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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南

登录实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6 14:47:12

在购买并启动了 GPU 实例后，您可以连接并登录它。根据您本地的操作系统、GPU 实例操作系统和 GPU 实例是否可被 Internet 访问，不同情况下可以使用

不同的登录方式。

若 GPU 实例为 Linux 实例，具体登录指引可参见 登录 Linux 实例 。

若 GPU 实例为 Windows 实例，具体登录指引可参见 登录 Windows 实例 。

先决条件

使用密码登录到 GPU 云服务器时，需要使用管理员账号和对应的密码。

使用密钥登录到 GPU 云服务器时需要创建并下载私钥。

登录指引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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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实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1-10-20 17:38:26

重启操作是维护 GPU 云服务器的一种常用方式，重启实例相当于本地计算机的重启操作系统操作。

登录 云服务器控制台 。

请参考 RebootInstances 接口 。

概述

重启准备：重启期间实例将无法正常提供服务，因此在重启之前，请确保 GPU 云服务器已暂停业务请求。 

重启操作方式：建议使用腾讯云提供的重启操作进行实例重启，而非在实例中运行重启命令（如 Windows 下的重新启动命令及 Linux 下的 Reboot 命

令）。 

重启时间：一般来说重启操作后只需要几分钟时间。 

实例物理特性：重启实例不改变实例的物理特性。实例的公网 IP、内网 IP、存储的任何数据都不会改变。 

计费相关：重启实例不启动新的实例计费时间。

使用控制台重启实例

重启单个实例：勾选需要重启的实例，在列表顶部，单击重启。或在右侧操作栏中，选择更多 > 实例状态 > 重启。

重启多个实例：勾选所有需要重启的实例，在列表顶部，单击重启。即可批量重启实例。不能重启的实例会显示原因。

使用 API 重启实例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api/213/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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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NVIDIA 驱动

