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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档说明了性能分析器中针对使用MPI的程序的多种功能。

支持的平台
本Oracle Solaris Studio发行版支持使用 SPARC系列处理器体系结构的平台（运行
Oracle Solaris操作系统），以及使用 x86系列处理器体系结构的平台（运行Oracle
Solaris或特定的 Linux系统）。

本文档使用以下术语说明 x86平台之间的区别：

■ "x86"泛指 64位和 32位的 x86兼容产品系列。
■ "x64"指特定的 64位 x86兼容CPU。
■ “32位 x86”指出了有关基于 x86的系统的特定 32位信息。

在 SPARC和 x86系统中，特定于 Linux系统的信息仅指受支持的 Linux x86平台，而特
定于Oracle Solaris系统的信息仅指受支持的Oracle Solaris平台。

有关受支持的硬件平台和操作系统发行版的完整列表，请参见《Oracle Solaris
Studio 12.3发行说明》。

Oracle Solaris Studio文档
可以查找Oracle Solaris Studio软件的完整文档，如下所述：

■ 产品文档位于Oracle Solaris Studio文档Web站点，包括发行说明、参考手册、用户
指南和教程。

■ 代码分析器、性能分析器、线程分析器、dbxtool、DLight和 IDE的联机帮助可以在
这些工具中通过 "Help"（帮助）菜单以及 F1键和许多窗口和对话框上的 "Help"（帮
助）按钮获取。

■ 命令行工具的手册页介绍了工具的命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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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者资源
对于使用Oracle Solaris Studio的开发者，可访问Oracle Technical Network Web站点来查
找以下资源：

■ 有关编程技术和最佳做法的文章
■ 软件最新发行版完整文档的链接
■ 有关支持级别的信息
■ 用户论坛。

获取Oracle支持
Oracle客户可通过My Oracle Support获取电子支持。有关信息，请访问 http://

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info，或访问 http://www.oracle.com/

pls/topic/lookup?ctx=acc&id=trs（如果您听力受损）。

印刷约定
下表介绍了本书中的印刷约定。

表P–1 印刷约定

字体或符号 含义 示例

AaBbCc123 命令、文件和目录的名称；计算机屏幕输出 编辑 .login文件。

使用 ls -a列出所有文件。

machine_name% you have mail.

AaBbCc123 用户键入的内容，与计算机屏幕输出的显示
不同

machine_name% su

Password:

aabbcc123 要使用实名或值替换的命令行占位符 删除文件的命令为 rm filename。

AaBbCc123 保留未译的新词或术语以及要强调的词 这些称为Class选项。

注意：有些强调的项目在联机时
以粗体显示。

新词术语强调 新词或术语以及要强调的词 高速缓存是存储在本地的副本。

请勿保存文件。

《书名》 书名 阅读《用户指南》的第 6章。

前言

Oracle Solaris Studio 12.3：性能分析器MPI教程 • 2012年 1月6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olarisstudio
https://forums.oracle.com/forums/category.jspa?categoryID=280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info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info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trs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trs


命令中的 shell提示符示例
下表显示了Oracle Solaris OS中包含的缺省UNIX shell系统提示符和超级用户提示
符。请注意，在命令示例中显示的缺省系统提示符可能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
Oracle Solaris发行版。

表 P–2 shell提示符

shell 提示符

Bash shell、Korn shell和 Bourne shell $

Bash shell、Korn shell和 Bourne shell超级用户 #

C shell machine_name%

C shell超级用户 machine_name#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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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分析器MPI教程

本教程的目的是从头到尾说明如何使用Oracle Solaris Studio 12.3性能分析器的MPI功
能。本教程使用样例程序来演示如何使用 "MPI Timeline"（MPI时间线）和 "MPI
Chart"（MPI图表）标签。

关于MPI和性能分析器
MPI即消息传递接口，是一种用于并行和分布式计算的标准API。本文档假定您曾经开
发过使用MPI并在分布式系统（如群集）中运行的应用程序，具有这方面的经验。本
文档不介绍如何设置分布式计算环境或如何使用MPI。

您可以使用性能分析器来检查MPI应用程序，从而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

■ 调试MPI代码是否可明显改善性能？
■ 影响MPI性能的主要因素是同步还是数据传输？
■ 程序是否存在负载失衡？
■ 程序执行完成一次迭代的时间是多长？
■ 程序性能达到稳定需要多长时间？
■ 程序执行中的消息传递模式是什么？
■ 以下哪个最重要：长消息还是短消息？
■ 发送消息的进程是否与接收消息的进程同步？

尽管上面的问题范围太广，不能在一个文档中全部解答，但本教程将向您全面介绍性
能分析器的几个新功能，包括：

■ MPI时间线。以图形显示应用程序某次运行期间发生的MPI活动。
■ MPI图表。一种生成散点图和直方图的工具，可将MPI函数和MPI消息的性能数据
可视化。

■ MPI数据缩放和数据过滤。可用于在MPI时间线和MPI图表中扩大或缩小数据视图
的一系列控件。

1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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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I Timeline"（MPI时间线）标签以时间线形式显示测试程序某次运行的数据。初始
的时间线视图包含从运行开始到结束期间的所有MPI函数和MPI消息，并以图形方式
提供概括性的信息。您将了解如何展开此图形显示，从完整视图向下钻取到高度聚焦
的视图，该视图的粒度可达到单个函数。"MPI Timeline"（MPI时间线）标签提供了多
种缩放、平移和检查数据的方式，可与 "MPI Chart"（MPI图表）标签结合使用。通过
"MPI Chart"（MPI图表）标签，可以用图表绘制有关函数和消息的统计数据，帮助您
了解在运行期间发生了什么。

