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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部署指南介绍了如何配置 VMware® 产品以使用 AMD 多用户 GPU（MxGPU）
术。系统管理员可以在 VMware 平台上部署 AMD FirePro™ S7100X、S7150 和 
150x2 系列产品到平台管理下的虚拟机。基于 SR-IOV 虚拟化技术的MxGPU 可
在每个物理 GPU 创建多达 16 个虚拟 MxGPU。这些创建的虚拟 MxGPU 可以被
动或人工分配给 VMware 主机上的虚拟机。
南 v2.4 ©2019 AMD 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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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使用 MxGPU？
AMD MxGPU 技术具有以下优点:

• 工作站级图形性能：基于 SR-IOV 虚拟化技术的 MxGPU 实现了工作站级别的 Radeon™ Pro
2D/3D 图形加速性能。从而避免了在虚拟机监控程序中安装复杂的专有控制软件，允许每个
虚拟机直接 使用原生的 Radeon™ Pro 驱动程序来使用安装在服务器上的 GPU 所提供的全部
图形和计算功能。每个物理 GPU 可以支持 1 到 16 个用户，且无需额外的配置文件。基于硬
件虚拟化的 MxGPU 为每个虚拟机提供始终如一的性能，同时还简化了资源分配和规划。

• 实时远程访问：授权用户可通过任何形式的宽带连接，随时随地利用任何设备使用部署在云
端的桌面（定制化或批量定制）或应用程序。灵活的权限设置允许团队和个人只接触所需的
资源。所有计算和图形处理均在服务器上进行，所有数据都在数据中心内流转。每个用户所
做的更新对具有相应访问权限的所有用户均即时可见。

• 数据安全：传统工作站通常使用本地存储的数据副本，数据可能存在丢失或被窃取的风险。
集中式数据存储有利于备份及其他保护性功能的实施，消除了潜在的灾难性损失。用户会话
只涉及传输命令和完成渲染的像素，而不是实际数据，进一步降低了数据泄露的风险。便于
进行快速、简单的集中式 IT 管理和维护。

• 扩展性和灵活性：添加和删除用户、创建或删除帐户与分配资源一样简单。当用户切换项目
并需要使用不同的应用程序和 GPU 资源时，资源分配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

• 有效的版本控制：所有的计算和图形功能都在服务器上运行。用户只接收渲染完成的像素及
发送命令。数据本身保留在数据中心中，无需在不同位置之间传输大文件，也无需数据同
步。数据中心的托管环境确保了所有用户遵循同一标准，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对版本控制的需
要。
MxGPU/VMware 部署指南 v2.4 ©2019 AMD 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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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效益：IT 部门通常面对的是由多种硬件，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配置构成的工作站，通过
使用虚拟化技术，IT 部门不再需要采购、支持、修复和升级单个工作站，特别是在不断变化
的项目团队之间。用户只需随时随地从任何设备登录到其虚拟桌面，并根据凭证及分配的资
源获得完整的工作站性能、GPU 加速和应用程序/数据访问。可预测的性能且无配置文件的
GPU 分配简化了资源分配和规划，具有线性可扩展性，并且除硬件购买之外无需额外的硬件
许可或其他费用。永久性桌面可以用于具有一致需求的内部用户，而具有广泛不同需求的第
三方或用户可以访问动态桌面，减少了员工到现场工作的需求，同时通过减少在位置之间传
输大文件及同步不同版本数据的的需求以节省额外的成本。

系统拓扑结构
下图展示了用户通过客户端使用在单台主机运行的多个部署了 MxGPU 设备的虚拟机。
MxGPU/VMware 部署指南 v2.4 ©2019 AMD 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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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和硬件要求
启用 MxGPU 虚拟化，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 主机/服务器：请联系 AMD 获取最新的 MxGPU 认证服务器列表。每台服务器必须具备以下
最低配置：

- 显卡：AMD FirePro™ S7100X、S7150 或 S7150 x2。

- CPU：2 或 4 核 Intel VT 或 AMD-V 64 位 x86 CPU。
- 系统内存：32GB（最低；最大 1 TB）。虚拟机的数量和应用场景将决定所需 RAM 的最

合适大小。

- 存储空间：500GB（最低）。最优容量配置取决于虚拟机数量和客户应用的具体要求。

- 网络适配器：千兆以太网（GbE）及以上。
- BIOS：启用 IOMMU (AMD CPU) 或 VT-d (Intel CPU)、SR-IOV、Alternative Routing IDID 

(ARI)、memory mapping above 4 GB，MMIO High Size（如果可用）。推荐使用 UEFI 引
导。请参阅具体的 BIOS 文档开启对应功能选项。

- 软件：主机/服务器须支持 VMware ESXi 6.0 或更高版本。

• 客户端：下列任何客户端均可用于访问主机/服务器上配置的虚拟机：

- 零客户端配置标准鼠标、键盘和显示器。

- 瘦客户机，配置标准鼠标、键盘和显示器，运行于 Microsoft® Windows® 嵌入式操作
系统。

- 笔记本/台式机，配置标准鼠标、键盘和显示器，运行于 Microsoft Windows 7 或更高
版本。

注：某些平台支持其他虚拟化选项。例如，AMD Kaveri APU 包括一个 
ARI（Alternative Reroute Interfere）。具体有关信息和说明，请参阅平台文档。
MxGPU/VMware 部署指南 v2.4 ©2019 AMD 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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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系统：用于管理的系统须配置如下:

- 操作系统：Windows 7 或更高版本（64位）。

- 浏览器：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11+、 Microsoft Edge™、 Google Chrome™ 或
Mozilla Firefox®。

• 虚拟机资源：下表根据用户应用场景需求列出了部分推荐虚拟机资源配置：

• 虚拟机配置：每台虚拟机须配置如下:

- 参数：使用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配置参数）指定 pciHole.start=2048
和pciHole.end=4096。

