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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介绍

天河三号原型系统

天河一号系统



系统介绍



系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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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登录
通用流程：1.VPN登录-EasyConnect软件

VPN登录界面



系统登录
通用流程：2.系统登录-ssh软件

xshell登录界面 mobaxterm登录界面

目的：登录和使用系统
ssh软件：putty、xshell、mobaxterm



系统登录
通用流程：3.数据传输-sftp软件

winscp界面 mobaxterm界面

目的：传输数据，如程序源码、初始文件、结果文件等
sftp软件：winscp、xftp、mobaxterm



系统登录
综合工具：HPC云

目的：方便查看任务和账户资源使用情况，包括机时、存储、文件等；
特点：无需任何软件，网页登录即可实现；（正式用户）

“HPC云”平台

• 自主搭建的资源和任务管理平台，
为了方便用户的系统使用。

• 主要包括统一资源查询、远程登
录系统、模块化软件环境、Web

文件管理、数据快递服务、可视
化应用、多方位技术支持等6大

核心功能。网址：
https://hpc.nscc-tj.cn/。

https://hpc.nscc-tj.cn/


系统登录
综合工具：青索

“青索”客户端

◆ 开发初衷

解决超算使用软件栈的散落，提供免费快速安全的

超算使用方式。

◆ 实现功能

实现了SSH、SFTP、VPN三大件的集成，目前具备一

键使用配置、VPN常驻、数据断点续传、机器智能匹

配、多账户登录、第三方应用集成、复杂启动脚本

定制、资源实时查看等非常多的功能。

◆ 客观评价

目前来看，它可能是国内集成度最高的超算登录工

具。



系统登录

登陆信息

用户需要：

• VPN的账号和密码

• 系统的账号和密码

• HPC云的账号密码（仅登陆HPC云使用）

VPN相关：

• EasyConnect 客户端：https://thvpn.nscc-tj.cn（联通和电信）

• 青索客户端 VPN配置：选择“超算资源（智能适配链路）”

系统登录IP：

• EasyConnect登录后，网页会自动跳转到可访问资源列表，即

登录节点信息

• 右键EasyConnect登录图标-显示资源-弹出可访问资源列表



系统登录

系统类型：Windows登陆

建议用户使用超算中心开发的青索客户端 进行登陆，安装方法详见青索客户端安装与入门手册.pdf

安装方法简介：

（1）安装 Easyconnect 客户端

（2）安装青索客户端

（3）配置账号信息，或导入配置信息

使用VPN和ssh工具：

（1）安装 ssh软件

（2）访问 https://thvpn.nscc-tj.cn 下载安装 EasyConnect

（3）登陆 EasyConnect，输入地址 https://thvpn.nscc-tj.cn，然后输入 VPN 的账号密码

（4）启动ssh程序，输入系统账户和密码登录

https://nscc-tj.cn/file/é��ç´¢å®�è£�ä¸�å�¥é�¨æ��å��.pdf
https://thvpn.nscc-tj.cn/
https://thvpn.nscc-tj.cn/


