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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PU 配置调优手册 

一． 常用概念及配置建议 

1. VGPU 切分 

每个物理 GPU 都可以支持几种不同类型的虚拟 GPU（vGPU）。显卡和 vGPU 类型

决定了显存大小、支持的显示器数量和最大分辨率。根据优化工作负载的不同类别，

它们被分为不同的系列。每个系列由 vGPU 类型名称的最后一个字母标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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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系列：该类型的 vGPU 针对计算密集型服务器工作负载场景，如人工智能

（AI）、深度学习或高性能计算（HPC） 

以 M60 为例，Q 系列切分及支持的显存，显示器个数及最大分辨率为： 

 

同一个显卡物理核心上的切分必须是一致的，但同一张显卡可能有多个物理核心，

如 M60 有两个物理核心，可以按如下方式进行切分： 

 GPU0 切 M60-2Q 同时 GPU1 切 M60-4Q ，切分有效 

 GPU0 切 M60-1B 同时 GPU1 切 M60-2Q ，切分有效 

 GPU0 内部混合切分，切分无效，无法切分 

 



 

 

对于各种切分，Nvidia 对 vgpu 帧率做了限制，具体限制为： 

B 切分最高 45fps 

Q C A 切分最高 60fps 

Nvidia 也提供了放开限制的方法，详见 4.3 节 

 

2. VGPU License 

NVIDIA vGPU 是一种许可产品。在受支持的 GPU 上启动时，vGPU 会以较低的性

能运行，直到获得许可证。 

未经许可的 vGPU 的性能受到以下限制： 

 帧速率上限为每秒 3 帧 

 GPU 资源分配有限，这将阻止某些应用程序正常运行。 

 在支持 CUDA 的 VGPU 上，CUDA 被禁用。 

获得许可证后，这些限制将被删除。 

查看当前 license 注册状态，打开 NVIDIA 控制面板： 

在 Windows 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然后从菜单中选择“NVIDIA 控制面板”，如

下所示： 



 

 

注意：所需的许可证类型取决于 vGPU 类型。 

 Q 系列 vGPU 类型需要 Quadro vDWS 许可证。 

 C 系列 vGPU 类型需要 NVIDIA 虚拟计算服务器（vCS）许可证，但也可以与

Quadro vDWS 许可证一起使用。 

 B 系列 vGPU 类型需要 GRID Virtual PC 许可证，但也可以与 Quadro vDWS 许可

证一起使用。 

 A 系列 vGPU 类型需要 GRID Virtual Applications 许可证。 

 

3. cuda 支持 

cuda 支持和 vgpu 版本有关，支持情况如下： 

CUDA Toolkit Version vGPU Software Releases 

CUDA 11.4 Update 2 (11.4.2) 13.x releases 

CUDA 11.4 Update 1 (11.4.1) 13.x releases 

https://docs.nvidia.com/grid/13.0/grid-vgpu-user-guide/index.html#cuda-open-cl-support-vgpu
https://docs.nvidia.com/grid/13.0/grid-vgpu-user-guide/index.html#cuda-open-cl-support-vgpu


