m) 1.12×107 5.8×107

相对介电常数 1 1

泊松比 0.26 0.325

杨氏模量 (Pa) 2.06×1012 1.15×1011

图2  铁芯B-H特性曲线

2.4 激励设置

变压器的短路试验是高压绕组对中压绕组短路

试验，实验电压施加于高压线端与中性点之间，中

压全短路，低压开路一点接地。通过记录的数据，

利用MATLAB拟合对应的短路电流波形作为仿真模型

的激励。

高压侧A、B、C三相短路电流公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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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中压侧a、b、c三相短路电流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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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3. 计算模型

3.1 绕组静态受力分析

首先将变压器的绕组在高度上由下往上等分成

10分区（由下至上），施加短路电流的峰值作为激

励，高压绕组2927A，低压绕组33803.9A，中压绕组

开路，进行静态仿真分析，图3和4为仿真得到绕组

受力密度矢量图。

计算每个分区绕组受到的合力，即辐向合力和

轴向合力。辐向合力为仿真模型坐标系中沿X方向

和Y方向中受到的合力，轴向力即为沿Z轴方向的合

力。图5和图6分别为绕组辐向和轴向合力分布图。

图3  绕组受力密度平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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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绕组受力密度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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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绕组辐向合力分布图

0 2 4 6 8 10
-300

-200

-100

0

100

200

轴
向
合
力
（
kN

）

绕组分区序号

 高压绕组
 低压绕组

图6  绕组轴向合力分布图

由图3、图4可以看出，高压绕组受到的辐向力

是向外的，及相当于往外拉伸力，低压绕组受到的

辐向力是向内的，及相当于往里的压缩力；高压绕

组和低压绕组端部的轴向力都是往绕组中部方向压

缩。

图5和图6表明，低压绕组受到的辐向合力和轴

向合力大于高压绕组受到对应的合力；10分区模型

的高压绕组和低压绕组都是在第7分区受到的辐向合

力最大；10分区模型的高压绕组和低压绕组都是在

两端部受到的轴向合力最大。

3.2 绕组瞬态受力分析

由于在对变压器绕组进行瞬态受力分析时，

无法做出对绕组每个部位随时间变化的受力曲线，

所以针对这些受力比较大的部分进行细化分区，得

出这些部位随时间变化的受力曲线。因此，基于上

面提到的仿真的思路，在进行瞬态仿真分析之前，

对于高压绕组，在绕组上端部单独建立一匝线圈模

型，再在第七分区单独建立一匝线圈模型；同样对

于中压和低压绕组，在绕组上端部单独建立1个一匝

线圈模型，再在第七分区单独建立一匝线圈模型，

建立好的模型如图7所示。

图7  局部细化的三维变压器模型

由于变压器短路时，继电保护的作用时间一般

在100ms内，且考虑到计算机计算能力，将仿真时长

设置为0.08s，仿真步长为0.0002s。施加高对中短路

拟合激励，在ANSYS Maxwell 仿真软件设置完边界约

束条件后，得到A相绕组的瞬态受力分析曲线图。

图8  高压绕组上端部（10分区）线圈辐向瞬态受力波形

图9  高压绕组上端部（10分区）线圈轴向瞬态受力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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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中压绕组上端部（10分区）线圈辐向瞬态受力波

