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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子输运的数值并行计算*

黄清南 梁晓光 张手1]发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成都， 610003) 

摘要

阐述光子输运问题的并行计算，探讨适合于共享存储体系

结构并行机和分布存储体系结构并行机的并行算法及程序并行

化技术。通过对光子输运数学物理模型内在规律的剖析，并针

对并行机的结构特点，运用"分而治之"策略，调整程序算法结

构，分解数据相关性，发掘并行(向量)化潜力，创建大粒度

并行子任务，将光子输运的串行计算有效地转化成既可向量化

又可并行化的并行计算。并且先后在 YH-l 机 (PVP) 、 Challenge

机 (SMP)和 YH-3 机(MPP)等不同类型的高性能并行机上进行数

值模拟计算，取得了很好的并行(向量)加速比。

*巾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The Numerical Parallel Computing of Photon Transport 

(In Chinese) 

HUANG Qingnan LIANG Xiaoguang ZHANG Lifa 

(China Academy of Engineering Physics, Chengdu, 610003) 

ABSTRACT 

The parallel computing of photon transport is investigated; the parallel 

algorithm and the parallelization ofprograms on parallel computers both with shared 

memory and with distributed memory are discussed.By analyzing the inherent law 

of the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model of photon transport 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e 

feature of parallel computers, using the strategy of "to divide and conquer", 

adjusting the algorithm structure of the program, dissolving the data relationship , 

finding paral1el liable ingredients and creating large grain parallel subtasks, the 

sequential computing of photon transport into is efficiently transformed into parallel 

and vector computing. The program was run on various HP parallel computers such 

as the YH-1 (PV时， the Challenge (SMP) and the YH-3 (MPP) and very good 

parallel speedup has been go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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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按存储方式分类，当前的并行机可分为两类: SMP (Symmetry Multiprocessors) 和 MPP

(Massively Parallel Processing)。前者为共享存储体系结构，后者为分布存储体系结构，它

们同属 MIMD 型，都是当前国内外比较流行的并行机。 SMP 具有可编程性，不易扩展;

MPP 具有可扩展性，不易编程，两者的结合将是今后并行机发展的趋势。因此，研究适

合于这两种类型并行机的并行算法和并行程序设计技术，对于高效使用并行机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光子输运问题的数值计算在高科技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尤其在核聚变模拟(JCF)

手11 X 光激光研究中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光子输运是一个很经典的、又很复杂的问题。

由丁-受计算量和计算机条件的限制，以往在大多数情况下，有效的数值方法是将光子输运

问题简化为扩散近似过程。但扩散近似产生的误差较大，对光子在光性薄介质中传输的计

算是恨不准确的。因此，对光性薄的区域必须采用光子输运方程才能够精确地描述光子的

传播过程。然而，由于光子输运问题的算法结构非常复杂，计算量极其庞大，一般的计算

机难以承受。常规的串行计算需耗费大量机时，还常常得不到计算结果，又因其数据相关

性强，不适合于并行机上运行，所以探索光子输运问题的并行计算成为人们关心的亟待解

决的重要课题。本文着重描述光子输运的几种不同的并行计算格式，并分别在不同类型体

系结构的井行计算机上设计并行程序，进行数值模拟。

1 光子输运的常规算法

1. 1 微分方程

考虑光电过程，和i韧致过程以及它们的逆过程的定态光子输运方程，可以写成如 F的形

式:

cn. Vf(r， υ ， n)=cKω {e-v / TO [I+ f(阳， n)]- f(r， υ，。))

+ cK jb [1 + f(r， υ， n )]- cKbf f(r， υ ， n) 

这里 λ v， Q，分别代表位置、频率和方向 ; f(几 v， Q)为光子的分布函数。 K山， Kfb, Kbf为巧 U

、
，
/

l 
/
，
，
‘
、

的函数 c 为光速。

定解条件为 f(马马 βù I r~O = 0 

f(马马.a) I r~O = f(马马-.a) I 户。 (rβ<0) 

