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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晓丽 通讯员 王握文）全

国 13 亿人同时计算 340 年以上才能完成的数

据，一台计算机 1 小时就可完成，它就是升级

版“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系统！ 10 月 28 日，

2010 中国高性能计算机 TOP100 排行榜正式

对外公布，升级版“天河一号”再登榜首。 其每

秒 4700 万亿次的峰值性能（理论速度）和每秒

2507 万亿次的持续性能（LINPACK 实测值），

双双刷新了当前世界超级计算机系统运算速

度记录。

“天河一号”是国防科技大学承担国家 863

计划“千万亿次高效能计算机系统研制”重大

攻关项目取得的标志性成果。 该校通过与天津

市滨海新区密切合作，于去年 9 月研制成功了

峰值性能为每秒 1206 万亿次的我国首台千万

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实现了我国自主研制超

级计算机从百万亿次到千万亿次的跨越，我国

从此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能够研制

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的国家。

“天河一号”一期系统研制成功后，国防科

技大学根据与天津市滨海新区共建国家超级

计算天津中心的合作协议，迅速启动了“天河

一号”在滨海新区的安装部署工作，同时对一

期系统进行了一系列关键技术升级与综合性

能优化。 与目前已知的全球最快计算机———美

国“美洲虎”超级计算机相比，“天河一号”的实

测性能是它的 1.425倍。这个速度意味着，如果

用“天河一号”计算一天，一台当前双核主流微

机得计算 620年以上。其存储量则相当于 10亿

册字数为 100万字的书籍的存储量。

升级后的“天河一号”由 140 个机柜组成，

占地面积 700 平方米。 全系统具有高自主、高

性能、高能效、高安全和易使用等显著特点，综

合技术水平进入当前世界领先行列。 国家超级

计算天津中心与有关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合

作，建立了 3个分中心和 5个信息处理平台，为

20 多个用户单位提供高性能计算服务，“天河

一号”由此成功应用在石油勘探、高端装备研

制、生物医药、动漫设计、新能源、新材料、工程

设计与仿真分析、气象预报、遥感数据处理、金

融风险分析等领域。“天河一号”在国家超级计

算天津中心安装部署并投入使用，标志着我国

建成了首个具有千万亿次计算能力的超级计

算中心。

理论每秒运算 4700万亿次 实测每秒运算 2507万亿次

我国首个千万亿次超级计算中心投入使用

中国超级计算机发展大事记

历经 5 年研制，中国第一台被命名为

“银河”的亿次巨型电子计算机 1983 年在

国防科技大学诞生。 它的研制成功向全世

界宣布：中国成了继美、日等国之后，能够

独立设计和制造巨型机的国家。

1992年，国防科技大学研制出银河－II

通用并行巨型机， 峰值速度达每秒 10 亿

次，主要用于中期天气预报。

1993 年， 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

心（后成立北京市曙光计算机公司）研制

成功曙光一号全对称共享存储多处理机，

这是国内首次以基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的通用微处理器芯片和标准 UNIX 操作

系统设计开发的并行计算机。

1995年，曙光公司又推出了曙光 1000，

峰值速度每秒 25 亿次浮点运算， 实际运

算速度上了每秒 10 亿次浮点运算这一高

性能台阶。 曙光 1000 与美国 Intel 公司

1990 年推出的大规模并行机体系结构与

实现技术相近，与国外的差距缩小到 5 年

左右。

1997 年， 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银

河－III百亿次并行巨型计算机系统，峰值

性能为每秒 130亿次浮点运算。

1997 至 1999 年，曙光公司先后在市场

上推出曙光 1000Ａ， 曙光 2000－I， 曙光

2000－II超级服务器， 峰值计算速度突破

每秒 1000亿次浮点运算。

1999 年， 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研制的神威 I计算机， 峰值运算速

度达每秒 3480 亿次， 在国家气象中心投

入使用。

2004年，由中科院计算所、曙光公司、上

海超级计算中心三方共同研发制造的曙光

4000A实现了每秒 10万亿次运算速度。

2008年，“深腾 7000” 是国内第一个实

际性能突破每秒百万亿次的异构机群系

统，Linpack 性能突破每秒 106.5 万亿次。

2008 年， 曙光 5000A 实现峰值速度

230万亿次、Linpack值 180万亿次。作为面

向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

的网格超级服务器，曙光 5000A 可以完成

各种大规模科学工程计算、商务计算。

2009 年 10 月 29 日， 中国首台千万亿

次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诞生。 这台计算

机每秒 1206 万亿次的峰值速度和每秒

563.1万亿次的 Linpack实测性能， 使中国

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 2 个能够研制

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的国家。

巨型计算机研制

难在哪里

当今世界，高性能计算已成为理论和试验

之外的第三种科学研究手段，是推动科技创新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技术。 各大国纷纷投

