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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集成电路规模庞大、结构复杂, 随着集成电路制造工艺进入纳米尺度, 复杂制造工艺中的工
艺波动严重影响电路性能, 给集成电路设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集成电路互连线建模与光刻仿真涉
及大规模 Maxwell 方程的数值求解, 计算复杂度高、规模庞大. 本文主要综述了在 973 项目资助下,
基于中国科学院科学与工程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陈志明教授提出的并行自适应有限元理论及大规
模并行计算平台 PHG 发展的纳米集成电路互连线建模和光刻仿真的大规模并行计算方法. 在集成
电路互连线建模方面, 一方面, 综述了寄生电容参数提取的并行自适应有限元方法 ParAFEMCap, 该
方法实现了可以在上百乃至上千 CPU 核上运行的并行寄生电容提取, 在 1536 CPU 核计算平台上达
到 75.7% 左右的并行效率; 另一方面, 综述了一种结合边界元法和随机法的混合算法 BIE-WOS, 用于
导体或介质面电荷密度计算, 该方法具有随机法天然并行性的优势, 易于实现大规模并行计算, 本文
进一步在 5120 核计算平台上验证了算法近似线性的并行加速比. 在光刻仿真方面, 基于自适应有限
元计算框架 (PHG) 提出了集成电路光刻的并行自适应仿真方法, 采用各项异性的单轴完美匹配层方
法处理散射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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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 国际上集成电路制造工艺已经进入 14 nm 节点, 芯片集成度达数十亿晶体管, 芯片面积
达数平方厘米, CPU 的时钟频率超过 4 GHz. 根据国际半导体技术发展路线图 ITRS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roadmap for semiconductors) 的预测, 集成电路制造工艺将在 2018 年进入 7 nm 节点, 2020
年进入 5 nm 节点. 集成电路中互连线宽度仅为几十纳米, 但是互连线层数可达十多层, 总长度可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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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 互连线的延时超过器件延时成为主宰芯片性能的关键因素. 集成电路制造工艺中的光刻工艺采
用 193 nm 波长光源, 已远大于掩膜的特征尺寸, 光刻工艺进入了理论分辨率的极限. 大尺寸光波显著
的干涉和衍射效应造成了器件和互连线几何尺寸的严重畸变, 导致芯片成品率的大幅降低. 集成电路
的互连线建模分析以及光刻仿真对集成电路的性能分析和优化、成品率提升起着关键作用, 是指导纳
米尺度集成电路设计和制造的核心技术之一.
互连线是电路性能和可靠性的决定性因素, 包括串扰噪声、电源的网络电压降以及电磁耦合导致
的延迟偏差在内的信号完整性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集成电路互连线结构十分
复杂、集成度增大导致互连线的寄生效应变得越来越严重. 随着集成电路工作速度递增, 特征尺寸的
进一步缩小, 以及铜互连材料的采用, 互连线寄生效应对电路性能的影响成为电路设计者必须考虑的
重要因素之一 [1, 2] . 在芯片交付生产前, 从版图提取互连线的寄生参数, 进行考虑寄生效应的电路性
能分析和时序驱动的设计优化, 是集成电路设计中确保芯片性能的关键步骤. 互连线寄生参数提取
(parasitic extraction) 技术用于建立复杂结构互连线的等效电路模型 [3] , 从而对互连线的寄生效应建
立精确的描述. 精确的寄生参数提取方法是基于场求解器 (ﬁeld solver), 即通过数值求解描述互连线
电学行为的物理方程 —— Maxwell 方程组, 以获得互连线的等效 RLC 电路模型 [3] . 对于全芯片规模
庞大的互连线寄生参数提取, 工业界往往采用解析或半解析方法 [4] 、基于模式匹配的全芯片提取方法,
以及 2 维或 2.5 维的场求解方法 [2] 等技术来简化求解, 而基于精确三维场求解器的寄生参数提取方
法仍是互连线建模的关键技术难题.
互连线寄生电容参数提取 (parasitic capacitance extraction) 的场求解器主要包括积分方程 (integral equation) 方法 [5∼7] 、微分方程 (diﬀerential equation) 方法 [8∼10] 以及随机行走方法 [11] . 一般来
说, 积分方法基于边界元方法 (boundary-element method, BEM), 这类方法是将导体表面和介质层表
面离散成面元并且通过数值方法求解面元上的电荷量. 相比于微分方法, 积分方法的优点之一就是其
得到的线性方程组的维度要小得多. 然而, 因为 Green 函数 (Green’s function) 具有空间全局性, 积分
方法的离散矩阵是稠密的, 以至于用直接法求解积分法的线性系统计算复杂度是 O(N 3 ), 当使用迭代
法的时候, 计算复杂度可以降低至 O(N 2 ), 因此需要采用加速算法, 如快速多极子方法 (fast multi-pole
method, FMM) [5] 、层次化方法 (hierarchical method) [6, 7] 等, 将计算复杂度进一步降低至 O(N log N ).
微分方程方法包括有限差分法 [10] 和有限元方法 [8, 9] , 由于需要对计算区域进行离散, 因而相比于积分
方程方法, 需要求解较大规模的线性方程. 另一方面, 由于这类方法采用了具有局部性的基函数, 微分
方程方法得到的离散矩阵往往具有极高的稀疏性, 这十分有利于采用稀疏矩阵技术及并行化技术进行
快速求解. 此外, 随机行走方法 (ﬂoating random walk method) [11] , 采用 Monte Carlo 方法求解静电场
问题, 相比于积分方程方法和微分方程方法, 随机行走方法无需生成网格, 因此对内存要求极低, 在商
业工具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其主要问题在于数值精度和计算效率受限于 Monte Carlo 采样的收敛速度.
对于集成电路中复杂的互连线结构, 计算复杂度一直是互连线寄生参数提取的瓶颈问题. 对于大
规模互连线电路乃至全芯片寄生电容参数提取问题, 并行计算是解决互连线参数提取计算速度、内存
等瓶颈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现有的互连线寄生电容提取并行算法主要有基于并行边界元方法的电容
提取算法 [12∼14] 、基于区域分解的并行有限元方法 CMFEM-MPI [8] 以及基于并行自适应有限元方法