形

图11  中压绕组上端部（10分区）线圈轴向瞬态受力波

形

图12  高压绕组第7分区线圈辐向瞬态受力波形

图13  高压绕组第7分区线圈轴向瞬态受力波形

图14  中压绕组第7分区线圈辐向瞬态受力波形

图15  中压绕组第7分区线圈轴向瞬态受力波形

上面波形图是在受力薄弱区域具体位置的一个

单匝线圈在辐向和轴向所受合力的波形图。由图8

和图10可以看出，高压绕组顶端（外绕组）和中压

绕组顶端（内绕组）所受到的辐向力的方向是相反

的，外绕组呈现向外扩张的趋势，内绕组是呈现向

内坍塌压缩的趋势。由图9和图11可以看出，高压绕

组对中压绕组短路试验，高压绕组受到的电磁力都

远远小于中压绕组所受的电磁力。由图12、13、14

和15可以看出第七分区单匝线圈的所受短路力与顶

端线圈基本一致，瞬态受力波形的幅值变化趋势均

大致跟短路电流保持一致。但是由于电动力与电流

的平方成正比，所以绕组所受到的电动力都是在X轴

的上方，当瞬态受力波形第一次过零点时，波形开

始与X轴重合，持续时间为0.04s，第二次过零点是，

与X轴重合时间变短；越往后面发展，重合时间越

短，并且逐渐远离X轴。

4. 结论
本文在ANSYS Workbench15.0有限元分析软件中

的Maxwell模块建立了220kV的油浸式三相电力变压器

三维磁-结构耦合模型，通过拟合的高对中短路试验

电流并作为变压器绕组激励，仿真计算出变压器绕

组瞬态受力分布。通过分析绕组瞬态受力波形可以

得到如下结论：

高压绕组对中压绕组短路试验，高压绕组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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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磁力都远远小于中压绕组所受的电磁力。

在短路电流的冲击下，绕组的瞬态受力波形的

幅值变化趋势大致跟短路电流保持一致，但是由于

电动力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所以绕组所受到的电

动力都是在X轴的上方，当瞬态受力波形第一次过零

点时，波形开始与X轴重合，持续时间为0.04s，第二

次过零点是，与X轴重合时间变短；越往后面发展，

重合时间越短，并且逐渐远离X轴。

高压绕组顶端（外绕组）和中压绕组顶端（内

绕组）所受到的辐向力的方向是相反的，外绕组呈

现向外扩张的趋势， 内绕组是呈现向内坍塌压缩的

趋势。

瞬态受力波形的最大值发生在0.01s时刻，此时

也是短路电流达到最大值，最大值达到千牛级别，

对绕组的垫块、撑条、压板考验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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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MW电除尘气流均布特性大规模数值模拟
研究与工程应用

