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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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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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達推出全方位資料中心基礎架構解決方案

三（6/12）宣布將在7月部署採用ARM架構的超級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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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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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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中，NVIDIA Tesla K20與Mellanox QDR InfiniBand都是適用於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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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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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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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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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LA平台，Pedraforca則是首款整合ARM CPU、GPU加速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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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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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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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