CUDA 11.4 13.x releases 

CUDA 11.3 Update 1 (11.3.1) Not supported 

CUDA 11.3 Not supported 

CUDA 11.2 Update 1 (11.2.1) Not supported 

CUDA 11.2 12.x releases 

CUDA 11.1 Update 1 (11.1.1) Not supported 

CUDA 11.1 Not supported 

CUDA 11.0 11.x releases 

CUDA 10.2 10.x releases 

CUDA 10.1 Update 2 (10.1.243) Not supported 

CUDA 10.1 Update 1 9.x releases 

CUDA 10.1 general release (10.1.105) 8.x releases 

CUDA 10.0.130 7.x releases 

CUDA 9.2 (9.2.148 Update 1) Not supported 

CUDA 9.2 (9.2.88) Not supported 

https://docs.nvidia.com/grid/13.0/grid-vgpu-user-guide/index.html#cuda-open-cl-support-vgpu
https://docs.nvidia.com/grid/12.0/grid-vgpu-user-guide/index.html#cuda-open-cl-support-vgpu
https://docs.nvidia.com/grid/11.0/grid-vgpu-user-guide/index.html#cuda-open-cl-support-vgpu
https://docs.nvidia.com/grid/10.0/grid-vgpu-user-guide/index.html#cuda-open-cl-support-vgpu
https://docs.nvidia.com/grid/9.0/grid-vgpu-user-guide/index.html#cuda-open-cl-support-vgpu
https://docs.nvidia.com/grid/8.0/grid-vgpu-user-guide/index.html#cuda-open-cl-support-vgpu
https://docs.nvidia.com/grid/7.0/grid-vgpu-user-guide/index.html#cuda-open-cl-support-vgpu


CUDA 9.1 (9.1.85) 6.x releases 

CUDA 9.0 (9.0.176) 5.x releases 

 

二． 策略配置建议 

1. 策略说明 

可在云桌面管理平台，数据中心—策略—vGPU 配置页面对 vgpu 运行时参数进行配置，配置

实时生效。 

1） 抓图帧率：默认 30fps 

 对于某些应用程序帧率要求高的话，显卡 q 切分类型，最高可设置 60fps 

 当使用过程中，虚拟机卡时(网络差或终端硬件性能不足时)，可适当设置 30fps 以下 

2）抓图方式：超时抓图(推荐) 

 超时抓图：桌面变化时抓图 + 桌面未变化超时抓图 

 动态帧率抓图：桌面变化时抓图 

 固定帧率抓图：固定时间间隔抓图 

3）超时间隔时间：150ms 

 当抓图方式为超时抓图时，桌面数据未变化，桌面多久抓图一次，最大可设置 1000ms 

4）编码参数 

 质量优先：桌面画面质量稳定，显示效果优，但可能造成带宽占用高，对终端硬件性能要求高 

 带宽优先：带宽占用稳定，但画面质量可能产生波动，适用于终端性能要求不那么高，但桌面

显示质量要求不高的场景 

5）平均码率：编码压缩率，默认是 18000kbps，当网络带宽低时，优先模式选择带宽优先，

可适当降低该参数，如：3600kbps 

6） 峰值码率：编码能达到最大的压缩率，当网络带宽低时，优先模式选择带宽优先，可适当

降低该参数，如：3600kbps 

7） 编码预置：通过编码预设值来获取编码参数，保持默认即可 

8） 编码方式 

 h.264 编码方式，桌面数据压缩成 264 流，常用编码方式 

https://docs.nvidia.com/grid/6.0/grid-vgpu-user-guide/index.html#cuda-open-cl-support-vgpu
https://docs.nvidia.com/grid/5.0/grid-vgpu-user-guide/index.html#cuda-open-cl-support-vgpu


 h.265 编码方式，桌面数据压缩成 265 流，理论上，相同参数下，比 264 编码效果好，

带宽占用低，但需终端支持 265 解码 

9）平均质量：优先模式选择质量优先时，控制画面显示质量，取值范围 5-59，值越小，质量

越高 

10）最低质量：优先模式选择质量优先时，控制画面显示质量，取值范围 5-59，值越小，质

量越高 

11）最高质量：优先模式选择质量优先时，控制画面显示质量，取值范围 5-59，值越小，质

量越高 

12）GOP：I 帧与 I 帧之间的间隔，当虚拟机卡、终端硬解性能不足时，可适当加大 GOP 值 

 

2. 典型场景配置 

1）终端性能充足，带宽充足，需要提高帧率以提升用户体验，常用与性能 pk 场

景，可参照如下配置： 

 

 

2）终端性能不足，如使用 c113 进行 4k 测试（不推荐），可适当降低帧率和码率，

参照如下配置： 

 



 

 

3）当现场网络受限时，如带宽大小只有 10Mb 时，可以使用带宽优先模式，并调

整码率，常用于广域网或专网场景，参照如下设置： 

 

4）当客户对画面质量要求特别高时，可使用 h265 并适当调整 qp 值，参照如下配

置： 



 

