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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非结构网格数值模拟应用并行程序的图形化编程工具 1

景翠萍

 

2

为解决以上问题，我们研制了数值模拟应用并行程序编程工具 HiPro-P。HiPro-P 软件是

，廖丽，王伟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高性能计算中心 

摘要  本文面向高性能数值模拟，分析了基于并行应用编程框架快速研发并行数值模拟软件

存在的挑战。在此基础上，以 JAUMIN(J parallel Adaptive Unstructured Mesh applications 

INfrastructure)框架的应用为例，设计并实现了一种面向非结构网格数值模拟应用并行程序的

图形化编程工具。该编程工具采用基于结构化流程图的图形化编程方式，屏蔽 JAUMIN 框架

的编程接口，帮助用户在不学习编程框架的基础上快速开发基于编程框架的并行应用程序。

实际应用表明，该工具可以显著提升并行应用软件的研发效率，降低用户编写并行数值模拟

程序的难度。由于编程工具生成的代码规范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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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计算；JAUMIN 框架；代码自动生成 

1 引言 

复杂数值模拟并行应用程序的快速研发是科学计算中的一个主要挑战，并行应用编程框

架（Framework）是实现高效能编程的重要技术途径。例如，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自主研制的 JASMIN 框架和 JAUMIN 框架，它们是面向高性能科学与工程计算结构网格和非

结构网格应用而研制的该类框架，提供了屏蔽并行计算的编程接口，支持领域专家在个人电

脑上“串行编程”地研发适应于千万亿次计算机的高效并行应用软件[1]。然而，基于编程框

架研发并行数值模拟程序，软件研发人员仍然面临以下挑战：首先，需要学习和掌握领域编

程框架的编程原理与接口，并且需要熟练使用新的编程语言和开发技术；其次，采用传统的

手工编程方式，软件研发人员通过拷贝、修改的方式编写了很多类似的代码，若修改不当将

会花费较长的代码调试时间；最后，软件研发人员水平参差不齐，编写的代码风格各异，代

码质量难以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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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或只需花费较少

的时间学习编程框架，使开发人员的主要精力可以关注在软件设计层面；另一方面，可以降

低软件研发难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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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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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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基于并行编程框架的图形化编程工具，它采用基于结构化流程图的图形化编程方式，屏

蔽了编程框架的编程接口，帮助用户在不学习编程框架的基础上快速开发基于框架的并行应

用程序[2][3]。目前，HiPro-P 软件可以支撑面向结构网格应用的并行数值模拟程序的快速研

发，但尚未支持非结构网格。非结构网格是科学与工程计算中普遍采用的一类网格。非结构

网格应用与结构网格应用具有不同的特点，HiP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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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软件的功能，支撑非结构网格应用。 

针对以上需求，我们基于 HiPro-P 系统研制了面向非结构网格数值模拟应用并行程序的

图形化编程工具（以下简称“非结构网格并行编程工具”）。该编程工具基于代码自动生成技

术自动生成的代码规范且风格统一，可以支撑用户基于 JAUMIN 框架快速重构和研制非结构

网格并行应用软件。 

2 基于 JAUMIN 框架研制并行应用软件的基本原理 

JAUMIN 框架的全称为并行自适应非结构网格应用支撑软件框架(J parallel Adaptive 

Unstructured Mesh applications INfrastructure)，它针对科学计算中的非结构网格应用，通过封

装高性能的数据结构、集成成熟的数值算法、屏蔽大规模并行和网格自适应的计算技术，支

撑物理建模、数值方法、高性能算法的创新研究，加速研制可有效使用现代高性能计算机的

并行自适应计算应用程序[4]。 

图 1 是基于编程框架研制的并行应用软件架构。基于领域并行编程框架，领域专家可以

结合实际应用的需求，选择数据结构来定义物理量，选择构件模型并编写子区域数值计算子

程序来定制并行计算构件，通过计算流程将并行计算构件组装为应用软件。其中，并行计算

由数据结构和构件模型来实现，领域专家无需了解其实现细节。编程框架可以将并行计算的

实现从应用软件的研发中分离出来, 将应用软件的研发模式从“并行设计—并行编程” 提升

到“并行思考—串行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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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编程框架研制的并行应用软件架构 
计算模式与构件模型：领域编程框架通过构件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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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UMIN 框架凝练了 10 多种计算模

