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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构件化并行编程的图形化编程技术 1

廖丽

 

2

并行应用编程框架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国内外有多家单位编程框架方面做

着积极探索和尝试并已取得显著效果，如 SAMRAI, Uintah, PETSc, PARAMESH, UG等。JASMIN 

[3]是一个面向结构网格应用的领域编程框架，解决了传统的“串行程序并行化”研发模式

的弊端，探索形成以“集成共性研制领域编程框架、基于框架研发应用程序”为主体思路的

 张爱清 王伟 景翠萍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摘要  基于领域编程框架开发数值模拟并行应用程序是一种新模式。基于该模式，已研制了

一批可高效使用数千上万核的应用程序。但是，框架的普及应用还存在一些困难，基于框架

编写并行应用程序需要掌握领域编程框架的编程原理、精通基于构件化的并行编程接口、熟

悉 C++/Fortran 混合编程等。学习新的编程语言和开发技术需要花费额外的精力，对于领域专

家而言，软件研制还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围绕上述难题，基于领域编程框架的构件化编程技

术，提出一种图形化编程方法：通过图形界面交互定制并行构件及组装构件，结合代码自动

生成引擎，自动生成指定编程语言的应用代码，支撑领域专家只需用 C/Fortran 编写数值计算

子程序就可快速研发并行应用程序。实际应用表明，该编程方法可显著降低并行程序的研制

难度，提高软件研制效率。 

关键词  科学计算；领域编程框架；构件化编程；并行应用；图形用户界面 

 

1. 引言 

如何快速研发数值模拟并行应用程序是高性能科学工程计算领域的重要问题[1,2]。在应

用方面，激光聚变、地球系统模式、复杂电磁环境、材料科学等实际数值模拟日趋复杂，呈

现多物理耦合、多时空尺度、三维实际构型、海量并行度等特征。在硬件方面，我国成功研

制了千万亿次、亿亿次高性能计算机，但计算机体系结构日趋复杂，呈现超大规模、多级嵌

套、异构多核等特征。随着高性能计算机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软件技术使得并行应用软件的研

制非常困难，软件研发人员必须掌握足够的软硬件知识并不断维护程序跟进软硬件的发展变

化。在这种双重复杂发展趋势下，并行应用程序开发面临设计难、编程难等问题。 

                                                        
1 本文获国家 863 项目（No. 2012AA01A309），NSFC 项目（No. 11372049），NSFC 项目（No. 61432005）资助。 
2 通信作者，liliao@iapcm.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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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并行应用软件研发新模式。框架封装了标准化数据结构，提供屏蔽并行计算细节和共性

算法细节的规范化并行编程接口，支持应用领域专家通过编写串行的数值计算子程序，实现

物理模型、计算方法及问题相关的数值算法，就可研制高效并行应用软件。目前，在激光聚

变、地球系统模式、复杂电磁环境、材料科学等领域，基于 JASMIN 框架已经支撑研制了数

十个并行应用程序，实现了数千至数万个处理器核的大规模数值模拟。 

基于领域编程框架开发并行数值模拟程序能够保护软件不受高性能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变