系统登录

图形界面：

• 访问 https://thvpn.nscc-tj.cn 下载安装 EasyConnect

• 登陆 EasyConnect，输入地址 https://thvpn.nscc-tj.cn，然后输入 VPN 的账号密码

• 打开 Terminal 终端，使用 ssh username@ip 登陆

命令行：

• 如用户使用的 Linux 系统 不支持图形界面 ，可以选择安装 命令行版本的客户端。客户端安装包可以联

系超算中心工程师获取。

.rpm 安装包

- 安装：rpm -i easyconn_x64.rpm

- 登录：easyconn login -d thvpn.nscc-tj.cn:443 -u 用户名 -p 密码

- 卸载：rpm -e EasyConnect

- 注销：easyconn logout

.deb 安装包

- 安装：sudo dpkg -i easyconn_7.6.8.2-ubuntu_amd64.deb

- 登录：easyconn login -d thvpn.nscc-tj.cn:443 -u 用户名 -p 密码

- 卸载：sudo dpkg -r easyconn

- 注销：easyconn logout

系统类型：Linux登陆

https://thvpn.nscc-tj.cn/
https://thvpn.nscc-tj.cn/


系统登录

• 访问 https://thvpn.nscc-tj.cn 下载安装 EasyConnect

• 登陆 EasyConnect，输入地址 https://thvpn.nscc-tj.cn，然后输入 VPN 的账号密码

• 打开 Terminal 终端，使用 ssh username@ip 登陆

• 安装应用商店或苹果App Store下载安装 EasyConnect App

• 登陆 EasyConnect，输入地址 https://thvpn.nscc-tj.cn，然后输入 VPN 的账号密码

• 安装 SSH 工具（安装应用商店推荐安装 JuiceSSH，苹果App Store 推荐安装Terminus），然后配置登陆。

系统类型：Mac登陆

系统类型：移动登陆

https://thvpn.nscc-tj.cn/
https://thvpn.nscc-tj.cn/
https://thvpn.nscc-tj.cn/


系统登录

• 访问 https://hpc.nscc-tj.cn

• 输入 hpc 云平台的账号密码即可

系统类型：Web登陆

https://thvpn.nscc-tj.cn/


系统登录

设备 操作系统 登陆方式 备注

PC端

Windows 青索客户端 青索客户端安装与入门手册.pdf

Linux（图形） EasyConnect客户端 + SSH终端 https://thvpn.nscc-tj.cn

Linux（命令行） EasyConnect的rpm/deb包 + SSH终端 安装包下载：联系超算工程师

移动端

安卓 EasyConnect + SSH终端（推荐JuiceSSH） 应用商店下载

苹果 EasyConnect + SSH终端（推荐Terminus） App Store下载

浏览器 浏览器 访问 HPC云 Web端 https://hpc.nscc-tj.cn

工具总结

https://nscc-tj.cn/file/é��ç´¢å®�è£�ä¸�å�¥é�¨æ��å��.pdf
https://thvpn.nscc-tj.cn/
https://hpc.nscc-tj.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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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信息



• 系统采用LDAP进行用户管理，新创建的用户第一次登陆节点时会创建相应的工作目录；

• 用户可以通过passwd命令修改用户密码，以ncps用户为例，举例说明如下：

[ncps@ln2 ~]$ passwd

Changing password for user ncps.

Enter login(LDAP) password: 

New password: 

Re-enter new password: 

LDAP password information changed for ncps

passwd: all authentication tokens updated successfully.

先输入旧密码，再输入新的密码，再重复输入一次后，就会显示密码更新成功；

• linux系统登录，密码不显示，故建议通过拷贝粘贴的方式输入，以免手动输入错误；

• 密码输入错误3次后，账户在该登录节点被锁定，大概30分钟，以保证账户安全；

账户信息

账户和密码管理



账户信息

账户和密码管理

• HPC新系统密码需要3个月更换一次。在密码到期的一周内会有密码到期提示。
• 可通过passwd主动修改密码；若到期仍未修改，到期登录后系统将强制进行密码修改，即进入passwd模式；



账户信息

常见目录

◆共享目录

TH1A        /vol-th、/vol6、/WORK、/THL4

HPC         /THL6、/THL7、/THL8

◆ 用户根目录（以/vol-th为例）
/vol-th/home

◆ 常用软件安装目录
/vol-th/software

◆ 常用动态链接库目录
/vol-th/lib
/vol-th/lib/mklem64t
/vol-th/intel2013_lib
其他各个版本的lib库也可以找到



账户信息

资源信息



账户信息

资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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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环境

完善的软件环境

 编译环境：登陆节点安装了Intel编译器、GCC编译器以

及PGI编译器，以及MPI并行编译环境和针对GPU的

CUDA编译环境；

 软件环境：登录节点上配置了全面的基础软件和科学计

算软件，满足不同使用需求；

• 配有十分完备的基础软件环境和应用软件环境；
• 可支持各类主流应用软件和自主开发程序的运行；

OpenFOA
M

CFX



软件环境

软件管理工具

• 支持Environment modules工具快速配置编译运行环境。

• 通过加载和卸载 modulefile（环境配置文件）改变环

境变量，方便快捷，无需频繁操作.bashrc 文件。



软件环境

软件管理工具

module av

module add Intel_compiler/16.0.3

module add GCC/4.9.4

module add PGI/19.10

module add MPI/Intel/IMPI/5.1.3.210



软件环境

软件管理工具

module show

module add / module list



软件环境

自定义环境

• 编写module模块配置文件

• 添加module模块搜索路径

module use --append $HOME/.privatemodules

• 使用

module av helloworld

module add helloworld

更多介绍：https://blog.mrzhenggang.com/supercomputer-courses-module

modules环境

• 可手动下载安装包，自行安装配置；

• 通过软件管理工具，如pip、conda和spack等；

• 需要注意，指定安装路径为账户下目录，否则没有权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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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传输