式，设计了相应的并行算法模板，研制了相应的构件模型，包括: 初值模式、规约模式、扫

描模式、接触拼接模式、复制模式、克隆模式等。初值模式为物理量赋初值，规约模式求物

理量的规约值，接触拼接模式支持接触碰撞与滑移，复制模式将物理量的值复制给另一个物

理量，克隆模式支持粒子和能群之间的独立无关并行计算。 

3 非结构网格并行编程工具总体设计 

3.1 设计思路及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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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JAUMIN 应用程序的主控程

序的流程非常类似，因此，可以为用户定制编程流程，用户通过组装流程来生成完整的

JAUMIN 程序代码。基于以上设计思路，我们研制了非结构网格并行编程工具。该编程工具

融合图形化编程与代码自动生成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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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帮助用户基于 JAUMIN

框架快速重构和研制非结构网格并行应用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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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可支撑非结构网格应用程序研制的图形化编程界面，包括定义变量、创建并配

置并行计算构件、定义数值计算子程序等功能； 

（2）代码自动生成引擎可自动生成大部分应用程序代码（包括基架代码、变量定义及引

用、数值计算子程序接口定义、并行计算构件定义及配置等），只有子程序执行体部分的代码

需要用户手工编写； 

（3）生成的代码规范且风格统一。 

3.2 架构设计 

HiPro-P 软件体系结构及模块构成如图 2 所示,主要包括非结构网格应用领域变量类型库、

子程序类型库、构件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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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数据库：由变量库、数值计算子程序库、计算流程库、并行计算构件库、领域专用

变量类型库、子程序类型库、构件类型库等构成。 

（2）代码自动生成引擎：由文件代码生成器、片段代码生成器以及应用程序代码模板构

成，用于生成符合标准与规范的并行数值模拟程序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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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图形用户界面：提供基于编程框架编写并行应用程序的图形化编程界面，包括应用

程序编辑、程序编译、代码调试及运行配置界面等。 

 
图 2 HiPro-P 软件体系结构 

4 非结构网格并行编程工具具体实现 

4.1 非结构网格应用领域变量类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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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结构网格应用变量类型主要包括网格离散量、

间断有限元数据片、网格片几何坐标量、粒子量、网格拓扑量、网格无关量、用户自定义参

数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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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结构网格变量类型示例，例如，中心量（Cell）、结点量(Node)、

边心量(Edge)、面心量(Face)等变量类型。 

 
图 3 非结构网格变量类型示例 

4.2 非结构网格应用构件库 

面向 JAUMIN 框架提供的并行计算构件，我们建立非结构网格应用构件库，如图 4 所示。

主要包括初值构件、数值构件、步长构件、归约构件、内存构件、外表面操作构件、扫描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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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以及接触构件等。 

 
图 4 非结构网格应用构件库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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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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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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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生成完整的数值模拟程序代

码。 

建立非结构网格应用代码模板库，包括变量定义、变量引用、主控程序、网格层策略类、

网格片策略类、可视化输出以及外部子程序接口代码模板等。非结构网格应用代码模板库如

图 5 所示。由于变量定义、变量引用以及可视化输出等代码模板在面向非结构网格数值模拟

应用的串行编程工具中有详细介绍[9]，在这里不再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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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非结构网格应用代码模板库 

（1）网格层时间积分算法策略类代码模板 

网格层时间积分算法类是 JAUMIN 框架求解偏微分方程组的用户界面类，支持显式时间

离散格式和隐式时间离散格式。建立网格层时间积分算法策略类代码模板，通过代码自动生

成引擎可以生成网格层策略类源文件。网格层时间积分算法策略类代码模板如图 6 所示。 

 
图 6 网格层时间积分算法策略类代码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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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并行计算构件网格片策略类代码模板 

