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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借助 NVIDIA 虚拟 GPU 解决方案 ，在提升移动性的同时 ， 
还可以提供卓越的用户体验并减少停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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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业由投资银行 、交易 、零售和保险等几个部分组成 。 
如今 ，他们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既要满足严格的安全和合规 
要求 ，同时还要提高可扩展性和移动性 。为了在市场和竞争中 
保持领先地位 ，金融服务业的专业人士需要确保自己能从任何 
设备 、任何地点访问自己的工作空间 ，而且要有良好的用户 
体验 。随着 Windows 10 的出现 ，这种挑战性变得日益加剧 ， 
进而会影响金融业的各个部门 。例如 ，财务分析师和顾问习惯 
于在数据屏幕上滚动画面 。在没有图形加速的情况下 ，常用商业
应用程序的功能（例如可以滚动浏览 300 页的 PDF 文件）就会 
出现严重延迟 ，从而导致工作效率降低 。

交易大厅面临的挑战尤为独特 ，这就需要虚拟化解决方案 。 
交易员需要移动性 ，而且经常会连同自己的系统一起搬来搬去 ，
以便与不同的股票 、商品或风险收益群体进行密切合作 。此外 ，
他们还需要确保系统能随时投入运行 ，并且办公区域要尽量简
约 。多监视器支持是一种可取的做法 ，因为有些人可能要一次 
打开多达 15 个应用程序 。除了要避免数据出现信息泄漏和被用
于内幕交易外 ，还必须对数据进行妥善保存（防止自然灾害和 
人为灾难产生的影响），以确保交易大厅能即时投入运行 。

由于每一秒的停机时间都会导致收入损失 ，因此金融服务业可谓
谨小慎微 ，对系统的稳定性要求极高 。有些组织至今仍在使用 
Windows XP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升级系统 ，
也承受不起停机时间 。

	> 哪怕业务或交易在正常营业时间内仅仅中断几分钟 ，经纪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就会 
损失数百万美元 。1 

	> 金融服务行业的数据泄露情况最为严重 ，占所有数据泄露事件的 35% ，平均数据 
泄露总成本高达 1010 万美元 。2,3

	> 据预测 ，到 2020 年 ，包括银行和保险在内的金融服务部门将成为桌面虚拟化 
收入的最大贡献者 ，而安全性是他们转向桌面虚拟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 。4

1 ITIC 博客（2013 年 7 月 24 日）。对于 95% 的企业来说 ，一小时的停机成本超过 10 万美元 。
2 Forbes Insights 。金融服务主管有关数据安全的须知事项 。2019 年 1 月 15 日 。
3 身份盗窃资源中心和 Generali Global Assistance 。网络安全事项对金融机构的影响 。2018 年 2 月 。
4 BusinessWire 。研究和市场 ：桌面虚拟化市场 - 预测和趋势（2015 - 2020 年）。

http://itic-corp.com/blog/2013/07/one-hour-of-downtime-costs-100k-for-95-of-enterprises/
https://www.forbes.com/sites/insights-klgates/2019/01/15/what-financial-services-executives-need-to-know-about-data-security/#5787997e1e43
https://www.idtheftcenter.org/wp-content/uploads/2019/02/ITRC_Generali_The-Impact-of-Cybersecurity-Incidents-on-Financial-Institutions-2018.pdf
https://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160105005829/en/Research-Markets-Desktop-Virtualization-Market---Fore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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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U 虚拟化使每个虚拟机都能像物理
桌面一样利用 GPU 。由于将通常由 
CPU 完成的工作转移到 GPU ，因而 
能为用户带来更出色的体验 ，并且 
可为更多用户提供支持 。

什么是 GPU 虚拟化？NVIDIA 虚拟化技术提供了一个移动数字化工作 
场所 ，可以减少停机时间并提高安全性
金融服务机构正在寻求一种虚拟化解决方案来提升移动性 ，从而
确保在提高安全性的同时能随时访问数据 。此外 ，他们还需要 
提高现代办公应用程序的性能和用户体验 ，这些应用程序的图形
密集程度要高得多 。通过将 NVIDIA 虚拟 GPU 解决方案应用 
于 VDI 环境 ，这些机构可以实现应用程序和数据的集中管理 ， 
从而提供可扩展的高性价比 VDI 性能 。另外 ，解决方案还可以为
知识工作者 、高级用户和移动专业人士提供虚拟工作空间 ，带来 
更高的可管理性 、安全性和工作效率 。虚拟 GPU 的优势非常 
明显 ：

