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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Beyer，NVIDIA
Sunita Chandrasekaran，特拉华大学
Guido Juckeland，HZDR

OpenACC○是用于 C/C++ 和 Fortran 的基于导语（directive）的高级编程模型。如果要在
一

异构高性能计算（HPC）硬件架构上进行编程，使用 OpenACC 的编程工作量比低级模型要
少得多。
OpenACC 编程模型基于程序员在其 C/C++ 或 Fortran 程序中，嵌入如何实现代码并行
化的提示。编译器在编译时在指定的硬件平台上运行代码。通过这种方式，编译器可以处理
大部分翻译的复杂细节，而不会增加应用程序科学家或程序员的负担。这使得科学家们可以
专注于他们的领域知识，而不是目标架构的复杂细节。
因为 OpenACC 是一种基于导语的模型，可以通过提示来扩充给定的代码库，所以可以
简单地以串行方式编译代码，即使忽略导语也仍然能产生正确的结果。因此，你可以维护或
保留单个代码库，同时提供跨多个平台的可移植性。
目前，OpenACC 生产型编译器可以支持的硬件平台有：传统的基于 X86 的硬件平台、
多核（multicore）平台、图形处理单元（GPU）等加速器、OpenPOWER 处理器、Knights
Landing（KNL）和 ARM（Advanced RISC Machines）处理器。OpenACC 研究型编译器也可
以用于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已经有针对 Intel Xeon Phi 和 ARM 处理器的开发工作

一
http://www.openacc.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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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开报道○○。
一 二

异 构 计 算 的 趋 势 将 会 继 续 下 去。 次 百 亿 亿 级（pre-exascale） 机 器 正 在 为 百 亿 亿 级
（exascale）计算机系统（从 2020 年到 2023 年）构建舞台○。这些机器中的大多数具有由混合
三

的处理单元类型组成的异构节点。这种趋势很可能会延续到具有百万个节点的百亿亿级架
构，每个节点有多达上千个核，从而具有大约十亿个核的计算能力。百亿亿级计算面临的最
关键挑战是高功耗，具有高能效加速器的这些机器似乎是能够解决这一挑战的关键设备之
一。随着硬件的创新，软件不得不升级，以利用大量的节点并发性（on-node concurrency），
并可以处理未来多代 HPC 硬件。
本章介绍了 OpenACC 编程模型。不管目标平台如何，我们都会解释它的一些基本特性：
如何构造 OpenACC 导语语法。

如何使用 parallel 构件和 kernels 构件来加速程序的计算密集型部分。

如何利用 loop 构件来表达循环级并行性（parallelism）。

如何使用数据环境子语在传统的核和加速器之间迁移数据。


1.1

OpenACC 语法
OpenACC 是一种语言吗？就它自身而言，不是。根据 OpenACC 规范○，OpenACC 是
四

编译器导语、库例程和环境变量的集合。但是，当应用编程接口（API）与支持的基本语言
（C、C++ 或 Fortran）中的一种结合使用时，便诞生了一种新的编程语言。这种新语言允许
表示代码中固有的并行性，以便编译器可以将其翻译为适合各种并行架构的形式。
OpenACC 使用所谓的导语来标注程序的源代码。支持 OpenACC 的编译器可以解释这
些导语，并根据导语的说明生成并行的可执行代码。如果使用不支持 OpenACC 的编译器
编译代码，或禁用 OpenACC 解释，编译器会忽略这些导语并生成没有任何并行性的串行
程序。
OpenACC 导语总是按照以下方式设置（对于 C/C++ 语言）：

一
http://www.pgroup.com/about/news.htm#55.
○
二
https://www.hpcwire.com/2015/10/29/pgi-accelerator-compilers-add-openacc-support-for-x86-multicore○

cpus-2/.

三
https://exascaleproject.org/wp-content/uploads/2017/04/Messina-ECP-Presentation-HPC-User○

Forum-2017-04-18.pdf.

四
https://www.openacc.org/sites/default/f iles/inline-f iles/OpenACC_2pt5.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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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ortran 语言中：

编译器导语的关键字（C/C++ 的 #pragma 或 Fortran 的 !$）后跟导语类型，即 OpenACC
导语的 acc。接下来是实际导语，告诉编译器该做什么，然后是一个或多个可选的子语以提
供进一步的信息。通过在前一行的末尾放置反斜杠（\），就可以在下一行继续带导语的行。
这样的一个 OpenACC 导语，其后紧跟语句、循环或结构化代码块。它们一起形成了一个所
谓的 OpenACC 构件（OpenACC construct）。

1.1.1

导语

acc 标签后面的第一个单词称为导语。导语（directive）是一个“ 指令 ”，告诉编译器对
它后面的代码块如何操作。OpenACC 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导语。
1. 计算导语（compute directive）。它们给一个代码块打上标记，可以利用固有数据并行
性对这段代码进行加速，并将（代码要执行的）工作分配到多个线程。OpenACC 计算导语
是 parallel、kernels、routine 和 loop。
2. 数据管理导语（data management directive）。OpenACC 程序的一个关键优化是避免内存
位置之间不必要的数据迁移。仅使用计算导语会导致数据的这种移动，因为编译器必须保持并
确保一种状态，这种状态等同于串行执行。该类型导语可以指定加速器上的数据生命周期从而
改写这些（数据的）默认值，以此来扩展计算构件的能力。此外，还可以指定某种数据访问处
理的类型。OpenACC 数据导语有 data、update、cache、atomic、declare、enter data 和 exit data。
注意

enter data 和 exit data 是当前唯一由两个单词组成的 OpenACC 导语。

3. 同步导语（synchronization directive）。OpenACC 还支持一些任务的并行，允许同时
执行多个构件。要显式等待一个或所有并发任务，请使用 wait 导语。

1.1.2

子语

每个 OpenACC 导语都可以通过一个或多个子语来扩充。子语增加了额外的信息，告诉编
译器用 OpenACC 构件需要做什么事情。不是所有的子语都可以与所有的导语进行组合，请参
见本书其余部分的详细解释。大多数子语接受括号中的附加参数。一般来说，子语分为三类。
1. 数据处理（data handling）。这些子语为一些指定变量分配特定的行为，从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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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器对这些指定变量的分析。相关子语有 default、private、f irstprivate、copy、copyin、
copyout、create、delete 和 deviceptr。
2. 工作分配（work distribution）。编译器在生成的线程中分配工作时，由编译器选定值，
这些子语能重写这些编译器选定值。相关子语有 seq、auto、gang、worker、vector、tile、
num_gangs、num _workers 和 vector_length。
3. 控制流程（control f low）。这些子语允许在程序运行时对并行执行进行指导。（并行）
执行可以被标记为基于条件的（if 或 if_present）、依赖重写的（independent 和 reduction）以
及对任务并行有特别要求的（async 和 wait）。

1.1.3

API 例程与环境变量

OpenACC 还提供对程序执行更精细、更低级别的控制。为此，需要在 OpenACC 运行
时使用 API，编译器在翻译导语时也使用该 API。为了使 API 可用，可以在此代码中包含
OpenACC 头文件（对于 C/C++ 语言）：

在 Fortran 语言中为：

注意

使用 OpenACC API 例程会导致对 OpenACC 运行环境的依赖。如果程序现在使用不支持
OpenACC 的编译器进行编译，由于该编译器中缺少运行时的环境，编译和链接将失败。

现在程序可以直接使用 OpenACC 运行时的许多函数。这些例程用于以下情况。
设备管理：查询和设置使用的计算设备类型和编号。也可以通过环境变量 ACC_

DEVICE_TYPE 和 ACC_DEVICE_NUM 来设置。
OpenACC 运行时的初始化和关闭。

任务并行性：测试并等待异步启动的工作。

内存管理：手动分配、映射和释放计算设备上的内存以及手动数据传输。


1.2

计算构件
因为计算构件在并行线程中分配工作，以此获得更好的性能并缩短程序执行时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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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每 个 OpenACC 程 序 的“ 面 包 ” 和“ 黄 油 ” 是 计 算 构 件。OpenACC 在 线 程 上 分 发 循
环，目的是为一个线程分发一个循环迭代。为了做到这一点，划分了两个通用的分发导语：
kernels 和 parallel。两者都可以使用 loop 导语进行扩充，以便把某些类型的工作分发标记为
独立的循环，或为这些循环分配附加的子语。

1.2.1

kernels

kernels 导语是 OpenACC 提供的 两个计算 构件中的 第一个。这 两个构件都 用于将代
码卸载到计算设备。然而，这两个导语的理念是不同的。kernels 构件仅仅作为一个警讯
（sentinel）来告诉编译器，如果可能的话，这个代码区域应该放置在加速器上。但是，当
kernels 构件中出现循环时，事情会变得很有趣。

由于 kernels 构件让编译器去执行繁重的代码并行化工作，因此对编译器的期望是：要
么顺序执行代码，要么为了利用并行性将循环嵌套并行化。无论编译器怎样选择，都必须确
保正确的、顺序一致的计算结果。
可以使用几个子语来修改 kernels 构件，但是因为 kernels 构件旨在成为一个编译器驱动
的机制，所以我们在下一节中讨论这些子语。然而，有一种情况值得研究：kernels 构件中
的多重嵌套循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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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代码中，编译器可以自由选择做至少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它可以决定将两
个循环嵌套融合成一个循环嵌套：

这种融合可能允许更高效地利用可用资源，因为它不会带来启动两个 kernel 的开销。
第二件事情是，编译器可以选择生成两个 kernel，这两个 kernel 可以编码为两个 parallel 区域。

1.2.2

parallel

parallel 导语是 OpenACC 提供的第二个计算构件。尽管 kernels 导语将责任放在编译器
上以生成正确的代码，但 parallel 导语将责任放在用户的头上以阐明并行化的内容，并确保
生成正确的代码。parallel 导语采取的立场是，用户非常了解正在编写的代码的并行特性，
并可以正确表达该区域中的所有并行性。
现在看一下前面的例子，将其单纯地改为只使用 parallel 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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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代码有什么问题呢？它正在使用一些并行方式运行循环嵌套，但存在冗余。稍后
我们将修复冗余的执行，但重点关注的是，编译器可以自由选择执行此循环的线程数。这意
味着代码可能运行缓慢，且可能给出正确的结果，也可能给出错误的结果。
还请注意，编译器将检测到 parallel 区域内使用的对象 a 和 b，并产生数据迁移，这些
迁移可能在将对象移动到设备时用得到。由于编译器可以使用任意数目的并行线程随意运行
这段代码，因此它不具有可移植性。因为某些实现会选择采用一个线程并给出正确答案，而
其他实现可能会选择其他方式并给出错误答案。

