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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设置及进程的启动

设置环境变量：

source /etc/profile.d/openlava.sh

设置开机自启动：

chkconfig openlava on

chkconfig --list openlava

openlava       0:off 1:off 2:on 3:on 4:on 5:on 6:off

openlava安装目录：/share/apps/openlava



启动、查看、停止openlava进程：

$ service openlava status

lim pid: <19766>

res pid: <19768>

sbatchd pid: <19771>

lim mbatchd: <19776>

service openlava start|status|stop

管理节点会显示上述四个进程，计算节点只有三个，没有mbatchd进程



提交作业脚本： test.lsf

用户可将此脚本拷贝到自己的工作目录，做简单修改后使用。

提交作业方法：bsub < test.lsf

注意：这里有个<符号

脚本内容见下页：

方法一：编写lsf提交作业的脚本

提交作业



#!/bin/bash

#BSUB -J caryontest

#BSUB -q normal

#BSUB -n 32

#BSUB -R span[ptile=16]

#BSUB -o out.%J.txt

#BSUB –m pool1

mpirun -bootstrap lsf /share/apps/platform/helloworld

作业名称

队列名称,必须指定

作业使用的CPU核数，建议为每节点核数的倍数

每节点分配20核，如不写此项，lsf将自动分配

指定节点或节点组提交作业，若无必要不建议指定节点，
若要使用此项，请将前面的#只保留一个。若需指定多个节
点：#BSUB –m “c0301 c0302”， 此处pool1代表节点组

输出文件，%J代表
作业号

mpirun的参数
执行程序，若用户有自己编译的程序，

请修改为自己的程序路径名称



#BSUB -J xhpltest

#BSUB -q normal

#BSUB -n 256

#BSUB -R span[ptile=8]

#BSUB -o out.%J

#BSUB -e error.%J

#BSUB -x

source  /share/apps/intel/ipsxe2015u5/parallel_studio_xe_2015/psxevars.sh  >/dev/null 2>&1

export I_MPI_DAPL_DIRECT_COPY_THRESHOLD=655360

export I_MPI_EAGER_THRESHOLD=128000

##cp HPL_offload.dat  HPL.dat 

##mpirun -bootstrap lsf ~/intel64/xhpl_intel64

##env |grep LSB > debug.txt

echo $LSB_HOSTS|sed 's/ /\n/g'|uniq -c|awk '{print $2}' > ./hostlist.$LSB_JOBID

mpirun -machinefile ./hostlist.$LSB_JOBID -np $LSB_DJOB_NUMPROC ~/intel64/xhpl_intel64 

##rm -rf ./hostlist.$LSB_JOBID

echo "Tested on host: `hostname`"
mpirun的参数-machinefile 和 -np

更“传统”的MPI提交参
数

run_xhpl.traditional.lsf



#/bin/bash

#BSUB -J fluent1
#BSUB -q normal
#BSUB -n 560
#BSUB -R span[ptile=28]
#BSUB -o out.%J
#BSUB -e error.%J
##BSUB -x

/share/apps/ansys_inc/v172/fluent/bin/fluent -pib -g 3d -t $LSB_DJOB_NUMPROC \
-cnf=$LSB_DJOB_HOSTFILE -i 250.jou 1 > 250.out

Fluent提交作业的脚本



#!/bin/bash

#BSUB -q normal

#BSUB -o out%J.txt

#BSUB -e error%J.txt

#BSUB -J startest

#BSUB -n 56

#BSUB -R "span[ptile=28]"

##BSUB -R "span[hosts=1]"

/share/apps/CD-adapco/11.06.010-R8/STAR-CCM+11.06.010R8/star/bin/starccm+ \

-rsh ssh -batchsystem lsf -batch iteration.java suo1-8-steady-65.sim

StarCCM提交作业的脚本



方法二：直接命令行提交

#bsub -J paratera -q normal -n 32 -R "span[ptile=16]" 