入巨资研制开发超级计算机系统，以提升综合

国力和科技竞争力。

在 2009 年 6 月公布的世界超级计算机

500强中，美国占据 291席，欧洲占据 145席，

亚洲仅占十几席。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不仅在

计算能力上相差一个量级，装机数量也相去甚

远。那么，要研制成功“天河一号”这样的巨型计

算机，研究人员面临的最重要的技术难点主要

有哪些？

“天河一号”工程重要参与者、国防科学技

术大学计算机学院的李思昆教授介绍，任何一

台巨型计算机的研制都必须要解决以下几大

难题。

首先，在体系结构方面。一台计算机从百万

亿次到千万亿次的跃升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

数字上的变化，而需要在其体系结构上进行大

量的创新和调整。“如果原来是 10个人来完成

某项工作，现在就相当于要有 100个甚至 1000

个人来完成一个工作。”需要设计出一套让这数

千个部件可以和谐互联的体系系统。

第二点，是如何来应对错误。李教授称，“天

河一号”有 1万余个部件，从科学角度来讲，故

障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设计出一套机制来

保证某个部件的错误不至于影响到整个系统

的运作，此外还可以尽快找到并排除错误。 ”

第三点，就是要解决能耗问题。巨型计算机

的能耗极大，即使是效能已经很高的“天河一

号”， 每小时的耗电量也达到 1280千瓦／时。

“一美国科学家曾说过，‘不解决能耗问题，那么

巨型计算机就只能和核电站建在一起了。 ’”而

美国就打算把未来的巨型计算机建在海边，因

为核电站需要用海水来为核反应堆降温。

中国将成超级计算机

第一大国

世界最快计算机 500 强排行榜将在

11 月 15 日公布。 美国田纳西大学创新计

算实验室主任杰克·唐加拉 10 月 8 日说，

届时，或许会有出人意料的结果。

“当今全球超级计算机十强，中国占有

两席。 ”“可以肯定，届时他们会有第三台

超级计算机进入前十。 ”唐加拉自 1993 年

超级计算机 500 强榜单首次发布以来就负

责指导该项目。他表示，自己尚未看到下月

将要发布的具体排行榜，但“坚信中国会成

为超级计算机第一大国”。

全球逾一半的超级计算机被用于工业

领域。 超级计算机对气候模拟、基因研究、

可替代能源和地震成像等领域的研究至关

重要。各国还将它们用于尖端国防研究。市

场研究公司 IDC 分析师厄尔·约瑟夫表

示，由于目前全球禁止核试验，大部分核国

家通过超级计算机进行模拟核试验。他说，

超级计算机还被用于设计坦克、潜艇、飞机

和防弹衣。

美国目前仍是全球超级计算机的老

大，占据 500 强的半壁江山，并且拥有排名

第一的超级计算机。不过，其他国家逐渐缩

小了与美国的差距。

中国在超级计算机领域的进步十分迅

速。 本世纪初，中国在这个领域毫不起眼。

到 2002年，中国开始加大投资。今年 6月，

中国的超级计算机计算能力超过日本，跃

升为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欧盟。“中国

将超过欧盟。真正的问题是，中国何时会超

过美国。 ”唐加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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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最早提出了超级计算机的概念？ 至

今存在很大的争议。 有人说是最早开发集

成电路的肖克利在自己的工作日记中透露

了超级计算机的构思， 也有人说是当时为

军方服务的国家实验室的想法。 但从真正

意义上来说， 研发出符合超级计算机定义

产品的人应该是西蒙·克雷博士，此人后来

被西方称为“巨型机之父”。

1960年， 刚成立三年的控制数据公司

（CDC） 接受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委托，涉

足万难之险的巨型机领域。

当时 CDC 公司的电脑总设计师就是

年仅 31 岁的克雷， 曾经是 UNIVAC 设计

小组的成员。 他是一位性格内向的“隐士”

般人物， 念念不忘的是建造心目中的巨型

机，甚至想“隐退”回家去独自研究。 CDC

慷慨地满足了克雷的愿望，在距离总部 80

英里的密林深处为他建立了一个实验室。

克雷带领他的研究小组，远远避开“人

世”。 小组仅有 34 人，包括克雷本人在内，

也只有 2位博士。1963年 8月，克雷终于从

“密林”深处复出，把一台被他亲切称作“简

单的蠢东西”———CDC6600 超级计算机公

布于世。 CDC6600是真正意义上的超级计

算机，共安装了 35 万个晶体管，运算速度

为 1Mflops。 至 1969 年 ， 克雷研制的

CDC6600 以及改进型 CDC7600 巨型机共

售出 150余台。（未署名文章为本报整理）

超级计算机的

前世今生

处于信息技术前沿的超级计算机一直

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对国家安全、

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那

么超级计算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它走过

了怎样的发展之路， 今天就让我们去看

看———

升级版“天河一号” 王握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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