  李德波    广东电科院能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  510060

摘要：

气流分布是影响电除尘器除尘效率的主要因素之一，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某电厂

1000MW电除尘器气流均布特性进行研究，其中气流分布板利用多孔介质模型，流场的模拟采

用k-e双方程，数值计算采用SIMPLE算法，结果表明，在电除尘器入口喇叭口处设置三层多孔

板，且开孔率设置为50%、30%、30%，气流均布性最佳；进口流速为6m/s时，电除尘器气流均

布满足合格要求，并对比了有无灰斗挡板对气流均匀性的影响，发现灰斗挡板可以有效减小灰

斗内部涡流现象，提高粉尘收集效果。

关键词：气流分布，数值模拟，多孔介质，灰斗挡板

电除尘器因其阻力小、效率高、运行稳定可靠

等优点广泛应用于冶金、发电等行业[1]。随着环保意

识的逐渐提高，现阶段对环保的要求也愈发严格，

电除尘器内流场是否均匀直接决定着除尘效率的高

低，对气流均布特性的研究一直以来是国内外科研

界的研究重点之一[2-3]。2007年党小庆[4]等用计算流

体动力学方法对660MW机组电除尘器第一电场进口

断面气流速度分布进行了数值计算，根据计算结果

在进口管道中加设导流板，达到了较好的气流均匀

性。2011年Minghua Bai[5]等对静电除尘器内有无导流

板进行了数值模拟，发现在气流分布板上添加导流

板可以改善电除尘器内部流场，有助于提高粉尘脱

除效率。黄三明等[6]对电除尘器中采用的CFD模型的

关键参数进行了修正，指出气流分布板的阻力系数

不仅与气流分布板的开孔率有关，还与气流分布板

的厚度和孔径有关，何剑[7]等以槽形板间距的影响

因子为基准，比较了10个影响气流均布性的因素，

认为第二层气流分布板是影响整个流场气流均匀性

的关键，其位置和开孔情况对气流分布影响最为明

显，叶兴联等[8]利用CFD数值模拟方法对气流分布进

行设计，结果表明，电除尘器入口导流板及灰斗挡

板的合理设计可以改善气流分布，赵俊起[9]等的研

究表明，当气流分布板开孔率设置为30%时，气流

分布较均匀，且方孔形气流分布板的性能优于花孔

型，花孔型优于圆形，气流通过孔的收缩系数一定

程度会影响气流稳定性。杨衡[10]等通过改变电除尘器

第二、第三块气流分布板的局部开孔率对电场内气

流流动状态进行数值模拟，验证了在计算模型中调

整各气流分布板不同区域的阻力，可以改善电场区

内气流分布状况。焦丹等[11]采用多孔跳跃模型对电

除尘器内部气流分布特性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在

电除尘器进口端设置三层分布板，气流分布呈均匀

状态，若只布置一块气流分布板，其最佳开孔率为

30%~40%。

在上述电场尘气流均布性的研究中，研究学者

只改变一层或二层气流分布板的开孔率来研究最佳

开孔率，但工程实际中往往采用三层气流分布板才

能够达到良好的气流均布效果，故本文对气流分布

板的布置方式及三层气流分布板的最佳开孔率进行

研究，并对灰斗挡板对气流分布的影响进行分析，

以期为优化和改善电除尘器气流均布提供理论依据。

1. 数学模型

1.1 连续相模型

连续性方程

( ) ( ) ( ) 0
u v w

x y z
ρ ρ ρ∂ ∂ ∂

+ + =
∂ ∂ ∂

动量守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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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为静压， jiτ 为应力张量； igρ 为作用

于微元体上的重力；F为空间电荷引起的体积力。

湍流模型引用的是k-e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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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µ t为湍流粘性系数，
2