有关性能分析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Studio 12.3：性能分析器》手册。

针对本教程的设置
性能分析器与消息传递接口 (Message Passing Interface, MPI)标准的多个实现结合使
用，其中包括Oracle Message Passing Toolkit，该工具包是一个高度优化的Open MPI实
现，它适用于Oracle Sun x86和基于 SPARC的系统。

注 – Oracle Message Passing Toolkit产品以前称为 Sun HPC ClusterTools，在Oracle Web页
面和文档中您可能会同时看到这两个名称。Sun HPC ClusterTools的最新版本是 8.2.1c
版。该产品的下一个版本为Oracle Message Passing Toolkit 9，在Oracle Solaris 11的软件
包系统信息库中已提供该版本。

通过运行无任何附加参数的 collect命令，可查看与性能分析器结合使用的MPI版本
的列表。

本教程基于名为 ring_c的MPI样例应用程序介绍了如何使用性能分析器。

您必须为本教程配置好一个群集并使其正常运行。

获取MPI软件
尽管本教程使用来自Oracle的MPI软件，但是您也可以使用Open MPI，它可从Open
MPI Web站点 (http://www.open-mpi.org)获取。

有关Oracle Message Passing Toolkit软件的信息位于 http://www.oracle.com/us/

products/tools/message-passing-toolkit-070499.html。该站点提供了下载该软件的
链接，但如果您这样做的话，请改用以下详细说明。

适用于Oracle Solaris 10和 Linux的MPI软件
对于本教程，您可在Oracle Solaris 10或 Linux上使用 Sun HPC ClusterTools 8及其更
新。有关下载 Sun HPC ClusterTools 8.2.1c的信息，请参见以下说明。

针对本教程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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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适用于Oracle Solaris 10和 Linux的 Sun HPC ClusterTools：

1. 登录到My Oracle Support (http://support.oracle.com)。您必须具有Oracle Solaris
或Oracle Solaris Studio的支持合同才能下载该软件。

2. 在搜索框中键入 ClusterTools，然后单击搜索按钮。

3. 在页面左侧的 "Refine Search"（缩小搜索范围）区域中，单击 "Patches"（修补程
序）。

4. 单击 HPC-CT-8.2.1C-G-F - HPC ClusterTools 8.2.1c。

5. 单击 "Download"（下载）按钮，按照对话框中的说明下载包含ClusterTools软件的
压缩文件。

6. 文件下载后，将其解压缩到系统的相应平台目录中。如果需要，可在此目录下解压
缩多个文件。

7. 按照《Sun HPC ClusterTools 8.2.1c Software Installation Guide》（Sun HPC
ClusterTools 8.2.1c软件安装指南）所述安装该软件，可在解压缩目录中找到该指南
的 PDF文件。请注意，该手册中介绍的顶级目录名称可能与解压缩目录中使用的路
径不匹配，但是子目录和程序名称均相同。

8. 将 /Studio-installation/bin目录和 ClusterTools-installation/bin目录添加到您的路径
中。

适用于Oracle Solaris 11的MPI软件
如果您运行的是Oracle Solaris 11，在Oracle Solaris 11发行版中已提供了Oracle Message
Passing Toolkit，它位于名为 openmpi-15的软件包中。有关安装和使用Oracle Message
Passing Toolkit的信息，请参见《How to Compile and Run MPI Programs on Oracle Solaris
11》（如何在Oracle Solaris 11上编译和运行MPI程序）一文。

有关在Oracle Solaris 11中安装软件的一般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文档库中
的《Adding and Updating Oracle Solaris 11 Software Packages》（添加并更新Oracle Solaris
11软件包）。

注 – Oracle Solaris 11软件包 openmpi-15中未提供本教程中使用的样例代码。如果安装的
是此版本，必须另外获取样例代码，如第 12页中的 “用于Oracle Solaris 11中Oracle
Message Passing Toolkit的样例代码”所述。您也可以通过下载Open MPI来获取样例代
码。

准备样例源代码

有关准备样例源代码的信息，请参见下文中适用于您的MPI软件的部分。

针对本教程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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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ClusterTools和Open MPI的样例代码
如果您采用的是 Sun HPC ClusterTools或Open MPI，您必须在所有群集节点都可访问
的一个位置中制作 examples目录的一个可写副本。

例如：

■ 如果您采用的是 Sun HPC ClusterTools 8.2.1c，请将
/opt/SUNWhpc/HPC8.2.1c/sun/examples目录复制到您有写访问权限的共享目录。

■ 如果您采用的是Open MPI 1.4.4，请将 openmpi-1.4.4/examples目录复制到您有写
访问权限的共享目录。

用于Oracle Solaris 11中Oracle Message Passing Toolkit的样例代码
Oracle Solaris 11 openmpi-15软件包中未包含样例代码。在附录 B，教程的样例代码中提
供了 ring_c.c的源代码以及用于生成该程序的 Makefile。您可以通过复制这些文件的
文本来自行创建 ring_c.c和 Makefile。