并行计算构件网格片策略类封装了构件在网格片完成的数值计算。针对每种类型的并行

计算构件，代码自动生成引擎根据构件定制图形界面的输入，替换对应的网格片策略类代码

模板中的变量，自动生成并行计算构件网格片策略类代码片段。网格片策略类代码模板包括

初值构件、数值构件、步长构件、归约构件、内存构件、外表面操作构件、扫描构件以及接

触构件网格片策略类代码模板等。图 7 是初值构件网格片策略类代码模板示例。 

 
图 7 网格片策略类代码模板 

4.4 非结构网格应用图形用户界面 

针对非结构网格应用特点，研制可支撑非结构网格并行程序研制的图形界面。主要包括

变量库界面、子程序编辑界面、并行计算构件定制图形界面等。由于变量库界面和子程序编

辑界面在面向非结构网格数值模拟应用的串行编程工具中有详细介绍[9]，在这里不再详述。

下面介绍并行计算构件定制图形界面。 

每种类型的并行计算构件配有特定的图形用户界面，直观反映构件的功能。定制构件的

操作包括：根据功能选择构件类型，启动该类型的构件定制图形界面，配置构件的基本属性

及附加属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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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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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配置完成物理量初始化功能的数值计算子程序。 

图 9 为步长构件的定制界面，包括三个属性页面：（1）基本属性，同上；（2）网格片计

算时间步长，用于配置完成时间步长计算的计算内核；（3）填充影响区或内部区域，配置通

信的物理量，其中（3）为可选属性。 

图 10 为数值构件的定制界面，包括三个属性页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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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影像区或内部区域，配置通信的物理量，

（3）为可选属性。 
除此之外，为防止参数错配或漏配导致应用程序错误，系统为每类构件配备了检查器。

检查项包括：子程序类型匹配、参数类型匹配、强制参数匹配等。系统根据界面操作实时检

查配置信息的正确性与完备性。并行计算构件定制完成后，代码自动生成引擎针对每种并行

计算构件自动生成对应的网格片策略类代码。 

 

图 8 初值构件配置图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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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步长构件配置图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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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数值构件配置图形界面 

5 应用实例 

本文介绍的非结构网格应用并行编程工具已成功应用于一些非结构网格数值模拟程序的

开发，例如初级反应前二维非结构多边形流体力学程序、ICF 三维集成程序等。我们以二维

情形下线性对流方程的求解程序（简称“LinAdv 程序”）以及欧拉方程的求解程序（简称“Euler

程序”）为例，说明非结构网格应用并行编程工具如何生成应用程序代码。验证编程工具生成

的代码是否可以正确编译、运行，并统计编程工具自动生成的代码量占总代码量的比例。 

5.1 应用编程工具编写 LinAdv 程序 

我们以“LinAdv 程序”为例，说明非结构网格应用并行编程工具如何生成并行应用程序

代码。简单的线性对流方程如下公式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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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我们记 ( ) uauF = ， ( )21,aaa = 为对流速度。其中，线性对流方程及计算方法在

面向非结构网格数值模拟应用的串行编程工具中有详细介绍[9]。 

应用非结构网格并行编程工具编写 LinAdv 程序求解以上线性对流方程，主要包括以下 5

个步骤： 

（1）定义变量 

依据公式（1）需要定义以下变量：物理量包括守恒量 uval_current、通量 flux_new、边

的全局法向 edge_normal、边的长度 edge_length、单元的面积 cell_area；输入参数包括对流速

度 d_velocity、CFL 条件数 cfl 等。非结构网格并行编程工具定义变量的方法与面向非结构网

格数值模拟应用的串行编程工具[9]中的方法一致，这里不再详述。 

（2）编写数值计算子程序 

求解以上线性对流方程，我们需要编写的数值计算子程序包括：守恒量初始化子程序

InitializeConservation、时间步长计算子程序 computeTimeStep、通量计算子程序 ComputeFlux、

守恒量更新子程序 updateConservation 以及物理边界处理子程序 setPhysicalBdry 等。非结构网

格并行编程工具编写数值计算子程序的方法与面向非结构网格数值模拟应用的串行编程工具

[9]中的方法一致，这里不再详述。 
（3）创建并定制并行计算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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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完以上子程序，我们需要创建并定制并行计算构件封装以上数值计算子程序。我们

