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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政府机构加速进行虚拟化
借助 NVIDIA 虚拟 GPU 解决方案提高安全性 、
改善移动性和降低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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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府机构中的流动员工日益增多 ，确保敏感数据的安全 
便成为了首要关注点 。联邦政府的 CIO 和 CTO 除了要从网络 
安全角度更深刻地认识日益增长的网络威胁之外 ，还要执行 
数据中心整合计划和强制将系统迁移到 Windows 10 ，同时 
不能超出紧缩的预算 。

 > 90% 的联邦政府 CIO 报告网络攻击不断增多 。1

	> 在联邦政府 IT 系统每年造成的财政损失中 ，数据泄露造成的损失估计达到 6.37  
亿美元 。2

	> 为了增强数据中心抵御网络威胁的能力 ，政府机构正从桌面系统过渡到数据 
中心 ，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要迁移到 Windows 10 。3

	> 在五到七年内 ，政府工作人员可以借助人工智能 (AI) 腾出 30% 的时间来执行 
更具战略意义的任务 。4

1 DelPrette, George（2015 年 6 月 19 日）。联邦政府 CIO 面临的四大挑战 (4 Top Challenges for Federal CIOs) 。 
源自 http://www.nextgov.com/ideas/2015/06/4-top-challenges-federal- cios/115801/

2 Guerry, Pem（2017 年 7 月 18 日）。联邦政府机构面临的两大 IT 挑战 (The 2 Big IT Challenges Facing Federal 
Agencies) 。源自 http://m.nextgov.com/ideas/2017/07/3-big- it-challenges-facing- federal-agencies/139524/

3 Pellerin, Cheryl（2016 年 3 月 8 日）。整个 DoD 快速部署 Windows 10 以提高网络安全性 (DoD-Wide Windows 10 
Rabid Deployment to Boost Cybersecurity) 。源自 https://www.defense.gov/News/Article/Article/688721/dod-wide- 
windows-10- rapid-deployment- to-boost- cybersecurity/

4 Viechnicki, Peter 和 Eggers, William（2017 年 4 月 26 日）。AI 可以为政府节省多少时间和资金？(How much time 
and money can AI save government?)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insights/focus/cognitive-technologies/
artificial-intelligence-government-analysis.html

5 Boyd, Aaron（2015 年 3 月 9 日）。联邦政府希望虚拟桌面能够提高安全性和移动性 (Feds look to virtual desktops 
for security, mobility) 。源自 https://www.federaltimes.com/it-networks/2015/03/09/feds-look- to-virtual- 
desktops-for- security-mobility/

NVIDIA 虚拟 GPU 技术能提高安全性和 
降低维护成本 ，助力打造现代化流动 
员工队伍
为了应对安全挑战和 IT 挑战 ，政府机构正逐渐采用虚拟化和 
云计算技术 。例如 ，五角大楼已迁移到虚拟桌面架构 (VDI) ， 
以提高安全性 、降低维护成本和实现移动化 ，但早期的努力 
遇到了桌面系统延迟的难题 。5 借助 NVIDIA 虚拟 GPU (vGPU) 
技术 ，政府机构可以在实施虚拟桌面架构的过程中获得优异的
用户体验 ，特别是图形密集型应用 、流式传输视频和 Windows 
10 。此外 ，NVIDIA vGPU 加速技术还能助力 AI 和数据分析系统
完成各项工作 ，包括建设智慧城市和判定流感爆发 ，以及帮助
卫生部门分析数万条推文 ，以确定是否可能发生食物中毒事件 。
这项技术在做到这一切的同时还能提高安全性和移动性 ，并能
降低 IT 维护成本 。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 David B. Gleason 拍摄的五角大
楼照片 [CC BY-SA 2.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
licenses/by-sa/2.0)] ，来自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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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GPU 虚拟化？

GPU 虚拟化使每个虚拟机都能像 
物理桌面 、工作站或服务器一样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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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外 ，还可以使用 GPU 虚拟化技术 
在虚拟机上运行人工智能 (AI) 、 
数据科学和高性能计算 (HPC) 等计算
密集型服务器工作负载 ，以及获得 
可管理性和安全性提升的好处 。