创建文件：

1. 在所有群集节点都可访问的一个位置中创建名为 examples的目录。

2. 使用鼠标或键盘从附录 B，教程的样例代码复制 ring_c.c的源代码和 Makefile，然
后将文本粘贴到文本编辑器中。

3. 将这些文件保存在您的 examples目录下。

编译并运行样例程序
编译并运行样例程序：

1. 将目录更改为新的 examples目录。

2. 生成 ring_c示例。

% make ring_c

mpicc -g -o ring_c ring_c.c

使用 -g选项编译该程序，这样可允许性能分析器的数据收集器将MPI事件映射为
源代码。

3. 使用 mpirun运行 ring_c示例，以确保其可正常运行。ring_c程序只是将消息从进
程环中的一个进程传递给下一个进程，然后终止。

以下示例介绍了如何在双节点群集上运行该程序。在主机文件中指定了节点名称以
及每个节点上要使用的插槽数。本教程使用了 25个进程，并在每个主机上指定了一
个插槽。您应指定适用于您系统的进程数和插槽数。有关指定主机和插槽的更多信
息，请参见 mpirun(1)手册页。您也可以在不属于群集的独立主机上运行此命
令，但产生的结果没有那么显著的教学意义。

本示例的的主机文件名称为 clusterhosts，包含以下内容：

针对本教程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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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A slots=1

hostB slots=1

您必须有权对每个主机使用远程 shell（ssh或 rsh）而无需登录主机。默认情况
下，mpirun使用 ssh。

% mpirun -np 25 --hostfile clusterhosts ring_c

Process 0 sending 10 to 1, tag 201 (25 processes in ring)

Process 0 sent to 1

Process 0 decremented value: 9

Process 0 decremented value: 8

Process 0 decremented value: 7

Process 0 decremented value: 6

Process 0 decremented value: 5

Process 0 decremented value: 4

Process 0 decremented value: 3

Process 0 decremented value: 2

Process 0 decremented value: 1

Process 0 decremented value: 0

Process 0 exiting

Process 1 exiting

Process 2 exiting

.

.

.

Process 24 exiting

运行此命令后，如果得到类似输出，即可收集有关示例应用程序的数据，如下一节
所示。

如果 mpirun使用 ssh出现问题，请尝试在 mpirun命令中使用 --mca plm_rsh_agent rsh

选项，以使用 rsh命令进行连接：

% mpirun -np 25 --hostfile clusterhosts --mca plm_rsh_agent rsh -- ring_c

收集有关 ring_c示例的数据
1. 转到 example二进制文件和源代码所在的目录。

2. 运行以下命令：

% collect -M OMPT mpirun -np 25 --hostfile clusterhosts -- ring_c

运行该命令可能需要花费一些时间，输出应与通过 mpirun命令运行的测试相同。

-M OMPT选项表示MPI版本是Oracle Message Passing Toolkit。有关支持的MPI版本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collect(1)手册页。

-np 25选项指定在群集中有 25个进程，--hostfile clusterhosts表示节点名称以
及每个节点上要使用的插槽数在名为 clusterhosts的文件中指定。

收集有关 ring_c示例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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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命令指定在两个主机上使用 25个进程，并在每个主机上指定一个插槽。您应指定
适用于您系统的进程数和插槽数。

3. 列出新建的 test.1.er目录的内容，并确保文件日期反映的是最新的执行。这意味
着您成功运行了此命令，接下来可以对 ring_c运行性能分析器。每运行一次收集命
令，test.1.er中的整数就会随之递增，所以本教程的剩余部分将此名称通称为
test.*.er。

打开实验
1. 转到包含 ring_c.c源文件、ring_c可执行文件和 test.*.er目录的目录。

2. 从命令行启动性能分析器：

% analyzer

性能分析器将打开一个文件浏览器，以便您查找和打开实验。如果没有，请选择
"File"（文件）> "Open Experiment"（打开实验）。

3. 找到刚创建的 test.*.er实验并将其打开。性能分析器窗口应类似下图。

打开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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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 "MPI Timeline"（MPI时间线）标签中打开实验。该标签旁边是 "MPI Chart"（MPI
图表）标签。在右侧面板中，您可看到 "MPI Chart Controls"（MPI图表控件）和 "MPI
Timeline Controls"（MPI时间线控件）标签。

"MPI Timeline"（MPI时间线）显示了一个数据视图，其中包含在通过收集器运行程序
期间随时间变化的数据。水平轴显示的是经过的时间。底部水平轴显示的是相对时
间，其起始点是视图的左边缘。顶部水平轴显示的是绝对时间，其起始点是数据的开
始时间。垂直轴显示的是MPI进程号。对于每个MPI进程，您可从水平方向查看，将
进程状态视为经过时间的函数，对其进行分析。

此初始时间线视图可回答以下问题：程序执行的时间范围是多大？此屏幕抓图显示的
时间范围大约为 5秒。但是，实际运行时间是从 3.90到 4.05秒，在此期间应用程序处
于稳定状态。collect工具使用 MPI_Init和 MPI_Finalize开始和终止数据收集。

