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se.com

具備雲端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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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HPC 導入雲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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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能運算 (HPC) 曾經僅供大學與政府研究機構使用，提供
建立颶風模型與研究宇宙大爆炸所需的運算能力。不過，在現
今的世界裡，企業和一般家庭同樣能使用 HPC。HPC 釋放的
龐大運算能力，加上 HPC 環境搭配的工具與程式設計技術， 
正在改變 IT 部門的規則。藉由 HPC，任何公司都能探索人工
智慧、機器學習和進階風險分析的可能性。

著眼在未來的企業目前正努力將 HPC 納入計畫，以期在以下
領域更加進步：
  工程：HPC 系統能為新設計建立模型以及模擬環境力量。
  銀行：HPC 提供最先進的預測與詐欺防護。
  醫療：HPC 系統提供隨選診斷，並突破極限打造更好的藥
品設計。

  基礎架構：HPC 是推動智慧城市、交通控管和電網最佳化
的核心力量。

  零售：廠商倚賴 HPC 進行客戶研究、建立銷售模型以及供
應鏈管理。

HPC 也是促成進階分析 (又稱巨量資料) 革命的關鍵。幾乎任
何公司都能利用巨量資料技術，從銷售記錄和內部流程資訊
中，擷取重要的深入分析，藉此提升效率和附加價值。 

世界各地的組織都知道  HPC 在未來肯定不會缺席。根據 
Hyperion Research 的資料顯示，全球 HPC 的營收預計將在 
2022 年達到 195 億美元以上。比傳統企業應用程式更複雜的
新一代應用程式，是促成此番成長的最大動力之一。這類新一
代產品包含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和進階分析功能的資料密集型
應用程式，需要高效能和極大的延展性，才能及時產生結果。 
而這種需求反過來提高了對 HPC 的需求，以協助管理平行叢
集環境中的工作負載。 

在建構 HPC 基礎架構時，企業可以選擇運用專門設計的硬體，
滿足 HPC 應用程式對記憶體、運算能力、網路通訊及儲存的需

求。在某些情況下，HPC 硬體與雲端平台結合可打造最佳的 
整體環境。2018 年 Gartner 報告「成功交付 HPC 雲端策略的 
5 大方法」指出，截至 2023 年，採用 HPC 雲端的組織數量將
從今日的 5% 增加到 30%，使得 HPC 環境的基礎架構更為靈
活。 

若要讓內部部署和雲端之間的 HPC 基礎架構需求達到平衡，
可以參考哪些準則？需求與預算會決定解決方案的內容，而企
業也更加期待雲端運算能成為符合成本效益的替代方案，協助
處理新一代 HPC 應用程式。 

雲端運算為 HPC 環境帶來多項優點。雲端可減少負擔且擁有
無與倫比的彈性，足以因應不斷變化的需求。各組織很快就意
識到雲端運算在 HPC 領域享有的優勢。根據 Hyperion 
Research 的調查，目前有 70% 的 HPC 網站在公有雲端上執
行工作 (相較於 2013 年的 13%，大幅提升)。整體而言，目前有 
10% 的 HPC 工作都在雲端執行。Hyperion 預測，到 2022 
年，在雲端執行 HPC 的開銷會增加 83%。 

本白皮書提供雲端運算如何與 HPC 系統整合的一些見解。

在雲端執行 HPC
雲端運算可降低部署成本和持續性開支，讓本地團隊能專注於
軟體開發和分析，並將硬體環境的複雜度降到最低。HPC 最熱
門的 2 種雲端情境為：
  全雲端：整個 HPC 組態位在雲端環境中。
  雲端瞬間擴充：基本的 HPC 組態位在企業內部，並在雲端
具有額外容量可因應尖峰活動。

全雲端組態可免除本機硬體支出和維護，並將複雜度降到最
低，但是可能會導致每運算週期的成本提高。雲端瞬間擴充的
組態可讓組織保留一些本機容量，但本機保留的部分更精簡，
才能在必要時保留執行大型工作的能力。

