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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三维快速 Fourier变换 *

高兴誉1,2,† 莫则尧1,2

1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2中物院高性能数值模拟软件中心

摘摘摘 要要要

平面波方法是第一性原理计算最成熟的数值方法之一,波函数的三维快速 Fourier变
换 (FFT)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VASP等知名软件所采用的网格划分算法一味偏重
平面波负载平衡,而忽略了对通信延迟开销的控制,导致平面波计算的并行扩展能力
非常有限.本文提出一种新的网格划分算法,在平面波负载平衡和 FFT通信开销之间
取得平衡. 理论分析和数值实验均表明,我们的算法能有效控制波函数 FFT的通信
开销,从而显著提高并行效率.

关关关键键键词词词: 第一性原理,平面波, FFT,负载平衡.

1 引言

第一性原理计算的核心是求解 Kohn-Sham方程 [6],平面波方法是第一性原理计算
最成熟的数值方法之一 [9, 11]. 对于 Kohn-Sham方程,平面波离散导致一个稠密特征值
问题,通过子空间迭代对角化方法求解,如块 Davidson算法 [10]、 RMM-DIIS算法 [8]、
LOBPCG算法 [5]以及 Chebyshev多项式过滤的子空间迭代算法 [12]等.它们的基本运
算都是矩阵向量乘法.平面波离散并不显式生成矩阵,矩阵向量乘法被实现为 Hamilton
算子与波函数的作用. 为降低其中局域势与波函数作用的计算复杂度,每次矩阵向量乘
法需要对波函数实施两次三维快速 Fourier变换 (FFT).所以,波函数三维 FFT的并行性
能是影响第一性原理计算并行性能的主要因素之一.

并行三维 FFT需要全交换 (all-to-all)通信,对通信网络要求很高.对于平面波展开下
的第一性原理计算,矩阵向量乘法中的波函数 FFT有以下 3个特点:

*本文工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 No.914302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No.61300012和 No.61370067、国防基础科研计划 B1520133016、科技部 863项目 No.2015AA01A304的
资助.

†通讯作者: gao xingyu@iapcm.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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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执行次数多,每次矩阵向量乘法需要两次并行三维 FFT,在对角化过程中的每个迭
代步,并行三维 FFT的执行次数约等于价电子总数;

2. 网格规模不大,体材料模拟的一维 FFT规模 N 通常不超过 128 [4],这种特点在超
软赝势 [7]和 PAW方法 [9]中更突出;

3. 进程之间的通信关系取决于网格划分,而网格划分需要考虑平面波负载平衡.

N ×N ×N 网格上的三维 FFT,计算通信比是 O(logN). 一维 FFT规模较小导致计
算通信比较低,随着进程数增加,通信开销将很快占据主导地位.多次的并行三维 FFT累
计了通信延迟.因此,第一性原理平面波计算难以并行扩展.在我们关注的反应堆材料辐
照损伤和表面腐蚀机理研究中,大规模的第一性原理模拟屡见不鲜,迫切需要我们提升
波函数 FFT的并行扩展能力,从而提高第一性原理并行计算的效率.首先,我们阐述已有
的三种改进方法.

1. VASP、ABINIT等知名软件包实现了多个波函数的并行迭代, 通过增加波函数优
化任务的并发度提高并行可扩展性.但是,波函数的正交化和最优化约束引起进程
之间的数据全交换通信,限制了这种实现的并行可扩展性.

2. 已有工作 [2, 3]通过MPI/OpenMP混合并行减小通信延迟.其中, [2]将多个波函数
作为一个“块”处理,降低并行三维 FFT的次数对通信延迟的累积效应.

3. Haynes等人 [4]设计了一种网格划分策略,有效降低了通信延迟.此方法采用一种
固定的循环式划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平面波负载平衡的要求.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网格划分算法,将整体的全交换通信被分解为独立的若干个局
部全交换通信,从而减缓了通信延迟开销随进程数增加的增长速度. 且这种网格划分算
法带给我们一定的空间优化平面波负载平衡,较之 [4]能更好地满足平面波负载平衡的
要求.

本文结构如下: 第 2节介绍关于 Kohn-Sham方程和平面波离散的记号;第 3节阐述
平面波负载平衡的概念和一种偏重于负载平衡的网格划分算法;第 4节提出一种新的网
格划分算法,并从理论和数值实验两方面说明其有效性;第 5节给出本文的结论.

