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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性介绍 
GPU（Graphics Processing Unit，图像处理单元）是广泛应用于图像输出、视频编解码加速、3D
图形渲染、加速计算性负载（金融模型计算、科学研究、石油和天然气开发等领域）的一种图形硬

件加速设备。 

当数据中心中存在多个虚拟机有使用 GPU 资源的需求，且主机具有 NVIDIA GRID GPU 图形设备

时，可以使用 NVIDIA GRID vGPU 技术，将一块物理显卡虚拟成多个虚拟的 GPU（vGPU），使单

块物理显卡能够为多个虚拟机提供显卡能力，满足虚拟机用户使用复杂 2D 图形处理、3D 图形渲染

等高性能图形服务的需求。 

H3C 云桌面集成了 NVIDIA GRID vGPU 技术，实现了 GPU 硬件虚拟化的解决方案。结合智能资源

调度功能，将 vGPU 资源与虚拟机进行关联。当挂载 vGPU 设备的虚拟机启动、重启时，系统会自

动根据 vGPU 资源的空闲情况为虚拟机分配 vGPU 设备。当虚拟机关机时，分配该虚拟机的 vGPU
资源将被自动释放。 

2  特性优点 
该特性有如下优点： 

• 资源共享，提升 GPU 资源利用率：利用 NVIDIA GRID vGPU 技术实现 GPU 的一对多虚拟切

分，虚拟化后的一个 vGPU 分配给一个虚拟机，使得多个虚拟机可以共享使用同一块物理 GPU。 

• vGPU 资源的智能调度功能实现了虚拟机随用随取 vGPU 资源，最大化 vGPU设备的使用率。 

3  使用指南 
云桌面 E0221 版本开始支持 vGPU 特性，E02223 版本为适配 vGPU 双屏特性版本。 

3.1  服务器配置要求 

GPU 硬件虚拟化解决方案推荐的服务器型号及适配的 GPU 显卡型号如下表所示。 

表1 服务器配置要求 

服务器型号 
显卡型号 

Tesla M60 Tesla P4 Tesla P40 Tesla V100 Tesla V100(32GB) Tesla T4 

H3C UIS R390X G2 √      

H3C R4900 G3  
√ √ 

  √ 

H3C R4700 G3  √ 
 

   

H3C R6900 G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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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型号 
显卡型号 

Tesla M60 Tesla P4 Tesla P40 Tesla V100 Tesla V100(32GB) Tesla T4 

H3C UniServer R5200 G3    √  √ 

H3C 5300 G3    
 

 √ 

H3C UIS-Cell 3000 G3系

列超融合一体机 √ √ √ √ √ √ 

 

 

未在上表中体现的其他型号的显卡，如 RTX6000、RTX8000、Tesla M10、Tesla P100，请以实

际情况为准。 

 

3.2  使用场景 

常见场景及其推荐 GPU 型号如下表所示。 

表2 各场景下 GPU 型号推荐表 

使用场景 推荐 GPU 型号 

视频编码场景 NVIDIA Tesla M10、M60 

高性能渲染场景 
• NVIDIA Tesla V100 

• NVIDIA Quadro RTX6000、RTX8000 

高精度运算、AI场景 NVIDIA Tesla P100 

其他普通场景 NVIDIA Tesla T4 

 

3.3  使用限制 

(1) 32 位操作系统的虚拟机不支持使用 vGPU 设备。 

(2) 每个虚拟机只能绑定一个 vGPU 设备。 

(3) 每个物理 GPU 只能创建同一种类型的 vGPU 设备，但一块显卡上的不同物理 GPU 可以创建

不同类型的 vGPU 设备。 

(4) 已经创建 vGPU 设备的物理 GPU 不能再用于直通，正在以直通方式使用的物理 GPU 不能再

用来创建 vGPU 设备。 

(5) 使用 vGPU 前，Tesla M60 显卡需设置为图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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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若需配置 vGPU 双屏，则需要终端有两个显示屏。 

(7) 因 ARM 终端暂不支持双屏扩展，因此对应客户端（即安装在 ARM 终端、安卓手机或平板上

的云桌面客户端）不支持 vGPU 功能。 

(8) 从 E0223P10 版本开始，系统也可适配 T4、RTX 6000、RTX 8000 三款显卡。对于使用这三

款显卡的虚拟机，需要安装 GRID 9.1 版本的显卡驱动；对于使用其他型号显卡的虚拟机，请

安装 GRID 6.4 版本的显卡驱动。 

(9) E0223P10 及之后版本 vGPU 支持编解码方式自适应。 

• 在性能较低的客户端上不会启用 YUV444 软件编解码，画面在特定情况下（如红底黑字）会

存在一定的模糊现象。 

• 若需启用 YUV444，单屏（限制分辨率在 1920*1080 以下）情况下，客户端 CPU 核数须不小

于 4，主频不小于 2.3GHZ；双屏（限制分辨率在 1920*1080*2 以下）情况下，CPU 核数须

不小于 4，主频不小于 3.3GHZ。启用 YUV444 后，将使用软件解码，届时客户端 CPU 占用

将会增加，属于正常现象。 

3.4  使用指导 

本章节主要介绍虚拟机使用 vGPU 设备的使用指导。 

(1) 服务器安装支持 NVIDIA GRID vGPU 解决方案的显卡，如 NVIDIA Tesla M6、M60、M10、
NVIDIA P40、P4、P100、V100、T4 等型号的显卡。 

(2) （可选）显卡 GPU 模式切换。 

(3) （可选）部署 NVIDIA License Server。 

(4) vGPU 安装与部署 

a. 切分 GPU 设备 

b. 制作安装显卡驱动的虚拟机模板 

c. 创建桌面池，通过模板部署虚拟机 

d. 为虚拟机添加 GPU 设备 

e. 授权用户登录与验证 

(5) vGPU 卸载与重新挂载 

3.5  使用举例 

3.5.1  配置准备 

从 NVIDIA 官网获取 Virtual GPU License Manager 安装包、gpumodeswitch 工具、GPU 驱动程序

等软件。 

3.5.2  注册 NVIDIA 账号并激活 License 激活码 

1. 注册 NVIDIA 账号 

当用户正式购买了 NVIDIA vGPU 虚拟化软件以后，最终用户自己需要在 NVIDIA 官方网站上注册

账号并激活 License Key（PAK 激活码）。当完成了 License Key 的激活以后，用户就可以在企业门

户提交相关的技术支持请求。 

https://www.nvidia.com/object/vgpu-evalu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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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先打开 NVIDIA 官方网站 https://nvid.nvidia.com/NvidiaUtilities/#/createNewuser。 

