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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数据为中心的方法变革药物发现

生命科学

北美
生物技术公司 RECURSION Pharmaceutical

DDN 的 高 性 能 存 储 解 决 方 案 为 生 物 技 术 公 司 Recursion
Pharmaceutical 采用自动化的实验生物学和 AI 进行更快和
更有效的药物研发，提供了更全面的支持。

KRISHOWARD
RECURSION

Recursion Pharmaceutical 公司正在通过 AI 重塑药物发现，其解决方
案可与最大的制药公司所使用的处理平台相媲美，甚至超过了后者。

Recursion 成立于2013年11月5日，总部位于美国犹他州盐湖城，是一家临
床阶段生物技术公司。该公司每周执行约35万次实验，并针对数百种疾病模
型筛选数千种化合物--成本和时间仅为传统药物发现方法的一小部分。

Recursion 的首席系统工程师Kris Howard表示：”AI 和 ML 在理解人
类生物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利用机器学习来提出关于生物学的复杂问题，并获得更快的答案，"他
解释说。"Recursion 结合了计算和传统生物实验室的能力，有把握地产生
关于人类生物学的可操作的见解，以快速发现新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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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系统工程师

收益

2PB 高性能，多层数据管理平
台能最大化利用GPU计算资源
来加速 AI 工作流

RECURSION

• 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

• 训练机器学习模型进行
推理

• GPU 加速

• 大量的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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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效率低下

小文件拖累了分析性能

面临挑战

做新药发现时，通常需要长达10年的临床试验才能使该药物进入
市场--即使临床试验成功，10个候选药物中大约有9个不能获得
FDA 的批准。

“我们做事的方式有点不同--这意味着在设计药物发现工作流程时要考虑到
数据科学。”

它设计了高通量平台从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图像资源库获取数据的
最大价值。

人工密集型
传统的药物发现过程
不仅漫长、昂贵，
而且容易失败

资源密集型

AI 和 ML 可以加速药物发
现，但需要高性能计算和
存储资源

基础设施

需要全面优化的存储基础
设施来加速 AI 应用，并
支持快速增长的产品管线

除了摄取大量的细胞图像数据外，Recursion 还需要高性能的药物发现处
理是针对 AI 和 ML 全面优化的。

而另一个障碍是大量的小文件，这给公司的元数据服务器带来了巨大的
开销，并给关键工作负载带来了性能瓶颈。

“我们的数据就是我们公司的核心，我们需要一个鲁棒的存储架构来支持
我们的 AI 驱动模型，管理大规模数据快速摄取、优化处理和减少应用程
序的运行时间的需求。”Howard 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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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性能

将文件的访问时间减
少了两毫秒

规模

精简的访问架构，
支持 AI 驱动的模型

高性能的混闪数据管理允许快速访问数以百万计的小文件
和扩展属性，同时自动将数据分层到更高效的硬盘上。

由于传统的存储架构无法满足 Recursion 严苛的性能需求，Howard
根据他在 HPC 领域15年的经验来选择最佳的计算和存储解决方案。

他很快就否定了其他看似可扩展的存储解决方案，认为它们不足以满足高性
能文件处理的需求.

“我已经使用了很多种不同的解决方案，而 DDN 存储是最成熟的，”
Howard 回忆说。"他们的工具更好，他们的工程师真正了解 DDN 的产品。
如果我需要一台2个节点或200个节点甚至20万个节点的集群，我知道
DDN的产品一定能胜任。”

经验

比内部人员更快响应
建立在专业知识和信任
基础上的长期合作伙伴

DDN 作为存储领导者的声誉因其对人工智能数据存储基础设施的日益重视而
得到加强。"为GPU提供数据是我们的首要任务，"Howard 说。"机器学习需
要尽可能快地把数据送到GPU，这样你就可以处理它，把它用于训练你的模
型。"

在与 DDN 医药领域专家的合作中，Recursion 的初期测试方案使用了
DDN ES400NV®全闪和 ES7990X®机械盘设备，运行 EXAScaler 并行文
件存储系统，2PB存储容量用于ML训练模型试练容量。ES400NV全闪层作
为大容量文件系统的前端，将每个文件的64K索引存储到这一层，然后再将
其余数据传输到 ES7990X 大容量机械盘组成的存储池中，这样的方式不仅
为 Recursion 要求严苛的工作负载提供了极快的性能，也减少了文件访问
瓶颈，同时支持数据高效地传输到GPU。

“DDN 的存储非常快，”Howard说。“闪存层减少了40%的文件访问时
间，可以让我们的GPU达到并一直保持在100%的利用率。基于并行文件系
统中训练数据是极不简单的，但对于我们的用例却是完美的解决方案。”

“DDN 的存储很灵活，为满足我们具体的工作负载，DDN 调整了Recursion
配置规模以无缝支持18个节点和136块GPU。我们的基础设施非常稳健，这让
我可以专注于其他事情，比如如何让集群最大化地得到使用，帮助用户优化他
们 的工 作 。DDN的 存储 总 是正 常 运行 ，这 为 我每 天 腾出 了 很多 空 间。" 
Howard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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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得益于 DDN 灵活、高性能的存储，Recursion 正在创建一个更广泛、更快速、
更有效的药物发现管道

该公司以数据为中心的方法是生物研究和机器学习交叉如何产生非常不错结果的典型例子。
利用机器学习、CRISPR、高通量筛选和自动化等工具，Recursion 重新设计了药物发现，使
其更具预测性、精确性和富有成效。

该高性能系统训练机器学习模型，这些模型用于 Recursion 的大量细胞图像的推理。这些模
型还推动不同生物扰动的计算 "指纹 "或表型的开发。

“我们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开发了由30多个项目组成的产品管道，"Howard 说。"多亏
了我们的AI 驱动平台，我们可以在几周，而不是几个月甚至几年内，识别出了可能拯救
生命的分子和药物类型，它们可能带来新疗法的发现。”

未来挑战

展望未来，在帮助 Recursion 简化 AI 驱动的计算工作流程

同时减少药物发现时间等方面，DDN 将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

该公司以数据为中心的方法是生物研究和机器学习交叉如何产生非常不错结果的典型例子。
利用机器学习、CRISPR、高通量筛选和自动化等工具，Recursion 重新设计了药物发现，使
其更具预测性、精确性和富有成效。

该高性能系统训练机器学习模型，这些模型用于 Recursion 的大量细胞图像的推理。这
些模型还推动不同生物扰动的计算 "指纹 "或表型的开发。

“我们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开发了由30多个项目组成的产品管道，"Howard 说。"多亏
了我们的 AI 驱动平台，我们可以在几周，而不是几个月甚至几年内，就识别出了可能拯
救生命的分子和药物类型，它们可能带来新疗法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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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DDN

DataDirect Networks(DDN) 是全球领 先的大数据存
储供应商,为全球数据密集型组织提供服务。

DDN 设计、开发、部署和优化了系统、软件和解决方案，使企业、服
务提供商、研究机构和政府机构能够从他们本地或云端的数据和信息中
产生更多的价值，并缩短获得洞察力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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