打开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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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PI时间线内导航
1. 单击 "MPI Timeline"（MPI时间线）标签（如果未选择）。
2. 单击任意进程行并从左向右拖动可放大数据，如下图中的方向箭头所示。释放鼠标
按钮后，框中的区域将自动扩展，显示一个放大的视图。

时间线左上方的缩放滑块控件可代替单击和拖动操作。

使用水平滑块可更改时间范围。随着放大，您将看到时间单位渐渐变小，不过仍显
示所有进程。

使用垂直滑块可放大MPI进程。

单击 "MPI Timeline Controls"（MPI时间线控件）标签中的 "Revert to Previous
Zoom"（恢复到上一缩放）按钮（如下所示）将返回到上一级缩放。

再次单击 "Revert to Previous Zoom"（恢复到上一缩放）按钮将返回到首次缩放。
3. 通过滑动时间线底部和右侧的滚动条可平移数据。
或者，通过单击 "MPI Timeline Controls"（MPI时间线控件）标签中的手形图标在用
于缩放的指针与用于平移的指针之间进行切换。

在MPI时间线内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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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指针是一只手，您可以拖动整个MPI时间线在水平方向平移。

查看消息详细信息
1. 通过单击位于缩放滑块左上方的 "Zoom Reset"（缩放重置）按钮，可将视图重置为
原始、最大、缩小视图。

2. 使用鼠标水平拖动活动区域来放大该区域，使其类似下图。

查看消息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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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放大的时间线视图中，您现在可以看到程序执行的稳定状态部分出现在 3.93秒到
4.03秒。

还可以看到MPI函数都使用颜色标注。事件之间的黑色连线表示MPI进程所交换的
端到端消息。

使用该时间线视图，可以回答以下问题：在相同模式再次出现之前，一次迭代需要
多长时间？答案为大约 10毫秒。查看底部的相对时间刻度轴，可以看出循环多久重
复一次。

3. 单击黑色消息线中的一个。

该线将变红，有关该消息的详细信息将显示在右侧面板的 "MPI Timeline
Controls"（MPI时间线控件）标签中。

查看消息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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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MPI Timeline Controls"（MPI时间线控件）标签中，找到 "Message Display
Limiter"（消息显示限制器）滑块，然后单击该滑块并将其拖动到 "Min"（最小
值），如下所示。

"Message Display Limiter"（消息显示限制器）滑块控制屏幕上显示的消息线的数
量。置于 "Min"（最小值）时，"MPI Timeline"（MPI时间线）标签中只显示函数。

查看消息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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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简单示例中，可以显示所有消息。但是，显示复杂应用程序中的所有消息会使
工具不堪重负并使屏幕过于杂乱而难以使用。请选择较低的限制值以减少时间线中
显示的消息数。如果显示的消息量低于 100%，所用的消息是那些对消息发送和接收
函数总用时影响最大的消息。

5. 将 "Message Display Limiter"（消息显示限制器）滑块设回 "Max"（最大值）。

查看函数详细信息和应用程序源代码
1. 单击 "MPI Timeline"（MPI时间线）标签中的一个 MPI_Recv函数事件。

该函数将以黄色突出显示，有关该函数的详细信息将显示在右侧的 "MPI Timeline
Controls"（MPI时间线控件）标签中。

2. 在 "MPI Timeline Controls"（MPI时间线控件）标签中，您可以看到调用堆栈。如果
看到标签为 "Show Call Stack if available"（显示调用堆栈（如果有））的按钮，请单
击该按钮。

几分钟后，所突出显示的状态的调用堆栈将显示在 "MPI Timeline Controls"（MPI时
间线控件）标签中：

3. "MPI Timeline Controls"（MPI时间线控件）标签中显示 "Call Stack for Selected
Event"（所选事件的调用堆栈）后，单击 main + 0x00000198, line 53 in

"ring_c.c。

查看函数详细信息和应用程序源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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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性能分析器主面板中的 "Source"（源）标签。

如果收到 Object file (unknown) not readable 这类消息，请确保您选中了堆栈帧
main + 0x00000198, line 53 in "ring_c.c。

注 –仅当源位于通过收集器运行程序时它所在的位置时，或者位于在 .er.rc或
"View"（视图）> "Set Data Presentation"（设置数据显示）> "Search Path"（搜索路
径）中设置的 $expts路径中时，源才可见。此外，还需要使用 -g编译源。如果源
代码不可见，可能是您未从包含 ring_c二进制文件和源代码的目录启动分析器。如
果是这种情况，请退出性能分析器，转到包含 ring_c的目录，然后重新启动分析
器。

如果源可见，它应显示 main()调用 MPI_Recv()函数的位置。如下所示，源中的第
53行调用了 MPI_Recv()。值较高的度量会突出显示：与第 53行关联的接收次数为
274，与第 60行的 MPI_Send()关联的发送次数为 274。

查看函数详细信息和应用程序源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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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屏幕抓图中显示的是精简后的度量。您可以通过选择 "View"（视图）> "Set
Data Presentation"（设置数据显示）> "Metrics"（度量），选择更多要显示的度量。

5. 单击性能分析器主面板中的 "Functions"（函数）标签。

"Functions"（函数）标签在表的左侧列中显示相同的MPI发送和MPI接收度量。您
可以单击列标题对该表进行排序。

提示 –屏幕抓图显示了 "Functions"（函数）标签中精简后的度量。通过选择
"View"（视图）> "Set Data Presentation"（设置数据显示）> "Metrics"（度量）可选择
要显示的度量。