2 Kohn-Sham方程与平面波离散

Kohn-Sham方程是密度泛函理论的核心控制方程 [6],尤其对于金属材料 [7],第一性
原理模拟的绝大部分计算开销用于求解这个方程. 平面波方法是求解 Kohn-Sham方程及
计算最成熟的数值方法之一 [9, 11]. 本节介绍一般形式的 Kohn-Sham方程及其平面波离
散方法,并阐述波函数 FFT在计算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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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Kohn-Sham方程

首先,我们介绍 PAW方法 [1, 9]的 Kohn-Sham方程:(
−1

2
∆ + Veff + Vnl

)
Ψ̃nk = εnkSΨ̃nk, (2.1)

其中−1
2
∆是动能算子, Veff是局域势算子， Vnl是非局域算子， S是交叠算子. Hamilton

算子 H 是上述三个算子的和.非局域算子

Vnl =
∑
(i,j)

Dij|p̃j〉〈p̃i|, (2.2)

交叠算子

S = 1 +
∑
(i,j)

qij|p̃j〉〈p̃i|. (2.3)

对于 (2.2)和 (2.3), i和 j 是原子及其主量子数、角量子数和磁量子数四重索引的简写,
Dij 和 qij 是块对角矩阵,对应不同原子的矩阵元为 0, p̃i 是一个以原子为中心的具有局
域支集的函数. 形式上, (2.1)也适合超软赝势方法 [7]. 如果令交叠算子为单位算子,那么
(2.1)与模守恒赝势方法的 Kohn-Sham方程形式一致.

在周期边界条件的假设下, Kohn-Sham方程 (2.1)在正 (实)空间中的定义域是一个
平行六面体周期单元,由 3个三维矢量 (~a1,~a2,~a3)确定.这 3个矢量称为“正格矢”. 相应
的,定义“倒格矢”

(
~b1,~b2,~b3

)
,满足

~ai ·~bj = 2πδij, i, j = 1, 2, 3.

这组倒格矢定义了所谓的“倒空间”.

2.2 平面波离散

引入平面波

〈r|k + G〉 =
1√
Ω
eı(k+G)·r, (2.4)

这里,我们习惯性地用 Ω表示周期单元的体积. 其中, k和G都是倒空间中的矢量.前者
在倒格矢下的坐标分量是 [0, 1)上的有理数,后者在倒格矢下的坐标分量是 0或正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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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一个 k,确定一组波函数 Ψ̃nk,构成 (2.1)的解. 波函数的平面波展开形式如下:

Ψ̃nk(r) =
∑
G

〈r|k + G〉〈k + G|Ψ̃nk〉 (2.5)

展开系数

Ψ̃nk(G) ≡ 〈k + G|Ψ̃nk〉 =

∫
Ω

e−ı(k+G)·rΨ̃nk(r)dr. (2.6)

平面波离散导出一个稠密 Hermite矩阵的特征值问题.当原子数较多时,矩阵阶数可
达数十万. 我们采用迭代法计算这个矩阵最小的若干个特征值及其特征向量.迭代法的
核心是矩阵向量乘法.对于 (2.1),矩阵向量乘法包含 4种算子(矩阵)对波函数(向量)的作
用(乘):

1. 动能算子作用:

−1

2
∆Ψ̃nk(G) =

1

2
|k + G|2Ψ̃nk(G); (2.7)

2. 局域势作用:

VeffΨ̃nk(G) =
Ω

NFFT

∑
r

〈k + G|r〉〈r|VeffΨ̃nk〉; (2.8)

3. 非局域项作用:

VnlΨ̃nk(G) =
∑
(i,j)

〈k + G|p̃i〉Dij〈p̃j|Ψ̃nk〉; (2.9)

4. 交叠算子作用:

SΨ̃nk(G) = Ψ̃nk(G) +
∑
(i,j)

〈k + G|p̃i〉qij〈p̃j|Ψ̃nk〉. (2.10)

其中, NFFT是 FFT网格点的总数.

矩阵向量乘法中的 FFT来源于局域势作用. 在 (2.8)中,

〈r|VeffΨ̃nk〉 = Veff(r)Ψ̃nk(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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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通过三维 FFT从 Ψ̃nk(G)到 Ψ̃nk(r):

Ψ̃nk(r) =
∑
G

〈r|k + G〉〈k + G|Ψnk〉 =
1√
Ω

∑
G

eı(k+G)·rΨ̃nk(G).

然后,我们在正空间计算局域势与波函数的作用,再利用一次三维 FFT (2.8)获得倒空间
的结果.值得强调的是,实现算子对一个波函数的作用需要两次三维 FFT.