1.2.3

loop

loop 构件可以在 parallel 构件和 kernels 构件中使用。在 parallel 构件内部，loop 构件告
诉编译器该循环的迭代是独立的。循环的迭代不会修改其他迭代使用的数据，因此所有迭
代都能以并行方式执行。在 kernels 构件内部，如果编译器在编译时无法确定循环的独立性，
可以使用 loop 构件告诉编译器该循环是独立的。在这两个计算构件中，可以使用 seq 子语
来告诉编译器以顺序方式执行该循环。

foo 和 bar 中的代码是在 OpenACC 中表达类似事物的两种不同方式。原因在于如果编
译器在其他地方看不到更好的用法，那么编译器总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循环上使用更多的并
行性级别。foo () 中的代码允许编译器选择其希望利用的并行性级别。bar () 中的代码告诉编
译器它应该利用并行性的所有线程级别，如第 2 章所述。

1.2.4

routine

在本节中，除了一种例外情况，函数或子例程（subroutine）仅出现在计算构件之外。
这是故意设计的，因为在计算构件中的调用比仅调用一个简单函数更复杂。由于函数可以
在具有任意并行的计算构件中被调用，因此必须针对这种情况进行编译。这样，我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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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ine 导语将函数标记为可能的并行。
routine 导语用于两个地方：过程定义和过程声明。

此代码示例显示了可以使用 routine 导语修改函数 foo 的三种方式。第一种用法是将导
语放在该函数的声明上，并告诉编译器在计算构件中对此函数的任何调用都会采用并行机
制。第二种使用导语的命名形式，声明一个已经原型化的函数使其拥有设备版代码，同第一
个示例。routine 导语的第三种用法是告诉编译器生成该函数的设备版本，以便计算构件可
以调用该过程。
注意

routine 导语与并行性的三个级别（gang、worker、vector）的结合很复杂，这将在第
2 章中介绍。为简单起见，可以这样说，并行性的任意一个级别最多只可以被请求
一次，特别是对于嵌套的例程和循环。

routine 导语还使用了这里介绍的另外三个子语。

这段代码中的第一个导语告诉编译器，在为 NVIDIA 目标设备编译时，只要看到在
计 算 构 件 中 调 用 foo()， 就 应 该 用 foo_nvidia 替 换 调 用 名 称○。 该 导 语 还 告 诉 编 译 器， 除
一

NVIDIA 以外的所有目标设备，函数 foo() 将只利用 vector 级并行；然而，在 NVIDIA 的目
一
NVIDIA, founded in 1993, is a vendor of GPUs, notably for gaming platforms. See http://www.nvidia.com/
○

object/about-nvidi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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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设备中，函数 foo_nvidia 将同时使用 gang 级和 vector 级并行，而不在函数外部提供并行。
第二个导语告诉编译器为设备生成代码，而不为主机生成代码。至少有两个理由说明
这么做是有用的。首先，它减少了生成的代码的文本大小。其次，它确保不能被主机编译的
代码（即特定设备的内部代码）不会提供给主机编译器。
现在，虽然这看起来非常复杂，但请放心，这也是非常高级的 OpenACC 程序的最高复
杂级别了，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不是必需的。

1.3

数据环境
OpenACC 用于处理这样的环境：在与主程序不在同一个存储空间的设备上执行计算构

件，因此需要在主机和设备之间进行数据迁移。在本节中，我们将讨论通过由 OpenACC 提
供的全套导语和子语，怎样控制内存布局和移动。但是，首先来看看在规范中说明的会自动
完成的部分。
以下变量被预先设定为 private，这意味着每个执行元素将创建一个副本，具体取决于
被使用的并行类型：
1. 与 loop 构件相关的循环控制变量。
2. 在 parallel 或 kernels 区域中包含的 Fortran do 循环索引变量。
3. 在 C 代码块内声明的变量。
4. 在过程内部声明的变量。
在 parallel 区域中使用但未在数据子语中列出的标量变量，被预先定义为 f irstprivate（使
用构件之前的值进行初始化的私有变量）或 private，具体取决于对象在区域中是先读取还是
先写入。
规范定义了与数据对象有关的两个重要概念：数据区域（data region）和数据生命周期
（data lifetime）。数据区域是一个结构化块的动态范围，这个结构化块与隐式或显式数据构件
相关联。数据生命周期从对象首次在设备上可用时开始，到对象在设备上不再可用时结束。
一共定义了四种类型的数据区域：数据构件、计算构件、过程和整个程序。

1.3.1

数据导语

有两种类型的数据导语：结构化和非结构化。在数据生命周期开始和结束时，结构化
数据区域（structured data region）通过单个词法范围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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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的数据生命周期始于左大括号，并在右大括号处结束。下面是 Fortran 中的代码。

非结构化数据区域（unstructured data region）通过“ 开始 - 结束对 ”
（begin-end pair）来
定义边界，“ 开始 - 结束对可以不在相同的词法范围内。

正确放置数据导语可以大大提高程序的性能。尽管如此，正因为可以通过添加数据子
语（这些子语与可用于结构化数据构件的子语相同）的方式，在 parallel 构件和 kernels 构件
中处理所有数据迁移，因此放置数据导语应该被认为是一种优化。

1.3.2

数据子语

有 6 个数据子语可以用在计算构件和数据构件，以及一个仅用来退出数据构件的数据
子语。数据子语（data clause）为命名的变量和数组指定了特定的数据处理方式。
所有分配数据的子语的基础都是 create 子语。此子语为设备上的子语中列出的对象创建
一个数据生命周期。这意味着在非共享内存设备上，在与构件关联期间，该对象的内存将是
可用的。“ 可用 ”表示如果已经在设备上为该对象创建了内存，则运行时当设备上不再需要
对象内存的时候，只需更新引用计数。这些引用计数用于跟踪内存使用情况。如果对象尚未
被分配内存，则运行时将为该对象分配内存，并在使用时更新引用计数。
所以我们知道设备上的数据是被运行时跟踪的，但为什么要将这些数据公开给用户
呢？接下来进入 present 子语。它是每个数据子语的第一部分。但与其说是数据子语，不如
说是簿记（bookkeeping）子语。它不确保能让一个对象在设备上变得可用，而是确保该对象
在设备上一定可用。为什么这样会很有用？库编写者可能希望确保对象已经在设备上，以便
可以将计算发送到设备（如果需要数据移动，则通常是不利的）上。
接下来的三个子语在名称和功能上都有关系。我们从最复杂的子语开始：copy。本子语
从 present 子语开始。如果数据不存在，则执行 create 子语。一旦对象在设备上，copy 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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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的开头将数据从主机复制到设备。当区域结束时，如果对象的引用计数（与对象有关
联的数据构件的数量）即将变为零，则将数据复制回主机并释放内存。
copyin 子语执行 copy 子语在进入数据区域过程中的所有动作，但是在区域结束时数据
不会被复制回主机。只有引用计数为零时才会释放数据存储。
copyout 子语执行 copy 子语的所有动作，不同的是 copyout 不会在数据区域的入口处将
数据复制到设备。
delete 子语功能强大。然而，与许多其他功能强大的事物一样，它也很危险。delete 子
语做两件事。首先它确定对象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则什么也不做；其次，它通过强制引
用计数为零并释放内存，以便从设备的数据环境中删除对象。
deviceptr 子语用来加强对使用设备的本地库和调用的支持。它告诉 OpenACC 系统，该
子语中的指针包含驻留在设备上的地址。这允许你控制 OpenACC 之外的数据放置，但仍然
可以通过 API 使用这些数据。

1.3.3

cache 导语

cache 导语提供了一种描述数据的机制，如果可能的话，这些数据应该能被迁移到更快
的内存。

在这个例子中，缓存告诉编译器，for 循环的每次迭代只使用数组 b 中的一个元素。对
编译器来说，这提供了足够的信息来确定这个循环是否将由 n 个线程运行。编译器应该将数
组中的 n 个元素移动到更快的内存中，并在这个更快的内存副本中工作。这种移动并不是没
有代价的，但是如果循环体对被移动到快速内存的对象做到了充分重用，则其开销可能是非
常值得的。如果缓存导语中的对象是只读的，则开销会大大降低。但是，编译器必须在循环
进入或退出时执行数据分析，以确定该对象是否存在。

1.3.4

部分数据传输

有两种情况，程序员必须在使用数据子语时做更多说明：动态分配数组，或程序员只
想传输数组的一部分。（注：编译器不是永远有能力确定数组的大小。
）在第一种情况下，当
用户只声明一个指针，然后使用 malloc 来附加内存到该指针时，编译器无法在编译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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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组的大小，因此不能生成数据传输大小。在后一种情况下，程序员想要重写传统的编译器
中传输数组的方法，就需要通过手动选择数组中需要复制的部分来实现。
OpenACC 在所有数据构件和子语中提供部分数据传输功能，通常称为指定数组形状
（array shaping）。此功能的语法适用于 C/C++：

在 Fortran 中的代码为：

C 语言和 Fortran 语言的数组边界符号不同。在 C 语言中，应指定起始下标，在冒号后
指定元素的数量。而在 Fortran 语言中，通过列出起始和结束下标来指定范围。
就像提供的例子一样，一个典型的用例是使用动态分配的拥有 n 个元素的数组。示例
中所提供的代码片段将在数据构件开始时，将整个数组 a 复制到设备内存中，并在结束时将
其内容传回主机。此外，在处理大于设备可用内存的数组时，或在设备上仅需要数组的部分
内容时，这种表示法非常有用。使用指定数组形状可以构建一个软件流水线来对数组部分进
行阶段处理，如后面第 10 章所讨论的。
还应该注意的是，当仅传输 / 更新数组的一部分时，作为程序员，你的代码只负责访问
计算区域中传输的那部分内容。否则，应用程序会出现未指定行为的风险，并有可能导致非
常耗时的错误搜索。

