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当代“达芬奇”
和“爱因斯坦”们
提供超强计算性能
我们在 年前就开始着手改造计算机图

形技术。

游戏市场的蓬勃发展，以及该市场对更佳

图形效果的持续需求，推动着我们

将 发展成为计算机的大脑，在虚拟

现实、高性能计算和人工智能的交叉领域

大显身手。

计算已成为当代“达芬奇

“和“爱因斯坦”们必备的工具。

对于他们而言，我们的创造几可

媲美时间机器。



决定计算性能的
两股力量

年来， 性能的变化从未脱离

摩尔定律。但是， 性能提升的

步伐现在已经放缓，而对计算能力的

需求却一路攀升。

帮助机器进行学习。 可以解决

无法靠人力解决的巨大挑战。不过，

必须由强大的计算能力加以推动。

加速计算是突破摩尔定律的未来发展

道路，能让计算性能每 年提高

倍。

年来的 趋势数据 ：当今 时代的火花



是一家加速计算公司。它最初

致力于开发高度专门化的并行处理器

（名为 ），之后相继涉足系统设

计、系统软件、算法和优化应用程序

领域。

是一套软件库，可加速运

行游戏、运输和医疗健康等高增长市

场中的应用程序，而且全都基于一个

目前由超过 万位开发人员支持的

通用 架构。

一个架构

游戏

专业可视化

高性能计算 运输 医疗健康

机器人



着色器 计算

革命性的 架构将实

时光线追踪、人工智能和可编程着色技术

融为一体，彻底改变专业图形和游戏技术。

凭借超过 的性能，

可以处理深度学习模型，轻松创造特效、

增强画质和将 角色动画化。

图形和 技术
的巨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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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改变了现代
计算机图形技术
我们于 年研发的 将实时可编程着色技术变为现实，

