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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PC 语言简介
UPC 是在 AC(起源于 the Center for Computing Sciences，配置在 CM-5 上，后来配置在 Cray T3
系列上)、Split C (由 California-Berkeley 开发)、Parallel C Preprocessor(由 Lawrence Livermore
Laboratories 开发) 三种语言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显式共享编程语言，是对标准 C 的扩展。
开发 UPC 的目的是为分布内存多处理器系统提供一个通用的全局地址空间。UPC 支持分布共享描述、

共享指针描述，既支持细粒度共享访问，也支持粗粒度共享访问，具有良好的可编程性和较好的可
扩展性。目前，HP、SGI 等公司已经有 UPC 商业编译器出售，Blue Gene 也将 UPC 编译器作为标配
之一。

1.1

UPC 语言的特点
a） UPC 具有良好的可编程性。UPC 提供一种用户非常熟悉也非常简洁的共享内存并行编程模
型，允许数据在需要通信的处理器之间共享或分布。该语言提供描述数据共享、在处理器
之间分布共享数据、对共享数据进行同步访问等机制。应用该模型，可以很容易地对共享
主存、分布主存系统进行并行编程。
b） UPC 能够提供较高的应用程序性能。UPC 编译器利用运行时库将 UPC 程序翻译为串行 C
程序（中间代码），可以充分利用标准 C 编译器的优化能力对中间代码进行编译，生成优化
可执行的代码。UPC 运行时库充分利用具体机器的互联特点，可直接利用网络互联接口进
行设计，减少中间调用环节。此外，运行时库还可以利用宏替换与函数内联进行深入的优
化。UPC 编译器还可以对 UPC 程序进行全面分析，通过通信与计算重叠、消息合并、远程
数据预取、本地共享访问优化等措施，提高应用程序性能。
c） UPC 系统还具有很好的可移植性。可移植性通过将 UPC 程序转换为 C 格式的中间表示来实
现，中间表示可以使用系统的 ANSI C 编译器编译，并与 UPC 运行时库和通信系统连接。
d） UPC 支持多平台。UPC 语言吸收了当前并行语言发展的多种优点，适合于在多种并行体系
结构（包括分布存储超大规模并行机、DSM、SMP、PC Clusters、SMP Clusters 等）的机器
上开发 C 语言并行程序。UPC 语言的核心内容是为用户并行程序开发提供一个抽象的全局
地址空间，而不管底层硬件以何种方式支持全局地址空间。有了全局地址空间，用户可以
继续使用传统的共享编程模型，使得编写共享型并行程序逐渐走向规范化；同时为编译器
设计人员提供实现的灵活性，并有可能在编译器中开发除常规优化之外的其它优化功能。

1.2

UPC 的主要功能
a）
b）
c）
d）

1.3

全局共享
并行循环 upc_forall
编译指示
运行时库
1) 进程管理
2) 共享内存管理
3) 锁
4) 共享空间访问

UPC 的术语及其简单介绍
为了让用户更好地阅读和理解本手册，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UPC 中的术语。
a) 进程：UPC 程序运行时由一些独立的进程组成，不同的进程运行在不同的处理器上，进程
之间通过共享数据或消息来交换信息。
1) 进程数（THREADS）：执行 UPC 程序的进程总数，可以用宏 THREADS 来获取。
2) 相对进程号（MYTHREAD）：为了编程时更好的区分每个进程，UPC 中的每个进程都
分配了一个相对的进程编号，依次为 0，1，2，…，THREADS-1。可以用宏 MYTHREAD
来获取相对进程号。
3) 主进程：相对进程号为 0 的进程称为主进程。
4) 子进程：相对进程号不为 0 的进程称为子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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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亲缘性：UPC 程序运行时的每个进程在逻辑上拥有一块“私有”内存（只能由这个进程来
访问）和一块“共享”内存（任何进程都可访问）。共享内存对象的某一部分只与某个特定
进程有“亲缘性”，即相对于其它进程来说，这个特定进程对这部分共享内存对象具有最快

c)

d)

2

的访问速度，它的存取速率与存取本地私有内存对象相同。
并行循环 upc_forall：类似于 C 语言的 for 循环。在 UPC 中，对于迭代间不相关的 for 循环，
可以把它改写为 upc_forall 循环,让编译器根据亲缘域进行并行任务划分，目的是实现拥有
者计算。
编译指示：编译指示是目前许多编译器提供的一种灵活的编程手段。编译器通过识别程序
中用户加载的编译指示，而做出相应的处理。并行编译指示对串行应用程序的并行化特别
有用，可以简化并行应用程序的开发。

2 UPC 快速入门
2.1

在 Linux 环境下开发第一个 UPC 程序 HelloWorld

下面介绍如何在 Linux 环境下开发 UPC 程序。
首先使用 VI 编辑器或其他的编辑器编辑如【图 2-1】中的程序，保存为 helloworld.c，这个程
序实现的功能是每个进程打印”Hello World！” 和各自的相对进程号。

图 2-1 helloworld.c

其中头文件 upc.h 是 UPC 的头文件，其内定义了与 UPC 有关的函数原型与宏，用户编写 UPC

程序都需要包含该头文件，对串行程序没有要求。
程序准备好后，接下来对程序进行编译，在命令行中执行:
upcc
helloworld.c

正常执行完后屏幕没有任何显示，在当前目录下可以发现编译生成的可执行目标码 a.out，编译

过程就完成了。
接下来运行 a.out，
在命令行中执行（指定 a.out 由 4 个进程执行）：
cccrun –np 4 ./a.out
结果输出如【图 2-2】所示。

图2-2

helloworld.c 运行情况

从图中的输出可以看出一共有 4 个进程执行，用户程序输出的顺序可能与图中不一致，是正常
现象。

2.2

UPC 程序的编译方法
UPC 程序的编译命令格式为：
upcc
[编译选项]
<输入文件>
，
其中
[… …]表示为可选
a) 编译时的输入
UPC 编 译 时 的 输 入 包 括 编 译 选 项 和 输 入 文 件 ， UPC 可 以 接 受 的 输 入
文 件 类 型
有：.upc、.c、 .i 、.s 、 .o
、.a 等，编译选项包括兼容底层串行编译器的编译选项和
UPC 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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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的编译选项，【表

2-1】列出了常用的串行编译选项，【表

2-2】列出了 UPC 扩充的编译选项：

表 2-1常用的串行编译选项
序号
1
2
3

编译选项
-o <输出文件名>
-c

说明
指出输出文件的文件名
仅编译源程序但不做链接，输出文件为.o
优化选项，-O0 不做任何优化，-O1 级优化较保守，-O3 则执行最大胆

-O0/1/2/3

的优化。不指定优化级别，则缺省按 O1 级优化进行编译。（注：该选
项是串行编译器已有的编译选项，UPC 会根据优化级别做与并行相关
的优化）。
3
4

-I<头文件路径>
-L<库文件的路径>

指出头文件的路径，注意-I 后没有空格
指出库文件的路径，注意-L 后没有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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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库名>

指出需要链接的库函数，如-lm

表 2-2 神威蓝光 UPC 扩充的编译选
项

序号

说明

编译选项
并行进程总数

指定按给定的并行进程总数编译生成并行可执行程
序。

1

-T

2

-forall_opt:on/off

3

-msg_vect:on/off

4

-sh2l:on/off

指示 UPC 编译器打开或关闭针对全局共享的本地共
享访问优化（该选项打开时，forall 优化选项会自动打开），
有-O3 时该选项的默认状态是打开，否则默认状态是关闭。

6

-LNO:on/off

指示 UPC 编译器打开或关闭循环嵌套优化(LNO)的选
项，-LNO:on 为打开 LNO，-LNO:off 为关闭 LNO。有-O3
时该选项的默认状态是打开，否则默认状态是关闭。

7

-opt:on/off

指示编译器打开或关闭 4、5、6、7，8 中的 5 项优化
（在有-O3 时，4、5、6、7，8 中的 5 项优化默认是打开
的，否则默认是关闭的）

指示 UPC 编译器打开或关闭 forall 优化，有-O3 时该
选项的默认状态是打开，否则默认状态是关闭。
指示 UPC 编译器打开或关闭针对全局共享的消息向
量化优化，有-O3 时该选项的默认状态是打开，否则默认
状态是关闭。

5

如果在编译时没有指定进程数(-T)，则必须在运行时指定进程数。
b) 编译时的输出
编译部分的输出包括用户程序报警输出、用户程序报错输出、编译器内部错误输出，告知
用户编译的状态。当编译过程没有错误发生时，输出目标文件，目标文件名根据编译选项决定
（符合串行编译器的约定）。
c) 编译时的输出格式
1) 编译时报错输出格式：
文件名：In function
函数名
(注：
在处理全局声明时没有这行的信息)
文件名: 行号：
错误原因
2) 编译报警输出格式：
文件名：In function
函数名
(注：
在处理全局声明时没有这行的信息)
4

d)

2.3

文件名: 行号：warning: 报警原因
注：编译报错输出、报警输出的格式符合 gcc 串行编译器的报错规范。编译报错和报
警的区别在于行号后有没有 warning。
3) 编译器内部错误格式：
CCC INTERNAL ERROR: 简要的内部错误原因。Please report a full bug to upc
development group。
注：如果出现该信息，说明编译器发生了内部错误，请通知 UPC 开发人员。
编译时的输出示例
1) 编译报错输出的例子
x.c: In function `ff':
x.c:7: syntax error before `int'
该报错信息指出在 x.c 的第 7 行（ff()函数中）int 之前有语法错误。
2) 编译报警输出的例子
x.c: In function `main':
x.c:10: 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该报警信息指出在 x.c 的第 10 行（main()函数中），没有进行类型转换而直接将一个整
数赋给了指针。
3) 编译器内部错误的例子
CCC INTERNAL ERROR:
/usr2/users/hwq/ccc/bin/gfec died. Please report a full bug to
UPC development group.

UPC 程序的运行
运行 UPC 程序的命令格式如下：
cccrun
[cccrun 的参数]
<可执行文件>
[用户程序的参数]
a) cccrun 的参数
-np <并行进程总数> , 指定并行进程的总数。如果在编译时通过-np 指定了进程数，则
执行 cccrun 时可以不指定进程数，如果要指定需与编译时指定的一致，否则报错。
b) 用户程序的参数
用户程序的参数是需要传递给用户程序 main 的参数，由用户程序决定。
c) 运行时的输出
运行时的输出包括运行提示、用户程序的输出、程序异常输出。
1) 运行提示：包括程序运行信息和作业提交信息，如图 2-2。
2) 程序异常输出指程序运行过程发生浮点异常、段违例、收到 CTRL＋C 信号时的输出。
运行异常输出示例：
*** CCC caught a fatal signal: Float point exception on process 2/4
该异常信息指出共有 4 个进程运行该程序，在运行过程中 2 号进程发生了浮点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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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PC 语法说明
全局共享声明

3.1

为了支持共享模式并行程序设计，方便用户编程，神威蓝光
在并行程序中用显式关键字说明。
3.1.1

UPC

语言扩充了全局共享，用户

全局共享数据声明

全局共享数据是所有进程都可以访问的数据，在所有的进程上只有一个副本。【表

3-1】给出了

4 个进程下全局共享变量 a 和私有变量 b 的示意图，全局共享变量 a 只有一个副本，而私有变量 b

在每个进程上都有一个独立的副本。
表 3-1

4 个进程的全局共享变量和私有变量

全局共享变量 a（4 个进程上只有一个副本）：
进程 0：
进程 1：
私有变量 b 私有变量 b

a

进程 2：
进程 3：
私有变量 b 私有变量 b

全局共享变量由关键字 shared 声明，它的定义形式为：
shared
DIS_INFO
TYPE 变量列表；
其中TYPE是分布变量的类型，可以是基本类型、结构体、联合等，但不能是通过typedef定义的
数组类型。
DIS_INFO指出变量的布局，可以有以下四种情况：
a) 为空： 表示声明的变量为循环分布；
b) 为[ ]： 表示声明的变量全在0进程上；
c) 为[B]：其中B是正整数，表示声明的变量按块长为B（元素个数）进行循环分布；
d) 为[*]:
表示声明的变量为块分布。
3.1.1.1 数据全分布在 0 进程上
语法定义：
shared [] TYPE 变量列表；
例子：
shared [] int a[8],x; //a[8]和x全分布在0进程上，为其他进程共享；
此种分布方式仅可用于描述小的共享数组或者共享变量。
3.1.1.2 循环分布
语法定义：
shared [1] TYPE 变量列表；
shared
TYPE
变量列表；
例子：
shared [1] int a[10],b[100*PES]；
shared int a[10],b[100*PES]；
数组按块为 1 循环分布；UPC 中允许全局共享数组声明时含有进程数，数组 b 的元素个数为实
际进程数的 100 倍，这两种描述是等效的，假设课题在 4 个进程上运行，数组 a 在各进程上的分布

如【表

3-2】所示。
表 3-2 数组 a 按块为 1 的循环分布
进程 0

进程 1

进程 2

进程 3

a[0]
a[4]
a[8]

a[1]
a[5]
a[9]

a[2]
a[6]

a[3]
a[7]

相同进程上的共享空间是连续的，所以对于数组 a 来说，a[0]、a[4]和 a[8]三个元素被分配在 0
6

进程上，它们连续存放在一块存储空间中。
循环分布可以这样理解：将数组看成一段连续的数据，各进程依次取 1 个单元放在本进程连续
的内存中，直到将数组分布完毕。
3.1.1.3 循环块分布
语法定义：
shared [B] TYPE 变量列表;
/* B为正整数，当B=1时，即循环分布*/
例子：
shared [2] int a[10],b[100][100]; /*按块为2循环分布数组*/
假设课题在 4 个进程上运行，数组 a 在各进程上的分布如【表 3-3】所示。
表 3-3 数组 a 按块为 2 的循环块分布
进程 0

进程 1

进程 2

进程 3

a[0]～a[1]

a[2]～a[3]

a[4]～a[5]

a[6]～a[7]

a[8]～a[9]

数组 a 分布在各进程上的数据是连续的，例如 0 进程上 a[0],a[1],a[8],a[9]是连续存放的。
循环分布可以这样理解：将数组看成一段连续的数据，各进程依次取 B（块大小）个单元放在
本进程连续的内存中，直到将数组分布完毕。实际上循环分布可以看作循环块分布的特例。
3.1.1.4