t
k= Cµµ ρ
e ，Cµ=

0.09；sk是普朗特数，sk=1.0，k为单位质量流体湍动

能，C1，C2为经验常数，C1=1.44,C2=1.92；sk和se分

别是与湍动能k和耗散率e对应的prandtl数。

1.2 多孔介质模型

由于气流分布板孔隙数量多，网格划分复杂，

故采用多孔介质模型模拟气流分布板，多孔介质实

质上是在原动量方程上添加了一个动量源项，该源

项由黏性损失项和内部损失项构成。对于简单的均

匀多孔介质：

i j 2 j j
1= +
2

S Cµν ρ ν ν
α

    j=1,2,3

式中：α——渗透性；

C2——内部阻力因子。

由于本文模拟的是气流分布板，粘度阻力影响

较小，故可以消除渗透项而只考虑惯性阻力，即在

流动方向上设置一个流动内部损失项，其中沿流动

方向的阻力损失可通过如下经验公式获得：
2p=0.2739 4.68816v v∆ +

又由于：

p= n∆ ∆

式中：Δn—气流分布板厚度

联立可得：  

2
1 n 0.27394
2

C ρ∆ =

31.225 /kg mρ =
对于多孔板，粘性系数比较小，粘性附加项近

似忽略为零，简化为：

2
2

1
2

P C v nρ∆ = − ∆

其中C2可根据经验公式来确定：

式中， f 为开孔率。

2. 电除尘器模型的建立

2.1 物理模型与网格划分

以某电厂1000MW电除尘器为例，由于整体几

何结构较复杂，故本文采取几何模型的一半为计算

域，按实际尺寸建模如图1所示。

图1  静电除尘器对称模型

模型主要由进出口喇叭、4个电场区、灰斗、气

流分布板等组成。其中整个电除尘器尺寸为21721×

15300×16000mm；灰斗尺寸为5430×7650×5700；

每个电场区有36块收尘板，尺寸为4700×16000mm，

有64根电晕线，直径为20mm，进出口尺寸均为

4700×4700mm，在距离入口截面1.15m、2.165m和

3.18m竖直方向共设置3层气流分布板，孔径均为

50mm。

通过icem对模型进行分区域划分网格，电场尘

器电场、进出口烟道、气流分布板、电晕线及收尘

板区域采用结构化网格，六面体网格总数为5810782,

灰斗结构空间则采用非结构化网格，四面体网格总

数为3439358，在网格交界面建立一对interface，保证

流体计算域的连续性，网格划分情况如图2所示。

（a）整体网格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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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局部网格结构

图2  静电除尘器网格结构

2.2 数值计算方法与边界条件

采用计算流体动力学（CFD）方法对上述模型进

行数值求解，其中求解器类型设为Pressure-Based,时

间格式设为Steady，采用有限容积法离散控制方程，

并采用SIMPLE算法求解压力-速度耦合问题。电除尘

器入口设定为velocity-lnlet，速度为6m/s，出口设定

为pressure-outlet,压力为-2720pa，其他均设置为壁面

无滑移边界条件。工质为常温空气，密度为1.225kg/

m3, 粘度系数：1.789×10-5kg/m·s。

2.3 数值模拟结果验证

2.3.1 网格无关性验证

为了验证网格大小对计算精度不够造成影响，

本文划分了3种不同网格数量的模型，并在相同的边

界条件下进行模拟，选取电除尘区入口截面上的中

心线作为测试线，所得的中心线上速度随z轴位置变

化曲线如图3所示。可以发现，三条曲线基本重合在

一起，故可认为网格数量满足数值模拟网格精度要

求。

图3  三种网格数量下气流速度随中心线z轴位置变化

2.3.2 计算结果验证

为了对计算结果准确性进行验证，本节选取了

锅炉运行时的三个工况，并将模拟出的电除尘器入

口压力与现场实测数据进行对比。

由表1可知，各个工况下电除尘器入口压力模拟

值与实验值误差控制在10%以内，由于现场实际测定

压力时常会出现数据波动的情况，故数值模拟结果

存在较小的误差是在计算精度允许范围内，说明模

拟精度可以满足要求，计算方法可靠。

表1  各工况下的进口压力对比

工况 实验值 模拟值 误差

1000MW -3202 -3353 4.7%

860MW -2754 -2967 4.1%

700MW -2241 -2367 5.6%

3. 计算结果与分析

3.1 评判标准

评价电除尘器气流分布均匀性优劣的均方根公

式：

n
2

1
2

( )
=

i
i

v v

nv
s =

−∑

式中，σ—相对均方根值；n—测量断面上测

点数；vi—测点气流速度，m/s（要求测点不少于100

个）； v —气流平均速度值，m/s。

根据σ值的不同气流分布均匀性一般分为三

级，即σ ≤0.10，为优；σ ≤0.15，为良；σ ≤0.25

，为合格。为了对电除尘器气流分布做出合理评

价，本文选取距离电除尘器入口X=8.23m处的断面作

为测试截面，并按照《电除尘器气流分布模拟试验

方法》中的行业标准将整个截面划分为等面积的小

矩形，取它的中点为代表测点。注：测点的间距不

大于1m，共划分315个测点，如图4所示。

图4  测试截面测点布置图

3.2 气流分布板布置形式对气流均布的影响

静电除尘器气流均布状态一定程度决定着电除

尘效率的高低，为了减小涡流，保证气流均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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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除尘器的入口喇叭口装设气流分布板。