图1 注册账号 

 

 

(2) 按照客户实际情况填写表格，注意电子邮件是获取通知信息的重要途径，切勿填错。填写完

后点击下方注册，弹出如下画面，此时进入邮箱进行确认。 

图2 创建成功 

 
 

https://nvid.nvidia.com/NvidiaUtilities/#/createNew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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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开注册时填写的邮箱，查看 nvidia 发送的确认电子邮箱，点击 SET PASSWORD 按钮设置

密码。 

图3 设置密码 

 
 

(4) 进入创建新密码界面，请按照要求设置密码并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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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创建新密码 

 

 

(5) 在设置成功界面单击<登录>按钮。 

图5 更新密码成功 

 

 

2. 绑定 License 激活码 

(1) 输入刚才注册时填写的邮箱账号和密码即可登录成功，成功后页面会跳转到如下界面，单击

红色框中[Redeem Product Activation Keys]菜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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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Redeem Product Activation Keys 

 
 

(2) 将购买 NVIDIA vGPU 后获得的激活码填入下图的输入框中，单击<Redeem>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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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Redeem 

 
 

(3) 在弹出的下图中按照实际情况选择并填写以下内容，填写完成后单击<submit>按钮。 



 

9 

图8 Register Product Activation Key 

 

 

(4) 提交成功后会弹出成功页面，此时可以单击 Please go to your products 链接查看已经绑定的

激活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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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成功 

 
 

(5) 可以看到该账户中已经绑定的所有激活码（P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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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Product Information 

 

 

3.5.3  绑定 MAC 地址并下载 License 文件 

(1) 单击 Register License Server 按钮，在弹出的页面中，将 License 服务器的 MAC 地址填入

MAC address 中进行绑定，填写完毕后单击<Create>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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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Register License Server 

 
 

 

若需搭建 HA 环境，请在上图中配置备用 License Server 的 ID，即 Backup License Server ID。 

 

(2) 在弹出的 view server 界面中，单击 Map Add-Ons 链接，添加授权。 

图12 View Server 

 

 

(3) 在弹出界面的 Qty to Add 栏中添加想要授权的资源数量，然后单击下方<Map Add-Ones>按
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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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Map Add-Ons 

 

 

(4) 添加了相应的资源后，绑定 MAC 地址对应的 License 服务器上的虚拟机就可以使用这个资源，

此时，单击图中红框显示的 Download License File 链接，下载 License 文件。 

图14  

 
 

3.5.4  显卡 GPU 模式切换 

NVIDIA Tesla M60 显卡支持计算模式和图形模式，NVIDIA vGPU 需要 GPU 显卡工作在图形模式。

如果用户的显卡工作在计算模式，则必须使用 gpumodeswitch 工具将 GPU 的模式更改为图形模式。 

使用 gpumodeswitch 工具切换 GPU 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NVIDIA 的《gpumodeswitch User 
Guide》手册。 

3.5.5  服务器安装 NVIDIA GPU 显卡 

在服务器上安装 NVIDIA GPU 显卡，具体操作请参考服务器的相关手册。 

GPU 显卡安装完成后，可在 CVM 管理平台的“GPU 设备”页签进行确认。如下图所示，即服务

器已成功安装 NVIDIA GPU 显卡。 

https://docs.nvidia.com/grid/6.0/grid-gpumodeswitch-user-guide/index.html
https://docs.nvidia.com/grid/6.0/grid-gpumodeswitch-user-guid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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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GPU 设备 

 

 

3.5.6  部署 NVIDIA License Server 

 

NVIDIA vGPU 是许可产品，vGPU 没有获得 License 授权时，其功能会受到限制。 

 

1. 安装文件准备 

Windows 操作系统和 Linux 操作系统均可用于部署 License Server。NVIDIA 官方推荐的操作系统

如表 3 所示。建议您使用 Linux 操作系统部署 License Server。请提前准备好部署 License Server
环境所需的文件。 

表3 安装文件准备 

操作系统类型 推荐操作系统版本 安装文件 获取方法 

Windows 

• Windows 10 64 位 

• Windows Server 2016 

• Windows Server 2012 R2 

License bin文件 购买英伟达维保获得 

Windows操作系统镜像 

请通过共享服务器

“H3C-FTP”获取 

License Server安装包setup.exe 

.NET Framework 4.5或更高版本 

jdk-8u40-windows-i586.exe 

Linux 

•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3 64 位 

• CentOS 7.3 64 位 

License bin文件 购买英伟达维保获得 

Linux操作系统镜像文件 

请通过共享服务器

“H3C-FTP”获取 
License Server安装包setup.bin 

jdk-8u201-linux-x64.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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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类型 推荐操作系统版本 安装文件 获取方法 

apache-tomcat-8.5.37.tar.gz 

 

 

• 对于 Windows 操作系统，推荐使用英文版本；对于 Linux 操作系统，需安装为图形化界面环境

（即 graphical desktop environment）。 

• Windows 的 License Server 安装程序包中已包含 Apache Tomcat 程序包；对于 Linux，应在运

行 License Server安装程序包之前完成Tomcat的安装。推荐 7x或 8x版本的Apache Tomcat。 

• License Server 中 Web 浏览器推荐使用 Firefox 17 版本以上、Chrome 27 版本以上或 IE 9 以

上版本。 

 