1. 2 差分近似

对于方程(1)采用特征线方法求解，即得差分方程如下:

几mhI=Amk fzbI/2(smbI Smk) ， (k= 山 ， ko; m = 山，研 g = 1, 2,..., NG) 

fg叫。 = 0 , (m = 1, 2,… ,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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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m.l 二儿 (m=N+! ， N+2,…, 2N, g=1 , 2,…,NG) 

式中10 为常数。 σ 的计算表达式σ丐ιμ阶川，kρk+川+刊川l

Ug为光子的频率分群， 7马为电子温度。

2 光子输运的向量化计算

2.1 有效的向量化算法

光子输运的向量计算主要是以 YH-l 向量机为平台。对于 YH-l 向量机，它的体系结构

的重要特点是含有长度为 128 的向量功能部件，支持向量运算。因此，必须设计?一种可向

量化的算法。光子输运的核心部位是光子方程的计算。它是一个伴有空间点、群数、方向

等多重循环的算法结构。我们要从隐含在差分方程内的错综复杂的内在并行性中分离出可

向量化的并行成份。通常情况下，光子群数是大量的，至少有 100 群以上，如果按群数细

织向革运算，具有向量氏度氏的优势，能够较充分发挥向量功能部件的作用。因此，必须

重新调整构造算法，使之适于按群数向量化。显然，下列两种算法都是以群数为内核的有

效的向量化算法，即"方向 点一群向量格式"与"点一方向一群向量格式"。其形式如T:

λ+ I.m.l 

fk+' ,m ,g 

λ+1川

fk.m.l 

fk叫

2.2 向量化程序设计

l G' k+I /2 .1 I 
_1 ~k叩.' 1 . (s川II-Sk.lII)

. e Lσ k+I/， .NGJ (k=! ,2,…,Ko; m =O,!,2,"',N) 

我们采用下列三项有效的技术措施以强化向量化设计。

(1)调整多重循环结构，将低效向量化转化为高效向量化

(3) 

在向量机上，程序高效运行的关键是向量化功能的强弱。程序的向量化一般是针对循

环结构中的最内层循环。它的循环次数与向量化功能强弱有关。次数越多，向量化功能越

强，次数越少，功能越弱。而光子输运方程的计算都是呈现多重循环结构形式，有物质区

循环、分点循环、群数循环、方向循环等等，它们往往互相交织嵌套在一起构成多重循环

体结构。为了利于向量计算，必须将群数循环调整到循环结构中的最里层，以增强程序，向

量化功能。通过调整和重构，光子输运程序中大多数的循环结构的内核都是群数循环，确

保了程序能够按群数进行向量计算。这是光子输运向量程序高效运行的关键。

(2) 改变程序结构，将不可向量化转换成为可向量化

程序高效运行的基础是良好的程序结构。通常，许多大型科学计算程序，执行 DO 循

环所花费的时间是很多的，特别是象光子输运程序复杂的多重循环结构，执行时间很长，

是向量化的重点对象和核心部位。然而，并非所有 DO 循环都能向量化，有些 DO 循环，

不仅算法复杂，而且还存在一些 IF 条件语句和 GOTO 转语句，难以向量化。因此，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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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顺各种条件的依赖关系，重新设计与改造程序，使 DO 循环具有良好的可向量化结构，

