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和研究
借助 NVIDIA 虚拟解决方案 
随时随地开展日常工作



高等教育和研究领域的 
远程办公挑战
中小学和高等教育院校正在努力应对以下变革现象 ：在国家出现紧急情况或长期 
闭校的情况下继续教学。教育机构开始意识到，远程教学是在任意联网设备上， 
随时随地将教育惠及所有人的基本方法。 

这种动态环境要求研究人员、学生和教职员工以灵活的方式开展教学与协作。 
远程学习并不是高等教育领域的新现象。但是，大规模的远程学习带来了一系列
新的挑战。 

随着使用的移动设备越来越多，以及人们期望这些设备能够访问日常工作中所 
涉及的相同工具和应用程序，要求教育呈现出高度移动性、交互性和个性化特点。
教授通常利用丰富的多媒体来增强学习过程。研究人员以及设计和工程领域的学生
需要运行计算密集型工作负载，包括专业图形、AI、数据科学和高性能计算 (HPC)。  

最后，IT 管理员在管理分布式部署时面临从网络操作到安全性等方面的诸多挑战。
现有网络可能无法为用户激增的情况提供支持。由于数据存储在个人设备上， 
因此对数据安全的担忧也随之出现。



NVIDIA 的远程办公解决方案（例如虚拟 GPU 技术以及搭载 GPU 的笔记本电脑和
工作站）可确保在快节奏的环境中实现所需的移动性和性能。 

通过向虚拟桌面基础架构 (VDI) 添加 NVIDIA 虚拟 GPU (vGPU) 技术，教育机构可以
在整个校园内大规模地扩展虚拟化。虚拟 GPU 还为数据中心带来了图形加速技术，
使 IT 部门能够虚拟化任何应用程序（从 Windows 10 到图形密集型工程应用程序），
并通过虚拟实验室提供支持，让学生和教职员可以在任何设备上随时随地开展 
工作。

NVIDIA 解决方案： 
随时随地提升性能

大型公共云支持 NVIDIA GPU，因此用户可以从任何位置运行图形密集型应用 
程序，例如计算机辅助工程 (CAD)、模拟、渲染、视频编辑和数据科学。

有些学生和教职员可能倾向于使用个人 PC，并且该 PC 具备他们随时随地 
工作所需的计算和图形功能。对于这些用户而言，搭载 NVIDIA GPU 的笔记本
电脑集便携性与大内存容量于一身，并具有强大的视觉计算功能，可随时随地
提供工作站级性能。但是，如果他们需要更多的处理功能，则可以使用 NVIDIA 
TITAN RTX™ 构建自己的定制工作站，或者购买现成的解决方案，如 NVIDIA  
数据科学工作站。



> 什么是 vGPU？
借助 NVIDIA 虚拟 GPU (vGPU) 软件，多个用户或多台虚拟机 (VM) 可共享一个 NVIDIA GPU，
包括在专业工作站上部署的相同的 NVIDIA 图形驱动程序。这样，NVIDIA vGPU 为虚拟桌面
可提供无与伦比的图形性能、计算性能和应用程序兼容性，以及通过在多个工作负载之间
共享 GPU 带来的成本效益和可扩展性。此外，需要更多 GPU 性能的用户可以从单个 VM  
访问多个 GPU，从而使 GPU 资源能够根据每个工作负载调整到适当大小。   

NVIDIA vGPU 软件有四个版本，可满足多个虚拟化用例的需求 ：NVIDIA 虚拟计算服务器 
(vComputeServer)、NVIDIA® Quadro® 虚拟数据中心工作站 (Quadro vDWS) 以及 NVIDIA 
GRID® 虚拟 PC (GRID vPC) 和虚拟应用程序 (GRID vApp)。

> 我的机构有 VDI，为什么还需要 vGPU？
如今的学生更精通技术，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数字专家期望获得动态的多媒体体验。无论是
教授使用在线视频来补充课堂讲授内容，抑或是学生制作动画演示以更清晰地表达想法，
频繁借助多媒体的全新学习方式正变得愈加流行。借助传统的仅使用 CPU 的 VDI，上述 
方法的远程用户体验通常不佳，并会给虚拟化服务器上的 CPU 资源增加大量系统开销。 
搭载 NVIDIA vGPU 的 GPU 加速 VDI 可降低图形和媒体工作负载，从而改善最终用户体验 
并提高资源利用率。