三． 性能测试及配置建议 

1. 测试环境要求 

重型工业设计软件对于 CPU 和显卡都有较高的要求，为达到良好的操作体验及使

用效果，请使用如下配置： 

服务器配置： 

配置项 配置描述 

CPU CPU Intel(R) Xeon Gold 3.0GHz 及以上 

内存 256 GB DDR4 以上 

硬盘 1000G SSD 以上 

显卡 T4 及以上 

显示器 \ 

操作系统 WIN 7 专业版 64-bit SP1/win101909 64bit

（根据用户需要） 

云桌面客户端 E1010P01 及以上版本 

终端配置： 

1） 无 2K 及双屏使用需求 
配置项 配置描述 

C100L 适用于 1080 双屏或 2k 单屏 

2） 有 4K 需求 



配置项 配置描述 

C207V-PRO 适用于 4K 需求及双屏 30fps 需求 

3） 利旧需求（vGPU/4K） 
配置项 配置描述 

CPU 3.3GHz 及以上 

内存 8G 及以上 

硬盘 500G SATA 

显卡 Intel HD 530 及以上 

显示器 Dell 1920*1080 

操作系统 WIN 7 64bit 企业版 专业版/win10 64bit 企业

版 专业版 

云桌面客户端 E1010P01 及以后版本 

2. 测试性能调试关注项说明 

测试中，可以根据需要打开或者关闭服务器的超线程（PK 测试或者是流畅度测试

建议打开） 

打开或关闭方法： 

 