虚拟 GPU 为政府机构带来巨大价值 ：
	> 提高安全性。政府机构面临着不断增多的网络威胁和数据泄露问题 ，再加上向 

流动性越来越高的员工和自带设备 (BYOD) 办公计划提供支持的需求日渐增长 ， 
因此 ，政府 IT 部门必须确保数据中心的安全 。NVIDIA 虚拟 GPU 解决方案让 IT  
部门能够允许用户访问设备上的文件和数据 ，同时在数据中心集中保管信息 。 
工程师和分析师可以使用保密数据安全开展协作 ，而政府机构可以扩大虚拟化 
范围以覆盖更多用户 ，并确保用户安全访问文件和 3D 应用 。

	> 提高移动性和效率。从航空航天和军需品到地理空间分析和成像 ，政府员工必须
能够随时随地在各种设备上访问 3D 数据 。NVIDIA® Quadro® 虚拟数据中心工作站 
(Quadro vDWS) 提供 GPU 加速的虚拟桌面和应用 ，可让政府工作人员摆脱物理 PC 
和工作站的束缚 ，在各种设备上都能获得原生桌面体验 。NVIDIA 虚拟计算服务器 
(vComputeServer) 让研究人员和分析人员能够利用 GPU 加速的数据中心资源的 
强大功能 ，在提高工作效率之余获得极高的安全性 。这种可移植性和快速信息 
访问能力带来了更高的效率 。用户无需从远程位置下载数据 ，从而节省了时间 ，
而且全球各地的同事可以使用在数据中心安全保管的相同文件开展协作 。

	> 降低维护成本 。 如今 ，政府组织在预算紧缩的情况下推出数据中心整合计划 。 
与使用物理桌面相比 ，IT 部门可以借助 NVIDIA vGPU 技术将桌面虚拟化 ，从而 
通过简化管理和减少维护次数节省时间和成本 。利用 GPU 加速的虚拟化技术 ， 
可以经济高效地向所有用户提供建模和地理信息系统 (GIS) 应用 。甚至可对旧有 
筒仓式 IT 系统中的数据进行整合 ，并让所有用户均可轻松访问 。IT 部门可以用 
瘦客户端甚至零客户端取代胖客户端 ，而且无需牺牲用户体验 ，同时还可以支持 
BYOD 策略 。通过主动监控整个 IT 基础设施中的大规模部署项目以简化企业数据
管理 ，能够进一步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TCO) 。利用实时迁移 ，可在不中断最终用户
工作的情况下迁移实时 VM 。这有助于更高效地维护数据中心 ，并使工程师能够在
白天利用虚拟桌面架构环境处理 3D CAD 模型 ，然后在夜间将模型发送到高性能 
计算求解器 – 这一切均在同一个服务器基础设施上完成 。

	> 降低军事行动成本 。 训练直升机驾驶员飞行和训练士兵操控载具可能成本高昂 ，
特别是考虑到要让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几十万人接受的训练小时数 。NVIDIA vGPU 
技术能在虚拟环境中加快飞行和车辆模拟器的运行速度 ，让政府 IT 部门能够将 
硬件设备购置数量减半 ，同时降低电能 、场地和散热费用 。NVIDIA Quadro vDWS 
和 NVIDIA vComputeServer 支持多个 vGPU ，可让客户将多个 NVIDIA 数据中心 
GPU 分配给单个虚拟机 (VM) ，从而实现更有效 、更逼真的模拟和训练 ，以及运行
高要求的 AI 、深度学习和数据科学工作负载 。6 政府机构可以成倍降低训练成本 ，
并能更高效地让几十万员工接受用户体验优异的训练 。

6 2018 年 10 月发布的 NVIDIA Quadro vDWS 软件版本（即 vGPU 7.0）以及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5 和 Red Hat 
Virtualization 4.2 KVM 服务器虚拟化平台支持多 GPU 功能 。2019 年 8 月发布的 NVIDIA vComputeServer 软件版本

（即 vGPU 9.0）支持多 GPU 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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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IDIA 虚拟 GPU 解决方案

NVIDIA Quadro vDWS NVIDIA GrID NVIDIA 虚拟计算服务器

NVIDIA Quadro 虚拟数据中心工作站 
(Quadro vDWS) 为传统物理工作站图形
用户带来由数据中心提供的安全桌面 ，
不仅满足其高要求应用的需求 ，还提供
所需的所有性能 。