驱动版本选型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1 11:24:42

NVIDIA GPU 实例  需要安装驱动后才可以正常使用，您可参考本文，为您的实例选择适合的驱动类型及安装方式。

如何进行 GPU 驱动类型选型

实例类型 场景 驱动类型 推荐安装方式

计算型实例 - 直通卡型

通用计算
Tesla 驱

动
自动安装 GPU 驱动  

图形渲染
GRID 驱

动

在购买页镜像市场中选择已预装 GRID 驱动的付费镜像，详情请参见 使用预装 GPU 驱

动的镜像

计算型实例 - vGPU - vCS 通用计算
GRID 驱

动
选择已预装 GRID 驱动的公共镜像

渲染型实例 - vGPU - 

vDWS/vWS
图形渲染

GRID 驱

动
选择已预装 GRID 驱动的公共镜像

说明

如您需手动安装 GPU 驱动，请参见 安装 Tesla 驱动  和 安装 GRID 驱动 。

各实例支持自动安装的驱动版本

实例
支持驱动类

型
自动安装支持驱动版本 可用带驱动镜像 手动安装驱动版本支持

计算型

PNV4

Tesla 驱动      

GRID 驱动

CentOS 7.2 - 8.2 64

位、Ubuntu 18.04 LTS 

64位

Tesla 驱动 470.82.01

Tesla 驱动 

460.106.00

镜像市场付费镜像

镜像市场免费镜像

Windows Server 2019中文版

GPU基础镜像（预装 GRID13 驱

动，vDWs/vWs License）64位

Windows Server 2019中文版

GPU基础镜像（预装GRID 11驱动，

vDWs/vWs License）64位

CentOS 7.6 NVIDIA GPU基础镜

像（预装驱动和CUDA 10.2）64位

CentOS 7.5 NVIDIA GPU基础镜

像（预装驱动和CUDA 9.2）64位

CentOS 7.2 NVIDIA GPU基础镜

像（预装驱动和CUDA 9.2）64位

GPU服务器CentOS 7.6带CUDA 

10.0 32位

GPU服务器CentOS 7.6带

Tensorflow 32位

GPU服务器CentOS 7.6带

Pytorch 32位

GPU服务器Ubuntu 18.04带

Pytorch 64位

Tesla 驱动

无特殊要求，官方支持版本即可。      

GRID 驱动

说明：手动安装 GRID 驱动需要您前

往 NVIDIA 官网下载并购买 

license。版本选择可参见

GRID 驱动版本说明

GRID14 驱动

GRID13 驱动

GRID11 驱动

计算型GT4

CentOS 8.0 - 8.2 64位

Ubuntu 20.04 LTS 64

位

CentOS 7.2 - 7.9 64

位、Ubuntu 18.04 LTS 

64位

GPU Tesla 驱动 

470.82.01

GPU Tesla 驱动 

460.106.00

Tesla 驱动 

450.102.04

Tesla 驱动 

450.102.04

Tesla 驱动 470.82.01

Tesla 驱动 

460.106.00

计算型

GN10Xp

CentOS 7.2 - 8.2 64

位、Ubuntu 

18.04/20.04 LTS 64位

Tesla 驱动 计算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60/1970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60/87022#.E5.AE.89.E8.A3.85.E6.96.B9.E5.BC.8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60/3012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60/804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60/30060
https://docs.nvidia.com/grid/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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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102.04

Tesla 驱动 470.82.01

Tesla 驱动 

460.106.00

GN7-直通

卡

推理型GI3X

CentOS 7.2 - 8.2 64

位、Ubuntu 18.04 LTS 

64位

Tesla 驱动 

450.102.04

Tesla 驱动 470.82.01

Tesla 驱动 

460.106.00

计算型

GN10X CentOS 7.2 - 8.2 64

位、Ubuntu 18.04 LTS 

64位

Ubuntu 20.04 LTS 64

位

Tesla 驱动 

450.102.04

Tesla 驱动 470.82.01

Tesla 驱动 

460.106.00

Tesla 驱动 

450.102.04

计算型GN8

计算型

GN6/GN6

S

计算型

GN7-

vGPU

GRID 驱动 -

CentOS 8.0 64位 GRID11.1

Ubuntu Server 20.04 LTS 64位 

GRID11.1

Linux- GRID11.1 驱动 450.80.02

渲染型

GNV4v Windows Server 2019 数据中心版 

64位 中文版 GRID13
Windows-GRID13 驱动 471.68

渲染型

GNV4

渲染型

GN7vw

CentOS 8.0 64位 GRID11.1

Ubuntu 20.04 LTS 64位 GRID 

11.1

Windows Server 2019 数据中心

版 64位 中文版 GRID11.1

Linux-GRID11.1 驱动 

450.80.02

Windows-GRID11.1 驱动 

45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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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安装方式推荐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1 11:24:42

NVIDIA GPU 实例  需要安装驱动后才可以正常使用，您可通过腾讯云提供购买页自动安装驱动功能，或已预装驱动的镜像创建实例。创建实例后十分钟内初始

化完毕即可开展您的业务，免除了手动下载部署 GPU 驱动所需要的数小时繁琐流程。

1. 在云服务器 购买页  创建实例的过程中， 选择镜像  步骤请选择 CentOS 或 Ubuntu 镜像。 

选择后即出现“后台自动安装GPU驱动”选项，勾选后即可按需选择 CUDA 和 cuDNN 版本。如下图所示： 

各实例支持自动安装的镜像版本请参见 驱动版本选型 。

2. 购买页其他配置选择请参见 购买 GPU 实例 ，创建完成后请前往控制台，找到实例并等待10分钟左右驱动安装完成。

3. 参见 使用标准登录方式登录 Linux 实例 ，登录实例。

4. 执行以下命令，验证驱动是否安装成功。

自动安装 GPU 驱动

nvidia-smi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60/19700
https://buy.cloud.tencent.com/?tab=custom&regionId=8&zoneId=800005&instanceType=GN7.5XLARGE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60/30211#.E6.AD.A5.E9.AA.A43.EF.BC.9A.E9.80.89.E6.8B.A9.E9.95.9C.E5.83.8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60/3021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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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返回类似下图中的 GPU 信息，则说明驱动安装成功。 

如果您的业务类型属于图形图像处理（3D 渲染，视频编解码），需要使用 DirectX 和 OpenGL 等图形 API，推荐您选择 渲染型实例 。 

腾讯云提供预装 GRID 驱动的公共镜像，您在 购买页  中选择对应镜像版本后，在 控制台  等待创建完成即可使用渲染型实例。如下图所示：

各个实例支持 GRID 版本请参见 驱动版本选型 。

使用预装 GPU 驱动的镜像

渲染型实例 计算型实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60/63854
https://buy.cloud.tencent.com/?tab=custom&regionId=8&zoneId=800005&instanceType=GN7.5XLARGE80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nstanc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60/76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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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Tesla 驱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0 10:42:42