3. 相关工业设计类大型软件测试说明 

CREO 

a).Creo 2.0 内置的浏览器预览模型时，软件出现未响应。 

软件配置错误，升级 IE 版本到 IE 11，并修改浏览器配置，安装 creo 

views 插件，问题解决。 

b).Creo 软件出现过卡顿、崩溃现象。 

问题在虚拟机 CPU 核数较少时出现，逐步提高 CPU 配置，并测试最优

方案，最终确定 Creo 软件使用 2*12 配置,6Q GPU 

c).提升 CPU 主频测试，型号 6250 CPU（主频 3.9），虚拟机核数较

少时，同样存在操作卡顿问题。 

通过问题 2、3 的测试我们得出结论，在 CREO 的大文件应用场景中，

CPU 核数比主频更影响性能，需要优先保障核心数。在后续计划中需

要考虑采购的设备需要多物理核心。显卡性能足够，未发现性能瓶颈。 

此场景推荐配置： 

服务器配置： 

配置项 配置描述 

CPU CPU Intel(R) Xeon Gold 6246 @3.3GHz 及以

上 

内存 256 GB DDR4 以上 

硬盘 1000G SSD 以上 

显卡 NVIDIA RTX 6000 4GB 

显示器 \ 

操作系统 WIN 7 专业版 64-bit SP1/win101909 64bit

（根据用户需要） 

云桌面客户端 E1010P01及以上版本 

终端要求： 

配置项 配置描述 

C100L 适用于 2K以下单屏 

C101LS 适用于 2K以下单屏 

PK 测试建议优化项： 

i. 关闭服务器超线程 



ii. 开启大页 

iii. CPU 开启嵌套虚拟化，并使用主机匹配模式 

iv. 磁盘建议使用 QCOW2，然后使用 writeback 模式 

嵌套虚拟化及主机匹配模式开启方法： 

进入服务器后台，在/etc/modprobe.d/kvm-intel.conf 中，添加 options kvm-intel 

nested=1 到最后一行，然后重启服务器 

在虚拟机-修改-CPU 页面设置为主机匹配模式 

Matlab 

a) MATLAB 软件推荐使用 2*4 配置 

b) Matlab2019 有可能遇到启动慢问题，处理方法如下： 

找到注册 License 的路径；把路径复制下来，右键桌面 matlab.exe 属性；在目

标框中原先的语句后面加上 -c 'license 路径'，然后确定并重启软件（例：

License 路径为 d:\matlab2019b\licenses\license_standalone.lic 那么就添加后

的目标框为 d:\matlab2019b\bin\matlab.exe -c 

d:\matlab2019b\licenses\license_standalone.lic） 

此场景推荐配置： 

c) 配置项 配置描述 

CPU CPU Intel(R) Xeon Gold 6246 @3.3GHz 及以

上 

内存 256 GB DDR4 以上 

硬盘 1000G SSD 以上 

显卡 NVIDIA RTX 6000 4GB（浮点计算有用） 

显示器 \ 

操作系统 WIN 7 专业版 64-bit SP1/win101909 64bit

（根据用户需要） 

云桌面客户端 E1010P01及以上版本 

终端要求： 

配置项 配置描述 

C100L 适用于 2K以下单屏 

C101LS 适用于 2K以下单屏 

PK 测试建议优化项： 

i. 关闭服务器超线程 

ii. 开启大页 



iii. CPU 开启直通 

iv. 磁盘建议使用 QCOW2，然后使用 writeback 模式 

 

Catia 

a) Catia 的模型设计目前看不是非常吃 CPU，可以酌情处理 

PK 测试建议优化项： 

i. 关闭服务器超线程 

ii. 开启大页 

iii. CPU 开启直通 

iv. 磁盘建议使用 QCOW2，然后使用 writeback 模式 

v. 虚拟机需要配置环境变量，在 windows 系统环境变量设置中，添加系统变

量 CAT_VBO_ALLOWED=1 

 

Autocad 

Autocad 的计算功能非常吃单核 CPU，所以 CPU 的主频在此种场景下，建议越高

越好 

注意事项： 

a) 推荐使用 autocad 2012，该软件对于鼠标平面移动效果有优化效果 

b) Autocad 2016 2017 版本需要打补丁，否则可能某些显卡无法在 autocad 中

使用（没有硬件加速）请下载 SP1 补丁 

此场景推荐配置： 

服务器配置： 

配置项 配置描述 

CPU CPU Intel(R) Xeon Gold 6246 @3.3GHz 及以

上 

内存 256 GB DDR4 以上 

硬盘 1000G SSD 以上 

显卡 T4及以上 需要大文件渲染推荐 RTX6000 

显示器 \ 

操作系统 WIN 7 专业版 64-bit SP1/win101909 64bit

（根据用户需要） 



云桌面客户端 E1010P01及以上版本 

终端要求： 

配置项 配置描述 

C100L 适用于 2K以下单屏 

C101LS 适用于 2K以下单屏 

PK 测试建议优化项： 

i. 关闭服务器超线程 

ii. 开启大页 

iii. CPU 开启直通 

iv. 磁盘建议使用 QCOW2，然后使用 writeback 模式 

soliworks 

b) 使用 soliworks 镜像功能时，会有一定卡顿 

此场景推荐配置： 

服务器配置： 

配置项 配置描述 

CPU CPU Intel(R) Xeon Gold 6246 @3.3GHz 及以

上 

内存 256 GB DDR4 以上 

硬盘 1000G SSD 以上 

显卡 NVIDIA RTX 6000 4GB 

显示器 \ 

操作系统 WIN 7 专业版 64-bit SP1/win101909 64bit

（根据用户需要） 

云桌面客户端 E1010P01及以上版本 

终端要求： 

配置项 配置描述 

C100L 适用于 2K以下单屏 

C101LS 适用于 2K以下单屏 

 

PK 测试建议优化项： 

i. 关闭服务器超线程 



ii. 开启大页 

iii. CPU 开启直通 

iv. 磁盘建议使用 QCOW2，然后使用 writeback 模式 

 

Arcgis  

此场景推荐配置： 

服务器配置： 

配置项 配置描述 

CPU CPU Intel(R) Xeon Gold 6246 @3.3GHz 及以

上 

内存 256 GB DDR4 以上 

硬盘 1000G SSD 以上 

显卡 T4及以上   

显示器 \ 

操作系统 WIN 7 专业版 64-bit SP1/win101909 64bit

（根据用户需要） 

云桌面客户端 E1010P01及以上版本 

终端要求： 

配置项 配置描述 

C100L 适用于 2K以下单屏 

C101LS 适用于 2K以下单屏 

PK 测试建议优化项： 

i. 关闭服务器超线程 

ii. 开启大页 

iii. CPU 开启直通 

iv. 磁盘建议使用 QCOW2，然后使用 writeback 模式 

 

