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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超算系统技术快速发展进入世界领先前列,如何同步加快超算应用的发展

以充分发挥国产超算的效能,是学术界和产业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以世界超算 TOP５００“六连

冠”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在国家超算广州中心的应用实践为例,围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与广东省政府联合设立的我国首个大规模引导、支持超算应用的专项———超级计算科学应用研究

专项的执行情况,分析了如何发挥政府、大学、科研机构的职能和作用,促进国内多学科研究人员利

用现代科学研究和产业技术革新的高性能计算方法来开展各类研究与创新,协同构建国产超算应

用生态,加快提升我国超算应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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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计算(高性能计算)已经成为科学技术发展

中的重要研究手段,与传统的理论研究和实验观察

一起构成了现代科学技术和工程设计中相互补充、
相互关联的研究方法[１].加快发展超级计算对于提

升国家和地方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国家和区

域竞争力、保障国家安全、促进社会经济和产业发展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随着超算向各学科领域和行

业的应用深入,超级计算机已成为人类解决能源、材
料、环境、健康等方面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性问题的利

器,并以其基础性、前沿性和前瞻性,对原始创新的

促进作用,对下游产业的带动作用,成为国家和地区

创新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２].
过去十年间,我国超级计算机研制能力迅速提

升,“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 太湖之光”相继问

鼎世界超级计算机 TOP５００榜单第一,打破了美日

对世界领先超级计算机的垄断地位,建立了世界超

算新格局.同时,世界一流国产超算系统的研发推

动了我国相关软硬件技术和各学科领域超算应用水

平的提升,有力支撑了我国的科技创新和社会发

展[３].但是,我国在高性能计算领域的投入,过去更

多是对硬件研发的投入.相比较而言,我国在超算

应用上的能力,包括应用的软件和水平,都与国际领

先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软件资源明显不足[４].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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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计算系统能力只有实际应用于科研与产业,切实

推动科技创新,提升科学认识和工程设计水平,才能

实现其核心价值.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

基金委”)审时度势,前瞻布局,与广东省人民政府联

合设立了我国首个大规模引导、支持超算应用的专

项———“超级计算科学应用研究专项”(简称“超算应

用专项”).超算应用专项依托国家超算广州中心开

展实施,基于“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和中心的超算

应用服务平台,支撑了一大批前沿科学与工程创新

研究,为提升我国各学科领域的超算应用水平,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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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基础科学研究与一流超算系统的对接,推动国

产超算应用生态良性发展,支撑我国整体科研实力

和创新水平提升起到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

１　超算应用专项总体执行情况

超算应用专项在十三五期间自２０１６年２月正

式启动实施,执行时间为２年,以６个月为一周期,
分４个周期执行,每周期结束时进行效益评估,并遴

选进入下一期的用户.超算应用专项一期入选项目

团队６０６个,二期入选２１２个,三期入选１００个,四
期入选５４个,使用超算的规模和水平不断提升.入

选项目组的学科方向覆盖地球、工材、管理、化学、生
命、数理、信息、医学等８大学部,有力提升国产超算

应用的规模和效益.超算应用专项执行期间,专项项

目组共使用５８６２２．５万核时,总使用比率为１００％,

６３％以上的项目组机时使用比率超过１００％.各学科

项目组的总体资源使用情况如图１所示.
推广应用情况表明,各学科领域对超算有着广

泛的需求,尤其是在数理、化学、信息、地球工材等基

础学科领域的超算应用基础较好,这是自然科学基

金委提前部署的“高性能科学计算的基础算法与可

计算建模”重大研究计划打下的良好基础;在生命、
医学、管理等领域的超算应用也在不断拓展,为近几

年蓬勃发展的超算与大数据融合多模式计算研究与

应用奠定了基础.执行期结束后,大多数项目成员

持续获得了国家和省部级各类研究项目的支持,不
断扩大规模使用超算在各自领域进一步深入研究并

取得成果.

２　超算应用专项取得的成效

超算应用专项充分挖掘了我国广大科研人员对

超算应用的旺盛需求,在专项的支持下,依托“天河

二号”超级计算机,多学科领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

大规模计算,大大缩短了相应领域的研究周期,提
升了科技创新能力,在科学发现、工程创新、软件自

主可控、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

成效.