- 操作系统：Windows 7 或 10（64 位）。

- AMD 驱动程序：Radeon™Pro Software 17.5.2 或更高版本。

- 客户端：Horizon Client 7 或更高版本。

用户类型/性能 vCPU 核心数 系统内存
(GB)

启用 MxGPU
的数量

帧缓冲区
大小(MB)1

工作站型
（高性能）

4 8 2 3840

性能型
（专业）

2 4 4 1920

知识型
（增强）

2 3 8 960
2 3 10 768

任务型
（标准）2

1 2 16 480

注意：所有虚拟机内存必须被预留或锁定。
1.  每个 VF 可用的显存容量。
2.  ESXi 最多支持的VF/GPU 数量为 15。 
MxGPU/VMware 部署指南 v2.4 ©2019 AMD 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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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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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Xi MxGPU 设置
为 MxGPU 虚拟化配置 VMware ESXi 的操作过程非常简单。首先，使用配置
脚本确定每个符合条件的 AMD GPU 上分配的 MxGPU 数量。接下来，指定 
MxGPU 分配给虚拟机的方式。在每台虚拟机上安装 AMD 显卡驱动程序，
创建虚拟机快照用于备份，并使用模板加速虚拟机的创建。
南 v2.4 ©2019 AMD 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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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决条件
在 ESXi 主机上配置 MxGPU 之前，须满足以下先决条件:

• 主机满足第 4 页 “软件和硬件要求” 中列出的所有要求，包括 BIOS 配置。

• VMware ESXi 已安装在主机（服务器）上。

• VMware vSphere 客户端已安装。

• 所有需要的 VMware 许可证已安装。

• 已在主机上创建一台或多台满足第 4 页 “软件和硬件要求” 中适用要求的虚拟机，并在
虚拟机上安装了操作系统和 VMware Horizon tools。

使用 MxGPU 配置脚本
使用配置脚本配置 MxGPU，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下方链处接下载 MxGPU 的主机驱动程序和 MxGPU 配置脚本文件（位于“其他软件和实
用程序”目录下）:

https://www.amd.com/en/support/professional-graphics/firepro/firepro-s-series/firepro-
s7150-x2

2. 上传下载的文件服务器工作目录中，例如 /vmfs/volume/datastore1，然后解压缩
mxgpu-setup-script-install.zip。

3. 如果不打算为某些虚拟机配置 MxGPU，请在 vms.cfg 中指定使用 MxGPU 的虚拟机。否
则，直接执行步骤 4。

4. 编辑 vms.cfg，列出所有适用于自动分配的虚拟机。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16 页“指定
符合条件的虚拟机”。

5. 执行命令 chmod +x mxgpu-install.sh 为来执行脚本 mxgpu-install.sh 添加执行
权限。

6. 获取可用命令的列表请执行命令 sh mxgpu-install.sh。

注：在创建虚拟机时，当提示分配虚拟 GPU 时，可以选择无或任何可用 GPU。
MxGPU/VMware 部署指南 v2.4 ©2019 AMD 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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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确认工作目录中只包含一个 amdgpuv.vib 文件。随后执行命令
sh mxgpu-install.sh -i。

该脚本将在确认系统兼容性后显示所有可用的 AMD 显卡。

8. 处于透传模式的 GPU 无法被虚拟化。该脚本支持配置 GPU 禁用透传模式。此外，如果
MxGPU 可用，将提示是否允许 Radeon Pro Settings vSphere 插件配置 MxGPU 的选项。

- 如果启用了 MxGPU 并配置了 vCenter 服务器，则可以使用插件（非脚本）来配置和管理
MxGPU 分配。

- 如果未启用 MxGPU 并且/或者不使用 vCenter 服务器，则请执行步骤 9。

9. 脚本将显示两个选项：Auto（自动）和 Hybrid（混合）。

- 自动模式为所有 GPU 配置相同数量的MxGPU。选择此模式将提示您输入每个 GPU 所需的
MxGPU数量，并相应地设置所有参数（帧缓冲区、时间片等）。这些设置适用于在总线
上所有可用的 AMD GPU。该脚本将 pciHole 参数添加到步骤 3 中 vms.cfg 文件所指
定符合条件的虚拟机中。

- 混合模式可为每个 GPU 指定要分配的 MxGPU 数量。选择此模式将提示您输入每个 GPU
所需的 MxGPU 数量，并设置所有对应参数（帧缓冲区、时间片等）。该脚本将
pciHole 参数添加到步骤 3 中 vms.cfg 文件所指定符合条件的虚拟机中。余下各
AMD GPU 均重复此过程。

注：如果目录中有多个 amdgpuv .vib 文件，执行上述命令脚本将退出。

注：需要重新启动使更改生效。

注：任何处于透传模式的 GPU 都不会被虚拟化，此设置不会对这些 GPU 
产生影响。
MxGPU/VMware 部署指南 v2.4 ©2019 AMD 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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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标准的 MxGPU 脚本设置流程。
MxGPU/VMware 部署指南 v2.4 ©2019 AMD 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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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MxGPU 设置
使用配置脚本修改 MxGPU 设置，请执行命令 sh MxGPU- install.sh -c。脚本将会显
示当前设置，您可以按照第 8 页“使用 MxGPU 配置脚本”中的步骤对其进行修改。
MxGPU/VMware 部署指南 v2.4 ©2019 AMD 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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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GPU 透传
如果虚拟机满足第 4 页“软件和硬件要求”中列出的要求，则配置 MxGPU 到虚拟机类似于透
传物理设备。但是，不能将物理设备配置为透传设备，否则 MxGPU 驱动程序将无法正确安
装。如果发生此情况，MxGPU 将无法启用。
MxGPU/VMware 部署指南 v2.4 ©2019 AMD 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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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的 MxGPU 将出现在可供虚拟机直接访问的设备列表中。无需将 MxGPU 移动到透传设备
列表中。