保持边界条件不变，仅改变气流分布板的层

数，所得不同截面处的气流相对均方根（RMS）值如

图5所示，不难发现，随着气流分布板层数的增加，

三个截面处的气流相对均方根值均减小，且只有布

置三层气流分布板的情况下，气流相对均方根值小

于0.25，达到合格标准，说明增加气流分布板的层数

可以使气流重新分布，达到改善气流均布的效果。

当保持气流分布板布置层数不变时，可以发现，中

间截面的气流相对均方根值均小于入口截面，表明

电除尘器入口截面气流分布相比于其他电场截面更

加均匀，这和梁振山[12]等人做的测试结果相一致，故

实际操作中只要保证第一电场入口断面气流分布达

到均匀即认为达到合格标准。

\

图5  不同气流分布板布置层数对应的（RMS）值

3.3 气流分布板开孔率对气流均布的影响

气流分布板的开孔率因气体速度而异，靠近

电除尘电场区的第二层气流分布板的开孔率应小于

第一层，即第二层气流分布板的阻力系数大于第一

层，这就能改善气体分布均匀性。为了得到最佳的

气流分布板结构，设计时有必要在不同的操作条件

下进行数值模拟实验，根据模拟结果进行气流分布

板设计。

一般参考书上都论述气流分布板开孔率取在

25%-50%范围内，使得厂家难以选择最佳的数值[13],

为此本文考虑了7种气流分布板多孔率设置方式，如

下表所示：

表2  不同开孔率布置方式

方式
开孔率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1 0.6 0.4 0.3

2 0.5 0.4 0.3

3 0.4 0.4 0.3

4 0.5 0.5 0.3

5 0.5 0.3 0.3

6 0.5 0.4 0.4

7 0.5 0.4 0.2

图6为不同开孔率布置方式下对应的气流均方根

（RMS）值，由图可知，在第一层和第三层或第一层

和第二层气流分布板开孔率不变的情况下，减小第

二层或第三层气流分布板开孔率，气流均方根值呈

现下降的趋势，气流分布更加均匀，这主要是因为

随着开孔率的下降，气流分布板阻力系数变大，压

力损失变大，但当保持第二层和第三层分布板开孔

率不变的情况下，减少第一层气流分布板开孔率，

气流均方根值却未呈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而是先

减小后增加，这是因为方式3中的第一层和第二层气

流分布板开孔率一致，气流分布板阻力系数维持在

同一数值水平，压降较小，故气流均匀性变差，为

了进一步观察这两种布置方式对电场区内部气流分

布的影响，选取开孔率为0.4/0.4/0.3及0.5/0.3/0.3对应

的电场区入口截面速度分布云图，如图7所示，可以

发现两图中心区域速度分布并无明显变化，速度沿

径向均呈现中心向四周递减的趋势，但采用开孔率

为0.4/0.4/0.3布置时，靠近壁面的区域速度梯度变化

较大，且存在较多的涡流区域，因此气流均布性较

差，实际对气流分布板开孔率的设置过程中，应避

免这一布置方式的出现。

7种方式中只有3种方式满足电除尘器入口截面

气流分布均匀性相对均方根值小于0.25，其中按均方

根值从大到小排列，三层气流分布板开孔率布置分

别为0.5/0.4/0.3、0.5/0.3/0.3及0.5/0.4/0.2，由于实际工

程中，开孔率太小，气流分布板阻力增大的同时，

电除尘器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来克服阻力，能耗变

高，进口喇叭口内的负荷会增加，选择太小的气流

分布板开孔率是不合适的，故综合考虑气流分布均

匀性、进口喇叭内的负荷、电除尘器能耗等因素，

建议三层气流分布板的开孔率选择为0.5/0.3/0.3。

图6  不同气流分布板开孔率对应的（RMS）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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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0.4/0.3          （b）0.5/0.3/0.3