已回答的常见问题
远程办公技术为教育机构带来了无限的机遇。在制定技术路线图时，教育机构必须评估其当前的基础设施需求、目标，
以及如何更好地利用云和虚拟化技术。下文列出了几个简要问题，可为该过程提供指导。

> 成本效益如何？
新的图形加速虚拟实验室在多个用例中发挥出巨大的成本效益。 
虚拟实验室相比物理实验室更易于部署和维护，大大简化了 IT 
管理，并降低了总成本。例如，从校内实验室迁移到虚拟实验室后，
新泽西州霍博肯的史蒂文斯理工学院在基础设施成本和管理开销 
方面每年节省超过 100 万美元。

> GPU 虚拟化支持哪些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体验？ 
利用 GPU 虚拟化技术，工程、科学及其他技术和艺术学科的学生
可在任何设备上获得高质量的用户体验，即使在访问通常仅由校内
实验室提供的图形密集型 3D 软件时也不例外。与此同时，普通 
学生和教职员工可以尽情享用对图形要求越来越高的 Windows 10 
和现代生产力应用程序，以实时开展项目协作。GPU 虚拟化技术
提供卓越的性能和更高的可管理性，可帮助教育机构拓展资源的 
可访问性并实现经济高效的扩展。NVIDIA vGPU 还支持 Linux 操作
系统，例如 Ubuntu 和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它们被广泛应用
于研究计算和机器学习实验室。



使用 NVIDIA 进行远程办公： 
解决方案概述
NVIDIA 远程办公解决方案针对教育机构进行了优化，并为大学及其他教育机构提供优惠价格。无论使用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还是工作站、服务器和云，GPU 通过
加速远程学习的性能以及提高安全性和 IT 管理能力，可为学生和教职员提供更出色的移动性和灵活性。   

> NVIDIA Quadro 笔记本电脑

使用搭载 NVIDIA Quadro GPU 的笔记本电脑，学生和研究人员可以
加速数据科学以及设计和可视化等尖端领域的项目进展。用户可以
利用最强大的视觉计算功能，提高工作效率，并加快获取洞见的 
速度，而无需受办公桌的束缚。

> NVIDIA RTX Studio 笔记本电脑
使用 NVIDIA RTX™ Studio 笔记本电脑，创作者和艺术家能够把自己的家变为他们梦寐以求
的创意工作室。这些笔记本电脑支持一流的创意应用程序及下一代 AI 和光线追踪技术， 
采用精简纤薄的设计，提供强大的功能和性能，可随时随地轻松创作。NVIDIA RTX Studio 
笔记本电脑是 NVIDIA Studio 教育合作伙伴计划的一部分，参与该计划的成员（包括世界 
顶级数字媒体学校）可接收技术指南，访问 NVIDIA 的技术专业知识，享受特价折扣和受邀
参加独家活动。

> NVIDIA TITAN RTX 
NVIDIA TITAN RTX™ 将世界上最快的 PC GPU 的强大功能带入家庭办公室。 通过 NVIDIA 
Tensor Core 和 RT Core 技术来加速 AI 和光线追踪，以及使用 24 GB 的内存来处理大型模型
和数据集，使得开发人员、研究人员和创作者的工作速度有所提升，并能取得更好的结果。

> NVIDIA 数据科学工作站 

利用 NVIDIA 助力的数据科学工作站，研究人员可以提升性能，并
将大量数据转化为更深入的见解。工作站基于 Quadro RTX™ GPU 
构建，采用加速的 CUDA-X AI™ 数据科学软件，可提供用于数据 
科学的新开发的全面集成的台式机和移动工作站。研究人员在支持
领先的数据处理和机器学习库的同时，可以加速数据准备、模型 
训练和数据可视化。



> NVIDIA Quadro 虚拟数据中心工作站 (Quadro vDWS)

NVIDIA Quadro vDWS 提供 GPU 加速的虚拟桌面和应用程序，可实现从虚拟实验室到 
增强课堂学习的所有功能。建筑、工程、艺术和设计院系的学生可以远程访问过去只在 
校内实验室提供的 CAD 或 3D 软件，例如 Autodesk AutoCAD、Maya、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CATIA、MATLAB 和 Adobe® 创意应用程序。

> NVIDIA GRID 虚拟 PC (vPC) 和 GRID 虚拟应用程序 (vApp)

学生、教职员和研究人员可以将 NVIDIA GRID vPC 和 vApp 用于运行 Windows 10 和现代 
生产力应用程序、流式传输视频和多媒体以及使用交互式学习平台和电话会议的通用 VDI。