我们基于矩阵向量乘法的结果对波函数进行优化,为计算下一次矩阵向量乘法中的
非局域势作用和交叠算子作用,需要计算波函数优化之后的投影特征 〈p̃i|Ψ̃nk〉,有以下两
种算法:

〈p̃i|Ψ̃nk〉 =
∑
G

〈p̃i|k + G〉〈k + G|Ψ̃nk〉 =
∑
G

p̃i(k + G)Ψ̃nk(G) (2.11a)

=
Ω

NFFT

∑
r

〈p̃i|r〉〈r|Ψ̃nk〉 =
Ω

NFFT

∑
r

p̃i(r)Ψ̃nk(r). (2.11b)

分别按 (2.11a)和 (2.11b)计算的时间复杂度为O(Npw)和O(logNFFT),其中 Npw是有效

的平面波个数 *,约为 NFFT的
π

48
. 所以,计算较大的体系倾向于采用 (2.11b),此时可能增

加波函数 FFT的次数 ,实际增加与否取决于对角化算法的实现. 即使没有增加,但总计
算量减小使波函数 FFT所占比重增加,导致波函数 FFT的并行可扩展性问题更突出.

3 平面波负载平衡

平面波负载平衡的要求源于倒空间的“双网格”: 一是离散波函数的网格,简称“离散
网格”;二是通过 FFT计算局域势算子作用 (2.8)的网格,简称 “FFT网格”. 在本节中,我
们从平面波离散的误差控制切入,阐述双网格和平面波负载平衡的概念,介绍一种偏重
负载平衡的倒空间网格划分算法.

3.1 动能截断

平面波离散的误差控制通过动能截断来实现,要求

|k + G| <
√

2Ecut ≡ Gcut. (3.1)

k在倒格矢下的坐标分量在 [0, 1)内,可以忽略其影响,只考虑

|G| < Gcut. (3.2)

*后面将阐述相关概念

5



IA
PC

M
&

SC
NS

CHAPTER 2. METHODS 2.1. ELECTRONIC MINIMIZATION SCHEMES

Figure 2.2: Illustration of wrap-around errors by a two-dimensional sketch of the (periodic) Fourier space.
Wave functions |⌅⇢ and gradients |↵⇢ are sampled within a cut-o� sphere with the radius 1Gcut (innermost
circle 1). Components of the charge density �(G) and the e�ective potential ve⇤(G) are defined inside a
cut-o� sphere of twice the size (circle 2). In order to sample the gradient ve⇤(G)⌅(G) a sphere of 3Gcutwould
be necessary (circle 3).
Using a FFT grid with only 2Gcut the high frequency contributions between 2Gcut and 3Gcutwould be folded
back into the first cell (yellow area) due to the periodicity of the Fourier space. Hence, an artificial wrap-
around error within the interval 2Gcut < Gwrap < 3Gcutwould occur. Because the gradient is sampled only
up to 1Gcut the back-folded components between 2Gcut and 3Gcut do not contribute. Thus, instead of using
a (more expensive) FFT grid of 3Gcut a smaller one of 2Gcut can be applied.

In the plane-wave representation the e�ective potential is diagonal in real space, i.e., the matrix ⇡R|v̂e⇤ |R⌥⇢ =

ve⇤(R)⌅(R�R⌥), whereas the kinetic gets diagonal in reciprocal space (see p. 28). Hence, the computation
of the gradient can be e⌅ciently evaluated using Fourier transformations [30]

⇡G + k|↵kin
i⌦k⇢ = ⇡G + k|L̂|⌅i⌦k⇢, (2.5)

⇡G + k|↵nl
i⌦k⇢ = ⇡G + k|v̂nl|⌅i⌦k⇢, (2.6)

⇡R|↵e⇤i⌦k⇢ = ⇡R|v̂e⇤,⌦|⌅i⌦k⇢. (2.7)

Convolution problem ve⇤(G) is defined with Fourier coe⌅cients up to 2Gcut, ⌅(G) up to Gcut. The
gradient ↵e⇤(G) that is to be used to improve the wave function, is also sampled up to Gcut. According to
the Fourier folding rule the highest frequency components of

|↵⇢ = v̂e⇤ |⌅⇢ (2.8)

range to 3Gcut. Fortunately, it is possible to restrict this evaluation to a smaller (and faster) 2Gcut FFT
grid.