块分布

块分布尽量将数组平均分成 PES 块，各进程一块，假设数组总共有 N 个单元，则每个进程上的

块大小为 B＝(N+PES-1)/PES，数组按块 B 进行分布。
语法定义：
shared [*] TYPE 变量列表;
例子：
shared [*] int a[10];
数组 a 在 4 个进程上的块分布如【表 3-4】所示所示。

表 3-4 数组 a 在 4 个进程上的块分布
进程 0

进程 1

进程 2

进程 3

a[0]～a[2]

a[3]～a[5]

a[6]～a[8]

a[9]

数组 a 在 2 个进程上的块分布如【表

3-5】所示。

表 3-5 数组 a 在 2 个进程上的平均块分布

3.1.1.5

进程 0

进程 1

a[0]～a[4]

a[5]～a[9]

按行分布的实现
shared [N] int a[100][N];
/*将数组a以一行为单位进行分布 */
shared [2*N] int b[100][N];
/*将数组b以两行为单位进行分布 */

3.1.1.6 全局共享的简单例子程序
/*Name: global_shared.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pc.h>
shared int a[4];
int main()
{
int i;
for (i=MYTHREAD;i<4; i=i+THREADS)
//一种静态划分方式
a[i] = i+1;
upc_barrier;
printf("MYTHREAD=%d a[0]=%d a[1]=%d a[2]=%d a[3]=%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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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0;

MYTHREAD,a[0],a[1],a[2],a[3]);

}
编译该程序后使用 cccrun –np 4 ./a.out 运行可以得到如下结果（打印顺序可能不同）：
MYTHREAD=0 a[0]=1 a[1]=2 a[2]=3 a[3]=4
MYTHREAD=2 a[0]=1 a[1]=2 a[2]=3 a[3]=4
MYTHREAD=1 a[0]=1 a[1]=2 a[2]=3 a[3]=4
MYTHREAD=3 a[0]=1 a[1]=2 a[2]=3 a[3]=4
从运行的结果看，所有进程打印出来的值都是相同的。
3.1.1.7
a)
b)
c)

d)
e)
f)
g)
3.1.2

关于全局共享的几点说明
目前针对全局共享的编译优化还在实现中，因此在编程时全局共享访问的次数尽量少一些。
神威蓝光中的全局共享是一种分布共享模式，全局共享变量根据用户的描述分布在各个进
程上，地址一般不连续。
全局共享变量必须声明为全局变量，UPC不支持全局共享的局部变量。用户可以在任何声
明外部变量的地方声明全局共享变量。例如：
shared int a[1000]；//定义全局共享变量 a
extern shared int a[1000]；//引用已定义全局共享变量 a
目前UPC中所允许申请的最大全局共享空间为512MB大小。
数据的分布可以这样理解：将数组看成一段连续的数据，分布的块大小为B，各进程依次取
B个单元放在本进程连续的内存中，直到将数组分布完毕。
如果并行程序中使用了全局共享数据，建议编译时通过编译选项“-T 进程数”指定进程数,
这样有利于课题提高效率。
共享数据的访问要尽量做到局部性。远程共享数据的成片访问可以使用m_memget()、
m_memput()、m_memcpy()、m_memset()来提高性能。
全局共享指针声明

UPC 扩充了全局共享指针类型，允许用户声明全局共享指针变量，用于全局共享数组的遍历，
并允许进行全局共享指针的算术操作。
语法格式：
shared
DIS_INFO
TYPE *p;
/* p本身是私有的，只有本进程可以访问*/
shared
DIS_INFO
TYPE *shared q; /* q本身也是共享的，其它进程可以访问*/
其中TYPE为指针的类型，DIS_INFO表示该指针所指向的共享对象的分布信息，可以有以下几
种情况：
a) 为空： 表示所指向的共享对象为循环分布；
b) 为[ ]： 表示所指向的共享对象全在0进程上；
c) 为[B]：其中B是正整数，表示所指向的共享对象按块长为B进行循环分布；
d) 为[*]:
表示所指向的共享对象为块分布。
共享指针所指向对象的分布信息（即指针定义中的
DIS_INFO）须与共享对象的实际分布信息
一致，否则结果可能不正确。
例子：
shared int *p,a[100];
shared int * shared q;
shared [12] int *x,b[100];
shared [3] int * shared y;
在上述定义中，p表示一个指向全局共享对象的指针，该全局共享对象的分布块长度取缺省值(1)，

p是私有的；q表示一个指向分布块长度取缺省值(1)的全局共享对象的指针，q是共享的，其它进程可
以访问q，并可通过q访问全局共享对象。x表示一个指向全局共享对象的指针，该全局共享对象的分
布块长度为12,x是私有的；y表示一个指向分布块长度为3的全局共享对象的指针，该指针本身是共
享的。
p=a; q=a;
/* 正确的用法 */
p=b;
/* 不正确的用法：分布不一致，可能带来不正确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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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1 共享指针属性
共享指针有两个属性：
a) 所指的共享对象属于哪一个进程（即亲缘进程），可以使用运行时库函数m_peof()进行查询；
b) 所指的共享对象在一个分布块内的偏移，可以使用运行时库函数m_offsetof()进行查询。
3.1.2.2 全局共享指针算术运算
假设程序中定义了共享指针：
shared int *p,a[100];
p＝&a[i]；
p=p+j;
执行完成后p实际上指向地址&a[i+j]，因为数组a的地址不连续，必须是共享指针才能完成此功
能。
3.1.2.3 全局共享指针转换为私有指针
全局共享指针转换为私有指针，只有在全局共享指针所指向的全局共享对象为本进程的亲缘对
象时才允许。如：
shared int x[10*PES]，*q;
int *p;
q=&x[MYID];
p=(int *)q;
/*共享指针转化为私有指针，等价于p=&x[MYID]; */
p++; q++;
q=p;
/* 私有指针转化为共享指针，非法*/
通过p只能访问数组x落在本进程上的数据，执行p++后p实际上指向x[MYID+PES],
而执行q++
后q指向x[MYID+1]。如果执行p=&x[MYID+1]则会出现意外的结果，因为x[MYID+1]不在本进程上。
3.1.3

全局共享做参数

UPC中函数的形参不允许声明为共享标量，可以声明为共享数组或指针。
UPC中允许全局共享数据做参数，传值没有任何限制。传地址需要遵循以下规则，否则会发生
错误或者意想不到的结果。
3.1.3.1 形参是共享地址，实参是共享地址
共享形参中的块大小必须和实参中的块大小一致，否则不合法。例子如【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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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global_shared_parameter.c*/
#include <upc.h>
#define N 8
shared [2] int a1[N];
shared [3] int a2[N];

//块大小 2
//块大小 3

void ff(b)
shared [3]
int b[];
//块大小 3
{
b[0]=1;
b[1]=2;
}
int main()
{
ff(a1);
//不合法，a1 的块大小与 ff 形参 b 的块大小不一致
ff(a2);
//合法，在 ff()中 b[1]访问的就是实参的 a2[1]，
//即是跨进程访问的，这就是形参声明为共享的作用。
return 0;
}

图 3-1 形参和实参都是全局共享数据的例子

3.1.3.2 形参是共享地址，实参是私有地址
因为私有指针是不能转化为共享指针的，所以这种用法不合法。
3.1.3.3 形参私有地址，实参是共享地址
全局共享指针转换为私有指针时，只有在全局共享指针所指向的全局共享对象为本进程的亲缘
对象时才允许，所以全局共享数据传给私有形参时必须保证共享数据和对应的进程具有亲缘性，否
则不合法，运行结果不确定。例子如【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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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local_shared_parameter.c*/
#include <upc.h>
#include <stdio.h>
#define N 8
shared [1] int a[N]; //全局共享数组 a
void ff( int *b)
{
b[0] = 5;
b[1] = 6;
}
int main()
{
ff(a);
return 0;
}
1、 只有 0 进程调用 ff(a)才是合法的，因为 0 与 a[0]的地址具有亲缘性。
2、 如果程序有 4 个进程执行，0 进程调用 ff(a)后，实际上在 ff()中，形参 b[0]
访问的是 a[0], 形参 b[1]访问的是 a[4]而不是 a[1]。其它进程 ff()中访问的 b[0]
不是 a[0]。这是因为形参是私有的，它是按私有地址（全在本进程）往下访
问的，无法访问其它进程的地址。

图 3-2 形参是私有指针、实参是全局共享地址的例子

3.1.3.4 无形参类型，实参是共享地址
在函数调用时，如果编译器查不到形参的类型，那么将默认形参为共享类型地址，如果实际该
函数的形参为私有地址，将发生错误。

UPC 的并行循环

3.2
3.2.1

upc_forall

神威蓝光 UPC 支持并行循环 upc_forall。对于迭代间不相关的 for 循环，可以把它改写为 forall

循环,让编译器根据亲缘域进行并行任务划分。
a) upc_forall的语法结构为
upc_forall (expressionopt; expressionopt; expressionopt; affinityopt) statement；
b) 说明
affinityopt是可选的亲缘性表达式，可以有下面几种形式。
1) 为continue或空，则该forall与for语句是等效的，即不进行并行划分。
2) 为一个整数表达式expr，则表示由处理器号为 expr％PES
的进程执行该次迭代。
3) 为一个共享变量的地址，表示由与该共享变量地址单元有亲缘性的进程执行该次迭代。
4) 如果有嵌套forall存在，语法上支持，不报错；但相当于一个forall语句。最外层亲缘表
达式不是continue的forall语句称为“控制forall”语句。在一个“嵌套forall”中所有 “非控制
forall”语句与普通for相同。
5) forall是针对所有进程进行操作。所以要在节点内进行任务划分，不能使用forall。
下面是使用forall的三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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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affinity是整数表达式
shared int a[16];
…
upc_forall(i=0;i<16;i++;i)
a[i]= expr(i)
如果是4个进程做，则如【表

3-6】所示：

表 3-6 数组 a 在 4 个进程上按整数亲缘表达式做循环迭代
进程0

进程1

进程2

进程3

做循环迭代i=0，
i=4，i=8，i=12

做循环迭代 i=1， 做循环迭代 i=2， 做循环迭代 i=3，
i=5，i=9，i=13
i=6，i=10，i=14
i=7，i=11，i=15

例2 ：affinity是共享地址
shared [2] int a[16];
…
upc_forall(i=0;i<16;i++;&a[i])
a[i]= expr(i)
如果是4个进程做，根据数据在处理器上的布局，每一个进程所做的循环迭代见【表

3-7】。

表 3-7 数组 a 在 4 个进程上按共享地址亲缘表达式做循环迭代
进程0

进程1

做循环迭代i=0，
i=1，
i=8，i=9

做循环迭代
i=3，
i=10，i=11

进程2

进程3

i=2， 做循环迭代
i=5，
i=12，i=13

i=4， 做循环迭代
i=7，
i=14，i=15

i=6，

例3：forall嵌套
shared float a[N], b[N], c[N];
…
upc_forall(i=0; i<N; i++; continue)
upc_forall(j=0; j<N; j++; &b[j])
forall (k=0; k<N; k++; &c[k])
b[j] += a[i] * c[k];
该例子第二层循环是“控制forall”语句，所以第一层和第三层循环与for循环等效。在每一个
进程上执行循环“i”和“k”的所有迭代，循环“j”中的迭代按分布数组元素b[j]所在的进程执行第j
次循环来进行划分。

3.3

UPC 的栏栅语句

3.3.1

语法

3.3.2

UPC 的栏栅语句有如下几种，其中 expression 是一个整数表达式。
upc_notify expressionopt;
upc_wait expressionopt;
upc_barrier expressionopt;
upc_fence;
说明
a)

每一个线程都要执行一个 upc_notify 和

upc_wait 语句的交互序列，以upc_notify 开

始，并以 upc_wait 语句结束。一个同步阶段由执行一个 upc_notify 和下一个 upc_notify
之间的所有语句组成。只有当所有线程在当前同步阶段都完成 upc_notify
语句之后，
某个线程才能完成调用 upc_wait 语句，并进入下一个同步阶段。upc_notify 与 upc_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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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d)

是集合操作。
upc_fence 语句等同于一个空的 strict 引用。它保证在栏栅之前发出的所有共享引用在
栏栅之后发出的任何引用之前完成。
在 upc_notify 语句之前和 upc_wait 语句之后各隐含一个空 strict 引用。
如果 upc_wait 语句的表达式的值与开始同步阶段的 upc_notify 语句的表达式的值不相
等， 则 upc_wait 语句将产生一个运行时错误。如果任何一个语句没有表达式，则不产

生错误。
e)

f)

如果 upc_wait 语句的表达式的值与当前同步阶段中任何线程发布的的
upc_wait 与
upc_notify 语句的任何一个表达式不同，则 upc_wait 语句将产生一个运行时错误。如

果任何一个有“差异”的语句没有表达式，则不产生错误。
upc_barrier 语句等价于如下复合语句：
{ upc_notify barrier_value; upc_wait barrier_value; }
进程启动与终止时的栏栅操作有一个不在用户表示值范围之内的表达式值。
例：如下语句将产生一个运行时错误：
{ upc_notify; upc_barrier; upc_wait; }
它与下列语句等价
{ upc_notify; upc_notify; upc_wait; upc_wait; }

UPC 编译指示

3.4
a)

如果预处理记号 upc 紧跟在 pragma 之后，则不进行宏替换，而且编译指示应具有

如下格式之一：
b)

#pragma upc strict
#pragma upc relaxed
这些编译指示影响对引用类型既不是 strict 限定也不是 relaxed 限定的共享对象
的 strict 或 relaxed 引用类别。如果 strict 编译指示起作用，则这样的引用就是 strict

引用，或如果 relaxed 编译指示起作用，则这样的引用就是 relaxed 引用。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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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通过引用类型或编译指示进行分类的共享引用其行为决定于实现方式，所有这类引用
要么全部是 strict 引用，要么全部是 relaxed 引用。希望程序具有可移植能力的用户应该使
用类型限定符，或使用这些指示或通过包含 upc_strict.h 或 upc_relaxed.h 来指明缺省行为。
编译指示应出现于外部申明之前或复合语句内部所有显式申明和语句之前。当出现于外部
申明之前时，它一直适用，直到遇到另外一个这样的编译指示或遇到翻译单位的结束。当
出现于复合语句内部时，它一直适用，直到遇到复合语句的结束；在复合语句的结束处编
译指示的状态恢复为复合语句之前的状态。如果这些编译指示在其它任何上下文中使用，
它们的行为是不确定的。