数据 传输方式 备注

网络传输 通过sftp服务上传下载
Windows推荐青索文传；

Linux/Mac 推荐使用 scp / rsync 

硬盘寄送 数据量大可以通过硬盘拷贝 建议登陆HPC云发起

代理源 开启网络代理下载指定网站内容
开启方式：$ module add proxy

最常见网址：python pip conda / 气候气象类部分网站 ...
下载数据：例如 wget / axel 命令下载

系统镜像 从系统共享目录拷贝本地源内容

常用软件包：/thfs1/software/mirror
Spack常用软件包：/thfs1/software/spack/mirrors

WRF常用数据：/thfs1/software/WRFDATA
CESM常用数据：/thfs1/software/inputdata

...

数据传输（上传和下载）



数据传输

“天河”系统之间传输

举例：TH-1A账号 user1 往 TH-3F账号 user2 传数据
# step1: 登陆TH-1A系统ln3，切到ns1
$ ssh user1@192.168.2.5
$ ssh ns1
# step2: 使用rsync或scp传输数据，输入密码
$ scp file.txt user2@th3f-ln1:~

# step1: 登陆TH-3F系统ln1
$ ssh user2@192.168.10.11
# step2: 使用rsync或scp传输数据，输入密码
$ scp user1@ns1:~/file.txt .

建议以“拉取”方式（下载）传输数据，效果更佳



数据传输

数据管理

近线存储

海量近线存储容量为2PB，与天河系统存储通过高速网互联，主要用于存放用户历史数据；

系统存储资源管理制度优化

当系统总存储空间利用率达80%以上时，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就会受到一定影响，进而会影

响用户作业运行的稳定性。

为了更为高效、科学地利用存储资源，针对磁盘空间的不同使用率，启动分等级预警，并

制定了相应的预警方案，保障系统存储的稳定性。

系统删除备份机制

为了更好的保护用户的数据，防止用户数据误删等操作的发生，中心开发了yhrm 命令；

与rm命令类似，但该命令自动把删除的数据迁移到类似windows系统的回收站中再保存15

天，若发现删除的数据还有用，可恢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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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编译

计算机语言发展

推荐资料：计算机科学速成课 :https://github.com/1c7/crash-course-computer-science-chinese

1. 机器语言：CPU唯一听得懂的语言。用机器语言编写程序，并记录在纸带或卡片上。缺

点：不灵活！书写、阅读困难！

3. 高级语言：例如C/C++/FORTRAN等，它们与具体机器结构无关，面向算法描述，比机器

级语言描述能力强得多。现在，几乎所有程序员都用高级语言编程，但最终要将高级语言

转换为机器语言程序。

2. 汇编语言（assembly language）：人们使用符号来辅助记忆机器指令，这种与机器指令

直接对应的符号被称为汇编指令，汇编指令组成了汇编语言（assembly language）。缺点：

机器相关性，需将汇编语言转换为机器语言，用汇编程序转换。



程序编译

什么是编译/编译器

1.    编译：将人类比较容易理解的高级语言（例如C/C++，FORTRAN等），“翻译”为，
计算机能够识别的二进制语言。

2.    编译器：编译器就是将“一种语言（通常为高级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通常
为低级语言）”的程序。



程序编译

常用编译器

C C++ Fortran

GCC gcc g++ gfortran

Intel icc icpc ifort

常用编译器命令

1.    GCC编译器：GCC（GNU Compiler Collection，GNU编译器套件）是由
GNU开发的编程语言译器。

2.    Intel编译器：针对Intel x86/x64 体系结构的CPU特别优化定制的，基
于Intel的处理器内核而开发的编译器。官方主页：
https://www.ebi.ac.uk/~zerbino/velvet/



程序编译

常用MPI编译器

C C++ Fortran

Intel mpiicc mpiicpc mpiifort

others mpicc mpicxx mpif90/mpif77

对于Intel的IMPI
•如果使用intel编译器+IMPI，那么请使用mpiicc/mpiicpc/mpiifort等命令进行编译
•如果使用gcc编译器+IMPI，那么请使用mpicc/mpicxx/mpif90等命令进行编译