的 ParAFEMCap [9] . 文献 [13] 实现了 GPU 上的并行快速多极方法, 然而由于 GPU 上存储单元通常
比较小, 也成了该方法的瓶颈问题. 基于多核计算机系统并行电容提取方法 [8, 12] 在 16 CPU 核下实现
了并行计算, 但并行效率仅 57%. 2016 年,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 (MIT) Daniel 教授提出并行边界元算法
CAPLET [14] , 将并行规模扩展至约 800 个 CPU 核, 但并行效率急剧降至 44%.
集成电路互连线建模的另一个科学问题是导体和介质的面电荷密度计算问题 [15] , 随着集成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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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尺寸和互连线间距不断缩小, 互连线导体和介质表面的电荷密度/电场强度不断上升, 为了防止电
介质被击穿, 需要准确计算导体和介质的面电荷密度. 与互连线寄生电容参数提取问题类似, 导体和
介质的面电荷密度计算通过数值方法求解电场的 Laplace 方程. 互连线寄生电容参数提取需要计算
的是每个导体的总电荷量, 而面电荷密度计算则需要计算导体和介质面上的电荷密度分布, 因此, 面
电荷计算具有更高的计算复杂度和计算精度要求. 一般而言, 广泛应用于寄生参数提取的有限差分、
有限元、边界元等数值解法也可以用于求解导体和介质的面电荷密度计算问题, 而随机行走方法通过
Monte Carlo 方法计算导体总电荷, 无法直接应用于导体和介质的面电荷密度计算.
另一方面, 进入 32 nm 和 22 nm 工艺节点后, 光刻机所采用的光源波长与掩膜的特征尺寸已达到
了同一个量级, 考虑掩膜和硅片表面三维形貌的三维电磁散射效应的精确光刻模型和仿真算法已列为
国际半导体技术发展路线图 ITRS 的前沿科学问题. 目前国际上已经提出了采用二维或三维 Maxwell
方程用于移相掩膜版的精确建模, 并提出了多种严格电磁分析方法如: 时域有限差分方法 (FDTD) [16] 、
波导方法 (WaveGuide) [17] 、谱元方法 [18, 19] 和有限元方法 (FEM) [20] 用于求解 Maxwell 方程. 时域有
限差分方法 (FDTD) [16] 在时域求解 Maxwell 方程. 它对 Maxwell 方程在时间域和空间域进行差分离
散, 对得到的离散代数方程进行迭代求解. 为了保证时域有限差分方法的稳定性, 空间步长和时间步
长必须满足稳定性条件. 波导方法 (WaveGuide) [17] 的主要思想是沿水平方向将掩膜版划分成一些薄
层, 使得每一个薄层中的介电常数在垂直方向是均一的. 在每一薄层中, 对 Maxwell 方程进行分离变
量可以得到一个特征值问题, 从而得到光在这一水平薄层中的电磁场传播模式. 进而在整个掩膜版的
上下加上合适的电场和磁场边界条件, 可以求得光通过掩膜版后反射波和透射波的分布. 广义特征振
荡谱元方法 [18, 19] 是一种可并行计算的移相掩膜版二维电磁快速仿真方法, 该方法沿垂直方向将掩膜
版划分成 N 个垂直结构, 对若干种特征垂直掩膜结构, 采用谱元方法精确计算其电场的特征函数和特
征值, 并使用它们来表征任意一个垂直掩膜结构的电场分量; 在水平方向, 采用 Schwaz 迭代和并行计
算的技术求解 N 个垂直掩膜结构的电场方程及边界条件. 该方法具有较好的并行效率, 但仅局限于求
解二维问题. 有限元方法求解给定频率下的时谐 Maxwell 方程, 文献 [20] 采用完美匹配层 (PML) 处
理边界条件. 有限元方法求解光刻仿真问题的主要难点在于完美匹配层边界条件的设置, 掩膜版分层
结构导致的驻波效应, 以及由此带来的计算精度和效率问题. 现有时域有限差分算法、波导方法、有限
元方法都存在着计算速度慢和收敛困难的问题, 不能适用于大规模问题的光刻模拟, 工业界仍缺少一
套高效、成熟的三维光刻工艺仿真工具.
集成电路互连线建模和光刻工艺仿真涉及大规模复杂介质环境 Maxwell 方程组的数值求解, 互连
线寄生电容参数提取、导体和介质面电荷计算的核心科学问题是求解静电场假设 Maxwell 方程组, 光
刻工艺仿真的核心科学问题则是求解全波 Maxwell 方程组. 这 3 个问题的计算复杂度高、规模庞大,
发展大规模并行计算方法是解决计算瓶颈问题的有效途径.
本文主要综述了在 973 项目资助下, 基于中国科学院科学与工程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陈志明教授
提出的并行自适应有限元理论 [21, 22] 及大规模并行计算平台 PHG 1) 发展的纳米集成电路互连线建模
和光刻仿真的大规模并行计算方法. 在互连线寄生参数提取方面, 首先综述了寄生电容参数提取的并
行自适应有限元方法 ParAFEMCap [9] , 该方法实现了基于业界标准 GDSII 版图的、可以在上百乃至
上千 CPU 核上运行的并行寄生电容提取, 具有极高的并行效率和计算精度的优点, 在 1536 CPU 核下
该方法仍具有 75.7% 的并行效率. 并行自适应有限元方法也应用在了互连线寄生阻抗参数提取, 实现
了并行寄生阻抗提取工具 ParAFEMImp [22, 23] , 在 6144 CPU 核下具有 84% 左右的并行效率, 在 12288
CPU 核下仍具有 54% 左右的并行效率. 在导体和介质的面电荷密度计算方面, 综述了一种结合边界
1) PHG, Parallel Hierarchical Grid. URL:http://lsec.cc.ac.cn/p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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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法和随机行走方法的混合算法 BIE-WOS (boundary integral equation-walk on spheres) [15] . 它可针
对金属和介质组成的粗糙面, 采用统一方法进行处理. 其核心想法是构建一个虚拟半球面与待求的局
部边界相交, 形成一个封闭曲面; 半球面上采用 WOS 等随机法得到未知电位; 然后对封闭曲面采用特
殊 Green 函数的边界元法进行求解. 它具有随机行走方法天然并行性的优势, 易于实现大规模并行计
算, 本文进一步在 5120 核计算平台上验证了 BIE-WOS 方法近似线性的并行加速比. 在光刻仿真方面,
针对电磁散射问题的有限元求解方法, 采用各向异性的单轴完美匹配层方法处理散射边界条件; 基于
自适应有限元计算框架, 设计自适应数值算法; 通过后验误差估计决定完全匹配层的厚度和其中的材
料参数, 在 PML 层内解变化缓慢的区域自动产生较粗的网格, 使得总计算量对于层的厚度不敏感; 从
而在并行自适应有限元平台 (PHG) 实现了集成电路光刻的并行自适应仿真.
本文在第 2 和 3 节将分别介绍互连线寄生电容提取的并行自适应有限元方法以及结合边界元和
随机行走的表面电荷计算方法; 在第 4 节将介绍基于有限元的光刻工艺仿真算法; 第 5 节对大规模高
性能计算机集群并行计算做了讨论与分析; 第 6 节给出总结.