4 UPC 运行时库
UPC 运行时库的功能包括如下几部分：进程管理、锁、共享空间访问等。

标准头文件

4.1

<upc_strict.h>
<upc_relaxed.h>
<upc.h>
a) 包含<upc_strict.h>的程序相当与插入编译指示#pragma upc strict 和#includ <upc.h>的效果。
b) 包含<upc_strict.h>的程序相当与插入编译指示#pragma upc relaxed 和#includ <upc.h>的效
果。

UPC 库函数

4.2

本节提供[ISO/SEC00] 7.20的UPC并行扩展。[ISO/SEC00]中7.1.4节描述的库函数特性同样适用
于本节。
4.2.1
a)
b)
4.2.2

线程终止函数
原型
upc_global_exit(int status)
功能说明
刷新所有I/O，释放所有内存，终止所有活动线程的执行。
共享内存动态申请函数

共享内存申请操作如果成功，则此类函数均返回一个对界的指向共享空间的指针，以使该返回

值能够赋给任何类型的指向共享空间的指针。
共享内存申请函数有以下几个：
a) 全局申请函数（非集合操作）
1) 原型
shared void *upc_global_alloc(size_t nblocks, size_t nbytes);
2) 参数说明
nblocks：块数；
nbytes：块长度；
3) 功能说明
本函数等价于：
shared [nbytes] char[nblocks * nbytes]；

本函数不是集合操作函数。如果由多个线程同时调用，所有调用线程都将各自申请到

相应的共享空间。
b) 全局申请函数（集合操作）
1) 原型
shared void *upc_all_alloc(size_t nblocks, size_t nbytes);
2) 参数说明
nblocks：块数；
nbytes：块长度；
3) 功能说明
本函数等价于：
shared [nbytes] char[nblocks * nbytes]；
本函数是集合操作函数，调用本函数的所有线程返回相同指针。
c) 局部申请函数
1) 原型
shared void *upc_alloc(size_t nbytes);
2)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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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4.2.3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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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ytes：申请的空间大小（字节数）；
3) 功能说明
本函数不是集合操作函数，功能类似于 malloc()，只是返回的指针指向共享空间，并且
该共享空间分布在调用线程上。
本地申请函数（不推荐使用）
1) 原型
shared void *upc_local_alloc(size_t nblock,size_t nbytes);
2) 参数说明
nblocks：块数；
nbytes：块长度；
3) 功能说明
本函数不是集合操作函数，功能和 upc_alloc 相同，申请空间的大小为 nblocks*nbytes，
并且全部分布在调用线程上。
共享空间释放函数
1) 原型
void *upc_free(shared void *ptr);
2) 参数说明
ptr：指向需要释放的动态共享空间；
3) 功能说明
本函数释放 ptr 所指向的动态共享空间；如果 ptr 的值为空（NULL），则不进行任何释
放操作；如果 ptr 与先前调用 upc_alloc，upc_local_alloc, upc_global_alloc,或 upc_all_alloc
所返回的指针不匹配，或所指向的共享空间已经被前面调用的 upc_free 释放，则结果不确
定。
共享指针操作函数
亲缘性识别函数
1) 原型
size_t upc_threadof(shared void *ptr);
2) 参数说明
ptr：指向某共享空间的指针；
3) 功能说明
返回和 ptr 所指向的共享空间具有亲缘性的线程的线程号。
phase 域识别函数
1) 原型
size_t upc_phaseof(shared void *ptr);
2) 参数说明
ptr：指向某共享空间的指针；
3) 功能说明
返回 ptr 所指向的共享空间的 phase 域。
phase 域重置函数
1) 原型
shared void *upc_resetphase(shared void *ptr);
2) 参数说明
ptr：指向某共享空间的指针；
3) 功能说明
返回一个与其输入等价的共享指针。
取本地地址函数
1) 原型
size_t *upc_addrfiled(shared void *ptr);
2) 参数说明
ptr：指向某共享空间的指针；
3) 功能说明

e)

该函数取得共享指针所指向的对象的本地地址，该本地地址和全局地址空间的实现方
式有关，实现方式不同，某个共享对象的本地地址值可能不同。
亲缘域规模函数
1) 原型
size_t upc_affinitysize(size_t nblocks, size_t nbytes,size_t threadid);
2) 参数说明
nblocks：指定的块数；
nbytes：指定的块大小；
threadid：计算亲缘域规模的线程号；
3) 功能说明
1． 该函数指定线程返回具有亲缘性的指定共享内存的大小（字节数），该内存空间的

分布属性通过参数 nblocks 和参数 nbytes 指定；

2． 如果共享空间通过动态申请所得，则参数 nblocks 和 nbytes 等于 upc_global_alloc 以

及 upc_all_alloc 时所使用的相应参数值；
3． 如果共享空间通过静态申请所得，例如：
shared [b] t d[s];
则nbytes的值应当为：b * sizeof (t)；nblocks的值应当为：sizeof (d) / (b * sizeof (t)))；
4.2.4

锁函数

4.2.4.1
a)
b)

类型
申明的类型是 upc_lock_t
类型 upc_lock_t 是个不透明的 UPC 类型。 upc_lock_t 是一个带不完全类型(在[ISO/SEC00]
的 6.2.5 节定义)的共享数据类型。类型为 upc_lock_t 的对象只通过指针进行操作。

4.2.4.2
a)

函数 upc_global_lock_alloc
原型
upc_lock_t *upc_global_lock_alloc(void);

b)

返回值
返回指向该锁的指针。

功能说明
函数 upc_global_lock_alloc 动态分配一个锁并返回指向该锁的指针。该锁按未上锁状态进行
创建。upc_global_lock_alloc 函数不是一个集合函数。如果由多个线程调用，所有调用该函数的
线程都将取得不同的分配。
c)

4.2.4.3
a)
b)

函数 upc_all_lock_alloc
原型
upc_lock_t *upc_all_lock_alloc (void);
返回值
返回指向该锁的指针。

功能说明
函数upc_all_lock_alloc动态分配一个锁并返回指向该锁的指针。该锁按未上锁状态进行创
建。函数upc_all_lock_alloc是一个集合函数。每一个线程的返回值指向相同的锁对象。
c)

4.2.4.4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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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upc_lock_free
原型
void upc_lock_free(upc_lock_t *ptr);
参数说明
upc_lock_t *ptr；

//标识锁的共享变量

c)

返回值
无。

功能说明
函数upc_lock_free释放与由ptr所指向的动态分配的upc_lock_t相关的所有资源。如果ptr是一
个空指针，则不发生任何动作。否则，如果参数不与早先由upc_global_lock_alloc或
d)

upc_all_lock_alloc函数返回的指针匹配，或锁已经由upc_lock_free释放，则结果不确定。不管被
引用的锁当前处于开锁状态还是上锁状态(被任何线程上锁)，upc_lock_free都成功。随后任意线

程使用ptr调用上锁函数，其作用是不确定的。
4.2.4.5 函数 upc_lock 和 upc_unlock
锁可以用来保证临界区只有一个进程执行。
a) 原型
void upc_lock(upc_lock_t *ptr);
//
void upc_unlock(upc_lock_t *ptr);
//
b)

上锁
开锁

返回值
无。

功能说明
函数upc_lock为一个由参数所指向的类型为upc_lock_t的共享变量上锁。如果锁没有被其它
线程使用，则调用线程获得锁，函数返回；否则，函数不停地尝试获得锁的访问权。 在调
c)

用upc_lock函数之后隐含一个空的strict引用。

定义。

d)

4.2.4.6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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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调用线程已经拥有ptr所指向的锁，则结果未

函数upc_unlock释放锁，且不返回值。在调用upc_unlock函数之前隐含一个空的strict引用。
例子
/*Name: upc_lock.c*/
#include<upc.h>
#include <stdio.h>
shared int sum=0;
int main( )
{
……
upc_lock( );
sum = sum +1;
//各进程要对 sum 进行操作先加锁，
//保证独占对 sum 的修改权限
upc_unlock( );
……
}
函数 upc_lock_attempt
原型
int upc_lock_attempt(upc_lock_t *ptr);
参数说明
upc_lock_t *ptr；

//标识锁的共享变量

c)

返回值
如果锁没有被其它线程使用，则调用线程获得锁，且函数返回1；否则，函数返回0。

d)

功能说明
函数upc_lock_attempt试图为一个由参数所指向的类型为upc_lock_t的共享变量上锁。在调用

upc_lock_attempt函数返回1之后隐含一个空的strict引用。如果调用线程已经拥有ptr所指向的锁
(即，它使用upc_lock函数或upc_lock_attemp函数上锁，但未解锁)，则结果未定义。
4.2.5

共享空间访问函数

4.2.5.1
a)

函数 upc_memcpy
原型
void upc_memcpy(shared void * dest_addr,shared const void * source_addr,
size_t
size);

b)

c)

参数说明
shared void *dest_addr
shared const void *source_addr
size_t size
功能说明
函数 upc_memcpy(

//目的共享空间起始地址
//源共享空间起始地址
//拷贝的字节数

)将一块内存从一个共享内存区拷贝到另外一个共享内存区。拷贝的字

节数是 size。参数 dest_addr 和 source_addr 是全局共享指针，它们分别指向某个进程上一

块连续的全局共享空间。【图

4-1】给出了 upc_memcpy( )的示意图。

注意事项：
如果拷贝的对象重叠，该函数的行为是不确定的。

图 4-1 upc_memcpy( )示意图

4.2.5.2
a)
b)

c)

函数 upc_memget
原型
void upc_memget(void * dest_addr,
参数说明
void *dest_addr
shared const void *source_addr
size_t size

shared const void * source_addr,

size_t size);

//目的私有空间起始地址
//源共享空间起始地址
//拷贝的字节数

功能说明

函数 upc_memget( )将一块内存从一个共享内存区拷贝到调用进程的私有内存区，这块共
享内存区是完全落在某个进程上的一块连续的内存区，拷贝的字节数是
size。【图 4-2】给出

了 upc_memget( )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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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upc_memget( )的示意图

4.2.5.3 函数 upc_memput
a) 原型
void m_memput(shared void * dest_addr, const void * source_addr,
b) 参数说明
shared void *dest_addr
const void *source_addr
size_t size

size_t size);

//目的共享空间起始地址
//源私有空间起始地址
//拷贝的字节数

c) 功能说明
函数 upc_memput( )将一块内存从调用进程的私有内存区域拷贝到一个共享内存区，这块共
享内存是完全落在某个进程上的一块连续的内存区。拷贝的字节数是 size。
图 4-3】给出了 upc_memput( )的示意图。

图 4-3 upc_memput()示意图

4.2.5.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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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upc_memset
原型
void m_memset(shared void * dest_addr, int c, size_t size);

b) 参数说明
shared void *dest_addr
int c
size_t size

//目的共享空间起始地址
//待设置的值
//设置的字节数

功能说明
函数 m_memset( ) 将 c 的值转换为无符号字符类型，写入共享内存区，这块共享内存区是
完全落在某个进程上的一块连续的内存区，写入的字节数目是 size。
c)

4.2.6

集合操作函数

支持集合操作时应将宏__UPC_COLLECTIVE__定义为 1。
下面几点要求适用于本节的所有函数：
1) 所有的函数都是集合操作函数。
2) 所有的集合操作函数的参数都是单定值的。
3) 集合操作函数不能在配对的 upc_notify 和 upc_wait 之间调用。
4) 标准头文件是<upc_collective.h>
UPC 的集合操作包括两类：重定位操作和计算操作。
对于计算操作函数，类型为upc_op_t的变量可以取如下一些值：
a) UPC_ADD 加
b) UPC_MULT 乘
c) UPC_AND 整数或字符变量的按位与。如果对浮点数进行该操作，结果未定义
d) UPC_OR
整数或字符变量的按位或。如果对浮点数进行该操作，结果未定义
e) UPC_XOR 整数或字符变量的按位异或。如果对浮点数进行该操作，结果未定义
f) UPC_LOGAND 对所有类型变量进行逻辑与
g) UPC_LOGOR 对所有类型变量进行逻辑或
找出所有类型变量的最小值
h) UPC_MIN
i) UPC_MAX
找出所有类型变量的最大值
j) UPC_FUNC
使用指定的可交换操作函数在数组 src 的数据上执行规约操作
使用指定的不可交换操作函数在数组 src 的数据上执行规
k) UPC_NONCOMM_FUNC
约操作
假定由类型为upc_op_t的变量标识的操作(包括用户提供的操作符)是可结合的。依赖于操作符计
算顺序的规约或前缀规约，结果是未定义的。
假定由类型为upc_op_t的变量标识的操作(除了用户使用UPC_NONCOMM_FUNC提供的操作)是
可交换的。依赖于操作数顺序的规约或前缀规约(使用除UPC_NONCOMM_FUNC之外的操作符)，结

果是未定义的。

函数 upc_all_broadcast
原型
#include <upc.h>
#include <upc_collective.h>
void upc_all_broadcast(shared void * restrict dst,shared const void * restrict src,
size_t nbytes,upc_flag_t flags);
b) 参数说明
shared void * restrict dst
//广播的目的地址
shared const void * restrict src
//广播的源地址
size_t nbytes
//广播数据的字节数
upc_flag_t flags
//广播操作的标志
c) 功能说明

4.2.6.1
a)

1． upc_all_broadcast 函数将与某个线程有亲缘性的一块内存拷贝到每一个线程的一块内

存。每一块内存的字节数是 nbytes。如果拷贝的对象重叠，则结果是不确定的。
2． nbytes 必须大于 0。
3． upc_all_broadcast 函数将指针 src 看成指向如下类型的共享内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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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d [] char [nbytes]
4． upc_all_broadcast 函数的功能等效于将上述 src 所指向的整个数组拷贝到如下类型的共
享数组 dst 的每个分块里：
shared [nbytes] char[nbytes * THREADS]
5． 指针 dst 的亲缘线程必须为 0。
6． 指针 dst 的 phase 域当成 0 处理。
d) 示例
upc_all_broadcast 的示例程序如下：
#include <upc.h>
#include <upc_collective.h>
shared int A[THREADS];
shared int B[THREADS];
// Initialize A.
upc_barrier;
upc_all_broadcast( B, &A[1], sizeof(int),
UPC_IN_NOSYNC |UPC_OUT_NOSYNC );

upc_barrier;
该例子的示意图如【图

4-4】所示。

图 4-4 upc_all_broadcast

4.2.6.2
a)

函数 upc_all_scatter
原型

#include <upc.h>
#include <upc_collective.h>
void upc_all_scatter(shared void * restrict dst,shared const void * restrict src,
size_t nbytes,upc_flag_t flags);
b) 参数说明
shared void * restrict dst
shared const void * restrict src
size_t nbytes
upc_flag_t flags

c)