对于其他的MPI（如MPICH/OpenMPI)
•使用mpicc/mpicxx/mpif90等命令进行编译

消息传递接口(Message Passing Interface, MPI) 是一个跨语言的通讯协议，
用于编写具有高性能、大规模性、和可移植性的并行程序。常见的MPI实
现版本：IMPI、MPICH、OpenMPI等。



程序编译

编译阶段

1. 预处理：预处理器（cpp）根据以字符#开头的命令，将原始的C程序hello.c修改为hello.i。

2. 编译：编译器（cc1）将文本文件hello.i翻译成为文本文件hello.s。

3. 汇编：汇编器（as）将hello.s翻译成机器指令语言，把这些指令打包成一种叫“可重定位目

标程序”。

4. 链接：链接器（ld）将hello.s合并为可执行目标程序hello。



程序编译

编译命令

步骤 编译阶段 GCC编译器 Intel编译器

1 预处理cpp gcc -E hello.c -o hello.i icc -E hello.c -o hello.i

2 编译cc gcc -S hello.i -o hello.s icc -S hello.i -o hello.s

3 汇编as gcc -c hello.s -o hello.o icc -c hello.s -o hello.o

4 链接ld gcc hello.o -o hello icc hello.o -o hello

ALL 一个命令 gcc -o hello hello.cpp icc -o hello hello.cpp

思考：如何有很多文件需要编译，怎么办？



程序编译

make和makefile

扩展资料：跟我一起写Makefile
https://seisman.github.io/how-to-write-
makefile/

make命令：GNU Make是一个控制计算机程序从代码源

文件到可执行文件或其他非源文件生成过程的工具。

makefile文件：控制命令通过称为makefile的文件传递给

make工具。makefile记录了如何生成可执行文件等命令。

当一个操作序列需要被反复执行的时候，一个好的做

法是将它记录下来，下一次自动运行即可。

使用make工具的好处：自动化！利用make工具可利用

这种自动编译可以大大简化开发工作，避免不必要的

重新编译。



程序编译

编写makefile文件 target ... : prerequisites ...
command
...

规则

举例

思考：谁来写Makefile?

1. 手写Makefile

2. 使用configure工具生成Makefile

3. 使用cmake工具生成Makefile

1. target：可以是一个object file（目标文件），也可以

是一个执行文件，还可以是一个标签（label）。

2. prerequisites：生成该target所依赖的文件和/或target

3. command：该target要执行的命令（任意的shell命令）



程序编译

configure

1. 通常configure脚本是由别的工具生成的，为了解决软件开发在不同平台、不同开发环境下
的各种差异...经过多年的演进...最终发展出一套工具集，它们被统称为autotools，其中包
含了automake、autoconf、libtool。

2. 这个configure脚本就是这套工具所最终生成的。它的功能就是根据机器上的开发环境来生
成相应的makefile。这样，软件开发者在放出源代码时就可以简单地附带一个configure脚本。

3. 用户在拿到源代码后只需简单地执行：./configure && make 就能得到最终编译好的程序，
大大减轻了跨平台开发的负担。



程序编译

configure

• 如何获得可配置的参数？ ./configure -h

• 使用configure的步骤
1. 使用automake、autoconf生成configure文件
2. 使用configure命令生成makefile文件
3. 使用make命令进行程序编译

• 主要关注的参数
1. 设置编译器和编译参数
2. 设置安装路径 --prefix=/path/to/install
3. 开启编译选项，如--enable-double等



程序编译

cmake

1. Cmake工具：
CMake是一个能帮助你在几乎所有平台上构建C/C++项目的工具；
诸多流行的开源项目都使用了CMake，例如：LLVM， Qt， KDE 和 Blender。

2. CMakelists.txt 文件：所有的CMake项目都包含一个叫做 CMakelists.txt 的脚本。



程序编译

• 主要关注的参数

1. 设置编译器和编译参数

2. 设置安装路径-DCMAKE_INSTALL_PREFIX=/path/to/install

3. 开启编译选项，如-DGMX_MPI=ON等

• 使用cmake的步骤

1. 编写CMakeLists.txt文件

2. 创建编译目录build

3. 使用cmake/ccmake生成Makefile文件

4. 使用make命令进行程序编译

cmake



程序编译

配置软件使用环境

方法1：export环境变量
export PATH=/path/to/bin:$PATH
export LD_LIBRARY_PATH=/path/to/lib:$LD_LIBRARY_PATH

