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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2010下配置 MPI开发环境

1、下载安装MPICH2

首先从

http://www.mcs.anl.gov/research/projects/mpich2/downloads/tarballs/1.2.1p1/mpich2-1.2.1p1-win-ia3

2.msi下载并安装 MPICH2。(本次采用 mpich2-1.3a1-win-ia32.msi)

2、配置MPICH2

Win7中配置MPICH2分为四步：

（1）安装完成后，首先更新系统环境变量，计算机->属性->高级系统设置->系统属性->高级->

环境变量更新系统变量中 Path变量(将 C:\Program Files\MPICH2\bin添加到 Path变量值上)

（2）安装完成后，打开“开始－所有程序－MPICH－wmpiregister.exe” ，在 Account中输入

本机用户名，在 password 中输入本机密码，点击 Register 按钮注册（注册成功会出现 Password

encrypted into the Registry）并按 OK按钮退出。

http://www.mcs.anl.gov/research/projects/mpich2/downloads/tarballs/1.2.1p1/mpich2-1.2.1p1-win-ia32.msi


(注意此处：用户名并非全名而是类似于 Adiministor的，如要查看用户名采用以下步骤：计算机->管

理->本地用户和组->用户->名称。如图所示，红色框内名称为真正的用户名 Account)

（3）打开“开始－所有程序－MPICH－wmpiconfig.exe”



选中左侧 Get Hosts和 Scan for Versions，可得主机和MPICH2版本号信息：



选中并单击右侧 Get Settings按钮，可见主机和版本信息处变为绿色：

（4）打开“开始－所有程序－MPICH－wmpiexec.exe” ，在 Application中选中 C:\Program

Files\MPICH2\examples目录下的 mpi.exe文件，选中 run in an separate window后单击执行

按钮。



（5）采用命令行验证MPICH2安装成功，新建工程并采用 MPHCH2内的 example

c****************************************************************************
c pi.f - compute pi by integrating f(x) = 4/(1 + x**2)
c****************************************************************************

program main
include 'mpif.h'
double precision PI25DT
parameter (PI25DT = 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d0)
double precision mypi, pi, h, sum, x, f, a
integer n, myid, numprocs, i, rc

c function to integrate
f(a) = 4.d0 / (1.d0 + a*a)
call MPI_INIT( ierr )
call MPI_COMM_RANK( MPI_COMM_WORLD, myid, ierr )
call MPI_COMM_SIZE( MPI_COMM_WORLD, numprocs, ierr )
print *, "Process ", myid, " of ", numprocs, " is alive"
sizetype = 1
sumtype = 2

10 if ( myid .eq. 0 ) then
write(6,98)

98 format('Enter the number of intervals: (0 quits)')
read(5,99) n

99 format(i10)
endif
call MPI_BCAST(n,1,MPI_INTEGER,0,MPI_COMM_WORLD,ierr)

c check for quit signal
if ( n .le. 0 ) goto 30



c calculate the interval size
h = 1.0d0/n
sum = 0.0d0
do 20 i = myid+1, n, numprocs

x = h * (dble(i) - 0.5d0)
sum = sum + f(x)

20 continue
mypi = h * sum

c collect all the partial sums
call MPI_REDUCE(mypi,pi,1,MPI_DOUBLE_PRECISION,MPI_SUM,0,
$ MPI_COMM_WORLD,ierr)

c node 0 prints the answer.
if (myid .eq. 0) then

write(6, 97) pi, abs(pi - PI25DT)
97 format(' pi is approximately: ', F18.16,

+ ' Error is: ', F18.16)
endif
goto 10

30 call MPI_FINALIZE(rc)
stop
end

编译之后，采用命令行运行 mpiexec –n 4 testf，如下图：

3、在 Vs2010(C++)中配置MPICH2

在 VS2010中，VC++ Directories配置位置较以往发生了变化。以往的 VS（VS2008及以前版本）

中，VC++ Directories位于 Tools－Options左边的 Projects and Solutions中。

（1）而在 VS2010中，VC++ Directories改在项目配置，即 Solution Explorer中，在项目名称上

右键选择 Properties，即进入 Property Pages窗口。



（2）展开左边 Configuration Properties，选中其中的 VC++ Directories，在右边 Include Directories
加入“C:\Program Files\MPICH2\include;”

（3）展开左边 Configuration Properties，选中其中的 VC++ Directories，在右边 Library Directories
加入“C:\Program Files\MPICH2\lib;”



（4）展开左边 Configuration Properties 中的 C/C++，选中其中的 Preprocessor，在右边的
Preprocessor Definitions中加入“MPICH_SKIP_MPICXX;”。