 

Envi5.2 

 



a) 放大缩小时，吃单核 CPU，建议主频要高 

此场景推荐配置： 

服务器配置： 

配 置项 配置描述 

CPU CPU Intel(R) Xeon Gold 6246 @3.3GHz 及以

上 

内存 256 GB DDR4 以上 

硬盘 1000G SSD 以上 

显卡 T4及以上   

显示器 \ 

操作系统 WIN 7 专业版 64-bit SP1/win101909 64bit

（根据用户需要） 

云桌面客户端 E1010P01及以上版本 

终端要求： 

配置项 配置描述 

C100L 适用于 2K以下单屏 

C101LS 适用于 2K以下单屏 

PK 测试建议优化项： 

i. 关闭服务器超线程 

ii. 开启大页 

iii. CPU 开启直通 

iv. 磁盘建议使用 QCOW2，然后使用 writeback 模式 

 

3ds max 

此场景推荐配置： 

服务器配置： 

配置项 配置描述 

CPU CPU Intel(R) Xeon Gold 6246 @3.3GHz 及以

上 

内存 256 GB DDR4 以上 

硬盘 1000G SSD 以上 

显卡 T4 及以上  （设计模型大且渲染要求高建议

RTX6000） 

显示器 \ 



操作系统 WIN 7 专业版 64-bit SP1/win101909 64bit

（根据用户需要） 

云桌面客户端 E1010P01及 以 上 版  本  

终端要求： 

配置项 配置描述 

C100L 适用于 2K以下单屏 

C101LS 适用于 2K以下单屏 

C207V 适用于高帧率场景 

PK 测试建议优化项： 

i. 关闭服务器超线程 

ii. 开启大页 

iii. CPU 开启直通 

iv. 磁盘建议使用 QCOW2，然后使用 writeback 模式 

四． 常见问题处理 

1. 黑屏问题初步排查 

 

1. 先在管理平台的console查看是否有画面 

2. 如果控制台也是黑屏，则收集虚拟机一键收集日志发给研发 

3. 如果控制台有画面则先一键收集虚拟机日志和终端日志，然后进行以下尝试 

4. 尝试toolbar->高级设置->体验->解码模式切换软硬解看是否能否恢复，如果恢

复则再次一键收集虚拟机和终端日志将之前出问题的日志和新的恢复后的日志

发给研发并说明时间点 

5. 尝试重连看是否能恢复，如果恢复则再次一键收集虚拟机和终端日志将之前出

问题的日志和新的恢复后的日志发给研发并说明时间点 

6. 尝试使用不同的终端登录云桌面, 如果恢复则再次一键收集虚拟机和终端日志将

之前出问题的日志和新的恢复后的日志发给研发并说明时间点 

7. 如以上尝试均不能恢复，则修改虚拟机内C:\Program Files 

(x86)\H3C\VdiAgent\Vgpu\config\VGPUCapture文件，将 SaveStream 字段为1  

 



 

任务管理器杀死VGPUCapture进程 

 

运行10秒-1分钟之后再次一键收集虚拟机和终端日志发给研发。由于将

SaveStream 字段改为1之后VGPUCapture会一直保存图像流到本地文件，所以收

集完日志后应立即将SaveStream 字段改为0，并重启VGPUCaptre进程避免虚拟

机内磁盘被写满。 

2. 卡顿问题初步排查 
1. 查看 license 是否有和被激活 

2. VM 里查看 CPU GPU 使用率 

– CPU 打开任务管理器 查看 CPU 是否满载,对于 win10 请选择逻辑处

理器视图，cpu 状态请关注整体和单核负载。 



 

– GPU  

• win10 情况下 打开任务管理器 选择"性能"页 点击"GPU" 查看

负载情况  

 

• win7 情况下 请使用 nvidia-smi 命令查看 操作方式 ，参照

nvidia-smi 工具使用说明 

3. 使用 rdp 连接云桌面进行对比 

4. 确认盒子的编码能力和使用场景 

– 盒子解码能力是否可以支持多屏 

– 盒子解码能力是否满足当前屏幕分辨率 

– 盒子解码能力是否能够满足当前帧率 

– 可以登录盒子查看盒子的 CPU 和 GPU 状态 

 