GPU 云服务器正常工作需提前安装正确的基础设施软件，对 NVIDIA 系列 GPU 而言，有以下两个层次的软件包需要安装：

若把 NVIDIA GPU 用作通用计算，则需安装 Tesla Driver + CUDA。本文介绍如何安装 Tesla Driver，如何安装 CUDA 请参见 安装 CUDA 指引 。

Linux 驱动安装采用 Shell 脚本安装方式，适用于任何 Linux 发行版，包括 CentOS，Ubuntu 等。

NVIDIA Telsa GPU 的 Linux 驱动在安装过程中需要编译 kernel module，系统需提前安装 gcc 和编译 Linux Kernel Module 所依赖的包，例如 

kernel-devel-$(uname -r)  等。本文提供 CentOS 及 Ubuntu 系统操作步骤，请您按需选择：

1. 执行以下命令，检查当前系统中是否已安装 dkms。

返回结果如下图，则表示已安装 dkms。 

如未安装 dkms，则执行以下命令进行安装。

2. 登录 NVIDIA 驱动下载  或访问 http://www.nvidia.com/Download/Find.aspx 。

3. 根据实例操作系统及 GPU 规格，选择操作系统和安装包。GPU 规格信息请参见 实例类型 。

4. 单击 SEARCH 搜寻驱动，选择要下载的驱动版本。本文以 V100 为例，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驱动 GPU 工作的硬件驱动程序。

上层应用程序所需要的库。

说明

为方便用户，用户可以在创建 GPU 云服务器时，在服务市场里选择预装特定版本驱动和 CUDA 的镜像。详情请参见 驱动安装方式推荐 。

操作步骤

Linux 驱动安装

CentOS Ubuntu

rpm -qa | grep -i dkms

sudo yum install -y dkms

注意

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选择 Linux 64-bit 即表示下载 shell 安装文件。如果选择具体的发行版，则下载的文件是对应的包安装文

件。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60/8064
http://www.nvidia.com/Download/Find.aspx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60/1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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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特定的版本进入下载页面，单击 DOWNLOAD。如下图所示：

6. ，当出现以下页面时，右键单击 AGREE&DOWNLOAD 并选择菜单中的复制链接地址。如下图所示：

7. 参见 使用标准方式登录 Linux 实例（推荐） ，登录 GPU 实例。您也可以根据实际操作习惯，选择其他不同的登录方式：

8. 使用 wget  命令， 粘贴 步骤6  中已获取的链接地址，下载安装包。如下图所示：

如有填写个人信息的页面可选择直接跳过

使用远程登录软件登录 Linux 实例  

使用 SSH 登录 Linux 实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3569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3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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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您可在本地系统下载 NVIDIA 安装包，再上传到 GPU 实例的服务器。

9. 执行以下命令，对安装包添加执行权限。 例如，对文件名为 NVIDIA-Linux-x86_64-418.126.02.run  添加执行权限。

10. 依次执行以下命令，检查当前系统中是否已安装 gcc 和 kernel-devel 包。

返回结果如下，则表示已安装 gcc 和 kernel-devel。

如未安装，则请执行以下命令进行安装。

11. 执行以下命令，运行驱动安装程序，并按提示进行后续操作。

12. 安装完成后，执行以下命令进行验证。

如返回信息类似下图中的 GPU 信息，则说明驱动安装成功。 

chmod +x NVIDIA-Linux-x86_64-418.126.02.run

rpm -qa | grep kernel-devel

rpm -qa | grep gcc

sudo yum install -y gcc kernel-devel

注意

如升级了 kernel 版本，则需要将 kernel-devel 升级至与 kernel 相同的版本。

sudo sh NVIDIA-Linux-x86_64-418.126.02.run  --disable-nouveau

nvidia-s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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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 使用 RDP 文件登录 Windows 实例（推荐） ，登录 GPU 实例。

