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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今PGI已經無光碟版本全部皆由官方載點下載，因此從

http://www.pgroup.com/support/download_pgi2012.php?view=current下載的檔
案，會有<tarfile>.tar.gz 的檔案，在 RedHat 環境以 Superuser 身分執行
解壓縮及安裝：

# tar -zxvf <檔名>.tar.gz

2.  移到解壓縮之資料夾下：

# cd /tmp/pgi  此範例為將解壓縮完的部分移到/tmp/pgi資料夾底下

3. 開始安裝：

#./install

4. 啟動安裝後會出現產權聲明內容，詳閱說明後回答『accept』，繼續安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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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詢問是否安裝 ACML

::
閱讀完說明後(accept)

6. 詢問安裝目錄，這裡我們建議將它安裝於 /opt/pgi。

5. 詢問安裝方式為『本地安裝』或是『網路安裝』，在此我們選擇『1』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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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7.
     選要裝 (1) ACML 5.1.0  或
            (2) ACML 5.1.0 using FMA4
     選(1)鍵入 1、選(2)鍵入 2

8. 選擇是否安裝 CUDA Toolkit Components
有 GPU選擇 y

    無 GPU則選擇 n

::
::

若選擇 y看完說明後選擇 accept，若擇 n則無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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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是否安裝 JAVA JRE 6.0 21 

看完說明後一樣 accept，然後開始安裝

10.  update/create Link choose 

11.  是否安裝MPICH1，這裡選 n。

12.  Remote execution method 這裡選 s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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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產權碼產生方式，選 3。

14. 詢問上述檔案是否為唯讀檔，建議選擇『n』。

15.

執行下列指令或加到各使用者目錄下的<.*shrc>檔案中，使每次開機皆能正常使

用 PGI Compiler ( 下面依照預設的安裝路徑編寫 )：
csh:
set path = ( /opt/pgi/linux86_64/12.6/bin $path )
setenv MANPATH "$MANPATH":/opt/pgi/linux86_64/12.6/man
setenv PGI /opt/pgi
setenv LM_LICENSE_FILE $PGI/license.dat
bash, sh or ksh:
PATH=/opt/pgi/linux86_64/12.6/bin:$PATH
MANPATH=$MANPATH:/opt/pgi/linux86_64/12.6/man
LM_LICENSE_FILE=/opt/pgi/license.dat
PGI=/opt/pgi
export PATH MANPATH LM_LICENSE_FILE PGI

編寫好後離開，再重新 login 以便存入系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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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各語言執行 compiler(其參數可利用 menu 查閱，-V 為顯示版本資訊)：
(1) For Fortran 77, use “pgf77 -V *.f”
(2) For Fortran 95, use “pgf95 -V *.f”
(3) For HPF, use “pghpf -V *.f”
(4) For C++, use “pgCC -V *.c”
(5) For ANSI C, use “pgcc -V *.c”

18.

啟動 License manager daemon：
# cd $PGI/linux86_64/12.6/bin
# lmgrd.rc start
# cp $PGI/linux86_64/12.6/bin/lmgrd.rc /etc/rc.d/init.d/lmgrd
# ln -s /etc/rc.d/init.d/lmgrd /etc/rc.d/rc3.d/S90lmgrd
# ln -s /etc/rc.d/init.d/lmgrd /etc/rc.d/rc5.d/S90lmgrd
………此以 RedHat 版本的文字介面為範本，若非文字視窗或不同版本，依實際位址、方式放置

19.

試著編寫一段 Fortran 程式 test.f 驗證安裝過程無誤：
# vi test.f
PROGRAM test
WRITE(*,*) "Successful"
STOP
END
# pgf90 –V test.f
# a.out
視窗上出現編寫的 test.f 內容，便可得知安裝成功。
Successful!!

20.

申請 license 請參照本公司網站 http://www.wavelink.com.tw 下“ Downloads à，
軟體安裝手冊 à『PGI License 申請步驟說明』”檔案，但下面有幾點事項請
注意！！

(1) 原則上祇要有軟硬體的更新，license 就必須重新申請一次，故請 User 在安裝
並申請 license 之前先確認在設備不會再更動。或請在更新前將 license.dat 備
份，安裝完畢後複製到資料夾內確認能否再使用，如無法使用才重新申請！！

(2) 第一次申請 license 時，PGI 網站立即產生所需要的 license.dat 檔案內容；但

第二次以後申請，則需要一天工作天；一旦申請太過頻繁，原廠會以較嚴苛
方式加以管理、限制使用者申請 lic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