	> 提高工作效率 ，改善用户体验 。金融服务专业人士现在可以在任何设备上随时随地
访问自己的工作空间 ，并获得本地 PC 般的体验 。借助图形加速功能 ，金融服务 
机构可以充分利用 Windows 10 和现代商业应用程序（包括彭博等主要应用程序和 
自主开发的定制应用程序），同时显著降低延迟时间 。此外 ，NVIDIA 虚拟化解决 
方案还可以满足独特的金融服务生产力需求 ，例如对代理系统的多监视器支持 ， 
以及为了改进数据可视化和模式识别而需要的更大显存空间 。

	> 增强可管理性和可扩展性 。在所有部门中 ，金融服务机构通常要为成千上万的用户
提供支持 ，从部署系统到快速解决问题皆涵盖在内 。不仅如此 ，在交易大厅中 ， 
每一秒的停机都会导致数千美元的损失 。如今 ，金融服务机构可以将数据和应用 
程序集中到数据中心内 ，这样不仅能提供具有更高可管理性 、安全性和性能的虚拟
工作空间 ，而且还可减少停机时间和支持成本 。此外 ，IT 部门也可以轻松管理 
大规模虚拟化部署 ，并对组织的基础设施实现端到端监管及进行主动监控 。

	> 完善安全和监管合规性 。作为一个受到严格监管的行业 ，金融服务机构必须确保 
数据免于出现信息泄露和被用于内幕交易 ，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通过将敏感的 
财务信息安全地托管至数据中心 ，金融服务机构可以提高自身的整体安全性 ， 
同时在发生灾难时也可确保数据安全无虞 。虚拟化不仅能让更多的用户安全地访问
更多的应用程序 ，而且还可以实现“在任何地点都能办公”的工作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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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 NVIDIA GRID® 和 NVIDIA® 
GPU

 
实现虚拟化

借助 NVIDIA Quadro® vDWS 和 
NVIDIA® GPU 实现虚拟化

NVIDIA 虚拟计算服务器

NVIDIA GRID 虚拟 PC/虚拟应用程序 
(GRID vPC/vApp) 的定位是成为金融 
服务业各领域的通用 VDI 。

NVIDIA Quadro® 虚拟数据中心工作站 
(Quadro vDWS) 定位于成为高频超级 
交易平台 。

NVIDIA 虚拟计算服务器是运行 AI 、 
数据科学 、高性能计算 (HPC) 等计算 
密集型工作流的理想之选 。

福利 福利 福利

支持 Windows 10 和当下效率类应用程序 
日益增长的图形需求

最多可支持两台 4K 或四台高清分辨率显示器 ， 
进而提高工作效率

解决方案经济高效 ，可针对您的组织扩展 VDI ，
每个用户每月只需花费 2 美元 4

降低 IT 管理成本

强化数据中心的安全措施

提升员工的移动性

集中管理业务连续性与灾难恢复

最多可支持两台 8K 分辨率显示器和 
大型显存空间 ，进而提高工作效率

强化数据中心的安全措施

降低 IT 管理成本

提升交易员的移动性

集中管理业务连续性与灾难恢复

即使是在实时迁移维护期间也能保证零停机

支持最新的搭载 RTX 的应用程序 ， 
以实现实时光线追踪 。

在虚拟机和容器上运行应用程序 ，提高 
可管理性和安全性 。

在一台虚拟机中利用多个 GPU 的功能以扩展
应用性能 ，或多台虚拟机共享一个 GPU ， 
进而提高效率 。

消除数据中心孤岛 ，并利用相同的虚拟化 
平台管理工具支持计算和图形工作负载 

夜间 VDI 的利用率较低时 ，可运行计算 
密集型工作流 ，使基础架构利用率达到最高

常用应用程序 常用应用程序 常用应用程序

Windows 10 、Microsoft Office 365 、 
最新浏览器 、咨询和分析软件 、 
专属和定制应用程序

彭博 、Eikon 、路透社及其他电子交易 
平台

FRAMEWORKSRAPIDS 、 
TensorFlow 、MXNet

NVIDIA 虚拟 GPU 解决方案

客户案例

释放生产力 移动性不受限制 持续正常运行 
带来优质用户体验

作为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 
休斯敦的公司 ，Cornerstone Home 
Lending, Inc. 注意到 ，即便其核心桌面 
应用程序的图形密集度在不断提高 ， 
以前的虚拟化解决方案也无法为员工提
供良好的用户体验 。借助 NVIDIA GRID ，
Cornerstone 可提供低延迟 、高品质的 
用户体验 ，特别是流式视频 
和社交媒体等现代商业应用 ，它们是 
Cornerstone 市场营销活动的关键 。 
大部分人都不了解虚拟化技术 ， 
但却知道无论身处何地 ，他们都能 
使用所需的应用程序 。