２．１　推动基础科学研究提质增效,促进多学科交叉

融合创新

在超算应用专项支持下,自然科学基金委八大

学科领域科研人员利用“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持续

开展创新研究,全方位促进了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方

法的转变,提升了整体科研效率,缩短科学研究周

期,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专项执行期间,支持

各领域项目组共发表５８２０多篇高质量的论文,其中

SCI论文占比８２．９％,Science、Nature文章(包含子

刊)１３０篇,专利申请数量６２５件,还获得了各类奖

项与荣誉７７项,包括２０１６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海洋工程科学技术一等奖、２０１７年中

国气象 学 会 科 技 进 步 一 等 奖、国 际 著 名 出 版 社

Elsevier和SCI期刊JQSRT 联合颁发的 PeterC．
WatermanAward、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奖、２０１８年

IEEEHarringtonＧMittra计算电磁学成就奖、２０１９
年中国光学十大进展、２０２０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等.在超算应用专项的引导下,超过９０％的项目组

在专项结束后继续使用“天河二号”及其他国产超算

系统开展创新研究,应用水平不断提升,持续产出大

量创新研究成果.
在专项执行期间,研究团队取得了诸多创新成

果.在生物医药领域,专项支持实现了国际上目前

最快的已知化合物筛选,一天内完成４２００万个有机

分子虚拟筛选,为针对未知突发性病毒的快速虚拟

药物筛选提供了有效手段[５].在宇宙科学领域,支
持完成了国际上规模最大的中微子宇宙尺度演化模

拟,首次测量到中微子在宇宙结构中的微分凝聚效

应[６].在大气科学领域,完成了网格分辨率达米级、

图１　各学科超算使用情况(左图为用户数分布情况,右图为机时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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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亿量级未知数数量、万核规模大气环境模拟,有力

提升我国高分辨率污染溯源能力[７].在生命科学领

域,支持大规模水稻全基因组数据关联分析,发现了

对稻瘟病具有广谱持久抗性的水稻天然变异位点,
为防治稻瘟病提供了全新路径[８].在化学领域,支
持了Rh(III)催化的CＧH 键活化反应及其串联反应

机制的探究与模拟计算,３天完成原来３０天的计算

量,使研究成果提前至少２年完成[９].在材料科学

领域,支持完成了新型石墨烯纳米带结构模拟,２４
小时内完成原３周的计算量,首次实现纳米带中四

八元环的可控嵌入[１０].
在专项的牵引和培育下,研究团队的超算应用

规模与水平在专项后继续提升,不断有基础科学领

域成果涌现,这为我国前沿科技创新起到了关键的

引导作用.例如,在国际上率先制备出综合性能俱

佳的“三高”量子纠缠光子对源[１１];获得全球第一条

高精度的古生代３亿多年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变化曲

线,分辨率较国际同类研究提高４００倍[１２].首次获

得了宇宙中从最小的类似地球质量大小到具有最大

质量的超级星系团(跨越２０个数量级)的暗晕内部

结构的清晰图像等[１３].特别地,依托专项牵引的生

物医药领域的研究成果,超算中心搭建了药物虚拟

筛选与创新设计平台,并自主设计了一种新颖的端

到端深度学习框架 DrugVQA[１４],利用视觉问答模

型以预测药物 蛋白质相互作用,预测精度高,结果

可解释性强,为推动基于蛋白质结构与功能改造的

各类新药研发提供支撑.在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

爆发时,超算中心依托药物虚拟筛选与创新设计平

台,第一时间针对已上市药物进行了药物虚拟筛选,
发现多种可能起作用的潜在药物,包括六种此前未

见报道的药物,帮助中山大学驰援医疗队提出有效

临床治疗药物、写入了国家卫健委的指导方案,有力

地支持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老药新用研究.这些成

果都是在专项的培育下最终开花结果,进一步印证

超算应用专项基金对科学研究的牵引和促进作用.