图7  两种布置方式对应的入口截面速度分布云图

3.4 入口流速对气流均布的影响

在入口喇叭口布置三层气流分布板，开孔率分

别为50%、40%和30%，保持其他边界条件不变，仅

改变入口流速，在入口截面处所得的气流相对均方

根（RMS）值随入口流速的变化如图8所示，可以发

现，气流相对均方根值随入口流速呈现上下起伏的

变化趋势，说明烟气流速对气流相对均方根值有着

较大的影响，当烟气流速增大到一定程度时，会造

成电场区气流分布紊乱，气流均布性变差，当烟气

流速太低的话，也会对气流均布产生不利影响，本

文所涉及到电除尘器最佳入口流速为6m/s，因此，在

实际电除尘器运行过程中烟气流速应保持在这一工

况下。

图8  不同入口流速下对应的（RMS）值

3.5 灰斗挡板对气流均布的影响

电除尘器内的气流短路通常指的是烟气绕过

电场区，而从灰斗、顶梁等区域通过，导致这部分

烟气携带的粉尘颗粒很难被收集，还可能将已收集

的粉尘带走，所以要想提高电除尘效率，实现超低

排放，电除尘器的气流短路问题必须要重视。烟气

在经过电除尘器入口喇叭口的扩散后，会有一部分

气流进入灰斗形成短路，会使沉积于灰斗中的粉尘

发生二次飞扬，使之重新回到气流中，甚至直接带

出电除尘器，使电除尘器效率降低。为得到有无灰

斗挡板时对气流均布的影响，图9分别给出了无挡

板及有挡板下的气流速度分布云图与流线图，可以

发现，在电除尘器内部无灰斗挡板的情况下，灰斗

下部流速较高，约1m/s，且第一灰斗区域存在较大

涡流，这样就极易将沉积到灰斗内部的飞灰卷起，

形成二次扬尘，影响除尘效率，而在添加了开度为

60°的灰斗挡板后，可以发现，挡板对电除尘器电

场区的气流分布并无太大影响，主要影响集中在灰

斗下部，由于灰斗挡板的阻流作用，形成了较多的

低风速区域，且第一灰斗区域涡流现象大大减小，

减轻了收尘区下沿的高速区与灰斗的强回流现象，

有助于粉尘收集。

（a）无灰斗挡板

（b）有灰斗挡板

图9  有无灰斗挡板时对应的气流速度分布云图与流线图

4. 结论
（1）对比4种不同气流分布板布置方式对电除

尘区气流均布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表明：随着气

流分布板层数的增加，气流相对均方根值减小，且

只有布置三层气流分布板的情况下，气流相对均方

根值小于0.25，达到气流均匀性合格标准。

（2）对比3层气流分布板7种不同开孔率设置方

式对电除尘区气流均布的影响，发现只有开孔率为

0.5/0.4/0.3、0.5/0.3/0.3及0.5/0.4/0.2可以满足气流均

匀性合格要求，考虑实际因素，优先选择开孔率为

0.5/0.3/0.3的布置方式。

（3）入口流速对电除尘器气流均布影响很大，

通过几组不同的进口流速，认为本文电除尘器最佳

入口流速为6m/s。

（4）对比电除尘器内有无灰斗挡板对气流均布

的影响，发现挡板对电场区的气流分布并无太大影

响，但是可以使灰斗涡流区域减小，避免回流，有

助于粉尘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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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位于美国能源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Summit超