2. 硬件配置要求 

支持在物理机或虚拟机中部署 NVIDIA License Server，且推荐 CPU 核数≥4 或 vCPU≥4，内存不少

于 16 GB。 

3. Server 的配置要求 

• 有固定的 IP 地址。 

• 至少有一个不变的以太网 MAC 地址，以便在注册服务器和在 NVIDIA 许可门户中生成许可证

时用作唯一标识符。 

• 日期和时间必须准确设置。 

4. 网络端口设置和访问管理界面 

• 网络端口设置：License Server 是通过 7070端口向客户端提供授权服务的，所以需要在系统

的防火墙中打开 TCP 7070 端口。 

• License Server 部署完成后，访问管理界面有两种方式： 

 在 License Server 主机上的 Web 浏览器中输入 http://localhost:8080/licserver 访问管理界

面。 

 在其他 PC（与 License Server 网络互通）的 Web 浏览器中输入

http://<serverip>:8080/licserver 访问管理界面；其中 serverip 是 License Server 主机的 IP
地址。 

 

部署 NVIDIA License Server 的硬件、软件配置要求等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NVIDIA 的《License 
Server User Guide》手册。 

 

6. License Server 的安装与配置（Linux） 

(1) 上传 Linux 安装包到服务器上，并且创建一个 Linux 虚拟机，然后安装操作系统。 

https://docs.nvidia.com/grid/6.0/grid-license-server-user-guide/index.html
https://docs.nvidia.com/grid/6.0/grid-license-server-user-guid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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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e 文件是和 License server 虚拟机的 mac 地址绑定的，需要确保虚拟机的 MAC 和申请

License 时填写的一致。 

 

图16 增加 Linux 虚拟机 

 
 

(2) 安装 CAStools，以便通过 CAStools 配置虚拟机的 IP 地址。通过云桌面控制台挂载 CAStools
后，还需要手动输入命令挂载，如下图所示。使用 mount 命令挂载后，进入 linux 文件夹下，

执行./CAS_tools_install.sh 脚本即可安装 CAS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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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安装 CAStools 

 
 

(3) 在管理平台设置 License Server 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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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设置 License Server 的 IP 地址 

 

 

(4) 上传 jdk-8u201-linux-x64.tar.gz、apache-tomcat-8.5.37.tar.gz 以及 setup.bin 安装文件。 

图19 查看上传文件 

 
 

(5) 在/usr/local 下创建 java 和 tomcat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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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创建 java 和 tomcat 文件 

 
 

(6) 安装 JDK。进入存放安装文件的路径，解压 JDK 文件，解压命令为：tar –zxvf 
jdk-8u201-linux-x64.tar.gz –C /usr/local/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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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解压 JDK 文件 

 
 

(7) 配置 JAVA 环境变量。 

图22 配置 JAVA 环境变量 

 

 
 

(8) 加载配置文件，切换到到 java 可执行文件的路径（/usr/local/java/bin），输入”./java -version”,
查看是否安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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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加载配置文件 

 

 
 

(9) 安装 tomcat。解压 tomcat 至/usr/local/tomcat 路径。 

图24 安装 tomcat 

 
 

(10) 修改/usr/local/tomcat/apache-tomcat-8.5.37/bin 目录下的 catalina.sh 脚本，在脚本的开头添

加红圈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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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修改 catalina.sh 脚本 

 

 

(11) 在/usr/local/tomcat/apache-tomcat-8.5.37 目录下新建 start.sh 脚本，并执行命令 chmod 751 
start.sh 修改脚本的权限。脚本内容如下图。 

图26 新建 start.sh 脚本 

 
 

(12) 在/usr/lib/system/system 目录新建 start-tomcat.service 配置文件，文件内容如下图。 

图27 新建 start-tomcat.service 配置文件 

 
 

(13) 执行 systemctl enable start-tomcat.service 命令设置服务开机自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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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设置服务开机自启动 

 
 

(14) 执行 systemctl disable firewalld 命令关闭防火墙。 

图29 关闭防火墙 

 

 

(15) 浏览器访问虚拟机 IP:8080，查看 tomcat 是否成功启动。 

图30 查看 tomcat 是否启动成功 

 
 

(16) 执行./setup.bin 安装 setup.bin 程序。如果没有权限，执行 chmod a+x ./setup.bin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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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安装 setup.bin 程序 

 
 

(17) 根据提示按多次 Enter 键后进入如下界面，然后输入 Y 接受 License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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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接受 License 协议 

 
 

(18) 按 Enter 键将选择默认的安装路径。 

图33 选择默认安装路径 

 

 

(19) 填写 tomcat 的路径：/usr/local/tomcat/apache- tomcat-8.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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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填写 tomcat 路径 

 

 

(20) 通过输入“1,2”，选择启用 7070 和 8080 端口，7070 端口用于 vGPU 虚拟机获取 license，
8080 端口用于管理和配置 License Server。 

图35 启用 7070 和 8080 端口 

 
 

(21) 有如下提示时，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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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安装完成 

 
 

(22) 注册 bin 文件，通过网页访问 License 服务器：虚拟机 IP:8080/licserver。选择“License 
Management”，将 license bin 文件导入。 

图37 注册 bin 文件 

 
 

7. License Server 的安装与配置（Windows） 

(1) 在云桌面管理平台中创建一台 Windows 10 操作系统的虚拟机并安装操作系统，用于部署

NVIDIA License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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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操作系统安装完成后，关闭防火墙。 

(3) 请确保环境中已配置好 java 环境变量，将 License Server 安装包以及 License bin 文件拷贝

到虚拟机中。 

图38 获取安装文件 

 
 

(4) 双击 setup.exe 安装包开始安装 License Server，安装过程中，需要勾选管理端口 8080。安

装完成后可通过浏览器输入“http://localhost:8080/licserver”访问管理界面。 

 

若虚拟机安装的操作系统为中文操作系统，则需要将浏览器语言首选项改为英文，以 IE 浏览器为

例，修改首选项的步骤为：IE 浏览器——Internet 选项——语言首选项——添加——添加英语——

将英语调整为第一个即最上面。 

 

http://localhost:8080/lic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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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管理界面 

 
 

 

如果 License server 安装完毕后使用 Web 浏览器访问 http://localhost:8080/licserver 管理页面，首

页信息显示 Connection refused：connect，则可以查看服务“FlexNet License Server – nvidia”
是否正常运行。可以重启服务再查看，如果服务无法启动，需要查看系统事件管理器排查原因。 

 