2

基于并行自适应有限元方法的互连线寄生电容参数提取方法

在互连线寄生参数提取方面, 将并行自适应有限元方法应用于寄生电容参数提取, 实现了基于业
界标准 GDSII 版图的, 可以在上百乃至上千 CPU 核上运行的并行寄生电容提取工具 ParAFEMCap [9] ,
本节介绍其具体模型及算法.
2.1

基于有限元的寄生电容参数提取

集成电路互连线为多层介质复杂结构的多导体结构, 互连线寄生电容矩阵可用静电场方法计算.
互连线多导体系统中的每一个导体, 遵循静电场中的静电平衡性质, 即导体内部的场强为零, 导体是
一个等势体, 导体所带净电荷以面电荷的形式分布在导体表面, 导体内部不存在净电荷. 因此, 对于包
含 N 个导体的互连线系统, 其导体电势 ϕ1 , ϕ2 , . . . , ϕN 和导体表面净电荷 q1 , q2 , . . . , qN 满足关系式:
q1 = C11 ϕ1 + C12 ϕ2 + · · · + C1N ϕN ,
q2 = C21 ϕ1 + C22 ϕ2 + · · · + C2N ϕN ,
..
.

(1)

qN = CN 1 ϕ1 + CN 2 ϕ2 + · · · + CN N ϕN ,

其中, [C] 是 N × N 的电容矩阵, Cii 表示导体 i 自电容, Cij , i ̸= j 为导体 i 和导体 j 之间的互容.
有限元方法电容提取归结为求解给定边界条件的空间电势分布的 Laplace 方程问题:
−∇ · ε∇ϕ(r) = 0 in Ω,

边界条件:


 ϕ(r) = ϕc on Γ,
 ϕ(r) = 0 at ∞,

(2)

(3)

其中 Ω 为所有介质层计算区域, Γ 为导体表面, ϕc 为导体表面电势, 其值取决于导体是置为 1 V 或者
置 0 V, ε 为介质层介电常数. 在有限元方法中, 应用四面体网格进行空间离散, 在每一个四面体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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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ParAFEMCap 中的自适应网格划分基本框图 [9]
Figure 1

Adaptive meshing in ParAFEMCap [9]

中, 电势 ϕ(r) 可以离散为一组基函数展开:
ϕe (r) =

n
∑

ϕek (r )Lek (r ),

(4)

k=1

其中上标 e 表示四面体单元 e 局部量, ϕek (r ) 在四面体单元 e 节点 (顶点、边、面、体) 上的未知量,
Lek (r ) 为一组定义在四面体单元的节点的多项式基函数, n 为四面体单元基函数的数目.
通过组合所有四面体单元的局部展开, Laplace 方程被离散为
[K] · ϕ = b,

(5)

其中, [K] 为总体刚度矩阵, 它是通过组装所有四面体单元的局部刚度矩阵 [K e ] 而成, 单元局部刚度
矩阵 [K e ] 可表示为
∫
e
Kkl
=
εe ∇Lek (r )∇Lel (r )dΩe .
(6)
Ωe

通过进一步施加边界条件, 可以通过采用稀疏矩阵数值技术求解代数方程获得静电场分布 ϕ.
在第 i 与第 j 个导体施加电压 1 V, 其余导体置电压 0 V 时, 通过有限元方法可以计算出系统的
总静电能 Wij [9] :
∫
N ∫
1
1∑
Wij =
ε∇ϕ · ∇ϕdΩ =
εe ∇ϕe · ∇ϕe dΩe .
(7)
2 Ω
2 i=1 Ωe
通过系统总静电能 (7) 计算电容值的方法如下:
(1) 当设置第 i 个导体电压为 1 V, 其他导体电压为 0 V, 由式 (1) 可知 qi = Cii , 因此
Cii = 2 · Wii .
(2) 同时置导体 i, j 电压为 1 V (i ̸= j), 其余导体电压为 0 V, 可以得到
Cij = Wij −
2.2

Cii + Cjj
.
2

并行自适应有限元提取工具 ParAFEMCap

并行自适应有限元电容提取工具 ParAFEMCap [9] 采用局部加密的协调四面体网格以及后验误
差估计实现了有限元网格的自适应加密策略, 其基本框图如图 1 所示. ParAFEMCap 输入互连线的
版图, 生成互连线几何结构的初始的 Delaunay 四面体网格, 采用 “组装 ⇒ 求解 ⇒ 估计和标记 ⇒ 加
密” 的自适应循环策略对网格进行自动加密进而求解静电场问题. 自适应加密中的核心步骤如算法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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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 1 自适应循环过程 [9]
步骤 1: 单元分析和总体刚度矩阵组装. 在这个阶段, 所有四面体单元的刚度矩阵的元素按照式 (6) 计算, 然后合并
形成式 (5) 的总体刚度矩阵.
步骤 2: 求解有限元系统. 使用一些稀疏矩阵求解器求解离散的线性系统 (5), 比如 PCG, GMRES, SuperLU 等.
步骤 3: 后验误差分析. 根据 (8), 基于求解线性系统 (5) 所得的 Laplace 方程 (2) 的数值解, 计算每个单元局部的后
验误差估计子.
步骤 4: 局部自适应网格加密. 通过有保证的误差降阶策略, 标记最大误差的单元, 采用局部加密技术 [24] 加密这些
单元.

2.2.1

后验误差估计

后验误差估计用于确定哪些区域需要更精细网格以解决电势奇异性的问题. 令 ϕh 为方程 (2) 解
ϕ 的有限元近似, 每个四面体单元 e 的残量型后验误差估计子 ηe 定义如下:
∑

ηe2 = h2e ∥ε∆ϕh ∥20,e +

hf ∥[ε∇ϕh · nf ]f ∥20,f ,

(8)

f ∈F (e),f ⊂Ω

其中, he 代表单元 e 的直径, F (e) 为单元 e 所有面的集合, hf 为面 f 的直径, nf 为向外指向面 f 的
单位法向向量, Ω 为整个计算区域. 在式 (8) 中定义的后验误差估计子由两部分组成, 第 1 部分与方程
(2) 的残量相关, 第 2 部分代表了穿越单元 e 的表面的电场或者电位矢量的非连续性. 根据定理 1, 后
验误差估计子 ηe 可以用于估计真实电势误差的上下界.
定理1 存在只依赖网格 M 最小角的常数 C1 和 C2 , 使得对于任意的单元 e ∈ M , 有
(
∥ϕ − ϕh ∥1 6 C1

∑

)1/2
ηe2

,

C2 ηe2 6 ∥ϕ − ϕh ∥21,we ,

e∈M

其中, we 为包含单元 e 以及所有与 e 共面的单元的集合 [21] .
(
)
根据定理 1, 自适应方法具有最优的收敛速率特性, 能量误差按照理论最优的 O N −p/3 的方式
衰减, 衰减速度随着自由度数目 N 和基函数的阶数 p 增加而加快.
2.2.2