迁的影响[4]。然而，基于框架的编程方式与领域专家传统上以数值算法为中心的结构化编

程思路不同。对于习惯了用 C/Fortran 编写串行程序的用户或者用 C/Fotran 再加上

MPI/OpenMP 编写并行程序的用户，基于 JASMIN 框架编程面临以下难题。一是需要学习和掌

握领域编程框架的编程原理。二是需要精通基于构件的并行编程接口。三是需用熟悉 C++编

程语言、面向对象及多语言混合编程技术。四是缺乏图形化的集成开发环境。经验表明，只

有极少数具有相关经验和技术的软件研制人员能够独立完成基于框架的并行应用程序开发工

作，绝大多数应用程序的开发还需要框架专家参与并提供技术支持合作完成。另一方面，传

统上完全依赖手工编程研制应用软件的开发模式，由于软件开发人员水平参差不齐，编码风

格各异，不但代码质量难以保证，且不利于软件的协同开发及长远的发展维护。因此，对大

多数领域专家而言，编程还是存在一定难度，软件质量也难以保证，并行应用程序的研制效

率还有待提高。 

针对这些问题，在框架提出的面向并行的构件化编程基础上[5]，我们引入图形化编程技

术，自主研制了基于领域编程框架的数值模拟应用研发工具 HiPro。它提供领域专用图形化

编程界面，辅助领域专家快速研制并行数值模拟程序。图形化编程技术是降低编程难度的重

要途径[14]，MIT 团队开发了 Sikuli[18]以及在线 Arduino图形化编程环境 Modkit[16]。美

国国家仪器（NI）公司研制研发了一种程序开发环境 LabVIEW，提供图形化编辑语言 G，可编

写框图形式的程序，主要用于开发测量或控制系统[15]。MathWorks 公司出品的高级计算语

言和交互式环境 MATLAB 及 Simulink，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非交互式程序设计语言（如

C、Fortran）的编辑模式。这些软件已用于帮助工程师和科学家解决实际问题及提高生产

力，但目前将图形化编程技术直接用于大规模并行数值模拟应用开发尚无成功的经验。 

文献[8] 及文献[9]已对 HiPro 软件的主体界面及功能设计做了详细的介绍。本文将着重

介绍应用该软件支持并行编程的核心技术，探讨面向构件化并行编程的图形化编程技术。首

先简述基于领域编程框架研制并行应用程序的基本原理；之后介绍基于构件的交互式编程方

法设计思想；第三节介绍如何定制并行构件封装计算内核、管理内存调度以及数据通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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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节描述基于构件组装计算流程的设计原理；最后通过应用实例给出该技术的应用效果，并

对本文加以总结。 

2. 基于领域编程框架研制并行应用程序的基本原理 

JASMIN 是面向高性能科学与工程计算结构网格而研制的框架。文[6]通过分析当前通用

并行编程模型的薄弱环节，凝练形成了通用并行编程模型栈，在此基础上，提出面向高性能

数值模拟的领域并行编程模型，并阐述了模型的数据结构、计算模式、构件模型、编程框架

等构成要素和要素间的内在关联。该并行编程模型是本文提出的图形化编程技术的基础，如

下以该编程模型为主线简要介绍基于框架研制并行应用程序的基本原理。 

2.1 数据结构 

框架采用基于网格片的层次结构方法管理计算网格，即按照区域剖分方式组织网格、数

据以及计算。在这种方式中，单层计算网格剖分为多个互不重叠的计算子区域，即网格片，

每个网格片独立地管理网格、存储物理量以及组织计算，如图 1 所示。该方法能够有效适应

复杂几何构型的构造以及开展大规模并行计算。 

 
图 1 基于区域分解的数据并行模式 

Fig.1 Domain decomposition for data parallelism 

2.2 计算模式：并行积分构件 

基于前述的子区域抽象数据结构, 根据数值计算在子区域之间的数据依赖关系的不同, 

可以定义不同形式的计算模式，通过并行算法模板描述。与数值计算的子区域抽象数据结构

结合, 可以形成数值模拟的相应计算模式。计算模式和并行算法模板可采用面向复用的构件

化软件技术、由构件模型实现。构件模型分离了子区域数值计算程序的研发与并行计算的实

现, 只要领域专家提供程序，构件模型就可以实例化为可计算对象, 称之为计算构件。 

构件化软件设计是提高软件开发效率与软件产品质量的有效途径。在构件化软件研发思

路中，用户通过组装构件实现算法；通过新增构件扩展功能；通过复用构件复用软件。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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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遵循统一的接口规范，采用标准的数据结构。构件化软件研发有效地解决了传统模块化