注：pchole.start 和 pcihole.end 设置必须按照第 4 页“软件和硬件
要求”中的说明进行配置。
MxGPU/VMware 部署指南 v2.4 ©2019 AMD 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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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MxGPU 配置脚本自动分配 MxGPU
使用 MxGPU 设置脚本自动分配 MxGPU，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重启系统，确认验证设备列表中已经包含待分配的 MxGPU。
2. 在 mxgpu-install.sh 的保存目录，启动该脚本。

3. 当出现提示时，选择“自动分配”。

4. 执行所需的命令分配/取消分配 MxGPU：

- 分配：如果有足够的 MxGPU，则将 MxGPU 分配给所有符合条件的虚拟机。如果符合条
件的虚拟机数量超过 MxGPU 数量，该命令将退出。默认情况下，主机上的所有虚拟机都
被视为符合条件。如果需要，可修改 VM.cfg 以指定用于自动分配虚拟机的虚拟机，如
第16 页“指定符合条件的虚拟机”中所述。

- 取消分配：从所有符合条件的虚拟机中回收已分配的 MxGPU。此命令将只从符合条件的
虚拟机中取消 MxGPU 的分配。

- 列表：列出主机上的所有虚拟机和 GPU 配置。

- 帮助：打印附帮助消息。

5. 启动虚拟机，参考《基本虚拟环境设置》中的第 3.4 节，了解有关在虚拟机中安装虚拟机驱
动程序的说明。

注：重新配置 amdgpuv 并重新启动后，有时虚拟会显示分配了实际在总线上并
不存在的   MxGPU。要解决此问题，使用“取消分配”命令取消分配所有不存在 
MxGPU，再使用“分配”命令启动自动分配，以将真正的  MxGPU 分配给虚拟机。
MxGPU/VMware 部署指南 v2.4 ©2019 AMD 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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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将 MxGPU 分配给虚拟机之前的自动分配选项。
MxGPU/VMware 部署指南 v2.4 ©2019 AMD 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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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将 MxGPU 自动分配给虚拟机之后的 list 命令输出。

指定符合条件的虚拟机
本节介绍了如何指定主机上符合添加和删除 PCI Hole 设置条件的虚拟机，以及使用 MxGPU 自
动分配功能分配和取消分配 MxGPU。

1. 使用文本编辑器编辑 MxGPU-Setup-Script.zip 中的 VM.cfg 文件。此文件应与
mxgpu-install.sh 在同一目录中。

2. 此行（/ #REMOVE this line before making changes to this file）将主机上
所有 VM指定为符合条件。如果想指定虚拟机，请将此行删除。

3. 指定符合条件的虚拟机，如下所示：
- 指定目录或数据存储区中的所有虚拟机：进入虚拟机存储目录位置。该目录或数据存储区

下的所有虚拟机都将被递归地视为符合条件的虚拟机。通过每行添加一个目录，可以在此
部分中输入多个目录。此示例指定 datastore1 和 datastore2/WIndows10 目录中
所有虚拟机为符合条件的。
MxGPU/VMware 部署指南 v2.4 ©2019 AMD 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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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名称指定虚拟机：在“VM 名称”区域输入所需虚拟机的名称，每行一个名称。列出的
虚拟机都将被视为符合条件。此示例显示了一些按名称指定的虚拟机。

- 通过正则表达式指定虚拟机：输入可以匹配遵循类似命名模式的多个虚拟机的正则表达式。
这种方法适用于指定虚拟机集合或池。此示例指定了所有以 Win7- 和 Win10- 开头的
虚拟机。

您可以使用以上任意一种方法或结合使用多种方法来指定符合条件的虚拟机。例如，您可以指
定 datastore1 中的所有虚拟机和所有以 Win7- 开头的虚拟机。满足其中一个或多个表达式
的虚拟机则可被视为符合条件。
MxGPU/VMware 部署指南 v2.4 ©2019 AMD 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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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虚拟机安装显卡驱动
AMD MxGPU 在每个物理 GPU 可以创建多达 16 个虚拟 MxGPU。在虚拟机上安装 MxGPU 驱动
程序的过程与在使用常规 vDGA 透传的虚拟机上安装驱动程序的过程相同。需要安装 Horizon 
View Agent 6.1.0 或更高版本：

1. 如果需要，请在不配置 GPU 透传的前提下创建符合第 4 页“软件和硬件要求”中的虚拟
机，随后重新启动该虚拟机。或者，您可以使用满足这些要求的现有虚拟机。

2. 从 vSphere 客户端和虚拟机控制台安装 VMtools，然后重新启动虚拟机。

3. 从 vSphere 客户端和虚拟机控制台安装 Horizon View Agent 和 Horizon View Agent Direct
Connection插件，随后关闭虚拟机。

4. 从 vSphere 客户端分配 AMD GPU 设备至虚拟机，随后启动虚拟机。等待“摘
要”（Summary）选项显示虚拟机的 IP 地址。

5. 启动 Horizon View 客户端应用程序，将其配置为“PcoIP 和全屏”，随后连接至虚拟机。

6. 在虚拟机设备管理器中确认显示设备下包含
标准 VGA 图形适配器。

7. 通过下方链接下载 AMD MxGPU显卡驱动程序：

- ESXi 6.0: http://support.amd.com/en-us/download/
workstation?os=VMware%20vSphere%20ESXi%206.0#catalyst-pro。

- ESXi 6.5: http://support.amd.com/en-us/download/
workstation?os=VMware%20vSphere%20ESXi%206.5#catalyst-pro。

8. 启动安装程序 setup.exe。
AMD 安装程序窗口将会弹出。

注：必须在“AMD 安装程序”窗口中选
中“GPU 服务器”选项，否则安装程序将
无法识别 GPU 为支持虚拟化的设备。
MxGPU/VMware 部署指南 v2.4 ©2019 AMD 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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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单击“安装”按钮。
系统将安装 AMD 显卡驱动程序。在安装过程中：