（5）同样展开 C/C++，选中 Code Generation，把右边的 Runtime Library更改为“Multi-threaded
Debug (/MTd)”（此外有下拉菜单可选到它）。

（6）展开左边的 Linker，选中 Input，在右边 Additional Dependencies中加入“mpi.lib;(注：F并
行需要加入 fmpich2.lib;是用于 Fortran语言库)”。



至此，配置完成。

（7）如何运行MPI C++程序？
打开“开始－所有程序－MPICH－wmpiexec.exe”，在 Applicationd右边浏览找到你在 VS2010中

生成的 exe文件，设置 Number of processes（即进程数目，用来模拟并行计算的 CPU数目）。再按
Execute按钮运行。
#include "mpi.h"
#include <cstdio>
#include <math.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myid,numprocs;
int namelen;
char processor_name[MPI_MAX_PROCESSOR_NAME];
MPI_Init(&argc,&argv);/**//*程序初始化*/
MPI_Comm_rank(MPI_COMM_WORLD,&myid);/**//*得到当前进程号*/
MPI_Comm_size(MPI_COMM_WORLD,&numprocs);/**//*得到总的进程数*/
MPI_Get_processor_name(processor_name,&namelen);/**//*得到机器名*/
fprintf(stderr," Process %d of %d SAY HELLO TO MPI on %s\n",
myid, numprocs, processor_name);

MPI_Finalize();/**//*结 束*/
return 0;

}



4、在 Vs2010(F90)中配置MPICH2

在 VS2010里新建 Fortran90程序项目（MPICH2安装目录下的 example目录下有个 fpai.f的 Fortran

程序可以用来作为算例，但它是 F77格式的，可以稍做修改即可），在 Fortran源程序里要添加 include

'mpif.h'语句来包含MPICH2的头文件。

（1）将MPICH2集成到 VS2010的集成开发环境中，打开一个 VS2010，点工具->选项，在选项窗口

左边选 Fotran下的 Compile，并选中 X86位编译环境（因为这里安装的是 MPICH2的 32位版本）



（2）添加MPICH2库文件，点 Libraries右边的...，在弹出窗口中添加MPICH2库的路径“C:\Program

Files\MPICH2\lib”；

（3）添加MPICH2头文件，点 Includes右边的...，在弹出窗口中添加 MPICH2的包含文件路径

“C:\Program Files\MPICH2\include”，每个路径占一行，如图所示。

（4）添加 MPICH2可执行文件路径，点 Executables右边的...，在弹出窗口中添加 MPICH2的包

含文件路径“C:\Program Files\MPICH2\bin”，每个路径占一行，如图所示。



（5）点 VS2010项目菜单下的属性，或直接按 Alt+F7打开项目属性设置窗口，选中 Debug或 Release

配置。在属性设置窗口左边选 Linker下的 Input，在右边的 Additional Dependencies后面输入

fmpich2.lib，确定退出。如图

（6）编译该程序，然后打开“开始－所有程序－MPICH－wmpiexec.exe”，在 Applicationd右边

浏览找到你在 VS2010中生成的 F语言 exe文件，设置 Number of processes（即进程数目，用来模拟

并行计算的 CPU数目）。再按 Execute按钮运行。



MPICH配置之后如果使用 wmpiexec.exe打开界面使用可以并行，但是使用命令行时出现问题，

主要原因：

1 未关闭防火墙和杀毒软件，关闭即可；如使用 360，请直接卸载

2 mpiexec -n 4 test.exe

win7系统，单机运行

报错如下：

Error while connecting to host, 由于目标计算机积极拒绝，无法连接。 (10061)

Connect on sock (host=user-laptop, port=8676) failed, exhaused all end points

Unable to connect to 'user-laptop:8676',

sock error: Error = -1

出现上述错误时，可以采用以下方案解决（1）原因是服务”MPICH2 Process Manager, Argonne National

Lab“没有启动。所以打开服务（运行->services.msc->点击 MPICH2 Process Manager, Argonne National

Lab),令其启动，即可。（2）win7 管理员权限的问题，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一个控制台(在"命令窗口"图

标上点右键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smpd.exe –install。重新安装之后即可（我采用这个成功了）

3 出现 Aborting : Unable to connected to the host ******, smpd version dismatch

此时在命令行输入: smpd –version 查看当前安装的 MPICH 版本是否显示与你安装一致。

在 c盘搜索 mpiexec.exe 和 smpd.exe，此时可能发现很多个主要是自己安装 Intel 编译器时会自己产

生一些，导致版本不一样。只需要把不是 MPICH2 目录底下的删掉即可，重新运行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