软件研发中的不一致，有效提升了软件研发效率。 

框架通过并行计算构件封装并行计算的细节，提供不同类型的计算模式，组织内存调

度、数据通信以及并行计算。构件的使用方式如下： 

（1） 从标准构件网格片策略类继承创建新的积分构件策略类，根据目标功能面向网格片

定义并实现指定的网格片策略函数，完成的数据通信和计算； 

（2） 定义指定类型积分构件并为其注册如上网格片策略类； 

（3） 在计算流程中创建、初始化并调用计算构件的指定操作函数执行相应功能。 

2.3 时间积分算法 

时间积分是求解非定常偏微分方程组的必要以及重要组成部分。时间积分是从起始时刻

的已知数值解出发，逐个时间步地以离散格式进行积分，在终止时刻获得数值解。编程框架

通过时间积分算法类提供用户接口，组织时间积分计算。 

为了创建时间积分算法，需要用户提供网格层时间积分算法策略类的派生类对象，并在

该派生类中实现策略类的抽象接口函数，表 1 列出了部分算法相关的策略类函数，这些函数

定义为纯虚函数，用于管理用户基于构件定制的计算流程，分别完成初始化共享对象及参

数，初始化物理量，预估时间步长，推进时间步以及更新数值解等功能。 

表 1网格层时间积分算法策略类提供的部分抽象接口函数 

Table1  Abstract Interfaces Defined in Level Integrator Algorithm Strategy Class 

void initializeLevelIntegrator( 

  tbox::Pointer<algs::IntegratorComponentManager<NDIM> >  manager) 

void initializeLevelData( 

const tbox::Pointer< hier::BasePatchHierarchy<NDIM> > ierarchy, 

const int    level_number, 

const double current_time, 

const bool   can_be_refined, 

const bool   initial_time, 

const tbox::Pointer< hier::BasePatchLevel<NDIM> > old_level, 

const bool allocate_data) 

double getLevelDt( 

const tbox::Pointer< hier::BasePatchLevel<NDIM> >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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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 double current_time, 

    const bool initial_time, 

    const int  flag_last_dt, 

    const double last_dt) 

int advanceLevel( 

const tbox::Pointer< hier::BasePatchLevel<NDIM> > level, 

   const double current_time, 

   const double predict_dt, 

   const double max_dt, 

   const double min_dt, 

   const bool   first_step, 

   const int    hierarchy_step_number, 

   double&      actual_dt) 

void acceptTimeDependentSolution( 

   const tbox::Pointer< hier::BasePatchLevel<NDIM> > level, 

   const double new_time, 

   const bool deallocate_data) 

2.4 应用架构 

 

图 2 基于框架研制的并行应用组织架构 

Fig.2 Architecture of an Application Developed on Domain Specific Framework. 

基于框架研制并行应用程序基本采用 C++/Fortran或 C++/C语言又或是三种语言皆用的混

合编程的方式，其中 C++编程语言为主体编程语言，用于组织软件架构及开发基于构件的计

算模块。 

基于框架开发的并行应用程序按照图 2所示组织软件架构。按照算法的分解设计，用户可

以开发并组装并行计算构件搭建计算流程，负责计算的构件通过网格片策略类连接计算内核，

initializeLevelData 

getLevelDt 

advanceLevel 

acceptTimeDependentSolu
tion 

Com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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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7 

Comp3 

计算流程 积分构件 

PatchS 2 

Patch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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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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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片策略

  

计算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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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chS1 

… 
PatchS 4 

Sub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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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网格片上的计算，并在底层实现必要的通信，组织完成网格层上的并行计算。其中，计

算内核是指应用的核心数值算法实现。该算法与并行无关，每个计算内核仅用于完成一个网

格子区域的计算或网格无关的计算。 

3 基于构件的交互式编程方法设计思想 

 
图 3 并行计算构件特征分析 

Fig.3 Feature analysis of parallel computation componnte. 