1.4

总结
OpenACC 程序员可以把各种类型的处理器和程序定位成一种抽象机器模型，还可以获

得一系列用于开发功能程序的基本导语。你可以在加速器上运行代码，并且可以使用各种机
制来减少分布式内存机器所需的数据流量。借助这些工具的知识，现在你已经做好准备，可
以开始使用 OpenACC 来编写并行程序了。

1.5

练习

1. 将以下“ hello world ”代码转换为真实的程序并运行，看看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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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共享内存和独立内存两种机器上，以下代码能保证具有相同的行为吗？为什么能或者为
什么不能？

3. 编写一个程序，在 kernels 构件中放置两个独立的循环嵌套。如果编译器尚未生成两个
kernel，请修改代码以强制编译器生成两个 kernel。
4. 编写一个在设备上调用 foo 函数的程序。

Chapter 2

第2章

循环级并行性

Adrian Jackson, EPCC

循环是很多应用程序的关键计算核心，尤其是在计算机的仿真应用中更是如此。由于
应用程序或算法所操作的数据有其固有的特点，所以数据通常存储在数组中，并以多维形式
出现。这意味着应用程序中的大部分工作是迭代这些数组，并使用算法来更新它们。
在 C、C++ 和 Fortran 等编程语言中，在一个多维数组上进行迭代的最简单方法是使用
嵌套的循环。这是一个 C 语言的例子：

这是一个 Fortran 语言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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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在寻找一种方法来利用并行计算硬件中大量可用的计算资源时，自然会想到将这
些嵌套循环的迭代分配到计算资源的不同处理单元中进行处理；这样就可以通过可用硬件分
配工作，并减少应用程序的总体运行时长。实际上，这是并行编程构件的核心特性，例如
OpenMP○和 OpenCL○。
一

二

正 如 第 1 章 所 述，OpenACC 还 提 供 了 将 循 环 映 射 到 计 算 硬 件 的 功 能， 方 法 是 使 用
kernels 导语（对于 C/C++ 使用：#pragma acc kernels ；对于 Fortran 使用：!$acc kernels）或
parallel loop 导语（对于 C/C++ 使用：#pragma parallel loop ；对于 Fortran 使用：!$acc parallel loop）
对循环如何并行化做注释。
然而要知道，加速器或众核（超过 12 ～ 18 个核）硬件可能具有许多并行性级别，即核
（core）、线程（thread）和向量单元（vector unit）。OpenACC 允许你更详细地描述将循环映射
到硬件的方法，这样应用程序可以利用此硬件执行指定任务。
本章将详细探讨如何使用 OpenACC 将循环并行化，讨论了提供的各种级别的并行性，
以及可以添加到并行化导语中的子语，以确保生成的并行性仍然能产生正确的结果或者提高
性能。

2.1

kernels 循环与 parallel 循环的比较
在讨论 OpenACC 中可用的循环级并行性的细节之前，值得花一些时间来探讨一下两种

主要类型的 OpenACC 导语之间的差异。你可以使用这两种不同的导语，将实际的代码示例
循环并行化（kernels 和 parallel）。
正如第 1 章所述，这两种导语都被用于在并行硬件上分发一个或多个循环，但每种导
语都以略微不同的方式实现并行化。kernels 导语指定了编译器应该分析的代码区域，并决
定并行化的内容以及如何将其分发给计算机硬件。另一方面，parallel 导语规定了 parallel 区
域中哪些代码可以安全地被并行化，并在所用硬件的所有可用线程上，运行该 parallel 区域
内的所有代码。
例如，使用 kernels 导语将本章中列出的循环并行化，对于 C 语言，它看起来应该
如下：
一
http://www.openmp.org.
○
二
https://www.khronos.org/opencl/.
○

16

OpenACC 高性能并行编程：概念与策略

对于 Fortran 语言如下：

如果要使用 parallel 导语对同一代码进行并行化，对于 C 语言，它看起来应该如下：

对于 Fortran 语言如下：

但是请记住，如果只是单独使用 parallel 导语，相对来说是不起作用的。上述代码在单
独使用 parallel 导语进行并行化时，实际上不会实现任何工作拆分或共享。相反，它只会在
多个线程上同时运行相同的代码，因此它既不会加快代码速度，也无法产生正确的结果。
在使用 parallel 导语时，为了实现正确且高效的并行化，必须将其与一个或多个 loop 导
语组合，以指定应用工作共享的位置。因此在 C 语言中，这个例子应该如下所示进行并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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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ortran 语言中：

kernels 和 parallel 都 支 持 多 个 循 环 嵌 套， 但 是 它 们 处 理 这 些 循 环 的 方 式 不 同。 如 果
kernel 区域内有多个循环，每个循环（由编译器来决定该循环可以并行化）将使用一个单
独的 kernel 来依次执行。相反，如果在一个 parallel 区域内存在多个循环，则这些循环可
以同时运行。或者至少不能保证，在第一个循环结束后才开始第二个循环。我们看一下在
Fortran 语言中的例子：

在 C 语言中：

因为第二个循环可以在第一个循环结束之前开始执行，所以这些代码能否保证正确性，
取决于编译器如何将循环映射到硬件上。相反，如果使用了 kernels，那么将会生成绝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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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代码。

2.2

并行性的三个级别
由于并行硬件有很多能够处理并行性的设计：跨处理器（processor）、核（core）、线程

（thread）、超线程（hyperthread）、向量单元（vector unit）等，所以 OpenACC 提供了一个功
能，用于指定如何在不同硬件单元之间划分工作。这个功能是在 gang、worker 和 vector 中
实现的。
这些子语可应用于 loop 导语，对如何将循环和循环迭代分配到目标处理器或加速器上
的硬件组件这一过程产生影响。因为循环迭代之间可用的同步类型取决于执行迭代的硬件，
所以这可能会影响应用程序的性能和功能。
我们将在本节中讨论这些子语。但请注意它们实际转化成什么，取决于所使用的编译
器和应用程序运行时所使用的硬件。OpenACC 程序运行的大多数硬件至少支持并行性的两
个级别：跨核和跨向量单元，但是有些硬件可能支持更多或更少的级别。但不论怎样，你都
可以做一些一般的假设：gang 是最粗粒度的，映射到分配给不同 worker 的 gang 的工作块，
以便独立执行；worker 定义如何在 gang 内部分配工作；vector 映射到硬件的指令级并行（比
如，vector 操作）。
通过使用 gang、worker 和 vector，程序员可以将不同硬件的复杂结构进行抽象，从而
在程序功能和运行的硬件之间提供一个通用级别的映射。尽管如此，它可以更详细地说明
如何精确地将循环映射到硬件，例如指定 vector 长度以及指定要使用的 worker 或 gang 的数
量。这种结构可以为特定的硬件提供性能优化，尽管这是以牺牲应用程序在移植时的性能为
代价的。这通常被称为对其他硬件的性能可移植性（performance portability）。
最后，请注意 OpenACC 不要求程序员指定程序功能与并行硬件之间的映射。如果你不
在 loop 导语中指定 gang、worker 或 vector 子语，编译器将根据它所知道的编译代码和正在
使用的硬件来尝试映射。

2.2.1

gang、worker 与 vector 子语

最好把 gang 看作由一个或者多个 worker 构成的群。不同的群可以独立工作，可能是同
时工作，也可能不同时工作。同一个 gang 中的 worker 之间可以进行同步，但不允许不同的
gang 之间进行同步。这里说的同步是指：暂停并等待所有 worker（或 worker 的一个子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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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代码的同一个位置，或者保护某个共享变量的更新，该变量在 gang 内的 worker 之间共享。
worker 是 gang 中的线程，允许用户或开发者说明如何将线程映射到正在使用的硬件
上。因此它们是线程组（gang）和 vector（它说明了如何将指令映射到只有单个线程可用的
硬件上）上实现的低级并行性之间的中间层。
vector 并行性具有最精细的颗粒度。单个指令对多个数据进行操作，这很像现代 CPU
上的单指令、多数据（或 SIMD）并行，或者 NVIDA GPU 上的线程束（warp）。这些操作是
参考 vector 长度来执行的，vector 长度规定了给定指令将对多少个数据单元进行操作。
通常来说，一个 gang 由一个或者多个 worker 组成，每个 worker 在一定长度的 vector
上操作。在 gang 内，OpenACC 模型提供了一个缓存内存，该缓存内存可由同一个 gang 中
所有的 worker 和 vector 使用，并允许在 gang 内同步。但这并非是一个程序员可指定的特性
（即程序员无法通过添加子语或导语来手动控制该同步）。
并行性布局的三个级别能够映射到当前所有的硬件平台，如表 2.1 所示。
表 2.1

gang、worker 和 vector 与各种硬件平台的潜在映射
映射层级

平台

gang

worker

vector

核（Core）

SIMD vector

众核 CPU（如 Xeon Phi） NUMA 域（整个芯片或象限）

核（Core）

SIMD vector

NVIDIA GPU（CUDA）

线程块（Thread block）

线程束（Warp）

线程（Thread）

AMD GPU（OpenCL）

工作组（Workgroup）

线程束（Wavefront）

线程（Thread）

多核 CPU

整个 CPU（NUMA 域）

注：实际使用的映射取决于编译器及其运行时的环境，此表不能保证与 OpenACC 的真实实现一致。程序员
只能通过指定要使用的每个元素的数量来影响编译器。

2.2.2

将并行性映射到硬件

如前所述，即使不使用子语指定到硬件的映射，也能够编写出正确的 OpenACC 程序。
因此，在你开发或移植的程序已经被验证并且你已经准备好开始优化它们之前，最好不要将
映射包括在内，这是一个良好的实践经验。
在这一点上，了解你的目标硬件、算法或应用程序至关重要。如果你知道循环的大小
（或者至少大致知道它们的大小范围）以及循环迭代之间需要的同步，那么你应该能够明智
地做出选择：知道需要在哪些循环上使用什么样的硬件映射导语。
对于 NVIDIA GPU 硬件，gang 很可能映射到线程块，worker 映射到线程束，vector 映
射到线程。或者，你可以简单地使用一个 gang 映射到线程块，使用 worker 映射到这些线程
块中的线程。同样，parallel 或 kernel 区域中的不同循环可以映射到不同的线程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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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多 核（multicore） 或 众 核（manycore） 处 理 器 上， 可 以 想 象 成 将 gang 映 射 到 处 理
器或处理器的 NUMA 区域（NUMA region）○。将 worker 映射到处理器上的核或者超线程
一

