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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论证阶段 

           方案形成阶段 

            建设阶段 

             计算中心建设工作 

           验收阶段 



∗ 经学院2017年3月24日第二次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学院成立计算中心升
级改造工作小组 

∗ 组     长： 刘国祥 
∗ 副 组 长： 齐华    车伟 
∗ 成     员： 徐柱    袁林果    黄泽纯    赵锐    赵晓彦    袁成忠 
∗                 陈艳秋 
∗ 车伟副主任负责实际操作工作，技术层面由徐柱教授牵头，其他成员协助。 

学院关于计算中心建设的决定 



 

∗ 1、2017年4月，学院领导与信息处等相关部门沟通计算中心建设事宜并取得支持。 

∗ 2、2017年4月12日工作组召集教师代表广泛征集对计算中心使用需求。 

∗ 3、2017年4—5月，工作组多次与成都伊登软件、杭州数梦工厂、四川科力盾公司   

           研讨计算中心建设方案。 

∗ 4、2017年4--5月，徐柱、黄泽纯、袁成忠等工作组成员数次邀请专业技术人员、    

           学校信息处专家就计算中心建设的技术方案进行沟通。 

∗ 5、2017年8月，组织工作组成员对云平台建设实例进行考察，参观成都苑东生物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云平台应用实际情况。 

调研论证阶段 



 

∗ 6、2017年7月，召开专家论证会 
 

∗ 地学学院国地实验室计算中心建设及方案专家论证会 
∗   
∗ 会  议  议  程 
∗   
∗ 会议第一阶段 
∗ 主持人：地学学院党委书记  王齐荣教授 
∗ 17:00--17:05 介绍出席专家 
∗ 17:05--17:10 推选专家组组长 
∗   
∗ 会议第二阶段 
∗ 主持人：专家组组长 
∗ 17:10--17:20 国地实验室副主任车伟介绍计算中心建设基本情况 
∗ 17:20--17:35 地学学院徐柱教授介绍实验室建设方案及技术指标 
∗ 17:35--17:50 专家组提问 
∗ 17:50--18:10 专家组闭门磋商形成结论 
∗ 18:10--18:20 专家组与学院交换意见 

 

调研论证阶段 

参加会议专家： 
   
西南科技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张文君教授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三航测遥感院 
四川省遥感信息测绘院教授级高工                       杨正银总工 
成都市勘察测绘研究院教授级高工                       李春华总工 
四川省测绘地理信息局法规与行业管理处         段安林处长  
中铁西南院地质灾害防治研究所教授级高工    郭毅总工  
  



 
∗1、建设云平台： 
      提升计算能力，共享利用计算资源，高效管理调配计算及存储资源。 
∗2、建设计算中心多功能室： 
      改造物理空间，支持教学、研讨、学术交流、成果展示等多功能 。    
∗3、四号教学楼楼内网络升级： 
      学院教学、科研实验室，教师、研究生工作间以及办公室与主机房   
      高速连接，实现分布式访问和互联网访问。 
∗4、计算中心机房改造： 
       提供安全、稳定的服务器运行物理环境。 

方案形成阶段 



 
 

方案形成阶段 



           2017年7月14日学院第六次党政联席会决定 
 

∗ 1、同意学院计算中心建设方案（需进一步优化）； 

∗ 2、同意学院计算中心建设经费预算额度为340万元； 

∗ 3、由计算中心工作组按论证后的方案及经费预算尽快推进实施； 

∗ 4、计算中心工作组增加秘书、计算中心管理员各一人。 

方案形成阶段 



∗1、云平台招标： 

       2017年8月准备招标文件； 

       2017年9月—11月，历经三次招标。 

 

计算中心建设阶段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云平台管理节点 台 1   

2 云平台计算节点 台 8   

3 GPU图形卡 片 5   

4 云平台存储节点 台 3   

5 云平台软件 套 1   

6 深度学习服务器 台 2   

7 机柜 个 5   

8 云平台服务 年 1   

四、招标项目简介：  
预算210万元，项目具体清单内容： 



 