//该集合操作的目的地址
//该集合操作的源地址
//该集合操作数据的字节数
//该集合操作的标志

功能说明
1． upc_all_scatter 函数将与某个线程有亲缘性的第 i 块内存拷贝到与第 i 个线程有亲缘性的

一块内存。每一块内存的字节数是 nbytes。
2． nbytes 必须大于 0。
3． upc_all_scatter 函数将指针 src 看成指向如下类型的共享内存区：
shared [] char[nbytes * THREADS]
并将 dst 看成指向如下类型的共享内存区：
shared [nbytes] char[nbytes * TH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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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针 dst 的亲缘线程必须为 0。
5． 指针 dst 的 phase 域的值必须为 0。
6． 对于线程 i 来说，upc_all_scatter 函数的功能等效于将 src 亲缘线程上 src 指向的第 i 块
nbytes 字节的内存拷贝到共享数组 dst 的第 i 个亲缘线程上。
d) 示例
upc_all_scatter的示例程序如下：
#include <upc.h>
#include <upc_collective.h>
#define NUMELEMS 10
#define SRC_THREAD 1
shared int *A;
shared [] int *myA, *srcA;
shared [NUMELEMS] int B[NUMELEMS*THREADS];
// allocate and initialize an array distributed across all threads
A = upc_all_alloc(THREADS, THREADS*NUMELEMS*sizeof(int));
myA = (shared [] int *) &A[MYTHREAD];
for (i=0; i<NUMELEMS*THREADS; i++)
myA[i] = i + NUMELEMS*THREADS*MYTHREAD; // (for example)
// scatter the SRC_THREAD’s row of the array
srcA = (shared [] int *) &A[SRC_THREAD];
upc_barrier;
upc_all_scatter( B, srcA, sizeof(int)*NUMELEMS,
UPC_IN_NOSYNC | UPC_OUT_NOSYNC);

upc_barrier;
这是动态THREADS编译环境下的一个关于upc_all_scatter的示例程序。该例子的示意图
如【图 4-5】所示。

图 4-5 upc_all_scatter

4.2.6.3
a)

b)

c)

函数 upc_all_gather
原型
#include <upc.h>
#include <upc_collective.h>
void upc_all_gather(shared void * restrict dst,shared const void * restrict src,
size_t nbytes,upc_flag_t flags);
参数说明
shared void * restrict dst
shared const void * restrict src
size_t nbytes
upc_flag_t flags

//该集合操作的目的地址
//该集合操作的源地址
//该集合操作数据的字节数
//该集合操作的标志

功能说明
1． upc_all_gather 函数将与第 i 个线程有亲缘性的一块共享内存拷贝到与固定的一个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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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有亲缘性的第 i 块共享内存。每一块内存的字节数是 nbytes。
2． nbytes 必须大于 0。
3． upc_all_gather 函数将指针 src 看成指向如下类型的共享内存区：
shared [nbytes] char[nbytes * THREADS]
并将 dst 看成指向如下类型的共享内存区：
shared [] char[nbytes * THREADS]
4． 指针 src 的亲缘线程必须为 0。
5． 指针 src 的 phase 域的值必须为 0。
6． 对于线程 i 来说，upc_all_gather 函数的功能等效于将 src 所指向的与第 1 个线程有亲缘
性的一块 nbytes 字节的内存拷贝到共享指针 dst 亲缘线程的第 i 块共享内存上。
示例
upc_all_gather 的示例程序如下：
#include <upc.h>
#include <upc_collective.h>
#define NELEMS 10
shared [NELEMS] int A[NELEMS*THREADS];
shared [] int B[NELEMS*THREADS];
// Initialize A.
upc_all_gather( B, A, sizeof(int)*NELEMS,
UPC_IN_ALLSYNC | UPC_OUT_ALLSYNC );
upc_all_gather的示例程序1
这是动态THREADS编译环境下的一个关于upc_all_gather的示例程序。
#include <upc.h>
#include <upc_collective.h>
#define NELEMS 10
shared [NELEMS] int A[NELEMS*THREADS];
shared [] int *B;
B = (shared [] int *) upc_all_alloc(1,NELEMS*THREADS*sizeof(int));
// Initialize A.
upc_barrier;
upc_all_gather( B, A, sizeof(int)*NELEMS,
UPC_IN_NOSYNC | UPC_OUT_NOSYNC );

upc_barrier;
这是静态THREADS编译环境下的一个关于upc_all_gather的示例程序。
该例子的示意如【图 4-6】所示。

图 4-6 upc_all_gather

4.2.6.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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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upc_all_gather all
原型

#include <upc.h>
#include <upc_collective.h>
void upc_all_gather_all(shared void * restrict dst,shared const void * restrict src,
size_t nbytes,upc_flag_t flags);
b) 参数说明
shared void * restrict dst
//该集合操作的目的地址
shared const void * restrict src
//该集合操作的源地址
size_t nbytes
//该集合操作数据的字节数
upc_flag_t flags
//该集合操作的标志
c)

功能说明
1． upc_all_gather_all 函数将与第 i 个线程有亲缘性的一块共享内存拷贝到每个线程上第 i
块共享内存。每一块内存的字节数是 nbytes。
2． nbytes 必须大于 0。
3． upc_all_gather_all 函数将指针 src 看成指向如下类型的共享内存区：
shared [nbytes] char[nbytes * THREADS]
并将 dst 看成指向如下类型的共享内存区：
shared [nbytes*THREADS] char[nbytes * THREADS*THREADS]
4． 指针 src 和 dst 的亲缘线程必须为 0。
5． 指针 src 和 dst 的 phase 域的值必须为 0。

6． 对于线程 i 来说，upc_all_gather_all 函数的功能等效于将 src 所指向的与第 1 个线程有

d)

亲缘性的一块 nbytes 字节的内存拷贝到 dst 在每一个线程上的第 i 块共享内存上。
示例
upc_all_gather_all 的示例程序如下：
#include <upc.h>
#include <upc_collective.h>
#define NELEMS 10
shared [NELEMS] int A[NELEMS*THREADS];
shared [NELEMS*THREADS] int B[THREADS][NELEMS*THREADS];
// Initialize A.
upc_barrier;
upc_all_gather_all( B, A, sizeof(int)*NELEMS,
UPC_IN_NOSYNC | UPC_OUT_NOSYNC );

upc_barrier;
upc_all_gather_all的示例程序2
这是动态THREADS编译环境下的一个关于upc_all_gather_all的示例程序。
#include <upc.h>
#include <upc_collective.h>
#define NELEMS 10
shared [NELEMS] int A[NELEMS*THREADS];
shared int *Bdata;
shared [] int *myB;
Bdata = upc_all_alloc(THREADS*THREADS, NELEMS*sizeof(int));
myB = (shared [] int *)&Bdata[MYTHREAD];
// Bdata contains THREADS*THREADS*NELEMS elements.
// myB is MYTHREAD’s row of Bdata.
// Initialize A.
upc_all_gather_all( Bdata, A, NELEMS*sizeof(int),
UPC_IN_ALLSYNC | UPC_OUT_ALLSYNC );

这是静态THREADS编译环境下的一个关于upc_all_gather_all的示例程序。它的示意图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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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所示。

图 4-7

4.2.6.5
a)

b)

c)

upc_all_gather_all

函数 upc_all_exchange
原型
#include <upc.h>
#include <upc_collective.h>
void upc_all_exchange(shared void * restrict dst,shared const void * restrict src,
size_t nbytes,upc_flag_t flags);
参数说明
shared void * restrict dst
//该集合操作的目的地址
shared const void * restrict src
//该集合操作的源地址
size_t nbytes
//该集合操作数据的字节数
upc_flag_t flags
//该集合操作的标志
功能说明
1． upc_all_exchange 函数将与第 j 个线程有亲缘性的共享内存的第 i 块拷贝到与第 i 线程有
亲缘性的共享内存的第 j 块。每一块内存的字节数是 nbytes。
2． nbytes 必须大于 0。
3． upc_all_exchange 函数将指针 src 和 dst 都看成指向如下类型的共享内存区，在每一个线
程上都有 nbytes * THREADS 字节共享空间：
shared [nbytes*THREADS] char[nbytes * THREADS*THREADS]
4． 指针 src 和 dst 的亲缘线程必须为 0。
指针src和dst的phase域的值必须为0。
5． 对于线程 i 和 j 来说，upc_all_exchange 函数的功能等效于将 src 所指向的与第 j 个线程

d)

有亲缘性的第 i 块 nbytes 字节内存拷贝到 dst 所指向的与第 i 个线程有亲缘性的第 j 块
共享内存上。
示例
upc_all_exchang 的示例程序如下：
#include <upc.h>
#include <upc_collective.h>
#define NELEMS 10
shared [NELEMS*THREADS] int A[THREADS][NELEMS*THREADS];
shared [NELEMS*THREADS] int B[THREADS][NELEMS*THREADS];
// Initialize A.
upc_barrier;
upc_all_exchange( B, A, NELEMS*sizeof(int),
UPC_IN_NOSYNC | UPC_OUT_NOSYNC );

upc_barrier;
upc_all_exchang的示例程序2
这是动态THREADS编译环境下的一个关于upc_all_exchange的示例程序。
#include <upc.h>
#include <upc_collectiv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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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 NELEMS 10
shared int *Adata, *Bdata;
shared [] int *myA, *myB;
int i;
Adata = upc_all_alloc(THREADS*THREADS, NELEMS*sizeof(int));
myA = (shared [] int *)&Adata[MYTHREAD];
Bdata = upc_all_alloc(THREADS*THREADS, NELEMS*sizeof(int));
myB = (shared [] int *)&Bdata[MYTHREAD];
// Adata and Bdata contain THREADS*THREADS*NELEMS elements.
// myA and myB are MYTHREAD’s rows of Adata and Bdata, resp.
// Initialize MYTHREAD’s row of A. For example,
for (i=0; i<NELEMS*THREADS; i++)
myA[i] = MYTHREAD*10 + i;
upc_all_exchange( Bdata, Adata, NELEMS*sizeof(int),
UPC_IN_ALLSYNC | UPC_OUT_ALLSYNC );
这是静态THREADS编译环境下的一个关于upc_all_exchange的示例程序。它的示意图
如【图 4-8】所示。

图 4-8 upc_all_exchange

函数 upc_all_permute
原型
#include <upc.h>
#include <upc_collective.h>
void upc_all_permute(shared void * restrict dst,shared const void * restrict src,
shared const int * restrict perm,size_t nbytes,
upc_flag_t flags);
b) 参数说明
shared void * restrict dst
//该集合操作的目的地址
shared const void * restrict src
//该集合操作的源地址
shared const int * restrict perm
//包含 THREADS 个不同的值
size_t nbytes
//该集合操作数据的字节数
upc_flag_t flags
//该集合操作的标志

4.2.6.6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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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说明
1． upc_all_permute 函数将与第 i 个线程有亲缘性的一块共享内存拷贝与 perm[i]指定的线程
有亲缘性的一块共享空间里。每一块内存的字节数是 nbytes。
2． nbytes 必须大于 0。
3． perm[0..THREADS-1]必须包含 THREADS 个不同的值：0,1,……,THREADS-1。
4． upc_all_permute 函数将指针 src 和 dst 都看成指向如下类型的共享内存区，在每一个线
程上都有 nbytes 字节共享空间：
shared [nbytes] char[nbytes * THREADS]

5． 指针 src 和 dst 的亲缘线程必须为 0。
6． 指针 src 和 dst 的 phase 域的值必须为 0。
7． upc_all_permute 函数的功能等效于将 src 所指向的第 i 个线程有亲缘性的一块 nbytes 字
节内存拷贝到 dst 所指向的与 perm[i]所指示的线程有亲缘性的一块共享内存上。
upc_all_permute的示例程序如下：
#include <upc.h>
#include <upc_collective.h>
#define NELEMS 10
shared [NELEMS] int A[NELEMS*THREADS], B[NELEMS*THREADS];
shared int P[THREADS];
// Initialize A and P.
upc_barrier;
upc_all_permute( B, A, P, sizeof(int)*NELEMS,
UPC_IN_NOSYNC | UPC_OUT_NOSYNC );

upc_barrier;
该例子的示意图如【图

4-9】。

图 4-9 upc_all_permute

归约函数 upc_all_reduceT
原型
void upc_all_reduceT(shared void * restrict dst,
shared const void * restrict src,
upc_op_t op, size t nelems,size_t blk size,
TYPE(*func)(TYPE, TYPE),upc flag t flags);
b) 参数说明
shared void * restrict dst：
//归约操作的目的地址；
shared const void * restrict src：
//归约操作的源地址；
upc_op_t op op：
//操作类型；
size_t nelems：
//元素个数；
size_t blk_size：
//块大小；
upc flag t flags
//集合操作的标志
上述函数原型代表upc_all_reduceT的11个变种，其中T和TYPE有如下对应关系如【表
所示。

4.2.6.7
a)

表 4-1 归约函数的类型表
T
C

UC
S
U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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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Signed short
Unsigned short
Signed int

T
L
UL
F
D
LD

TYPE
Signed long
Unsigned long
Float
Double
Long double

4-1】

UI

c)

d)

Unsigned int

1) 如果传递给这些函数的blk_size的值大于0，则这些函数将指针src看成指向有nelems个类
型为TYPE的元素且分块因子是blk_size的共享内存区，这种内存区的类型为：
shared [blk_size] TYPE [nelems ]；
2) 如果传递给这些函数的blk_size的值为0，则这些函数将指针src看成指向有nelems个类型
为TYPE的元素且分块因子不确定的共享内存区，这种内存区的类型为：
shared [] TYPE [nelems ]；
3) 在引用上述数组元素时，指针src的phase域将相应地变化。
功能说明
upc_all_reduceT 将 dst 指针看成如下类型：
shared TYPE *
upc_all_reduce 类型的操作完成时，由 dst 指示的类型 TYPE 的共享对象的值是
src[0]Åsrc[1] Å……Å src[nelems-1],其中Å是由变量 op 指明的操作符；
示例
类型为long UPC ADD的规约
#include <upc.h>
#include <upc_collective.h>
#define BLK_SIZE 3
#define NELEMS 10
shared [BLK_SIZE] long A[NELEMS*THREADS];
shared long *B;
long result;
// Initialize A. The result below is defined only on thread 0.
upc_barrier;
upc_all_reduceL( B, A, UPC_ADD, NELEMS*THREADS, BLK_SIZE,
NULL, UPC_IN_NOSYNC | UPC_OUT_NOSYNC );
upc_barrier;
该例子示意图如【图 4-10】所示。