（hyperthread），将 vector 映射到核中的向量单元（vector unit）。或者，也可以想象成将 gang
和 worker 映射到核，将 vector 映射到向量单元，以及在将 OpenACC 导语映射到硬件时忽
略节点的 NUMA 特性。
对于 parallel 和 kernels 区域，除了在单个循环上手动指定这些映射子语（mapping clause）
之外，还可以指定在更高级别（即 parallel 或 kernels 导语本身）使用的 gang、worker 的数量和
向量化的大小。这些由子语 num_gangs()、num_workers() 和 vector_length() 来完成。
这些子语通过采用整数值（integer value），分别指定区域中每个 kernel 或 gang 循环使
用的 gang 的数量，每个 gang 中 worker 的数量以及 vector 操作中使用的 vector 长度。请注
意，这些是可选子语，需要的时候可以任意组合。下面是一个例子：

如果你指定的值不被支持或者无法在所用硬件上实现，则在实际的实现中，将会使用
比这些子语指定值更小的值。

2.3

其他 loop 构件
本节讨论 OpenACC 中可用的 loop 构件。

2.3.1

循环折叠

当你要手动指定循环迭代到可用的并行硬件上的映射关系时，被并行化的循环中必须
有足够数量的循环迭代来映射到各种硬件级别。你也必须为 parallel 区域中的所有循环指定
循环子语（loop clause）。这可能是非常乏味的工作，并且可能影响代码的可读性。
一
NUMA 代表非一致性内存访问（non-uniform memory access）。如果一个节点中有多个处理器，它们很可
○

能都可以访问节点的内存。但是访问处理器自身的内存，比访问连接到节点中另一个处理器的内存更快。
每个处理器都将是 NUMA 区域：一个本地内存访问比远程内存访问快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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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选择是，将整个循环嵌套视为单个循环空间（single loop space），分配给并行硬
件。在单个循环级别指定并行性，并允许编译器整理这些循环并映射到特定硬件。这种方法
还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提供更大的循环迭代空间，以便跨硬件线程或向量硬件进行分配。当循
环嵌套中的某些循环迭代次数很少时，这是很有用的。如下面的代码所示：

要指示编译器将整个循环嵌套视为单个循环，可以使用 loop 导语的 collapse 关键字。loop
导语携带一个正整数参数，此数字确定循环嵌套中有多少个循环折叠成单个循环。这里有一个
例子：

为了使 collapse 关键字有效，循环需要紧密嵌套。也就是说，循环与循环之间不能有任
何代码。循环的大小必须是可计算的，并且在循环期间不得改变。

2.3.2

independent 子语

OpenACC 的大部分功能是基于编译器分析代码，并推算出它是否可以安全地并行化
（例如，kernel 区域），但是编译器并不是每次都有足够的信息来正确地做出这一决定。
因此，编译器在决定哪些循环可以并行化时经常会出错，这可能意味着代码中的性能
损失。因为功能可以跨越许多线程运行，运行功能时是按顺序执行这些线程的。下面是这种
代码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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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代码最内层循环中的代码依赖于外层循环计数器（用于计算 local_index），因此编
译器认为这是循环依赖（即循环的一次迭代依赖于前一次迭代的结果）。最终结果是编译器
生成一个顺序 kernel，而不是并行化循环。你可以通过在 loop 导语中添加 independent 子语
来解决这个问题，告诉编译器需要保证循环迭代之间是互相独立的，这样编译器就能够安全
地并行化循环了。
请注意，此问题不限于 OpenACC 或加速器应用程序，编译器在尝试向量化代码时也有
类似的问题。许多编译器或并行编程方法将会提供一些方法，让编译器了解更多有关循环的
信息，以帮助编译器将迭代分配给并行硬件。
independent 子 语 仅 适 用 于 kernel 区 域 中 的 循 环， 因 为 parallel 导 语 已 经 通 知 编 译 器
parallel 区域中的所有循环都是独立的，除非它们明显地包含一个 seq 子语。
一般来说，在 kernels 区域中，没有必要将 independent 子语添加到所有循环中。这主要
是在使用 OpenACC 并行化代码之后的优化步骤。
通常情况下，通过分析编译器关于并行性实施的报告，或者通过对应用程序上的数据
做性能分析，你能找到没有被并行化的循环。如果分析发现这些循环之间确实互相独立，此
时再添加 independent 子语。
以 PGI 编译器为例，在编译代码时使用 -Minfo=accel 选项，可能会得到以下输出：

类似的输出表明，相关的代码循环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是否可以并行化。

2.3.3

seq 与 auto 子语

有时一个循环可能看起来是并行的，但是由于包含了一些数据依赖（data dependency）
或计算（calculation），编译器不认识这些数据依赖或计算，因此会限制其并行性。在这些情
况下，当使用 kernels 导语时，编译器可能会在不应该并行化循环时错误地将循环并行化。
此外，parallel 导语指示编译器把包含在 parallel 区域中的所有代码并行化，而不管这样
做是否正确。
当要通过 OpenACC 导语并行化嵌套循环时，循环嵌套中的可用循环数目可能比预定目
标中的并行性数目更多（即你要将超过三个循环映射到 gang、worker 或 vector）。在这种情
况下，通常可以折叠循环以减少要分配给硬件的循环。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循环折叠是不可
能的（例如，没有完全嵌套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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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OpenACC 提供了 seq 子语。你可以在循环中通过添加 seq 子语来阻止编译器将
循环并行化或向量化，或者在循环嵌套中控制并行发生的位置。你可以将 seq 子语添加到任
何一个 loop 导语中，但是 seq 子语和 gang、worker、vector 子语互斥（因为它们指定并行性，
seq 禁用并行性）。这里有一个例子：

另一方面，你可以使用 auto 子语，指导编译器定义循环应该映射到的各种并行性级别。
当 kernel 区域没有应用并行子语（worker、vector、gang 或 seq）时，此 kernel 区域内的循
环自动应用 auto 子语。
但是，请注意，auto 不会提示编译器循环是独立的。因此，auto 可能需要与 independent
子语相结合，以处理编译器难以自动并行化的那些循环。
你也可以使用 auto 子语，来启用编译器检查并行区域内的循环。如前所述，默认情况
下，这些循环被认为是独立的和可并行的。

2.3.4

reduction 子语

许多代码或算法特性（algorithm feature）可能导致编译器无法自动并行化循环。在每次循环
迭代期间，当更新单个变量或变量数组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下面是一个 C 语言代码示例：

下面是 Fortran 语言代码示例：

因为迭代 i 中的 total 变量依赖于迭代 i - 1，所以编译器不能自动并行化循环。不过，
你可以通过 reduction 子语来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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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tion 子语可以添加到 kernels、parallel 或 loop 导语中。它规定，对于同一个变量，
每个正在处理该变量的线程都将在本地操作该变量，然后将有一个最终操作来汇集最终变量
的所有本地版本。它做了如下的事情：
原始循环语句：

转换后的一组循环：

reduction 子语使你能够在源代码中保持原始循环，并在编译时自动将其转换为一组并
行和顺序循环。这样，编译器在产生正确结果的同时会尽可能地并行化。
在 OpenACC 中，reduction 子语可以指定标量（scalar）变量上的运算符，如表 2.2 所示。
（目前不允许对数组或数组元素、C 结构成员、C++ 类或结构成员，或 Fortran 中派生类型的
某些部分进行归约。
）
表 2.2
C 和 C++

reduction 子语支持的操作符
Fortran

+

+

*

*

Max

max

Min

min

&

iand

|

ior

&&

ieor

||

.and.
.or.
.eqv.
.neq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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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使用 reduction 子语时，不需要初始化变量；reduction 子语会自动为你进行变量的
初始化。
下面是将归约（reduction）应用到前面概述的循环中的一个示例：

下面是一个 C 语言代码示例：

对于 parallel 区域，可以将 reduction 子语应用于整个 parallel 区域（作为 parallel 导语本
身的子语）或 loop 导语。
如果你使用的是 kernels 导语，那么只能在 loop 导语层面使用 reduction 子语。
在 parallel 区域内，如果使用 vector 或 worker 子语（不包含 gang 子语）对循环进行归
约，并且 reduction 变量被列为 private 变量，则该标量的 private 拷贝的值将在退出循环的
时候进行更新。如果 reduction 变量未被指定为 private，或者如果使用 gang 子语对循环进行
归约，则直到执行到 parallel 区域的末尾才会更新变量的值。

2.4

总结
循环并行化功能是 OpenACC 发现并充分利用多核、众核和 GPU 硬件能力的核心功能。

跨硬件高效、正确地并行化循环是确保良好性能的关键。
parallel 导语和 kernels 导语不同：kernels 赋予编译器更多识别并行性的责任；parallel
授权编译器在该区域内并行化代码。
OpenACC 可提供额外的功能，也就是通过在并行化导语中添加子语的方式，来协助编
译器更高效地并行化代码，同时可以将代码合理地映射到当前所用硬件中。
在有需要的、安全的地方明智而审慎地使用 independent、collapse 和 reduction 子语，
将使编译器尽可能最大化地并行化代码。基于你对代码的了解和对硬件的充分利用，指定将
循环映射到硬件特性（线程、核、向量硬件等）中可以进一步提高性能。
通过本章的介绍和一些实验，你将能够构建正确的 OpenACC 代码并使其成功运行。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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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应该先保证正确性，其次再保证性能。所以在开始优化循环和发挥你所用硬件的全部
潜力之前，确保已有经过充分测试和验证的 OpenACC 代码应该是你的首要目标。

2.5

练习
1. 如果在一个拥有 1536 个线程的 GPU 上运行下面这段 OpenACC 代码，与拥有单个线

程的 GPU 相比较，预期其运行速度能够提升多少倍？

2. 以下代码片段会产生不正确的答案。你能修改好吗？

3. 以下代码无法有效利用 GPU 上可用的硬件。你能给出一种优化它的方法来提高 GPU
的利用率吗？

第3章

Chapter 3

OpenACC 编程工具
Robert Dietrich，德累斯顿工业大学
Sameer Shende，俄勒冈大学 /ParaTool

软件工具可以显著改善应用程序开发过程。随着 GPU 加速系统和 OpenACC 程序的广
泛使用，现在可以方便地使用各种各样的开发工具，包括代码编辑器、编译器、调试器和性
能分析工具。
一个好的具有语法高亮功能的代码编辑器，或集成开发环境（IDE）有助于检查语法错
误。一旦发现不合格或错误的源码，编译器会打印错误消息。编译器通常会提供一些选项用
于在编译过程中打印额外的信息，例如与 OpenACC 导语实现有关的信息。然而，有一些类
型的错误发生在二进制文件执行期间。调试器可以在程序运行时动态跟踪程序中的错误。当
编程模型（如 OpenACC）被用于加速应用程序时，应该在性能分析工具的帮助下对程序的
性能进行研究和调优。