NVIDIA GRID® 虚拟 PC (vPC) 和虚拟 
应用 (vApp) 为使用 Office 生产力应用和
流式传输视频的公共部门员工提供通用
型虚拟桌面架构和 Windows 10 或 Linux 
桌面 ，并带给他们优异的虚拟桌面 
体验 。

NVIDIA 虚拟计算服务器 
(vComputeServer) 非常适合运行计算 
密集型工作负载的数据科学家和分析 
人员 ，这些工作负载包括人工智能 
(AI) 、数据科学和高性能计算 (HPC)  
应用等 。

优势 优势 优势

支持多台高分辨率显示器（例如多达 
四台 5K 显示器或多达两台 8K 显示器）
和较大的帧缓冲器大小 ，可提高工作 
效率

实时迁移帮助减少停机时间（即使在 
维护期间）

集中存储数据 ，可更好地控制版本和 
提高一致性

无需在网络中将大型数据集从服务器 
移动到客户端 ，从而提高加载速度

使多个地点的员工能够更好地开展协作

让外部供应商和承包商能够更安全地 
访问数据

在数据中心实施安全防护措施

提高员工移动性

集中管理业务连续性与灾难恢复

让用户能以虚拟化方式参加在线培训和
电话会议 ，以及使用 Skype 和其他图形
密集型应用

满足 Windows 10 和当今生产力应用 
日益增长的图形需求

支持多台高分辨率显示器（例如多达 
四台高清显示器 、两台 4K 显示器或 
一台 5K 显示器），可提高工作效率

提供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 ，将虚拟桌面
架构扩展到整个组织中

在数据中心实施安全防护措施

提高员工移动性

降低 IT 管理成本 ；在整个企业中快速地
逐级部署更新

支持 Linux 或 Windows 应用

在虚拟化环境中运行容器化的机器学习
和深度学习应用 ，从而隔离工作负载并
安全地支持多个用户

在单个 VM 中充分利用多个 GPU 的强大
功能 ，可提升对深度学习训练工作负载
至关重要的应用性能

消除筒仓式数据中心 ，并利用相同的 
服务器虚拟化平台管理工具来管理计算
和图形工作负载

通过在夜间（此时虚拟桌面架构利用率
较低）运行计算密集型工作流程 ，更大
限度提高基础设施利用率

常用应用 常用应用 常用应用

ANSYS 、Autodesk AutoCAD 、 
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
ESRI ArcGIS 、MATLAB 、 
Siemens PLM NX

Adobe Creative Cloud 、Skype 、
Microsoft Office 和核心商业应用 

（包括流式传输视频 、在线培训和 
电话会议）

NVIDIA RAPIDS 、TensorFlow 、Caffe2 、
OmniSciDB 、MXNet 、Theano 、Torch 、
Keras 、Microsoft CNTK 、Kinetica

https://www.nvidia.com/en-us/design-visualization/quadro-vdws/
https://www.nvidia.com/en-us/design-visualization/grid-vpc-vapps/
https://www.nvidia.com/en-us/design-visualization/grid-vpc-vapps/
https://www.nvidia.com/en-us/design-visualization/grid-vpc-vapps/
https://www.nvidia.com/en-us/data-center/virtual-compute-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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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案例

政府重要用户群体

分析师 、数据科学家 、开发者 工程师 、模拟和训练 知识工作者

使用案例 使用基于 AI 的应用和数据科学 
分析大量数据

远程查看和编辑庞大的 3D 模型和
图像 。载具飞行模拟器 ，以及 
集体 、个人和网络训练

通用型虚拟桌面架构（使用 
虚拟化的 Linux 和 Windows 10  
常用办公生产力应用） 

推荐 NVIDIA T4 、Quadro RTX™ 6000 、
RTX 8000 或 V100S 上的 NVIDIA 
vComputeServer 

适用于刀片服务器的 NVIDIA T4 、
RTX 6000 、RTX 8000 或 P6 上的 
Quadro vDWS（支持多达两台 8K 
显示器或四台 5K 显示器）

适用于刀片服务器的 NVIDIA T4 或 
M10 和 P6 上的 GRID vPC（支持 
一台 5K 显示器 、多达两台 4K  
显示器或四台高清显示器）