2. 访问 NVIDIA 驱动下载  官网。

3. 根据实例操作系统及 GPU 规格，选择操作系统和安装包。GPU 规格信息请参见 实例类型 。 

本文以 V100 为例，如下图所示： 

4. 打开下载驱动程序所在的文件夹，双击安装文件开始安装，按照界面上的提示安装驱动程序并根据需要重启实例。

安装完成后，如需验证 GPU 是否正常工作，请查看设备管理器。

Linux 系统驱动安装失败表现为 nvidia-smi 无法工作，通常原因如下：

1. 系统缺乏编译 kernel module 所需要的包，如 gcc，kernel-devel-xxx 等，导致无法编译，最终安装失败。

2. 系统里面存在多个版本的 kernel，由于 DKMS 的不正确配置，导致驱动编译为非当前版本 kernel 的 kernel module，导致 kernel module 安装失

败。

3. 安装驱动后，升级了 kernel 版本导致原来的安装失效。

Windows 驱动安装

安装失败原因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5
http://www.nvidia.com/Download/Find.aspx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60/1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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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GRID 驱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1 11:12:13

腾讯云提供的计算型 GPU 实例（GN6/GN6S/GN7/GN8/GN10X）采用了 NVIDIA P4、T4、P40 以及 V100 等。Tesla 系列 GPU 可同时支持通用计算

和图形图像处理，例如：

使用 Tesla 系列 GPU 用作图形图像处理，需要向 NVIDIA 或其代理商购买对应的 License。此外，NVIDIA 也提供了90天试用 License 的申请。本文将介

绍申请试用 License，并配置 License 服务器和安装 GRID driver。

1. 前往 NVIDIA Enterprise Account ，注册账号并申请试用 License。具体步骤请参考 注意事项 。

2. 成功提交申请后，将提示您于2天内在设置的邮箱查收邮件。 

  如果您申请的地区是中国，或者使用了公共邮箱进行注册，您可能会收到如下邮件： 

3. 测试 License 账户需要2天的时间由后台进行账号审批，审批通过后，您会收到2封邮件。如下图所示： 

4. 打开邮件 “NVIDIA Set Password”。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安装免费的 Tesla Driver 和 CUDA SDK ，可用作深度学习、科学计算等通用计算场景。

安装 GRID Driver 并且配置相关的 License 服务器，可开启 GPU 的 OpenGL 或 DirectX 图形加速能力。

说明

如在申请过程中遇到问题，则请与 NVIDIA 联系，本文仅供参考。

您也可直接使用腾讯云 GN7vw 服务器，免除 vDWS License 申请及搭建服务器步骤。腾讯云 GN7vw 服务器目前在试用阶段，您可 联系我们  

申请试用。

操作步骤

申请 License

http://www.nvidia.com/object/nvidia-enterprise-account.html
https://mp.weixin.qq.com/s/a6U1-GFAM9jXoLfvxO6nGA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connect-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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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 SET PASSWORD 并设置初始口令，设置完成即可单击 LOGIN 登录您的 NVIDIA 企业账号。也可前往 NVIDIA 许可门户网站  进行登录。

6. 登录成功后，进入 “Dashboard” 页面。如下图所示： 

1.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SOFTWARE DOWNLOADS，进入 “Software Downloads” 页面。

2. 选择下拉框中的 Miscrosoft Windows Hyper-V 及 2016，单击目标搜索结果所在行右侧的 Download。即使用最新的 NVIDIA Virtual GPU 

SoftWare 版本，本文以 GRID 9.3 版本为例。如下图所示： 

3. 创建一台普通云服务器，作为 License 服务器。详情请参见 创建实例 。

说明

vGPU 试用的全部资源均可由此网站获得，包括 vGPU 软件和 License Server 软件。

软件准备

说明

https://nvid.nvidia.co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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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页面右上角的 Additional Software，单击所需下载的 License Server 软件。本文以下载 2019.11 64-bit License Manager for Windows 为

例，如下图所示：

5. 将 License Server 软件安装至 步骤3  创建的云服务器，详情请参见 License Server User Guide 。在完成安装后获取该 License 服务器的 MAC 地

址。

6.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LICENSE SERVERS，进入 “License Servers” 页面。

7. 选择右上角的 CREATE LICENSE SERVER，在弹出的 “Create License Server” 窗口中填写相关信息注册新的 License Server。 