为了简化基于框架编写并行应用程序的难度，在 JASMIN 框架提出的构件化并行编程方法

基础上，我们按照“定制构件封装计算内核，组装构件搭建计算流程”的数值模拟程序研发

思路，设计并实现一种新的图形交互式编程技术，支持领域专家通过直观的图形界面定制和

组装构件，快速研制基于框架的并行应用程序。通过实现该技术，建立一种基于构件的图形

化编程方法，支持领域专家通过图形界面交互定制并组装构件搭建计算流程，进一步借助代

码自动生成引擎为应用程序自动生成自然编程语言的应用代码。该技术实现的主要思路及技

术特点如下： 

（1）面向领域编程设计图形界面。图形界面的设计建立在数值模拟领域概念基础上，符

合领域编程习惯，更容易理解和掌握； 

（2）封装领域编程框架的思想和方法。图形界面封装了领域编程框架提供的并行计算构

件的定制与调用方法以及底层隐含的对计算流程的组织与执行规则，不需要开发者掌握和直

接使用框架提供的构件调用接口及计算组织方法，极大程度降低了对框架学习和掌握程度的

要求； 

（3）编程语言无关。图形界面具有语言无关性，因此可以屏蔽自然编程语言以及面向对

象编程技术，降低了对编程者所需掌握的语言与技术方面的要求； 

（4）编程实现简捷高效。编程主要在图形界面上完成，用户的操作及相应产生的数据会

被记录下来，并转换为应用程序代码。这种编程方式的效率显著高于直接手工编程； 

（5）规范化编程并保证代码质量。图形化编程的实现通常需要代码自动生成引擎的配合，

这种自动化编程方式不但能够快速生成指定编程语言的代码，且能够对代码质量提供保证。 

根据上述思路，通过图形界面实现面向构件化并行编程需要实现如下关键技术： 

（1）面向并行计算模式，建立构件的图形化编程模型以及界面设计，封装并行计算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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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属性及访问接口；实现构件管理器，支持构件的动态创建、删除、修改以及调用访问； 

（2）面向时间积分算法，建立结构化计算流程的图形化编程模型，封装领域编程框架的

计算组织方法；实现结构化流程交互定制与管理，支持计算流程的创建、结构化组装、分类

管理及访问。 

为构件化编程方法提供图形化编程方法的基础能够通过分析并行计算构件的定制与调用

模式特征并建立模型用于描述构件的行为方法。如图 3 所示，根据构件的特征，对构件的描

述由如下三部分构成：构件属性模型、构件调用模型以及构件约束。其中前两项分别用于描

述构件定制与构件调用的行为，而构件约束则用于检查如上数据的正确性与完备性。如下分

别介绍如何基于特征分析建立图形化编程，支持用户定制构件及调用构件组装计算流程。 

3  构件定制与管理 

常用的并行计算构件类型有初值构件、内存构件、步长构件、复制构件、数值构件、规约

构件、粒子构件等等。根据类型不同，构件为注册的数据完成必要的数据通信、拷贝或内存

调度。并行计算时，其单个计算阶段分成并行数据填充和并行数值计算两个步骤。其中并行

数据填充又包括内部数据填充及边界处理两部分。按照这一思路， 

定制构件涉及如下内容：建立并行计算构件属性模型，用于创建指定类型构件；基于属性

模型设计图形界面支持交互定制操作；建立构件库管理用户构件，支持用户添加、删除、修

改及使用构件。 

3.1 构件属性模型 

 
图 4 根据构件定制特征建立构件属性模型 

Fig.4 Build component attribute model based on feature analysis 

通过图形界面实现构件定制的基础是为构件建立属性模型，描述构件的功能与接口。构件

属性模型是针对特定类型构件建立的特征描述，模型根据框架为构件提供的功能模式与接口，

经过抽象及简化定义构件的属性元素，规定并明确接口结构。定制构件包含两部分内容，即

创建构件实例及其策略类，前者需要指定构件类型，给出构件名称，并注册策略类；策略类

需要完成构造对象，注册物理量以及必要的网格片策略函数。这些策略函数由框架按照隐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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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调用。 

所有构件模型共享属性：名称、类型、说明，附加属性见表 2所示，其中斜体部分标识的

属性为可选属性。 

表 2 构件属性模型表 
Table 2 Attribute Model of Components 

类型 属性 

初值构件 待初始化物理量列表；计算内核 

步长构件 待通信物理量对列表；计算内核 

数值构件 待通信物理量对列表；网格片计算内核；填充物理边界计算内核；后处理边界计算

内核 

规约构件 待通信物理量对列表；计算内核；规约类型；规约量 

复制构件 待复制物理量对列表 

内存构件 待分配内存物理量列表 

粒子构件 待处理粒子量；预估粒子数网格片计算内核；添加粒子网格片计算内核 

粒子通信构

件 

待通信粒子量 

 

3.2 构件定制界面设计 

每种类型构件配有专用的图形界面，图形界面基于属性模型设计，直观反映构件的功能。

定制构件操作如下：根据功能选择指定构件类型，启动该类型构件专用定制界面，配置基本

属性及附加属性。 

 

图 5 初值构件定制界面 

Fig.5 Configuration GUI of Initialization Integrator Component 

图 5为初值构件的定制界面，包括两个属性页面：（1）基本属性，用于修改构件名称和功

能说明；（2）初始化物理量页面，用于连接完成物理量初始化功能的计算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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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数值构件定制界面 

