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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目录
 ParaPlus HPC 专业服务和Lustre

 Paratera OITS 在线运维服务

 Intel与并行的广泛合作



• 全面细致优化自主开发软件及商业软件

• ParaPlus软件开发、并行化、优化服务

• Paramon应用特征分析软件专业版

第四次

采购机群

• 基于应用运行特征设计硬件方案+应
用软件支持导向

• ParaPlus机群方案设计服务

• Paramon应用特征分析软件机群版

第三次

采购机群

• 硬件+应用软件导向

• ParaPlus运维服务

• Paramon运维工具

第二次

采购机群

• 硬件导向

• ParaPlus实施服务

• Paramon监控工具

第一次

采购机群

机群用户发展历程



基于Intel® Cluster Ready的HPC方案
One Architecture Meant To Maximize Your Product’s Potential Reach

4

Intel® Cluster Ready applications 

execute on top of the architecture

Wide variety of system 

software capable of 

providing compliant 

software stacks

The architecture promotes 

seamless utilization of a wide 

range of network, storage and 

hardware solutions.

Intel® Cluster Ready certified solutions are easily paired with registered applications



ParaPlus全方位HPC服务

增值服务

使用培训
系统交接

系统架构
设计

应用运行
特征分析

软硬件产
品选型

应用测试

系统平台
测试验收

系统平台
实施搭建

在线运维

售前 售中 售后



ParaPlus高性能计算解决方案
Lustre并行文件系统

并行科技的 ParaPlus 高性能计算解决方案中并行文件系统采用 Lustre 并行文件系统：

• Lustre 的服务器和存储可以来自不同的厂商；

• 用户可以逐步的动态的扩充文件系统；

• 通过增加数据服务器以提升聚合带宽

• 通过增加数据服务器以提升系统整体容量

• Lustre 是基于 GPL 的开源文件系统，还可以从英特尔购买专业的技术支持（并行科技是 Intel
Enterprise Edition for Lustre 的授权服务提供商）；

• 以色列Paradigm 地球物理公司在自己的开发测试集群全面采用 Lustre 并行文件系统（总容量
300TB）

• 某研究院 500+ 节点大型高性能计算中心全面采用 Lustre 并行文件系统（总容量 400+ TB）



指标区域

CPU区域

Memory区域

Disk区域

Network区域

关键指标颜色

CPU USED%/MIC%/GPU%

CPU Gflops (微架构数据)

CPU SYS%

Memory%

Memory BandWidth (GB/s)

SWAP%

Net Send(MB/s)

Net Recv(MB/s)

Disk Read(MB/s)

Disk Write(MB/s)

Paramon指标可视化



Paramon软件目前采集的数据
 基本性能数据模块
 系统级性能数据

CPU USED%利用率

CPU SYS%利用率

Memory%利用率

SWAP%利用率

Ethernet Send速率

Ethernet Recv速率

Disk Read速率

Disk Write速率

 微架构级性能数据
Gflops浮点计算性能

Memory BandWidth速率

CPI，代码执行效率

VEC%，向量化比例

GIPS，每秒执行指令总数

LLCM%，Last Level Cache 
MISS百分比

 机群管理模块
 远程登录管理

 远程操作管理
批量节点远程关机/重启

批量节点清除SWAP

自定义节点操作

 进程管理

 并行命令管理

 机器数据
系统硬件配置数据

系统软件配置数据

系统日志

用户信息数据

作业数据

License数据

 扩展模块
 网络模块

InfiniBand 网络收发速率

 文件系统模块
NFS读写速率

 IO统计模块
tps, await, util%

 GPU管理模块
NVIDIA GPU%

 MIC数据
Intel Xeon Phi MIC%

CPI / VPU

 能耗数据
节点POWER%利用率

 进程数据

独立于硬件平台，支持上千节点混合机群



Paramon数据采集服务和故障报警



上海天文台信息中心服务器状态



并行科技支持嫦娥三号项目
测量程序的并行化、优化、算法改进

 测量处理卫星位置由最初的5分钟处理完成最终达到5秒完成

提供高可用实时机群软件系统

提供现场技术保障，软件异常Paramon可以在第一时间报警



ParaPlus典型客户



在线运维基本介绍
传统运维服务

现状：中国存在大量的中小数据中心，缺少专业的运维团队，缺少专业数据
中心管理软件，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系统，急待解决日益复杂的管理问题