图 4-10 带加操作符的 upc_all_reduce

前缀归约函数 upc_all_prefix_reduceT
原型
void upc_all_prefix_reduceT(shared void * restrict dst,
shared const void * restrict src,
upc op t op, size t nelems,size t blk size,TYPE(*func)(TYPE,
TYPE),upc flag t flags);
b) 参数说明及功能说明同普通归约函数；
c) 功能说明

4.2.6.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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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使用加操作符的 upc_all_prefix_reduce，
其中 Di 是类型为 TYPE 的标量

d)

示例
类型为long UPC ADD的前缀规约
#include <upc.h>
#include <upc_collective.h>
#define BLK_SIZE 3
#define NELEMS 10
shared [BLK_SIZE] long A[NELEMS*THREADS];
shared [BLK_SIZE] long B[NELEMS*THREADS];

// Initialize A.
upc_all_prefix_reduceL( B, A, UPC_ADD, NELEMS*THREADS, BLK_SIZE,NULL,
UPC_IN_ALLSYNC | UPC_OUT_ALLSYNC );
4.2.6.9
a)

b)

c)

排序函数 upc_all_sort
原型
#include <upc.h>
#include <upc collective.h>
void upc all sort (shared void *A, size t elem size, size t nelems,
size t blk size, int (*func)(shared void *, shared void *), upc_flag_t sync_mode);
参数说明
shared void *A
//指向要排序的数据的起始地址
size t elem size
//每一个元素的字节长度
size t nelems
//要排序的元素个数
size t blk size
//块内元素个数
int (*func)(shared void *, shared void *)
//排序函数
upc_flag_t sync_mode
//同步标志
功能说明
1． 函数 upc_all_sort 使用子函数 func 对元素字节长度为 elem_size，元素个数为 nelems 的
共享数组 A 按升序排列。
2． 如果 upc_all_sort 的参数 blk_size 的值大于 0，则 upc_all_sort 将数组 A 的分块大小看成
是 blk_size。
3． 如果 upc_all_sort 的参数 blk_size 的值等于 0，则 upc_all_sort 将数组 A 的分块大小看成

是不确定大小。
4． 在 2)和 3)中引用数组元素时，需要 A 的 phase 域的值。

5． 如果函数 func 的第一个参数小于、等于或大于第二个参数，则该函数返回小于、等于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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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大于 0 的值。
6． 函数 upc_all_sort 执行稳定的排序，即相等的元素不重排。
示例
函数 upc_all_sort 的示例程序如下：

#include <upc.h>
#define NELEMS 10
shared [NELEMS] int A[NELEMS*THREADS];
int lt_int( shared void *x, shared void *y )
{
int x_val = *(shared int *)x, y_val = *(shared int *)y;
return x_val > y_val ? -1 : x_val < y_val ? 1 : 0;
}
// Initialize A.
upc_barrier;
upc_all_sort( A, sizeof(int), NELEMS*THREADS, NELEMS,
lt_int, UPC_IN_NOSYNC | UPC_OUT_NOSYNC );
upc_b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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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UPC 并行 I/O
5.1 UPC-IO 介绍
5.1.1

公共约束

1． 使用 UPC-IO 函数必须包含 upc_io.h 头文件，并且可能需要包含 upc.h 头文件。
2． 所有 UPC-IO 函数都是集合操作，必须同时被所有进程调用。
3． 如果在一个程序调用了 exit、upc_global_exit 或者从 main 函数返回时仍然有 UPC 文件打开，
打开的文件将会在程序结束时自动关闭，其效果等价于隐式地调用
upc_all_fclose 关
闭文
件。
4． 如果一个程序试图读取数据的长度超过了文件的结束位置，则读取到的数据只到文件结束
为止，并返回实际读到的字节数，它有可能少于请求的数量。
5． 越过文件结束位置的写操作将增加文件的长度。
6． 如果一个程序定位到一个超过文件结束位置的位置，并在该位置开始写操作，中间没有被
写过的部分的数据是不确定的。比如，一个程序打开了一个新的文件（0 字节长），定位到
1024 偏移的位置，并从该位置开始写数据，那么 1－1023 字节的数据是不确定的。越过文
件结束位置的定位并执行写操作会导致当前的文件长度立即被扩展。不过只是越过文件结
束位置的定位并尝试读而没有写操作是不会扩展文件长度的。
7． 所有（通过函数参数或间接地通过列表 I/O 的参数）传递给 I/O 函数的“shared void *”指
针都将会被认为该共享指针的 phase 为 0（即输入的 phase 是被忽略的）。
8． 所有的 UPC-IO 读/写函数都有一个 upc_flag_t 类型的参数 flags。flags 的值通过一个
UPC_IN_XSYNC 形式的常量按位或另一个 UPC_OUT_YSYNC 形式的常量得到，这里 X
和 Y 可以是 NO、MY、或者 ALL。flags 参数和用于集合操作函数的 flags 是类似的。
9． 除了在函数描述中特别注明之外，所有 UPC-IO 函数的参数都是单值的（所有进程中都是
相同的值）。
10． 一个进程向一个文件写入数据后，即使没有调用 upc_all_fclose 或 upc_all_fsync，一样能保
证同一个进程后续的文件读操作能看到前面写入的数据。
11． 支持字节级的数据一致性。
12． 一个文件不能同时被 POSIX I/O 和 UPC-IO 库打开。
13． 除了特别注明之外，所有的 UPC-IO 函数返回非单值错误。也就是说，错误必须至少被报
告给一个进程，但报给不同进程的 errno 值可以不同。当发生错误并报告给任何一个进程
后，相应文件句柄的所有文件指针其所指位置是不确定的。
14． 出错后，UPC-IO 函数会相应的设置错误号 errno，可以调用 perror()和 strerror()函数来查看
errno 具体代表的错误原因。
15． 不能在配对的 upc_notify 和 upc_wait 语句间调用 UPC-IO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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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文件访问和文件指针

图 5-1 UPC-IO 文件访问模式

UPC-IO 集合访问可以在共享或私有缓冲上进行，所以一般支持在本地和共享空间上的读写。对
于每一种 UPC-IO 访问，文件指针可以是公用的也可以是单个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 UPC-IO 中，
公用文件指针不能用于局部指针缓冲操作。文件指针模式通过 upc_all_fopen 函数的一个标志参数来
指定，并可通过 upc_all_fcntl 函数来修改。当使用公用文件指针标志打开文件时，所有进程共享公
用文件指针。当使用独立文件指针标志打开文件时，每个进程得到它自己的文件指针。UPC-IO 中的
文件访问模式如【图 5-1】所示。
UPC-IO 也通过显式指定待访问数据的偏移和长度提供不依赖文件指针的列表文件访问。列表 IO
也能使用本地指针缓冲或共享指针缓冲。
例 1 至例 3 以及对应的【图 5-2】至【图 5-4】给出了典型的 UPC-IO 使用实例。为清晰起见省
略错误检查。
例 1:
double buffer[10]; // 假定总进程数是4
upc_file_t *fd;
fd = upc_all_fopen( "file", UPC_RDONLY | UPC_INDIVIDUAL_FP, 0, NULL );
upc_all_fseek( fd, 5*MYTHREAD*sizeof(double), UPC_SEEK_SET );
upc_all_fread_local( fd, buffer, sizeof(double), 10,UPC_IN_ALLSYNC | UPC_OUT_ALLSYNC);
upc_all_fclose(fd);
例 1 和【图 5-2】描述了使用独立文件指针的集合读操作。每个进程从特定的进程相关的偏移
处读一块数据到私有缓冲中。
例 2 和【图 5-3】描述了使用公用文件指针的集合读操作。读到的数据存入块大小为 5 的共享
缓 冲 中 。 用 户 在 文 件 打 开 时 选 择 文 件 指 针 类 型 。 用 户 可 以 通 过 给
upc_all_fopen 函 数 传 递
UPC_INDIVIDUAL_FP 标 志 来 选 择 独 立 文 件 指 针 ， 或 者 给
upc_all_fopen 函 数 传
递
UPC_COMMON_FP 标志来选择公用文件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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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对私有缓冲集合读会产生规范的文件视图

例 2：
shared [5] float buffer[20]; // 假定总进程数是4
upc_file_t *fd;
fd = upc_all_fopen( "file", UPC_RDONLY | UPC_COMMON_FP, 0, NULL );
upc_all_fread_shared( fd, buffer, upc_blocksizeof(buffer),
upc_elemsizeof(buffer), 20, UPC_IN_ALLSYNC | UPC_OUT_ALLSYNC);
/* 等价于：
* upc_all_fread_shared( fd, buffer, 5, sizeof(float), 20,UPC_IN_ALLSYNC |
UPC_OUT_ALLSYNC);
*/

图 5-3

对共享缓冲块的集合读会产生分割的文件视图

例 3 和【图 5-4】描述了集合列表 I/O 的读操作。列表 I/O 函数允许用户通过偏移和长度列表的
形式指定对内存和文件相应位置的不连续访。
例 3：
upc_local_memvec_t memvec[2];
upc_filevec_t filevec[2];
upc_file_t *fd;
char buffer[12];
fd = upc_all_fopen( "file", UPC_RDONLY | UPC_INDIVIDUAL_FP, 0,
NULL );
memvec[0].baseaddr = &buffer[0];
memvec[0].len = 4;
memvec[1].baseaddr = &buffer[7];
memvec[1].len = 3;
filevec[0].offset = MYTHREAD*5;
filevec[0].len = 2;
filevec[1].offset = 10+MYTHREA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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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vec[1].len = 5;
upc_all_fread_list_local( fd, 2, &memvec, 2, &filevec,
UPC_IN_ALLSYNC | UPC_OUT_ALLSYNC);

图 5-4

5.1.3

列表 I/O 从文件中读取不连续的数据到私有的不连续的缓冲区

同步和异步 I/O

I/O 操作可以是同步的(阻塞的)或者是异步的(非阻塞的)。从编程的角度而言，同步

I/O 是很简

单和易用的，但是异步 I/O 可以做到将计算和 I/O 重叠，可以更好的改善程序的性能。同步 I/O 会阻
塞进程直到 I/O 操作完成，而异步 I/O 在启动 I/O 操作后不等待完成立刻返回，这样进程就可以在进

行 I/O 操作的同时去关注其他需要处理的问题。

UPC-IO 同时支持同步 I/O 和异步 I/O 功能。同步 I/O 函数和异步 I/O 函数有相同的语法和基本
语义，不过异步 I/O 函数的名字都带有后缀”async”。异步 I/O 函数还有一个限制就是对同一个文件

指针同时只能激活一个异步 I/O 操作，就是说在同一个文件句柄上调用一次异步 I/O 函数之后，必须
调用 upc_all_ftest_async 或者 upc_all_fwait_async 等待该异步 I/O 完成才能进行下一次异步 I/O 函数
的调用。
5.1.4

一致性和原子性语义

所谓一致性是说当一个进程将数据写入一个文件时，这个操作对其他进程是可见的。而原子性
则是定义了多进程并发写一个文件或共享空间，并且其中有些写操作是互相重叠的情况下的结果是

什么样的。UPC-IO 提供的是强一致性和原子性的语义。
在强一致性和原子性语义下，当写函数返回时，其写入的数据就能被写入存储设备中，可以被
其他进程访问。而多进程对同一个文件进行的带有重叠的写操作则会以顺序、原子的方式进行(其顺
序是不确定的)。同一个进程在一次列表 I/O 函数调用中对同一个文件进行带有重叠的写是不允许的。
由于强一致性和原子性语义是针对一个给定的文件，所有读写操作函数的
flags 的参数都将被视为
UPC_IN_ALLSYNC | UPC_OUT_ALLSYNC 对待。
当有多个进程使用独立文件指针或列表函数将文件读至共享缓冲，并且目的地址有所冲突时，
在强一致性和原子性语义下，其结果就好像多个进程按照某个顺序（不确定）进行相应的读操作，
并且这些读操作的集合是原子性的，即要么都发生，要么都不发生。此外，禁止同一个进程上的冲
突读操作。
值得注意的是，单个操作是能够保证原子性的，无论它是单一的连续读写操作还是列表读写操
作中的非连续的多个读写动作。
例子：
如下所示：三个进程要同时对一个文件进行一次列表写操作。数字和括号分别代表文件指针的
偏移和列表向量的边界。每个进程均将自己的进程号写入相应位置：

process 0: {
process 1: {0
process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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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2 3}{5
2 }{3
4
6}{8
9

6 7 8}
5}
10
11}

在强一致性语义下对该文件的写的结果将取决于这三个进程的实际顺序。3个进程可以排列出6
种不同的顺序，因此它们并发写文件的结果就有6种。假设，它们执行的顺讯是进程0、进程2，进程
1。并且每个写操作都是原子性的。因此，结果为：

File:

1

1

1

1

1

1

2

0

2

2

2

2

注意，假如使用另一种写的方法：如果每个进程采用 2 个写函数来对不同的连续位置进行写操
作，则一共有 6 个函数，每个进程 2 个，写的最后结果将取决于这 3 个进程的写操作粒度。

预定义的数据类型

5.2
5.2.1

a)
b)
5.2.2

upc_off_t
原型
#include <upc_io.h>
upc_off_t myOffset;
说明
upc_off_t 是一个有符号整型，相当于 long。
upc_file_t

原型
#include <upc_io.h>
upc_file_t *myFile;
b) 说明
upc_file_t：一个不透明的，不完整的共享数据类型，用来表示一个打开的文件句柄。
c) 用法
1． upc_file_t 的对象总是通过指针（也就是 upc_file_t *）来操作。
2． upc_file_t 是一个共享数据类型。在进程间传递(upc_file_t *)类型的指针是合法的，并且，
如果两个 upc_file_t 类型的指针指向同一个逻辑文件句柄，那么这两个指针作比较，结
果总是相等的。
a)