將雲端加入 HPC 組態可以幫您節省 
金錢和時間，但也值得您謹慎考量並 
預先做好規劃。理想的組態取決於 
您的預算、工作負載及資料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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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雲端：盡量減少佔用本機資源
依照最基本的形式，全雲端選項要求 HPC 基礎架構的所有元
件，包括前端節點、運算節點和儲存節點，均常駐在雲端環境
中。使用者使用某種形式的遠端存取技術 (例如 SSH) 連線至 
HPC 叢集 (圖 1)。使用者設定並啟動 HPC 工作負載。雲端 
型叢集馬上開始運作，所產生的結果稍後會向使用者顯示或 
供下載。

全雲端選項最適合下列情況使用： 
  您需要快速設置 HPC 系統，不想等待硬體購買、組裝與 
設定。

  HPC 系統的使用不足以保證建立內部部署系統的費用。
  網路速度與基礎架構不適合瞬間擴充選項。

數家廠商支援在雲端執行 HPC。請仔細查看詳細資料，確保您
真正得到所預期的東西。資料中心內運算節點的網路媒體與系
統資源，對延遲與效能可能造成重大影響。全雲端是不是合適
的選項也可以依儲存需求決定。有些組織傾向於將資料儲存在

本機。在其他情況下，要求獨立存取資料或是雲端儲存的成本，
阻礙人們使用雲端型儲存節點。

雲端瞬間擴充：從本機擴展
虛擬機器 (VM) 協調化技術與高速網際網路連線的興起，讓瞬
間擴充選項越來越受歡迎。在瞬間擴充的情境中 (圖 2)，前端
節點和叢集節點形成核心內部部署的 HPC 環境。位於雲端的
其他運算節點則能因應尖峰需求。

如果您已經擁有 HPC 系統，並且正在尋找符合成本效益且不
需要從頭開始的升級方式，瞬間擴充是十分理想的選項。另一
方面，即使您正在建置新的 HPC 系統，瞬間擴充可節省金錢，
同時仍能維持本機的 HPC 環境。對於低於預期的最大負載，您
可以設計本機 HPC 平台，並視需要擴充至雲端。

當然，圖 2 所描述的簡單情境只是其中一部分。圖 3 顯示更多
細節。瞬間擴充的組態需要安全且合適的網際網路存取方法，
才能整合雲端節點與本機基礎架構。通常是使用 VPN 閘道或
其他高頻寬網路連線來進行網路存取。  

圖 1：全雲端選項：整個叢集位於雲端，使用者可從區域網路與系
統互動。 

白皮書：具備雲端功能的高效能運算

圖 2：雲端瞬間擴充：工作在本機叢集上執行，然後在需要額外容量
時瞬間擴充雲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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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間擴充需要一個協調層來管理和佈建雲端中的運算節點。 
例如，OpenStack 協調化系統是啟動和管理瞬間擴充程序的
常見替代方案。OpenStack 是領先業界的開放原始碼雲端管
理平台，能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支援公有或私有雲端環境。
其他專屬工具也能在瞬間擴充情境中，提供協調化服務。 

建置和部署協調層可能增加更多負擔和組態時間。不過，設計
精良的協調層也能提供有效率的自動化功能，協助您最佳化雲
端使用率。 
視雲端廠商而定，您可以根據多種瞬間擴充情境來設定組態，
包括：
  隨需式：以每小時或每秒為單位付費使用運算資源。此選項
適用於工作負載偶爾激增的情況。

  保留式：保留一段時間來執行特定的預先排程工作。有些雲
端廠商提供價格較低的預先排程的工作，讓他們提早規劃
並預先保留資源。這種計費方式最適合在明確的時間範圍
內執行規模已知的大型專案。

  點狀式：使用者出價購買雲端網路上未使用的容量。這個選
項通常會對可在離峰時段執行的工作提供最低的價格。

隨著需求變化以及 HPC 組態的演進，您能藉由雲端獲得適應
變化與最佳化所需的彈性。

全雲端或瞬間擴充？
您是否應該在雲端執行所有 HPC 工作負載，或是使用本機叢
集來建置 HPC，並透過雲端瞬間擴充取得更多週期？要找到合
適的解決方案，您必須考量以下幾項因素： 