Fig.6 Configuration GUI of Numerical Integrator Component 

图 6为数值构件的定制界面，包括四个属性页面：（1）基本属性，同上；（2）网格片计算，

用于连接完成数值计算的计算内核（3）前处理，配置通信的物理量及连接填充物理边界的计

算内核；（4）后处理，连接后处理物理边界的计算内核。（3）与（4）为可选属性。 

 
图 7 粒子构件定制界面 

Fig.7 Configuration GUI of Particle Integrator Component 

图 7为粒子构件的定制界面，包括四个属性页面：（1）基本属性，同上；（2）注册粒子量，

注册当前构件操作的粒子量（3）预估粒子数，用于连接预估粒子数的计算内核；（4）添加新

粒子，连接后处理物理边界的计算内核。（3）与（4）为可选属性。 

3.3 构件属性正确性与完备性校验 

为防止参数错配或漏配导致应用错误，系统为每类构件配备了检查器，根据构件属性功能

定制检查信息。检查项目分为三类：内核类型及内核要求匹配；参数类型及属性匹配；强制

参数匹配等等。系统根据界面操作实时检查配置信息的正确性与完备性，具体检查项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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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构件正确性与完备性检查信息表 
Table 3 Checking Information of Components 

类型 检查信息 

初值构件 （1） 初始化物理量必须联接一个网格片计算型内核； 

（2） 该内核函数的所有物理量参数必须为输出型； 

（3） 该内核函数的所有网格无关量参数必须为输入型； 

步长构件 （1） 必须联接一个网格片计算内核； 

（2） 内核参数必须有且仅有一个输出型的标量； 

数值构件 （1） 网格片计算必须联接一个网格片计算型内核； 

（2） 内核参数不能包含输出型网格无关量； 

（3） 前处理只能选择物理边界型计算内核 

规约构件 （1） 必须联接一个网格片计算内核； 

（2） 内核参数必须有且仅有一个输出型的标量； 

（3） 必须选择规约类型。 

复制构件 （1）必须指定至少一对待复制的源物理量及目的物理量 

内存构件 （1）必须指定至少一个待分配内存物理量列表 

粒子构件 （1） 必须指定一个粒子量； 

（2） 必须联接网格片计算型计算内核用于完成预估粒子数或生成

新粒子功能。 

粒子通信构件 （1）必须指定待通信的粒子量 

3.4 构件库及构件管理 

构件管理系统用于支持构件的创建与管理。构件管理系统需维护两个核心功能库，一是构

件类型库，一是用户构件库。 

其中，构件类型库负责管理构件模型，如初值构件、数值构件、步长构件等等。构件类型

库面向构件框架定义的不同类型构件，建立构件模型抽象，并定义该构件模型的概念工作模

式，支持构件实例的创建。 

用户构件库，即构件实例库，用于管理和存储用户基于构件模型定义的实际计算构件，支

持用户创建新构件，访问、修改或删除库存构件。一个构件模型可以用于创建多个构件实例，

所有构件实例在创建后自动保存到用户构件库中以备调用，即组装计算流程。 

4 基于构件组装计算流程 

结构化流程图一般用于设计和描述算法逻辑。基于框架开发的应用程序按照构件化编程思

路，通过调用构件实现策略函数，实现体皆为结构化模块，构件调用为模块构成主体。按照

这一思路，我们基于构件的算法流程组装系统，以结构化流程图编辑器为交互式编程界面，

支撑用户通过组装构件搭建算法流程。该系统输出为算法流程的描述，其特点是与语言无关。 

4.1 计算流程定义与管理 

每个计算流程对应一个函数，因此流程的定义包括函数接口定义及其实现体。为了增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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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变量的监控与管理，本系统将局部变量的管理作为计算流程定义的一部分，以方便参数