- 进度条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在 2%，但最终会继续向前移动。

- 如果屏幕无响应和/或主桌面消失，请断开 Horizon View 连接，随后重新连接到虚拟机。

- 一旦 MxGPU 显卡驱动程序接管了桌面，控制台将无法使用；请使用 Horizon View 连接虚
拟机直至安装进程完成。

10. 重启虚拟机并重新连接到虚拟机（当“摘要”选项中出现 IP 地址时）。

11. 根据虚拟机上安装的 Windows 版本相应地调整显示和屏幕分辨率。

虚拟机快照和模板
快照功能允许复制保存处于特定状态的虚拟机实例。随后可以使用此快照为该虚拟机创建稳定
的备份点。您还可以使用快照创建模板，用于未来部署虚拟机，从而避免为这些虚拟机重复安
装操作系统/驱动程序。更多指令请参阅 VMware  文档说明。
MxGPU/VMware 部署指南 v2.4 ©2019 AMD 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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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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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GPU/VMware 部署指

 

在 vSphere 客户端使用 
Radeon Pro Settings 插件

使用Radeon Pro Settings 插件可为每个物理 GPU 创建高达 16 个虚拟 MxGPU。
只需点击几次鼠标，即可跨多个主机和数据中心将这些 MxGPU 自动或手动分配
至 ESXi 主机上的虚拟机。您可以使用此插件动态更改 MxGPU 分配策略，而无
需重新启动 ESXi 主机系统，该插件有助于 MxGPU 的可视化部署和检查 MxGPU
的使用情况。
南 v2.4 ©2019 AMD 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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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Radeon Pro 驱动程序
您需要在每个 VMware ESXi 主机上安装 Radeon Pro 驱动程序（amdgpuv 和 amdgpuv-cim），
该插件会在主机的插件界面内显示。安装驱动程序，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下载相关用的版本的 ESXi 驱动：
- VMware ESXi 6.5: 下载 AMD FirePro - VMware vSphere ESXi 6.5 driver ，并安装：

amdgpuv-1.02-1OEM.650.0.0.4598673.x86_64-CL1356850.vib
amdgpuv-cim-1.00-6.5.0-4598673.vib

- VMware ESXi 6.0: 下载 AMD FirePro - VMware vSphere ESXi 6.0 driver ，并安装：

amdgpuv-1.02-1OEM.600.0.0.2494585.x86_64-CL1356850.vib
amdgpuv-cim-1.00-6.0.0-2768847.vib

2. 重启服务器。
无论每个 GPU 配置了多少虚拟 MxGPU，您都会看到以下内容：

- VMware ESXi 6.0: 每个 GPU 会在总线显示 15 个 MxGPU 设备。

- VMware ESXi 6.5: 每个 GPU 会在总线显示 16 个 MxGPU 设备。
3. 使用 SSH 上传 amdgpuv 驱动程序和 CIM。

4. 执行以下命令来安装驱动程序：
esxcli software vib install --no-sig-check -v /vmfs/volumes/

datastore1/amdgpuv-1.02- 1OEM.650.0.0.4598673.x86_64.vib

esxcli software vib install --no-sig-check -v /vmfs/volumes/

datastore1/amdgpuv-cim-1.00- 6.5.0-4598673.vib
MxGPU/VMware 部署指南 v2.4 ©2019 AMD 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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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VMware vCenter 服务器上安装插件
Radeon Pro Settings 插件共有三种可选择的安装方式：

• 注册工具：Radeon Pro Settings 注册工具允许 Windows 或 Linux 计算机远程将插件注册到
vSphere 客户端，并通过提供客户端的凭证快速更新或注册插件。请参见第 23 页
的“Radeon Pro Settings 注册工具”。

• VMware Managed Object Browser：请参见第 24 页“VMware Managed Object Browser”。

• 离线安装：如果无法通过 vCenter 服务器下载插件，请使用此方法。请参见第 27 页的“离线
安装”。

Radeon Pro Settings 注册工具
若要使用注册工具安装 Radeon Pro Settings 插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从 http://support.amd.com/en-us/download/workstation?os=VMware%20vSphere%20ESXi
%206.5#beta 下载注册工具到本地系统。

2. 在 Linux 或 Windows 中启动 RPSRegistrator，单击 Next（下一步）。
将出现 RPS 窗口。

3. 在相应字段中输入以下信息：
- vSphere 客户端的 IP 地址或 FQDN。
- 用户名和密码。
- 端口号。
- 在“Version（版本）”下拉菜单选择要安装的插件版本。
- 如果要启用对非永久性虚拟机的支持，请选中此复选框。该功能目前处于测试

阶段。
MxGPU/VMware 部署指南 v2.4 ©2019 AMD 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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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Connect（连接）”。
5. 该工具将在服务器上注册和安装插件。如果插件已经注册，那么在提示时单

击“Update（更新）”。
6. 如果注册成功，将提示您重新启动 vSphere客户端服务。
7. 登录到 VMware vSphere Web 客户端（Flash 版）。
8. 单击“Home（主页）”图标，选择 Administration（管理）>Deployment（部署）>System

Configuration（系统配置）。
9.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Nodes（节点）”，选择所需的 VMware vCenter 服务器。
10.选择“Related Objects（相关对象）”选项卡，启动 VMware vSphere 客户端服务。

VMware Managed Object Browser
若要使用 VMware Managed Object Browser 安装 Radeon Pro Settings 插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登录至 VMware vSphere Web 客户端（Flash 版）。
2. 单击“Home（主页）”图标，选择 Administration（管理）>Deployment（部署）>System 

