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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使用 export 命令配置环境变量

目标
TARGET

◆学会使用 module 命令配置环境变量

◆学会使用 slurm 必会5个命令进行作业管理

◆了解 makefile/configure/cmake 的基本用法

◆了解编译基本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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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系统

1.用户账号环境变量配置

1.1 如何运行程序

双击桌面图标

开始菜单搜索
“Edge”，
双击图标

• Linux系统

我们可以使用 $ which 命令名来寻找想要使用命令/程序



• Windows系统

1.用户账号环境变量配置

1.2 如何配置系统环境变量



1.用户账号环境变量配置

1.2 如何配置系统环境变量

• Linux系统

1. 使用 $ 符号来引用变量名，例如 $PATH

2. 使用 echo $变量名来显示指定环境变量，例如echo $PATH

3. 使用 export 变量名来定义变量名，例如 export PATH

4. 实例：使用 export PATH=/THL8/home/training/Lesson2/1.2.environment:$PATH 为可执行
程序添加新的搜索路径。



1.用户账号环境变量配置

1.3 环境变量

• 1.3.1 什么是环境变量
1. 变量是计算机系统用于保存可变值的数据类型，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变量名称来提取到

对应的变量值。

2. 在 Linux 系统中，环境变量是用来定义系统运行环境的一些参数，比如每个用户不同
的家目录（HOME）、可执行程序搜索路径（PATH）等。

3. 值得一提的是，Linux 系统中环境变量的名称一般是大写的，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范。

环境变量名称 作用

PATH 定义命令行解释器搜索用户执行命令的路径

LD_LIBRARY_PATH 定义命令行解释器搜索用户执行命令所链接的动态库搜索路径

HOME 用户的主目录（也称家目录）

C_INCLUDE_PATH 编译程序使C语言头文件的搜索路径

CXX_INCLUDE_PATH 编译程序时C语言头文件的搜索路径

• 1.3.2 系统常见环境变量



1.用户账号环境变量配置

1.3 环境变量

• 1.3.3 在命令行终端设置环境变量

1. 直接在shell终端运行 export 命令设置变量，只对当前shell临时有效，打开新的shell需
要重新设置。

2. 在shell的命令行下使用export命令设置环境变量的方法为： export 变量名=变量值

3. 我们可以使用 $ 符引用变量本身，进而实现环境变量内容的增加，例如：

export 变量名=$变量名:变量值

export 变量名=变量值:$变量名



1.用户账号环境变量配置

1.3 环境变量

• 1.3.3 在命令行终端设置环境变量

增加动态链接库搜索路径

export LD_LIBRARY_PATH=/path/to/newprogram/lib:$LD_LIBRARY_PATH

请将红色部分替换为实际可执行程序所在路径，请将蓝色部分替换为动态链接库(.so文件)所在路径

增加可执行程序搜索路径

export PATH=/path/to/newprogram/bin:$PATH



1.用户账号环境变量配置

1.3 环境变量

• 1.3.4 在~/.bashrc文件中设置环境变量（永久生效）

1. ~/.bashrc:该文件包含专用于你的bash shell的bash信息,当登录时以及每

次打开新的shell时,该该文件被自动读取。

2. 修改该文件后，可以执行 source ~/.bashrc 命令让修改即可生效。或者

重新ssh连接到系统，刚才的修改会在用户登录时自动生效。



1.用户账号环境变量配置

1.3 环境变量

• 1.3.5 多人使用相同账号如何避免 ~/.bashrc 相互影响

1. 每个用户编写属于自己的env.sh脚本文件，写入自己需要的环境变量；

2. 每次登陆账号后，手动加载自己的env.sh文件，再进行其他操作。



1.用户账号环境变量配置

1.4 环境变量管理工具

• 1.4.1 什么是Module？

Environment Modules 包是一个简化 shell 初始化的工具，它允许用户在使用
modulefiles 进行会话期间轻松修改其环境。每个模块文件都包含为应用程序
配置 shell 所需的信息。模块文件可以由系统上的许多用户共享，并且用户可
以拥有自己的集合来补充或替换共享模块文件。

官网：http://modules.sourceforge.net/



1.用户账号环境变量配置

1.4 环境变量管理工具

• 1.4.2 Module常用命令

命令 作用

module avail 或 module av 查看系统中可用的软件

module add 或 module load 加载模块

module rm 或 unload 卸载模块

module list 或 module li 显示已加载模块

module purge 卸载所有模块

module show 显示模块配置文件

module swap 或 module switch 将模块1 替换为模块2

module help 查看具体软件的信息



1.用户账号环境变量配置

1.4 环境变量管理工具

• 1.4.3 如何配置自己的module模块

1. 编写module模块配置文件

2. 添加module模块搜索路径

module use --append $HOME/.privatemodules

3. 使用

module av helloworld

module add helloworld

更多介绍：https://blog.mrzhenggang.com/supercomputer-courses-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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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业管理系统

