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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廖丽，王伟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摘要  数值模拟软件研发过程中，不同模块之间在设计和实现上具有共同性的特点，编程人员通

过拷贝、修改的方式编写了很多重复性代码。如果修改不当，这种手工编程方式很可能增加人为

引入错误的数量，从而浪费更多的代码调试时间。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以非结构网格应用为例，

设计并实现了一种面向非结构网格应用的数值模拟串行程序图形化编程工具。该编程工具融合图

形化编程与代码自动生成技术，可以支撑面向非结构网格的数值模拟应用程序实现标准化和规范

化，并且集成编译、调试、运行等功能。编程者只需编写数值计算子程序执行体部分的代码，其

余代码通过编程工具自动生成。实际应用表明，该工具可以有效提高软件开发效率，降低用户编

写数值模拟程序的难度。由于编程工具生成的代码规范统一，只需少量修改，就可基于并行编程

框架实现大规模并行，并且系统的维护效率也得以大幅度提高。 

关键词  数值模拟，非结构网格，代码自动生成，编程标准与规范 

高性能计算机体系结构将呈现多级存储、异构多核等复杂特征。与此同时，实际应用也越来

越复杂，这种双重复杂性使得数值模拟应用软件的研发难度越来越大，周期也越来越长[1]。除

此之外，在数值模拟软件研发过程中，传统的手工编程模式通过拷贝、修改的方式，编写了很多

类似的代码，很容易造成重复性编码。这样的编程工作机械而枯燥，若修改不当将会花费较长的

调试时间[2]。如果能够借助编程工具按照一定的规范和流程，自动生成全部或者大部分的数值

模拟程序代码，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减轻软件开发人员的负担，使开发人员的主要精力可以关注

在软件设计层面，从而提高软件产品的质量；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研发难度，缩短数值模拟软件

的研发周期。其次，自动生成的数值模拟程序代码规范且风格统一，可增强程序的可读性及可维

护性。 

为解决以上问题，我们研制了数值模拟应用串行程序编程工具 HiPro-S。HiPro-S 软件不只用

于提高数值模拟软件开发效率，它还是《高性能数值模拟编程标准与规范 1.0 版》（以下简称“《标

准与规范》”）[3][4]的推广软件，可用于支撑数值模拟程序在数据结构定义以及数值计算子程序

编制中实现标准化和规范化。其中，符合《标准与规范》的数值计算子程序可确保线程安全，不

需修改或只需少量修改，就可以实现大规模并行。目前，HiPro-S 软件可以支撑面向结构网格应

用的数值模拟程序快速研发，但尚未支持非结构网格[5]。非结构网格是科学与工程计算中普遍
                                                        
1 本文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1372049），国家 863 计划项目课题（2012AA01A309）资助 
2 通信作者：jing_cuiping@iapcm.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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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一类网格。非结构网格应用与结构网格应用具有不同的特点，HiPro-S 软件的某些模块不