ηemax

网格局部加密

根据后验误差估计的结果, 可以定义全局后验误差估计 ηM 和最大的单元后验误差估计子
为
(
)1/2
∑
2
ηM =
ηe
, ηemax = max ηe .
(9)
e∈M

e∈M

自适应有限元根据后验误差估计子采用最大误差策略 (maximum strategy) 来调整网格, 即将满足 ηe >
θηemax 的单元 e 标记为待加密单元, 其中 θ 为细化比例.
ParAFEMCap 采用二分加密的方法 [24] 对标记好的网格单元进行局部加密, 其优点在于能在不引
入太多不必要的网格单元的前提下, 保证在有限步内产生协调的加密网格.
2.2.3

并行实现

在 ParAFEMCap 中, 采用 MPI 和 OpenMP 混合并行的编程模式, 即通过 OpenMP 实现同一计
算节点同一进程内不同线程的并行化, 通过 MPI 实现不同进程间通讯, 可以实现数百上千个 CPU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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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2 (网络版彩图) 互连线算例
Figure 2

(Color online) Test structure. (a) 3×3 bus; (b) EE-Array interconnect [9]

表 1 3×3 总线算例电容值 (fF) [9]
Table 1

The capacitances of 3×3 bus test case (fF) [9]

C1,1

C2,2

C3,3

C1,2

C1,6

FastCap

1.2825

1.473

1.283

−0.4302

−0.1899

HiCap

1.2838

1.475

1.284

−0.4296

−0.1902

ParAFEMCap

1.313

1.4902

1.3084

−0.4341

−0.1865

的高度并行化的电容提取算法. 进一步采用分布式的网格和刚度矩阵的存储方式, 并通过 Hibert 曲线
和层次二叉树进行网格划分, 采用动态负载平衡技术保证不同计算节点上的负载均衡, 采用并行的线
性方程迭代求解器, 从而实现较高的并行可扩展性 [9] .
数值结果

2.3

基于并行自适应有限元的互连线电容提取算法 ParAFEMCap 采用并行自适应有限元平台 Parallel
Hierarchical Grid (PHG), 并且采用 C/C++ 编程语言实现. 实验计算采用如图 2 所示的 3×3 互连总
线结构以及存储器单元的互连结构, 在国家超算天津中心的天河 1A 并行计算机对 ParAFEMCap 工
具进行精度和并行可扩展性测试.
2.3.1

精度分析及最优收敛特性

ParAFEMCap 互连线寄生电容提取算法采用后验误差估计和自适应网格加密, 在理论上具有很

高的数值精度. 首先, 采用 3×3 总线算例来验证 ParAFEMCap 的精度. 表 1 给出了 ParAFEMCap
与 MIT 大学提出的基于边界元方法的电容提取工具 FastCap [5] 和 TAMU 大学 HiCap [7] 的比较结
果. FastCap 方法和 HiCap 方法的离散面元数目分别为 97488 和 110592, ParAFEMCap 方法的自由
度 (DoFs) 数目为 87400. 实验结果可以看出 ParAFEMCap 的结果和 FastCap 和 HiCap 的结果基本
吻合, 差异小于 2.3%.
图 3 给出了 ParAFEMCap 的误差收敛曲线, 其中 P1 与 P2 分别对应选取一阶基函数与二阶基函
数得到的收敛曲线. 图中带菱形和方块的四条曲线中, 两条实线分别表示计算电容值 C22 时使用一阶基
函数和二阶基函数的后验误差收敛曲线, 两条虚线表示理论的最优收敛曲线. 可以看出, ParAFEMCap
的后验误差按照 O(N −p/3 ) 的方式下降, 其中 p 为使用的有限元基函数的阶数, 从而验证了自适应加
密的最优收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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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网络版彩图) ParAFEMCap 收敛性分析 [9]
Figure 3

(Color online) Convergence of ParAFEMCap [9]

表 2 存储单元阵列互连线 MPI 并行可扩展性测试 [9]
Table 2

Parallel scalability of OpenMP in EE-Array test case [9]

#MPI threads

#CPU cores

Computation time (s)

Speedup

Parallel eﬃciency (%)

2

2×6=12

368.4

1X

100

8

8×6=48

115.5

3.19X

79.94

16

16×6=96

55.1

6.69X

83.58

32

32×6=192

27.7

13.30X

83.12

64

64×6=384

13.5

27.29X

85.28

128

128×6=768

7.1

51.89X

81.07

256

256×6=1536

3.8

96.95X

75.74

图中带 ◦ 和 × 的两条曲线分别表示在使用一阶基函数和二阶基函数情况下电容值 C22 的误差收
敛曲线. 由于电容的计算需要进行电势的积分, 这进一步消除由于有限元数值计算带来的误差, 使得
ParAFEMCap 得到的电容值的误差按照比 O(N −p/3 ) 更快的方式下降.
2.3.2

并行效率分析

表 2 给出了存储单元阵列 EE-Array 互连线 (图 2(b)) 的 MPI 并行效率, 该算例包含 2232 根导
线, 22464 个通孔, 自由度为 10645101. 在算法测试中, 每个 MPI 进程拥有 6 个 OpenMP 线程, 每个线
程运行在一个 CPU 核上. 由表 2 可以看出, 当 MPI 进程数为 16, CPU 核数为 96 时, 并行效率高于
83%. 即便当 MPI 进程数目为 256, CPU 核数达到 1536 时, 并行效率仍然高达 75%. 数值结果验证了
并行自适应有限元算法 ParAFEMCap 对于求解大规模互连线电容提取问题具有良好的并行扩展性.

3

一种结合边界元方法和随机方法的并行面电荷密度计算方法

随着集成电路特征尺寸不断缩小, 互连线间距不断缩小, 互连线导体和介质表面的电荷密度/电场
强度不断上升. 为了防止电介质被击穿, 需要准确计算导体和介质的面电荷密度. 数学上, 集成电路寄
生电容参数提取和表面面电荷密度计算都可归结为第一类边界条件下 (Dirichlet boundary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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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BIE-WOS 算法原理图 [15]
Figure 4

Illustration of BIE-WOS method [15]