达文波特市 
美国爱荷华州达文波特市

圆石城 
美国得克萨斯州圆石城

霍尔斯特布罗自治市 
丹麦霍尔斯特布罗市

该市利用 NVIDIA 虚拟 GPU 更新其虚拟
桌面架构环境 ，以降低 CPU 利用率 、 
改善用户体验和提高所有 34 处设施的
用户采用率 。在引入 NVIDIA GRID 之
前 ，流式传输视频和生产力应用的性能
较差 ，阻碍了系统的大范围推广 。通过
引入 NVIDIA GPU ，市政员工现在可以
流畅地访问高清视频 – 从在巡逻车中 
监控摄像头画面到与同事举行远程 
会议 ，再到观看培训视频 。此外 ，由于
随时随地均可在各种设备上安全地远程
访问信息 ，用户的移动性和工作效率也
大幅提升 。“借助 NVIDIA GRID ，我们
发现我们可以提供媲美物理桌面的卓越
用户体验 。”

该市利用 NVIDIA 虚拟 GPU 更新其虚拟
桌面架构环境 ，从而为该市的消防员 
提供更好的视频培训体验 ，同时能让 
市政员工远程访问更为安全的数据 。 
借助 NVIDIA 虚拟 GPU 技术 ，用户在 
虚拟桌面上的体验几乎能够媲美物理 
工作站 ，而且该市的 IT 部门已经能够 
简化管理和维护工作 。“引入 NVIDIA 
 虚拟 GPU 技术将随时随地在各种设备
上访问数据变成了现实 。我们的员工 
变得更开心和更高效 ，而且节省的时间
也越来越多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来
更好地服务社区 。” 

该市需要将位于 150 个不同地点的员工
聚集到同一个虚拟化环境中 。而他们在
这样做时 ，还要满足当今生产力应用和 
Windows 10 日益增长的图形需求 ， 
因为传统桌面和应用虚拟化技术无法 
满足这些需求 。该市的 IT 部门利用 
NVIDIA 虚拟 GPU 实施了一个虚拟桌面
架构环境 ，并通过将任务转移到 GPU 
使 CPU 利用率提升了 70% ，从而改善
了性能和用户体验 。“借助 NVIDIA 
GRID ，我们可以将图形加速技术引入 
数据中心 ，在发挥虚拟化优势的同时 ，
还可提供媲美物理桌面的卓越图形性能
和用户体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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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信息 ，请访问 www.nvidia.com/virtualg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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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IDIA 虚拟 GPU 工作方式
在 NVIDIA 虚拟 GPU 助力的虚拟化环境中 ，NVIDIA 虚拟 GPU  
软件与服务器虚拟化平台一同安装在虚拟化层上 。该软件创建
虚拟 GPU ，使每个虚拟机 (VM) 都能共享服务器上安装的物理 
GPU 。对于要求更高的工作流程 ，单个 VM 可利用多达四个物理 
GPU 的算力 。NVIDIA 虚拟化软件包含了每个 VM 的图形驱动 。
例如 ，Quadro vDWS 包含强大的 Quadro 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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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 ，在虚拟化环境或云环境中可支持高要求的工程和
创意应用 ，以及计算密集型服务器工作负载（包括 AI 和数据 
科学）。

NVIDIA 虚拟 GPU 的强大所在

提供卓越的用户体验 ，并能支持每个 vGPU 运行的
计算和图形工作负载

用户体验卓越

无论是本地还是云端部署 ，性能均保持一致 ，而且
确保服务质量稳定

性能可预测

业内更高的用户密度解决方案 ，每个 GPU 可支持
多达 32 个虚拟桌面 。更低的总体拥有成本 ，支持
超过 9 个 vGPU 配置文件 ，可更灵活地调配资源 
以满足用户需求

用户密度经过优化

端到端管理和监控 ，可实时掌控 GPU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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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优管理和监控

定期发布新的软件版本 ，确保您始终掌握新特性和
增强功能

持续创新

支持各大服务器虚拟化平台 。提供面向 Quadro  
驱动的全面专业应用认证服务  

更广泛的生态系统支持

应用和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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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VIDIA 虚拟化软件

NVIDIA Data Center GPU

服务器虚拟化平台

服务器

http://www.nvidia.com/virtualgp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