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析测试与计算中心超算平台使用手册 

一． 集群登录 

平台 2 台登录节点安装 portal 服务，使用账户登录集群操作界面，或使用 SSH 工具连接登

录节点，进行提交作业。详细操作请参考《LiCO 6.4.0 User Guide_20220811_zh-cn》。 

浏览器打开网址 https:// 219.217.229.12:443 和 https:// 219.217.229.74:443 。如下 

 

 

二． Slurm  作业调度系统 

SLURM （Simple Linux Utility for Resource Management）是一种可扩展的工作负载管理器，

已被全世界的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广泛采用。 它是免费且开源的，根据 GPL 通用公共许可

证发行。下表简要列出 Slurm 常用命令，如需详细命令参数请登录 Slurm 官方网站

https://slurm.schedmd.com/进行查阅。 

Slurm 概览 

Slurm 功能 

sinfo 集群状态 

squeue 排队作业状态 

sbatch 作业提交 

scontrol 查看和修改作业参数 



Slurm 功能 

sacct 已完成作业报告 

scancel 删除作业 

 

Slurm 环境变量 

Slurm 功能 

$SLURM_JOB_ID 作业 ID 

$SLURM_JOB_NAME 作业名 

$SLURM_JOB_PARTITION 队列的名称 

$SLURM_NTASKS 进程总数 

$SLURM_NTASKS_PER_NODE 每个节点请求的任务数 

$SLURM_JOB_NUM_NODES 节点数 

$SLURM_JOB_NODELIST 节点列表 

$SLURM_LOCALID 作业中流程的节点本地任务 ID 

$SLURM_ARRAY_TASK_ID 作业序列中的任务 ID 

$SLURM_SUBMIT_DIR 工作目录 

$SLURM_SUBMIT_HOST 提交作业的主机名 

 

 

三．LAMMPS  应用 

简介 

LAMMPS 是大规模原子分子并行计算代码，在原子、分子及介观体系计算中

均有重要应用，并行效率高，广泛应用于材料、物理、化学等模拟。 



编译 LAMMPS 

1、 下载 LAMMPS 

从以下官网链接中下载最新版本软件。 

https://www.lammps.org/download.html 

2、配置好 INTEL 编译器环境。 

source /share/software/intel/oneapi/setvars.sh  

[root@cn001 build]# which icc 

/share/software/intel/oneapi/compiler/2022.0.2/linux/bin/intel64/icc 

3、解压源文件包，并执行编译，生成 lmp 可执行程序。 

tar xvf lammps.xxxx 

cd lammps 

mkdir build 

cd build 

cmake  -DCMAKE_INSTALL_PREFIX=/share/software/lammps -DBUILD_MPI=yes -

DBUILD_OMP=yes  ../cmake 

make   

make install 

4、单机和多机测试 

mpirun -np 4  lmp < in.deposit.atom 

mpirun -np 4 -host  cn001,cn002 -ppn 2  lmp < in.deposit.atom 

 slurm 作业文件示例 

 

此文件位于 

/share/software/demo/lammps/  

需要将此文件夹和对应的输入文件复制到 home 目录后提交作业. 

cp /share/software/demo/lammps/{in.deposit.atom,lammps.slurm}  ~/ 

sbatch lammps.slurm 

 

源文件如下： 



#!/bin/bash   

#SBATCH --output=%j.out 

#SBATCH --error=%j.err  

#SBATCH --partition=cpu     

#SBATCH --job-name= lammps_jobname 

#SBATCH --nodes=4  

#SBATCH --ntasks-per-node=56 

#SBATCH --get-user-env  

#SBATCH --time=0-24:00 

ulimit -s unlimited 

ulimit -l unlimited 

source /home/software/intel/oneapi/setvars.sh 

mpirun /share/software/lammps/bin/lmp -pk intel 0 omp 2 -sf intel -i  in.deposit.atom 

 

 Lico 提交作业示例 

从“提交作业”“General”“使用” 

 

输入“作业名称”及作业文件后，进行提交。 



 

 

 

 

四．Intel MPI  作业提交 

 Slurm 作业文件示例 

 

此脚本位于/share/software/demo/intel_mpi/下，需要将此文件复制到 home 目录下然后提交作

业. 

sbatch intel_mpi.slurm 

 

源文件如下： 

#!/bin/bash   

#SBATCH --output=%j.out 

#SBATCH --error=%j.err  

#SBATCH --partition=cpu     

#SBATCH --job-name=mpi_jobname 

#SBATCH --nodes=4  



#SBATCH --ntasks-per-node=56 

#SBATCH --get-user-env  

#SBATCH --time=0-24:00 

ulimit -s unlimited 

ulimit -l unlimited 

source /share/software/intel/oneapi/setvars.sh 

mpirun -n 64 ./hello 

 

Lico 提交作业示例 

选择作业相关信息 

 

 

选择相应资源 ，如下 



 

 

 

查看运行日志，如下 



 

 

五．标准 AI 作业提交（web 方式） 

上传文件 

点击右上角工具图标，上传数据集文件和脚本文件，如下 

 

文件管理界面：可以进行相应的文档操作； 

Console 界面：可以进行命令行操作；  

 

 



tensorflow 作业提交 

AI 标准作业提交：针对 3 种作业情况进行演示： 

 单机单卡      : mnist_single.py 

 单机多卡      : mnist_mirror_strategy.py 

 多机多 worker : mnist_multi_worker_strategy.py 

 

1.单机单卡 

程序文件：mnist_single.py 

 

输入作业相关信息，如下 

 

 

选择工作目录，如下 

 

选择运行程序脚本，如下 



 

 

选择相应作业资源后，点击提交，如下 

 



查看作业日志的变化，如下 

 

 

 

查看作业运行结果，如下 

 

打开 TensorBoard 查看作业情况 



 

2.单机多卡 

程序文件 mnist_mirror_strategy.py 

 

如下输入作业相关信息 

 

 



 

作业运行日志 

 

 

 



 

作业运行结果  

 

 

查看 tensorboard 

 

 

3.多机多 worker 

程序文件 mnist_multi_worker_strategy.py 

 

如下输入作业相关信息 



 

 

 

作业运行日志 



 

作业运行结果  

 

查看 tensorBord 



 

 

caffe 作业提交 

 

 



 

 

 

 

intel_caffe 作业提交 

输入作业相关参数，如下 



 

 

选择作业资源  

 

运行结果，如下 



 

 

六．  加速 AI 作业提交（训练/推理） 

本例仅以图片识别功能，进行训练演示。 

上传文件 

上传数据集文件（略）。 

图片识别训练作业提交 

选择数据集和训练目录，如下 

 

选择训练参数，如下 



 

选择运行资源，点击提交，如下 

 

 



 

查看作业运行日志，如下 

 

 



 

查看作业运行状态，如下 

 

图片识别推理作业提交 

（查阅 lico 用户手册） 

 



七．AI studio 

Singularity 作业提交 

 

 

 



 

 

VNC 作业提交 

 

 

 



 

vnc client 连接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