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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隆納電算中心將部署首款整合ARM與GPU加速

器的超級電腦

文/陳曉莉 (編譯) 2013-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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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raforca並不是BSC所部署的首台ARM超級電腦，但它首次整合了ARM

CPU、GPU加速器與InfiniBand。藉由InfiniBand，Pedraforca將可利用ARM上

的遠端直接存取記憶體功能來進行GPU之間的直接通訊。

西班牙巴塞隆納電算中心（Barcelona Supercomputing Center，BSC）周

三（6/12）宣布將在7月部署採用ARM架構的超級電腦。

此一叢集式電腦系統名為Pedraforca，將由ARM Cortex-A9處理器、

NVIDIA Tesla K20繪圖處理器與Mellanox QDR InfiniBand匯流排所組

成，其中，NVIDIA Tesla K20與Mellanox QDR InfiniBand都是適用於伺

服器等高效能運算的裝備，而Cortex-A9則是用於手機或平板電腦的省

電處理器。

這並不是BSC所部署的首台ARM超級電腦，該中心在2011年10月部署

了第一台以ARM架構為基礎的Tibidabo多核超級電腦，在2012年底則與

NVIDIA及SECO合作開發了首個混合ARM與NVIDIA CUDA GPU的

KAYLA平台，Pedraforca則是首款整合ARM CPU、GPU加速器與

InfiniBand的超級電腦系統。

藉由InfiniBand，Pedraforca將可利用ARM上的遠端直接存取記憶體

（remote direct memory access，RDMA）功能來進行GPU之間的直接通

訊。

BSC表示，Pedraforca將以低功率的4核心Cortex-A9處理器來執行作業系

統，並在 低的電力損耗下驅動Tesla K20與QDR InfiniBand，這將使得

仰賴GPU運作的程式非常省電，高速寬頻的QDR InfiniBand則可遠端卸

載高度平行的任務。

BSC異質架構研究負責人Alex Ramirez說，這些原型機不論是對於加速

系統軟體或應用程式的開發都很重要，Pedraforca替ARM軟體帶來多種

創新，也為那些符合叢集特性的GPU程式帶來一個更具能源效益的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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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raforca專案是由BSC與歐洲先進運算聯盟（Partnership for Advanced

Computing in Europe，PRACE）共同發起，由BSC與歐洲高效能運算製

造商Bull主導該專案的產業合作與整合，來自義大利的E4 Computer

Engineering則提供該系統的運算節點。（編譯/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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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邦幫忙相關問答

Intel與NEC共同研發超級電腦技術
NEC是日本唯一研發向量型超級電腦的廠商，未來除了與Intel合作研發技術之外，
也會持續研發現有SX系列的進階版向量型超級電腦。...

英特爾將針對超級電腦推出Xeon處理器
預計明年上半年發佈代號為Nehalem-EX的新款處理器。這是針對HPC進行 佳化
設計的新產品，其6核心版本的執行時脈將較Nehalem-EX的8核心版本更快。...

英特爾展示48核心的「單晶片雲端電腦」
此原型晶片已整合48個可完全編程的處理器核心，以及一個高速的網路晶片；英特
爾希望藉由此一實驗性晶片的開發，瞭解如何在未來的主流晶片中整合並協調眾多
的核心，以打造...

網路趴趴走-29：讓你的愛心與善意永遠跑第一的「台灣公益資訊中
心」
如果你想付出愛心當志工，如果你希望助人助己，或者你正在籌辦公益活動並想讓
更多人知道..... ，「台灣公益資訊中心」就是你的好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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