When a smaller 2Gcut FFT grid is used, a wrap around error (see Fig. 2.2) would occur. However, in the
gradient |↵⇢ only components of max. 1Gcut ar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wrap-around error contributions

45

图 3.1: 二维倒空间中的误差示意图. 向量 |Ψ〉和梯度 |ξ〉在半径为 1Gcut 的圆 1内离散;
密度 ρ和有效势 Veff 在半径为 2Gcut 的圆 2内离散;准确计算局域势作用 Veff |Ψ〉应在半
径为 3Gcut 的圆内离散. 如果我们在半径为 2Gcut 的网格上计算 (2.8), 那么在 2Gcut 和
3Gcut 之间的高频误差将被折叠到 1Gcut 和 2Gcut 之间(黄色区域),但不会污染圆 1内的
向量 |Ψ〉和梯度 |ξ〉.

网格层 行方向 列方向
倒空间 x (y, z)
中间 y (z, x)
正空间 z (x, y)

表 3.1: FFT网格三个网格层的“行”方向和“列”方向

由此可以确定离散网格的网格数

Ni =
|~ai|
π
Gcut, i = 1, 2, 3. (3.3)

因为在正空间中电荷密度等于波函数的平方和,所以在倒空间中电荷密度的截断半径为
2Gcut. 局域势是电荷密度的泛函,与电荷密度具有相同的动能截断半径.所以,势能算子
与波函数的作用需要在截断半径为 3Gcut的网格上计算.事实上,如图 3.1所示,采用截断
半径为 2Gcut的网格就足够了,势能算子作用的误差不会污染波函数的结果.

3.2 网格层与负载平衡

网格层, 英文翻译是“layout”, 就是一个分布式网格. 对于并行三维 FFT, 一个网格
包含三个网格层:倒空间网格层、中间网格层和正空间网格层.在每个网格层上, 沿某
个方向实施一维 FFT,这个方向是“行”方向,网格沿“行”方向不被划分. 其他两个方向组
成“列”, 网格沿“列”方向被划分形成网格层, 划分方式一般是将“行”循环 * 分到各进程.
三个网格层的行列方向如表 3.1所示.

*in a round robin fa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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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cut�

Gcut�

图 3.2: 波函数离散的倒空间网格,即
绿色表面围成的体积.

x�
z�

y�

图 3.3: 波函数 FFT的倒空间网格,即绿
色表面围成的体积.

x�
z�

y�

图 3.4: 波函数 FFT的中间网格,即绿色
表面围成的体积.

x�
z�

y�

图 3.5: 波函数 FFT的正空间网格,即绿
色表面围成的体积.

离散波函数离散的有效平面波位于截断半径 Gcut内,离散矩阵规模等于有效平面波
的个数. 不难想象,有效的平面波组成倒空间中的一个球. 事实上,为避免实施 FFT前后
重排数据,波函数离散网格是倒空间中的 8个 1

8
球,如图 3.2所示. 为有效计算局域势算

子作用 (2.8),需要在截断半径为 2Gcut 的网格上实施 FFT.因此,波函数 FFT的倒空间网
格是图 3.3中所示的 4个 1

4
圆柱,圆柱高 4Gcut. 以此类推,波函数 FFT的中间网格和正空

间网格分别如图 3.4和 3.5所示.

如图 3.2和 3.3所示,波函数离散网格是波函数 FFT网格的子集.所以,划分后者同
时完成了对前者的划分. 负载平衡是指,划分后者建立相应的倒空间网格层,满足各进程
的有效平面波个数大致相等,从而使矩阵向量乘法的计算负载达到平衡. 满足负载平衡
约束意味着不增加额外的计算和存储开销. 如果直接在 FFT倒空间网格上离散波函数,
将不再考虑负载平衡的问题,但计算和存储开销将增加 2倍. 对于 FFT倒空间网格,每一
行的负载权重等于这一行上的有效平面波个数. 我们将所有行按权重降序排列,并依次
循环分给各进程,如图 3.6所示,就建立了 FFT网格的倒空间网格层.

事实上,上述的倒空间网格划分算法一味偏重平面波的负载平衡,本质上是一种负
载平衡的贪婪算法,虽然能取得出色的负载平衡效果,但没有考虑所有进程参与全交换
通信引起的延迟开销. 一般来讲,在这样的网格划分下,一次波函数并行三维 FFT至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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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S PowerEdge-C 

Inserted source code changes to optimize g vector distribution 

• Rods are sorted and handed out to the processor with the 
least total length of rods 

• Each processor gets a different number of rods, but same 
length 

Dell Confidential 

PARATEC optimized load distribution 

Sort by length 

Distribute 

Core 1, 3 rods, length=14 
Core 2, 4 rods, length=14 
Core 3, 5 rods, length=14 

Work is evenly distributed among CPU cores 图 3.6: 偏重平面波负载平衡的倒空间网格划分算法示意图.

