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速制造业创新。
利用 NVIDIA 虚拟 GPU 解决方案提高生产
力、增强协作及保护知识产权。

NVIDIA 虚拟 GPU  |  宣传册  |  2018 年 2 月



NVIDIA 虚拟 GPU  |  宣传册  |  2018 年 2 月

缩短设计周期和降低单位成本对维持任何制造商的竞争力都
至关重要。设计师在面临与日俱增的压力，他们需要迅速 
实现创新、响应市场需求并为不断扩大的产品系列提供支持，
而这通常都要靠各地团队成员的通力协作来完成。借助虚拟
化技术，制造商现在可以更好地满足某些用户的需求，使其
不必在开始真正的设计和工程工作前花费数小时时间等待 
数据下载。 

与此同时，在制造商寻求知识产权保护之际，确保数据安全
是头等大事。由于当下越来越需要远程工作人员、外部供应
商和合作伙伴安全快速地访问正确数据，这一严峻态势 
进一步加剧，进而给企业带来了重大 IT 挑战。制造商需要 
能够支持移动性和协作的解决方案，从而使团队能够在不 
损害知识产权安全的情况下，在任何设备上高效工作。

 > 21% 的制造商均曾遭遇知识产权盗窃行为的侵害。1

>> 仅就美国制造商而言，知识产权盗窃案每年约会造成 3000 亿美元的损失。2

>> 到 2020 年，80% 的供应链互动将在基于云的商业网络中进行，这将显著提
升参与者的恢复能力，并且最多可将供应中断的影响减少三分之一。3

NVIDIA 虚拟 GPU 技术使制造团队摆脱 
物理工作站的束缚，可以在任何地点开展 
安全协作。
制造商正在寻求虚拟化解决方案，以帮助移动和分布式团队
协作设计和生产航空航天、汽车和工业机械等领域的各种 
产品。然而，这项工作所需的 3D 模型规模庞大，更受 
工作站性能和网络的限制，因此加载时间可能会超出预期。
这可能会造成生产时间的损失。通过将 NVIDIA 虚拟 GPU  
解决方案添加至虚拟桌面基础架构 (VDI) 环境，制造商可 
获得显著效益，包括提高生产效率、更高效地与分布式团队
进行协作，以及提高数据安全性。 

虚拟 GPU 的价值不容小觑，具体如下 ：
>> 借助实时性能提高工作效率。制造商可以通过数据中心在虚拟桌面上为 

设计师和工程师提供卓越的图形性能。此虚拟桌面现已能提供可与物理 
工作站相媲美的响应体验。用户还可以即时查看和处理大型 3D 模型和 
图形密集型应用程序，而不会遭遇滞后或延迟问题。这会间接提高效率和 
生产力，最终帮助制造商更迅速地将产品推向市场。 

>> 在任意地点借助任何设备开展协作。现在，无论身处何地，工程师和设计师
都可以摆脱物理工作站的束缚，使用瘦客户端（或自选设备）访问所需的 
应用程序和数据。此外，分布于各地的团队亦无需再花费时间，等待大型 
文件传输和模型加载。通过使用数据中心或云对文件和数据进行集中管理，
团队可在任何地点安全访问协同工作所需的各种信息。



>> 保护知识产权。 制造商无需再向外部承包商或远程工作人员配发公司的 
笔记本电脑，亦无需承担在为模型和应用程序提供支持时产生的相关风险。
通过集中管理数据并将任务关键型文件移动至数据中心，制造商能够在加快
设计过程的同时保护其知识产权 (IP)。通过安全即时地访问所需应用程序，
员工能够提升移动性和自主性，从而尽快将产品推向市场。

>> 通过整合 PLM 数据提升一致性。 随着设计和工程资源变得越来越分散， 
在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PLM) 数据库中维护一致统一的数据变得愈加困难。 
通过将 PLM 解决方案集中于数据中心，我们能够提高数据一致性、强化 
数据整合，并对设计变更进行有效控制。此外，虚拟桌面可加速对 PLM  
数据库的访问和响应，使 PLM 管理员在处理大量数据库事务时能节省 
数秒时间，而省时即等同于降低实际业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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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 NVIDIA GRID™ 和 NVIDIA® Tesla® 
GPU 实现虚拟化

NVIDIA Quadro 虚拟数据中心工作站 (Quadro vDWS) 可以在 
虚拟化环境中访问 3D CAD 或 CAE 应用程序。

NVIDIA GRID 虚拟 PC 或虚拟应用程序（GRID vPC 或 vApp）
是为制造公司打造通用型 VDI 的理想之选，服务对象为财务、
人力资源和市场营销部门的知识工作者以及办公效率应用程序
的其他用户。