２．２　解决重大工程问题,推动国家发展战略实施

围绕国家创新发展战略,超算应用专项支持了

航空航天、气象预报、水利、核电、生物制药等多领域

的一系列工程应用,解决众多国家和地方发展的实

际工程问题,多项成果世界领先.
在航空航天工程方面,超算应用专项支持开展

了１４０亿网格规模真实飞行器外形跨流域稀薄流动

精细模拟,为解决高速飞行器跨流域绕流问题奠定

基础[１５].电磁工程方面,支持完成了万核级复杂大

尺寸目标电磁特性计算,数小时内精确求解４００波

长电尺寸的电磁场仿真问题[１６].天文工程方面,实
现了平方公里射电望远镜阵列(SKA)数据处理软件

迄今为止最大规模、最高性能的成功运行[１７].核电

工程方面,对核反应堆国际挑战难题BEAVRS模型

进行了模拟,模型几何体达２５００万,粒子数达千亿,
首次精确给出我国在役核反应堆主管道范围内的中

子注量率全区域三维分布,实际应用的典型案例包

括:秦山一期核电站屏蔽计算、大亚湾１号机组反应

堆 pinＧbyＧpin、秦 山 二 期 pinＧbyＧpin、ACP１００、

BEAVRS换料周期计算、宁德一号机组换料周期计

算、CFR６００的 PRN 计算等[１８].水利桥梁工程方

面,开展了三维溃坝水流精细仿真模拟,突破了混凝

土坝溃决机制离散元模拟在实际大型水利工程应用

的效率瓶颈,采用１平方米高分辨率网格覆盖约１１
平方公里城区,５ 分钟内完成洪水传播全过程模

拟[１９].防灾工程方面,在“天河二号”支持下,中国

地震局实现了对城市建筑群地震灾害的高精度、高
效、精细化模拟,将百万数量级建筑群的弹塑性精细

仿真时间减少至１０分钟以内[２０].战略装备制造工

程方面,实现了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强非线性波浪

抨击的精细模拟,精准预报砰击载荷,为解决恶劣海

况下船舶甲板上浪抨击、海洋浮式平台气隙/抨击等

问题提供技术手段[２１].
在专项的牵引下,还有更多的战略工程领域成

果不断涌现.比如,通过高铁/隧道耦合压力波研

究,采用上亿网格成功模拟重联编组高速列车在２
公里隧道内快速交会等多个工况,支撑高铁气动外

形优化设计以及隧道缓冲结构的优化[２２];通过风场

分布数值计算支持兰新线百里挡风墙设计,成功破

解了该关键区段行车安全这一世界性难题[２３];完成

某四代核电项目相关热交换机应力分析与事故排放

容器事故工况热冲击分析,助力建成了我国第一个

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压水堆反应堆压力容器.这些实

际工程技术和应用成果,充分彰显了超算应用专项

成果对国家战略工程的支撑作用.

２．３　培育典型领域软件国产替代,催生国产超算应

用生态

应用软件是高性能计算的核心关键,建立国产

自主应用软件生态环境是我国高性能计算可持续发

展的保障.在超算应用专项支持下,“天河二号”上
陆续研发和部署了４６０项各领域应用软件和２５２项

工具软件.其中,材料与能源领域的软件共１１９项,
生物计算领域的软件共１５４项,仿真设计领域的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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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共７３项,天文宇宙与地球科学领域软件共９３项,
深度学习与大数据领域的软件共２１项.超算应用

专项共支持了１３６家项目组基于“天河二号”开展应

用软件的自主研发工作,涵盖地球、工材、管理、化
学、生命、数理、信息、医学等８大学科,涉及大气海

洋环境、天文地球物理、装备制造、新材料设计与制

备、生物医疗健康和大数据分析等方面,自主软件开

发用户的分布情况如图２所示.