从而把不可向量化的串行程序转化为可向量化的并行程序。

(3) 某些数据相关问题向量计算

数据相关是一个典型的顺序串行计算问题。倘若 DO 循环体中存在着数据相关，对其

向量化非常不利。在光子输运数值计算中，数据相关性和依赖性很复杂。数据相关通常表

现为控制相关和操作数相关，它们直接影响程序运行效率。因此，必须分别情况采取相应

的对策，如引用向量实用过程函数，重编高效向量子程序或者通过向量压缩还原等手段，

化解数据相关性，使得向量化计算更加有效。

2.3 在 YH-l 向量机上的数值模拟

我们采取相同条件下的井行与串行对比计算的方式，在 YH-1 向量机上分别测试光

于输运向量程序和串行程序的实际执行时间，结果如表 1 中所列，向量加速比达到 18 倍。

表 1 在 YH-l 上光子输运向量程序与串行程序运行效率比较

模型 串行程序执行时间 TS I句量程序执行时间]TV 向量加速比如

qLquAq 

232. 765282 

695. 160399 

3538.202326 

5818.210049 

12.670798 

37.721004 

192目 783946

2. 16目 687873

18. 370 

18.137 

18. 352 

18. 372 

3 光子输运程序并行化的设计技术

光于输运的数值计算和原型程序是在传统的串行计算机上设计的。显然它不适合于

并行计算。然而，它计算量极大，就有可能隐含着内在的并行性。因此，研究光子输远程

序的并行化，应尽可能地开发其并行性，并进行必要的算法改造和程序重构。

面对成千上万的程序代码，如何发掘有效的并行化潜力呢?我们采用如下一些关键

技术:

(1) 通过对原型程序进行静态分析与动态测试，确定并行化的重点模块，在光子输

运程序中， FHPNTE 子程序模块包含了光子方程、占据数概率方程、温度方程(包括热

传导和碰撞)的计算等，是光子输运程序的核心部位，其计算量约占全部程序计算量的

90% 以上，是耗时最多的子程序。显然它具有潜在并行性，隐含着相互交织的并行成分。

因此，在探讨程序并行化时，应将重点放在这个核心部位上的算法设计与改造。

(2) DO 循环结构依然是并行化的重点对象，但与向量化不同的是并行化 DO 循环，

技术难度要大得多。特别是井行运行 DO 循环涉及到调度和同步等额外开销，假如循环体

没有足够的计算量，就难以弥补额外开销所付出的代价。因此，还必须进一步分析和确定

可实施并行化的重点部位一循环结构，才能开发真正有效的并行潜力。

(3) 变隐式法代为显示迭代。众所周知，隐式选代其数据相关性很强，根本不适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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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计算，并行化无从谈起。因此，为了探讨程序的并行化，我们改用显式法代，为并行