传递的管理。 

所有流程存储于流程库中，并通过流程管理器提供流程的创建、编辑与删除接口。为支持

应用的模块化程度，可以组装其它流程实现当前流程的执行体，此时当前流程与被调用流程

为父子关系。被调用流程的接口实参可以是全局量及父流程中定义的局部变量。根据调用关

系，应用程序可表达为结构化流程树，根节点是主控流程。 

4.2 预定义计算流程 

在流程管理器中，流程分为两类：预定义流程及自定义流程。预定义流程包括预定义主控

流程以及构成主控流程的预定义子流程。其中预定义子流程对应表一中列出的网格层策略类

中定义的四个抽象接口，即初始化、计算时间步长，时间步进以及更新数值解。预定义主控

流程由上述四个预定义子流程按照时间积分迭代计算的循环结构组装而成，如图 6所示。 

预定义主控流程适用于绝大多数求解偏微分方程组的求解过程。主控流程的接口及执行体

已定义，其循环控制参数可通过系统的运行时输入决定。预定义子流程的接口已定义，而执

行体由用户实现。用户可创建新流程，即自定义流程，包括接口与执行体。 

4.3 流程交互与组装 

应用编程过程即选择构件装配预定义子流程。每个流程的实现都是以构件调用为主体内容

的结构化代码段。按照结构化程序的设计，构件的执行逻辑分为如下三类： 

(1) 顺序执行：构件按照自然顺序依次执行。 

(2) 条件执行：根据条件选择性执行，条件执行逻辑又分为单重分支，双重分支，多重分

支等等； 

(3) 循环执行：按照循环规则迭代执行，包括条件循环，计数循环等。 

构件组装行为即从构件库中选择构件或是控制结构，插入到流程中，如图 7所示。构件调

用包括选择构件、选择构件调用操作（功能函数）并配置必要的调用执行参数。 

4.4 流程校验及代码自动生成 

为保证流程的正确性与完备性，系统支持对流程进行实时检查，检查内容包括构件调用的

配置信息，控制结构配置信息等等。计算流程将作为代码自动生成引擎的输入，引擎可以面

向不同的自然编程语言或支撑框架，生成应用代码。 

代码的正确性由图形界面的配置保证，而界面配置信息的正确性最大程度地由检察器保

证。通过该技术，很多手工编码中容易产生的错误不再成为问题，如参数错配、漏配及内存

泄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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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预定义计算流程 
Fig .8 Predefined Computation Flowchart 

 

 

图 9 组装计算流程 
Fig .9 Assemble Computation Flowchart 

5.1 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粒子模拟 

三维激光等离子体粒子模拟程序 Lared-P程序应用 PIC方法求解粒子运动方程以及

Maxwell方程。该应用共创建 6类 13个并行积分构件，16个计算内核。图 3、图 4以及图 5

所示，为该程序的三个构件配置界面，图 9中的流程图为该应用的局部计算流程截图。该程

序代码总量约 5600行，包括 2600C++/C 代码，3000行 Fortran代码，其中自动生成部分占

总代码量的 50%左右，包括全部 C++/C部分代码及所有 Fortran语言编写的计算内核的接口

部分代码。该程序能够模拟 200亿粒子，扩展到 36000核，并行效率达到 70%。图 11为该应

用程序模拟输出的可视化结果。 

构件库 

控制结构

 

选择构件 

选择执行方式 

组装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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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粒子模拟可视化结果 
Fig .11 Visualization result of an ICF simulation 

5.2 离散元程序 

二维及三维离散元程序模拟了金属冲击相变的动力学过程及物理变化规律。该应用共创

建 5类 30余个并行计算构件，40余个计算内核。图 12为局部计算流程截图，图 13为该模

拟的可视化结果。该应用代码总量约 16000行，其中自动生成的代码约占代码总量的 50%。 

 

 
图 12 离散元程序可视化结果 

Fig .12 Visualization result of DEM3d 

6 结束语 

如何简化并行应用编程，降低编程难度，提高编程效率一直是并行应用软件研制领域的重

要研究方向。本文通过分析基于领域编程框架研制并行应用程序的基本原理，提出一种基于

构件的算法流程组装方法，探索了一条支撑领域专家快速研制数值模拟程序的技术途径。该

编程方法能够显著提高并行数值模拟程序开发的自动化程度，基于该系统编程，不需要领域

专家熟悉 C++语言，不需要掌握构件调用接口，符合领域编程习惯，能有效提高应用开发效

率和应用程序质量。进一步提升并行数值模拟软件的开发效率和代码质量。未来，将面向多

种网格应用发展该技术，进一步支持复杂结构网格及非结构网格应用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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