5.2.3
a)
b)

upc_flag_t
原型
upc_flag_t flags;
说明
flags 这个参数与集合操作函数中的相应参数是类似的。
1． 如果 flags 的值为(UPC_IN_XSYNC | UPC_OUT_YSYNC)，那么如果 X 是：
NO――函数将在第一个进程进入 I/O 函数调用时开始读写数据
MY――函数将开始读写只与已经进入集合操作的进程有亲缘性的数据
ALL――函数只有当所有进程都进入集合操作 时才会开始读写数据。
如果 Y 是：
NO――直到最后一个进程从集合操作返回以后才开始读写数据
MY――只有当与本进程有亲缘性的数据都读写完成以后该进程才能从函数返回
。
ALL――所有的数据都读写完毕函数才会返回
2． 如 果
flags
的 值 为 单 独 的 一 个 UPC_IN_XSYNC ， 则 等 价
于 (UPC_IN_XSYNC |
UPC_OUT_ALLSYNC)，X 是 NO,MY 或者 ALL
3． 如果 flags 的值为单独的一个 UPC_OUT XSYNC，则等价于(UPC_IN_ALLSYNC |
UPC_OUT_XSYNC), X 是 NO, MY, 或者 ALL.
4． 如果 flags 的值为 0，则等价于 (UPC_IN_ALLSYNC | UPC_OUT_ALLSYNC).
5． 在上面的 flags 的定义中，“数据”特指驻留在用户私有内存缓冲中的，以参数形式传递
给库函数的数据。换句话说，flags
标志仅仅规定了库函数访问用户提供的内存缓冲的
行为，它不限制库函数实现内部的存储媒介或内存缓冲中的数据的读写操作行为。
6． 这些标志的语义在应用于异步读写函数时，应该按如下解释：关于进入一个函数调用的
限制与进入初始化异步操作的函数 fread_async/fwreite_async 的调用是一样的，关于从
一 个 函 数 返 回 的 限 制 ， 和 从
upc_all_fwait_async() 返 回 或 者 成 功 调 用
函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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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c_all_ftest_async()来完成异步操作是一致的。
7． 甚至连 fread/fwrite_local 等函数（用一个指向本地的指针作 buffer 的参数）也包含了 Flags
标志，目的是：在有一个或者多个 pointer-to-local 访问一个共享对象（有亲缘性的）的

情况下，用 flags 来提供明确的语意，另外，在一个给定的函数中所有 pointer-to-local
参数只访问私有对象的情况下，flags 标志不提供更多有用的保证，而是推荐将 flags 的
值设为 UPC_IN_NOSYNC|UPC_OUT_NOSYNC，以使性能达到最优。

5.2.4
a)
b)

upc_local_memvec_t
原型
#include<upc_io.h>
upc_local_memvec_t myLocalMemoryVector;
说明
upc_local_memvec_t 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
void *baseaddr;
size_t len;
} upc_local_memvec_t;
baseaddr

和 len 以起始地址和字节长度的方式说明一段连续的内存区域， len 可以为 0，

这种情况下这个项被忽略。
5.2.5

upc_shared_memvec_t

原型
#include<upc_io.h>
upc_shared_memvec_t mySharedMemoryVector;
b) 说明
upc_shared_memvec_t 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
shared void *baseaddr;
size_t blocksize;
size_t len;
} upc_shared_memvec_t;
以起始地址和字节长度来指明一个共享内存区域。len 可以为 0，这种情况下这个项被忽略。
blocksize 是共享缓冲的块大小。blocksize 为 0 表示块因子大小不确定。
a)

5.2.6
a)
b)

5.2.7
a)
b)

36

upc_filevec_t
原型
upc_filevec_t myFileVector;
说明
upc_filevec_t 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
upc_off_t offset;
size_t len;
} upc_filevec_t;
offset 和 len 以文件的起始偏移和字节长度说明了文件中的一段连续的区域。
upc_hint_t
原型
#include <upc_io.h>
upc_hint_t myHint;
说明
1． upc_hint_t 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

const char *key;
const char *value;
} upc_hint_t;
2． UPC-IO 支持许多事先定义好的提示。下面对所有的提示进行说明。所有提示都是单值
字符串。
access_style （用逗号隔开的字符串列表）：表明一个文件将以哪种方式被访问。

Hint value
是 一 个 由 下 面 的 一 些 字 符 串 组 成 的 ， 中 间 以 逗 号 隔 开
的 列 表 ： ”read
once”,”write once",”read mostly",”write mostly", “sequential"以及”random"。尽管以不同于
提示所指明的方式访问这个文件性能可能会比较低，但传递这样一个提示并不是要限
制程序一定要以这种方式访问这个文件。
collective_buffering (布尔类型)：指明应用程序是否适合采用集合缓冲优化。这个关
键字的合法值是”true”和”false”。集合缓冲参数可以进一步通过另外的提示来指定：
cb_buffer_size 和 cb nodes。
cb_buffer_size (十进制整型)：为 collective buffering 指定每个进程可用的集合缓冲
总空间大小。
cb_nodes（十进制整型）：指定用于集合缓冲的目的进程数或 I/O 节点数。
file_perm (string 类型)：说明创建文件时的文件权限，这个关键字的合法值在实现
时定义。
io_node_list（用逗号隔开的字符串列表）：指明用于存储文件的 I/O 节点列表，该
参数在文件创建时相互关联。
nb_proc（十进制整型）：指明执行访问这个文件的程序的进程数，该参数在文件
创建时指定。
striping factor（十进制整型）：指明文件将要分块存放的 I/O 设备的个数，该参数
在文件创建时指定。
start_io_device（十进制整型）：指明文件将要分块存放的 I/O 节点中的第一个 I/O
节点，该参数在文件创建时指定。
striping unit（十进制整型）：指明文件分块的块大小。striping unit 是一次分到一
个 I/O 节点上的连续的一段数据的大小。它以字节为单位。

文件操作函数

5.3
5.3.1

公共约束

1． 当以独立文件指针打开一个文件时，每个进程将获得自己的文件指针，并且以自己的方式访
问文件。
2． 当使用一个公用的文件指针时，所有进程都通过这个公用的文件指针来操作这个文件。
3． 公用的文件指针不能与独立指针一起使用（因此不能用来操作私有对象）
4． 当一个文件指针上有未完成的异步操作时，针对该指针本节中的任何函数都不能被调用，除
非有特别说明。
5.3.2
a)

b)

c)

upc_all_fopen
原型
upc_file_t *upc_all_fopen(const char *fname,
int flags,
size_t numhints,
upc_hint_t const *hints)
参数说明
const char *fname
//要打开的文件名
int flags
//文件的访问模式
size_t numhints
//hints 数组中的元素个数
upc_hint_t const *hints
//提示信息数组
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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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成功，返回 upc_file_t 类型的文件指针；失败，返回 NULL，并相应地设置 errno。
功能说明
1．用于打开指定的文件，通过返回的文件指针可以进行其他的 UPC-IO 操作。
2．参数 flags 指明文件的访问模式。下面列出所有可以使用的 flags，其中 UPC_RDONLY、
UPC_WRONLY 和 UPC_RDWR 三 者 必 须 取 一 ， 并 且
UPC_COMMON_FP
和
UPC_INDIVIDUAL_FP两者必须取一，其它标志可选。多个标志可以通过或操作符(|)
进行连接。
UPC_RDONLY

以只读方式打开文件

UPC_WRONLY

以只写方式打开文件

UPC_RDWR

以读写方式打开文件

UPC_INDIVIDUAL_FP

使用独立文件指针进行除列表IO之外的所有文件访问

UPC_COMMON_FP

使用公用文件指针进行除列表IO之外的所有文件访问

UPC_APPEND

将文件指针的初始位置设到文件的末尾

(文件指针在读写之后

不移动到文件的末尾)
UPC_CREATE

如果文件不存在，创建文件

UPC_EXCL

与UPC_CREATE一起使用，如果打开文件时，文件已经存在，
打开会失败

UPC_TRUNC

打开文件，并且将文件长度设为0

UPC_DELETE_ON_CLOSE 关闭时自动删除该文件
3．UPC-IO 中实行的是强一致性和原子语义。即一旦一个调用进程的写操作返回，所写的
数据可以立刻被其它进程看到。当多个进程对文件进行写的区域互相覆盖时，结果就
相当于各个进程使用独立的写函数以原子方式按某种不确定顺序对同一个文件进行写
操作；当使用独立文件指针或者列表 I/O 函数将文件中的数据读入重叠的共享内存缓
冲时，结果和各个进程的读函数以原子方式按某种不确定顺序将数据读入共享内存缓

冲区一样。

4．提示信息 hints会被当作字符串的键-值对数组传递给UPC-IO 库函数。numhints 指定hints
数组中提示信息的项数；如果 numhints 是 0，则 hints 参数被忽略。当函数返回后，用

户可以立即释放 hints 数组和相关的字符串。

5．当存储设备上的一个文件被成功地打开以后，一直到成功地关闭该文件之前，该文件都
一直处于打开状态。当同时使用两个 upc_all_fopen 或者同时使用一个 upc_all_fopen 和

一个 POSIX/C 的 open、fopen 函数打开同一个文件时都是错误的。
6．用户要保证各进程传递的参数 fname 必须相同。

5.3.3

upc_all_fclose

原型
int upc_all_fclose(upc_file_t *fd)
b) 参数说明
upc_file_t *fd
//使用 upc_all_fopen 打开的文件指针
c) 返回值
成功，返回 0；失败，返回-1，并相应的设置 errno 值。
d) 功能说明
upc_all_fclose 对 fd 执行一次隐式的 upc_all_fsync 操作，也就是将已经写入与 fd 关联的文
件中的但是还没有传输到存储设备中的数据写入存储设备中，然后关闭与 fd 关联的文件。
a)

使用 upc_all_fclose 关闭文件之后，该文件可以使用常规的 C/POSIX I/O 函数来打开和进行

数据访问。
5.3.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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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c_all_fsync
原型

b)
c)
d)

int upc_all_fsync(upc_file_t *fd)
参数说明
upc_file_t *fd
//使用 upc_all_fopen 打开的文件指针
返回值
成功，返回 0；失败，返回-1，并相应的设置 errno 值。
功能说明
upc_all_fsync 可以保证将已经写入与 fd 关联的文件中的但是还没有传输到存储设备中
的数据写入存储设备中，并且可以保证接下来的任何进程的文件读操作都可以看到之前任

何一个写入的（并且没有被写覆盖的）值。
该函数在返回之前有一次隐式的同步。
5.3.5

upc_all_fseek

原型
upc_off_t upc_all_fseek(upc_file_t *fd, upc_off_t offset, int origin)
b) 参数说明
upc_file_t *fd
//使用 upc_all_fopen 打开的文件指针
upc_off_t offset
//文件指针搜索的偏移
int origin
//用于指示搜索的起始位置
c) 返回值
成功，返回当前文件指针的位置(距离文件开头的字节数)；出错，返回-1 并相应地设置 errno
d) 功能说明
该函数用于对 fd 对应的文件进行文件指针的偏移和定位。
offset 可以为负数，表示向后搜索。
origin 参数可以是 UPC_SEEK_SET、UPC_SEEK_CUR 或者 UPC_SEEK_END，相应的表示
偏移 offset 是相对于文件开头、文件指针当前位置、文件末尾的偏移。
当操作公用文件指针时，所有进程必须指定相同的偏移和起点。当操作独立文件指针时，
不同的进程可以指定不同的偏移和起点。
搜索超过了文件的末尾是合法的，但搜索超过了文件的开头是非法的。
可以通过调用 upc_all_fseek(fd, 0, UPC_SEEK_CUR)来取到当前文件指针的位置。
a)

5.3.6

upc_all_fset_size

原型
int upc_all_fset_size(upc_file_t *fd, upc_off_t size)
b) 参数说明
//使用 upc_all_fopen 打开的文件指针
upc_file_t *fd
upc_off_t size
//文件的新大小
c) 返回值
成功返回 0，失败返回-1，并且相应地设置 errno。
d) 功能说明
upc_all_fset_size 会隐式地对 fd 执行一次 upc_all_fsync 操作，并根据 size 调整与 fd 关联的
文件的大小。
size 是从文件开头计算的字节数。
a)

如果 size 小于当前文件的大小，则文件的大小会减少到 size，超出部分会被截断，相应的

资源会被释放。

如果 size 大于当前文件的大小，则文件的大小增大到 size。文件中之前写入的数据不受影

响，而新增加的文件部分的内容则是不确定的。

使用该函数截断文件时，则有可能使公用的或者私有的文件指针超出文件末尾的范围。这

是合法的并且和 seek 时超出文件末尾范围的处理相同。

调用该函数，并不确定是否或者在何种条件下才会在存储设备上真正地分配文件空间。使

用 upc_all_fpreallocate 可以强制存储设备上的文件空间被保留。
调用该函数不会影响公用的或者独立的文件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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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a)
b)
c)
d)
5.3.8

upc_all_fget_size
原型
upc_off_t upc_all_fget_size(upc_file_t *fd)
参数说明
upc_file_t *fd
//使用 upc_all_fopen 打开的文件指针
返回值
成功，返回与 fd 关联的文件的大小；失败返回-1，并相应地设置 errno。
功能说明
获取与 fd 关联的文件的大小。
upc_all_fpreallocate

原型
int upc_all_fpreallocate(upc_file_t *fd, upc_off_t size)
b) 参数说明
//使用 upc_all_fopen 打开的文件指针
upc_file_t *fd
upc_off_t size
//距离文件开头的字节数
c) 返回值
成功返回 0，失败返回-1，并且相应地设置 errno。
d) 功能说明
upc_all_fpreallocate 确保与 fd 关联的文件的头 size 字节的存储空间在存储设备上被分配。
以前写入的文件内容不受影响，新增加的文件部分的内容是不确定的。
如果 size 大于当前文件的大小，则文件增大到 size。如果 size 小于等于当前文件的大小，
则文件大小不变。
调用该函数不会影响独立的或公用的文件指针。
a)

5.3.9
a)
b)

c)

d)

upc_all_fcntl
原型
int upc_all_fcntl(upc_file_t *fd, int cmd, void *arg)
参数说明
upc_file_t *fd
//使用 upc_all_fopen 打开的文件指针
int cmd
//将要执行的命令
void *arg
//与 cmd 配套使用的参数
返回值
当 fd 无效时，返回-1,并相应的设置 errno。
其他情况的返回值会随着 cmd 的不同而有不同，下面进行详细说明。
功能说明
1． upc_all_fcntl 根据参数 cmd 的值对与 fd 关联的文件执行各种混合操作中的一种。有效
的 cmd 以及对应的参数 arg 解释如下：
UPC_GET_FP
获取 fd 的当前文件指针类型。
参数 arg 被忽略。
如果 fd 是公用文件指针，返回 UPC_COMMON_FP，如
果是独立文件指针,返回 UPC_INDIVIDUAL_FP
UPC_SET_COMMON_FP