图２　基于“天河二号”自主研发软件的领域分布

在超算应用专项的支持下,国家超算广州中心

团队与专项各个项目组协作完成了多领域应用的大

规模并行优化,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

规模并行应用软件,加速典型领域的超算应用软件

国产替代.电磁模拟分析软件方面,利用波尔兹曼

模型与粒子云模型构建出“三流体”模型,基于“天河

二号”全球首次实现对大尺度、长时间、磁重联演化

的数值模拟,促进跨尺度级联分形湍流磁重联机理

分析软件的自主可控[２４].药物设计软件方面,利用

结合能量计算程序 AUTOFEP,依托“天河二号”将
绝对结合自由能计算值的误差缩小到３kcal/mol
内,已应用于精准药物设计,部分先导化合物应用到

抗老年性痴呆的临床实验[２５].气象模拟软件方面,
自主研发的全球２５公里(最高达６公里)高分辨率

大气环流模式FAMIL,解决了多项国际公认难题,
入选国际高分辨率模式比较计划分辨率最高的４个

气候模式,使我国自主高分辨率气候模式进入世界

前列[２６].材料科学研究软件方面,扩展自适应偏

置力(eABF)算法软件,使计算效率较传统方法提

高３ 倍;开 发 了 材 料 结 构 高 温 相 变 研 究 软 件

STEPMAX,比主流第一性原理软件节省进１/４计

算量[２７].地 质 勘 探 软 件 方 面,进 一 步 优 化 国 产

GeoEast软件,支持完成的南海可燃冰地震勘探数

据三维叠前成像研究,成果数据成像质量可靠,分辨

率高,为我国南海可燃冰勘探和试采提供了有力支

撑.计算流体力学软件方面,推广自主开发的风雷

CFD软件,采用３３．２亿非结构网格进行了大规模

并行计算模拟测试,在十万核级下并行效率保持

９０％以上,目前持续提升软件能力扩展至百亿级网

格和百万核规模,为建设一流“国家数字风洞”提供

重要支撑[２８].
超算应用专项对地方科技和区域经济发展也起

到了创新引擎的作用.广东省入选专项的项目组共

２２３家,占专项支持项目组总数的３６．８％,有２０％
的广东省内专项项目组基于“天河二号”自主研发或

优化了领域应用软件,领域涵盖对地观测及其信息

处理、高精度天气预报、海洋过程及其资源和环境效

应、火山喷发模拟等科学研究,以及工业特种材料、
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高速流动及控制的机理、生物

工程、基因研究、医疗与健康、量子材料、金融风险分

析、房地产金融资产及衍生物定价与风险管理研究、
车联网等智慧城市研究.超算应用专项的成果在广

东省、广州市的气象预报、工业制造、生物医药、材料

能源、智慧金融等各行业领域得到应用和推广.例

如,汽车制造领域的广汽集团、小鹏汽车等,基于专

项培育的平台,快速优化了其产品设计、生产流程,
有效提升产品性能、节省研发成本,在市场竞争中占

领先机.在专项培育的大量的领域成果基础上,广
州市气象局依托“天河二号”成功实现３公里、１公里

分辨率的高精度短临气象预报系统７×２４小时业务

运行,每１２分钟就能够完成一次城市未来６小时的

天气预报[２９],大幅缩短了预报时间、提高了预报精度,
使广州的短临天气预报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成功拓

展应用到广东省、珠海市、广西省的气象预报.
此外,专项支持香港地区项目组取得的应用示

范,为后续广州超算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应用推广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成功经验的引导下,港澳

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一大批科研团队开始与国家超算

广州中心建立应用合作,多家高校组团使用超算中

心资源.２０１８年,粤港澳大湾区超算联盟正式成

立,进一步实现了国家超算广州中心资源的开放共

享,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提供超算动力,为国家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规划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打

下坚实基础.