能直接用于非结构网格。为此，针对非结构网格应用特点，需扩充 HiPro-S 软件的功能，支撑非

结构网格应用。 

针对以上需求，本文设计并研制了面向非结构网格应用的串行数值模拟程序图形化编程工具，

并集成到 HiPro-S 软件。编程工具融合图形化编程与代码自动生成技术，支撑面向非结构网格应

用的数值模拟程序实现标准化和规范化，并且集成编译、调试、运行等功能。 

2. 编程工具总体设计 

2.1 设计思路及主要功能 

编程工具的研发主要基于可视化编程思想和代码自动生成技术。可视化编程是一种拖放功能

风格编程，主要面向终端用户开发，使编程变得更简单高效[6][7]。基于可视化编程思想，抽象

出数值模拟软件开发的共性，找出编程规律并确定编程流程，便可以研制一种面向数值模拟软件

开发的图形化编程工具。基于以上设计思路，我们研制了数值模拟应用串行程序编程工具

HiPro-S。该编程工具融合图形化编程与代码自动生成技术，采用基于结构化流程图的编程模式，

为用户提供编程向导降低用户编程难度；可以自动生成大部分数值模拟程序代码，从而提高数值

模拟软件的研发效率。除此之外，还可以支撑数值模拟程序在数据结构定义以及数值计算子程序

编制中实现标准化和规范化。主要包括以下功能： 

（1）提供图形用户界面方便用户定义变量，编辑数值计算子程序，并搭建数值计算流程。 

（2）通过代码自动生成引擎可以自动生成大部分应用程序代码，只有子程序执行体部分的代

码需要用户手工编写。 

（3）生成的代码符合数据结构标准与数值计算子程序规范。 

（4）编程工具集成编译、调试、运行等功能。 

2.2 架构设计 

HiPro-S 软件面向数值模拟软件开发，融合图形化编程与代码自动生成技术，建立了固化编程

标准与规范的实现机制，并集成编辑、编译、调试、运行等功能，其软件体系结构及模块构成如

图 1 所示。非结构网格应用串行编程工具的开发拟在 HiPro-S 软件现有基础上扩充若干软件模块

实现。基于非结构网格应用数据结构标准与计算内核规范，扩充领域专用变量类型库、子程序类

型库以及代码模板库，提供可支撑非结构网格应用程序研制的图形化编程界面，可以生成符合标

准与规范的串行数值模拟程序。主要包括以下模块： 

（1）数据库：由变量库、数值计算子程序库、计算流程库、数据类型库等构成。分别用于管

理变量（包括网格离散量以及网格无关量等）、数值计算子程序、计算流程以及数据类型等。 

（2）代码自动生成引擎：用于生成符合标准与规范的串行数值模拟程序。 

（3）图形用户界面：提供面向非结构网格应用的图形化编程界面，包括应用程序编辑、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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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代码调试以及运行参数配置界面等。 

 

图 1 HiPro-S 软件体系结构 

2.3 用户视图 

变量管理区子程序管理区

代码生成、编译、调试、运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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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用户视图 

图 2 是非结构网格应用串行编程工具用户视图。主要包括变量管理区、子程序管理区以及

代码生成、编译、调试、运行区。其中，变量管理区用于创建、删除变量，以及编辑领域专

用变量类型。子程序管理区用于分类管理子程序，划分为数值计算区（管理数值计算子程序）

和非数值计算区（管理非数值计算子程序）。主要包括子程序的添加、删除、重命名等功能。

代码生成、编译、调试、运行区用于实现代码生成、编译、调试、运行等功能。 

3. 编程工具的实现 

非结构网格应用串行编程工具的开发拟在 HiPro-S 软件现有基础上扩充若干软件模块实

现。主要包括非结构网格应用领域专用变量类型库、子程序类型库、代码模板库以及可支撑

非结构网格应用程序研制的图形化编程界面。 

3.1 非结构网格应用领域变量类型库 

数据库模块为图形用户界面和代码生成引擎模块提供了高效访问数据的接口。针对非结构

网格应用特点，需要扩充领域专用变量类型库。其中，领域专用变量类型指高性能数值模拟

应用领域特定的变量类型。例如，中心量、结点量、边心量等变量类型。针对领域专用变量

类型，《高性能数值模拟编程标准与规范》对数据结构进行了标准化的定义。数值模拟软件研

发过程中，用户定义的变量主要包括物理量、网格无关量、用户自定义参数等。用户通过变

量库图形界面编辑变量的属性。其中变量的属性包括：变量的名称、类别、基本数据类型、

输入/输出以及说明等。我们采用领域专用变量类型描述变量类别。针对非结构网格应用特点，

建立了非结构网格应用领域变量类型库。图 3 是非结构网格应用领域变量类型示例，例如，

中心量（Cell）、结点量(Node)、边心量(Edge)、实体集(Entity_Set)、网格拓扑(Topology)等变

量类型。 

 

图 3 非结构网格变量类型示例 

3.2 非结构网格应用子程序类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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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非结构网格应用编程标准与规范》，我们建立非结构网格应用子程序类型库。将子