对 fd 执行一次隐式的 upc_all_fsync 操作，将 fd 关联的
文件的文件访问指针机制更改为公用的文件指针(如果
已经是则不做改变)，并且将指针移动到文件开头。
参数 arg 被忽略。
成功返回 0，失败返回-1，并相应地设置 errno。

UPC_SET_INDIVIDUAL_FP

对 fd 执行一次隐式的 upc_all_fsync 操作，将 fd 关联的
文件的文件访问指针机制更改为独立的文件指针(如果

已经是则不做改变)，并且将指针移动到文件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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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arg 被忽略。
成功返回 0，失败返回-1，并相应地设置 errno。
UPC_GET_FL

获取在调用 upc_all_fopen 打开文件 fd 时所指定的所有标
志以及在调用 upc_all_fcntl(UPC_SET_*)之后被改变的
状态。
参数 arg 被忽略。
返回值的格式与调用 upc_all_fopen 时参数 flags 的格式相
同。

UPC_GET_FN

获取每个进程在使用 upc_all_fopen 打开 fd 时使用的文件
名。
参数 arg 是一个有效的二维指针(const char**)，调用成功
后，*arg 指向的位置存放的即是文件名指针。
将一个（const char*）的值写入内存中实现维护的只读区
域中*arg 指向文件名的指针，直到文件被关闭或者下一
次调用对 fd 调用 upc_all_fcntl 为止。

UPC_GET_HINTS

检索与 fd 相关的可供利用的信息。
参数 arg 的类型（const upc_hint_t **），调用成功后，*arg
指向的内存区域将会存放检索得到的信息数组。
*arg 指向的内存区域是只读的并且会被保留，直到文件
被关闭，或者对同一 fd 再次调用 upc_all_fnctl。
提示信息的数量会被返回。
如果具体的实现不识别或不支持某些提示信息，则得到
的信息可能是文件打开时指定信息的子集。

UPC_SET_HINT

对 fd 执行一次隐式的 upc_all_fsync 操作，并且对 fd 设
置新的提示信息。
参数 arg 是要被设置的信息，需要所有进程都相同的
upc_hint_t 类型数据。如果给定的信息已经被设置到 fd
上，则会用给定的值重新进行设定。
成功返回 0。失败返回-1，并相应地设置 errno。

UPC_ASYNC_OUTSTANDING 如果对 fd 有未完成的异步操作，则返回 1，否则返回 0。
2． 当一个异步操作未完成时调用 upc_all_fcntl(UPC_ASYNC_OUTSTANDING)是合法的。
但是当有异步操作未完成时，以其他参数调用 upc_all_fcntl 是非法的。

读操作函数

5.4
5.4.1

公共约束

当有异步操作悬挂在文件句柄上时，不能调用本节描述的函数。
5.4.2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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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c_all_fread_local
原型
upc_offset_t upc_all_fread_local(upc_file_t *fd, void *buffer, size_t size,
size_t nmemb, upc_flag_t flags)
参数说明
upc_file_t *fd
//使用 upc_all_fopen 打开的文件指针
void *buffer
//指向存放读取的数据的缓冲区的指针
size_t size
//所要读取数据的元素个数
//所要读取数据的元素的大小
size_t nmemb

upc_flag_t flags
//指定操作时的同步模式
c) 返回值
成功，返回每个进程读取的数据的字节数，并且对应进程的独立文件指针的位置会移动相
同的字节数。失败，返回-1，并相应地设置 errno。
d) 功能说明
1． upc_all_fread_local 从文件中读取数据到所有进程的局部缓冲。
2． 只有当前的文件指针类型是独立文件指针，并且 fd 是读打开的才能调用该函数。
3． buffer 是指向存放从文件中读取数据的缓冲区的指针，每个进程可能使用不同的 buffer

调用该函数。

4． 每个进程从文件指针的当前位置读取 size*nmemb 个字节的数据存放到 buffer 中。每个

进程可以使用不同的 size 和 nmemb。如果 size 或者 nmemb 是 0，则参数 buffer 被忽略，
并且对应的进程将不执行任何 I/O 操作。

5.4.3

upc_all_fread_shared

a)

原型
upc_offset_t upc_all_fread_shared( upc_file_t *fd,
shared void *buffer,
size_t blocksize,
size_t size,
size_t nmemb,
upc_flag_t flags)

b)

参数说明
upc_file_t *fd
//使用 upc_all_fopen 打开的文件指针
shared void *buffer
//用于接收数据的共享缓冲区
size_t blocksize
//buffer 缓冲区的块大小
size_t size
//所要读取数据的元素个数
size_t nmemb
//所要读取数据的元素的大小
upc_flag_t flags
//指定操作时的同步模式
返回值
失败时函数返回-1，并相应设置 errno。
成功时根据文件指针类型的不同其返回值也有所不同，下面进行详细说明。
功能说明
1． upc_all_fread_shared 函数将文件中的数据读到内存的一段共享缓冲区。
2． 当前文件指针的类型是公共文件指针或者是一个独立文件指针时，可以调用该函数。文
件句柄必须是以读方式打开的。

c)

d)

3． buffer 是指向数据将被写入的数组的指针。buffer 必须是指向共享数据的指针，可能和
任意一个进程有亲缘性。blocksize 是共享缓冲区的块大小，blocksize 为 0 表示分块因

子不确定。

4． 下列规则适用于独立文件指针的情况：每个进程可以向
buffer 参数传递一个不同的地
址；每个进程根据它的独立文件指针指示的位置将(size*nmemb)字节的数据从文件读入

buffer 中；每个进程可以向 blocksize，size 和 nmemb 传递不同的值。如果 size 或者 nmemb
为 0，buffer 参数的值将被忽略，进程不执行任何 I/O 操作。upc_all_fread_shared 函数
操作成功时，函数返回执行进程读出的字节数，同时该进程的独立文件指针的位置移

动相同的字节数。

5． 下列规则适用于公共文件指针的情况：所有的进程必须向
buffer 参数传递相同的地址
值，blocksize，size 和 nmemb 的值必须保持一致。进程将根据公共文件指针指示的位

置，从文件中将（size*nmemb）字节的数据读入 buffer。如果 size 或者 nmemb 的值为
0，buffer 参数将被忽略，此函数的操作无效。操作成功时，函数返回所有进程读入数
据的总字节数，公共文件指针的值也增加相应的字节数。
6． 倘若使用独立文件指针读取数据导致读入共享 buffer 的数据重叠，结果和各个进程的读
函数以原子方式按某种不确定顺序将数据读入共享内存缓冲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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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操作函数

5.5
5.5.1

公共约束

当文件句柄上有未完成的异步操作时，不能调用本节描述的函数。
5.5.2

upc_all_fwrite_local

原型
upc_offset_t upc_all_fwrite_local( upc_file_t *fd,
void *buffer,
size_t size,
size_t nmemb,
upc_flag_t flags)
b) 参数说明
//使用 upc_all_fopen 打开的文件指针
upc_file_t *fd
void *buffer
//源数据缓冲区
size_t size
//所要写入数据的元素个数
size_t nmemb
//所要写入数据的元素的大小
upc_flag_t flags
//指定操作时的同步模式
c) 返回值
成功，函数返回操作进程写入的字节数，对应进程的独立文件指针的值作相应增加；失败，
函数返回-1，并相应设置 errno。
d) 功能说明
1． upc_all_fwrite_local 函数将每个进程本地 buffer 中的数据写入 fd 关联的文件。
2． 该函数只有在当前文件指针为一个独立文件指针时才能被调用，文件句柄以写方式打
开。
3． buffer 是一个指向数组的指针，数组中存放的是将被写出的数据，每个进程可以向 buffer
参数传递不同的值。
4． 每个进程将数据从
buffer 中写入文件，文件中的写入位置由该进程的独立文件指针指
出。每个进程可以向 size 和 nmemb 传递不同的参数值。如果 size 和 nmemb 为 0，buffer
参数将被忽略，对应进程不执行 I/O 操作。
5． 倘若文件写入时导致数据重叠，结果就相当于各个进程使用独立的写函数以原子方式按
某种不确定顺序对同一个文件进行写操作。
a)

5.5.3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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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c_all_fwrite_shared
原型
upc_offset_t upc_all_fwrite_shared( upc_file_t *fd,
shared void *buffer,
size_t blocksize,
size_t size,
size_t nmemb,
upc_flag_t flags)
参数说明
upc_file_t *fd
//使用 upc_all_fopen 打开的文件指针
shared void *buffer
//源数据缓冲区
size_t blocksize
//buffer 缓冲区的块大小
size_t size
//所要写入数据的元素个数
size_t nmemb
//所要写入数据的元素的大小
upc_flag_t flags
//指定操作时的同步模式
返回值
失败，返回-1，并相应设置 errno。
成功，根据 fd 的文件指针类型，其返回值有所不同，下面进行详细说明。
功能说明

1． upc_all_fwrite_shared 函数将共享 buffer 中的数据写入与 fd 关联的文件。
2． 当前文件指针为公共文件指针或者独立文件指针时，该函数均可被调用。文件句柄必须
以写方式打开。
3． buffer 是一个指向共享数组的指针，该数组中的数据将被写出。buffer 可以具有任意的

亲缘性。blocksize 是共享 buffer 的分块大小。blocksize 为 0 表示分块大小不确定。

4． 下列规则适用于独立文件指针的情况：每个进程可以向
buffer 参数中传递不同的地址
值；每个进程根据它的单个文件指针指向的位置将 size*nmemb 字节的数据从 buffer 写
入文件。每个进程可以向 blocksize，size 和 nmemb 传递不同的参数值。如果 size 或者
nmemb 为 0，buffer 参数将被忽略，对应进程不执行任何 I/O 操作。操作成功时，函数

返回操作进程写入的字节数，对应进程的单个文件指针值增加。
5． 下列规则适用于公共文件指针的情况：所有进程必须向 buffer 参数传递相同的地址值，
blocksize，size 和 nmemb 的值必须保持一致。各进程将根据公共文件指针指示的位置
将数据从 buffer 写入文件。如果 size 或者 nmemb 为 0，buffer 参数将被忽略，操作无效。
操作成功时，函数返回所有进程写入的总字节数，公共文件指针的值相应增加。
6． 倘若使用独立文件指针导致写入文件的数据重叠，结果就相当于各个进程使用独立的写
函数以原子方式按某种不确定顺序对同一个文件进行写操作。

列表 I/O 函数

5.6
5.6.1

公共约束

1． 列表 I/O 函数接受一个关于内存和文件中读出或写入数据的地址/偏移和长度的列表。
2． 无论当前文件指针类型是公共文件指针还是独立文件指针，列表 I/O 函数都可以被调用。
3． 列表 I/O 的读/写操作不会修改文件指针。
4． 单个进程传递给任何一个列表 I/O
读函数的
memvec
参数的值都不能指定内存
中的重叠区
域。
5． 传递给 memvec 参数的基地址的顺序不限。
6． 单个进程传递给任何一个列表 I/O 写函数的 filevec 参数的值都不能指定文件中的重叠区域。
7． 传递给 filevec 参数的偏移必须是单调非递减的顺序。
8． 当在文件句柄上有一个未完成异步操作时，本节中的函数不能被调用。
9． 本 节中 的任何 一个函 数在 开始 和结束 时都没 有隐 含的 同步。 不过， 建议 用户 在调用
upc_all_fwrite_list_shared 函数之后使用同步以确保整个共享 buffer 已经被写满，同样，在调
用函数 upc_all_fwrite_list_shared 之前使用同步以确保整个共享 buffer 中的数据在被写入文
件之前是最新的。
10．对所有的列表 I/O 函数而言，任何一个进程传递的内存和文件集合都是互不相关的。在 2 个
或 2 个以上的进程中传递相同的集合做的是冗余的工作。文件指针是单一赋值的参数，列
表 I/O 函数中的其他任何参数都不是单一赋值的。
5.6.2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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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c_all_fread_list_local
原型
upc_offset_t upc_all_fread_list_local( upc_file_t *fd,
size_t memvec_entries,
upc_local_memvec_t const *memvec,
size_t filevec_entries,
upc_filevec_t const *filevec,
upc_flag_t flags)
参数说明
upc_file_t *fd
//使用 upc_all_fopen 打开的文件指针
size_t memvec_entries
//指示 memvec 数组中的元素个数
upc_local_memvec_t const *memvec //存放读取数据的内存空间信息列表
size_t filevec_entries
//指示 filevec 数组中元素的个数
upc_filevec_t const *filevec
//指示需要读取的文件位置信息列表
upc_flag_t flags
//指定操作时的同步模式

c)
d)

返回值
成功，函数返回操作进程读出的字节数。失败，返回-1，并相应设置 errno。
功能说明
1． upc_all_fread_list_local 函数将文件中的数据读入内存中的本地缓冲区内。文件句柄必须
是可读状态。
2． memvec_entries 指出数组 memvec 中的元素个数，filevec_entries 指出数组 filevec 的元
素个数。当 memvec_entries 或 filevec_entries 的值为 0 时，参数 memvec 或 filevec 将被

忽略，且不执行任何 I/O 操作。

3． 该函数的执行结果是数据从 filevec 中指定的文件位置中依次读出，并依次存放在内存
中由 memvec 指定的位置。memvec 指定的数据总量必须和 filevec 指定的数据总量保持

一致。

5.6.3
a)

b)

c)
d)

5.6.4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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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c_all_fread_list_shared
原型
upc_offset_t upc_all_fread_list_shared( upc_file_t *fd,
size_t memvec_entries,
upc_shared_memvec_t const *memvec,
size_t filevec_entries,
upc_filevec_t const *filevec,
upc_flag_t flags)
参数说明
upc_file_t *fd
//使用 upc_all_fopen 打开的文件指针
size_t memvec_entries
//指示 memvec 数组中的元素个数
upc_local_memvec_t const *memvec //存放读取数据的内存空间信息列表
size_t filevec_entries
//指示 filevec 数组中元素的个数
upc_filevec_t const *filevec
//指示需要读取的文件位置信息列表
upc_flag_t flags
//指定操作时的同步模式
返回值
成功，返回进程读出的字节数。失败，返回-1，并相应设置 errno。
功能说明
1． upc_all_fread_list_shared 函数将与 fd 关联的文件中的数据读入内存中的共享缓冲区内。
文件句柄必须是可读状态。
2． memvec_entries 指出数组 memvec 中的元素个数，filevec_entries 指出数组 filevec 的元
素个数。当 memvec_entries 或 filevec_entries 的值为 0 时，参数 memvec 或 filevec 将被
忽略，且不执行任何 I/O 操作。
3． 该函数的执行结果是数据从 filevec 中指定的文件位置中依次读出，并依次存放在内存
中由 memvec 指定的位置。memvec 指定的数据总量必须和 filevec 指定的数据总量保持
一致。
4． 如果不同的进程读出的数据导致内存中区域重叠，结果和各个进程的读函数以原子方式
按某种不确定顺序将数据读入共享内存缓冲区一样。
upc_all_fwrite_list_local
原型
upc_offset_t upc_all_fwrite_list_local( upc_file_t *fd,
size_t memvec_entries,
upc_local_memvec_t const *memvec,
size_t filevec_entries,
upc_filevec_t const *filevec,
upc_flag_t flags)
参数说明
upc_file_t *fd
//使用 upc_all_fopen 打开的文件指针
size_t memvec_entries
//指示 memvec 数组中的元素个数
upc_local_memvec_t const *memvec //存放源数据的内存空间信息列表

c)
d)