(5) 管理页面如上图显示后，单击左侧菜单栏 Configuration 菜单项，确认当前 Server host ID 即

虚拟机的 MAC 地址是否与申请的 License bin 文件匹配。如无 License 文件，则请根据

Server host ID 进行申请。本例已准备了 License bin 文件(文件名即对应的 MAC 地址)，若虚

拟机 MAC 地址不匹配 License bin 文件中的 MAC 地址，可通过修改虚拟机功能，将虚拟机

MAC 地址修改为与 License 文件匹配的地址（0c:da:41:1d:65:82）。 

http://localhost:8080/lic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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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 修改虚拟机 

 

 

(6) 修改虚拟机 MAC 地址后，重启虚拟机。 

(7) 虚拟机启动后，单击虚拟机桌面，选择[NVIDIA 控制面板]菜单项，进入 NVIDIA 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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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选择[NVIDIA 控制面板]菜单项 

 
 

(8) 配置服务器 IP 地址与端口号，单击<应用>按钮。非 HA 环境时，只需配置一级许可服务器 IP
地址及其端口号。HA 环境时，请同时配置一、二级许可证服务器 IP 及其对应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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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NVIDIA 控制面板 

 

 

(9) 通过浏览器输入“http://localhost:8080/licserver”访问管理界面。单击左侧菜单栏 License 
Management 菜单项，选择 0cda411d6582.bin 文件上传，激活成功后则显示“Successfully 
applied license file to license server.”此时 License server 可正常使用。 

 

若 License 文件上传之后报错，首先需要检查 License 文件中的 MAC 地址与 Server host ID 是否

一致，若不一致，可通过修改虚拟机功能进行修改；其次检查系统时间与 License bin 文件时间是

否相差 24 小时以上。官方下载的 License bin 激活文件有效期为 24 小时，过期后需要重新下载，

此处也可通过修改系统时间，保障 License 激活文件在有效期内，使用文件激活后，再将系统时间

改回，该方法针对于有效期内的 License 激活文件有效，若 License 激活文件已过期，则需要重新

下载。 

 

(10) 单击左侧菜单栏 Licensed Feature Usage 菜单项，查看激活 License 的详细信息，包括授权

类型，授权个数，使用个数，过期时间等。Licensed Client 会展示已申请到的 vGPU 所在虚

拟机的 MAC 地址。 

http://localhost:8080/lic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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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IDIA License Manager 软件的详细安装步骤请参考 NVIDIA 的《License Server User Guide》手

册的“Installing the NVIDIA vGPU Software License Server”章节。该章节包含 Windows 和 Linux
系统的安装准备以及安装流程。配置操作内容请参考“Managing Licenses on the NVIDIA vGPU 
Software License Server”章节。 

 

(11) 为 License Server 服务器创建快照。 

(12) 搭建 HA 环境时，请重复上述步骤，部署备用 NVIDIA License Server。 

3.5.7  vGPU 安装与部署 

1. 切分 GPU 设备 

用于将指定主机以及同集群下的其他主机上的GPU设备虚拟成相同类型的 vGPU，供虚拟机使用，。 

(1) 在主机的 GPU 设备页签中，单击<切分设备>按钮，弹出切分 GPU 对话框。 

图43 切分 GPU 

 
 

(2) 选择切分类型，是否切分其他主机，若切分其他主机，则需要勾选要切分的主机。 

(3) 单击<确定>按钮，将主机 GPU 虚拟成指定类型的 vGPU。 

2. 创建虚拟机 

(1) 在主机或集群概要页面增加虚拟机，目前支持的操作系统包括 Windows7 64bit 和
Windows10 64bit。注意在创建虚拟机的过程中，需要选择 ac97 声卡以及安装 spice 控制

台。 

https://docs.nvidia.com/grid/6.0/grid-license-server-user-guid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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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增加虚拟机 

 
 

(2) 控制台启动虚拟机，安装操作系统之后，正常关闭虚拟机。 

3. 增加智能资源调度 

智能资源调度用于部署 vGPU 资源池，并为模板虚拟机挂载 vGPU 设备。 

(1) 单击顶部导航栏[桌面管理/智能资源调度]菜单项，进入智能资源调度页面。单击<增加>按钮，

弹出增加智能资源调度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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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增加智能资源调度 

 
 

(2) 配置基本信息，单击<下一步>按钮。选择切分 GPU 设备的主机，单击<下一步>按钮。 

图46 选择主机资源 

 

 

(3) 单击<增加>按钮，可在下拉菜单中选择上一步骤创建的虚拟机。选择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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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虚拟机组 

 

 

(4)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4. 挂载安装 CAStools 和 H3CDAgent 

(1) 打开虚拟机控制台，挂载光驱安装 CAStools。 

(2) 挂载云桌面 Tools，安装 H3CDAgent。安装 H3CDAgent 之后请勿重启虚拟机。 

 

如需使用 vGPU 双屏功能，请安装高于 E0223 版本的 H3CDAgent。若安装的 H3CDAgent 版本低

于 E0223，仍想使用双屏功能，可通过升级 Agent 功能升级 Agent 版本，详细内容请参考已有 vGPU
环境升级到 vGPU 双屏环境。 

 

5. 安装优化工具 

(1) 虚拟机切换到 Administrator 用户，通过管理员权限运行优化工具，选择“云桌面模板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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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选择第一项云桌面模板优化 

 
 

(2) 选择优化项，（安装声卡（AC97）驱动以及系统优化），配置 VGPU License Server，注意

此时不重启（重启传画面可能有问题）。优化 vGPU 时，需要输入配置的 License Server 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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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输入 License sever 的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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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 不重启 

 
 

6. NVIDIA 显卡驱动安装与初始化 

虚拟机挂载 vGPU 设备后，需要安装对应显卡驱动才能正常使用。 

 

本节以安装了 win10-64bit 操作系统的虚拟机为例，介绍相关操作。 

 

(1) 在虚拟机中通过“H3C-FTP”共享服务器获取配套的 NVIDIA 显卡驱动。 

(2) 双击安装程序，弹出 NVIDIA 安装程序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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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NVIDIA 安装程序对话框 

 

 

(3) 单击<同意并继续>按钮，进入安装选项界面。 

图52 安装选项对话框 

 
 