程序划分为数值计算型和非数值计算型子程序，其中数值计算子程序包括网格片数值计算型、

实体集数值计算型和网格无关数值计算型。非数值计算子程序包括内存调度型、输入输出型

和数据通信型子程序。数值计算子程序中，网格片尺寸、网格片拓扑、实体集、网格片几何

坐标、数据片及影像区宽度等数据通过形参传递。根据非结构网格应用数值计算子程序接口

规范，将子程序形参表参数划分为必选参数和可选参数。其中，必选参数根据数值计算子程

序类型确定。表 1 是面向非结构网格应用的子程序形参表中必选参数示例。可选参数包括网

格片拓扑、网格片几何坐标、数据片等。 

表 1 必选参数示例 

子程序类型 必选参数 
网格片数值计算型 网格片尺寸 
实体集数值计算型 网格片尺寸、实体集 

网格无关数值计算型 无 
非数值计算型 无 

3.3 非结构网格应用代码模板库 

代码模板是用户编写数值模拟程序过程中常用的代码片段构成的一段文本，其中保留一些

待定的参数，这些参数通过代码生成器的参数替换机制确定实际的值[8][9]。应用代码自动生

成技术，代码生成引擎根据用户图形界面输入，替换代码模板中的参数，自动生成符合数据

结构标准的变量定义代码以及遵循子程序接口规范的子程序接口定义代码，最终生成符合《标

准与规范》要求的数值模拟程序。其中，代码自动生成引擎是用于生成完整代码或代码片段

的代码生成器[10]。 

建立非结构网格应用代码模板库，包括变量定义及变量声明代码模板、子程序形参表及声

明体代码模板、主控程序模板等。 

（1）变量定义及变量声明代码模板 

读取变量管理系统中用户定义的变量（例如网格离散量、用户自定义参数、网格无关量等），

替换变量定义及变量声明代码模板中的变量，自动生成遵循数据结构标准的变量定义代码片

段。 

变量定义代码模板包括网格离散量、网格无关量等代码模板。图 4 是网格无关量中数组定

义代码模板示例。代码模板中的参数说明如下：{{name}}为数组名称，{{element_type2.f90}}

为数组的基本数据类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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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数组定义代码模板 

（2）子程序形参表及声明体代码模板 

读取子程序形参表及声明体代码模板文件，根据用户图形界面输入，替换代码模板中的参

数，自动生成遵循数值计算子程序接口规范的子程序形参表及声明体代码片段。 

代码模板：子程序形参表及声明体代码模板包括：网格离散量、实体集、拓扑量、网格无

关量等参数声明及定义代码模板。 

图 5 是数值计算子程序接口定义代码模板中物理量声明代码模板示例。代码模板中的参数

说明如下：{{name}}为数据片名称，{{element_type.f90}}为基本数据类型，{{intent.f90}}为

输入/输出类型等。 

 

图 5. 物理量声明代码模板 

（3）主控程序代码模板 

读取主控程序模板文件，通过代码生成引擎生成主控程序源文件。其中，非结构网格应用

主控程序模板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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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主控程序模板文件 

3.4 非结构网格应用图形用户界面 

针对非结构网格应用特点，扩展 HiPro-S 软件图形用户界面。主要包括变量库图形界面、

子程序编辑界面（例如子程序管理、代码模板以及接口定义图形界面）等。 

（1）变量库图形界面 

用户通过编程工具的变量库界面定义变量，其变量库界面如图 7 所示。用户通过图形界面

可以添加变量、删除变量、编辑变量属性以及保存变量等。 

 

图 7. 变量库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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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子程序编辑图形界面 

子程序编辑图形用户界面主要用于管理用户子程序和编辑子程序，如图 8 所示。 

子程序管理区：用户通过子程序管理界面可以实现子程序的添加、删除、重命名等功能。

将子程序划分为数值计算型和非数值计算型子程序，其中数值计算子程序包括网格片数值计

算型、实体集数值计算型和网格无关数值计算型。非数值计算子程序包括内存调度型、输入

输出型和数据通信型子程序。 

子程序编辑区：用于编辑子程序，包括代码编辑、接口定义、代码模板、语法检查等功能。

用户通过子程序编辑界面中的接口定义界面可以定制子程序形参，自动生成遵循数值计算子

程序规范的子程序形参表及声明体相关代码，并且由用户手工编写子程序执行体部分的代码。 

 