级计算机将使GE能够以该公司以前从未有过的方式模

拟气流。最终，这项研究可以影响未来风力涡轮机的设

计、控制和运行。它还旨在通过让研究人员更好地掌握

大西洋的可用风力资源，推动美国东海岸的风力发电发

展。据GE称，Summit将运行的模拟可以填补一些历史

数据的空白。

根据美国风能协会的数据，海上风电有可能提供

的电力几乎是美国目前用电量的两倍。但要想制造出更

坚固、更高效的海上风机，研究人员需要更多的信息。

这就是Summit的作用。根据Top500超级计算机速度排

名，Summit超级计算机目前被列为全球第二快的超级计

算机，仅次于日本的Fugaku。

GE的研究，将在未来一年内与能源部的Exascale计

算项目合作进行，如果没有Summit，几乎是不可能完成

的。这是因为他们的研究通常要在分辨率和规模之间进

行权衡。他们通常可以用高分辨率研究空气如何在单个

转子叶片上移动，或者他们可以研究一个大规模的风力

发电场，在这种情况下，超大规模计算应该允许他们以

足够高的分辨率来模拟整个风力发电场的流动物理学，

以研究单个涡轮叶片旋转时的情况。

团队将专注于研究沿海低空喷流。这些气流与传统

风力涡轮机设计中通常考虑的风的模式不同，它们的速

度会随着高度的增加而逐渐增加。沿海低空喷流是 “非

典型的”，因为风速可以迅速上升到一定高度，然后突

然下降。这些风的模式通常不太常见，但它们在美国东

海岸出现的频率更高，这就是为什么研究人员想要更好

地了解它们如何影响涡轮机的性能。

在美国东海岸，人们对海上风能的需求越来越大。

美国第一个海上风电场于2016年在罗德岛海岸建成。未

来几年，东海岸的一系列风电场准备上线，其中最大的

一个项目预计将于2024年在新泽西州沿海建设，其中投

资16亿美元。

通用电气计划利用世界上第二快的超级计算机来推动美国海上风电开发

（卢永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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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际信息技术研究和顾问机构Gartner发布

数据与分析领域的十大技术趋势，以提醒业界来提高数

据处理和访问的速度，扩大分析规模以应对多变的市场

环境。

以下为Gartner杰出研究副总裁RitaSallam和Gartner

高级研究总监Julian Sun(孙鑫)总结的十大数据和分析趋

势：

趋势1：更智能、更高速、更负责的AI

到2024年底，75%的企业机构将从人工智能(AI)试

点转为AI运营，基于流数据的分析基础架构的数量将因

此增加5倍。

新冠疫情期间，机器学习(ML)、优化和自然语言

处理(NLP)等AI技术正就病毒传播、应对效果及影响提

供重要洞察和预测。

而强化学习和分布式学习等其他更智能的AI技术正

在创建更具适应性和灵活性的系统，用于处理复杂的业

务情况。例如，基于代理的系统可对复杂系统进行建模

和仿真。

趋势2：仪表板的衰落

具备更多自动化和消费化体验的动态数据故事将

取代视觉化、点击式的数据创建和探索。因此，用户使

用预定义仪表板的时间也将会减少。向支持增强分析或

NLP等技术的动态数据故事转变，这意味着：最相关的

洞察将基于用户的场景、角色或用途，流式传输给每个

用户。

趋势3：决策智能

到2023年，33%以上的大型企业机构将聘用分析师

实现包括决策建模在内的决策智能。决策智能汇集了决

策管理和决策支持等多项技术。它提供了一个框架，帮

助数据和分析领导者针对业务成果和行为，设计、建

立、协调、执行、监控和调整决策模型及流程。

趋势4：X分析

“ X分析”由Gartner创造的一个总称术语，其中的

X指代各种结构化和非结构化内容(如文本分析、视频分

析、音频分析等)的数据变量。

在新冠疫情期间，AI发挥了关键作用，梳理了成千

上万份研究论文、新闻资料、社交媒体内容和临床试验

数据，帮助医疗和公共卫生专家预测疾病传播，制定能

力规划，寻找新的治疗方法并确定易感人群。X分析与

AI、图谱分析等其他技术结合起来，将对未来自然灾害

和其他危机的识别、预测和规划发挥关键作用。

趋势5：增强型数据管理

增强型数据管理利用ML和AI技术优化并改进运

营。它还促进了元数据角色的转变，从协助数据审计、

沿袭和汇报转为支持动态系统。

增强型数据管理产品能够审查大量的运营数据样

本，包括实际查询、性能数据和方案。利用现有的使用

情况和工作负载数据，增强型引擎能够对运营进行调

整，并优化配置、安全性和性能。

趋势6：云成为必然

到2022年，公有云服务将对90%的数据和分析创新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数据和分析的上云，数据和