化创造必要条件。

(4) 分解数据相关性。进一步分析拟作并行化的循环结构，对循环体中的所有变量

或数组进行详尽分析与检查，逐一分离出有数据相关的变量和数组。然后，采用一切可行

的措施，改写程序，化解数据相关性。例如，在光子输运程序并行化的循环体中，原先就

有二个数组 (CGMAK ， SGMK, FHW) 存在着数据相关性，阻碍着该循环体的并行化。

为此我们将计算这三个数组的表达式分离出来构成另外一个可并行化的循环体，让其事先

计算后存放在工作数组中。这样做实质上就是牺牲一定计算量和存贮空间，以消除数据相

关性，从而达到高效并行的目的。

寻求大粒度并行。要挑选计算量足够大的循环结构作并行化，否则难以弥补系统调

度和同步等待带来的额外开销。为此，我们采取下列技术措施，增大并行循环结构的计算

量，扩大并行计算粒度:变四重循环为三重循环，将物质区循环与分点循环合并为总点数

循环，并使之置于循环体的最外层:调整循环体内部的结构，将计算量特大的群数循环和

方向循环置于并行循环体的内层。

(6) 运用"区域分解"原则划分并行子任务。并行区域的合理分割，尽可能使各处

理机之间的任务达到负载平衡。任务分割应考虑到算法特点和机器特点，既要注重静态负

载平衡，又要考虑和关注由于动态计算量不均匀的划分，使得快进程等待慢进程而消耗较

多的时间，从而造成负载不平衡。光子输运 MPP 并行计算和 SMP 并行计算分别采用两

种不同的分割方法，目的在于尽量使各 CPU 的任务(计算量)大体相当，达到负载平衡。

总而言之，对于 MIMD 型并行计算机，不论是分布存贮结构〈如 MPP、网络群机等)，

还是共享存贮结构 (YH-2 ， Challenge 等)其程序，并行化的设计技术和原则是相同的。然

而，这两类机器的体系结构不一样，在具体实施并行化过程中，还必须按照各自机器的特

性设计与编制并行程序，并行程序才能得以高效运行。

4 光子输运 SMP 并行计算

光子输运 SMP 并行算法设计主要是以 Challenge 和 YH-2 为平台。这两种并行机都

是 MIMD 型共享存储体系结构，都具有四个中央处理机，所不同的是 Chal1enge 每个处理

机都是标量机，而 YH-2 每个中央处理机都是向量机。

4.1 MIMD 井行算法设计

多任务并行算法设计的基本策略是并行化不应牺牲向量化为代价。因此，我们在以

群为内核的向量算法的基础上，设计如下三种不同的区域分解算法:

(1)方向分解算法

方向分解算法指的是按方向划分子任务的并行算法。它把方向置于循环结构的外层，

其并行任务粒度较大。而且方向个数一般都可设定为 CPU 个数的整数倍，较容易做到任务

划分达到静态负载平衡。然而，它的不足之处是受方向控制的循环体的计算量并非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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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 1 整体计算量的比例偏小，又不均匀，容易造成各个 CPU 之间"忙"、"闲"不均的动态

负载不平衡。

(2) 空间点分解算法

空间点分解算法是按空间点划分于任务的并行算法，它将空间点置于循环结构的外

层，也可以形成较大粒度的并行任务。但循环体内与空间点有关的某些变量(包括数组元

素)数据相关较严重，对并行化不利，并行化的实现也比较困难。

(3) 物质区分解算法

物质区分解算法是按物质区划分子任务的并行算法。它将物质区置于多重循环结构

的最外层。通过外层循环的并行化，可创建大粒度的并行任务。对光子输运的多任务并行

计算是最有利。它是一种"外层按物质区并行化，内层按群数向量化"的并行(向量7

计算模式，很适合于共享存储结构的适度并行计算。

4. 2 Challenge 机上并行程序设计

利J-jj Challenge 机上配置的 POWER FORTRAN 语言(PFL)，其并行化棋州主要实现

FORTRAN 的 00 循环的并行化。它是通过并行指令 C$OOACROSS 米实现的。

光子输i三 SMP 并行程序设计，选用好的并行算法是程序设计的基础;构造人-挝度的可

并行化 00 循环结构是关键。在可并行化的 00 循环之前插入并行指令 C$OOACROSS，让

系统自动分解 00 循环中的独立数据，并分配到多处理机上执行并行计算。此外，我们还

采用交替分割技术，以防止各次循环迭代因动态计算量不均，而导致各个 CPU 负载不平衡。

4. 3 Challenge 机上数值模拟试算结果

我们选用五种不同的计算规模，在 1 个 CPU ， 2 个 CPU ， 3 个 CPU ， 4 个 CPU 上进

行棋拟测试，其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光子输运并行程序在 Challenge 上的运算效率比较

CPU 个数 实际运行时间 JHi1Jlli应比 jHj 效咛i.j 出

少
M
q
υ
A
&

17:l l. 491 

875. 787 

61 8. 521 

) { ) ( l ) ( l 

1. 98 

2.80 

98. 9 

9:l. :l 

93.7 462. 120 3. 75 

由国 1 可见，对于相同的计算规模，并行加速比随 CPU 个数增加而线性增长:对于

不同的计算规模，并行加速比随计算规模的增大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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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光子输运的 MPP 并行计算

5.1 MPP 井行算法设计

MPP 并行计算是由多台处理机通过并发局部处理和l相互信息传递协同地求解同一个

问题。通常 MPP 系统含有成百、上千、上万个处理单元，它们是通过高性能互联网络相

互联结构成的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系统。其处理单元相当于一台工作站的核心部分，绝大多