(4) 选择“精简”模式，单击<下一步>按钮，进行显卡驱动的安装，直至安装完成。 

(5) NVIDIA 驱动安装完成之后，单击<马上重新启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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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NVIDIA 安装程序已完成对话框 

 
 

(6) 将部署的虚拟机加入一个桌面池，并将该虚拟机分配给用户使用，通过客户端登录虚拟机，

查看英伟达显卡驱动是否正常，vGPU Driver 驱动是否正常。从 E0223P02 版本开始，增加

了优化通道，vGPU Driver 和 H3CDEnhance GPU 将被禁用。vGPU 会根据环境条件自动选

择是否启用优化通道。如果启用优化通道，驱动环境如图 54 所示；如未启动优化通道，驱动

环境如图 5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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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设备管理器（启用优化通道） 

 
 

图55 设备管理器（未启用优化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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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客户端通过 VDP 协议连接虚拟机黑屏时，切换成 RDP 协议登录虚拟机，查看 vGPU Driver 是否

有带感叹号。如果有，卸载该 vGPU Driver。如果英伟达显卡驱动异常，可尝试重新安装英伟达驱

动。 

 

(7) 关闭虚拟机，制作单屏 vGPU 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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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克隆为模板 

 

 

 

在制作单屏 vGPU 虚拟机模板时，请确保该虚拟机正常（英伟达显卡驱动正常，vGPU Driver 驱动

正常，在客户端能通过 vdp 协议连接虚拟机。）。之后建议都通过单屏 vGPU 虚拟机模板批量部署

虚拟机。 

 

7. vGPU 双屏部署 

默认创建出来的单屏 vGPU 虚拟机只有一个显卡，vGPU 双屏环境需要两个显卡，所以需要按照下

面的步骤为虚拟机添加一个 qxl 显卡。 

(1) 选择一台单屏的 vGPU 虚拟机。 

 

在选择单屏带 vGPU 的虚拟机时，确保该虚拟机只有一个 qxl 显卡，且正确安装了 vGPU Driver 驱
动（设备管理中该驱动没有感叹号），能通过 VDP 协议正常连接该虚拟机。 

 

(2) 确保虚拟机处于关机状态。 

(3) 单击指定虚拟机概要<修改虚拟机>按钮，弹出修改虚拟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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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修改虚拟机 

 
 

(4) 单击<增加硬件>按钮，选择硬件类型为“显卡”，显存保持默认即可，单击<确定>按钮。在

返回的修改虚拟机页面，单击<应用>按钮成功为虚拟机添加显卡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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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增加显卡 

 

 

 

(5) 将该虚拟机加入桌面池并分配给用户使用。 

(6) 启动虚拟机，在客户端使用 VDP 协议连接虚拟机，待虚拟机驱动加载完之后，重启虚拟机。 

 

对于 Windows7 64 位操作系统虚拟机，当虚拟机加载完驱动之后，操作系统会弹出重启虚拟机的

对话框，单击<立即重启>按钮，直接重启虚拟机。对于 Windows10 64 位操作系统虚拟机，在虚拟

机桌面点鼠标右键，当弹出的对话框中有英伟达控制面板或者虚拟机会出现闪屏时，重启虚拟机。

若设备管理器中显卡驱动处带感叹号，需要重装 vGPU D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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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NVIDIA 控制面板 

 
 

(7) 客户端断开连接，虚拟机重启完成后，再通过 VDP 协议连接虚拟机，查看虚拟机的设备管理

器中显卡和驱动是否正常。如果启用了优化通道，则显卡和驱动如图 60 所示；如果未启用优

化通道，如图 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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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客户端使用 VDP 协议连接 vGPU 双屏虚拟机出现黑屏的现象，可通过 mstsc 远程连上虚拟

机，查看虚拟机的 vGPU Driver 驱动和英伟达显卡驱动是否正常。如果设备管理器中 vGPU Driver
带感叹号，卸载该驱动。如果英伟达驱动带感叹号，可以尝试重装英伟达驱动。 

 

图60 设备管理器（启用优化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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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设备管理器（未启用优化通道） 

 

 

8. 将虚拟机转换为模板 

(1) 在虚拟机概要页面，单击<修改虚拟机>按钮，在修改虚拟机对话框中断开虚拟机与光驱或软

驱的连接。 

(2) 确保虚拟机为关机状态。 

(3) 单击<更多操作>按钮，选择下拉菜单[克隆虚拟机]菜单项，将模板虚拟机克隆为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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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克隆为模板 

 

 

后续建议通过双屏 vGPU 虚拟机模板批量部署双屏虚拟机。 

 

9. 创建桌面池 

(1) 单击顶部导航栏[桌面管理/桌面池]菜单项，进入桌面池列表页面。 

(2) 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桌面池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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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增加桌面池 

 

 

(3) 配置相关参数，单击<确定>按钮。 

(4) 在桌面池的虚拟桌面页签，批量部署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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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批量部署 

 

 

10. 为桌面池中虚拟机挂载 vGPU 设备 

通过修改智能资源调度功能将智能资源调度创建的 vGPU 资源池与上一步骤创建的桌面池关联。该

池下的所有虚拟机都可挂载使用 vGPU 设备。 

(1) 单击指定智能资源调度操作列的 图标，弹出修改智能资源调度对话框。单击<下一步>按钮

直至虚拟机组页面，添加上一步骤创建的桌面池，即添加桌面池下的所有虚拟机，单击<下一

步>按钮，直至修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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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修改智能资源调度 

 

 

(2) 在虚拟机概要页面，单击<更多操作>按钮，选择下拉菜单[增加 GPU 设备]菜单项，也可以成

功为虚拟机挂载 GPU 设备。 

图66 增加 GPU 设备 

 

 

11. 更改 vGPU 类型 

(1) 如需更改 vGPU 类型，可通过修改智能资源调度功能删除与模板虚拟机的关联，或直接在模

板虚拟机概要页面删除 vGPU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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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修改智能资源调度 

 

 

图68 删除 GPU 设备 

 

 

(2) 在智能资源调度页面，单击 图标，删除上面步骤创建的智能资源调度。 
(3) 在主机的 GPU 页签，回收重新切分 GPU 设备更改 vGPU 类型，再重新创建智能资源调度与