2.1 Slurm作业管理系统入门

• 2.1.1 天河系统架构

Internet

登陆节点

数据拷贝节点

存储节点

计算节点

管理节点

天
河
高
速
互
联
网说明：

1. 用户远程登录到登陆节点
2. 提交作业到计算节点进行计算
3. 数据存储在存储节点文件系统上



2.作业管理系统

2.1 Slurm作业管理系统入门

• 2.1.2 资源管理系统
组成

资源管理系统组成

资源管理系统主要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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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作业管理系统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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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作业管理系统

2.2 Slurm入门必备5个常用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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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作业管理系统

2.2 Slurm入门必备5个常用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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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作业管理系统

2.2 Slurm入门必备5个常用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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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作业管理系统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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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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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作业管理系统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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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作业管理系统

2.3 Slurm的排队机制

•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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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作业管理系统

2.3 Slurm的排队机制

•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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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作业管理系统

2.3 Slurm的排队机制

•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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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作业管理系统

2.4* Slurm进阶

• 2.4.1  作业提交更多的配置参数

1.如何设置线程数？-c

2.设置工作目录指定节点？ -w -x

3.指定任务名？ -J

• 2.4.2 多任务提交

1. 一次提交运行多个任务 https://blog.mrzhenggang.com/slurm-submit-multiple-tasks-at-once/

2. 如何使用TACC launcher来批量提交串行任务 https://blog.mrzhenggang.com/how-to-use-tacc-launcher/

3. 一行yhrun命令加载多个作业步 https://blog.mrzhenggang.com/slurm-multi-program/

4. 运行时长？ -t

5. 设置任务依赖关系？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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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编译入门

3.1 计算机语言

•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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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编译入门

3.2 编译文件

•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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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编译入门

3.2 编译文件

•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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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编译入门

3.2 编译文件

•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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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编译入门

3.2 编译文件

•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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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编译入门

3.2 编译文件

• 3.2.3 编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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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编译入门

3.3 Makefile

• 3.3.1 使用make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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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编译入门

3.3 Makefile

• 3.3.1 使用make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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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编译入门

3.4 编译项目程序

• 3.4.1 编译自带Makefile的程序

通常修改Makefile的时候，比较关注的内容包括：
1. 编译命令：CC CXX FC等
2. 编译参数：CPPFLAGS CFLAGS CXXFLAGS FCFLAGS
3. 链接参数：LDFLAGS
4. 内置宏/依赖库：配置宏定义，依赖库路径等

实例：
1. 编译数学库BLAS
2. 编译分子动力学软件LAMMPS



3.编译入门

3.4 编译项目程序

•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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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编译入门

3.4 编译项目程序

•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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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编译入门

3.4 编译项目程序

•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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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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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编译入门

3.4 编译项目程序

• 3.4.3 cmak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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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编译入门

3.5 编译完成后配置软件环境

•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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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编译入门

3.5 编译完成后配置软件环境

• 3.5.2 常见问题

• 找不到库
情况1：缺少系统库
在登陆节点可以加载一个module模块， module add loginnode

情况2：缺少自己编译时曾用到的依赖库
将库所在路径添加到LD_LIBRARY_PATH环境变量中。

• 找不到命令
使用 which 命令 可以寻找命令位置，如果命令不存在，可以将命令所在路

径添加到PATH环境变量中。



小结

培训主要内容

• 1. 用户账号环境变量配置
1. 使用 export PATH=/path/to/bin:$PATH 添加命令搜索路径；

2. 使用 export LD_LIBRARY_PATH=/path/to/bin:LD_LIBRARY_PATH 添加动态库搜索路径

3. 使用 module av|add|rm|list 等配置环境变量，可以自行编写modulefile文件增加mudule模块

• 2. 作业管理系统
1. 作业管理系统：天河系统架构，资源管理系统架构
2. 入门必备5个常用命令：yhi - yhrun - yhbatch - yhq - yhcancel
3. 排队机制：PD|R等，原则：先来先服务，小作业优先

• 3. 编译入门
1. 编译、编译器、常见编译器和编译命令
2. 编译过程
3. make工具使用、configure工具、cmake工具使用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