为艺术家提供各类调色板，供其挥洒创意。

年，我们推出的 架构和 光线追踪技术

实现了计算机科学家的另一个设想，并为实时图形技术领域的

艺术性和逼真性跃上新台阶铺平了道路。

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引领着视觉计算领域的发展。



视觉效果新时代
基于 的 可提供逼真的

图形效果，许多创作者都曾认为 年内

无法做到如此逼真。

电影、动画、建筑、产品设计等大型行业以

前仅使用 服务器场，现在，

能让这些行业更快速地完成逼真的

渲染。

再次彻底改变了

计算机图形技术。



如今，全球有 多家动画工作室，

它们中没有一家是独立工作的。动画行业

是高度协作的行业，但以前无法做到实时

协作。现在不同了。

将 制作

流程的各个环节整合到一个虚拟

设计工作室中。

如今，所有人都可以在

基于 的视图的华丽场景中实时

看到许多环节的成果。

一个 设计应用程序
促成动画行业的实时协作



GEFORCE NOWOMNIVERSE渲染与以往相比，各行各业的设计师和艺术

家如今能以更快的速度制作令人惊叹的

数字内容，但 渲染场无法满足要求。

一台 服务器搭载了 个

，能让 位用户同时运行

图形应用程序。

服务器从软件上进行了优化，

为渲染、远程工作站和云游戏市场带来

超强的性能和极高的性价比。

进军图形数据中心



颠覆游戏市场

在游戏市场掀起了一场彻底

的变革。实时光线追踪和神经图形处理协力

创造出令人瞠目的图形效果，并将 游戏

的逼真性推向新高度。

“战地 、“古墓丽影

、“地铁：

逃离 等 级游戏如今支持

。而在 、

和 的支持下，新一代游戏可轻松让数

以百万计的游戏玩家享受到光线追踪效果。



全球最大的游戏平台
游戏业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娱乐产业。此行

业坐拥 亿游戏玩家，而

就是业内最大的平台。

和 应用程序可

将日常用的 转变成强大的游戏机。

设计



面向所有人
的出色 游戏
终有一天，人人都会成为游戏玩家。

是云中的游戏 ，

可将功能不够强大或不兼容的计算机（

和 之类的计算机）转变成功能强大的

游戏计算机。

借助 联盟，软银、 等

全球电信公司正将这项服务推向世界各地的

新市场。



推动新计算时代的来临
年， 编程模型和 平台的问世给通用计算带来了并行处理

能力。从此诞生了一种颇为有效的新型计算方法。

如今，从全球最大的超级计算机到驱动云环境的庞大数据中心，都能看到这种新的

计算模式帮助解答复杂的问题、发现新的科学成果以及为移动设备带来令人惊叹的

功能。

目前，高性能计算和 的创新方式趋向一致，使得数据科学逐渐成为现代企业的

必备工具。



助力世界上运行速度
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要打造全球功能最强的计算机，最简单和能效