∗2、多功能室建设： 

       2017年8月跑校内装修手续，9月—10月装修；        

       2017年8月—9月液晶屏完成招标，10—11月完成建设； 

       2017年10月—2018年3月，家具选型，购置。 

计算中心建设阶段 



∗3、四号教学楼楼内网络升级改造： 

       与信息处反复沟通协调至2017年12月方案基本确定； 

       2018年2月，楼内网络升级改造基本完成。 

        电脑到交换机由原来的百兆提高到千兆，速度提高了10倍，交换机与交换机之间

的主干链路由百兆升级到万兆，速度提高了100倍，可以满足大数据的传输需求。 

∗4、计算中心机房改造： 

∗      购置UPS、空调； 

∗      动力电布设，实现了双路供电，提高了机房的高可靠性； 

∗      机房整理、所有线缆都走桥架，同时增加了温度、湿度、视频监控，管理员可

以利用手机在任何地方了解机房内情况。 

 

计算中心建设阶段 



1、计算中心工作组开展工作 

     从调研、论证到建设进展多次召开会议； 

     通过招投标节省20余万元资金，经工作组商议，继续投入计算中心建设，增加一   

     块GPU图形卡、增加一台深度学习服务器。 

2、计算中心试运行： 

     2018年3月，计算中心基本建设完成，进行试运行阶段。 

3、计算中心功能验收：2018年7月12日学院组织验收，正式投入使用 

4、计算中心建设验收：学校组织 

计算中心验收阶段 



1. 为学院本科教学与研究生培养提供共享、便于使用的计算资源，实现计算资源与实验室
空间的高效利用； 

2. 为学院与国地实验室科研： 

• 提供高性能计算、分布式运算、群集运算等可用的计算平台，解决现有科研计算无
法实现的问题； 

• 提供大数据平台支持，为搭建大数据平台，大数据分析提供高效稳定的平台； 

• 提供成果展示平台，支持在线成果展示，达成更好的展示效果； 

3. 为研究团队提供专属服务器托管服务。 
 

学院计算中心建设解决的实际问题 



计算节点1 

计算节点2 

计算节点3 

计算节点4 

图形节点1 

图形节点2 

图形节点3 

图形节点4 

图形节点5 

存储节点1 

存储节点2 

存储节点3 

深度学习1 

深度学习2 

机柜1 机柜2 

深度学习3 



预留机柜1 

预留机柜2 



64K UPS 
给4个机柜 
提供电力 
保证 



智能 
视频 
监控 

智能 
温度 
烟雾 
监控 



1、教学：提供96个带显卡的虚拟桌面； 

2、标准虚拟服务器：提供虚拟服务器自助申请云平台，老师根据需要申
请2VCPU、4G内存、50G硬盘标准虚拟服务器； 

3、高性能服务器：有三台40核CPU、256G内存的服务器可以根据需要提供
给老师使用，也可以分虚拟成多个服务器使用； 

4、高性能图形计算服务器：有三台40核CPU、256G内存、M60显卡的服务
器可以根据需要提供给老师使用，也可以分虚拟成多个服务器使用； 

5、深度学习服务器：提供三台深度学习服务器供科研使用； 

6、网络存储：给每个老师提供50G存储空间，有大容量需求的单独申请； 

云平台功能介绍 



 

云平台登录页面 



 

云平台虚拟服务器管理页面 



 

图形教学登录页面 



 



 