２．４　提升学科水平,培养具有超算思维、掌握超算

方法的跨学科基础科研团队

基于“天河二号”强大的计算和存储能力,专项

支持的团队得以开展原有条件下难以进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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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提升研究广度与深度.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

展的同时,超算应用专项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学科交

叉平台.在超算专项的支持下,各学部的项目组与

超算中心密切合作,利用“天河二号”进行跨学科协

同创新,研究深度得以提升,学科竞争力得以加强.
同时,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学科的迅速发展都离

不开超级计算的应用,超算专项为上述学科团队保

障了必需的计算与数据资源,提供了重要的测试和

推广平台,对我国新兴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

动作用.专项依托单位中山大学的计算机学科建设

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建立起以超算、大数据、人工智

能融合为特色的一流计算机学科.
在卓有成效的资助方式支持下,超算应用专项

迅速培养了一批具备超算思维、掌握并行计算方法

的基础科研团队,成为跨学科超算应用人才培养的

基地.在基金委的委托下,超算中心举办了多期面

向专项项目组的超算应用能力培训,从超算体系结

构、并行编程模型、程序设计与开发、数据处理、云计

算、应用优化等各方面,全面提升专项项目组的超算

能力.在专项的支持下,一大批一线科研人员开始

熟练使用超算开展科研,应用规模从最初的数十核

迅速扩展至数万、数十万核,２万多名研究生和各领

域科研人员开始进行超算理论学习与研究实践.超

算中心与中山大学计算机学院还进一步研发构建了

目前世界最大规模的超算教育实践平台“超算习

堂”[３０],面向全国广大高校本科生与研究生,以及工

程研究人员提供高性能计算优质教育内容.超算

习堂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新实现了以学习者

为中心,个性化递进式实践教学模式,集成了多层

次的资源环境和教育内容,实现了超算教育实践层

次的全覆盖.特别是为了适应高性能计算的多学

科交叉性,构建了面向不同体系结构以及特定领域

编程模型和语言的实践环境,按需定制不同应用领

域的在线教学实验室,满足了超算多层次人才培养

需求.通过线上提供超算课程教育与并行程序设

计实践,目前已支持全国各大高校、主要科研机构

的数万名学生和研究人员使用,有力促进超算人才

培育.

２．５　有力提升国家超算广州中心的应用服务与应

用平台研发能力

为保障超算应用专项的执行,国家超算广州中

心在专项执行过程中,持续优化“天河二号”的软件

环境,搭建了大气海洋科学、生命科学与生物医药健

康、战略工程与装备仿真、新能源新材料等一系列面

向领域的应用平台,和专项项目组合作共同优化其

应用程序,持续提高服务能力与质量.为满足专项

众多项目组的应用需求,超算中心构建了专门的服

务团队,并对重点潜力项目组实施一对一对接,快速

响应项目组的各类问题,实现７×２４小时的超算服

务;研发并优化了大规模并行算法库,面向领域进行

应用软件的可扩展设计和并行调优,提升领域应用

的大规模并行效率[３１];优化了“天河二号”文件系统

性能,利用新型存储设备提升并行文件系统的服务

处理能力,大幅提升领域应用数据处理性能,解决大

规模计算中的数据访问瓶颈问题[３２];构建远程可视

化资源,支持海量数据的远程绘制,实现应用软件前

处理、模拟计算和后处理的全生命周期管理[３３],全
面提升平台的服务能力;同时,在专项的牵引下,超
算中心技术团队有针对性地与专项项目组共同优化

应用程序,支持各项目组在“天河二号”上开展大规

模国产并行应用程序的开发和优化,使得国产超算

应用软件的推广使用、功能增强和能力提升效益

显著.
为进一步降低领域用户的使用门槛,提高应用

水平与效益,超算中心自主研发了“星光超算应用

平台”(图３),实现高性能计算服务、大数据服务、
人工智能服务、可视化应用服务、容灾备份服务、
基础设施服务等的全面融合,实现了超算应用软件

开发、集成、服务新模式,使用户不需关心底层资

源与环境[３４],专注领域模型优化和应用能力提升.
在超算应用专项的支持带动下,“天河二号”系

统资源使用效率快速提升,国家超算广州中心的应

用服务能力得到了长足发展.通过与超算应用专项

各学科项目组的互动合作,超算中心获得了丰富的

领域应用反馈,为中心的应用平台优化、技术团队配

置提供有力支撑,积累了大量国产软件研发、应用和

推广的宝贵经验,为国家超算广州中心建设国产超

算中心应用软件中心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截至

目前,国家超算广州中心的服务账号数量已超过

４５００家,服务超算用户数量超过３０万,“天河二号”
系统资源年平均利用率达７５％,峰值利用率超过

９０％,是全世界用户数量最多、利用率最高的超级计

算系统之一,可支持从中等规模到超大规模、不同领

域的各类应用,不断创新应用模式,将超算、大数据

和云计算相结合,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应用效益不断

提升,促进国产超算应用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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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星光超算服务平台