3.1

架构的通用特性
OpenACC 编程模型是针对很多核心设备（如 GPU）而开发的。OpenACC 面向的是那

些由主机主导却使用附加或集成加速器执行的程序。这意味着由主机来执行主程序，并控制
加速器的行为。为了从 OpenACC 导语中受益，执行设备应该具有并行计算能力，这种能力
至少可以通过三种并行级别中的一种来实现：gang、worker 或 v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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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CC 加速器通常具有高效的向量处理能力，例如 CUDA 设备的线程束（warp），
AMD GPU 的 wavefront 和 Intel Xeon Phi 的 512 位 SIMD（single-instruction，multiple-data ：
单指令、多数据）单元。Intel 的 MIC（Many Integrated Core，集成众核）设备架构可以很好
地支持多线程，从而实现 worker 并行性。GPU 通常被分为多个 ALU（arithmetic logic unit，
算术逻辑单元）集群，例如 NVIDIA SM（streaming multiprocessor，流式多处理器），可以映
射为 gang 并行性。因此，设备的能力应该与 OpenACC vector、worker 和 gang 的尺寸值相
匹配。由于这些值在每个计算 kernel 中是固定的，因此使用 OpenACC 2.5 性能分析接口的
性能工具，可以在相应的 enqueue 操作中获取计算 kernel 的信息。
OpenACC 使用计算卸载（computation off loading）的概念。这允许你在卸载设备上执
行计算密集型工作或仅适合在加速器架构上执行的工作负载。这意味着，OpenACC 设备通
常是由主机控制的（host-controlled），而非自主控制的（self-hosted）。然而，一些 OpenACC
编译器（例如 PGI 的多核后端）可以从 OpenACC 导语中生成面向多核 CPU 的代码。
在性能分析方面，计算卸载需要捕获与主机和设备执行有关的信息，并且需要在主机
和设备数据之间建立关联。主机处理器上的性能测量可以提供细粒度的（f ine-grained）数
据，而加速器上的数据通常最多只能精确到任务级别，例如计算 kernel 和数据传输的开始
和结束。传输次数可以决定数据移动的带宽。
一般来说，设备侧性能数据的获取取决于加速器和用于实现加速器访问的相应 API。例
如，设备特定的 API 可以提供对硬件计数器的访问，如缓存访问计数器或 IPC（instruction
per cycle，每周期指令数）计数器。

3.2

编译 OpenACC 代码
OpenACC 是构建在编程语言 C、C++ 和 Fortran 之上的，因此 OpenACC 程序的编译方

法与这三种语言编写的程序的编译方法很类似。由于编译器导语的性质，用于这几种语言的
编译器都可以编译包含 OpenACC 导语的程序。编译器可以简单地忽略导语，就如同它是注
释一样。当使用 OpenACC 运行时库例程时，就需要支持 OpenACC 的编译器。如果你打算
在不使用 OpenACC 的情况下运行代码，请记住这一点。
支持 OpenACC API 的编译器通常提供一个开关（switch），这个开关启用对 OpenACC
导语的解释（例如，PGI 编译器的 -acc，GNU 编译器的 -fopenacc）。开关打开后，通常会自
动包含头文件 openacc.h，并链接编译器的 OpenACC 运行时库。因为 OpenACC 是为实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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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可移植编程而开发的，因此通常有一个编译器选项用来指定目标架构。默认的目标架构可
适配各种设备，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默认的目标架构并不能提供最佳性能。表 3.1 简要介绍了
已知的几种 OpenACC 编译器的编译器标记。
表 3.1

各种 OpenACC 编译器的编译器标记

编译器

编译器标记

附加标记

-acc

-ta=target architecture
-Minfo=accel

GCC

-fopenacc

-foff load=off load target

OpenUH

Compile: -fopenacc
Link: -lopenacc

-Wb,-accarch:target architecture

Cray

C/C++: -h pragma=acc
Fortran: -h acc,noomp

-h msgs

PGI

代码清单 3.1 给出了 PGI C 编译器完整的编译命令和编译器输出示例。它将 OpenACC
程 序 prog.c 编 译 生 成 一 个 可 执 行 的 prog。 开 关 -ta=tesla:kepler 为 NIVIDIA Kepler 架 构
优 化 了 设 备 代 码。 标 记 -Minfo=accel 用 于 打 印 与 OpenACC 导 语 和 子 语 实 现 有 关 的 额 外
信息。
代码清单 3.1

针对一个简单的 OpenACC 归约，使用 -Minfo=accel 标记的 PGI 编译器输出示例

支持 OpenACC 的编译器○正在不断增加。PGI 和 Cray 是商用编译器。PGI 也提供了
一

不需要许可证的免费社区版本。还有一些开源的编译器：GCC○和数个 OpenACC 研究编
二

译器，例如筑波大学的 Omni○、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的
三

OpenARC○和休斯敦大学的 OpenUH○。
四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五

http://www.openacc.org/content/tools.
https://gcc.gnu.org/wiki/OpenACC.
http://omni-compiler.org.
http://ft.ornl.gov/research/openarc.
https://you.stonybrook.edu/exascallab/downloads/openuh-compi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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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OpenACC 应用程序的性能分析
OpenACC 为性能而生。它提供了描述代码中并行性的方法，却由编译器和 OpenACC

运行时实现这种并行性。此外，很多执行细节悄然隐藏在编程模型中。性能分析工具可以显
示这些被隐藏的细节，让你研究 OpenACC 程序运行时的行为。你可以深入了解执行细节，
例如 I/O（input/output：输入 / 输出）和内存操作，以及主机和设备的活动。
各种与性能相关的信息可以帮助你理解应用程序运行时的行为。对于在单个节点上运
行的小型 OpenACC 程序来说，使用简单的性能分析选项可能就足够了。例如 PGI_ACC_
TIME 环境变量，将它设置为 1 会将性能分析输出结果打印至控制台。然而这个变量只有在
使用 PGI OpenACC 时才可以实现。其他编译器也提供有类似选项。
为了分析复杂的程序，一个性能工具应该支持应用程序中使用的所有范例和编程模型，
这是因为它们之间的交互会降低效率。根据工具的不同，可覆盖三种并行级别：进程并行
化、多线程和卸载。OpenACC 指的是后者，但卸载经常与用于进程间通信的 MPI（Message
Passing Interface，消息传递接口）和用于多线程的 OpenMP 结合在一起。当需要优化某个特
定区域时，硬件计数器可以帮助识别更加细粒度的性能问题。
性能分析对程序调优显然是有用的，理应成为应用程序开发周期的一部分。性能分析
首先从测量准备着手，接着是测量运行和性能数据分析，最后是代码优化。接下来，我们着
重讲述前三个步骤。
在测量准备期间，你需要选择并配置数据源，这将提供与程序执行有关的信息。并不
需要在每个用例（详见后面几节）中改变应用程序代码。测量本身就是在运行执行程序，同
时记录性能数据。然后通常在性能工具的帮助下分析测量数据。基于性能分析结果，优化代
码，之后重复整个过程。
优化或更改代码并非总能提高性能。运行不同的执行程序并进行比较，会帮助你理解
代码更改的影响，或评估应用程序在不同的平台和目标设备上的性能。有多种工具可以实现
这种性能比较（例如 TAU○和 Vampir○）。
一

3.3.1

二

性能分析层次和术语

性能分析旨在检测程序执行中的性能瓶颈和低效部分，以便支持应用程序开发者进行
一
Sameer Shende and Allen D. Malony,“ The TAU Parallel Performance Sy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Applications, 20(2) (2006): 287-311. http://tau.uoregon.edu.

二
Andreas Knüpfer et al.,“ The Vampir Performance Analysis Tool-Set, ”Tools for High Performance
○

Computing (2008): 139-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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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优。正如在图 3.1 中所描绘的，有 3 个分析层次：数据获取、数据记录和数据显示。性能
工具通常实现所有层次，并试图对用户隐藏分析过程中复杂的一面。为了更好地理解分析结
果和澄清术语，接下来讨论分析层次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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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性能分析层次和术语

注：基于以下进行对比：Thomas Ilsche、Joseph Schuchart、Robert Schöne 和 Daniel Hackenberg，“ Combining
Instrumentation and Sampling for Trace-Based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Analysis ”，Tools for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2014): 123-136。

3.3.2

性能数据获取

在程序运行期间，有两种获取数据的基本方法。
采样（sampling）是一种“ 拉取 ”机制，主要查询与应用程序的当前行为有关的信

息。查询（采样）速率可以被设置为一个固定值，产生一个固定的、可预测的运行时
扰动（perturbation）。然而，测量精度取决于采样频率。低频采样可能会错过有价值
的信息；高频采样又可能会产生太多开销。此外，基于定时器的中断会产生固定的
采样频率，而其他的中断发生器，例如计数器溢出，可能不会提供固定间隔的采样。
基于事件的检测（event-based instrumentation）通常需要修改应用程序以便向性能测

量基础架构推送关于应用程序活动的信息。检测可以放在代码中的任何位置，以便
对一些事件进行标记，例如程序函数、库调用和代码区域的开始和结束。所有的检
测事件必须可以被执行，以便它们可以被观测到，这样才能反映程序的行为。因为
在编译阶段事件发生的频率是未知的，因此无法预测运行时的扰动，在最坏的情况
下，可能是几个数量级的扰动。这两种方法的优缺点已经在 Ilsche 等人的文献中进
行了讨论○。
一

一
Thomas Ilsche, Joseph Schuchart, Robert Schöne, and Daniel Hackenberg,“Combining Instrumentation and Sampling
○

for Trace-Based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Analysis, ”Tools for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2014): 12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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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CC 2.5 及以后的规范对性能分析接口进行了描述，这可以让你在 OpenACC 程序
执行期间记录 OpenACC 事件（3.3.4 节将对其进行描述）。很多其他编程模型也有相应的接
口用来获取数据，例如 CUDA 的 CUPTI○，OpenMP 的 OMPT○，MPI 工具信息接口：MPI 的
一