分析领导者仍然很难实现服务与用例的协调一致，这就

增加了不必要的治理和集成开支。

数据和分析问题的关键，已经从某项服务的成本转

为如何在定价之外满足工作负载的性能要求。上云时，

数据和分析领导者需要优先处理能够利用云能力和专注

于成本优化的工作负载。

趋势7：数据和分析的碰撞

数据管理能力和分析能力在传统上被视为不同的领

域，需要分别进行管理。利用增强分析提供端到端工作

流的供应商使这两个市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

数据和分析的碰撞将增加这两个传统上相对独立

的领域之间的交互和协作。这不仅会影响到所提供的技

术和能力，还会使支持和使用它们的人员和流程受到影

响。相关角色也将从传统的数据和分析扩展到信息探索

人员和公民开发人员等。

趋势8：数据市场和交易平台

到2022年，35%的大型企业机构将通过正式的在线

数据市场参与数据交易，而这一比例在2020年为25%。

数据市场和交易平台为整合第三方数据产品和降低第三

方数据成本提供了统一平台。

Gartner发布2020年数据与分析领域十大技术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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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9：区块链技术在数据和分析中的应用

区块链技术解决了数据和分析领域中的两项挑战。

首先，区块链提供了资产和交易的完整沿袭。其次，区

块链为复杂的参与者网络提供透明度。

除了有限的比特币和智能合约用例之外，分类账目

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将为单个企业审计数据来源提

供了更具吸引力的选择。Gartner预计，到2021年，分类

账目DBMS产品将取代多数许可区块链的使用。

趋势10：关系奠定了数据和分析价值的基础

到2023年，图谱技术将促进全球30%的企业机构决

策过程的快速情景化。图谱分析是指一系列用于探索

不同感兴趣的实体(如组织、人员和交易)之间关系的技

术。它帮助数据和分析领导者找到数据中未知的关系，

并查看传统分析技术不易分析的数据。

（陈继军） 

微软：新冠病毒促使云服务流量大幅增长775％

微软表示，自从各国开始针对新冠病毒爆发实施社

交隔离和其他措施以来，致使微软云服务的使用量出现

了大幅激增。微软上周六表示，在已实施社交隔离和在

家办公的地区，微软Teams、Power BI和Windows Virtual 

Desktop等服务使用量增加了775％。

微软表示，自从各国开始针对新冠病毒爆发实施社

交隔离和其他措施以来，致使微软云服务的使用量出现

了大幅激增。微软上周六表示，在已实施社交隔离和在

家办公的地区，微软Teams、Power BI和Windows Virtual 

Desktop等服务使用量增加了775％。

流量激增的原因很明显，因为对于那些需要在家工

作的人和在家没事做感到无聊的人来说，微软这些工具

是很有用的。例如，微软Teams协作应用本月初的日活

用户就猛增了37％。目前Team用户每天活跃度长达9亿

分钟，而竞争对手的应用，例如Slack和Zoom的使用量

也有类似的大幅增长。

微软表示，目前Windows虚拟桌面的使用率是正常

情况的3倍，而Power BI的使用率增长了42％。此外，随

着人们选择通过玩视频游戏排解在家隔离的烦恼，微软

游戏服务Xbox Live用户数量也创下新高。

面对如此众多的用户，微软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

措施以确保业务正常运行，不会发生中断，特别是对于

那些在抗疫前线的工作。

微软在博客文章中指出，将为急救人员和与健康相

关的系统“提供最高级别的监控”。此外微软还限制了

免费优惠和新Azure订阅的一些资源，而Teams视频通话

分辨率也有所降低，以便节省带宽。微软补充说，计划

在未来几周内增加“大量新容量”，以保持云服务的正

常运行。

微软在公布这一最新消息的几天之前，微软首席执

行官Satya Nadella刚刚向CNBC表示，他看到了市场“空

前的”需求。Nadella说：“如果这是上一代的数据中心

架构或软件架构的话，很难想象我们如何有效地应对这

场危机。”

（陈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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