其中 MAC Address 请填写 步骤5  获取的 License 服务器 MAC 地址。

8. 成功创建后，在 “License Servers” 页面选择该项下的 ，添加多个特性。如下图所示： 

9. 在弹出的 “Add Features” 页面，选择您试用的 License Feature，填写该 License 服务器的 License 数量，并单击 ADD。如下图所示： 

10. 确认添加完毕后，单击 ADD FEATURES。

11. 成功添加后，可在 “License Servers” 页面查看授权该 License 服务器的状态，包含数量和 License 过期时间。

12. 选择 ，下载用于该 License Server 的 License 授权文件。如下图所示： 

云服务器操作系统建议使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版本。

配置 License 服务器

https://docs.nvidia.com/grid/ls/2019.11/grid-license-server-user-guid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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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 License 服务器访问 License 管理控制台： http://localhost:8080/licserver 。

2. 选择左侧 License Server 栏中的 License Management，并导入 License 文件。

3. 选择 Licensed Feature Usage，查看授权数量。如下图所示： 

1. 购买并创建一台计算型 GPU 实例（GN6/GN6S/GN7/GN8/G10X）。详情请参见 创建实例 。

2. 登录实例，详情请参见 使用标准方式登录 Windows 实例（推荐） 。

3. 安装 GRID Driver 安装程序，即安装 NVIDIA vGPU for Windows 驱动程序。打开安装程序后按照界面提示完成安装，如下图所示： 

说明

授权文件下载完成后，需在24小时内通过 License 管理控制台导入该 License 文件。更多信息请参见 NVIDIA官方文档 。

安装 GRID Drive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8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7778
https://docs.nvidia.com/grid/6.0/grid-software-quick-start-guide/index.html#installing-grid-license-server-and-lic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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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安装后，在控制面板中查看驱动是否安装正确。如下图所示：

4. 使用远程桌面连接方式登录 GPU 实例，详情请参见 使用远程桌面连接登录 Windows 实例 。

5. 在 GPU 实例中，右键单击桌面或者单击任务栏的右下角 ，打开 NVIDIA Control Panel。

6. 选择管理许可证，配置 License 服务器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并确保 License 服务器的 IP 地址可以被访问，以及端口号已设置为开放状态。例如，将 

License 服务器的 IP 地址配置为公网 IP 或者在同一个 VPC 内的内网地址，配置的 IP 地址可以被用户正常访问，且端口号已设置为开放状态。如下图所

说明

微软的远程桌面不支持使用 GPU 的 3D 硬件加速能力，如需使用则请安装第三方桌面协议软件，并通过对应客户端连接实例，使用 GPU 图形图像

加速能力。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35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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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7. 完成以上配置，NVIDIA GPU 实例便即可运行图形图像处理程序。如下图所示： 



GPU 云服务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0 共29页



GPU 云服务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1 共29页

安装 CUDA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5 14:49:32

CUDA（Compute Unified Device Architecture）是显卡厂商 NVIDIA 推出的运算平台。CUDA™ 是一种由 NVIDIA 推出的通用并行计算架构，该架构

使 GPU 能够解决复杂的计算问题。它包含了 CUDA 指令集架构（ISA）以及 GPU 内部的并行计算引擎。 开发人员目前可使用 C 语言、C++ 及 FORTRAN 

来为 CUDA™ 架构编写程序，所编写出的程序可在支持 CUDA™ 的处理器上以超高性能运行。

GPU 云服务器采用 NVIDIA 显卡，则需要安装 CUDA 开发运行环境。本文以目前最常用的 CUDA 10.1 为例，您可参考以下步骤进行安装。

1. 前往 CUDA 下载  页面或访问 https://developer.nvidia.com/cuda-toolkit-archive 。

2. 选择 GPU 驱动对应的 CUDA 版本 ，本文以 CUDA Toolkit 10.1 为例。如下图所示：

3. 按照页面上的提示，依次选择操作系统和安装包。本文选择方式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Linux 系统指引

注意

Installer Type：推荐选择 runfile（local）。

network：网络安装包，安装包较小，需要在主机内联网下载实际的安装包。

local：本地安装包。安装包较大，包含每一个下载安装组件的安装包。

https://developer.nvidia.com/cuda-toolkit-archive
https://docs.nvidia.com/cuda/cuda-toolkit-release-not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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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右键单击【Download】并选择菜单中的【复制链接地址】。如下图所示： 