6. 单击 "MPI Timeline"（MPI时间线）标签返回到MPI时间线。

请勿单击常规 "Timeline"（时间线）标签，因为它不适用于MPI程序。

查看函数详细信息和应用程序源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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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PI标签中过滤数据
借助过滤功能，您可选择以不同视图来显示收集的消息传递数据。您可以在 "MPI Chart
Controls"（MPI图表控件）标签或 "MPI Timeline Controls"（MPI时间线控件）标签中
使用过滤控件删除过滤器和重新应用过滤器。

第一个控件可将当前不在视图中的数据过滤掉（即将其删除）。

第二个控件为 "Remove"（删除）按钮，它提供了一个关联的下拉列表，用来删除过滤
器。单击该按钮将删除您应用的最后一个过滤器。单击向下箭头将显示已应用过滤器
的列表，这些过滤器按应用顺序显示，最后应用的显示在列表的顶部。在该列表中选
择一个过滤器后，将删除所选过滤器及列表中该过滤器上方的所有过滤器。

第三个控件为 "Reapply"（重新应用）按钮，它也提供了一个关联的下拉列表，用来重
新应用过滤器。单击该按钮将重新应用您删除的最后一个过滤器。单击向下箭头将打
开已删除的所有过滤器的列表，这些过滤器按其删除顺序显示。在该列表中选择一个
过滤器后，将重新应用所选过滤器及列表中该过滤器上方的所有过滤器。

您可以使用这些箭头删除和重新应用过滤器，与在Web浏览器中使用前进和后退类
似。您还可以使用过滤器按钮旁的向下箭头，一次删除和重新应用多个过滤器。

以下步骤介绍了如何使用过滤器过滤掉 MPI_Init和 MPI_Finalize函数来聚焦到程序的
稳定状态部分。

1. 在时间线上，水平拖动鼠标选择一个区域，使 MPI_Init和 MPI_Finalize不再可
见。在以下示例中，从 t=3.93拖动到 4.03。

在MPI标签中过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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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 "MPI Timeline Controls"（MPI时间线控件）标签中的 "Filter"（过滤器）按钮。

由于在此视图中过滤效果不明显，可能看起来没有变化，通过缩小操作或查看图表
来更改视图后，您就可看出差异。

3. 单击 "Revert to Previous Zoom"（恢复到上一缩放）按钮返回至上一缩放。

现在视图中以白色区域代替 MPI_Init和 MPI_Finalize函数。白色区域表示该区域没
有收集MPI数据，或者数据已被过滤掉。

在MPI标签中过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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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过滤堆栈
1. 单击 "Remove"（删除）向下箭头，显示已应用过滤器的列表。

该列表用于选择要删除的过滤器。它的工作原理类似于堆栈：如果您选择 "No
filters applied"（没有应用过滤器），它上方的所有项都将被取消，意味着没有
应用任何过滤器。

2. 从 "Remove"（删除）列表中选择 "No filters applied"（没有应用过滤器）。现
在，时间线应类似下图。

在MPI标签中过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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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 "Reapply"（重新应用）恢复上一过滤器。

4. 在转到下一节之前，请确认 MPI_Init和 MPI_Finalize已被过滤掉且如之前一样显示
白色区域。

使用 "MPI Chart"（MPI图表）标签
请在已过滤掉 MPI_Init和 MPI_Finalize的情况下，学习了解MPI图表功能。初始图表
显示哪些函数用时最长。

1. 单击 "MPI Chart"（MPI图表）标签，将看到类似下图的图表。

使用 "MPI Chart"（MPI图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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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开的 "MPI Chart"（MPI图表）标签中，图表显示函数在所有进程中运行的持续
时间的总和。图表右侧垂直的彩色尺显示颜色和值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此示例
中，MPI_Send和 Application函数用时很少，而 MPI_Recv的累计时间大约为 3秒。

2. 单击 MPI_Recv函数栏。

将在 "MPI Chart Controls"（MPI图表控件）标签中显示该栏的确切值。

在该特定应用程序中，每个进程在令牌传递到下一个其他进程之前都在等待。因
此，大量的时间用于 MPI_Recv，而 Application仅占用很少一点时间，该状态表示MPI
函数之间的时间。稍后您将看到，将消息传送到一个进程号所发生的延迟妨碍了所有
其他进程号的执行。

使用 "MPI Chart Controls"（MPI图表控件）
本节说明了如何使用 "MPI Chart Controls"（MPI图表控件）标签以不同方式绘制数
据。某些图表选项可能比其他选项更有用，具体取决于所分析的程序。有关所有MPI
图表控件的说明，请参见附录A，MPI图表控件设置。

使用 "MPI Chart"（MPI图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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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图表显示消息从何处发送