要一次全部进程参与的全交换通信. 而 VASP等多款领域知名软件都采用了这个算法.

4 一种新的网格划分算法

在本节中,我们首先估计并行三维 FFT的通信开销,为算法设计指出方向. 在此基础
上,我们提出一种新的网格划分算法权衡平面波负载平衡与并行三维 FFT的通信延迟.
最后,我们通过数值实验说明其有效性.

4.1 通信开销评估与问题分解

如前所述,采用上述贪婪的负载平衡算法将导致所有进程参与全交换通信. 现在我
们来评估这种通信开销. 假设进程数为 p ,数据单元的字节长度为 µ,通信延迟和点对点
通信带宽分别为 α和 β. 在理想的全交换通信中,一个进程向另一个进程发送一条消息,
同时从第三个进程接收一条消息. 对于所有进程都参与的全交换通信,一条消息平均长

度为
µNFFT

p2
,所以一次全交换通信的开销

t1 = 2(p− 1)

(
α +

µNFFT

βp2

)
. (4.1)

对于较大的 p,固定问题规模,数据传输的开销反比于 p,而通信延迟的开销正比于 p.

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设计一种网格划分算法来权衡平面波负载平衡和通信延迟开销.
我们将这个问题分解为两个子问题:

1. 问题一, 在 p个进程上如何划分一个 FFT网格, 使一次整体全交换通信分解为约
√
p个互相独立的局部全交换通信,每个局部全交换通信涉及约

√
p个进程;

2. 问题二,在保持通信关系不变的情况下,如何优化平面波的负载平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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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进程二维网格示意图,将 6个进程排成一个 3× 2的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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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对 5× 5× 5的网格和 6个进程采用基础划分算法得到的结果.

4.2 基础的网格划分算法

基础的网格划分算法是针对问题一的.假定 p = m× n,极小化 |m− n|. 我们将 p个

进程排成一个m× n 的二维网格,其中包含m个行进程组和 n个列进程组,实施如下的
基础网格划分算法:

1. 倒空间网格沿 x方向不划分,沿 y方向在行进程组内实施循环式划分,沿 z 方向在

列进程组内实施循环式划分;

2. 正空间网格沿 z 方向不划分,沿 x方向在行进程组内实施循环式划分,沿 y方向在

列进程组内实施循环式划分;

3. 中间网格沿 y方向不划分,沿 z 方向的划分与倒空间一致,沿 x方向的划分与正空

间一致.

例如,取 p = 2× 3,以 6种不同颜色标识各进程,如图 4.1所示. 对 5× 5× 5的网格

实施上述算法可以得到如图 4.2所示的划分. 可以看出,从倒空间网格层到中间网格层,
需要 3个独立的局部全交换通信,局部全交换通信只涉及一个行进程组内的 2个进程;从
中间网格层到正空间网格层,需要 2个局部全交换通信,局部全交换通信只涉及一个列
进程组内的 3个进程.

更一般地讲,从倒空间网格层到中间网格层,需要m个独立的局部全交换通信,局部
全交换通信涉及 n个进程,反之*亦然;从中间网格层到正空间网格层,需要 n个独立的

*从中间网格层到倒空间网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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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全交换通信,局部全交换通信涉及 m个进程,反之亦然. 当m或 n接近
√
p时,通信

开销

t2 = 2(
√
p− 1)

(
α +

µNFFT

βp
√
p

)
. (4.2)

对于较大的 p,固定问题规模,数据传输的开销反比于 p,而通信延迟的开销正比于
√
p.

4.3 改进的网格划分算法

由基础算法生成的倒空间网格划分与 [4]一致. 采用循环式划分能在一定程度上适
应负载平衡的要求,但 [4]的方法限于这种循环式划分,难以进一步优化平面波的负载平
衡. 事实上,我们只要保证“中间网格沿 z 方向的划分与倒空间一致,沿 x方向的划分与

正空间一致”,就不会改变由基础算法生成的通信关系. 所以,我们推广网格划分算法:

1. 倒空间网格沿 x方向不划分,沿 y方向在行进程组内实施任意划分,沿 z 方向在列

进程组内实施任意划分;

2. 正空间网格沿 z 方向不划分,沿 x方向在行进程组内实施任意划分,沿 y方向在列

进程组内实施任意划分;

3. 中间网格沿 y方向不划分,沿 z 方向的划分与倒空间一致,沿 x方向的划分与正空

间一致.