Laplace 方程求解. 互连线寄生电容参数提取需要计算的是每个导体的总电荷量, 而面电荷密度计算

则需要计算导体和介质面上的电荷密度分布, 因此, 面电荷计算具有更高的计算复杂度和计算精度
要求.
互连线寄生电容参数提取的场求解器可大致分为确定性方法和随机方法, 确定性方法包括有限差
分方法、有限元方法和边界元方法等, 需要对计算区域进行离散、全局求解; 随机方法即随机行走方
法, 是基于 Feynman-Kac 定理的一个具体应用, 它将电位 (或面电荷密度) 表示为区域边界电位值的
某种加权平均 [25] , 可有效计算全芯片中局部区域的解而无需得到整个芯片的场分布, 因此极易实现大
规模并行. 但随机行走方法无法直接应用于表面面电荷密度计算问题. 一种较为特殊的 Last-passage
随机方法 [26] 可以计算导体表面的面电荷密度, 但它仅适用于 Dirichlet 边界条件为常数的导体平面,
而无法处理介质平面的面电荷密度提取问题.
针对集成电路面电荷密度计算问题, 我们提出了一种结合边界元方法和随机方法的混合算法 BIEWOS (boundary integral equation-walk on spheres) [15] . 它可针对金属和介质组成的粗糙面, 采用统一
的方法进行处理. BIE-WOS 方法的特点有: (1) 它属于一种局部性解法, 可提取局部边界上的面电荷
密度, 而无需进行全局求解; (2) 尽管它仍需对局部边界表面进行离散, 建立线性方程组并求解, 但它
无需对全芯片内所有导体和介质边界进行全局离散, 内存开销小; (3) 仍具有随机方法天然并行性的
优势, 易于实现大规模并行计算. BIE-WOS 方法结合了边界元方法和随机方法的优点. 与随机方法相
比, 它可直接计算边界上的面电荷密度这类 Neumann 值, 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场求解, 极大地扩展了
随机方法的适用范围. 与边界元方法相比, 它仍具有随机方法的局部性解法、内存开销小、易于并行等
优点.
3.1

BIE-WOS 算法的基本原理
BIE-WOS 算法求解集成电路中导体表面面电荷密度的算法原理如图 4 所示. 在开区域 Ω 内电位

u 满足 Laplace 方程, 区域边界 ∂Ω 为粗糙曲面, 边界材料为导体、介质或它们的组合, 边界 ∂Ω 上的

电位分布函数 u0 (r) 已知, 如式 (10) 所示:
{ 2
∇ u(r) = 0, r ∈ Ω,
u(r) = u0 (r), r ∈ ∂Ω,

(10)

∂u
, 其中 n 是区域 Ω 的单位外法向量.
需求解边界 ∂Ω 上的面电荷密度, 即 ∂n
BIE-WOS 算法结合了边界元方法和随机方法的特点. 首先, 它构造一个半径为 a 的球体 Sa , 如
图 4 所示, 球体与粗糙边界相交得到一个 patch 曲面 S, 假设 patch 曲面 S 包含待求面电荷密度的
边界; 球体在区域外的半球面 Γ 和边界上的粗糙 patch 曲面 S 构成一个封闭区域 ΩS , 其边界为曲面
Γ ∪ S; 在封闭曲面 Γ ∪ S 上应用球面两点镜像 Green 函数边界元方法进行求解, 其中: 半球面 Γ 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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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含的未知电位 u(r′ ) 可以通过 WOS 等随机方法计算得到, 而粗糙 patch 曲面上的积分包含超奇
异积分, 它可以通过一定的数值技巧进行正则化, 降低奇异性; 最后, 求解线性方程组后可得到待求边
界上的面电荷密度.
在封闭区域 ΩS 的边界 Γ ∪ S, 若选择 Green 函数 G(r, r ′ ) 为半径为 a 的球体区域 Sa 在齐次边
界下的 Green 函数, 并采用第一类边界积分方程归化的边界元方法求解, 可得到如下边界积分方程:
]
∫
∫ [
∂G(r, r ′ )
∂G(r, r ′ )
∂u(r ′ )
u(r) = −
u(r ′ )dsr′ +
u(r ′ ) + G(r, r ′ )
dsr′ , r ∈ ΩS ,
(11)
−
∂nr′
∂nr′
∂nr′
Γ
S
其中, u(r) 和 u(r ′ ) 分别为 r 点和 r′ 点的电位, nr′ 为 r ′ 点的单位外法向量.
在式 (11) 中, 上半球面 Γ 的积分中仅包含电位 u(r′ ), 而不含电位的法向导数
u(r ′ ) 可以通过 WOS 等随机方法计算得到.

∂u(r ′ )
∂nr′ ,

利用点配置边界元方法 (collocation BEM) 离散边界积分方程 (11) 得到线性方程组为
[
]
∂u
K
(r) = b(r), r ∈ S,
∂n
其中,

] ∫
∂u
∂u(r ′ )
K
≡ G(r, r ′ )
dsr′ ,
∂n
∂nr′
S
[
] ∫
∫
u(r)
∂G(r, r ′ )
∂G(r, r ′ )
b(r) ≡
+ p.v.
u(r ′ )dsr′ +
u(r ′ )dsr′ .
2
∂nr′
∂nr′
S
Γ

其中电位

(12)

[

(13)
(14)

这里 p.v. 代表双层位势 (double layer potential) 的 Cauchy 主值积分 (Cauchy principal value); 其中,
面元内的普通积分采用 Gauss 积分, 对于弱奇异 (weak singularities) 和强奇异 (strong singularities) 积
分, 采用极坐标转换等数值技术转化为普通积分.
若待求面电荷密度的表面为整个区域的边界 ∂Ω, 可构造一系列的小球体, 使其与区域边界 ∂Ω 相
交得到 patch 面; 所有的 patch 面覆盖全部待求边界 ∂Ω. 在每个 patch 面上, 可并行、独立地进行曲
面离散、数值积分、建立线性方程组并求解. 在 BIE-WOS 算法中, 由于每个 patch 面间完全独立地并
行计算, 没有数据交换, 容易实现极高的并行度. 而在每个 patch 面内部, 采用随机方法计算球面上点
的电位, 也极易实现高度并行化. 这种 patch 面之间的独立性和 patch 面内部随机方法的并行性, 是
并行 BIE-WOS 算法在大规模计算平台下获得高并行度的关键.
3.2

实验结果

集成电路中的互连线导体和介质表面的电荷密度过高会导致电介质被击穿. 为此, 需要准确计算
导体和介质的面电荷密度. 在实验中, 通过一个算例来模拟电荷周围区域的电荷密度分布情况. 利用
OpenMP 和 MPI 并行化技术, 采用 C/C++ 语言实现了并行 BIE-WOS 算法, 在上海交通大学超级计
算机 π 上验证并行 BIE-WOS 算法的精度和并行效率. 为简化起见, 以下半径、距离、电荷量都进行
了归一化处理.
图 5 在点 (2, 0, 0) 处有一个电荷量 q = 1 的点电荷, 需要计算一个半径 R = 5 的大球面上的面电
荷密度分布. 例如, 在点 o = (0, 0, 5) 处构建一个 a = 1 的小球面, 计算其附近的面电荷密度分布, 需要
离散大球面上的 patch 面, 离散后的面元如图 5(b) 所示. 构建大量的小球面, 使其 patch 面覆盖所有
大球表面后, 利用并行计算可得到大球面上所有点的面电荷密度, 其相对误差分布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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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大球面的面电荷密度计算示意图 [15]
Figure 5 Illustration of solving the charge density on a big sphere [15] . (a) The schematic of the big sphere case with a
hemisphere; (b) the discretization of the patch surface on the big 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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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网络版彩图) 大球面的面电荷密度相对误差分布图
Figure 6