1. 通过在 "MPI Chart Controls"（MPI图表控件）标签中选择以下选项来创建图表查看
消息：

Data Type（数据类型）： Messages（消息）

Chart（图表）： 2–D Chart（2–D图表）

X Axis（X轴）： Send Process（发送进程）

Y Axis（Y轴）： Receive Process（接收进程）

Metric（度量）： Duration（持续时间）

Operator（运算符）： Maximum（最大值）
2. 单击 "Redraw"（重画），然后您将看到类似下图的图表：

使用 "MPI Chart"（MPI图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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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表显示进程 0只向进程 1发送消息。进程 1只向进程 2发送消息，依此类推。每
个方框的颜色由所选的度量（持续时间）和运算符（最大值）决定。由于该图表的
"Data Type"（数据类型）为 "Messages"（消息），因此该图表示消息的持续时间总
和，或时间维中消息线的长度。

图表颜色表示进程号之间的最大消息持续时间。在此示例中，接收用时最长的消息
是从 P14发送到 P15的消息。

创建图表显示哪些进程号接收消息的等待时间最长

1. 在 "MPI Chart Controls"（MPI图表控件）标签中选择以下选项：

Data Type（数据类型）： Messages（消息）

Chart（图表）： Y Histogram（Y直方图）

X Axis（X轴）： N/A

Y Axis（Y轴）： Receive Process（接收进程）

Metric（度量）： Duration（持续时间）

Operator（运算符）： Maximum（最大值）
2. 单击 "Redraw"（重画）绘制新的图表。

使用 "MPI Chart"（MPI图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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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示例中，图表显示 P15进程号接收消息的等待时间最长。
3. 要用直方图显示这些持续时间长的消息的发生时间，请为控件选择以下选项：

Data Type（数据类型）： Messages（消息）

Chart（图表）： X Histogram（X直方图）

X Axis（X轴）： Receive Time（接收时间）

Y Axis（Y轴）： N/A

Metric（度量）： Duration（持续时间）

Operator（运算符）： Maximum（最大值）
4. 单击 "Redraw"（重画），您将看到类似下图的图表：

使用 "MPI Chart"（MPI图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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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示例中，最慢的消息在 3.981秒时接收。

了解速度慢的消息对MPI函数用时的影响
要了解持续时间长的消息的影响，可创建显示函数持续时间与经过时间的图表。

1. 通过在 "MPI Chart Controls"（MPI图表控件）标签中选择以下选项来创建图表查看
消息：

Data Type（数据类型）： Functions（函数）

Chart（图表）： 2–D Chart（2–D图表）

X Axis（X轴）： Exit Time（退出时间）

Y Axis（Y轴）： Duration（持续时间）

Metric（度量）： Duration（持续时间）

Operator（运算符）： Maximum（最大值）
2. 单击 "Redraw"（重画）。

使用 "MPI Chart"（MPI图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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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示例中，图表显示某些时间区域存在持续时间长的函数。请注意，在 t=3.99
时，函数持续时间超过 20秒。该时间对应于上一图表中显示的较长的消息传递时
间。

3. 拖动出一个方框包围这些持续时间长的函数，对其进行放大，以便单独查看这些函
数：

使用 "MPI Chart"（MPI图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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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 "Filter"（过滤器）按钮，仅检查这些函数调用。

使用 "MPI Chart"（MPI图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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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 "MPI Timeline"（MPI时间线）标签。
您现在可以在MPI时间线上找出持续时间长的函数了。这些函数是因传送时间长的
消息导致的。

使用 "MPI Chart"（MPI图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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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 "Remove"（删除）和 "Reapply"（重新应用）按钮，切换持续时间长的函数的显
示背景。

有关MPI图表控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见附录A，MPI图表控件设置。

结论
通过Oracle Solaris Studio性能分析器，您可以监测复杂多线程应用程序的性能并确定问
题区域。本教程介绍的简单示例展示了检查MPI函数和消息之间关系的基本方法。使
用MPI时间线、MPI图表以及缩放和过滤功能，您可以收集和处理性能数据，查看有
关程序、函数、源代码行和指令级别的度量，并在潜在性能问题成为部署问题之前找
出这些问题。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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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I图表控件设置

本附录介绍了Oracle Solaris Studio性能分析器中 "MPI Chart Controls"（MPI图表控
件）标签的所有设置。

图表属性
本节介绍了可在 "MPI Chart Controls"（MPI图表控件）标签中设置的一些属性，可使
用这些属性创建MPI实验数据图表。以下屏幕抓图显示了 "MPI Chart Controls"（MPI
图表控件）标签。

■ Data Type（数据类型）－控制图表中显示的数据的类型，可设置为以下值之一：
■ Functions（函数）－绘制关于程序使用的MPI函数的数据。有关可为函数图表
设置的属性，请参见第 38页中的 “函数图表属性”。

A附 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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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s（消息）－绘制关于在进程号之间发送的MPI消息的数据。有关可为消
息图表设置的属性，请参见第 39页中的 “消息图表属性”。

■ Chart（图表）－控制创建的图表的类型，可设置为以下值之一：
■ Y Histogram（Y直方图）－垂直轴上绘制有数据的一维图表，这些数据是水平轴
上另一度量的函数。您必须选择要在Y轴上绘制的数据的类型和X轴的度量。

■ X Histogram（X直方图）－水平轴上绘制有数据的一维图表，这些数据是垂直
轴上另一度量的函数。您必须选择要在X轴上绘制的数据的类型和Y轴的度
量。

■ 2-D chart（2-D图表）－数据绘制在X和Y轴上的二维图表，这些数据点形成
2-D方阵或散点图。您必须指定要在X和Y轴上绘制的数据以及度量。

■ X Axis（X轴）－选择要在水平轴上绘制的数据的类型，适用于X直方图或 2-D图
表。可用类型取决于您在 "Data Type"（数据类型）列表中选择的是 "Functions"（函
数）还是 "Messages"（消息）。在第 38页中的 “函数图表属性”和第 39页中的 “消
息图表属性”中介绍了可能的值。