Configuration（系统配置）。
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Nodes（节点）”，选择所需的 VMware vCenter 服务器。
4. 选择“Related Objects（相关对象）”选项卡，停止 VMware vSphere 客户端服务。 
MxGPU/VMware 部署指南 v2.4 ©2019 AMD 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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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启动 web 浏览器并将地址指向 https://<vcenter_name>/mob/?
moid=ExtensionManager，其中 <vcenter_name> 是所需 VMware vCenter 服务器

的名称。
将出现以下窗口（或类似窗口）：

6. 在“Methods（方法）”部分，单击 RegisterExtension 链接。
将显示如下窗口：
MxGPU/VMware 部署指南 v2.4 ©2019 AMD 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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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将下列 XML 复制并粘贴到“VALUE（值）”文本框中。这些设置将注册插件并将必要的文件
安装至 VMware vCenter 服务器。

<extension>

<description>
<label>AMD Radeon Pro Settings</label>
<summary>MxGPU Control Panel for vSphere Client</summary>

</description>
<key>com.amd.mxgpui</key>
<company>AMD</company>
<type></type>
<version>1.0.1</version>
<subjectName></subjectName>
<server>

<url>https://download.amd.com/software/mxgpui-plugin.zip</url>
<description>

<label>AMD Radeon Pro Settings</label>
<summary>MxGPU Control Panel for vSphere Client</summary>

</description>
<company>AMD</company>
<type>HTTPS</type>
<adminEmail>string</adminEmail>
<serverThumbprint>

A3:50:BF:3E:48:05:6E:26:B5:49:B9:83:E7:BA:0B:4E:1E:94:DC:35
</serverThumbprint>

</server>
<client>

<version>1.0.1</version>
<description>

<label>AMD Radeon Pro Settings</label>
<summary>MxGPU Control Panel for vSphere Client</summary>

</description>
<company>AMD</company>
<type>vsphere-client-serenity</type>
<url>https://download.amd.com/software/mxgpui-plugin.zip</url>

</client>
<lastHeartbeatTime>2017-03-15T09:00:00Z</lastHeartbeatTime>
<healthInfo>

<url></url>
</healthInfo>
<shownInSolutionManager>true</shownInSolutionManager>

</extension>

8. 在窗口右下角，点击“Invoke Method（调用方法）”。在插件安装和注册成功后，您将在窗
口左下角看到消息 Mehtod Invocation Result: void。

9. 登录至 VMware vSphere Web 客户端（Flash 版）。

10.单击“Home（主页）”图标，选择 Administration（管理）>Deployment（部署）>System
Configuration（系统配置）。
MxGPU/VMware 部署指南 v2.4 ©2019 AMD 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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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Nodes（节点）”，选择所需的 VMware vCenter 服务器。
12. 选择“Related Objects（相关对象）”选项卡，启动 VMware vSphere 客户端服务。

离线安装
此选项允许您在无法通过 vCenter 服务器下载 Radeon Pro Settings 插件时安装该插件。离线安
装插件方法如下：
1. 从http://support.amd.com/en-us/download/workstation?os=VMware# 以 ZIP 文件的格式下

载注册工具到本地系统的相应位置：
- VCSA: /usr/lib/vmware-vsphere-ui/plug-in-packages/
- Windows vCenter:

C:\ProgramData\VMware\vCenterServer\runtime\vsphere-ui\plug-in-
packages

2. 在  plug-in-packages 目录下创建名为 mxgpui 的新文件夹，将 ZIP 文件解压缩至
plug-in-packages/mxgpui 中。

3. 按第 24 页“VMware Managed Object Browser”所述的方法注册插件，但需使用以下 XML
脚本替换：
<extension>

<description>
<label>MxGPUI</label>
<summary></summary>

</description>
<key>com.amd.mxgpui</key>
<version>1.0.1</version>
<lastHeartbeatTime>2017-04-17T18:53:00Z</lastHeartbeatTime>

</extension>
MxGPU/VMware 部署指南 v2.4 ©2019 AMD 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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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插件
从 VMware vSphere 客户端主页启动 Radeon Pro Settings 插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启动 浏览器并将地址指向 https://<vcenter_name>，其中

<vcenter_name>是安装 Radeon Pro Settings 插件的 VMware vCenter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
FQDN。
Getting Started（启动）窗口将会显示。

2. 选择 VSphere Client（HTML5）。如果此选项不可用，请确保您正在使用 vSphere 6.5。如果
使用的是 fling HTML5 客户端，则可访问 https://<html_client_name>/ui。 

3. 使用具有管理员权限的帐户登录 VMware vSphere 客户端。
4. 在 VMware vSphere 客户端 Home（主页）上，点击 Radeon Pro Settings 图标。

5. 选择要管理的数据中心，如下所示：
- 点击“Go to Data Center（转到数据中心）”可查看和管理所选数据中心中所有主机上

的虚拟机和 MxGPU。
- 通过“Choose a Host（选择主机）”下拉菜单选择该主机，点击“Go to Host（转到主

机）”，查看和管理特定主机上的虚拟机和 MxGPU。

注：插件目前不支持 Flash客户端。

注：您还可以从 VMware vSphere 客户端中的导航栏访问插件。方法：右键单击
左侧导航中的数据中心或主机，在出现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Radeon Pro 
Settings。
MxGPU/VMware 部署指南 v2.4 ©2019 AMD 公司，版权所有。



29使用 RADEON PRO SETTINGS 插件
Radeon Pro Settings 插件界面
Radeon Pro Settings 插件界面由两个选项卡组成：
• VM：参见第 29 页的“VM 选项卡”。
• MxGPU：请参见第 30 页的“MxGPU 选项卡”。

VM 选项卡
VM 选项卡显示所选数据中心或主机中所有虚拟机的以下信息：
• 虚拟机所在主机的名称。
• 虚拟机的名称。
• PCIe 总线编号。
• 分配给虚拟机的 MxGPU 名称。
• 电源状态：虚拟机为启动还是关机状态。