5.6.5

size_t filevec_entries
//指示 filevec 数组中元素的个数
upc_filevec_t const *filevec
//指示需要写入的文件位置信息列表
upc_flag_t flags
//指定操作时的同步模式
返回值
成功，函数返回操作进程写入的字节数。失败，返回-1，并相应设置 errno。
功能说明
1． upc_all_fwrite_list_local 函数将内存中各进程本地缓冲区的数据写入与 fd 关联的文件对
相应的位置。文件句柄 fd 必须是可写入状态。
2． memvec_entries 指出数组 memvec 中的元素个数，filevec_entries 指出数组 filevec 的元
素个数。当 memvec_entries 或 filevec_entries 的值为 0 时，参数 memvec 或 filevec 将被
忽略，且不执行任何 I/O 操作。
3． 该函数的执行结果是将 memvec 里的地址信息列表指定的内存空间的数据写入由 filevec
指定的对应文件位置中。memvec 指定的数据总量必须和 filevec 指定的数据总量保持一
致。
4． 如果不同的进程写入的数据导致文件区域重叠，结果就相当于各个进程使用独立的写函
数以原子方式按某种不确定顺序对同一个文件进行写操作。
upc_all_fwrite_list_shared

a)

b)

c)
d)

原型
upc_offset_t upc_all_fwrite_list_shared(
upc_file_t *fd,
size_t memvec_entries,
upc_shared_memvec_t const *memvec,
size_t filevec_entries,
upc_filevec_t const *filevec,
upc_flag_t flags)
参数说明
upc_file_t *fd
//使用 upc_all_fopen 打开的文件指针
size_t memvec_entries
//指示 memvec 数组中的元素个数
upc_local_memvec_t const *memvec //存放源数据的内存空间信息列表
size_t filevec_entries
//指示 filevec 数组中元素的个数
upc_filevec_t const *filevec
//指示需要写入的文件位置信息列表
upc_flag_t flags
//指定操作时的同步模式
返回值
成功，函数返回各进程写入的字节数。失败，返回-1，并相应设置 errno。
功能说明
1． upc_all_fwrite_list_local 函数将由 memvec 指定的共享内存缓冲区中的数据写入与 fd 关
联的文件中由 filevec 指定的对应位置。fd 必须是可写入状态。
2． memvec_entries 指出数组 memvec 中的元素个数，filevec_entries 指出数组 filevec 的元
素个数。当 memvec_entries 或 filevec_entries 的值为 0 时，参数 memvec 或 filevec 将被

忽略，且不执行任何 I/O 操作。

3． 该函数的执行结果是将 memvec 里的地址列表指定的共享空间里的数据写入由

filevec

指定的文件位置里。Memvec 指定的数据总量必须和 filevec 指定的数据总量保持一致。
4． 如果不同的进程写入的数据导致文件区域重叠，结果就相当于各个进程使用独立的写函
数以原子方式按某种不确定顺序对同一个文件进行写操作。

异步 I/O 函数

5.7
5.7.1

公共约束

1． 任何时刻在一个 UPC-IO 文件句柄上只允许有一个未完成的异步 I/O 操作。如果在一个异步
操作未完成时，尝试去开始另一个针对同一个文件句柄的异步 I/O 操作，其行为是不确定的。
2． 对于异步读操作，其目的内存缓冲中的数据是不确定的，直到对文件句柄执行了一次成功的
upc_all_fwait_async 或者 upc_all_ftest_async 操作。对于异步写操作，直到对其文件句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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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upc_all_fwait_async 或 upc_all_ftest_async 之后，才能安全地对其源数据内存缓冲中的数据
进行修改。
3． 对于异步列表 I/O 函数，用户可以在异步 I/O 操作初始化之后就修改或者释放其列表空间。
5.7.2
a)

b)

c)
d)

5.7.3
a)

upc_all_fread_local_async
原型
void upc_all_fread_local_async(upc_file_t *fd,
void *buffer,
size_t size,
size_t nmemb,
upc_flag_t flags)
参数说明
//使用 upc_all_fopen 打开的文件指针
upc_file_t *fd
//指向存放读取数据的缓冲区的指针
void *buffer
//所要读取数据的元素个数
size_t size
//所要读取数据的元素的大小
size_t nmemb
//指定操作时的同步模式
upc_flag_t flags
返回值
无。
功能说明
1． upc_all_fread_local_async
函数在每个进程上启动一次从文件读数据到私有缓冲区的异
步读操作。
2． 该函数的参数和限制和 upc_all_fread_local 一样。
3． 被启动的异步 I/O 操作的状态可以通过调用 upc_all_ftest_async 或者 upc_all_fwait_async
来查询。
upc_all_fread_shared_async
原型

void upc_all_fread_shared_async(upc_file_t *fd,
shared void *buffer,
size_t blocksize,
size_t size,
size_t nmemb,
upc_flag_t flags)

b)

c)
d)

5.7.4
a)

参数说明
upc_file_t *fd
//使用 upc_all_fopen 打开的文件指针
shared void *buffer
//用于接收数据的共享缓冲区
size_t blocksize
//buffer 缓冲区的块大小
size_t size
//所要读取数据的元素个数
size_t nmemb
//所要读取数据的元素的大小
upc_flag_t flags
//指定操作时的同步模式
返回值
无。
功能说明
1． upc_all_fread_shared_async 发起从文件到共享空间的异步读操作；
2． 参数的含义以及相关限制与 upc_all_fread_shared 相同；
3． 该异步操作的完成情况可以通过调用 upc_all_ftest_async 或者 upc_all_fwait_async 来查
询。
upc_all_fwrite_local_async
原型

void upc_all_fwrite_local_async(upc_file_t *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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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参数说明
upc_file_t *fd
void *buffer

size_t size
size_t nmemb

c)
d)

5.7.5
a)

void *buffer,
size_t size,
size_t nmemb,
upc_flag_t flags)
//使用 upc_all_fopen 打开的文件指针
//源数据缓冲区
//所要写入数据的元素个数
//所要写入数据的元素的大小
//指定操作时的同步模式

upc_flag_t flags
返回值
无。
功能说明
1． 调用该函数的进程发起将本地缓冲的内容写入文件的异步操作；
2． 参数的含义以及相关限制与 upc_all_fwrite_local 相同；
3． 该异步操作的完成情况可以通过调用 upc_all_ftest_async 或者 upc_all_fwait_async 来查
询。
upc_all_fwrite_shared_async
原型

void upc_all_fwrite_shared_async(upc_file_t *fd,
shared void *buffer,
size_t blocksize,
size_t size,
size_t nmemb,
upc_flag_t flags)

b)

c)
d)

5.7.6
a)

参数说明
upc_file_t *fd
//使用 upc_all_fopen 打开的文件指针
shared void *buffer
//源数据缓冲区
size_t blocksize
//buffer 缓冲区的块大小
size_t size
//所要写入数据的元素个数
size_t nmemb
//所要写入数据的元素的大小
upc_flag_t flags
//指定操作时的同步模式
返回值
无。
功能说明
1． 该函数发起将共享缓冲的内容写入文件的异步操作；
2． 参数的含义以及相关限制与 upc_all_fwrite_shared 相同；
3． 该异步操作的完成情况可以通过调用 upc_all_ftest_async 或者 upc_all_fwait_async 来查
询。
upc_all_fread_list_local_async
原型

void upc_all_fread_list_local_async(upc_file_t *fd,
size_t memvec_entries,
upc_local_memvec_t const *memvec,
size_t filevec_entries,
upc_filevec_t const *filevec,
upc_flag_t flag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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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upc_file_t *fd

//使用 upc_all_fopen 打开的文件指针

c)
d)

size_t memvec_entries
//指示 memvec 数组中的元素个数
upc_local_memvec_t const *memvec //存放读取数据的内存空间信息列表
size_t filevec_entries
//指示 filevec 数组中元素的个数
upc_filevec_t const *filevec
//指示需要读取的文件位置信息列表
upc_flag_t flags
//指定操作时的同步模式
返回值
无。
功能说明
1． 该函数发起将文件读入本地私有空间的异步操作，读入的源和目的位置可根据参数
filevec_entries、filevec 以及 memvec_entries、memvec 指定；
2． 参数的含义以及相关限制与 upc_all_fread_list_local 相同；
3． 该异步操作的完成情况可以通过调用 upc_all_ftest_async 或者 upc_all_fwait_async 来查

询。

5.7.7
a)

upc_all_fread_list_shared_async
原型

void upc_all_fread_list_shared_async(upc_file_t *fd,
size_t memvec_entries,
upc_shared_memvec_t const *memvec,
size_t filevec_entries,
upc_filevec_t const *filevec,
upc_flag_t flags)

b)

c)
d)

参数说明
upc_file_t *fd
//使用 upc_all_fopen 打开的文件指针
size_t memvec_entries
//指示 memvec 数组中的元素个数
upc_local_memvec_t const *memvec //存放读取数据的内存空间信息列表
size_t filevec_entries
//指示 filevec 数组中元素的个数
upc_filevec_t const *filevec
//指示需要读取的文件位置信息列表
upc_flag_t flags
//指定操作时的同步模式
返回值
无。
功能说明
1． 该 函 数 发 起 将 文 件 读 入共 享 空 间 的 异 步 操 作 ，读 入 的 源 和 目 的 位
置 可根 据 参数
filevec_entries、filevec 以及 memvec_entries、memvec 指定；
2． 参数的含义以及相关限制与 upc_all_fread_list_shared 相同；
3． 该异步操作的完成情况可以通过调用 upc_all_ftest_async 或者 upc_all_fwait_async 来查

询。

5.7.8
a)

upc_all_fwrite_list_local_async
原型

void upc_all_fwrite_list_local_async(upc_file_t *fd,
size_t memvec_entries,
upc_local_memvec_t const *memvec,
size_t filevec_entries,
upc_filevec_t const *filevec,
upc_flag_t flags)

b)

参数说明
upc_file_t *fd
//使用 upc_all_fopen 打开的文件指针
size_t memvec_entries
//指示 memvec 数组中的元素个数
upc_local_memvec_t const *memvec //存放源数据的内存空间信息列表
size_t filevec_entries
//指示 filevec 数组中元素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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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upc_filevec_t const *filevec
//指示需要写入的文件位置信息列表
upc_flag_t flags
//指定操作时的同步模式
返回值
无。
功能说明
1． 该函数发起将本地私有空间的内容写入文件的异步操作，写入的源和目的位置可根据参
数 memvec_entries、memvec 以及 filevec_entries、filevec 指定；
2． 参数的含义以及相关限制与 upc_all_fwrite_list_local 相同；
3． 该异步操作的完成情况可以通过调用 upc_all_ftest_async 或者 upc_all_fwait_async 来查

询。

5.7.9
a)

upc_all_fwrite_list_shared_async
原型

void upc_all_fwrite_list_shared_async(upc_file_t *fd,
size_t memvec_entries,
upc_shared_memvec_t const *memvec,
size_t filevec_entries,
upc_filevec_t const *filevec,
upc_flag_t flags)

b)

c)
d)

参数说明
upc_file_t *fd
//使用 upc_all_fopen 打开的文件指针
size_t memvec_entries
//指示 memvec 数组中的元素个数
upc_local_memvec_t const *memvec //存放源数据的内存空间信息列表
size_t filevec_entries
//指示 filevec 数组中元素的个数
upc_filevec_t const *filevec
//指示需要写入的文件位置信息列表
upc_flag_t flags
//指定操作时的同步模式
返回值
无。
功能说明
1． 该函数发起将共享空间的内容写入文件的异步操作，写入的源和目的位置可根据参数
memvec_entries、memvec 以及 filevec_entries、filevec 指定；
2． 参数的含义以及相关限制与 upc_all_fwrite_list_shared 相同；
3． 该异步操作的完成情况可以通过调用 upc_all_ftest_async 或者 upc_all_fwait_async 来查

询。

5.7.10 upc_all_fwait_async
a)

原型

upc_offset_t upc_all_fwait_async(upc_file_t *fd)

参数说明
upc_file_t *fd
//异步操作所使用文件指针
c) 返回值
成功，返回写入或读出的字节数。失败，返回-1，并且相应的设置 errno，相应的未完成的
异步操作（如果存在）将不再被视为未完成。
d) 功能说明
b)

1． upc_all_fwait_async 等待 fd 上的异步 I/O 操作完成，该函数将被阻塞直到相应的异步操

作完成；
2． 如果文件句柄 fd 上没有未完成的异步 I/O 操作，则调用该函数是错误的；

5.7.11 upc_all_ftest_async
a)

原型

upc_offset_t upc_all_ftest_async(upc_file_t *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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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flag)

参数说明
//异步操作所使用文件指针
upc_file_t *fd
int* flag
//返回异步操作完成状态的标志
c) 返回值
成功，返回写入或读出的字节数。失败，返回-1，并且相应的设置 errno，相应的未完成的
异步操作（如果存在）将不再被视为未完成。
d) 功能说明
1． upc_all_ftest_async 检测与 fd 相关的异步 I/O 操作是否完成。
b)

2． 如果与 fd 相关的异步 I/O 操作已经完成，则该函数将 flag 置为 1，相应的异步 I/O 操作

则被视为已经完成；否则将 flag 置为 0；所有进程的 flag 都被置为相同的值。
3． 如果相应的异步操作完成，则该函数返回对文件 fd 进行异步操作时读出或写入的字节
数。如果异步 I/O 操作发生错误，返回-1 并且置相应的错误代码 errno，同时将 flag 置
为 1，相应未完成的异步操作（如果存在）将不再被视为未完成。
4． 如果文件句柄 fd 上没有未完成的异步 I/O 操作，则调用该函数是错误的。

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