■ Y Axis（Y轴）－选择要在垂直轴上绘制的数据的类型，适用于Y直方图或 2-D图
表。可用类型取决于您在 "Data Type"（数据类型）列表中选择的是 "Functions"（函
数）还是 "Messages"（消息）。在第 38页中的 “函数图表属性”和第 39页中的 “消
息图表属性”中介绍了可能的值。

■ Metric（度量）－选择将什么数据表示为X或Y的函数。在图表中度量值通过颜色
来表示。可用类型取决于您在 "Data Type"（数据类型）列表中选择的是
"Functions"（函数）还是 "Messages"（消息）。在第 38页中的 “函数图表属性”和第 39
页中的 “消息图表属性”中介绍了可能的值。

■ Operator（运算符）－选择用于合并图表中度量的方法。在第 39页中的 “运算符设
置”中介绍了可能的值。

函数图表属性
以下是绘制函数数据时可设置的图表属性。可为X轴、Y轴和度量选择以下属性。

■ Time (range)（时间（范围））－进入到退出函数的时间范围
■ Entry Time（进入时间）－调用函数的时间
■ Exit Time（退出时间）－函数返回到调用者的时间
■ Duration（持续时间）－进入到退出函数之间的时间差
■ Process（进程）－以数字顺序排列的MPI全局序号。每个函数调用都有一个唯一的
进程号与其关联。

■ Function（函数）－调用的MPI函数。
■ Send Bytes（发送字节）－MPI函数调用中发送的字节数
■ Receive Bytes（接收字节）－MPI函数调用中接收的字节数

函数图表属性

Oracle Solaris Studio 12.3：性能分析器MPI教程 • 2012年 1月38



■ 1（仅适用于度量）－将度量指定为 1可以简单地指定一个值始终为 1的属性。这可
用于对数据记录进行计数或标示是否存在数据。例如，要对每个函数的函数调用次
数进行计数，可做如下设置："Y Axis: Function"（Y轴：函数），"Metric: 1"（度
量：1），"Operator: Sum"（运算符：求和）。要检测是否进行了任何函数调用，可
设置 "Operator: Maximum"（运算符：最大值）。

消息图表属性
以下是绘制消息数据时可设置的图表属性。可为X轴、Y轴和度量选择以下属性。

■ Time (range)（时间（范围））－从消息发送到接收的时间范围
■ Send Time（发送时间）－发送消息的时间
■ Receive Time（接收时间）－接收消息的时间
■ Duration（持续时间）－发送和接收消息之间的时间差
■ Send Process（发送进程）－发送消息的进程
■ Receive Process（接收进程）－接收消息的进程
■ Communicator（通信器）－一个可任意定义的 ID，该 ID唯一标识用于发送和接收
消息的通信器（进程集合）

■ Tag（标记）－用于标识消息的MPI标记
■ Send Function（发送函数）－发送消息的函数
■ Receive Function（接收函数）－接收消息的函数
■ Bytes（字节）－消息中的字节数
■ 1（仅适用于度量）－将度量指定为 1可以简单地指定一个值始终为 1的属性。这可
用于对数据记录进行计数或标示是否存在数据。例如，要对发送消息的函数的函数
调用次数进行计数，可将 "Y Axis"（Y轴）设置为 "Send Function"（发送函数），将
"Metric"（度量）设置为 "1"，将 "Operator"（运算符）设置为 "Sum"（求和）。要检
测是否对发送消息的各个函数进行了函数调用，可将 "Operator"（运算符）设置为
"Maximum"（最大值）。

运算符设置
"Operator"（运算符）控件确定如何合并图表中的多个度量值，可设置为以下值之一：

■ Sum（求和）－计算选定度量的和，度量必须为以下值之一："Time"（时
间）、"Duration"（持续时间）、"Send Bytes"（发送字节）/"Receive Bytes"（接收字
节）或 "1"

■ Maximum（最大值）－计算选定度量的最大值，度量必须为以下值之
一："Time"（时间）、"Duration"（持续时间）、"Send Bytes"（发送字节）/"Receive
Bytes"（接收字节）或 "1"

运算符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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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mum（最小值）－计算选定度量的最小值，度量必须为以下值之
一："Time"（时间）、"Duration"（持续时间）、"Send Bytes"（发送字节）/"Receive
Bytes"（接收字节）或 "1"

■ Average（平均值）－计算选定度量的平均值，度量必须为以下值之一："Time"（时
间）、"Duration"（持续时间）、"Send Bytes"（发送字节）/"Receive Bytes"（接收字
节）或 "1"

■ Fair（公平）－"Fair"（公平）运算符可对任意类型的度量进行运算。在有多个度量
值同时分配给同一个图表 bin时，"Fair"（公平）运算符将“公平地”从中选取一个
值。例如，假设 90%的MPI消息使用通信器 MPI_COMM_WORLD，而其中 10%使用用户
定义的通信器 mycomm。如果将 "Communicator"（通信器）作为度量，将 "Fair"（公
平）作为运算符来创建消息图表，则该图表会报告 MPI_COMM_WORLD占用 90%的时
间，而 mycomm占用 10%的时间。