二

PMPI○，MPI 3.0 的 MPI_T 工具○。
三

3.3.3

四

性能数据记录和显示

数据记录既可以立即对所有的数据进行归纳（性能分析），也可以完全记录所有的活动
（跟踪）。存在有多种类型的性能数据（如平面性能数据、调用路径性能数据，或调用图性能
数据），区别在于是否保留了调用关系。在简单的平面函数性能数据中，只存储了函数的累
计运行时间和调用次数。跟踪数据则会存储程序执行期间的所有事件或采样。跟踪数据可以
呈现为时间轴或者转换成任意时间间隔的性能数据。性能数据表示的是整个应用程序运行中
的归纳数据，并不包含所记录的活动的时间信息。立即归纳可以让性能监视器保持较低的
内存占用。性能数据可以立即显示活动对应用程序的影响（通常是函数的运行时间分布）。
时间轴可以显示程序随时间而发生的演化，同时也很难立即隔离最耗时的活动。

3.3.4

OpenACC 性能分析接口

OpenACC 2.5 版本的规范引入了性能分析接口，设计这个接口的目的是提供给基于检
测的性能工具例如 Score-P○和 TAU○使用。本章剩余部分将对这些工具进行讨论。性能分析
五

六

接口定义了发生在 OpenACC 程序执行期间的运行时事件。工具库可以为各个事件类型注册
回调（callback），这些事件类型由 OpenACC 运行时分发。表 3.2 列出了 OpenACC 2.5 性能
分析接口中所规定的所有运行时事件，并对它们的发生时刻做了简短的描述。
表 3.2

OpenACC 2.5 性能分析接口中规定的运行时事件，可在基于检测的性能工具中使用

事件 acc_ev_

发生时刻

kernel 启动事件
enqueue_launch_[start|end]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在 kernel 启动操作之前或之后

docs.nvidia.com/cuda/cupti/.
www.openmp.org/wp-content/uploads/ompt-tr2.pdf.
http://mpi-forum.org/docs/mpi-3.0/mpi30-report.pdf.
https://computation.llnl.gov/projects/mpi_t.
Dieter an Mey et al.,“ Score-P: A Unif ied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System for Petascale Applications, ”
Competence in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2010 (2012): 85-97. http://www.score-p.org.
六
https://www.cs.uoregon.edu/research/tau/home.ph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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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事件 acc_ev_

发生时刻

数据事件
enqueue_upload_[start|end]

在数据传输到设备之前或之后

enqueue_download_[start|end]

在数据从设备传输回来之前或之后
当 OpenACC 运行时建立设备内存和主机内存关联或解除设备内存和主机
内存关联时

create/delete
alloc/free

当 OpenACC 运行时从设备内存池分配或释放内存时

其他事件
device_init_[start|end]

在 OpenACC 设备初始化之前或之后

device_shutdown_[start|end]

在 OpenACC 设备终止之前或之后

runtime_shutdown

当 OpenACC 运行时终止时

wait_[start|end]

在显式的 OpenACC 等待操作之前或之后

compute_construct_[start|end]

在计算构件执行之前或之后

update_construct_[start|end]

在更新构件执行之前或之后

enter_data_[start|end]

在执行 enter data 导语之前或之后，在进入数据区域之前或之后

exit_data_[start|end]

在执行 exit data 导语之前或之后，在离开数据区域之前或之后

事件分为三组：kernel 启动事件、数据事件和其他事件。所有事件（无论事件是属于
哪个分组，也无论事件是由隐式或显式的导语触发还是由运行时 API 调用触发）均会提供
与事件类型和父构件有关的信息。例如，由于等待同步数据或计算构件触发的隐式等待事
件。kernel 启动事件的特定事件信息包括 kernel 名，gang、worker 和 vector 尺寸。数据事
件会提供与变量名和字节数，以及指向相应数据的主机和设备指针有关的额外信息。有关
OpenACC 事件回调中提供的所有信息的完整列表，请参阅 OpenACC 规范。
事件回调也提供了访问底层 API，如 CUDA、OpenCL 和 Intel 的 COI（Coprocessor Offload
Infrastructure）○的接口。这个接口允许访问 OpenACC 性能分析接口中无法提供的额外信息，
一

或者访问底层编程模型的执行情况。工具可以使用这种能力来收集运行时的设备活动信息，
例如，在 enqueue 开始事件和 enqueue 结束事件上插入 CUDA 事件。
可移植的设备数据收集和采样并不是 OpenACC 2.5 性能分析接口的一部分。但是却可
以基于 enqueue 事件和 wait 事件评估由 OpenACC 导语生成的设备任务的运行时间。

3.3.5

支持 OpenACC 的性能工具

支持 OpenACC 的工具包括两个方面：主机侧和设备侧。你已经了解到了，OpenACC
一
https://software.intel.com/en-us/articles/off load-runtime-for-the-intelr-xeon-phitm-coprocess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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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由主机主导的编程模型，设备活动由主机线程触发。一个理想的 OpenACC 性能分
析工具，可以收集与主机上 OpenACC 导语实现有关的信息和与设备上 kernel 执行有关的
信息，以及与主机和设备之间数据传输有关的信息。很多性能工具支持 CUDA 和 OpenCL，
但是只有少量性能工具可以同时提供与主机上 OpenACC 导语执行有关的信息。后者可以与
程序源码进行关联，即使在目标（通常是 CUDA 或 OpenCL）未被跟踪或未知的情况下，也
可以深入了解程序的执行情况。
本节将介绍三种强大的性能工具，它们可以支持对 OpenACC 主机和设备的活动进行综
合分析。首先，NVIDIA 性能分析工具，作为 CUDA 工具包的一部分，专注于面向 CUDA
设备的 OpenACC 卸载的性能测量和分析。其次，Score-P 环境支持多种范例，包括消息传
递（例如使用 MPI 实现）和多线程，以及通过 CUDA、OpenCL 和 OpenACC 实现的卸载。
当额外的范例和编程模型与 OpenACC 一起使用时，CUDA 工具包是最强大的工具集之一。
最后，TAU 性能系统提供了综合性能测量（检测和采样）和混合并行程序（包括 OpenACC）
分析的能力。

3.3.6

NVIDIA 性能分析工具

从 CUDA 8.0 开始，NVIDIA 命令行性能分析工具（nvprof）和相应的前端 NVIDIA 可
视化性能分析工具（nvvp）○已经支持 OpenACC 性能分析接口。在所有安装了最新的 CUDA
一

工具包的系统上，两者都可使用。你可以使用 nvprof（和 nvvp）来对主机和设备的活动进
行性能分析和跟踪。对于支持 CUDA 的目标设备，nvprof（和 nvvp）可以收集 CUDA kernel
的信息，例如它们的运行时间、调用参数和硬件计数器。nvprof（和 nvvp）也可以捕获对
CUDA 运行时和 CUDA 驱动 API 的调用。依赖性分析揭示执行的依赖关系，并可以突出显
示主机和设备之间的关键路径。nvprof（和 nvvp）也支持主机侧活动的 CPU 采样。
由于 GUI（nvvp）并不总是可用的，nvprof 可以将分析结果导出到一个文件中并在 nvvp
中导入，也可以直接打印文本并输出到 stdout 或指定文件中。代码清单 3.2 显示的是对使用
OpenACC 导语的 C 语言程序示例的分析结果，这个程序使用雅可比迭代法（Jacobi iterative
method）求解二维拉普拉斯方程○。分析结果显示了最耗时的 GPU 任务（kernel 和内存拷贝）、
二

CUDA API 调用和 OpenACC 活动。优化工作应集中在这些热点上。注意，nvprof 只是简单
地附加到可执行程序中。如果未使用任何选项，面向 CUDA 设备的 OpenACC 程序输出三
一
NVIDIA,“ Prof iler User’s Guide ”, http://docs.nvidia.com/cuda/prof iler-users-guide.
○
二
https://devblogs.nvidia.com/parallelforall/getting-started-opena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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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分：全局性能数据、CUDA API 调用和 OpenACC 活动。每个部分的列表根据独占执行
时间（exclusive execution time）进行排序。
图 3.2 显示了前面提到的同一示例的 nvvp 可视化视图。主显示区显示了时间轴，将
OpenACC 活动、CUDA 驱动 API 调用和 CUDA kernel 的执行以可视化的方式进行显示，它
们是由面向 Tesla K80 GPU 的 PGI 16.10（社区版本）○编译器生成的。所选区域的属性显示
一

在图的右上方。该区域是一个持续时间约为 33 毫秒的 OpenACC enter data 区域，后面就是
计算区域。相应的 CUDA API 调用和 CUDA kernel 显示在时间轴条的下一层。时间轴视图
中的 OpenACC 构件在 CUDA 编程模型中的实现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体现出来。nvvp 性能分
析工具还提供了归纳性的性能数据表、图表视图和指导性的分析（见图 3.2 的下半部分），这
些信息可以帮助程序员识别性能问题，并寻找可优化的地方。你可以直接使用 nvvp 分析应
用程序的二进制文件，也可以加载由 nvprof 或 nvvp 生成的性能报告。
代码清单 3.2

3.3.7

使用 nvprof 分析迭代的雅可比求解器的方法和输出示例

针对混合应用程序的 Score-P 工具基础架构

Score-P 是一个开源的性能测量基础架构，它支持多种分析工具，例如 Vampir 和 CUBE
（Cube Uniform Behavioral Encoding）○。Score-P 拥有 庞 大的 社区 用 户群， 支持 包含 MPI、
二

一
截至 2017 年 7 月，PGI 17.4 是最新的社区版本，见 https://www.pgroup.com/products/community.htm。
○
二
Pavel Saviankou, Michael Knobloch, Anke Visser, and Bernd Mohr,“ Cube v4: From Performance Report
○

Explorer to Performance Analysis Tool, ”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 51(2015): 1343-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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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MP、SHMEM○、CUDA、OpenCL 和 OpenACC 在内的多种编程模型，以及硬件计数器
一