图 8 子程序编辑界面 

采用基于 Qt 模型/视图架构的界面开发模式开发编程工具的相关图形用户界面，包括变量

库界面、子程序管理界面、子程序接口定义界面等。Qt 模型/视图架构经实践证明是一种高效

的界面开发模式，它将数据操作和数据显示分离[11][12]。模型、视图、代理以及底层数据之

间的关系如图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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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
Data

模型
QAbstractItemModel

代理
QAbstractItemDelegate

视图
QAbstractItemView

编辑数据

数据

数据

数据

渲染编辑数据

 

图 9. Qt 模型/视图架构 

模型(Model) ：用来组织具有平面表格结构或者层级树形结构的数据，定义了视图访问数

据的接口，主要负责底层数据的相关操作。 

视图(View)：管理从模型中读取的数据的外观布局并显示给用户，它是获取修改和呈现数

据的对象。 

代理(Delegate)：用于显示视图中的项，并为可编辑的项提供合适的编辑器。代理在模型

和视图之间提供了另一种间接关联，提升了自定义的可行性。 

这种界面开发模式可以把一个模型注册给多个视图，不同的视图可以显示相同的数据，即

为相同的数据可以提供不同的显示方式。Qt 可以自动对视图保持同步，自动刷新所有视图以

显示最新的数据，只需要修改模型，视图就会自动更新[13][14]。 

4. 应用实例 

以《非结构网格编程标准与规范》中二维情形下线性对流方程的求解为例，说明编程工具

如何编写线性对流方程的求解程序（简称“LinAdv 程序”）。统计编程工具自动生成代码量占

总代码量的比例，并验证编程工具生成的代码是否满足《标准与规范》的要求以及代码是否

可以正确编译、运行。 

4.1 线性对流方程及计算方法简介 

（1）方程模型。简单的线性对流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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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我们记 ( ) uauF = ， ( )21,aaa = 为对流速度。 

（2）离散格式。求解上述线性对流方程的时间离散采用一阶显格式, 空间离散采用一阶

迎风格式。在第 n 个时间步，守恒量 n
ju 定义在网格单元中心，通量 n

kf 定义在网格边的中心。



  

 

技术报告 

方程两边对时间和空间进行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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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ljn , 和 ljS , 表示第 j 个单元的第 l 条边的外法向和长度， jm 表示第 j 个单元的边的数

目， jΩ 表示第 j 个单元的面积。为了定义通量，设第 k 条边的全局法向为 kn ，每条边只有一

个唯一的全局方向，这里规定全局方向的起点为边的左侧，终点为边的右侧。 
a） 通量计算方法。由迎风格式可以得到通量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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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n
Lku , 表示守恒量 nu 在第 k 条边的“左侧”单元的值。 

b） 物理边界条件方法。在图 10 所示的计算区域中， 0Γ 为入流边界条件； 1Γ 为出流边界

条件； 2Γ 为对称边界条件。 

 
图 10.物理边界条件示意 

c） 守恒量更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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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k 表示与第j 个单元邻接的第 l条边的索引。 

d） 时间步长计算方法: 

j
j

n aaCFLt
Ω

=∆
},max{max/ 21 ，          (9) 

4.2 应用编程工具编写 LinAdv 程序 

应用编程工具编写 LinAdv 程序求解以上线性对流方程，主要包括以下 4 个步骤：  

（1）定义变量 

依据公式(7)-(9)需要定义以下变量：物理量包括守恒量 cons、通量 flux、边的全局法向

edge_normal、边的长度 edge_length、单元的面积 cell_area、单元中心坐标 cell_coord、边中

心坐标 edge_coord；输入参数包括对流速度 d_velocity、CFL 条件数 cfl 等。 

通过变量库图形用户界面定义以上变量，如图 11 所示。变量定义完成后，编程工具将自

动生成变量定义代码片段，如图 12 所示。 

     