运算符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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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程的样例代码

本附录提供了本教程中使用的样例代码和Makefile。

示例 B–1 ring_c.c的样例代码

/*

* Copyright (c) 2004-2006 The Trustees of Indiana University and Indiana

* University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Copyright (c) 2006 Cisco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 Simple ring test program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pi.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rank, size, next, prev, message, tag = 201;

/* Start up MPI */

MPI_Init(&argc, &argv);

MPI_Comm_rank(MPI_COMM_WORLD, &rank);

MPI_Comm_size(MPI_COMM_WORLD, &size);

/* Calculate the rank of the next process in the ring. Use the

modulus operator so that the last process "wraps around" to

rank zero. */

next = (rank + 1) % size;

prev = (rank + size - 1) % size;

/* If we are the "master" process (i.e., MPI_COMM_WORLD rank 0),

put the number of times to go around the ring in the

message. */

if (0 == rank) {

message = 10;

B附 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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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B–1 ring_c.c的样例代码 （续）

printf("Process 0 sending %d to %d, tag %d (%d processes in ring)\n",
message, next, tag, size);

MPI_Send(&message, 1, MPI_INT, next, tag, MPI_COMM_WORLD);

printf("Process 0 sent to %d\n", next);

}

/* Pass the message around the ring. The exit mechanism works as

follows: the message (a positive integer) is passed around the

ring. Each time it passes rank 0, it is decremented. When

each processes receives a message containing a 0 value, it

passes the message on to the next process and then quits. By

passing the 0 message first, every process gets the 0 message

and can quit normally. */

while (1) {

MPI_Recv(&message, 1, MPI_INT, prev, tag, MPI_COMM_WORLD,

MPI_STATUS_IGNORE);

if (0 == rank) {

--message;

printf("Process 0 decremented value: %d\n", message);

}

MPI_Send(&message, 1, MPI_INT, next, tag, MPI_COMM_WORLD);

if (0 == message) {

printf("Process %d exiting\n", rank);

break;

}

}

/* The last process does one extra send to process 0, which needs

to be received before the program can exit */

if (0 == rank) {

MPI_Recv(&message, 1, MPI_INT, prev, tag, MPI_COMM_WORLD,

MPI_STATUS_IGNORE);

}

/* All done */

MPI_Finalize();

return 0;

}

以下代码显示了可用于生成 ring_c.c的 Makefile的内容，该Makefile包含在样例代码
中。

示例 B–2 用于生成 ring程序的Makefile

#

# Copyright (c) 2004-2005 The Trustees of Indiana University and Indiana

# University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Copyright (c) 2004-2005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and The University

教程的样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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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B–2 用于生成 ring程序的Makefile （续）

# of Tennessee Research Foundation. All rights

# reserved.

# Copyright (c) 2004-2005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Center Stuttgart,

# University of Stuttgart. All rights reserved.

# Copyright (c) 2004-2005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All rights reserved.

# Copyright (c) 2006-2007 Sun Micro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COPYRIGHT$

#

# Additional copyrights may follow

#

# $HEADER$

#

# Use the Open MPI-provided wrapper compilers. Note that gmake

# requires the CXX macro, while other versions of make (such as Sun’s

# make) require the CCC macro.

CC = mpicc

CXX = mpic++

CCC = mpic++

F77 = mpif77

FC = mpif90

# Using -g is not necessary, but it is helpful for example programs,

# especially if users want to examine them with debuggers. Note that

# gmake requires the CXXFLAGS macro, while other versions of make

# (such as Sun’s make) require the CCFLAGS macro.

CFLAGS = -g

CXXFLAGS = -g

CCFLAGS = -g

F77FLAGS = -g

FCFLAGS = -g

# Example programs to build

EXAMPLES = hello_c hello_cxx hello_f77 hello_f90 \

ring_c ring_cxx ring_f77 ring_f90 connectivity_c

# Default target. Always build the C example. Only build the others

# if Open MPI was build with the relevant language bindings.

all: hello_c ring_c connectivity_c

@ if test "‘ompi_info --parsable | grep bindings:cxx:yes‘" != ""; then \

$(MAKE) hello_cxx ring_cxx; \

fi

@ if test "‘ompi_info --parsable | grep bindings:f77:yes‘" != ""; then \

$(MAKE) hello_f77 ring_f77; \

fi

@ if test "‘ompi_info --parsable | grep bindings:f90:yes‘" != ""; then \

$(MAKE) hello_f90 ring_f90; \

fi

# The usual "clean" target

教程的样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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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B–2 用于生成 ring程序的Makefile （续）

clean:

rm -f $(EXAMPLES) *~ *.o

# Don’t rely on default rules for the fortran examples

hello_f77: hello_f77.f

$(F77) $(F77FLAGS) $^ -o $@

ring_f77: ring_f77.f

$(F77) $(F77FLAGS) $^ -o $@

hello_f90: hello_f90.f90

$(FC) $(FCFLAGS) $^ -o $@

ring_f90: ring_f90.f90

$(FC) $(FCFLAGS) $^ -o $@

教程的样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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