和 IO 信息○。Score-P 可以生成 CUBE4 格式的性能数据和 OTF2○格式的跟踪数据。
二

三

图 3.2

二维雅可比求解器中 OpenACC 活动的 nvvp 可视化分析示例

与 NVIDIA 性能分析工具相比，Score-P 工具更加关注所有并行层面上程序并行化的
全 局 优 化。 因 此，Score-P 工 具 可 以 处 理 成 百 上 千 个 进 程、 线 程 和 加 速 器 流（accelerator
stream）。VI-HPS workshop material○和 Score-P documentation○提供了与 Score-P 分析工作流
四

五

程有关的详细信息，可总结为以下步骤：
1. 准备测量。
2. 生成性能数据。
a. 使用 CUBE 对性能数据进行可视化显示。
b. 评估跟踪文件尺寸。
c. 创建过滤文件。
一
http://www.openshmem.org/site/.
○
二
docs.cray.com/books/004-2178-002/06chap3.pdf.
○
三
Dominic Eschweiler et al.,“ Open Trace Format 2: The Next Generation of Scalable Trace Formats and
○

Support Libraries, ”Applications, Tools and Techniques on the Road to Exascale Computing 22 (2012): 481490.
四
http://www.vi-hps.org/training/material/.
○
五
https://silc.zih.tu-dresden.de/scorep-current/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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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成跟踪文件。
a.（可选地）自动分析跟踪文件。
b. 使用 Vampir 对跟踪文件进行可视化显示。
在 测 量 开 始 前， 必 须 准 备 好 可 执 行 文 件。 对 OpenACC 程 序 来 说， 最 简 单 的 方 式 是
将 scorep --cuda --openacc 添加到编译器命令前，并重新编译应用程序。添加选项 cuda 和
openacc 的目的是将相应的 CUDA 和 OpenACC 测量组件链接到二进制文件中。执行 scorep
--help 可以打印出所有可用选项的概要信息。
测量本身会受到一些环境变量的影响。变量 scorep-info conf ig-vars 可以显示所有测
量配置变量的列表，并带有简短描述。专用于 OpenACC 的是变量 SCOREP_OPENACC_
ENABLE，可以赋值为使用逗号分隔的特性列表。
regions：记录 OpenACC 区域或导语。

wait：记录 OpenACC 等待操作。

enqueue：记录 OpenACC 入列 kernel、上传和下载操作。

device_alloc：记录 OpenACC 设备内存分配或释放次数。

kernel_properties：记录 kernel 启动操作的 kernel 名，以及 gang、worker 和 vector 尺寸。

variable_names：记录 OpenACC 数据分配和入列上传或下载的变量名。

正如在 OpenACC 2.5 规范中定义的那样，你必须将性能分析库静态链接到应用程序
中，或者通过设置 ACC_PROFLIB=/path/to/shared/library 或 LD_PRELOAD=/path/to/shared/
library 来指定共享库的路径。Score-P 的 OpenACC 性能分析库 libscorep_adapter_openacc_
events.so 位于 Score-P 的 lib 目录下。
针对 CUDA 设备会有一些额外的信息可以记录，可以通过环境变量 SCOREP_CUDA_
ENABLE 来指定记录哪些信息。相关选项如下：
driver：记录调用 CUDA 驱动 API 的运行时间。

kernel：记录 CUDA kernel。

memcpy：记录 CUDA 内存拷贝。

gpumemusage：记录 CUDA 内存分配或释放次数。

f lushatexit：在程序退出时刷 CUDA 活动缓冲区。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通过环境变量 SCOREP_CUDA_BUFFER（取值以字节为单位）来
设置用于存储设备活动的设备内存大小。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测量开销，应该仔细选择要记录的事件。例如，OpenACC 的 enque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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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通常是非常短的区域，CUDA driver 特性通过跟踪 API 函数（如 cuLaunchKernel）包含
类似的信息。在 OpenACC 和 CUDA 特性中都有跟踪设备内存分配或释放的选项。推荐使
用这种低开销设置方法：OpenACC 的 regions 和 wait 特性，CUDA 的 kernel 和 memcpy 特
性，这种设置方法可以提供足够的信息以关联 OpenACC 导语和 CUDA 设备活动。
如 图 3.3 所 示， 使 用 CUBE GUI 对 混 合 了 MPI/OpenMP/OpenACC 的 程 序（来 自 印
第安纳大学的 molecular dynamics code○）的性能数据进行可视化显示。在图左侧的 Metric
一

tree 中选择独占运行时间（exclusive runtime），从中间 Flat view 中可以看出，CUDA kernel
accel_296_gpu 在 GPU 上花费的时间最多（共计 73.63 秒）。kernel 启动后，主机立即开始等
待它完成（代码位置在 int_ion_mix_acc.f 的第 296 行）。右侧的 System tree 显示进程、线程
和 GPU 流的执行时间分布。

图 3.3

使用 CUBE 对性能数据进行可视化显示示例

注：图中阴影反映了度量值的高低。

如图 3.4 所示，使用 Vampir 对 OTF2 跟踪数据（由 SPEC ACCEL○ 363.swim 基准测试
二

一
http://hgpu.org/?p=11116.
○
二
Guido Juckeland et al.,“ SPEC ACCEL: A Standard Application Suite for Measuring Hardware Accelerator
○

Performance, ”5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Performance Modeling, Benchmarking and Simulation of High
Performance Computer Systems (2014): 4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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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进行可视化显示。所选的时间间隔说明了研究的详细程度。顶部的时间轴显示了一个
主机流（标注为 Master thread），它触发了 CUDA 设备流（标注为 CUDA[0:13]）上的活动。
这两个执行流之间的黑线就是数据传输。所选数据传输的详细信息在右下角的 Context View
中显示。时间轴的每个区域都可以被选择以查看更多信息。右上角的 Function Summary 提
供了程序执行过程所选时间间隔的性能数据信息。花费时间最多的区域是 swim.f 文件第 92
行的 OpenACC 启动操作，以及第 124 行 OpenACC 等待操作。CUDA 流显示了一些 CUDA
kernel，但是 GPU 大多数时间是空闲的。下面的时间轴突出显示了处于关键路径上的区域，
这是在程序执行中最长的路径，不包含任何等待状态。优化非关键路径上的区域，对整个程
序运行时间没有任何影响。

图 3.4

使用 Vampir 对 SPEC ACCEL 363.swim 基准测试的跟踪数据进行可视化显示示例

注：GUI 提供了多种时间轴视图和统计显示。所有的 CUDA kernel 都在关键路径上（下面的时间轴），因此是
理想的优化对象。

OTF2 跟踪数据可以提供 CUBE 性能数据无法提供的额外的 OpenACC 运行时信息。
如果已经设置了 kernel_properties 特性，kernel 启动参数如 gang、worker 和 vector 尺寸
会添加到跟踪数据中。variable_names 特性包括 OpenACC 数据分配和 OpenACC 数据移
动 的 变 量 名。 此 外， 还 注 释 了 隐 式 OpenACC 操 作。Vampir 将 这 些 信 息 显 示 在 Context
View 中， 或 者 通 过 从 这 些 属 性 中 生 成 度 量 值， 并 以 计 数 器 的 方 式 显 示 在 Counter Data
Timeline 或 Performance Radar 中。所有 Vampir 视图都可以通过图 3.4 顶部的菜单或图标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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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TAU 性能系统

TAU 是一个多功能的性能分析工具套件，支持所有的并行编程范例与并行执行平台。
它支持混合并行应用程序的性能测量（性能分析和跟踪），并可以捕获 OpenACC 程序的内部
工作方式以识别主机和设备的性能问题。集成的 TAU 性能系统是开源的，包含如下工具：
源码分析（PDT）、并行性能分析（ParaProf），性能数据挖掘（PerfExplorer）和性能数据管理
（TAUdb）。
为了观察并行执行程序并生成例程级和语句级的性能数据，TAU 提供基于探测（probebased）的检测和基于事件（event-based）的采样。基于探测的检测依赖于一对括号内开始和
结束的间隔事件，基于事件的采样依赖于在检查程序状态时生成的周期性中断。TAU 具备
在多个级别（源码、库、编译器和二进制）公开代码区域（例如例程和循环）的强大机制，
TAU 的检测是基于此机制实现的。这些特性始终如一地协同工作，并与观察运行时库中的
并行性能事件的机制集成在一起。这里所说的运行时库包括 MPI、pthread、OpenMP（经由
OMPT）、CUDA（经由 CUPTI）和 OpenACC。
TAU 完全支持 OpenACC 2.5 性能分析接口。TAU 中基于检测的性能测量可以使用诸
如 PAPI 的库来测量硬件性能计数，也可以使用 Score-P、VampirTrace、OTF2 生成性能数据
和跟踪数据。另外，TAU 提供了特殊的测量选项，可以捕捉用户自定义事件、上下文事件、
调用参数、执行阶段等性能数据。
TAU 也支持基于事件的采样（EBS），以便在程序执行被中断时捕获性能数据。中断既
可以使用周期性的间隔定时器触发，也可以在硬件计数器溢出时发生。通过采样，可以实现
语句级的细粒度性能测量，就如同在一个例程中聚合所有语句级的性能。TAU 是为数不多
的同时支持基于探测的检测和基于事件的采样的系统之一。它是唯一可以将运行时的性能数
据集成到一个混合性能数据的工具○。
一

为了自动激活 TAU 并行性能测量，开发了命令 tau_exec。提供给 tau_exec 的命令行选
项用于确定启用了哪些检测功能。例如，若要获得使用 OpenACC 的 MPI 应用程序的并行
性能数据，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启动应用程序：

这个命令会从基于检测的 OpenACC 性能分析接口（-openacc）中收集性能数据，也会
一
Alan Morris, Allen D. Malony, Sameer Shende, and Kevin Huck,“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Hybrid
○

Parallel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System, ”Pro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rallel Processing (ICPP ’1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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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于事件的采样（-ebs）中收集性能数据。在本例中，每一个 MPI 进程都会生成单独的性
能数据。注意，如果 OpenACC 卸载到使用多线程的 CPU“ 设备 ”，每个执行线程都有它自
己的性能数据。
当应用程序被 tau_exec 启动时，TAU 的并行性能分析浏览器（ParaProf）可对生成的
性能数据进行分析。图 3.5 展示了 ParaProf 的线程统计窗口，该窗口显示的是针对 Cactus
BenchADM 基准测试○（在 OpenACC 的 PGI 教程中提到过）的性能数据分析。因为这个
一