3. vGPU 测试分数低于直通 GPU 

与在直通模式下运行的物理 GPU 相比，在物理 GPU 上配置的单个 vGPU 使用 3dmark 等软

件跑分时产生的基准得分更低。 

除了可能归因于 vGPU 较小的帧缓冲区大小的性能差异之外，vGPU 还集成了称为帧速率限制

器（Frame Rate Limiter，FRL）的性能平衡功能。在使用尽力调度程序的 vGPU 上，启用了

FRL。在使用固定份额或相等份额调度程序的 vGPU 上，FRL 被禁用。 

FRL 用于确保驻留在同一物理 GPU 上的多个 vGPU 的平衡性能。FRL 设置旨在提供良好的交

互式远程图形体验，但是与通过 GPU 上运行的相同基准相比，基准可能会降低取决于测量帧

渲染速率的基准的分数。 

解决方法： 

1. 查询虚拟机 vGPU 设备 UUID 

 

 

在管理平台智能资源调度中查询虚拟机对应 vGPU 的 UUID 

 

资源明细中查询虚拟机和对应正在使用的 vGPU 

http://djdam.h3c.com:8090/pages/viewpage.action?pageId=54741147


 

即查询到对应的 UUID 

2. 修改 vGPU 设备配置 

进入 vGPU 设备配置文件路径 

cvk 上执行 cd /sys/bus/mdev/devices 

找到 Step1 中的 UUID 

 

先将虚拟机关机，然后执行命令修改配置文件，关闭FRL策略 

需要现将虚拟机关机，否则没有修改权限 

命令执行将 frame_rate_limiter 值设为 0 

echo "frame_rate_limiter=0" > 「vGPU-UUID」/nvidia/vgpu_params 

vGPU-UUID 为 step1 中查询到的 UUID，根据实际 UUID 命令如下 

echo "frame_rate_limiter=0" > d7e52eec-af00-507b-8e4efa1288efbce6/ 

nvidia/vgpu_params 

 

若需要开启FRL策略 

命令执行将frame_rate_limiter值设为1 
echo "frame_rate_limiter=1" > 「vGPU-UUID」/nvidia/vgpu_params 

FRL影响vGPU底层调度，仅推荐在性能跑分测试时禁用，实际生产场景建议开启； 

 

4. Lincense 获取不到 

 



1. vm 上是否安装 grid 驱动 是否配置了 License server 地址 

2. 是否和 license server IP 能 ping 通 端口是否能通 

3. licnese server 上是否还有剩余可分配的授权点数 授权时间是否过期 

4. licnese sever 是否与 vm 的时间同步 

5. license 类型是否和 VM 上显卡切分的类型对应 

6. (1)license 服务的虚拟机：FlexNet License Server - nvidia 服务允许是否正

常 

(2)license 客户端虚拟机：NVIDIA Display Container LS 服务允许是否正常，

可尝试重启服务 

 

 

5. Lincense 回收速度慢 
修改注册表项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NVIDIA Corporation\Global\GridLicensing"找到指

定注册表项 

 
 

添加key "LicenseInterval" 类型为DWord (REG_DWORD) 

licnese的租约期限 10-10080的取值范围 单位为分钟(minutes) 默认1440分钟 也就

是1天. 
 



五． nvidia-smi 工具使用说明 
 

nvidia-smi 是 nvidia 的系统管理界面 ，其中 smi 是 System management interface

的缩写，它可以收集各种级别的信息，查看显存使用情况。可以使用该工具进行简

单的问题排查。 

 

常用命令： 

 nvidia-smi vgpu 

【功能】 查看当前 vGPU 的状态信息： 

 

 

 nvidia-smi vgpu –p 

【功能】循环显示虚拟桌面中应用程序对 GPU 资源的占用情况 



 

 

 nvidia-smi dmon 

【功能】设备监控命令，以滚动条形式显示 GPU 设备统计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