需要创建的构件包括：初值构件 init_set_value、步长构件 step_size、数值构件 compute_flux、
数值构件 set_bdry、数值构件 conser_diff 以及内存构件 allocateFlux 等。 

其中，构件库界面如图 11 所示。构件库界面用于管理和存储用户定义的并行计算构件，

支持用户创建构件，访问、修改或删除库存构件等。 

 

图 11 构件库界面 
创建完并行计算构件，我们可以为每种并行计算构件配置构件的属性。其中，数值构件

compute_flux 的定制界面如图 12 所示，其他构件的定制界面不再详述。定义完并行计算构件，

系统根据界面操作实时检查构件配置信息的正确性与完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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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数值构件定制 
针对每种类型的并行计算构件，代码自动生成引擎根据构件定制界面的输入，自动生成

并行计算构件网格片策略类代码片段。 
（4）基于构件组装计算流程 
定制完以上并行计算构件，在流程编辑界面中，支撑用户通过组装构件搭建基于 JAUMIN

框架的并行应用算法流程。图 13 是 HiPro-P 软件的流程编辑界面。 

 

图 13 HiPro-P 软件的流程编辑界面 
（5）编译、调试、运行 LinAdv 程序代码 

5.2 自动生成代码量统计 

对非结构网格应用并行编程工具自动生成的代码量进行统计，自动生成的 LinAdv 程序各

代码片段占总代码量的比例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自动生成的代码片段占总代码量的比例（LinAdv） 
代码片段 自动生成代码 手工编写代码 

子程序接口定义 16.64% 0% 
子程序执行体 0% 9.47% 
网格片策略类 28.55% 0% 
网格层策略类 8.43% 0% 

采用非结构网格应用并行编程工具自动生成的 Euler 程序各代码片段占总代码量的比例

如下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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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自动生成的代码片段占总代码量的比例(Euler) 
代码片段 自动生成代码 手工编写代码 

子程序接口定义 15.81% 0% 
子程序执行体 0% 19.55% 
网格片策略类 29.18% 0% 
网格层策略类 7.67% 0% 

从表1和表2中可以看出：编程工具自动生成的LinAdv程序代码约占总代码量的90.53%；

自动生成的 Euler 程序代码约占总代码量的 80.45%。因此，应用编程工具编写数值模拟程序，

可以减少用户编写代码量。 

5.3 代码大小的比较 

表 3 是采用手工编程方式和采用非结构网格应用并行编程工具生成的 LinAdv 程序和

Euler 程序的代码大小。 

表 3 代码大小的比较 

应用 
手工编程 

代码大小/KB 

编程工具 

代码大小/KB 
代码大小增量 

LinAdv 66.7KB 73.9KB 10.79% 
Euler 89.8KB 98.7KB 9.91% 

相对于手工编程方式，采用非结构网格应用并行编程工具，生成的 LinAdv 程序代码大

小的增长小于 15%; 生成的 Euler 程序代码大小的增长小于 10%。从实验数据可以看出，编程

工具生成的代码在大小上相对于手工编写的代码是可接受的。 

6 结束语 

本文设计并研制了面向非结构网格应用的并行数值模拟程序图形化编程工具。该编程工

具有以下应用效果：首先，采用基于结构化流程图的图形化编程模式，屏蔽了并行编程框架

的编程接口，降低了用户编程难度；其次，自动生成大部分并行数值模拟程序代码，用户只

需编写数值计算子程序实现体，减少了用户编写代码量； 最后，生成代码规范统一，系统的

维护效率也得以大幅度提高。示例表明，该工具可以降低用户编程难度，并帮助用户在不学

习编程框架的基础上快速开发基于 JAUMIN 框架的并行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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