性 能 实 验 启 用 了 基 于 事 件 的 采 样， 因 此 ParaProf 展 示 了 一 个 混 合 性 能 的 视 图， 在 视 图
中 [SAMPLE] 显示的是 EBS 采样测量，[SUMMARY] 显示的是例程中所有事件的汇总；
“ [CONTEXT] ”显示的是父节点的 EBS 采样聚合的“ 上下文 ”。所有其他标识符都是基
于检测的测量。
在图 3.5 中，你可以看到 bench_staggeredleapfrog2 例程（可在文件 StaggeredLeapfrog2_
acc2.F 中找到）的 openacc_enter_data 事件所调用的底层例程。

图 3.5

TAU ParaProf 线程统计窗口示例，以树形结构显示花费在 OpenACC 和主机代码段的时间

注 意： 该 例 程 在 文 件 的 第 369 行（就 在 enter data 事 件 下 面） 调 用 openacc_enqueue_
upload 事件。如独占时间（exclusive）和包含时间（inclusive time）列中所示，这个操作花费
了 5.725 秒。你还可以看到在例程 __c_mcopy8（来自 libpgc.so 的底层例程）中生成的采样信
一
PGI,“ Building Cactus BenchADM with PGI Accelerator Compilers, ”PGI Insider, 2017, http://www.pgroup.
○

com/lit/articles/insider/v1n2a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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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推测该例程大概是在拷贝数据。如 EBS 测量中报告的那样，这个例程执行了 6.03 秒○。
一

阴 影 表 示 性 能 强 度。 例 如， 采 样 到 的 第 344 行 bench_staggeredleapfrog2_ 例 程 花 费
17.817 秒之多，而最顶层的总包含时间（inclusive time）为 35.853 秒（标识为 TAU Application
例程）。正如你在图 3.5 中看到的，通过点击右键并选择一行代码，你可以选择“ Show Source
Code ”选项以启动源码浏览器。结果如图 3.6 所示。看来这是一个高密度的计算循环，可以
通过 OpenACC 构件迁移到 GPU 上。你可以轻易地打开额外的测量，例如硬件计数器，来
进一步研究性能行为。

图 3.6

TAU ParaProf 源码浏览器窗口示例，显示第 344 行最内层的循环，在这里应用
程序花费了 17.817 秒

3.4

识别 OpenACC 程序中的 bug
程序 bug 通常会导致意外或不正确的结果，或者在程序运行时发生错误。bug 通常
一
注意：TAU 生成的调用路径性能数据可以将事件嵌套显示到一个具体的调用路径深度。可以使用一对环
○

境变量来启用调用路径性能分析（TAU_CALLPATH）和设置深度（TAU_CALLPATH_DEPTH）。在本例
中，这两个变量分别设置为 1 和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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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针对问题的解决方案的逻辑本身有错误，或者解决方案的编程实现有错误而导致
的。调试（debugging）是发现和修复 bug 过程。调试是应用程序开发过程的主要部分，需
要借助一些工具来发现 bug。由于 OpenACC 程序在主机和设备上执行，因此调试会很复
杂。另外，由于编译器在解释一些 OpenACC 导语时留有一些余地，这可能会导致“ false
bug ”。
直到 2.5 版本，OpenACC 规范才定义了调试接口。然而，各个 OpenACC 编译器和运行
时提供了环境变量用来支持调试输出。因为不需要改变源码，所以在开始使用烦琐的 printf
调试之前，你应该优先考虑到这个选项。如果你设置 GOMP_DEBUG=1，GNU OpenACC
运行时将会打印调试输出。PGI 编译器通过设置 ACC_NOTIFY=1 支持调试输出。不幸的是，
这种调试输出可能会变得很啰唆，或者并没有提供相关的有用信息。
下面的步骤将帮助你系统性地识别 OpenACC 程序中的 bug。
1. 在不解释 OpenACC 导语（即不使用 -acc 标记）的情况下，编译和执行程序以确保
bug 在 OpenACC 实现的上下文中出现。
2. 使用 PGI 编译器中与 OpenACC 导语有关的额外编译器输出（例如 -Minfo=accel）。
这个操作通常提供与循环并行化和数据拷贝操作实现有关的信息。检查编译器是否做了它应
该做的事情。
3. 检查编译器上使用的 OpenACC 规范具体是哪个版本。在不确定情况下查看对应的
规范。
4. 隔离 bug，例如将代码从 OpenACC 计算区域移回主机上。
5. 使用诸如 TotalView○和 Allinea DDT○之类的调试器，这些调试器可以在运行时调试主
一

二

机和设备代码。
并行调试器（例如 DDT 和 TotalView）允许调试主机和设备代码。包括查看变量和内
部值（intrinsic value），例如 CUDA kernel 的 threadIdx。类似地，可以在主机和设备代码
中设置断点。这两个调试器的当前版本仅支持面向 CUDA 的设备代码的调试。图 3.7 显示
了使用 DDT 调试一个有内存访问错误的 CUDA 程序时的输出示例○。CUDA 线程 254 试图
三

访问“ 非法地址 ”，因此导致产生了一个信号。此时，可以通过调查相应的指针来跟踪
问题。
一
http://www.roguewave.com/products-services/totalview.
○
二
https://www.allinea.com/products/ddt.
○
三
https://www.allinea.com/blog/debugging-cuda-dynamic-parallel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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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通过支持 OpenACC（面向 CUDA 设备）的 Allinea DDT 进行并行调试，图片由 Alalina 友情提供

3.5

总结
为了开发出正确和高性能的 OpenACC 应用程序，有多种工具可以帮助开发人员分析他

们的 OpenACC 代码。支持 OpenACC 的编程工具必须处理计算卸载这一概念。这意味着，
必须在主机和加速器上进行性能分析和调试。
OpenACC 2.5 提供了用于从 OpenACC 运行时收集事件的性能分析接口。与加速器性能
有关的信息必须基于相应加速器的目标 API 来获取。可以使用诸如 Score-P 和 TAU 之类的
工具测量主机和加速器上的性能数据。
此外，你还可以使用它们研究另外使用进程间通信和多线程的程序。
由于是 OpenACC 编译器生成设备代码，你可能认为不需要调试 OpenACC 计算 kernel。
但 OpenACC 编译器生成的设备代码仍然可能出现逻辑和编码错误。此外，还可以基于编译
器或运行时调试输出检测到一些其他错误源。诸如 TotalView 和 DDT 之类的工具可以支持
调试主机和 CUDA 设备上的 OpenACC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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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和性能分析不是一蹴而就的。编译器在实现规范时有一些余地，而且加速器的种
类繁多，因此对于不同的编译器和加速器组合，其优化方法也不尽相同。同样的道理也适用
于 bug，它可能只发生于某个特定的编译器和加速器组合。软件工具简化了调试和性能分析
的过程。因为 OpenACC 是关于性能的，所以建议采用性能分析驱动（prof ile-driven）的程
序开发方法。有了这些可用的工具，你就可以避免自己亲自动手来做解决方案。

3.6

练习
为 了 更 好 地 理 解 OpenACC 程 序 的 编 译、 分 析 和 调 试， 我 们 使 用 OpenACC 来 加 速

Game of Life（GoL）。C 代码如代码清单 3.3 所示。
Game of Life 是由数学家 John Horton Conway 开发的细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on）。
该系统基于无限二维正交网格。每个细胞（cell）有八个邻居，可能是下面两个可能的状态
之一：死的或活的。基于初始模式，使用以下规则确定后代。
任何一个死的细胞，若有三个活着的邻居，则变成一个活的细胞。

任何一个活着的细胞，若有两个或三个活着的邻居，一直活到下一代。

任何一个活着的细胞，若有多于三个或少于两个活着的邻居，则死亡。

该程序通过使用一个二维模板来汇总八个最亲密的邻居和应用游戏规则。其初始状态
可以随机生成。其中幽灵细胞（ghost cell）被用来实现周期性的边界条件。直到迭代结束
时，细胞才被更新。
代码清单 3.3

Game of Life：CPU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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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任务演示了本章中介绍的工具。采用性能分析驱动的方法，使用 OpenACC 加速 GoL。
1. 代码清单 3.3 是 Game of Life 的顺序 CPU 代码实现，测量它的运行时间。网格尺寸为
1024，执行 2048 次。CPU 代码中占用运行时间最多的是什么？在可执行文件之前加上
time 命令就可以轻松测量其运行时间。
2. 增加 OpenACC 计算导语以将一个游戏步骤（迭代）在设备上执行。
a. 以 pgcc 为例，使用 pgcc -acc gol_acc.c -o gol_acc 编译代码。
b. 对于 PGI 编译器，使用 -Minfo=accel 发现潜在问题。
c. 必要的话，在错误发生时，使用 ACC_NOTIFY=1 来识别问题根源，也可以使用（如果
可用的话）DDT 或 TotalView 发现 bug。
d. 确保 grid 和 newGrid 数组在设备上可用。必要的话，将相应的子语添加到计算构件中。
e. 识别迭代之间没有依赖关系的循环，并添加相应的 loop 构件（#pragma acc loop independent）。
f. 测量 OpenACC 程序的运行时间。
3. 使用 nvprof 对程序进行性能分析。占用设备运行时间最多的是什么？或什么正在阻止设
备的计算？
4. 使用数据构件（data enter 或者 exit 构件）以避免在游戏迭代之间发生不必要的主机和设备
间的数据移动。使用 nvprof 或 nvvp 验证结果。
5. 使用 OpenACC parallel 构件在设备上并行计算所有活着的细胞数。
6. 使用 Score-P 分析最终的 OpenACC 程序。
a. 使用 Score-P 检测程序。
b. 设置所有需要的环境变量来捕获 OpenACC 事件和最终 CUDA 或 OpenCL 设备活动。
c. 生成性能数据，并使用 CUBE GUI 进行可视化显示。
d. 占用主机运行时间最多的是什么？占用设备运行时间最多的是哪个 kernel ？
e. 测量 gang、worker 和 vector 子语对 loop 构件的影响。尝试不同的值，性能可能取决于
网格的尺寸。
i. 在 SCOREP_OPENACC_ENABLE 中增加 kernel_properties。
ii. 生成一个跟踪文件，使用 Vampir 对该文件进行可视化显示。
iii. 选择 OpenACC kernel 启动区域，获取启动属性的详细信息。
iv. 哪些 OpenACC 运行时操作是隐式生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