现有解决方案：购买运维软件、雇佣高级管理员、购买驻场、巡检、上门运
维服务等

创新7*24小时在线运维

将现场运维服务转变为通过互联网的数据中心在线运维

减少购买运维软件

减少专业管理员的压力

减少购买上门运维服务



并行科技在线运维监控中心上线



在线运维手机版



专业的运维报告（周报、月报、年报）



丰富灵活的报表
 提供ParaPortal网站服务，通过独有用户名及登录密码，自主查询机群运行的历史数据信息，

生成精美的统计分析报告，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机群体检
 定期或在运行大作业前为机群进行健康体检，筛除问题节点，避免问题节点成为瓶颈影响机群

的整体运行效率



应用程序优化
 针对用户应用程序，利用Paratune提供详细分析建议，辅助用户提高程序性能及解决系统性能

瓶颈



 基于>500种已采集应用运行特征数据

 性能数据挖掘：

 Gflops%比例低，浮点计算效率低，需要优
化

 CPI高，需要提高代码效率

 LLCM%高，修改访存模式，减少对内存带
宽压力

 X87%比例高，辅助编译器提高SSE指令使用
率提高性能

 VEC%比例低，将标量SSE指令转为向量SSE
指令

 E5平台上，SSE%高，AVX%为0：重编译后
性能加倍

 MIC平台上，VPU比例低，需要提高512位
FMA指令使用

 ……

运营大数据分析、挖掘、可视化
 DEMO：大赛比赛用机数据采集结果分析

 DEMO：并行应用优化大赛应用运行特征记录
文件

 DEMO：VASP应用运行问题

 DEMO：Hadoop数据加载性能问题

 DEMO：大规模应用运行中有慢节点

 DEMO：多种程序混合运行

 DEMO：......

Paramon  online  
live  Demo

%E5%A4%A7%E8%B5%9B%E5%8F%82%E8%B5%9B%E9%98%9Fpara%E6%96%87%E4%BB%B6/final_nodelist_10152234_1N.para
VASP/export_BCC_VASP_blade_07021103_5N.para
Hadoop/hadoop_hdfs_nodelist_ABC_Hadoop_07111024_12N.para
SlowNode_F178N09f/Export17805-15_ge_f177186_withio__nodelist_09130931_180N.para
MultiJob_F182N06f/Export_ge_f177186_withio__nodelist_09130931_180N.para
T:/Paramon/paratera-4.1.2-505/Paramon-4.1.2-505.exe


用户收益
通过并行科技的7*24小时监控中心实时查看大量数据中心的运行情

况，补充用户晚上和周末监控人员的不足，为用户实现全天候的保
驾护航

变被动响应为远程主动发现问题，并有实时历史数据可以查看、分
析，在得到用户授权的情况下可以主动修复故障，将服务响应时间
极大幅度的减少

长时间的在线运维监控可以自动生成周报、月报、年报等统计分析
报表，满足用户对数据中心的宏观把控

提供最终用户关心的业务运行和资源使用统计报告

提供领导关心的HPC数据中心运营看板



数据中心海量应用特征库



并行科技微信公共号
—应用运行特征服务

(查找公共号”并行”) 



与Intel携手Intel Oil&Gas HPC Seminar 2014



全国高性能计算学术年会/并行应用大赛



北京并行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paratera.com

携手并行，共赢未来！

http://www.parater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