(Color online) Relative error distribution of the charge density on the big sphere

表 3 求解大球面面电荷密度的并行效率
Table 3

Accuracy and scalability of charge density on a big sphere

Load

#Nodes

#CPU cores

Time

Speedup

Eﬃciency (%)

Max error (%)

1x

1

16

201.94

1

100.0

1.05

40x

40

640

222.52

40

100.0

1.35

80x

80

1280

207.19

85.9

106.0

1.35

160x

160

2560

203.34

175.1

109.0

1.46

240x

240

3840

229.89

232.3

96.7

1.46

320x

320

5120

234.18

304.1

95.0

1.46

表 3 进一步给出了算法弱可扩展性的验证结果, 在不同数目的计算节点下采用等比例的任务负
载, 验证了算法的并行效率和精度. 表中最后一列给出的误差是指在对应的 N 个任务负载的计算结果
相对于解析解的最大相对误差, 不同任务负载计算结果的最大相对误差均小于 1.46%. 算法的并行加
速比如图 7 所示, 我们使用了 320 个计算节点, 每个计算节点包含 16 个 CPU 核, 共计 5120 个核. 在
5120 个核上, 并行 BIE-WOS 算法的加速效率为 95%, 验证了该算法预期中的近似线性加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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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求解大球面面电荷密度算例的并行加速比
Figure 7

4

Speedup of solving the charge density on a big sphere

基于有限元方法的光刻工艺仿真

光刻工艺是集成电路制造工艺中的核心技术, 它通过光刻机系统, 实现了设计图形在半导体硅片
上的成像. 随着集成电路的制造工艺进入纳米时代, 芯片的特征尺寸减小到 32 nm, 22 nm, 14 nm 以
至 7 nm, 但是高昂的研制费用使得光刻工艺依然采用 193 nm 的大尺寸光波. 由于集成电路的器件和
互连线的特征尺寸比光源波长小, 光刻中由于大尺寸光波显著的干涉和衍射效应造成了实际在硅片上
成像的图形发生大尺寸图形扭曲变形, 小尺寸图形消失.
因此必须在集成电路设计制造过程中采用如光学邻近效应矫正 (OPC) 和移相掩膜 (PSM) 的分
辨率增强技术 (RET) [27, 28] 、多重版图曝光工艺技术 [29] 等, 以保证芯片能够被正确制造. 由于集成电
路光刻工艺极其昂贵和费时, 通过工艺试验的方法来获得实际光刻结果需要极其高昂的研发成本, 为
了保证芯片一次性流片成功, 必须对光刻工艺建模, 使得在芯片设计阶段就可以通过光刻模型来精确
地获得版图在硅片上成像的几何图形, 从而指导版图优化、掩膜矫正以及成品率分析.
图 8 是一个包含移相掩膜的光刻机系统示意图, 光从光源出发, 经过聚光器、移相掩膜版、光学
投影系统最终在硅片上成像. 值得注意的是, 当掩模版上的结构尺寸与光波波长相当或更小时, 光波
经过掩膜版将发生衍射、散射、极化等三维电磁现象. 传统的基于 Kirchhoﬀ 几何光学近似的掩膜版模
型 [30] 由于不能反映三维电磁现象, 不再适用, 因此必须采用严格的电磁场分析方法对移相掩膜版进
行精确建模.
针对集成电路光刻工艺仿真问题, 我们在并行自适应有限元平台 (PHG) 基础上发展了电磁散射
问题的有限元求解方法: 采用各向异性的单轴完美匹配层方法处理散射边界条件; 基于自适应有限
元计算框架, 设计自适应数值算法; 通过后验误差估计决定完全匹配层的厚度和其中的材料参数, 在
PML 层内解变化缓慢的区域自动产生较粗的网格, 使得总计算量对于层的厚度不敏感. 并行自适应算
法使得我们可以计算更加复杂和大规模的光刻仿真问题.
4.1

光刻工艺仿真的散射模型

光刻问题本质上可以看作三维电磁散射问题. 图 9 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光刻仿真计算区域示例, 其
中 Ω2 和 Ω3 为光刻掩膜版区域, Ω2 是透光的石英 (quartz) 材料, Ω3 是不透光的铬 (chrome). 光波从
图 9(b) 上方入射, 穿过光刻掩膜版, 最终在硅片上的感光材料上成影. 我们关心光透过掩膜版后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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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网络版彩图) 光刻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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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 online) Illustration of lithograph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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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光刻仿真计算区域示例
Figure 9

Computation domain of lithography simulation, (a) x-y plane; (b) x-z plane

强度的分布.
以图 9 为例, 光刻工艺仿真的散射问题可以定义为


∇ × ∇ × E s − k12 E s = 0 in Ω1 ,







∇ × ∇ × E s − k22 E s = 0 in Ω2 ,


i
in Ω3 ,
∇ × ∇ × E s − k32 E s = (k32 − k42 )E24





∇ × ∇ × E s − k42 E s = 0 in Ω4 ,





r (∇ × E s × x̂ − ikE s ) → 0 as r = |x| → ∞,

(15)

其中 E s 为需求解的散射场, D ⊂ R3 = Ω1 ∪ Ω2 ∪ Ω3 ∪ Ω4 是以 Lispschitz 多面体 ΓD 为边界的有界区
域. Ω1 和 Ω4 为空气, Ω2 为石英材料, Ω3 为铬材料.
假定计算区域中不包含铬材料, 即将 Ω3 区域认为是空气, 得到图 10 所示计算区域. 若从 Ω1 上
i
方入射的光波为 E1i = A1 e−ik1 z , 则可以推导出从 Ω2 入射 Ω4 的光波 Ẽ24
:
i
Ẽ24
= A4 e−ik4 z ,

其中
A4 eik4 (d1 +d2 ) = T24 A2 eik2 (d1 +d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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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去除铬材料后的计算区域
Figure 10

The domain without chrome

A2 eik2 d1 = A1 eik1 d1
µj ki − µi kj
,
µj ki + µi kj
2µj ki
,
Tij =
µj ki + µi kj

Rij =

T12
,
1 − R21 R24 e2ik2 d2
(i, j = 1, 2, 4),
(i, j = 1, 2, 4).

i
i
, 将其作为近似的光刻模拟散射模型.
= Ẽ24
假设式 (15) 中 E24

4.2

各向异性自适应完美匹配层方法

针对电磁散射问题的有限元求解方法, 合理的边界条件设置对计算效率和精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采用各向异性的单轴完美匹配层方法处理散射边界条件, 如图 9, 记 D 为立方体 B = {(x, y, z) ∈
P
R3 : |x| < P2x + dx , |x2 | < 2y + dy , |x3 | < P2z + dz } 的内部, B = Ωpml ∪ D,Ωpml = Ωpml1 ∪ Ωpml2 ∪ Ωpml4 ,
得到对应于式 (15) 的完美匹配层方程:


∇ × Λ∇ × E s − Λ−1 k12 E s = 0 in Ω1 ∪ Ωpml1 ,







∇ × Λ∇ × E s − Λ−1 k22 E s = 0 in Ω2 ∪ Ωpml2 ,


i
(16)
in Ω3 ,
∇ × Λ∇ × E s − Λ−1 k32 E s = Λ−1 (k32 − k42 )E24





∇ × Λ∇ × E s − Λ−1 k42 E s = 0 in Ω4 ∪ Ωpml4 ,





n × E s = 0 on ΓB ,
其中

(

)
α1
α2
α3
Λ = diag
,
,
, αj (t) = ηj + iσj (t),
α2 α3 α3 α1 α1 α2
(
L )
|t| − 2j 2
σj (t) = σ̃j
or σj (t) = σ̃j ,
dj

 1,
(when σj 6 1),
ηj =
 1 + θσ , (when σ > 1, θ 6 1).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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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类似第 2 节中介绍的自适应有限元计算框架, 针对方程 (16), 设计自适应数值算法. 利用通过后
验误差估计决定完全匹配层的厚度和其中的材料参数, 在 PML 层内解变化缓慢的区域自动产生较粗
的网格, 使得总计算量对于层的厚度不敏感. 该自适应算法采用与第 2 节类似的网格局部加密策略.
针对方程 (16) 的棱有限元数值解 Ehs , 提出任意的网格单元 K 上的局部后验误差估计:
2
ηK
= h2K ∥ k 2 Λ−1 Ehs − ∇ × (Λ∇ × Ehs ) ∥2L2 (K)

+h2K ∥ ∇ · (k 2 Λ−1 Ehs ) ∥2L2 (K)
+hK ∥ [ n × (Λ∇ × Ehs )]] ∥2L2 (∂K) + hK ∥ [ k 2 Λ−1 Ehs · n]] ∥2L2 (∂K) ,

(17)

其中 hK 为 K 的直径, [ ·]] 为单元面上的跳量, n 为单元面上的外法向.
4.3

数值结果

本文通过图 9 算例验证自适应完美匹配层方法的有效性和正确性, 其中图 9 两根连线版图对应
的铬材料尺寸是 100 nm × 1000 nm ×50 nm, 间距 200 nm, 因此, L1 = 100 nm, L2 = 100 nm, L3 =
200 nm, L4 = 1000 nm, d1 = d4 = 100 nm, d2 = d3 = 50 nm, Px = 600 nm, Py = 1200 nm, Pz = 300 nm.
入射光波波长设为 193 nm, 其他相关物理参数:
ki2 = s2 ω 2 ϵi µi , (i = 1, 2, 3, 4);
µi = µ0 = 4π × 10−7 Hm−1 ,

(i = 1, 2, 3, 4);

(18)

ϵ0 = 8.854 × 10−12 F m−1 ,

(19)

ϵ1 = ϵ4 = ϵ0 , ϵ2 = 2.25ϵ0 , ϵ3 = (2.25 + 10i)ϵ0 .

(20)

计算程序基于并行自适应有限元平台 (PHG) 实现, 离散问题方程组求解采用 MPI 和 OpenMP
混合并行的稀疏直接法求解器 MUMPS [31] . 计算平台为中国科学院科学与工程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
的 LSSC-III 机群. 直接法求解器对内存资源要求很高, 我们采用 MPI 和 OpenMP 混合并行的方式,
在每个计算结点 (8 个 CPU 核) 启动一个 MPI 进程, 每个 MPI 进程管理 8 个 OpenMP 线程.
图 11 给出了误差收敛曲线, 即 log N − log E 曲线, 其中 E 是后验误差估计值, N 是自由度. 图 11
验证了自适应有限元中网格自适应加密的最优收敛特性, 即 E ≈ CN −1/3 .
本文针对图 12 的存储器 (RAM) 互连电路版图算例进行强可扩展性测试. 该版图算例包含 10
个导体的版图图形, 通过采用 OPC 技术对版图图形进行校正以增加光刻的分辨率, 计算区域大小为
5160 nm × 3000 nm × 800 nm, PML 层厚度选为 200 nm. 计算实验的未知量个数为 11367392, 分别采
用 32 节点 (256 CPU 核), 64 节点 (512 CPU 核) 和 128 节点 (1024 CPU 核) 计算, 该算例由于内存用
量大, 至少需要 32 节点才能计算, 因此我们使用 32 节点 256 CPU 核的计算时间作为并行效率的测试
基准. 如表 4 所示, 在使用 512 核和 1024 核时, 组装线性系统的效率分别为 94.7% 和 98.3%, 接近线
性的扩展性, 而求解线性系统即离散方程组的效率略差, 分别为 67.5% 和 49.2%, 主要受稀疏直接法的
扩展性的制约.
图 13 给出了计算得到的光强分布, 图 13(a) 为 z = −10 nm 处光强分布, 图 13(b) 为 z = −50 nm
处光强分布, 通过图 13 可以看到光场通过掩膜版后产生了干涉现象. 因此, 基于并行自适应有限元的
光刻仿真方法可以用于光学临近校正 (OPC)、移相掩模 (PSM)、多重曝光等工艺的版图分析和缺陷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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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网络版彩图) 自适应网格加密的最优收敛特性
Figure 11

(Color online) The quasi-optimality of the adaptive mesh reﬁnements

图 12 OPC 校正的存储器 (RAM) 互连电路版图算例
Figure 12

RAM interconnect mask example with OPC

表 4 存储器 (RAM) 互连电路版图的并行效率测试
Table 4
#MPI

#CPU

threads

cores

Time (s)

32

32×8=256

64

64×8=512

128

128×8=1024

5

Parallel eﬃciency of RAM interconnect mask example

Assembling

Solving
Eﬃciency (%)

Overall

Memory cost

eﬃciency (%)

per node (GB)

Eﬃciency (%)

Time (s)