推广的网格划分算法给了我们优化平面波负载平衡的空间. 我们重新设计了倒空间
网格的划分算法:

1. 统计每个 xz−平面的负载,将这些平面按负载降序排列,然后沿 y方向在行进程组

内实施循环式划分;

2. 统计每个 xy−平面的负载,将这些平面按负载降序排列,然后沿 z 方向在行进程组

内实施循环式划分.

这里,一个 xz−平面或 xy−平面的负载等于这个平面内的有效平面波个数. 我们将上述
倒空间网格的划分算法嵌入推广的网格划分算法,就得到改进的网格划分算法.

4.4 数值实验

我们选取的基准测试体系是包含 500个铝 (Al)原子的面心立方超原胞,测试问题是
基于 PAW方法 [9]自洽求解这个体系的 Kohn-Sham方程. 我们只考虑一个 k点*,执行 7

*即 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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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波函数实型 FFT的实现及其相应的网格层.

次自洽迭代,每次自洽迭代采用 RMM-DIIS算法 [8]求解最小的 1001个 Kohn-Sham特征
值及其波函数. 取动能截断 Ecut = 240.3eV,波函数 FFT实空间网格规模为 80× 80× 80,
有效平面波的个数是 35160. 因为只有一个 Γ点,所以波函数在正空间中可以是实型的.
相应的,波函数沿 z 方向的 FFT是实型*的.我们在图 4.3所示的网格层上实现了波函数
的这种实型 FFT,这样可以有效减少计算和存储开销.

我们分别采用“贪婪算法” (§3.2介绍的偏重于平面波负载平衡的网格划分算法)、
“基础算法” (§4.2)和“改进算法” (§4.3)划分波函数的 FFT网格, 在此基础上并行求解
Kohn-Sham方程,而不考虑多个波函数的并行迭代. 测试的硬件平台是北京应用物理与
计算数学研究所的内网集群,每个节点包含 8个 CPU核. 我们统计 CPU总时间、波函数
FFT的通信次数和通信时间. 这里,一次通信是指一次整体的全交换通信. 对于基础算法
或改进算法,一次整体的全交换通信包含若干个独立的局部全交换通信.

采用 (2.11a)和 (2.11b)计算投影特征将导致不同的计算量.我们首先考察前者,如图
4.4所示. 贪婪算法的实现基于 plane划分,此时中间网格层与正空间网格层之间的转换
无需通信, 所以其通信次数恰为基础算法和改进算法的一半. 即便如此, 当进程数增加
到 36以上时,基础算法和改进算法的通信时间较之贪婪算法均显著减小. 这与理论分析
(4.2)一致,整体全交换通信被分解为独立的若干个局部全交换通信,减缓了通信延迟开
销随进程数增加的增长速度. 如图 4.5所示,我们的算法在平面波负载平衡方面不及贪婪
算法,但是改进算法在这方面较之基础算法有所改进,这解释了图 4.4中改进算法较之基
础算法在并行效率上的提高.

*real-to-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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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通信和计算开销的比较,其中采用 (2.11a)计算投影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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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负载平衡的比较,其中采用 (2.11a)计算投影特征.

最后,我们采用 (2.11b)计算投影特征,比较贪婪算法与改进算法.如图 4.6所示,虽
然波函数 FFT的次数保持不变,但是从 (2.11a)到 (2.11b),总计算量减小,波函数 FFT所
占比重增加,使得改进算法的效果更突出. 采用 (2.11a),改进算法对贪婪算法在 64核上
的加速比是 1.7;采用 (2.11b), 56核上的加速比达到了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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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通信和计算开销的比较,其中采用 (2.11b)计算投影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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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同事有一条经验:“VASP一般只能并行扩展到 200多个 CPU核”. 从图 4.4和
4.6中可以看出, 对于一个较大规模的体系, VASP的平面波计算可能只扩展到 30多个
CPU核,结合多个波函数的并行迭代才进一步扩展到 200多个 CPU核. 本文指出,导致
平面波并行扩展性瓶颈的主要原因是一味偏重于平面波负载平衡, 而忽略了对波函数
FFT全交换通信延迟开销的控制. 本文通过将整体全交换通信分解为独立的若干个局部
全交换通信,减缓了这种延迟开销随进程数增加而增长的速度,且兼顾了平面波负载平
衡,有效提高了第一性原理平面波的并行可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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