桌面池进行关联。 

12. 授权用户与验证 

(1) 在桌面池的虚拟桌面页签中，将用户添加到授权列表。 



 

55 

图69 选择用户 

 

 

(2) 用户通过客户端登录连接云桌面，查看云桌面中的设备管理器是否有显卡及显卡适配器。 

图70 虚拟机设备管理器（未启用优化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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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虚拟机设备管理器（启用优化通道） 

 

 

13. 双屏环境验证 

(1) 终端需要有两个显示器。 

(2) 用户登录客户端，单击[高级]菜单项，在高级设置页面勾选“将所有监视器用于远程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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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高级设置 

 

 

(3) 连接有双显卡的虚拟机后即可正常使用 vGPU 双屏环境，可在云桌面中的设备管理器是否有

双显卡和 NVIDIA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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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虚拟机设备管理器（未启用优化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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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虚拟机设备管理器（启用优化通道） 

 

 

3.5.8  已有 vGPU 环境升级到 vGPU 双屏环境 

若需要将已有 vGPU 环境升级到 vGPU 双屏环境，需要配套云桌面环境是 E0223 及之后版本，且

在云桌面环境升级后为单屏虚拟机添加一个显卡。云桌面升级步骤请参考《H3C Cloud 云桌面安装

指导》。 

1. 增加 qxl 显卡 

(1) 将虚拟机关机。 

(2) 单击指定虚拟机概要<修改虚拟机>按钮，弹出修改虚拟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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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修改虚拟机 

 

 

(3) 单击<增加硬件>按钮，选择硬件类型为“显卡”，显存保持默认即可，单击<确定>按钮。在

返回的修改虚拟机页面，单击<应用>按钮成功为虚拟机添加显卡设备。 



 

61 

图76 增加显卡 

 

 

用户第一次连接上虚拟机的时候，需要重启虚拟机（对于 Win7 64 位操作系统，系统加载完驱动后，

弹出重启对话框，点击“立即重启”；对于 Win10 64 位操作系统，在桌面点击鼠标右键，当弹出

的对话框中有英伟达控制面板时，或者出现闪屏的时候，重启虚拟机。） 

 

2. 双屏环境验证 

(1) 终端需要有两个显示器。 

(2) 用户登录客户端，单击[高级]菜单项，在高级设置页面勾选“将所有监视器用于远程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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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 高级设置 

 

 

(3) 连接有双显卡的虚拟机后即可正常使用 vGPU 双屏环境，可在云桌面中的设备管理器是否有

双显卡和 NVIDIA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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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 虚拟机设备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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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  注意事项 

• 若虚拟机 License 文件获取失败，首先检查虚拟机与 License Server 网络是否畅通，其次检

查虚拟机时间与 License Server 时间是否一致，最后检查 License Server 上可用 License 授

权是否充足。 

• 虚拟机断电、删除等操作会导致 License Server 无法回收已分配的授权许可，vGPU 授权被

占用无法释放的问题，目前优化工具已写入注册表，将申请周期由默认的 7 天改为 15 分钟，

避免出现异常操作导致的许可被占用现象。 

4  原理简介 
vGPU 的智能资源调度是将同一集群下不同主机上的 vGPU 资源添加到一个资源池中。并将资源池

与虚拟机或桌面池关联。当关联虚拟机组中的虚拟机启动或重启时，管理平台会根据资源池中资源

的空闲情况来动态分配资源。先启动的虚拟机优先获取 vGPU 资源。当资源都被其它虚拟机占用，

即使关联了 GPU 资源池也无法获取到 GPU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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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录 

5.1  NVIDIA vGPU介绍 

NVIDIA vGPU 根据目标用户工作负载的不同，分为三个系列： 

• Q 系列：该类型的 vGPU 针对设计师和高级用户。 

• B 系列：该类型的 vGPU 针对高级用户。 

• A 系列：该类型的 vGPU 针对虚拟应用程序用户。 

不同类型的 vGPU 具有固定的显存、显示器接口数和最大分辨率。 

物理 GPU 可以切分的 vGPU 是有数量限制的，切分原则是： 

• 按照显存进行切分，切分后每个 vGPU 的显存大小是固定的。 

• 每一个物理 GPU 同时仅能按照一种显存大小的规格进行切分。 

• 同一显卡上的不同物理 GPU 可以同时切分为不同类型的 vGPU。 

以 Tesla M60 为例，单块显卡集成了 2 个物理 GPU，显存 16GB（每个物理 GPU 的显存为 8GB），
支持按照显存规格为 1GB、2GB、4GB、8GB 进行 vGPU 切分。 

Tesla M60 支持的 vGPU 类型如下表所示： 

vGPU 类

型 
适用场景 

每个 vGPU

的显存

（Mbytes） 

最大显

示器接

口数 

每台显示器

的最高分辨

率 

每个物理

GPU 支持的

vGPU 数量 

每块显卡支

持的 vGPU

数量 

所需 License

类型 

M60-8Q Designer 8192 4 4096x2160 1 2 
Quadro 

vDWS 

M60-4Q Designer 4096 4 4096x2160 2 4 
Quadro 

vDWS 

M60-2Q Designer 2048 4 4096x2160 4 8 
Quadro 

vDWS 

M60-1Q 

Power 

User；

Designer 

1024 2 4096x2160 8 16 
Quadro 

vDWS 

M60-2B 
Power 

User 
2048 2 4096x2160 4 8 

GRID Virtual 

PC or Quadro 

vDWS 

M60-2B4 
Power 

User 
2048 4 2560x1600 4 8 

GRID Virtual 

PC or Quadro 

vDWS 

M60-1B 
Power 

User 
1024 4 2560x1600 8 16 

GRID Virtual 

PC or Quadro 

vD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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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PU 类

