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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鲲鹏超算中心的建设背景及

意义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袁 算力逐渐替代传

统生产力成为新型生产力袁 把握着未来产业创新

发展方向遥 超级计算机以其计算速度超快袁存储容

量超大的特点袁 为众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算力和存

力的有力支持遥 国家超算广州中心主任卢宇彤曾

评论院野超级计算机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基础

设施袁是解决挑战性问题的重大支撑平台袁是支撑

产业创新发展的倍增器袁 是服务于信息化建设的

资源池[1]遥 冶
中国一直将高性能计算的研制作为国家科学

与技术发展规划的重要方向之一遥 国务院在发布

的叶野十三五冶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曳渊国发也2016页43
号冤中就提出关于野发展先进计算技术袁重点加强

E 级渊百亿亿次级冤计算尧云计算尧量子计算尧人本

计算尧异构计算尧智能计算尧机器学习等技术研发

及应用[2]冶的要求遥 2018 年底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进一步提出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3]冶渊以下简称新基

建冤袁并在 2020 年初明确了野新基建 [4]冶的范围袁包
括人工智能尧云计算大数据中心等领域遥 因重视超

算的功能和战略意义袁 我国各地纷纷建立超算中

心袁如广州超算中心尧上海超算中心和武汉超算中

心等遥
作为东南地区经济发展中心和创新中心袁厦

门市建设本土超算中心是响应中央有关加快新基

建部署尧 支撑地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

措遥 以超算平台为依托的高性能计算能力与大数

据尧人工智能应用袁有利于加速城市大脑尧数字政

府等新型智慧政务建设步伐袁 提升以大数据尧AI
为依托的现代化政府治理水平遥

为做大厦门市千亿数字产业链尧 加快新时期

数字经济融合发展袁 建设一个具备多元算力的本

地超算中心成为必然遥 厦门鲲鹏超算中心渊以下简

称厦门超算中心冤应运而生遥 它是全球首个以鲲鹏

为生态的超算中心袁 依托华为自主研发的产品和

服务能力袁采用以华为鲲鹏 CPU 为核心的泰山服

务器袁同时引入国产操作系统尧数据库系统等袁为
政府尧 国有大中型企业等核心领域和厦门重点产

业提供端到端的计算能力遥 但与以数值计算为主

要负载的传统模式不同的是袁 厦门超算中心在提

供海量存储尧海量计算能力的同时袁致力于以产业

实际需求为导向袁 直接服务于厦门本地政务尧工
程尧数字化尧医疗健康尧教育及科研等领域袁为厦门

市区域数字化和产业数字化提供强大支撑遥
厦门鲲鹏超算中心的基本情况
厦门超算中心是一个具备多元算力的本地化

超算中心袁坐落于海峡通信枢纽中心袁主要采用厦

门本地生产的鲲鹏架构高性能数据中心服务器袁
同时运用领先的云化高性能计算解决方案袁 构建

起鲲鹏架构超算平台袁 可支持横向规模和纵向能

力平滑扩展升级袁 保障算力领先并支持服务能力

路径实施与价值分析

陈国炉

厦门鲲鹏超算中心的

1



的持续拓展袁确保敏捷响应用户需求遥
厦门超算中心基础平台提供对各计算尧存储尧

网络及安全资源池的统一管理袁 兼容业界主流的

计算虚拟化尧存储虚拟化尧网络虚拟化尧安全虚拟

化等技术袁做到资源的统一管理袁并可针对超算中

心未来业务发展袁提供多数据中心管理功能袁实现

不局限于一个数据中心资源的管控和按需分配袁
并能够对平台上各种资源进行计量袁 实现抽象资

源的量化遥
厦门超算中心大数据平台包括源数据采集尧

大数据治理和分析平台尧平台应用三大部分袁通过

数据采集-治理-应用的处理流程袁实现从杂乱数

据-信息知识-行动智能的价值转换袁最终达到数

据资产运营的目的遥
厦门鲲鹏超算中心的创新之处
厦门超算中心是首个采用信息技术应用创新

技术打造的新型超算中心袁 基础平台从芯片到上

层软件服务全栈采用国产化技术搭建袁 主要有五

大创新点遥
1.满足多样化负载需求

一是提供高密度尧多样化的算力袁单台服务器

可提供高达 128 核 CPU 算力袁 具备鲲鹏 ARM尧
X86尧GPU 异构算力袁 未来还可能包括昇腾尧NPU
等袁满足多样化业务负载需求曰二是融合了云计算

技术袁采用云化架构袁支持横向渊规模冤和纵向渊能
力冤平滑快速扩展升级袁保障算力领先曰三是超算

服务多样化尧高端化袁如大数据尧微服务尧容器等袁
同时服务能力能够持续更新袁保障技术领先遥

2.满足多元化服务需求

项目通过采用市场主体投资建设运营袁 政府

购买服务并提供给企业尧 高校尧 科研机构的新模

式袁避免了传统超算建设中政府投资大尧效率低尧
运营难等问题遥 厦门将超算中心纳入厦门公共服

务平台名录袁利用基础的算力袁提供多元化的公共

服务袁如政务尧大数据尧灾备尧渲染等遥 进一步加强

政企合作袁优势互补袁既发挥了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与信用优势袁 又发挥了神州数码数字化全链条的