5. 参考 使用标准方式登录 Linux 实例（推荐） ，登录 GPU 实例。您也可以根据实际操作习惯，选择其他不同的登录方式：

6. 使用 wget  命令， 粘贴 步骤4  中已获取的链接，下载安装包。如下图所示： 

或者您可在本地系统下载 CUDA 安装包，再上传到 GPU 实例的服务器。

7. 依次执行以下命令，对安装包添加执行权限。例如，对文件名为 cuda_10.1.105_418.39_linux.run  添加执行权限。

8. 重启系统。

9. 依次执行以下命令，配置环境变量。

10. 依次执行以下命令，验证 CUDA 安装是否成功。

如返回结果显示 Result=PASS，则表示 CUDA 安装成功。 

若执行 make  命令后，出现如下图所示错误。 

选择完成出现以下信息时，

使用远程登录软件登录 Linux 实例

使用 SSH 登录 Linux 实例

 sudo chmod +x cuda_10.1.105_418.39_linux.run

sudo ./cuda_10.1.105_418.39_linux.run --toolkit --samples --silent

echo 'export PATH=/usr/local/cuda/bin:$PATH' | sudo tee /etc/profile.d/cuda.sh

source /etc/profile

cd /usr/local/cuda-10.1/samples/1_Utilities/deviceQuery

make

./deviceQuer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3569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3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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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执行以下命令，安装对应的 gcc 包即可。

安装完成后，再次执行 步骤10  进行验证即可。

1. 参考 使用 RDP 文件登录 Windows 实例（推荐） ，登录 GPU 实例。

2. 访问 CUDA 官网。

3. 选择对应的 CUDA 版本，本文以 CUDA Toolkit 10.1 为例。如下图所示： 

4. 按照页面上的提示，依次选择操作系统和安装包。本文选择方式如下图所示：

5. 打开下载 CUDA 所在的文件夹，双击安装文件开始安装，按照界面上的提示安装程序并根据需要重启实例。 

若最后出现完成对话框，则表示安装成功。如下图所示：

yum install -y gcc-c++

Windows 系统指引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5
https://developer.nvidia.com/cuda-toolkit-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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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镜像市场镜像

使用预装 GPU 驱动的镜像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1 11:12:13

为方便用户使用，云市场提供了预装 GPU 驱动的镜像。在创建 GPU 实例时，可以通过镜像市场选择相关镜像完成部署。 

1. 在 购买页  选择所需要的 GPU 实例机型及相关配置。

2. 在 镜像 中选择镜像市场，单击从镜像市场选择。如下图所示： 

3. 在弹出的 选择镜像 对话框的搜索框中，输入 GPU 并单击搜索按钮。列出所有预装 GPU 驱动的镜像，如下图所示： 

4.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预装 GPU 驱动的镜像，单击免费使用。如下图所示： 

本文以 CentOS 7.5 NVIDIA GPU 基础镜像（预装驱动和 CUDA 9.2）  为例，您可根据实际需求并参考 NVIDIA GPU 驱动预装镜像  进行选择。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如何选择安装驱动预装镜像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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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界面提示，完成实例创建的配置。

以上镜像为计算型 GPU 实例 GN2/GN6/GN6S/GN7/GN8/GN10/GN10S/GN10X 专用，预装了 NVIDIA Tesla GPU 驱动程序418.67，以及 CUDA 

9.2/10.2。

NVIDIA GPU 驱动预装镜像

CentOS 7.2 NVIDIA GPU 基础镜像（预装驱动和 CUDA 9.2）

CentOS 7.5 NVIDIA GPU 基础镜像（预装驱动和 CUDA 9.2）

CentOS 7.6 NVIDIA GPU 基础镜像（预装驱动和 CUDA 10.2）

说明

预装镜像的驱动和 CUDA 版本是固定的，选择有限。如需自定义安装驱动和 CUDA，请参考 安装 NVIDIA Tesla 驱动 。

https://market.cloud.tencent.com/products/6630?productId=6630&_ga=1.163902902.805765411.1545285819
https://market.cloud.tencent.com/products/6635?productId=6635&_ga=1.93543700.805765411.1545285819
https://market.cloud.tencent.com/products/6637?productId=6637&_ga=1.93543700.805765411.154528581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60/8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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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预装 AI 环境的镜像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1 11:12:13