使用 NVIDIA 进行远程办公： 
解决方案概述

> NVIDIA 虚拟计算服务器 (vComputeServer)

NVIDIA vComputeServer 使研究人员以及设计和工程院系的学生 
能够使用虚拟 GPU 运行计算密集型工作负载（包括 AI、数据科学
和 HPC）。利用 vComputeServer，机构可在一台虚拟机 (VM) 中 
利用多个 GPU 的强大功能，提升对深度学习训练工作负载至关 
重要的应用程序性能。他们还可以在虚拟化环境中运行用于机器 
学习和深度学习的容器化应用程序，并扩展计算资源以支持多个 
用户，从而创建用于教学的学生可访问的 AI 实验室。

> 云端的 NVIDIA Quadro 虚拟工作站 (Quadro vWS) 
 通过公共云中提供的 Quadro vWS 实例，大学可以利用 AWS、
Google Cloud 和 Azure Cloud 的简单性和灵活性。Windows 虚拟 
桌面和 Horizon Cloud 等桌面即服务 (DaaS) 解决方案易于管理。 
这样可以迅速为新用户提供支持，并以同样快的速度取消调配实例，
因此大学只需要为自己所需的内容付费。全球云服务提供商支持 
最新的 NVIDIA GPU，因此用户可以在云端运行图形密集型应用 
程序，例如 CAD、模拟、渲染和视频编辑。 



> 阿肯色大学提供一流的体验 > 剑桥大学使用机器学习编写音乐剧

> 佐治亚理工学院打造为人类穿衣服的机器人

> 马里兰大学打造数字制造重地

阿肯色大学位列美国的顶尖公共研究大学，下设 10 个学院，拥有 27,000 名学生。
该大学推出自带设备 (BYOD) 策略，希望为学生提供随时随地使用任何设备访问
图形密集型工程和设计应用程序的权限。

中心 IT 组织还希望减轻学院规模较小的 IT 小组的维护工作量，使他们能够 
全身心投入更高价值的项目。该大学利用 NVIDIA Quadro vDWS 以及 NVIDIA 
GRID vPC 和 GRID vApp 推出了全新的图形加速 VDI 环境，可向学生提供功能 
强大的实验室应用程序访问权限以及类似于台式机的用户体验。

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使用由 AWS 上托管的四个 NVIDIA GPU 提供支持的机器
学习系统来分析成功音乐剧与失败音乐剧之间的差别。团队分析的因素包括
剧组规模、场景布置以及主题架构等等。然后他们向系统提出问题，例如成
功音乐剧中是否总是存在浪漫或者死亡桥段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即将上演的
新剧《Beyond the Fence》是世界上首部由计算机构思且基本由计算机创作的
音乐剧。

在美国，每天有超过 100 万人需要借助外力来辅助他们穿衣服，这其中包含伤患
人士、残障人士以及年迈衰弱的老人。为了缓解这个问题，佐治亚理工学院的 
研究人员打造了一款能帮助人们穿衣服的深度学习机器人。

这款名为 PR2 的机器人在 AWS 上使用搭载 NVIDIA GPU 的实例进行训练，采用 
cuDNN 加速的 Keras 和 TensorFlow 深度学习框架。该系统分析了近 11000 个
机器人给人类手臂穿衣袖的模拟样本，所有这些工作均在云端通过远程方式完成。

马里兰大学位列所在州高等教育体系一流学府之一，亦是一所顶尖的公立 
研究型大学。詹姆斯 · 克拉克工程学院 (A. James Clark School of 
Engineering) 已对所有学生的应用程序进行了虚拟化处理，并创立了一所 
可支持虚拟访问的顶级数字制造实验室 Terrapin Works。> 研究领域包括 
机器人学、组织工程学和能源研究。价值超过 7 亿美元的软件由 NVIDIA GPU 
和 Citrix 虚拟应用程序提供支持，已构建出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旨在将各类
创意付诸产品实践。

借助 NVIDIA 技术成功实现远程办公



借助 NVIDIA 随时随地
开展工作
为学习者提供公平和平等的学习机会是学校、学院和大学的一个 
重要职责。NVIDIA vGPU 技术可帮助教育机构通过虚拟化的主要 
优势来实现这一目标。

有关 NVIDIA 远程办公解决方案的详情，请访问 ： 
www.nvidia.com/remot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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