优势 优势

为工程师和设计师提供更快的 3D 模型加载

通过 PLM 数据整合提高一致性

加快 3D 模型访问和响应速度

增强外部供应商和承包商访问的安全性

更好地保护数据和知识产权 

提升用户对 VDI 图形工作站的认可度

通过减少数据传输，使应用程序实现更快性能

可在数据中心内执行数据版本控制

可实现性能扩展

最多可支持四台 4K 显示器

提升员工的移动性

集中管理业务连续性与灾难恢复

云就绪

可随时随地访问专为移动性日渐增强的劳动力而打造的 
虚拟化图形设计应用程序

支持 Windows 10 和当下效率应用程序日益增长的图形需求

最多可支持四台高清显示器，进而提高工作效率

为在整个组织内扩展 VDI 提供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

降低 IT 管理成本

常用应用程序
ANSYS Fluent、Autodesk AutoCAD、Autodesk 3ds 
Max、Dassault Systèmes CATIA、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PTC Creo、Siemens NX

常用应用程序
Adobe Creative Cloud、Microsoft Office

NVIDIA 虚拟 GPU 解决方案

什么是 GPU 虚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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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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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vidia.com/en-us/design-visualization/quadro-vdws/
https://www.nvidia.com/en-us/design-visualization/grid-vpc-vapps/


制造领域主要用户组

目标用户 工程师、设计师、 
CAE 或 CAD 用户

市场营销师、创意工作者、 
设计人员、插图师

会计师、财务人员、人力资源师

使用案例 用于远程查看和编辑庞大的 3D  
模型和图像

用于通用型 VDI（采用虚拟化 
设计和创意应用程序， 
如 Adobe Creative Cloud）

用于通用型 VDI（采用虚拟化 
Windows 10 和常用的办公效率 
应用程序）

推荐 基于 Tesla P40、M60、P6 或 M6 
构建的 Quadro vDWS（最多可支
持四台 4K 显示器）

基于 Tesla M10、M6 和 P6 构建的 
GRID vPC 或 vApp（最多可支持四
台高清显示器）

基于 Tesla M10、M6 和 P6 构建的 
GRID vPC 或 vApp（最多可支持四
台高清显示器）

客户案例

Honda R&D Co.Ltd.
日本和光市

Nordam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

PSA Peugot Citroen
法国巴黎

Honda 公司部署了由 NVIDIA 虚拟 GPU 
提供动力支持的新一代工程 VDI，旨在
提高研发及生产中心的生产力和运营 
效率。通过在数据中心加速图形，
NVIDIA 虚拟 GPU 使团队能够在任何 
设备上使用 CAD 或 CAE 应用程序， 
即使是廉价笔记本电脑也不例外。此外，
Honda IT 部门还可以为高级用户和 
知识工作者等类似用户分配适当的性能
级别。在所有 Honda 集团公司中， 
有超过 4000 个 VDI 系统正在体验 
更高的应用程序性能和更好的用户 
体验，此外还享有更快的数据访问 
速度和更高的 IP 安全性。

Nordam 实施了基于 VDI 的 NVIDIA 
Quadro 虚拟数据中心工作站 (Quadro 
vDWS) 解决方案，旨在实现完整的图形
加速和工作站级性能，同时提高安全性。
现在，工程师和设计师可以在 NORDAM 
网络内的任意地点访问应用程序和数
据，而无需为每位用户绑定多个工作站。
多位用户可以共享同一桌面，进而以 
前所未有的方式促进公司内部的协作与
培训。通过以入门级 PC 或瘦客户端为
每位用户替换多达两个工作站和六台 
显示器，NORDAM 释放了宝贵的桌面 
空间，同时还可显著降低硬件和管理 
成本。  

该公司部署了由 NVIDIA 虚拟 GPU 提供
动力支持的 3D 虚拟化项目，旨在让 
设计师可以从任何地点及任何设备上 
直接访问高性能虚拟工作空间，同时 
提高硬件利用率和效率。借助 NVIDIA 
虚拟 GPU，该项目最远可在距巴黎数据
中心 500 公里处将延迟降低到 15 至 30 
毫秒，使远程工作人员可在此区域范围
内以本地设备响应时间运行图形密集型
应用程序。现在，PSA 设计工程师可以
在远程设备上运行高端图形应用程序，
并且不会造成质量损失，亦可在提高 
生产力的同时享受数据中心提供的安全
环境、管理便捷性以及灾难恢复等各种
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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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nvidia.com/virtualg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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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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化软件包括每个虚拟机的图形驱动程序。例如，
Quadro vDWS 即包含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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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云环境中支持严苛的工程和创意应用
程序。

应用程序和虚拟机

NVIDIA 图形驱动程序或 
NVIDIA Quadro 驱动程序

vGPU

NVIDIA 虚拟化软件

NVIDIA Tesla GPU

Hypervisor

服务器

NVIDIA 虚拟 GPU 的强大所在

性能一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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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界最高的用户密度解决方案，每个物理 GPU 
最多可支持 24 个虚拟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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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优管理和监控

新软件版本定期发布，确保您始终掌握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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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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