为方便用户使用，云市场提供了预装 GPU 驱动和 AI 环境的镜像。在创建 GPU 实例时，可以通过镜像市场选择相关镜像完成部署。 

1. 在 活动页  选择所需要的 GPU 实例机型及相关配置。

2. 选择预装镜像，单击 TensorFlow 2.8.0 或 Pytorch 1.9.1。如下图所示：

3. 根据界面提示，完成实例创建的配置。

4. 参见 指引 ，登录 JupyterNotebook。

1. 在 购买页  选择所需要的 GPU 实例机型及相关配置。

2. 在镜像 中选择镜像市场，单击从镜像市场选择。如下图所示：

3. 在弹出的“选择镜像”对话框的搜索框中，输入 TensorFlow 2.8.0 或 Pytorch 1.9.1  并单击搜索按钮，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选择安装驱动预装镜像

活动页

购买页

https://cloud.tencent.com/act/pro/gpu-study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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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预装 GPU 驱动的镜像，单击免费使用。如下图所示：

5. 根据界面提示，完成实例创建的配置。

6. 参见 指引 ，登录 JupyterNotebook。

1. 在 控制台  登录实例，执行以下命令取得登录 JupyterNotebook 的链接：

2. 复制登录链接在浏览器打开，在 JupyterNotebook 中验证 AI 框架 和 GPU 环境：

以上镜像为计算型 GPU 实例 GN7/GN10/GN10Xp 专用，预装了 AI 框架、JupyterNotebook 和 NVIDIA Tesla GPU 驱动程序 460.106.00，以及 

CUDA 11.2.2。

登录 JupyterNotebook

jupyter notebook list | sed "s/\(localhost\|127.0.0.1\|0.0.0.0\)/$(curl http://metadata.tencentyun.com/latest/meta-data/public-ip

AI 环境预装镜像列表

TensorFlow 2.8.0 Ubuntu 18.04 GPU 基础镜像（预装460驱动）  

Pytorch 1.9.1 Ubuntu 18.04 GPU 基础镜像（预装460驱动）  

说明

预装镜像的 AI 开发框架、驱动和 CUDA 版本是固定的，选择有限。如需自定义安装驱动和 CUDA，请参见 安装 NVIDIA Tesla 驱动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nstance/
https://market.cloud.tencent.com/products/36515
https://market.cloud.tencent.com/products/365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60/8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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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GPU 监控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9 15:12:51

监控与告警是保证 GPU 云服务器高可靠性、高可用性和高性能的重要部分。创建 GPU 云服务器时，默认免费开通云监控。您可通过 云服务器控制台  查看监控

指标，详细说明请参见 云服务器监控内容 。NVIDIA GPU 系列实例另外提供了监控 GPU 使用率，显存使用量，功耗以及温度等参数的能力。

您也可以在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分析监控指标和实施告警，更多详细内容可参见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告警管理 。

GPU 监控是通过在 GPU 云服务上部署安装相关 GPU 驱动  和 云服务器监控组件  来实现的，使用不同的镜像需要不同的处理方式：

单击 GPU 列表中的    监控图标， 访问 控制台  GPU 实例的监控页面，查看 GPU 监控，移动鼠标到指标曲线上将显示对应 GPU 设备的 BDF 和监控数

据。如下图所示：

参数说明：

GPU 监控工作条件

使用公共镜像：公共镜像默认包含云服务器监控组件，只需安装 GPU 驱动。

使用镜像市场GPU驱动预装镜像 ：无需任何安装。

使用导入镜像：需手动安装云服务器监控组件和 GPU 驱动。

查看 GPU 工作参数

指标名称 含义 单位 维度

GPU 使用率 评估负载所消耗的计算能力，非空闲状态百分比 % per-GPU

GPU 显存使用量 评估负载对显存占用 MBytes per-GPU

GPU 功耗 评估 GPU 耗电情况 W per-GPU

GPU 温度 评估 GPU 散热状态 摄氏度 per-GPU

无监控数据原因

只支持 NVIDIA GPU 实例。

没有安装 GPU 驱动或监控组件。

其他原因分析可参见 云服务器无监控数据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nstance/index?rid=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165#.E7.9B.91.E6.8E.A7.E5.86.85.E5.AE.B9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over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612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60/804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621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60/3012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174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