电脑客户端 





国地实验室管理服务器信息表 
序号 服务器名称 网络地址 服务器角色 序号 服务器名称 网络地址 服务器角色 

1 CloudDdcSvr01 193.169.2.6 
发布服务器 

16 CloudImgWi701   

置备客户端 2 CloudDdcSvr02 193.169.2.7 17 CloudImgWi702 193.169.6.51 

3 CloudDcXSvr01 193.169.2.1 

域角色服务器 

18 CloudImgWi704   

4 CloudDcXSvr02 193.169.2.2 19 CloudPvsSvr01 193.169.2.8 
置备服务器 

5 CloudDhcpSvr1 193.169.2.14 20 CloudPvsSvr02 193.169.2.9 

6 CloudDhcpSvr2 193.169.2.15 21 CloudBusiSVR01 193.169.2.26 

运维服务器 

7 CloudCLIM60 193.169.2.13 授权服务器 22 CloudGateWaySvr1 193.169.5.1 

8 CloudSFtSvr01 193.169.2.11 

接入服务器 

23 CloudIaasSvr01 193.169.2.21 

9 CloudSFtSvr02 193.169.2.12 24 CloudMaiSvr01   

10 NSVPX-ESX-12.0   25 CloudOpeMSvr01 193.169.2.24 

11 CloudOraSvr01 193.169.2.32 

数据库服务器 

26 CloudSpaceSvr01 193.169.2.51 

12 CloudSqlSvr01 193.169.2.3 27 CloudVraSVR01 193.169.2.23 

13 CloudSqlSvr02 193.169.2.4 28 CloudVrlLSVR01 193.169.2.25 

14 CloudSqlSvr03 193.169.2.5 29 identity-manager 193.169.2.28 

15 CloudSqlSvr04 193.169.2.31 30 vCenterSvr01 193.169.2.10 



云平台使用情况介绍 
序号 单位 使用人 指导老师 用途 使用时间 服务器名称 CPU 内存 硬盘 显卡 备注 状态 

1 

测绘系 

续汉冕 齐老师 毕业设计 2018-2-28开始 AMAX cehuixi51 10 128 500 有   显卡不够 
2 肖敏 黄老师 科研 2018-3-26开始 cehuixi1 4 4 50 无     
3 邹光达   毕业设计 2018-3-26开始 云平台 2 4 50 无 10台虚拟机   
4 郝瑞琛 罗老师 科研 2018-3-26开始 hpcwork10 6 32 700 无     
5 游   科研 2018-5-8开始 42 32 32 200       
6 戴延帅 李老师 毕业设计 2018-3-10开始 AMAX 2 128 12000 P40     
7 

消防系 

陈茜   毕业设计 2018-3-21开始 hpcwork11 30 64 700 有     
8 吴凡雨 林鹏 科研 2018-3-26开始 HPC10 30 32 500 有   CPU 82% 
9 王钟宽 林鹏 科研 2018-3-26开始 HPC13 30 32 500 无   CPU 83% 
10 王国元 林鹏 科研 2018-3-29开始 xiaofang1 10 16 500 无   CPU 100% 
11 高东丽 林鹏 科研 2018-3-29开始 xiaofang2 30 16 500 无     
12 王凯红 林鹏 科研 2018-3-30开始 xiaofang4 6 32 500 无     
13 司有亮 林鹏 科研 2018-3-30开始 xiaofang5 6 32 500 无   CPU 100% 
14 冉桐 林鹏 科研 2018-3-30开始 xiaofang6 30 32 500 无     
15 张文斌 张玉春 科研 2018-3-30开始 xiaofang7 6 32 500 无     
16 林鹏   科研 2018-3-30开始 xiaofang8 10 32 500 无   CPU 100% 
17 