- 当虚拟机关机（Power Off）时，则不会为该虚拟机分配 MxGPU。
- 当虚拟机启动（Power On）时，将为该虚拟机分配一个 MxGPU。当虚拟机启动时不能分

配或回收 MxG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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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GPU 选项卡
MxGPU 选项卡显示所有物理 GPU 和在每个物理 GPU 上虚拟出的 MxGPU。它还包含每
个 MxGPU 的以下信息：
• PCIe 总线编号。
• MxGPU 名称。
• 电源状态。
• 分配给虚拟机的 MxGPU 名称（如有）。
• MxGPU 的状态可以为以下情况之一：

- 未分配：该 MxGPU 待分配给虚拟机。
- 已分配：该 MxGPU 已经被分配给当前处于关机状态的虚拟机。
- 使用中：该 MxGPU 正在被虚拟机使用中。
MxGPU/VMware 部署指南 v2.4 ©2019 AMD 公司，版权所有。



31使用 RADEON PRO SETTINGS 插件
使用插件
Radeon Pro Settings 插件允许管理员执行以下操作：

• 手动分配 MxGPU：参见第 31 页“手动为虚拟机分配 MxGPU”。
• 自动分配 MxGPU：见第 32 页“自动为虚拟机分配 MxGPU”。
• MxGPU 配置：参见第 33 页的“配置 MxGPU”。

手动为虚拟机分配 MxGPU
只有当虚拟机处于关机状态，才能分配或回收 MxGPU。每个虚拟机一次可以分配一个 
MxGPU。可以通过减少 GPU MxGPU 的数量来提高虚拟机的图形性能。

若要手动分配 MxGPU 到虚拟机，请执行以下操作 ：
1. 按照第 33 页的“配置 MxGPU”中的描述配置 MxGPU。

2. 在 Radeon Pro Settings 界面的 VM 选项卡中，从 MxGPU 下拉菜单查看目前可用于分配的所
有 MxGPU 列表以及每个物理 GPU 上可分配的 MxGPU 数量。选择一个 MxGPU 将其分配给虚
拟机。选择“No MxGPU”可从虚拟机中删除已分配的 MxGPU。

3. 对于其他虚拟机，根据需要重复步骤 2。

4. 单击“APPLY（应用）”按钮将 MxGPU 分配给相应的虚拟机。
MxGPU/VMware 部署指南 v2.4 ©2019 AMD 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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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为虚拟机分配 MxGPU 
作用于虚拟机上的自动分配和自动删除功能如下：
• 如果您位于数据中心视图中，则自动分配会涉及到该数据中心的所有虚拟机。
• 如果您位于主机视图中，则自动分配只涉及到该主机上的所有虚拟机。
只有当虚拟机处于关机状态，才能分配或回收 MxGPU。每个 虚拟机一次可以分配一个 
MxGPU。可以通过减少 MxGPU 的数量来提高客户机的图形性能。自动将 MxGPU 分配给虚拟
机，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按照第 33 页的“配置 MxGPU”中的描述配置 MxGPU 。

2. 在 Radeon Pro Settings 界面的 VM 选项卡中，单击“AUTO ASSIGN（自动分配）”按钮，将
MxGPU 自动分配给所有虚拟机。 MxGPU 将从主机中可用的第一个物理 GPU 开始分配，直到
该物理 GPU 上的 MxGPU 耗尽为止。此情况一直持续至：

- 所有虚拟机都被分配了 MxGPU。

- 没有更多可用的 MxGPU。

3. 单击“AUTO REMOVE（自动删除）”按钮可以自动取消所有虚拟机中的 MxGPU 分配。

注：为了获得最佳性能，AMD 建议对主机上的所有物理 GPU 进行相同的
分区，以确保虚拟机性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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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MxGPU
可通过 Radeon Pro Settings 插件的 MxGPU 选项卡配置 MxGPU ，如下所示：

• MxGPU：移动此滑块可更改所选物理 GPU 上的 MxGPU 数量。

• Host：选中 Host 复选框，随后移动此滑块可更改所选主机上所有物理 GPU 上的 MxGPU 数量。

• Master：单击 Master 复选框，随后移动此滑块可根据当前所在的视图，更改所选主机或数据中
心上所有物理 GPU 上的 MxGPU 数量。

当配置 MxGPU 时：

• 不能重新配置有一个或多个正在物理 GPU 运行的 MxGPU。

• 如果重新配置物理 GPU 并减少 MxGPU 的数量时部分已分配的 MxGPU 将会失效，无效的
MxGPU 将自动从虚拟机回收。因此，AMD 建议在将 MxGPU 分配给虚拟机之前对其进行
配置。

注：如果您计划自动为 VM  分配 MxGPU ，AMD 建议使用  Host 或   Master 滑块
配置 MxGPU ，以确保所有分配的虚拟机具有相同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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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问题
Radeon Pro Settings 插件目前存在以下已知问题：

• 该插件与 vSphere Web 客户端（Flash 版）不兼容。

• VMware vSphere Client build 4598948 不检测虚拟机设置中的 PCI 透传设备。若要确认
MxGPU 分配成功，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开机并登录到虚拟机，检查设备管理器。

- 登录到 VMware vSphere Web 网页客户端（Flash 版），并检查其中的虚拟机设置。

• 新版 AMDGPUV 主机驱动程序可以无需重新启动主机为 ESXi 主机重新分配 MxGPU。这意味
在 VMware ESXi 系统中始终会有 16 个 MxGPU 可见。其中只有配置过的 n 个 MxGPU 可用，
其中 n 是物理 GPU 上配置的 MxGPU 数量。AMD 推荐使用 Radeon Pro Settings 界面进行所
有的修改，通过该接口的操作只应用于系统中可用的 MxG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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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插件
更新 Radeon Pro Settings 插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停止 VMware vSphere 客户端服务，如第 23 页“在 VMware vCenter 服务器上安装插件”中