专业能力优势袁确保服务高效尧稳定尧可靠遥

3.满足多行业场景需求

主要工作负载从传统数值计算为主袁 转向提

供大数据尧机器学习等新型超算服务支持袁从传统

的野重算力冶转向野重服务冶遥 如提供即开即用的

Hadoop尧Spark尧Hive尧Kafka尧Flume尧Flink 等全面能

力袁适用于多行业的日志分析尧离线分析尧科学计

算尧生物特征分析尧流式处理等场景遥 不仅提供海

量算力和存力袁还以满足政务尧健康医疗尧海洋气

象尧工程等产业实际需求袁服务于交管尧特色课堂

等各类场景袁 支持 NAMD尧BLAST尧WRF尧FV鄄
COM尧OpenFOAM 等丰富的行业软件袁其中千余

款已经过鲲鹏兼容性适配遥
4.满足高标准安全需求

全面采用国产自主可控软硬件体系架构袁从
根本上确保平台安全可控遥 在 T3+高等级 IDC 本

地化部署袁具备高标准的基础安全能力袁并从根本

上保证了厦门市数字资产安全遥 平台具备等保三

级水平安全能力袁 并向用户提供软硬件结合的立

体式安全服务袁全方位确保业务和数据安全遥 在完

善的安全管理流程和机制基础上袁 接受厦门市信

息中心的统一监管遥
5.满足多生态应用需求

建设中主要采用自主可控的鲲鹏架构全栈式

解决方案袁从芯片尧服务器尧云平台到大数据服务

全面实现国产化袁已带动硬件生态曰神州数码集团

已与厦门翼方健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尧 慧影医疗

科技渊北京冤有限公司等企业就野厦门超算+产业应

用冶尧鲲泰软硬件合作尧营销合作等形成意向乃至

初步方案袁 未来还将利用 30000 家合作伙伴生态

资源袁持续丰富厦门的超算生态尧鲲鹏生态尧产业

生态袁为厦门超算中心持续赋能遥 将超算中心这一

新型基础设施打造成吸引招商企业走进来和助力

本土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支撑袁形成野招商名片冶袁实
现对人工智能尧智慧城市尧数字经济尧医疗健康等

产业生态的吸引尧引导和扶持袁与厦门市千亿数字

经济产业链的发展紧密结合袁支撑本地产业发展遥
厦门鲲鹏超算中心的应用成效
超算中心是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的最高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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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袁 厦门超算中心更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信息技

术应用创新的有力成果与良好实践遥 作为厦门市

人民政府尧华为公司尧神州数码集团三方在鲲鹏产

业的阶段性成果之一袁 厦门超算中心的落地是政

府与产业公司在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的典型呈现袁
不仅为厦门本地提供了超算服务袁 还将带动厦门

市乃至福建省千亿级鲲鹏产业链发展袁 为厦门数

字经济产业发展和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技

术支撑遥 厦门超算中心运行以来应用成效显著袁已
先后纳入 叶福建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渊2020要2022 年冤曳(闽政办也2020页32 号)尧叶厦门

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渊2020要
2022 年冤曳渊厦府办也2020页85 号冤和叶厦门市野十四

五冶数字厦门专项规划曳渊厦府也2021页310 号冤等计

划和规划遥
1.建设成果

厦门超算中心的建设围绕政务尧医疗健康尧教
育尧科研尧产业等领域袁为厦门全市尧各区的政府尧
企业尧高校尧科研机构等提供了海量存储尧海量计

算尧大数据服务尧人工智能等服务支持袁包括但不

限于 ARM尧X86 等混合架构的高性能云主机袁超
大内存云主机袁GPU 计算加速型云主机等袁 以及

云数据库尧大数据集群服务尧云搜索等领先服务袁
具备等保三级标准的安全能力和丰富多样的针对

性增值安全服务遥 厦门超算中心是后续鲲鹏应用

迁移的基础底座袁将为更多的大数据尧人工智能等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提供高标准平台遥 当政务尧产业

超算形成一定规模后袁 厦门超算中心还将进一步

通过数据汇聚尧数据治理尧数据挖掘袁形成规模化

的数字资产袁产生更广泛的数据价值袁以数字驱动

助力厦门城市大脑尧厦门产业数字图谱的构建遥
2.应用成果

以政务领域为例遥 基于厦门鲲鹏超算中心袁在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的统筹指导下袁 服务商神