  儲存：資料移動可能是 HPC 作業的主要瓶頸。儘量減少資
料移動，這表示如果資料儲存在雲端，工作負載便應該在雲
端執行。如果資料位於本機網路，您最好的選擇是在本機提
供主要的 HPC 資源，並在尖峰負載時使用雲端進行瞬間擴
充。耗用大量市場資料的金融風險評估，會佔用大量的 I/O 
資源，而且可能要求極低的延遲時間。這樣的 I/O 限定型工
作負載可能無法適用於雲端環境。 

  網路：網路限定型工作負載需要大量頻寬。網際網路連線速
度較慢，瞬間擴充的效率會降低，因此更加適合將網路流量
最小化的運算密集型工作負載。如果需要大量的節點對節
點通訊，就如同深度學習應用程式的情況，「全面投入」雲端
可能不是理想選擇。

圖 3：詳細說明雲端瞬間擴充。協調層會在雲端部署虛擬機器。 
雲端透過高頻寬 VPN 或其他低延遲連線連結到區域網路。

SUSE Linux Enterprise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擴充性極高的高效能開放原始碼作業系統，可利用平行運算的力量來建立模型、進行模擬和進階 
分析應用。SUSE Linux Enterprise HPC 為高效能資料分析工作負載，例如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
提供平行運算平台。隨著對運算能力與規模的需求越來越大，現今全球各地的企業都意識到，高效能
運算基礎架構是支援未來分析應用的關鍵。此產品的設計著重於提供現今 HPC 環境所需的彈性以
及 SUSE 支援的功能，可方便具備雲端環境和低成本 Arm 型硬體者輕鬆採用，也適合世界上最大
型的超級電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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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算：如果節點對節點通訊和資料移動不成問題，而且應用
程式需要密集運算，則十分適合選擇在雲端執行這些工作
負載。雲端提供規模極大的環境，基因體定序等運算密集的
應用程式可從中受惠。 

  輸送量：雲端所能提供的極大規模環境可讓特定工作負載
受惠。如果有資料平行處理的情形，表示同時執行的工作之
間會共用資料，工作之間不需要進行通訊，那麼雲端這類可
擴充的環境可能是理想選擇。

  成本：建置與維護本機硬體基礎架構會產生負擔，而這會成
為系統使用總成本的一部分，但隨著使用量增加，這些起始
成本在平均每週期費用中所佔比例也會降低。另一方面， 
全雲端選項的每週期作業成本可能較高，隨著使用量增加，
該成本相對不變。因此，具備瞬間擴充功能的本機叢集， 
對於高使用量的系統而言，效率更高。此外，對於預期使用
量較少的組織而言，全雲端是較好的選擇。

根據一般經驗法則，如果您的 HPC 工作負載符合下列準則， 
則在雲端建立 HPC 環境會更加符合成本效益：
  無節點對節點的密集通訊
  非 I/O 密集 
 未侷限於內部部署的資料移動
 使用許多同時執行的工作之間的共用資料

在某些情況下，無論工作負載或資料設定檔為何，小型 HPC 叢
集會因為在雲端執行而受惠。

SUSE 的 HPC 相關產品
SUSE 是全球最大的獨立開放原始碼公司，專門提供靈活的企
業級開放原始碼解決方案。SUSE 與合作夥伴，社群和客戶合
作，提供並支援企業級 Linux、軟體定義基礎架構和應用程式
交付解決方案，以便在內部部署或雲端中建立，部署及管理工
作負載。

SUSE Linux 是 HPC 適用的主要作業系統。前 50 大超級電
腦中有 21 台，在前 100 大系統中也有 37%，執行 SUSE 
Linux Enterprise。整體而言，前 500 大 HPC 案例中超過一
半的付費 Linux 作業系統均使用 SUSE Linux Enterprise。 