3.58

–

5356

–

–

20.8

1.89

94.7

3966

67.5

67.5

12.7

0.91

98.3

2722

49.2

49.2

7.2

MPI 和 OpenMP 混合并行及并行性讨论

本文介绍了纳米集成电路互连线建模和光刻仿真中大规模复杂介质环境 Maxwell 方程数值求解
的 3 个并行计算应用实例, 通过采用 MPI 和 OpenMP 混合并行的编程模式, 可以在大规模高性能计
算机集群系统上实现互连线建模和光刻仿真的高效求解.
MPI 和 OpenMP 是实现并行计算的两种主流方式: MPI 通过进程间消息传递的机制实现进程级
的并行计算, 可以实现跨计算节点的大规模并行; OpenMP 采用共享内存的机制实现线程级的并行计
算, 主要实现计算节点内部并行. MPI 并行效率受限于集群系统的通讯网络性能、算法的通讯复杂度
等. 对于具有较高通讯复杂度的算法, 当 MPI 进程数过大时, 往往导致 MPI 并行效率的急剧下降, 在
表 2 中可以发现随着进程数增多, 并行效率下降的情况. OpenMP 并行效率受限于访存性能、算法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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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13 (网络版彩图) 存储器 (RAM) 互连电路版图的光强分布结果
Figure 13 (Color online) The magnitude of the electric ﬁeld in RAM interconnect mask example. (a) z = −10 nm plane,
(b) z = −50 nm plane

表 5 OpenMP 并行效率测试 [9]
Table 5

Parallel Scalability of OpenMP [9]

#CPU cores

Computation time (s)

Speedup

Parallel eﬃciency (%)

1

2275.20

1X

100

2

1500.61

1.52X

75.81

3

1210.15

1.88X

62.67

4

1025.79

2.22X

55.45

6

1005.96

2.26X

37.70

8

1007.79

2.26X

28.22

杂度等, 其 OpenMP 并行粒度相对小于 MPI 并行粒度. 现有的高性能计算机, 每个计算节点有 2 到 4
个处理器, 每个处理器最高有 24 个 CPU 核, 多层的内存结构使得不同的 CPU 核访问相同内存具有很
大的差异. 对于具有较高访存复杂度的算法, 当 OpenMP 线程数太大时, 导致 OpenMP 并行效率急剧
下降. 以寄生电容提取问题为例, 表 5 给出了单个计算节点 OpenMP 并行效率的测试结果, OpenMP
的并行效率随着 CPU 核数增加而递减. 在该测试算例中, 当 CPU 核数为 4 时, OpenMP 具有 55% 的
并行效率, 当 CPU 数为 6 时, OpenMP 的并行加速比达到饱和.
一般来说, 对于具有较高复杂度的算法, 在使用数十上百处理器核时 MPI 并行的效率高于
OpenMP 效率, 可以采用纯 MPI 并行. 但是在超大规模高性能计算机集群中, 存在成千上万个计
算节点, 数十上百万个 CPU 核, 对于大规模高性能计算机集群的并行仿真计算, 需要采用 MPI 和
OpenMP 的混合并行模式. 当继续增加进程数带来的 MPI 并行加速比低于通过增加线程数带来的
OpenMP 加速比时, 可以采用 MPI 和 OpenMP 的混合并行模式, 通过 OpenMP 辅助 MPI 使得保证
一定并行效率下可以使用更多的 CPU 核. 例如在电容参数提取问题中, 当单纯使用 MPI 并行的并行
效率低于 60% 时, 可以采用 MPI 和 OpenMP 混合模式, 每个 MPI 进程管理 4∼6 个 OpenMP 线程仍
可进一步增加 CPU 核数获得较好的并行效率. 但是, 若使用超过 6 个 OpenMP 线程, 多余的线程也
不会带来额外的加速.
大规模集群并行计算的并行效率与具体的问题及相应的求解算法密切相关. 在 Maxwell 方程求解
的各种常用方法中, 与边界元方法相比, 有限元方法采用局部基对方程进行求解, 通过采用适当的分布
式网格管理可以保证较低的进程间通信, 因此, 在大规模并行计算中, 有限元方法往往比边界元方法
具有更好的并行效率. 在本文综述的 3 个问题及算法中, 随机行走方法适用于求解静电场问题, 由于
每次随机行走之间相对独立, 对 CPU 核间的通信要求极低, 十分适用于超大规模计算集群并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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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互连线寄生参数提取和光刻仿真采用有限元方法而言, 基于随机行走方法的 BIE-WOS 算法在
表面电荷计算问题的应用中取得了较高的并行效率.

6

总结

集成电路互连线建模和光刻工艺仿真涉及大规模复杂介质环境 Maxwell 方程的数值求解, 计算复
杂度高、规模庞大, 发展大规模并行计算方法是解决计算瓶颈问题的有效途径. 本文主要综述纳米集
成电路互连线建模和光刻仿真中的大规模并行计算方法. 首先, 综述了寄生电容提取的并行自适应有
限元方法 ParAFEMCap, 在国家超算天津中心的天河 1A 并行计算机 1536 CPU 核下完成了测试, 具
有 75.7% 的并行效率; 其次, 综述了结合边界元法与随机法的互连线粗糙表面电荷分布计算方法, 本
文进一步在 5120 核上验证了算法近似线性的并行加速比. 在光刻仿真方面, 基于自适应有限元计算框
架 (PHG) 提出了集成电路光刻的并行自适应仿真方法, 采用各项异性的单轴完美匹配层方法处理散
射边界条件, 实验结果表明自适应网格加密具有最优收敛特性, 可以精确模拟光刻中产生的图形畸变
现象. 在未来, 将继续基于陈志明教授等提出的波源转移区域分解算法 [32] 发展可扩展高效的求解光
刻离散问题的迭代算法, 提高光刻模拟的并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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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ively parallel computing in nano-VLSI interconnect
modeling and lithography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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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LSI is large in scale, and complex in structure. In today’s nano-VLSI, serious process variations
induced by the complex nanometer integrated circuit process technology may result in severe degrad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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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circuit performance. These factors present ever increasing challenges for present day nano-scale VLSI
design. Interconnect modeling and lithography simulations rely on numerical approaches for solving large-scale
Maxwell’s equations, of which the computational cost is extremely high. In this paper, several massively parallel
computing approaches for interconnect modeling and lithography simulation are surveyed, based on adaptive ﬁnite
element theory and a parallel hierarchical grid (PHG) platform. Regarding interconnect modeling, we ﬁrst review
the parallel adaptive ﬁnite-element method ParAFEMCap for parasitic capacitance extraction, which achieves a
parallel eﬃciency of 75.7% on 1536 CPU cores. In addition, we review a hybridization of the boundary integral
equation method and the random walk on spheres method (BIE-WOS) for surface charge density computations for
conductors or dielectric mediums. The proposed method proves to be superior to existing methods for massively
parallel computing. On a supercomputer with 5120 CPU cores, BIE-WOS can achieve almost a linear parallel
eﬃciency. Regarding lithography simulation, we propose a parallel adaptive ﬁnite-element framework method
by adopting the PHG (parallel hierarchical grid) platform and a perfectly matched anisotropy uniaxial layer to
handle scattering boundary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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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in 1987. Currently, he is a professor of the Academy of Mathematics and Systems Scienc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the directory
of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cientiﬁc
and Engineering Computing.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numerical algorithms and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netics.

13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