地质系 

张   科研 2018-3-27开始 dizhixi2 10 16 500 无 win7 CPU 51% 
18 陈仕阔   科研 2018-3-27开始 dizhixi3 20 64 2500 无 win7 CPU 100% 
19 孙辉   科研 2018-3-27开始 HPC 4 32 400 无 linux 5个节点   
20 赵   科研 2018-3-27开始 dizhixi4 4 32 500 无 win7    
21 王   科研 2018-3-28开始 HPC20 20 64 2200 有 win7   
22 王   科研 2018-3-29开始 HPC16 10 32 500 有 win7   
23 何   科研 2018-3-27开始 dizhixi5 4 32 500 无 win7   
24 陈剑楠   科研 2018-3-27开始 dizhixi6 4 32 500 无 win7   
25 廖   科研 2018-3-28开始 dizhixi7 4 16 500 无 win7   
26 刘园园 9608 科研 2018-3-29开始 dizhixi21、51 10 32 500 0a win7   
27 林旗文   科研 2018-3-30开始 HPC12 20 32 500 有     
28 林小龙 程谦恭 科研 2018-3-31开始 hpc17 6 32 500 有 win7   
29 谢宇 杨虎峰 科研 2018-4-20开始 dizhixi20 6 32 500 无     
30 郭永春   科研 2018-4-24开始 dizhixi22 4 32 1000 无 win7   
31 黄如玉 巫锡勇 科研 2018-5-1开始 dizhixi23 24 96 500 无 win7   
32 合计           394 1224 30300       



   试用期间共有31个人使用计算中心服务器进行科研、
毕业设计等工作。主要以中等配置虚拟服务器为主，
少数为高配置虚拟服务器，基本满足计算需求。 

   目前业务系统已经使用了80%的CPU资源，加上自身
管理系统开销，整个计算中心服务器负载在90%以上，
满足整个学院需求压力很大。 

试用情况介绍 



        本项目利用JPL发布的卫星轨道及其其它相关数据计算地球时变
重力场模型，是现代大地测量的主要科学目标之一，可为现代地球
科学解决人类面临的资源、环境和灾害等问题提供主要的基础地理
空间信息，属于前沿基础科学研究。 
        本项目涉及到的数据量及计算量都非常的大，需要进行大量的
并行计算，处理两颗卫星一天的数据在不做并行计算的情况下大概
需要两天的时间，处理一个月的数据需要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在小
型工作站上一次开启16个线程做并行计算，再配合高性能计算函数
库(高度优化并做了并行计算)的基础上处理一个月的数据可缩短到3
天到4天。 
 

测绘系--地球时变重力场模型 



    2017年12月10日，四川绵竹市九龙寺发生火灾，烧毁九龙
寺大雄宝殿、祖师殿、毗卢佛塔等建构筑物以及佛像、经书等
物资，直接经济损失达几千万元。为深入研究九龙寺火灾燃烧、
蔓延规律，优化类似建筑的防火安全措施，四川省消防总队会
同西南交通大学、公安部四川消防研究所对此开展联合专题研
究，由于火灾规模巨大，不能通过真实火灾实验获取相关数据，
因此需通过数值模拟做深入仿真研究。  

    通过云平台使用三台30核服务器进行计算。 

消防系--绵竹市九龙寺火灾研究 







    2017.8.8九寨沟发生7.0级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本项目拟通过九寨沟白水河流域进行研究，研究区位于青藏高
原东缘地形急陡变带，海拔高差大，在没有足够多的钻探数据
支撑下，为了对高风险区域的潜在地质灾害进行预测分析，需
要通过数值模拟建立三维地质模型，本项目拟结合DEM数据和
遥感影像图，对大范围的重力变形、古滑坡及“8.8九寨沟地
震”同震地质灾害进行准确、快速、有效的判定。  

    通过云平台使用一台24核服务器进行计算。 

 

地质系--九寨沟地震灾害研究 



    通过三个月的试运行，计算中心各系统使用正常，经过
对部分老师、学生的使用情况调查，普遍反应良好。实现了
集中资源、按需分配的目标，避免了由于计算资源分散到某
个老师处造成资源闲置的情况，达到了设计要求。 

试用效果 



使用人 喻钢 指导教师 齐华 院系 地学 

使用时间 2018年3月 至 2018年6月 
使用资 
源情况 

虚拟服务器   云存储     深度学习服务器 

  
  

使用 
原因 

  

毕业设计实验需要使用深度学习服务器 

  
  

使用情 
况介绍 

利用服务器的计算性能加速深度学习模型的训练，使
用期间整体状况良好，个别时段有连不上服务器的情
况 

  
   

