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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南

最佳实践

安全组与网络

安全组是一种有状态的提供包过滤功能的虚拟防火墙，用户可通过设置安全组允许受信任的地址访问实

例，达到限制访问的目的。创建不同的安全组规则应用于不同安全级别的实例组上，确保运行重要业务

的实例无法轻易从外部触达。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安全组 。

定期修补，更新和保护实例上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

借助弹性公网 IP 地址，快速将地址重新映射到账户中的另一个实例（或 NAT

网关实例），从而屏蔽实例故障。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弹性IP地址 。

尽量使用 SSH 密钥 方式登录用户的 Linux 类型实例。使用 密码登录 的实例需要不定期修改密码。

选择使用 私有网络 进行逻辑区的划分。

存储

对于可靠性要求极高的数据，请使用 腾讯云云硬盘 以保证数据持久可靠存储。

对于访问频繁、容量不稳定的数据库，可使用 腾讯云云数据库 。

利用 对象存储 COS ，存储静态网页和海量图片、视频等重要数据。

备份与恢复

通过 云主机控制台 回滚备份好的 自定义镜像 恢复等方式。

跨多个可用区部署应用程序的关键组件，并适当地复制数据。

定期查看监控数据并设置好适当的告警。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云监控产品文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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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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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决条件

使用密码登录到 GPU 云服务器时，需要使用管理员帐号和对应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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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 GPU 实例为 Linux 实例，具体登录指引可参考登录 Linux 实例 

        若 GPU 实例为 Ubuntu 实例，具体登录指引可参考登录 Windows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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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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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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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登录 云主机控制台。

2. 重启单个实例：勾选需要重启的实例，在列表顶部，单击【重启】按键。或在右侧操作栏中，单击【更

多】-【云主机状态】-【重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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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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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考 RebootInstances 接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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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NVIDIA 驱动指引
GPU 云服务器必须具备相应的 NVIDIA 驱动，必须针对您的编译环境安装合适的 NVIDIA 驱动程序。

Linux 安装驱动

1. 登录 NVIDIA 驱动下载 或打开链接 http://www.nvidia.com/Download/Find.aspx 。

2. 选择操作系统和安装包。以 M40 为例，选择要下载的驱动版本：

3. 跳转后，右击【DOWNLOAD】-【复制链接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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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登录 GPU 实例，使用 

wget

命令， 粘贴上述步骤复制的链接地址下载安装包；或通过在本地系统下载 NVIDIA 安装包， 上传到

GPU 实例的服务器。

5. 对安装包加执行权限。 比如对文件名为 

NVIDIA-Linux-x86_64-352.99.run

加执行权限

chmod +x NVIDIA-Linux-x86_64-352.99.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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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装当前系统对应的 gcc 和 kernel-devel 包

sudo yum install -y gcc kernel-devel-xxx

xxx

是内核版本号，可以通过 

uname -r

查看。

7. 运行驱动安装程序 

sudo /bin/bash ./NVIDIA-Linux-x86_64-352.99.ru

按提示进行后续操作。

8. 安装完成后， 运行 nvidia-smi 如果有类似如下的 GPU 信息显示出来，说明驱动安装成功。

Windows 安装驱动

1. 登录 NVIDIA 驱动下载官网。

2. 选择操作系统和安装包。以 M40 为例，选择如下驱动程序：

第9页　共16页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nvidia.com/Download/Find.aspx


操作指南产品文档

3. 打开下载驱动程序的文件夹，然后双击安装文件以启动它。按照说明安装驱动程序并根据需要重启实例

。要验证 GPU 是否正常工作，请检查设备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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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AMD 驱动指引
GPU 云服务器必须具备相应的 GPU 驱动才可正常运用，对于AMD GPU

云服务器必须针对您的编译环境安装合适的 AMD GPU 驱动程序。

GA2 实例驱动安装

Windows 安装驱动

1. 请从您购买的GPU云服务器内访问该链接下载 AMD GPU 驱动 

http://mirrors.tencentyun.com/install/windows/s7150_guest_driver.7z

2. 打开下载驱动程序的文件夹，然后双击安装文件以启动它。要验证 GPU

是否正常工作，请检查设备管理器

3. 安装完成后，到设备管理器内查看，如下显示表明安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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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CUDA 驱动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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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人员现在可以使用 C 语言, C++ , FORTRAN 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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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U 云服务器采用 NVIDIA 显卡，需要安装 CUDA 开发运行环境。以目前最常用的 CUDA 7.5

为例，可参照以下步骤进行安装。

Linux 系统指引

1. 登录 CUDA驱动下载 或复制链接 https://developer.nvidia.com/cuda-75-downloads-archive 。

2. 选择操作系统和安装包。以 CentOS 7.2 64 位为例，可按如下方式进行选择：

注意：

Installer Type 推荐选择 rpm（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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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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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右击【Download】-【复制链接地址】。

4. 登录 GPU 实例，使用 

wget

命令， 粘贴上述步骤复制的链接地址下载安装包；或通过在本地系统下载 CUDA 安装包， 上传到

GPU 实例的服务器。

5. 在 CUDA 安装包所在目录下运行如下命令：

sudo rpm -i cuda-repo-rhel7-7.5-18.x86_64.rpm

sudo yum clean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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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o yum install cuda

6. 在 

/usr/local/cuda-7.5/samples/1_Utilities/deviceQuery

目录下，执行 

make

命令，可以编译出 deviceQuery 程序。

7. 执行 deviceQuery 正常显示如下设备信息，此刻认为 CUDA 安装正确。

Windows 系统指引

要在 Windows 实例上安装 CUDA ，请使用远程桌面以管理员的身份登录您的 Windows 实例。

1. 在 CUDA 驱动官网 下载 CUDA 安装包。

2. 选择操作系统和安装包。以 Win Server 2012 R2 64 位为例，可按如下方式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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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启动安装程序，按提示进行安装，如果最后出现完成对话框，则安装成功。

第15页　共16页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操作指南产品文档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第16页　共16页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tcpdf.org

	文档声明
	文档目录
	操作指南
	最佳实践
	登录实例
	重启实例
	安装 NVIDIA 驱动指引
	安装 AMD 驱动指引
	安装 CUDA 驱动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