州数码集团与厦门市公安局在 2020 年 9 月 27 日

共同揭牌成立野鲲鹏联合创新实验室冶袁由政府提

供应用场景袁 厦门超算中心提供资源支持和技术

支持袁联合软硬件厂商开展国产化生态联合创新袁
支撑了市公共安全管理平台尧 治安防控智慧警务

平台加速政务大数据国产化智能建设应用遥
以产业领域为例遥 作为具体鲲鹏产业落地的

标杆项目袁 厦门超算中心对国内一流硬件软件厂

商尧服务商具有天然的吸引作用与示范效益袁已经

成为政务尧气象尧医疗等多个行业鲲鹏应用迁移的

基础底座遥 截至 2022 年 10 月底袁已累计为各产业

机构提供测试和适配资源超过五千万核时袁 承载

了厦门市气象局气象预测尧汇医慧影数字影像尧集
美大学科研高性能计算等系统袁 成为厦门本地大

数据尧 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的高标准平

台袁带动 89 家本地企业进行鲲鹏认证袁包括厦门

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尧 厦门市巨龙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袁覆盖了政务尧医疗尧安
全尧教育等众多行业遥

3.社会效应

未来随着超算服务扩展升级和产业融合应用

的深入袁 更多顶尖的数字经济企业将被吸引汇聚

厦门袁 在政府引导下推动围绕鲲鹏生态展开超算

应用合作开发尧产学研合作探索袁为厦门市做大做

强鲲鹏产业生态奠定良好基础袁 拉动整个厦门乃

至整个福建鲲鹏产业生态圈的发展遥
厦门鲲鹏超算中心的推广前景
超算正在从第三范式 渊传统的计算模拟与数

字仿真冤走向第四范式渊基于大数据相关性分析的

科学发现和研究冤袁 主要负载从传统数值计算为

主袁 转向以大数据尧 机器学习等多元化的业务负

载遥 厦门超算中心袁作为融合了云计算尧大数据等

前沿技术的新一代超算中心实践袁 是目前厦门市

信息化建设尧新基建建设的重中之重袁为厦门市进

一步发展数字产业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持续赋能袁
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袁 具有如下推

广前景遥
1.项目模式推广

该项目由政府购买超算服务并向政府尧企业尧
高校尧科研机构等提供服务袁实质上是运用领先模

式和手段袁 在较低的超算服务总拥有成本渊TCO冤
基础上袁基于政府信用袁实现了区域性尧行业性规

模化数字能力升级和数字经济体打造袁 能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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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区域性或行业性规模效益袁 有助于新时代

数字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服务能力的提升遥
2.区域推广

借助于云计算技术袁 厦门超算中心未来还可

以面向用户在各区尧县尧园区乃至企业进行边缘部

署袁与政府尧企业尧高校尧科研机构的实际需求更紧

密融合袁最终形成区域超算专网尧专线袁在物理分

散的同时确保一致尧 安全尧 可靠的高标准服务能

力遥
3.政务领域推广

随着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深化改革步伐袁 厦门

超算中心将对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尧 加快数字政府

建设等方面提供重要促进作用遥 在基于大数据尧人
工智能技术的安全尧审计尧城市治理等领域提供更

全面尧更智能尧更高效的政务服务尧民生服务遥
4.产业领域推广

在政府主导下袁面向工业尧医疗健康尧教育尧科
研等不同领域的企业尧高校尧科研机构等提供定制

化的超算服务袁 乃至探索围绕鲲鹏生态的超算应

用合作开发尧产学研合作等遥
结语

以超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

我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兴经济业态发展的

先决条件遥 厦门鲲鹏超算中心的建设袁代表着以云

计算尧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

术正在不断融入到厦门市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袁
并极大地促进产业发展遥 厦门超算中心现已实现

服务政府及本地企业尧高校尧科研机构等袁降低超

算服务总拥有成本渊TCO冤袁提升服务应用效能遥政

务超算助推加快城市大脑构建袁 促进数字政府建

设袁提升政府治理能力遥 产业超算辅助绘制数字化

的行业知识图谱袁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遥 未来袁
厦门超算中心将进一步完善袁 成为高标准的信息

基础设施袁应用于提升营商环境袁促进高端产业汇

聚曰打造国内领先的标杆项目袁吸引国内一流软硬

件厂商尧 服务商到厦门共建千亿级别鲲鹏产业生

态遥 在政府主导尧安全可控的条件下袁逐步实现对

政务尧产业尧教育尧科研等跨系统尧跨领域的数据汇

集与挖掘袁加快区域数字产业协同和数据共享袁为

厦门本地带来不可忽视的政企协同效益尧 产研用

协同效益等遥
（作者单位：厦门市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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