的步骤 1-4 所述。
2. 启动 web 浏览器并将地址指向 https://<vcenter_name>/mob/?

moid=ExtensionManager ，其中<vcenter_name>是所需 VMware vCenter 服务器
的名称。
将出现以下窗口（或类似窗口）：

3. 在“Methods（方法）”区域，单击 UpdateExtension 链接。
4. 将以下 XML 脚本复制并粘贴到“VALUE（值）”文本框中，并确保根据需要修改

<version> 和 <url>。
<extension>

<description>
<label>AMD Radeon Pro Settings</label>
<summary>MxGPU Control Panel for vSphere Client</summary>

</description>
<key>com.amd.mxgpui</key>
<company>AMD</company>
<type></type>
<version>1.0.1</version>
<subjectName></subjectName>
<server>

<url>https://download.amd.com/software/mxgpui-plugin.zip</url>
<description>

<label>AMD Radeon Pro Settings</label>
<summary>MxGPU Control Panel for vSphere Client</summary>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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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AMD</company>
<type>HTTPS</type>
<adminEmail>string</adminEmail>
<serverThumbprint>

A3:50:BF:3E:48:05:6E:26:B5:49:B9:83:E7:BA:0B:4E:1E:94:DC:35
</serverThumbprint>

</server>
<client>

<version>1.0.1</version>
<description>

<label>AMD Radeon Pro Settings</label>
<summary>MxGPU Control Panel for vSphere Client</summary>

</description>
<company>AMD</company>
<type>vsphere-client-serenity</type>
<url>https://download.amd.com/software/mxgpui-plugin.zip</url>

</client>
<lastHeartbeatTime>2017-03-15T09:00:00Z</lastHeartbeatTime>
<healthInfo>
<url></url>
</healthInfo>
<shownInSolutionManager>true</shownInSolutionManager>

</extension>

5. 在窗口的右下角，单击“Invoke Method（调用方法）”。在插件安装和注册成功后，您将在
窗口左下角看到消息 Method Invocation Result: void。

6. 重启 VMware vSphere 客户端服务，如第 23 页“在 VMware vCenter 服务器上安装插件”中
的步骤 9-12 所述。

故障排除
• 如果插件已注册，则在注册插件时可能会收到 XML 错误消息 Invalid Property:

“extension.key”。检查扩展列表以验证插件注册。在断开连接的 vSphere 客户端
（HTML5）应用的情况下注册插件时，vCenter 6.0 中也可能出现类似的错误。请参考
VMware vSphere Client (HTML5) Fling 文档查看相关帮助。

• 如果插件未响应或加载数据失败（包括经历部分时段的不响应后），点击“Exit Radeon Pro 
Settings（退出 Radeon Pro Settings）”退出并重启插件。如果该方法无效，请注销 vSphere
客户端，重新启动并再次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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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无法调整 MxGPU 的数量，通过在主机上执行命令 //etc/init.d/sfcbd-
watchdog status 来验证处理 CIM 请求的服务是否正在运行。如果服务未运行，则执
行以下命令启动服务：

xesxcli system wbem set –enable true
/etc/init.d/sfcbd-watchdog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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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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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桌面池
本章介绍如何使用 MxGPU Alarm 启用桌面池。桌面池允许多个用户共享一
个非永久性的桌面配置。例如，具有池 A 访问权限的用户可以登录并使用
特定虚拟机提供的桌面。当该用户注销后，另一个用户可以登录并使用同
一虚拟机所提供的新桌面。用户数量可超过当前可用 的虚拟机数量，可以
为有不同资源需求的用户优化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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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配置桌面池
启用自动桌面池
MxGPU Alarm 使用指定的凭证在 vSPhere 中创建 Alarm，当检测到虚拟机错误消息时触发
Alarm。触发 Alarm 将调用适当的命令，检查错误消息是否由不可用的 AMD GPU 引起。如果
是，该程序将通过 vSphere API 使用新的 AMD 设备重新配置并重启该虚拟机。

MxGPU Alarm 是一种通用程序，它可以用于许多场景，例如：

• 启用完整克隆和链式克隆的非永久桌面池。（不支持即时克隆）
• 启用具有比可用 MxGPU 更多的虚拟机超额订阅桌面池。使用此程序，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如果您正在使用 Microsoft Windows 2012 R2，则必须安装 Visual C++ 2015 运行环境，该软
件可以从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
details.aspx?id=52685 处下载。此运行环境也是 Windows Update KB2999226 的一部分。
安装后重新启动系统。

2. 复制 mxgpualarm.zip （Windows）或 mxgpualarm.tar（VCSA）到 vCenter。执行
命令 tar zxvf mxgpualarm.tar.gz 提取内容。

3. 执行以下命令：

Linux: ./createMxGPUAlarm -u '<username>' -p '<password>' -o '<port>'

-e 'entity' -s '<script>'

Windows: createMxGPUAlarm -u “<username>” -p “<password>” -o “<port>”

-e “<entity>” -s “<script>”

其中：
-<username> 是连接到主机的用户名称。
-<password> 是连接到主机时所使用的密码。
-<port>  是连接到 vCenter 时使用的端口号。只有在使用 443 以外的端口时才需要 -o 选项。

注：如果需要，请访问 http://vnugget.com/vmware/uploading-files-to-
vcenter-server-appliance-using-winscp-sftpscp/ ，以获取关于上传文件到 
vCenter 的帮助。
MxGPU/VMware 部署指南 v2.4 ©2019 AMD 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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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ity> 是要创建 Alarm 的实体（数据中心、集群、主机或虚拟机）名称。-e 选项
可用于在数据中心/集群/主机上创建 Alarm，但 Alarm 一次只能存在于一个实体上。如果
两台主机都需要 Alarm，则应将它们放在同一数据中心/集群中，并且在执行脚本时应使
用此数据中心/集群的名称。只有当 mxgpualarm- 1.0.1.exe 位于另一个文件夹中，
或者如果存在其他名称为 mxgpualarm- 的文件时，才需要 – s 选项。

- <script> 是 vCenter 上 mxgpualarm.exe 的完整路径，例如：
/root/mxgpualarm/mxgpualarm-1.0.1 (Linux) 或
C:\mxgpualarm\mxgpualarm-1.0.1.exe (Windows).