一家总部位于美国东北部的跨国金融 
服务公司正遭遇性能问题和交易大厅缺乏
移动性的困扰 ，有 300 名交易员在使用
支持多监视器的瘦客户机 。借助 NVIDIA 
GRID ，由于延迟更低 ，而且可以快速 
访问最新的数据和市场趋势 ，因此工作 
效率得以提升 。通过提高密度和降低基础
设施成本 ，IT 人员可以满足其内部成本
模型的要求 。

一家位于美国纽约的对冲基金需要 
确保交易员能够远程访问 。经历了 

“超级风暴桑迪”之后 ，他们希望在 
发生其他自然灾害或人为灾难时能 
确保系统的高度可用性 。在采用 GPU 
之前 ，他们无法正确实施 VDI ，也无法
获得满意的性能和监视器分辨率 。 
从 NVIDIA GRID K1 迁移至搭载 Quadro 
vDWS 的 NVIDIA Tesla GPU 后 ， 
其系统性能得以显著提升 ，而且 
可管理的交易员人数也增加到了 50  
多名 。

4 NVIDIA GRID 软件和硬件的订阅成本（三年还清 ，硬件为两块 Tesla M10 显卡 ，最大支持 87 位 vApp 用户）。

https://www.nvidia.com/en-us/design-visualization/grid-vpc-vapps/
https://www.nvidia.com/en-us/design-visualization/quadro-vd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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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IDIA 虚拟 GPU 的运作方式
在由 NVIDIA 虚拟 GPU 助力的 VDI 环境中 ，NVIDIA 虚拟  
GPU 软件与虚拟化软件一同安装在虚拟层 。该软件可创建 
虚拟 GPU ，使每个虚拟机 (VM) 都能共享安装在服务器上的 
物理 GPU 。NVIDIA 虚拟化软件包含每台虚拟机的图形驱动 
程序 。例如 ，Quadro vDWS 包含强大的 Quadro 驱动程序 。 
由于通常由 CPU 完成的工作转移到 GPU ，因而能为用户带来 
更出色的体验 ，此外 ，现在还可在虚拟化环境和云环境中支持
要求严苛的工程和创意应用程序 。

应用程序和虚拟机

NVIDIA 计算驱动程序、
NVIDIA 图形驱动程序
或 NVIDIA Quadro 驱动程序
 vGPU

NVIDIA 虚拟化软件

NVIDIA 数据中心 GPU

Hypervisor

服务器

主要金融服务用户群

为交易员和金融分析师 
提供支持

零售银行家 、投资经理 、 
财务顾问和保险代理人

IT 经理 、研究人员 、 
数据科学家

使用案例 用于在多监视器环境下运行网络 
任务繁重的应用程序（彭博 、 
路透社 、Eikon ），以提供安全性 、
冗余性和连续性

用于在 Windows 10 上同时运行 
生产力和财务应用程序以及支持 
多监视器的通用 VDI

用于完全虚拟化环境中的计算 
密集型工作负载 ，包括 AI 、 
深度学习和高性能计算 (HPC)

推荐 Quadro vDWS 搭配 T4 、 
RTX 6000/8000 、V100S 或 P6 

（支持多达两个 8K 显示器）

GRID vPC/vApp 搭配 T4 、M10 或 
P6（支持多达四台高清显示器或 
两台 4K 显示器或一台 5K 显示器）

GRID vComputeServer 搭配 T4  
或 V100S 或 RTX 6000/8000

NVIDIA 虚拟 GPU 的强大所在

可为每个 vGPU 的计算和图形工作负载提供支持

用户体验卓越

无论是本地还是云端部署 ，均可稳定保证服务质量

性能可预测

每个物理 GPU 最多可支持 24 个虚拟桌面 ；或者 
更低的总体拥有成本 ，支持多达 8 个 vGPU 配置 
文件 ，可更灵活地调配资源以满足用户需求

用户密度最佳

端到端管理和监控可提供有关 GPU 性能的实时 
见解 ，并可广泛整合合作伙伴 ，让您可以尽情使用
自己熟知和喜爱的工具

优化管理和监控

新软件版本定期发布 ，确保您始终可以享用最新的
性能和增强功能

持续创新

Quadro 驱动程序支持各大虚拟化软件 ，并提供 
最全面的专业应用程序认证支持

更广泛的生态系统支持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 www.nvidia.com/virtualg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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