型 
适用场景 

每个 vGPU

的显存

（Mbytes） 

最大显

示器接

口数 

每台显示器

的最高分辨

率 

每个物理

GPU 支持的

vGPU 数量 

每块显卡支

持的 vGPU

数量 

所需 License

类型 

M60-8A 

Virtual 

Application 

User 

8192 1 1280x1024 1 2 
GRID Virtual 

Application 

M60-4A 

Virtual 

Application 

User 

4096 1 1280x1024 2 4 
GRID Virtual 

Application 

M60-2A 

Virtual 

Application 

User 

2048 1 1280x1024 4 8 
GRID Virtual 

Application 

M60-1A 

Virtual 

Application 

User 

1024 1 1280x1024 8 16 
GRID Virtual 

Application 

 

Tesla M10 支持的 vGPU 类型如下表所示： 

vGPU 类

型 
适用场景 

每个 vGPU

的显存

（Mbytes） 

最大显

示器接

口数 

每台显示器

的最高分辨

率 

每个物理

GPU 支持的

vGPU 数量 

每块显卡支

持的 vGPU

数量 

所需 License

类型 

M10-8Q Designer 8192 4 4096x2160 1 4 
Quadro 

vDWS 

M10-4Q Designer 4096 4 4096x2160 2 8 
Quadro 

vDWS 

M10-2Q Designer 2048 4 4096x2160 4 16 
Quadro 

vDWS 

M10-1Q 

Power 

User；

Designer 

1024 2 4096x2160 8 32 
Quadro 

vDWS 

M10-2B 
Power 

User 
2048 2 4096x2160 4 16 

GRID Virtual 

PC or Quadro 

vDWS 

M10-2B4 
Power 

User 
2048 4 

2560×

1600 
4 16 

GRID Virtual 

PC or Quadro 

vD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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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PU 类

型 
适用场景 

每个 vGPU

的显存

（Mbytes） 

最大显

示器接

口数 

每台显示器

的最高分辨

率 

每个物理

GPU 支持的

vGPU 数量 

每块显卡支

持的 vGPU

数量 

所需 License

类型 

M10-1B 
Power 

User 
1024 4 2560x1600 8 32 

GRID Virtual 

PC or Quadro 

vDWS 

M10-8A 

Virtual 

Application 

User 

8192 1 1280x1024 1 4 
GRID Virtual 

Application 

M10-4A 

Virtual 

Application 

User 

4096 1 1280x1024 2 8 
GRID Virtual 

Application 

M10-2A 

Virtual 

Application 

User 

2048 1 1280x1024 4 16 
GRID Virtual 

Application 

M10-1A 

Virtual 

Application 

User 

1024 1 1280x1024 8 32 
GRID Virtual 

Application 

 

关于更多的适用于虚拟化的 NVIDIA GPU 以及其支持的 vGPU 的介绍，请参考 NVIDIA 的《Virtual 
GPU Software User Guide》手册。 

5.2  vGPU License介绍 

NVIDIA GRID vGPU 软件是一个许可产品，虚拟机启动时需经由网络从 NVIDIA vGPU License 服

务器获取 License，激活 vGPU 的相应功能；虚拟机关闭时，将 License 返回给 License 服务器。 

https://docs.nvidia.com/grid/latest/grid-vgpu-user-guide/index.html
https://docs.nvidia.com/grid/latest/grid-vgpu-user-guid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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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 NVIDIA GRID vGPU 软件授权架构 

 

 

NVIDIA Tesla GPU 提供以下的 NVIDIA GRID 授权产品： 

• 虚拟工作站（Virtual Workstation） 

• 虚拟 PC（Virtual PC） 

• 虚拟应用程序（Virtual Application） 

GRID License 类型如下表所示： 

GRID License 类型 GRID 功能 支持的 vGPU 类型 

GRID Virtual Application PC级应用程序 A系列vGPU 

GRID Virtual PC 
面向Windows、Web浏览器和高清视频应用的业务

虚拟桌面 
B系列vGPU 

GRID Virtual Workstation 

针对需要访问远程专业图形应用程序的中端和高端

工作站用户 

采用GPU直通的工作站图形计算 

Q系列、B系列的vGPU 

 

5.3  GPU软件适配介绍 

适配软件 
win7 

32 

win7 

64 

win10 

32 

win10 

64 

是否支持 

硬件解码 
操作系统最低配置 推荐配置 

3D MAX 

2010（32） 
支持   支持   —— 

2核3G（使用最低

配置时不建议与其

他软件并行使用） 

4核4G 

3D MAX 支持   支持   —— 2核3G（使用最低

配置时不建议与其
4核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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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软件 
win7 

32 

win7 

64 

win10 

32 

win10 

64 

是否支持 

硬件解码 
操作系统最低配置 推荐配置 

2013（32） 他软件并行使用） 

3D MAX 

2014（64） 
  支持   

支持（由于操作

系统自身的原因

需要联网才能安

装） 

—— 

2核3G（使用最低

配置时不建议与其

他软件并行使用） 

4核4G 

3D MAX 

2017（64） 
  支持   支持 —— 

2核3G（使用最低

配置时不建议与其

他软件并行使用） 

4核4G 

AutoCAD 

2010（32） 
支持   支持   —— 

2核3G（使用最低

配置时不建议与其

他软件并行使用） 

4核4G 

AutoCAD 

2010（64） 
  支持   支持 —— 

2核3G（使用最低

配置时不建议与其

他软件并行使用） 

4核4G 

AutoCAD 

2014（32） 
支持   支持   —— 

2核3G（使用最低

配置时不建议与其

他软件并行使用） 

4核4G 

AutoCAD 

2014（64） 
  支持   支持 —— 

2核3G（使用最低

配置时不建议与其

他软件并行使用） 

4核4G 

暴风影音

5.6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是 

1核2G（使用最低

配置时不建议跟其

他软件并行使用） 

配置无要

求，越高

越好 

QQ视频3.9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是 

1核3G（使用最低

配置时不建议跟其

他软件并行使用） 

配置无要

求，越高

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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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选择切分类型，是否切分其他主机，若切分其他主机，则需要勾选要切分的主机。
	(3) 单击<确定>按钮，将主机GPU虚拟成指定类型的vGPU。

	2.  创建虚拟机
	(1) 在主机或集群概要页面增加虚拟机，目前支持的操作系统包括Windows7 64bit和Windows10 64bit。注意在创建虚拟机的过程中，需要选择ac97声卡以及安装spice控制台。
	(2) 控制台启动虚拟机，安装操作系统之后，正常关闭虚拟机。