SUSE Linux Enterprise 高效能運算功能超越作業系統。 
其中包含一套熱門的 HPC 工具，例如用於工作負載管理與 
排程的 Slurm、用於工作負載效能監控的 Ganglia 等等。 
此外，SUSE 支援所有 HPC 工具。SUSE Linux Enterprise 
高效能運算系統的完整系統影像可在 Microsoft Azure 
Marketplace 和 AWS Marketplace 中取得，適合想要在公
有雲中建立強大的 HPC 最佳化運算平台的使用者。 

SUSE 提供全系列產品與服務來支援您的 IT 環境，並整合您
的 HPC 資源與其他基礎架構。舉例來說，SUSE Enterprise 
Storage 是以 Ceph 為基礎的虛擬儲存環境，可提供符合成本
效益的資料管理。此外，SUSE Manager 還提供安全且有效率
的網路管理，包含組態與稽核功能。

L e i b n i z  S u p e rc o m p u t i n g  C e n t re  (L e i b n i z -
Rechenzentrum，或稱 LRZ) 高效能系統部門主管 Herbert 
Huber 博士解釋道：「我們在 LRZ 已經使用 SUSE® 解決方案
超過二十年。我們認為，其解決方案最出色的優點就是相容性。
我們在 1990 年代後期首度在通用 Linux 叢集系統上導入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因為我們認為它是執行標
準 HPC 工作流程的最佳作業系統之一；多年來 SUSE 長久維
持這樣可靠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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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Z：Leibniz Supercomputing 
Centre
Leibniz Supercomputing Centre (Leibniz-
Rechenzentrum，或稱 LRZ) 位於德國慕尼黑附近的 
加爾吉 (Garching) 校園內。LRZ 為慕尼黑地區所有 
大學提供 IT 服務，也為巴伐利亞各地越來越多的研究機 
構提供服務。LRZ 在其領域中居全球領導地位，為巴伐 
利亞地區的科學研究提供  H P C 和資料中心資源。 
除此之外，LRZ 也是德國最重要的超級運算機構 Gauss  
Center for Supercomputing (GCS) 的三大重要成員 
之一，該機構致力於建立整合的 HPC 基礎架構，可應用 
於各式各樣的科學和工業研究專案。

LRZ 以多種方式在雲端運用 HPC，包括整合式容器開 
發、資料遠端視覺化資料及模擬。

LRZ 高效能系統部門主管 Herbert Huber 解釋道： 
「在超級運算的層級，我們在  2006 年首次部署了  
SUSE Linux Enterprise High Performance Comput-
ing，因為它支援超大型共用記憶體節點，此外，它也能 
與 HPC 軟體堆疊和許多商業應用程式軟體套件無縫 
互通。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與 HPC 軟體堆 
疊之間的緊密相容性，是我們過去和現在決定在 HPC 
系統上採用 SUSE 作業系統的主要因素。」

Huber 博士表示：「我們未來的計畫需要更進一步與  
GCS 合作，並進一步開發雲端運算資源，以協助儲存與 
處理科學資料。」「我們也計畫在確保預算足夠時， 
擴展我們的高效能硬體環境。我們甚至開始構思建立創新 
的硬體解決方案，包括量子運算和百萬兆級運算系統， 
我們希望在未來十年內實踐。

白皮書：具備雲端功能的高效能運算



如需更多資訊， 請聯絡您當地的  
SUSE 解決方案提供者、造訪 
我們的網站，或致電 SUSE：

1-800-796-3700 (美國與加拿大) 
1-801-861-4500 (全球)

SUSE 台灣 
886-2-2376-0017 
台灣網威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 106 敦化南路 2 段 216 號 26 樓 B 室

SUSE
Maxfeldstrasse 5
90409 Nuremberg
Germany

suse.com

235-TW1093-002 | 03/20 | ©2019 SUSE LLC。版權所有。SUSE 及 SUSE 標誌是 SUSE LLC 在美國及其他國家/地區的註冊
商標。所有協力廠商商標為各自所有人所擁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