方法2：配置modulefiles
set prefix /path/to/install
prepend PATH $prefix/bin
prepend LD_LIBRARY_PATH $prefix/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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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运行

作业管理系统

• 采用Slurm作业调度系统智能监控作业和资源，并合理调

度作业和分配资源，避免资源竞争。

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控制进程

2.节点监控进程

3.作业管理进程

4.记账存储进程

5.命令工具



任务运行

Slurm入门必备5个常用命令

扩展资料：slurm作业管理系统使用教学 https://blog.mrzhenggang.com/supercomputer-courses-slurm/

查看可用计算节点信息的命令是: yhi

查看资源
yhinfo/yhi

编写脚本
yhrun

提交任务
yhbatch

查看任务
yhqueue/yhq

取消任务
yhcancel

PARTITION 分区， TIMELIMIT    时间限制， NODES 表示节点数， STATE 运行状态



任务运行

在计算节点运行并行任务的命令是：yhrun

查看资源
yhinfo/yhi

编写脚本
yhrun

提交任务
yhbatch

查看任务
yhqueue/yhq

取消任务
yhcancel

我们需要先编写一个待提交任务脚本（如sub.sh），里面写上需要运行的命令：

-N 总节点数，-n 总核数，-p 计算分区

Slurm入门必备5个常用命令



任务运行

成功提交后，返回Submitted batch job 1454916，这一串数字就是该任务的JOBID。

在登陆节点提交任务的命令是: yhbatch

查看资源
yhinfo/yhi

编写脚本
yhrun

提交任务
yhbatch

查看任务
yhqueue/yhq

取消任务
yhcancel

Slurm入门必备5个常用命令



任务运行

疑问：yhbatch和yhrun都指定了-N -n参数，哪个会起作用呢？

查看资源
yhinfo/yhi

编写脚本
yhrun

提交任务
yhbatch

查看任务
yhqueue/yhq

取消任务
yhcancel

解答：当我们使用yhbatch提交一个任务时，首先会向作业管理系统申请指定分区指定
节点数的计算资源。当获得了计算资源后，任务脚本会在计算节点执行。

• 当yhrun运行需要的计算资源 <= yhbatch申请的计算资源时，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 当yhrun运行需要的计算资源 > yhbatch申请的计算资源时，程序就会报错退出，
在slurm-jobid.out文件中显示类似报错：yhrun: error: Only allocated 1 nodes asked 
for 2

Slurm入门必备5个常用命令



编写脚本sub.sh，内容如下

补充另一种 yhbatch 脚本的写法：

查看资源
yhinfo/yhi

编写脚本
yhrun

提交任务
yhbatch

查看任务
yhqueue/yhq

取消任务
yhcancel

任务运行

或 或

然后使用 yhbatch sub.sh 提交即可，不需要再指定参数

Slurm入门必备5个常用命令



查看任务状态的命令是：yhq

说明：JOIBID 任务ID，PARTITION 分区，NAME 任务名，USER 用户名，ST 状态，TIME 运行时长，
NODES 节点数，NODELIST 节点编号

常见作业状态包括：PD 排队，R 运行，CG 取消中，S 挂起。

查看资源
yhinfo/yhi

编写脚本
yhrun

提交任务
yhbatch

查看任务
yhqueue/yhq

取消任务
yhcancel

任务运行

Slurm入门必备5个常用命令



任务运行

Slurm排队机制

• 作业状态

No 作业状态ST 说明

1 排队 PD PENDING：排队状态。作业在队列中排队调度，等待分配资源。

2 运行 R RUNNING：运行状态。作业被分配资源后进入运行状态。

3 取消CA CANCELLED：被取消。作业在排队、挂起或运行状态，被用户或管理员取消。

4 挂起 S SUSPENDED：挂起状态。用户或管理员将运行状态下的作业挂起，被挂起的作业将释放
分配的资源；如果有计算任务在节点上运行，则这些任务将收到挂起信号。