图 11. 定义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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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变量定义代码 

（2）编写数值计算子程序 

求解以上线性对流方程需要编写以下数值计算子程序： 

a）守恒量初始化子程序 

初始化守恒量子程序 InitializeConservation 是一个网格片数值计算子程序，它的功能是：

依据初始条件，在初始时刻，对网格片每个单元上的守恒量赋初值，初始条件参见公式(1)。 

通过子程序编辑界面编写初始化守恒量子程序，如图 13 所示。通过计算内核接口界面定

义子程序形参，保存后自动生成符合数值计算子程序接口规范的接口定义代码。其中，接口

定义界面中网格片尺寸参数 psize 自动载入，单元中心坐标 cell_coord 和守恒量 cons 由用户手

工添加或从参数模板库添加。子程序执行体部分的代码由用户手工编写。 

 
图 13. 编写子程序 

b）通量计算子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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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量计算子程序 ComputeFlux 是一个网格片数值计算子程序，它的功能是：依据公式(7)，

在某个积分时间步，计算网格片每个单元上的通量。编写该子程序的过程不再详述。 

c）守恒量更新子程序 

守恒量更新子程序 UpdateConservation 是一个网格片数值计算子程序，它的功能是：依据

公式(8)，在每个积分时间步，更新网格片每个单元上的守恒量。编写该子程序的过程不再详

述。 

d）物理边界处理子程序 

物理边界处理子程序 SetPhysicalBdry 是一个实体集数值计算子程序，它的功能是：依据

公式(1)和图 10，在每个积分时间步，计算实体集包含的边上的通量。编写该子程序的过程不

再详述。 

e）时间步长计算子程序 

时间步长计算子程序 ComputeTimeStep 是一个网格片数值计算子程序，它的功能是：依据

公式(9)，在每个积分时间步，计算时间步长。编写该子程序的过程不再详述。 

（3）组装计算流程并生成代码 

在流程编辑界面中，通过拖放操作将子程序插入到流程图中实现组装计算流程的功能，最

终生成 LinAdv 程序代码。其中，子程序形实参配置界面根据形参类型，从变量库中提供类型

匹配的实参列表帮助用户快速完成形实参配置。 

（4）编译、运行程序代码。 

4.3 自动生成代码量统计 

用户只需编写数值计算子程序执行体部分的代码，其余代码均可自动生成，编程工具自动

生成的代码约占总代码量的 71.51%。其中，自动生成的各代码片段占总代码量的比例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自动生成的代码片段占总代码量的比例 

代码片段 自动生成代码 手工编写代码 
子程序接口定义 25.43% 0% 

主控程序 3.92% 0% 
应用相关模块 42.16% 0% 
子程序执行体 0% 28.49% 

4.4 标准规范性验证 

对编程工具生成的 LinAdv 程序代码进行标准规范性验证，结果如表 3 所示。结果表明生

成代码符合《非结构网格编程标准与规范》中“代码审查表”的所有表项的要求，包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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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标准、数值计算内核规范以及编程建议[4]。 

表 3 标准规范性验证 

“代码审查表”表项 生成代码 
数据结构标准编号从 UM-DS-ST-01 到

UM-DS-ST-21 的表项 
符合表项要求 

计算内核规范编号从 UM-NK-RE-01 到

UM-NK-RE-21 的表项 
符合表项要求 

编程建议编号从 PG-RM-01到 PG-RM-12
的表项 

符合表项要求 

5. 总结 

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一种面向非结构网格应用的串行数值模拟程序图形化编程工具。该编程

工具融合图形化编程与代码自动生成技术，支撑面向非结构网格应用的数值模拟程序实现标

准化和规范化，并且集成编译、调试、运行等功能。实际应用表明，该工具可以减少用户编

写代码量，有效提高软件开发效率，并且生成的代码符合《标准与规范》要求，系统的维护

效率也得以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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