数的 MPP 系统都属于具有分布式存储系统的多指令流、多数据流 (MIMD) 的体系结构。

鉴于 MPP 并行机系统具有众多的计算处理结点，为了让系统中更多的处理结点发挥

效率，我们根据 MPP 并行机体系结构特点，对光于输运的算法结构作进一步调整与改进，

在物质区分解算法的基础上，设计了"总点一方向一群数"的算法模式，它具有总点数

量多和可扩展性能好的优点，尤其适合于分布存储的 MPP 并行计算。

5.2 MPP 井行程序设计

5.2.1 网络并行计算平台 PVM

由于 MPP 并行机问世时间不丘， MPP 并行算法研究还跟不上院用的需要， MPP 并

行程序设计和J@用软件开发任重道远。编程困难成了 MPP 并行机应用的瓶颈。对于. MPP 

系统，要实现由多台处理机来进行并行程序设计，都要求系统能提供消息传递机制，并以

此作为一种最主要、最基本的技术途径。目前，网络并行虚拟机 PVM (Parallel Vi巾al

Machine) 具有通用性能强及系统规模小的特点，已被广泛应用于所有的消息传递环境。

而且多数的 MPP 计算机系统都把 PVM 作为并行程序设计的支撑软件平台。所以光子输

运 MPP 并行程序设计正是运用 PVM 支撑软件平台将算法变为并行程序。

5.2.2 并行程序设计的基本思想与模式

(1)并行程序设计一般采用数据并行 (data-parallel) 模式，如图 2 所示。

(2)利用系统提供的并行程序设计支撑软件(如 PVM)，用户根据己设计好的并行算

法将任务划分成几个进程，在这些进程中间分配数据和任务，井且通过对通讯函数库中函

数的调用，规定这些进程之间的相互通讯。然后启动这些进程，让它们相互作用直至共同

完成一个任务，收集结果。这些进程被分配到所有可得到(或指定〉的处理机 PE 中，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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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一个进程对应一台 PE，也可以多个进程位于同一台 PE。

目甲

图 2 数据并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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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CPU 个数与并行加速比的关系示意图

(3)两种程序设计模式。多数 PVM 并行应用程序的设计都是采用 SPMD 和

masterlslave 两种典型的结构化模式， PVM 可以支持任何形式的并行结构，即 PVM 的任

何一个任务可以在任何时刻与任何其它一个任务进行通讯和同步。

SPMD 模式即单个程序、多重数据的编程模式。所有任务均为同一程序的副本。;在

SPMD 模式中，一个系统的所有处理机可运行着同一个程序文本，但是，在不同的处理机

上，通过该程序，沿着不同的路径，可以执行不同的计算过程。

Masterlslave 模式即主/从结构模式。多个执行计算功能的 slave 进程为一个或多个

master 进程r:作，一个 master 程序创建井控制儿个执行具体计算的 slav巳程序。 master 首

先调J+j PVM 库函数将主进程注册为 PVM 进程，使应用程序跟 PVM 建立联系，然后创

建一个新的 PVM 进程用来在宿主机上运行 slave 程序，每个 slave 程序再注册为 PVM 进

程得到自己的进程号，接着通过发送和接收函数在各个进程间传递消息，相互通讯。

5.2.3 编程模式

设计光子输运 MPP 并行程序，我们采用 master/slave 结构的编程模式。

master 程序的设计，除了保留输入/输出数据的处理、初值的计算、计算结果的输出

等功能外，应使其适于消息传递机制，能激活各子进程的从任务，给各个子进程分配数据，

能及时地向各个子进程广播消息(进程，号，各类相关变量与数组)，并且接受来自各个子

进程传送来的消息，收集处理结果数据。

slave 程序的设计是光子输运 MPP 并行计算的关键。首先，要把包含计算光子方程、

1 1 1-据数概率方程、咀度方程等在内的核心部位，从原程序，中挑选分离出来，设计成可分割

的独立程序，使其计算粒度尽可能大，通讯开销尽可能小。为了尽量减少通讯，要从 slave

程序段中逐一确定必需参与消息传递的各种变量(数组)及类型。并按实际需要引进通讯

机制，传递相关信息。

5.2.4 子任务分割

并行算法设计通常使用"分而治之" (Divide and Conquer) 策略，在设计光子输运 M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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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计算时，我们运用这种策略给进程划分子任务。假设总点数为 n. 处理机台数为 p.