3 结束 如果用户使用yhq看到任务状态为CG，表示任务正在退出。

作业在提交到系统中后，将经历一系列的状态



任务运行

• 作业优先级

图作业的优先级算法

• 天河高性能计算机使用基于综合优先级

的作业排队机制。

• 作业的优先级为 32 位无符号整数，由

作业属性与管理员配置的权重综合计算

得出。

Slurm排队机制



任务运行

• 天河系统的作业调度策略

策略1：先来先服务（FCFS）

即排队时间越长，优先级越高：
PriorityWeightAge=1000

策略2：小作业优先

PriorityWeightJobSize=1000
PriorityFavorSmall=1

通过定义不同的优先级权重，管理员可以定义出不同的调度策略。

Slurm排队机制



疑问：yhq 显示任务状态 PD 不运行，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Reason 含义 可能的原因

Priority 作业优先级不够高
排队策略：先来先服务+小作业

优先。

Resources 当前可用资源不能满足作业需求 系统可用空闲资源不足

PartitionDown 作业所在的分区处于 down 状态
计算队列处于 Down 状态，等待

维护完成

AssociationRes
ourceLimit

关联的资源限制已满 该账号已提交的作业使用资源达
到账号可用资源上限

查看资源
yhinfo/yhi

编写脚本
yhrun

提交任务
yhbatch

查看任务
yhqueue/yhq

取消任务
yhcancel

任务运行

Slurm入门必备5个常用命令



任务运行

Slurm入门必备5个常用命令

取消任务的命令是：yhcancel jobid

查看资源
yhinfo/yhi

编写脚本
yhrun

提交任务
yhbatch

查看任务
yhqueue/yhq

取消任务
yhcancel

任
务

正常结束

提前取消 yhq 获得 jobid

提交作业后，如果正常结束，那么在slurm-jobid.out文件中并不会
有任务的报错信息。

yhcancel jobid 取消任务



任务运行

Slurm作业参数

1. 如何设置线程数？-c  

export OMP_NUM_THREADS=

2.设置工作目录指定节点？ -w -x

3.指定任务名？ -J

4.运行时长？ -t

5.设置任务依赖关系？ -d

#!/bin/bash
yhrun -N 10 -n 20 -c 10 -p thcp1 a.out 

yhbatch -N 10 -n 20 -p thcp1 -w cn[1-5,7,12] -x cn[6,8] -J job10 -d 1454947 run.sh 



Slurm内置环境变量

任务运行

• 使用举例，编写提交脚本 sub.sh 内容如下：

#!/bin/bash

echo SLURM_JOBID=$SLURM_JOBID

echo SLURM_NNODES=$SLURM_NNODES

echo SLURM_NPROCS=$SLURM_NPROCS

echo SLURM_NODELIST=$SLURM_NODELIST

echo SLURM_SUBMIT_DIR=$SLURM_SUBMIT_DIR

• 使用 yhbatch 提交任务，例如

$ yhbatch -N 2 -n 4 -p thcp1 sub.sh

Slurm内置变量 含义

SLURM_NODELIST 分配的节点列表

SLURM_NNODES 分配的任务数

SLURM_NPROCS 要加载的任务数

SLURM_JOBID 作业的JobID

SLURM_TASKS_PER_NODE 每节点要加载的任务数

SLURM_JOB_ID 作业的JobID

SLURM_SUBMIT_DIR 提交作业时的工作目录

SLURM_JOB_NODELIST 作业分配的节点列表

SLURM_JOB_CPUS_PER_NODE 每个节点上分配给作业的CPU数

SLURM_JOB_NUM_NODES 作业分配的节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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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微信

中心微信

• 中心官网：https://nscc-tj.cn

• 官方邮箱：service@nscc-tj.cn

• 官方电话：022-65375560

• 官方微信公众号：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

• 账户申请：https://hpc.nscc-tj.cn/apply/index#/

• 青索客户端：青索客户端安装与入门手册.pdf

• VPN入口：https://thvpn.nscc-tj.cn

• HPC云：https://hpc.nscc-tj.cn

• 个人邮箱：liyl@nscc-tj.cn

• 个人电话：022-65375520

https://nscc-tj.cn/
https://nscc-tj.cn/
https://nscc-tj.cn/file/é��ç´¢å®�è£�ä¸�å�¥é�¨æ��å��.pdf
https://thvpn.nscc-tj.cn/
https://hpc.nscc-tj.cn/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