	3.  增加智能资源调度
	(1) 单击顶部导航栏[桌面管理/智能资源调度]菜单项，进入智能资源调度页面。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智能资源调度对话框。
	(2) 配置基本信息，单击<下一步>按钮。选择切分GPU设备的主机，单击<下一步>按钮。
	(3) 单击<增加>按钮，可在下拉菜单中选择上一步骤创建的虚拟机。选择完成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4)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4.  挂载安装CAStools和H3CDAgent
	(1) 打开虚拟机控制台，挂载光驱安装CAStools。
	(2) 挂载云桌面Tools，安装H3CDAgent。安装H3CDAgent之后请勿重启虚拟机。

	5.  安装优化工具
	(1) 虚拟机切换到Administrator用户，通过管理员权限运行优化工具，选择“云桌面模板优化”。
	(2) 选择优化项，（安装声卡（AC97）驱动以及系统优化），配置VGPU License Server，注意此时不重启（重启传画面可能有问题）。优化vGPU时，需要输入配置的License Server的IP地址。

	6.  NVIDIA显卡驱动安装与初始化
	(1) 在虚拟机中通过“H3C-FTP”共享服务器获取配套的NVIDIA显卡驱动。
	(2) 双击安装程序，弹出NVIDIA安装程序对话框。
	(3) 单击<同意并继续>按钮，进入安装选项界面。
	(4) 选择“精简”模式，单击<下一步>按钮，进行显卡驱动的安装，直至安装完成。
	(5) NVIDIA驱动安装完成之后，单击<马上重新启动>按钮。
	(6) 将部署的虚拟机加入一个桌面池，并将该虚拟机分配给用户使用，通过客户端登录虚拟机，查看英伟达显卡驱动是否正常，vGPU Driver驱动是否正常。从E0223P02版本开始，增加了优化通道，vGPU Driver 和H3CDEnhance GPU将被禁用。vGPU会根据环境条件自动选择是否启用优化通道。如果启用优化通道，驱动环境如图54所示；如未启动优化通道，驱动环境如图55所示。
	(7) 关闭虚拟机，制作单屏vGPU模板。

	7.  vGPU双屏部署
	(1) 选择一台单屏的vGPU虚拟机。
	(2) 确保虚拟机处于关机状态。
	(3) 单击指定虚拟机概要<修改虚拟机>按钮，弹出修改虚拟机对话框。
	(4) 单击<增加硬件>按钮，选择硬件类型为“显卡”，显存保持默认即可，单击<确定>按钮。在返回的修改虚拟机页面，单击<应用>按钮成功为虚拟机添加显卡设备。
	(5) 将该虚拟机加入桌面池并分配给用户使用。
	(6) 启动虚拟机，在客户端使用VDP协议连接虚拟机，待虚拟机驱动加载完之后，重启虚拟机。
	(7) 客户端断开连接，虚拟机重启完成后，再通过VDP协议连接虚拟机，查看虚拟机的设备管理器中显卡和驱动是否正常。如果启用了优化通道，则显卡和驱动如图60所示；如果未启用优化通道，如图61所示。

	8.  将虚拟机转换为模板
	(1) 在虚拟机概要页面，单击<修改虚拟机>按钮，在修改虚拟机对话框中断开虚拟机与光驱或软驱的连接。
	(2) 确保虚拟机为关机状态。
	(3) 单击<更多操作>按钮，选择下拉菜单[克隆虚拟机]菜单项，将模板虚拟机克隆为模板。

	9.  创建桌面池
	(1) 单击顶部导航栏[桌面管理/桌面池]菜单项，进入桌面池列表页面。
	(2) 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桌面池对话框。
	(3) 配置相关参数，单击<确定>按钮。
	(4) 在桌面池的虚拟桌面页签，批量部署虚拟机。

	10.  为桌面池中虚拟机挂载vGPU设备
	(1) 单击指定智能资源调度操作列的图标，弹出修改智能资源调度对话框。单击<下一步>按钮直至虚拟机组页面，添加上一步骤创建的桌面池，即添加桌面池下的所有虚拟机，单击<下一步>按钮，直至修改完成。
	(2) 在虚拟机概要页面，单击<更多操作>按钮，选择下拉菜单[增加GPU设备]菜单项，也可以成功为虚拟机挂载GPU设备。

	11.  更改vGPU类型
	(1) 如需更改vGPU类型，可通过修改智能资源调度功能删除与模板虚拟机的关联，或直接在模板虚拟机概要页面删除vGPU设备。
	(2) 在智能资源调度页面，单击图标，删除上面步骤创建的智能资源调度。
	(3) 在主机的GPU页签，回收重新切分GPU设备更改vGPU类型，再重新创建智能资源调度与桌面池进行关联。

	12.  授权用户与验证
	(1) 在桌面池的虚拟桌面页签中，将用户添加到授权列表。
	(2) 用户通过客户端登录连接云桌面，查看云桌面中的设备管理器是否有显卡及显卡适配器。

	13.  双屏环境验证
	(1) 终端需要有两个显示器。
	(2) 用户登录客户端，单击[高级]菜单项，在高级设置页面勾选“将所有监视器用于远程会话”。
	(3) 连接有双显卡的虚拟机后即可正常使用vGPU双屏环境，可在云桌面中的设备管理器是否有双显卡和NVIDIA设备。


	3.5.8   已有vGPU环境升级到vGPU双屏环境
	1.  增加qxl显卡
	(1) 将虚拟机关机。
	(2) 单击指定虚拟机概要<修改虚拟机>按钮，弹出修改虚拟机对话框。
	(3) 单击<增加硬件>按钮，选择硬件类型为“显卡”，显存保持默认即可，单击<确定>按钮。在返回的修改虚拟机页面，单击<应用>按钮成功为虚拟机添加显卡设备。

	2.  双屏环境验证
	(1) 终端需要有两个显示器。
	(2) 用户登录客户端，单击[高级]菜单项，在高级设置页面勾选“将所有监视器用于远程会话”。
	(3) 连接有双显卡的虚拟机后即可正常使用vGPU双屏环境，可在云桌面中的设备管理器是否有双显卡和NVIDIA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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