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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房

140.112.93.98

遠端操作 終端機模擬程式
MobaXterm

putty

Fileserver

Fileserver-alpha

Fileserver-1 ~ Fileserver-3

儲存檔案

98 Server (Cluster)
為系統中樞。通常不進行耗

資源的job運算，而是分配

job至各node運算。

Nodes

8cpu: cn1-cn17

12cpu: cn18-cn48

24cpu: cn49-cn55

36cpu: cn57-cn66

job運算

PBS 系統



PBS範例 - Gaussian 09 量化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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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教學投影片將著重在如何設定排程參數。

各軟體的script及編程技巧請再詢問各組學長姐。

2. 複製範例檔至自己目錄下。

內含PBS script檔(g09.pbs)及Gaussian job檔(mol.gjf)

3. 以vi編輯器打開g09.pbs檔。

cp -r /home/tom61212/babel/lecture ./

cd lecture/

ls

vi g09.pbs



1

2

PBS範例 - g09.pbs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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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S排程參數
#PBS -N [job名稱]

Note: 可以亂取，不影響計算，自己可以辨別就好。

#PBS -q work-[使用含有多少cpu數的node]cpu

Note: [使用含有多少cpu數的node] = 8, 12, 24, 36

#PBS -l nodes=[要求的node數]:ppn=[每顆node實際使用幾顆cpu計算]

Note: [要求的node數] = 1, cn__

[每顆node實際使用幾顆cpu計算] = 8, 12, 24, 36

e.g. nodes=1:ppn=8

系統會自動幫你找一顆空的8cpu node，用8顆cpu執行計算。

(編號cn1~17為8cpu node，見P.2 node表)

e.g. nodes=cn16:ppn=1

指定node cn16，用1顆cpu計算。

#PBS -l walltime=[最大計算時間(超過此時間沒算完就取消計算)]

#PBS -o [輸出檔名稱(軟體或程式若會顯示訊息於螢幕，則在此檔可見)]

#PBS -j oe (將錯誤訊息也輸出到輸出檔內)

1

欲執行之指令內容(script)
#!/bin/bash  

在bash環境下進行script編程，此處不多提，可照抄。

Gaussian 09計算mol.gjf檔內的分子

(各組常用的PBS file請再跟各組學長姐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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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交job，並經由PBS系統分配到node上計算。

2. 成功提交job後，應會顯示一行job ID，如附圖。

3. 開始計算後，應會產生相關輸出檔。

PBS範例 - 提交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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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ub g09.pbs (丟job)



PBS範例 - 察看job狀態與刪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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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tat (察看job狀態)

R: Running       Q: Queue

C: Cancelled     E: Error
Job ID

qdel 1707304

Job name

1. 利用qstat指令，可及時得知job ID及其狀態。

2. 得知job ID後可利用qdel指令刪除job。 qdel [job ID]     (刪job)



一些node使用規定

1. 若軟體或程式可平行化(例如Gaussian 09, GROMACS)，一般來說會

設定一個job就直接把一顆node的全部cpu佔滿。

例如：#PBS -q work-8cpu 搭配 #PBS -l nodes=1:ppn=8

2. 一般沒有平行化的程式，只能單cpu計算。若需提交許多單cpu的job，

請盡量集中丟在同一顆node上直到該node全部cpu被用滿。此做法是

為了避免依規定1.提交的job被擋住而等待漫長。

3. 原則上24cpu和36cpu的node優先給分子模擬組與量子化學組使用。

4. 若有其他狀況，可彼此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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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 - 察看node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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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snodes cn__ (察看node cn__狀態)

1. 有時候可能因為node本身出問題，導致job計算速度異常慢。

此時需初步檢查node的狀態。

state: free = 目前無job在此node上計算 job-exclusive = 目前有job在此node上計算
down = 此node目前為關機狀態 offline = server和此node間網路連線失敗

np: 此node所含cpu總數
properties: #PBS -q 後面用什麼關鍵字時，可能會使用到此node      (回顧P.4)

jobs: 此node負責了哪些job的計算



補充 - 察看node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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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snodes | grep [job ID] -C5   (察看某job所處node的狀態)

2. 承P.8，也可以根據job ID，找到所在node的狀態。

state: free = 目前無job在此node上計算 job-exclusive = 目前有job在此node上計算
down = 此node目前為關機狀態 offline = server和此node間網路連線失敗

np: 此node所含cpu總數
properties: #PBS -q 後面用什麼關鍵字時，可能會使用到此node      (回顧P.4)

jobs: 此node負責了哪些job的計算



補充 - Freenode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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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dir ~/bin   (為存放快捷指令，需在自己主目錄下建立bin資料夾)

ln -s /home/cat83125/bin/freenode ~/bin/

freenode

1. 由昌哲學長開發，主要功能為快速得知哪些node為部分被佔據、

哪些node為全空、哪些為被占滿。為避免踩到P.7使用規則的地雷，

建議提交job前先用此工具，再想想如何安排job。



考核習題

1. 利用範例檔，不看講義操作以下動作：

(1) 打開pbs檔並說明各行pbs參數的意義。

(2) 提交job。

(3) 查看job狀態，並說明四種job狀態與其代號。

(4) 刪除job。

2. 若你有12個單cpu的job需要提交，大致說明你會如何安排你的job。

會用到什麼額外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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