-o out.%J.txt -m pool1 mpirun --bootstrap  lsf

/share/apps/platform/helloworld

与上述脚本方式提交效果相同



查看作业命令：bjobs

作业号 作业状态

运行作业的节点列表 提交作业时间

查看作业



查看某个作业的详细信息：bjobs –l jobid



查看某个作业运行过程的屏幕输出： bpeek jobid



杀掉作业命令：bkill  jobid

普通用户只可以杀掉自己作业，管理员可以杀掉任意用户作业



再次查看作业状态：bjobs –a

-a查看所有作业，包括近期（一小时内）结束的作业

作业状态：RUN表示作业正在运行
DONE表示作业运行正常结束

EXIT表示作业退出，出错退出或被用户杀掉



查看历史作业信息：bhist

-u all 指定查询用户，
all代表所有用户

-C 指定查询时间段



-l 表示显示详细信息，110表示作业号



查看节点状态：bhosts

节点状态：ok节点正常可用，closed节点核数已满，unavail节点不可达，
一般是因为节点未开机或lsf进程没有正常启动

节点的核数 作业正在使用的核数

提交的该节点的作业核数

其他常用命令



查看节点负载：lsload

节点负载状态：ok表示正常，unavail表示节点未正常启动或lsf未启动，busy表
示节点负载过高，如20个核的节点运行了40个vasp进程就会出现busy的情况

r15s, r1m, r15m分别表示CPU队
列长度的15秒，1分钟，15分钟平

均值，正常情况下此值与该节点运
行的作业使用的CPU核数接近

CPU利用率

该节点/tmp

目录剩余可
使用存储空

间

该节点剩
余可使用

内存



查看队列状态：bqueues

队列优先级

队列状态

提交到该队列的作业核数

该队列运行作业的总CPU核数



查看集群状态：lsid



查看节点配置：lshosts



想了解更多关于上述命令的参数，可使用-h参数或man, 如

bqueues –h

man bqueues



bkill <jobid>后作业有残留进程（开源软件弱点），怎么办？

bsub < run_xhpl.traditional.lsf

bpeek 2949

bkill 2949

/share/bin/ido.sh ./hostlist.2949 "ps -ef |grep xhpl"

/share/bin/ido.sh ./hostlist.2949 "killall -9 xhpl_intel64”

遍历计算节点，清除残留进程



相关配置文件

lsf.conf
所在目录：$LSF_TOP/conf

lsf安装后生产，保存了lsf的配置信息。lsf进程及一些lsf命令会读取此配置文件，修
改此文件一定要小心谨慎。

lsf.cluster.clustername
所在目录：$LSF_TOP/conf

保存了lsf集群的配置信息，包括lsf管理员，lsf主机，lsf资源等信息：
内容见下页

若修改上述文件需执行
lsadmin reconfig

badmin reconfig

使之生效



lsf主机配置部分，
增加或删除lsf节点，
即修改此处

1表示为LSF server，
0表示为LSF client



lsb.queues
所在目录：$LSF_TOP/lsbatch/$clustername/configdir

此文件用来配置lsf队列信息。

lsb.hosts
所在目录：$LSF_TOP/lsbatch/$clustername/configdir

此文件用来配置lsf主机相关信息。

lsb.users
所在目录：$LSF_TOP/lsbatch/$clustername/configdir

此文件用来配置lsf用户相关信息。

lsb.applications
所在目录：$LSF_TOP/lsbatch/$clustername/configdir

此文件用来配置lsf应用相关信息。

若修改上述文件需执行
badmin reconfig

使之生效



lsb.queues
队列名字

队列优先级

禁止提交交互式作业
采用公平调度算法

设置哪些用户可以使用此队列，all或注释掉此行表示所有用户

设置此队列作业可提交到哪些主机，all或注释掉此行表示所有主机



lsb.users

设置用户组及用户组成员

设置用户及用户组的最大可提交作业数，即jobslots,默认即为cpu co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