最高的方式就是使用 加速技术。如今有

多个应用程序支持 ，其中包括前十五大

高性能计算应用程序。

世界上运行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即美国的

），以及欧洲和日本最快速的系统，

都得到了 的助力。 个

将 的性能

加速到超过 （对于高性能计算）

和 （对于 ）。



正打造一个
自动运转的世界
对 的需求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 年，

全球电子商务零售额飙升到 万亿美元。

全世界汽车驾驶员的人数超过十亿，每年行驶

的路程达到一万亿英里。全球有一半地方的

每千人医生数小于 。

能够解决这些挑战，大大促进社会发展，

这是之前任何一次工业革命都无法比拟的。

运输 科学研究

医疗健康 互联网 电子零售



是
的引擎

提供端到端 开发能力 从数据

处理到 模型训练，再到模型在云中的部署。

技术针对各种 模型和 框架进行

了优化。从机器学习到深度学习，再到增强

学习，各种形式的 我们都能计算。

软件中心免费提供内含丰富

组件的软件套件。

所有云环境和计算机制造商都提供

。

数据分析 图形 深度学习训练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推理

合作伙伴生态系统



功能超强的
训练工具
训练神经网络是构建卓越 应用程序的

第一步。 是功能超强的

训练工具，它集合了 个 来提供

的训练性能。

年 月， 在 的初次

评比中创下了六项世界记录。 是

一套新的行业基准，旨在测试深度学习

性能。

图像分类

分钟
目标检测

分钟
目标实例分割

分钟

翻译（递归）

分钟
翻译（非递归）

分钟
推荐

分钟



助力超大规模 推理
经过训练的 应用程序部署在非常复杂的大型云数据

中心，向数十亿用户提供语音、视频、图像和推荐服务。

如今使用的 算法多达数百种，使得推理成为成本

高昂的巨大挑战。

软件和新的 强强结合，

能优化和验证经过训练的神经网络，并加快其

运行速度。



数据科学是发展最快的计算领域。随着它成为

各行各业企业的必备通用工具包，数据分析和

机器学习也开始利用 。

平台支持 加速的

数据科学：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和数据

可视化（很快会实现加速）。

支持从超大规模到桌面规模的各种

数据科学计算。数据科学家可以使用新的

数据科学工作站加速运行预测模型

和转变业务流程。

加速数据科学研究

可视化：基于美国 年抵押数据的
贷款组合风险



医疗成像超级计算机
和计算成像领域的最新突破为放射科医生

带来了非常强大的工具，帮助他们及早发现

和治疗疾病。

工具包为现有的仪器带来

先进的图像重建、目标检测和分割以及

可视化功能，效果仿佛如虎添翼。

美国放射学会已选用 ，使其分布在

全美数千所医院的 位会员能够构建、

分享和验证 算法。

获得 的助力后
成像和可视化应用程序

容器

服务器

传统的医疗成像



一个应用广泛的
平台

的 加速软件栈组合了

工具包、库和一流的 软件，

显著提升从数据分析到渲染和可视化的

各种应用程序的性能。

对于为 优化的软件，

起着中心枢纽的作用。数据科学

家和开发人员可以在 上、在数据中

心内或通过云访问 容器和经过预先

训练的模型。

科学

医疗成像

深度学习

机器学习

渲染和
可视化

超大规模推理



自主机器正在掀起行业革命
突破不再只是来自科学实验室和超大规模云服务提供商。机器人时代已经来临，

并正在改变人们的出行方式、产品的生产方式和万亿级产业的营商方式。

自动驾驶汽车、自动农场设备和无人化工厂机器人已迅速从概念变为现实。而这
只是开始。第四次工业革命已拉开帷幕。



自主机器的引擎
是为 自主系统设计的新型芯片，

它将使许多大型行业实现自动化。

内含 亿个晶体管，是极为复杂的系

统级芯片 。我们花费 多个工程工

时，历时多年开发出汽车级水平的 ，

并已将其全面投产。



适用于自动驾驶汽车的

自动驾驶汽车将给市值高达 万亿美元

的运输业带来变革。

是一个开放式平台，能让

研究人员和编程人员开发新算法或针对

特定车辆修改算法。

为了训练网络，我们需要从世界各地

采集数据，然后输入到 超级

计算机。

模拟不仅能扩大训练集，还能包含无法在

道路上采集到的危险场景信息。经过训练

的模型部署在车载超级计算机上，提供

行人检测、驾驶员监控等功能。



创造运输业的未来
数百家汽车生产商、移动服务提供商、卡车

生产商、一级供应商、地图制作商和传感器

公司都在 上开发产品，合力

创造运输业的未来。

戴姆勒和博世正利用 开发无人驾驶

出租车车队。大众汽车正在 上开发

加入了 的驾驶舱体验。而 等

安全监管机构正使用

制定各自的自动驾驶检验标准。

汽车生产商

移动服务提供商

卡车生产商

一级供应商

地图制作公司

传感器公司



与丰田
自动驾驶汽车领域的合作典范
数十年来，汽车行业的研发投入集中在引擎

设计和材料加工上。现在，领先的汽车生产商

正将资金改为投入到由软件定义的未来自动

驾驶技术上。

丰田最近宣布与 开展新的合作，

共同开发、训练和验证一个单一架构，

该架构将部署到丰田全系列的新一代

自动驾驶汽车上。

适用于
的

计算机驾驶
模拟

开发
系统



机器人学习平台
所有会移动的机器最终都将实现自主化，这为

从制造业和农业到消费品和零售业的各个行业

带来了新的商机。

平台能加快机器人的开发和部署

速度。 是一个虚拟现实模拟器，

供机器人专家创造和训练机器人。使用

将在 中创建的软件写入机器人

中，就能创造出一台智能机器。

位于西雅图的 机器人研究实验室训练了许多机器人，
“厨房机械手”就是其中之一。



和 为机
器人和 行业提供

提供了机器人、无人机和

智慧城市等嵌入式系统所需的高能效计算能力。

新的 将为嵌入式 应用带来

数百万个低功耗的小型 系统。

从 到 ， 的所有 计算机都

在同一个 软件栈上运行。



NVIDIA 文化
独特的文化将 NVIDIA 全体员工凝聚在一起，这种文化就是我们公司

的运作制度。我们梦想远大、勇于冒险，并且一起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速度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法宝。精工细作是一份热爱。我们没有组织结

构图，项目就是“统帅”。

这些信念贯穿我们的每项工作 – 从设计令人惊叹的产品，到打造一家

可以让员工奋斗终生的伟大公司。



学习机器
二十多年来， 不断重塑自我。

年，我们发明了 ，这极大地

推动了 游戏市场的发展，重新定义了

现代计算机图形技术，并彻底改变了并行

计算。前不久， 计算引爆了 时代。

如同一台“学习机器”，通过适应

关乎世界且只有我们才能解决的棘手新

机遇而不断前行。



员工有着强烈的企业责任感。

年，我们的慈善捐赠总额超过 万美元。

迄今为止， 基金会的

计划已在抗癌事业上投入了 多万美

元。此外，我们的 计划为弱势

青少年群体普及 知识，已使 多名

学生受益。

激励我们
回馈社区



成立于 年 黄仁勋，创始人兼 名员工 财年收入 亿美元

“全球最佳 ”
《哈佛商业评论》

“全球最佳 ”
《巴伦周刊》

“受雇员评价最高的
”

“最具创新力公司”
《快公司》

“全球最聪明的
家公司”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最佳雇主 强”
《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