将显示以下消息： 
正在连接服务器……
连接成功

使用 MxGPU Alarm 创建自动桌面池（不支持即时克隆）：

1. 创建满足第 4 页“软件和硬件要求”中描述的所有要求的虚拟机。

2. 使用 Radeon Pro Settings 插件分配有效的 MxGPU 资源。

3. 在虚拟机上安装操作系统、驱动程序和所需的应用程序。

4. 启动 vSphere 客户端，选择 Edit VM  Settings（编辑 VM 设置）> VM  Options（VM 选
项）>Advanced（高级）>Edit Configuration（编辑配置），添加名为 MxGPU 且
Value（值）介于 0 到 16 之间的新字段。“Value”用于告诉脚本只从 Value 为该值的 GPU
中分配 MxGPU。如果值为 0，则为该虚拟机分配完全透传的 GPU，而不是 MxGPU。

5. 利用虚拟机创建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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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虚拟机检测到分配的 PCI 设备正在被其它虚拟机使用而报警时，脚本将使用 MxGPU 值定
义的配置文件重新配置新设备给该虚拟机。

故障排除
本节讨论一些常见问题。
• 如果需要 Visual C++ 2015 但该软件包未安装时，您将看到“The program can’t start because

api-ms-win-crt-math-l1-1.0.dll is missing from your computer（由于计算机中缺少 api-ms-
win-crt-math-l1-1.0.dll ，无法启动程序）”的错误提示。请尝试重新安装程序来解决此问
题。如要解决此问题，请安装 Visual C++ 2015。

• 如果触发 Alarm 的虚拟机处于关机状态并在 vSphere 客户端中显示黄色警告图标（感叹
号），则很可能是由于虚拟机的 MxGPU 设置与主机上 GPU 的 MxGPU 设置不匹配所致。虚
拟机使用的 MxGPU 配置应与其主机上某个 GPU 的配置相匹配，如 esxcfg-module -g
amdgpuv 返回的状态信息。

• 该脚本在 $VMWARE_LOG_DIR/mxgpu/mxgpu_alarm.log 处生成日志文件。
- VCSA:

/var/log/mxgpu/mxgpu_alarm.log

- Windows:
C:\ProgramData\VMware\vCenterServer\logs\mxgpu\mxgpu_alarm.log

注：如果未找到对应 MxGPU 设置的 GPU，则脚本将不执行任何操作， 且虚
拟机将处于关机状态并显示黄色警告图标（感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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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连接设置
本章介绍如何在客户端设备上安装 Horizon View 客户端，指导您连接到启
用 MxGPU 的虚拟机。安装 Horizon View 客户端是一次性过程；后续连接只
需启动 Horizon View、登录并连接到可用的虚拟机。您还可以使用零客户
端进行连接。
南 v2.4 ©2019 AMD 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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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Horizon View 客户端
设置 Horizon View 客户端，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验证您要访问的虚拟机上是否安装了 Direct Connect 插件和 View Agent 插件。
2. 将 Horizon View 安装包下载至客户机或管理系统，启动安装程序。

此时将显示“End-User License Agreement（最终用户许可协议）”窗口。
3. 选中“I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我接受许可协议条款）”复选框，单

击“Next（下一步）”。
将显示“Custom Setup（自定义设置）”窗口。

4. 单击“Next（下一步）”。
将显示“默认服务器”窗口。

5. 将字段留空，单击“Next（下一步）”。
将创建桌面和 Start（开始）菜单快捷方式，查看安装摘要，单击“Install（安装）”以完成安
装。

6. 启动 Horizon View，打开 VMware Horizon 客户端窗口，单击“Add Server（添加服务
器）”按钮。
 

将显示一个弹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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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字段中输入要连接的虚拟机 IP 地址，单击“Connect（连接）”。您可以在 vSphere 客户端
的“Summary（摘要）”选项卡中找到虚拟机的 IP 地址。
此时将显示 Login（登录）窗口。

8. 输入相应的用户名和密码，单击“Login（登录）”。
登录后，虚拟机桌面将自动根据客户端所连接显示器的分辨率切换到全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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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客户端设置
设置零客户端，请执行以下操作：

注：如果显示器分辨率太高（例如 1920x1080），您可能只能看到黑屏。如果
发生此情况，请切换到较低的本地显示器分辨率（如 1366x768），按照第 18 
页“为虚拟机安装显卡驱动”中所述安装 AMD 图形驱动程序。

1. 将键盘、鼠标、显示器和网络连接至零客户端。
2. 如果您是首次在此网络上使用零客户端，则选择 Options（选项）>Configuration（配

置）>Reset（重置），单击“Reset（重置）”按钮。在提示时单击“Yes（是）”确认重置。
3. 当系统重新启动时，选择 Options（选项）>Configuration（配置）>Session（会话），使

用“Connection Type（连接类型）”下拉菜单选择“View Connection Server（查看连接服务
器）”。

4. 在 DNS Name or IP Address （DNS 名称或 IP 地址字段）中输入要连接的虚拟机 IP 地址，单
击“Apply（应用）”。
将出现一个连接窗口，其中在“Server（服务器）”下拉菜单中显示了所选虚拟机的地址。

5. 单击“Connect（连接）”。
将显示 Login（登录）窗口。

6. 输入相应的用户名和密码，单击“Login（登录）”。
显示器上将显示虚拟机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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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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