使用 
效果 

一块P40显卡一次训练实验大约是20个小时 

  
 

意见和 
建议 

1. 模型训练周期较长，建议增添几块显卡； 
2. 网络连接效果不是很好，时常有连不上的情况，

建议改进网络； 
3. 深度学习服务器多人使用时较慢，建议不要给

太多人分配同一台服务器 
  
  
  

使用人 
签字 

 喻钢 
日期 2018年7月3日 



使用人 张建磊 指导教师 程谦恭 院系 地环学院 

使用时间 2018.07至2019.07 
使用资 
源情况 

√虚拟服务器   云存储     深度学习服务器 

  
  
  

使用 
原因 

  

  
博士毕业论文主要数值模拟研究构成，文章

中大部分内容需要利用计算机模拟，但是普通计
算机计算速度太慢不能满足需要，因此申请使用
学院的虚拟服务器进行计算。 

  
  

使用情 
况介绍 

  
    目前使用了一台无显卡的虚拟服务器，核数为
20，内存16G，硬盘为200G，已经试用了整个试
用周期。 

  
 

使用 
效果 

  
服务器的计算速度明显快于普通计算机的速

度，利用普通计算机的计算时间为130小时而利用
学院服务器的时间为22小时，极大的减少了数值
模拟的时间成本，使用效果很好。 

  
  

意见和 
建议 

  
    因为计算结果较大，如果利用网络传输的话可
能要1-3小时，因此建议学院能够在服务器机房建
立学生可以随时利用U盘传递计算结果的端口，
或者利用其它方法传输计算结果。 
  

使用人 
签字 

 
  

日期 2018.07.04 

  



  

使用人 陈茜 指导教师 陈俊敏 院系 地学消防 

使用时间 2018年3月至5月 
使用资 
源情况 

虚拟服务器   云存储     深度学习服务器 

 
使用 
原因 

  

  
  

实验室服务器计算速度不够快且数据储存量较小。 

  
  

使用情 
况介绍 

 
  

       安装了ANSYS15.0进行模拟计算，同时下载了一些
辅助软件（如虚拟光驱等）。 

  
   

使用 
效果 

  
  
       计算速度较实验室服务器快1倍，由于本人不甚了解
如何将分布式计算方法运用在ANSYS15.0软件上，因此
计算速度没有预想的那么快。 

  
  
  

意见和 
建议 

  
        超算中心的技术人员可以对申请资源的学生进行一
些使用方面的讲解。很多学生对如何合理、高效使用
计算资源来达到自己的学习目的也并不是特别了解。
从我个人来说，我知道分布式运算可以加快我的计算
速度，但查阅资料之后发现自己看不懂实现分布式计
算的操作方式，其中的一些说法感觉专业性很强，不
知道具体是在说什么。 

使用人签字   
陈茜 

  
日期 

  
2018.07.03 


	�地学学院  国地实验室  计算中心��建设情况简报
	幻灯片编号 2
	学院关于计算中心建设的决定
	调研论证阶段
	调研论证阶段
	方案形成阶段
	方案形成阶段
	方案形成阶段
	计算中心建设阶段
	计算中心建设阶段
	计算中心建设阶段
	计算中心验收阶段
	学院计算中心建设解决的实际问题
	幻灯片编号 14
	幻灯片编号 15
	幻灯片编号 16
	幻灯片编号 17
	云平台功能介绍
	幻灯片编号 19
	幻灯片编号 20
	幻灯片编号 21
	幻灯片编号 22
	幻灯片编号 23
	幻灯片编号 24
	幻灯片编号 25
	云平台使用情况介绍
	试用情况介绍
	测绘系--地球时变重力场模型
	消防系--绵竹市九龙寺火灾研究
	幻灯片编号 30
	幻灯片编号 31
	地质系--九寨沟地震灾害研究
	试用效果
	幻灯片编号 34
	幻灯片编号 35
	幻灯片编号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