３　构建国产超算应用生态的建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广东省政府联合基金超级

计算科学应用研究专项在国内首创了支持各基础学

科领域团队在超算平台上开展高水平基础研究和工

程应用的项目模式,利用超算支撑了地球、工材、管
理、化学、生命、数理、信息、医学等多学科领域取得

一系列重要的科学研究成果,培养了一批超算应用

人才,对我国各学科领域的创新性、突破性研究起到

了关键的支撑与示范作用,为我国多领域研究赶超

世界先进水平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了国产超算应

用软件研发与应用生态的构建,全面开启了我国超

算应用软件发展的新局面,为我国深入创新驱动发

展和超算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超
算平台是一个典型的多学科交叉和协作融合的平

台,本专项资助和协作方式应当是学科交叉成功的

一个案例,这对今天我国在学科交叉领域鲜有成功

的痛点问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值得借鉴的成功

案例.
超算应用专项最后一期于２０１８年８月实施完

成,但是国产超算应用与软件的发展任重道远,各学

科领域超算应用水平层次不均衡、大规模国产并行

计算软件的缺口还比较大,科学与工程计算软件仍

旧是我国“卡脖子”的问题,是制约我国超算可持续

发展和利用超算取得更高水平科技创新的瓶颈.发

展国产超算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与国家周期性

地资助超算系统研制相比,国产超算应用目前尚未

形成持续的支持规划.进入十四五,各学科领域的

科学与工程研究对高性能计算、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融合的算力需求扩大,下一代国产超算系统体系结

构更加复杂,超算应用面临更加严峻的异构、能耗、
效率、可用性等诸多挑战,为推动我国各基础研究领

域的原始创新和高水平发展,应充分发挥超算中心

作为连接多模式多类型应用和复杂超算系统之间的

桥梁作用,发挥超级计算的学科交叉特性和平台优

势,为科学与工程研究提供长效可靠的先进算力资

源和应用服务保障.
特此,建议面向我国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依托国

家超级计算中心设置持续的“超算应用”专项,稳定

支持多学科领域的超算应用研发优化实践,建立国

产超算应用软件科学研究中心,联合突破我国超算

大型工业计算软件的“卡脖子”问题,加快实现国产

超算的系统资源、软件资源、数据资源、应用资源、人
才资源的聚集和协同,构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国产

超算生态环境,充分发挥国产超算促进各领域科技

创新的核心引擎作用,为我国深化科技创新提供持

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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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ＧconstructingtheDomesticSupercomputingApplicationEcoＧ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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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domesticsupercomputingsystemtechnologyhasenteredtheforefrontoftheworldin
recentyears,howtofacilitatethedevelopmentofhomeＧgrownsupercomputingapplicationinordertomake
themostoutofoursupercomputingpowerhasbecomeacommonconcernforboththeacademiaandthe
industry．BasedonthesuccessfulimplementationofChinasfirstlargescalefundingprogramthatsupports
supercomputingapplication,the “NSFC—Guangdong Joint Founding Program for Supercomputing
Application Research”,used as examplethe supercomputing application practices ofthe National
SupercomputerCenterinGuangzhouwithTianheＧ２,the６ＧtimeNo．１systemontheTOP５００Listofthe
worldsmostpowerfulsupercomputers,thispaperaimstoanalyzehowthegovernment,universitiesand
researchinstitutescanexercisetheirspecificrolesandworktogethertoguideandsupportresearchersfrom
alldisciplinestousehighperformancecomputingtocarryoutvariousresearchandinnovativeworks,soas
tocoＧconstruct Chinas homeＧgrown supercomputing application ecoＧsystem,and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ofindigenoussupercomputingapplications．

Keywords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application software; interdisciplinary; supercomputing
ecoＧ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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