显然有 F列两种划分方法:

(1)片(块)分割方法:对总点数分片(块)，每个进程计算其中的一片(块)，则

有 PEi计算第 Xn/扣 +1 点到 ci 手1) Xn/p 点。

(2)循环分割方法:对总点数循环分剖，按卷帘方式计算，即 PEi计算第 i+l， (i +l) 

+p , (i+1)+ 午，…， (i +1) + jp 点 ， ((i+1)+且三 n) 。

实际上，我们采用了片(块〉分割方法。对于 MPP 机和 PVM 而言，这样划分的任

务更有利于静态负载平衡和减少通信。

5.3 在 YH-3 并行巨型机上的试算情况

YH-3 并行巨型机是 MPP 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系统，有 128 个计算处理结点，其峰值速

度为 130 亿次/秒。光子输运 MPP 并行程序首先在 PVM 平台上进行数值模拟，然后在 YH-3

MPP 并行机上进行实际试算，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YH-3 上光子输运计算规模为 128X32X 110 的运行效率比较

使用的 CPU 个数 各个 CPU 并行计算时间总和 实际并行算法时间 并行力rlJ在比 ;j二行效率1%

4 4061 1373 2.96 74 

8 4055 775 5.23 65 

16 4072 431 9.45 59 

32 4091 249 16.43 51 

64 4140 192 2 1.56 34 

128 4299 218 19.72 15 

上述结果表明:对固定规模计算问题，加速比随 CPU 数目近线性增长;随着计算规

棋的增大，对应加速比亦随之明显增大;当 CPU 个数为 128，恰好等于问题规模的总点

数，由于各个子任务内部动态计算量不均，又无调节余地，造成较严重的负载不平衡，影

响并行加速比的增长。

6 结论

并行性普遍存在于事物之中，许多大型科学计算问题均不同程度地隐含着内在的并

行规律。如何去发现与开发其深层次的并行性规律，这是并行算法研究中面临的重要课题:

面对当前各种各样的并行计算机，如何更好更有效地发挥并行机系统的高性能，使并行机

系统资源得以充分利用。这也是并行计算所涉及和要解决的另一重要课题。

通过对光子输运程序井行化技术的研究和数值实验，结果表明:研究与设计高效并

行算法的关键是揭示和挖掘隐藏在物理数学模型中的内在并行性规律。只有将深层次的并

行性发掘出来，才有可能将其串行计算有效地转化为并行计算:而高效并行程序设计的关

键在于:一是设计有效的并行算法，有效的并行算法设计必须针对具体数学模型并结合并

行机类型特点:二是设计有效的并行化程序。并行化程序设计是并行计算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效的并行化程序设计，除了要体现有效的并行算法之外，同样必须更加紧密地结合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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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行机体系结构特点。光子输运在不同并行机上的并行计算结果还进一步说明，对于同一

个计算问题，在不同类型并行计算机上应有其不同特色的并行算法设计，才能很好拟合并

行机特性，充分发挥并行机效率。向量化并行计算如此，共享存储的适度并行计算也如此，

分布存储的 MPP 并行计算更是如此。算法与结构结合的好坏，直接影响机器系统效率的

发挥。

光子输远的数值并行计算研究得到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李德元教授的关

心、支持、指导与帮助;张利发高级工程师参与项目研究工作，并给予大力支持与协助。

特致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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