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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阿里云提醒您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之前仔细阅读、充分理解本法律声明各条款的内容。
如果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您的阅读或使用行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

1. 您应当通过阿里云网站或阿里云提供的其他授权通道下载、获取本文档，且仅能用
于自身的合法合规的业务活动。本文档的内容视为阿里云的保密信息，您应当严格
遵守保密义务；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您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手册内容或
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2. 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公司或个人不得擅自摘抄、翻译、复制本文
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进行传播和宣传。

3.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调整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有可能变更。阿里云保留在没有
任何通知或者提示下对本文档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并在阿里云授权通道中不时
发布更新后的用户文档。您应当实时关注用户文档的版本变更并通过阿里云授权渠
道下载、获取最新版的用户文档。

4. 本文档仅作为用户使用阿里云产品及服务的参考性指引，阿里云以产品及服务
的“现状”、“有缺陷”和“当前功能”的状态提供本文档。阿里云在现有技术的
基础上尽最大努力提供相应的介绍及操作指引，但阿里云在此明确声明对本文档内
容的准确性、完整性、适用性、可靠性等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任何单位、
公司或个人因为下载、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发生任何差错或经济损失的，阿里云不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阿里云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惩戒性、
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损害，包括用户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遭受的利润损失，
承担责任（即使阿里云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

5. 阿里云网站上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著作、产品、图片、档案、资讯、资料、网
站架构、网站画面的安排、网页设计，均由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依法拥有其知识
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非经阿里云和/或其关
联公司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修改、复制、公开传播、改变、散布、发
行或公开发表阿里云网站、产品程序或内容。此外，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任
何人不得为了任何营销、广告、促销或其他目的使用、公布或复制阿里云的名称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为或以组合形式包含“阿里云”、“Aliyun”、“万网”等阿
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品牌，上述品牌的附属标志及图案或任何类似公司名称、商
号、商标、产品或服务名称、域名、图案标示、标志、标识或通过特定描述使第三
方能够识别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

6. 如若发现本文档存在任何错误，请与阿里云取得直接联系。

GPU云服务器 用户指南··法律声明

> 文档版本：20220602 I



通用约定
格式格式 说明说明 样例样例

 危险危险 该类警示信息将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至故
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危险危险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警告警告 该类警示信息可能会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
至故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警告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
时间约十分钟。

 注意注意 用于警示信息、补充说明等，是用户必须
了解的内容。

 注意注意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
请求。

 说明说明 用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门等，不是
用户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 rl+A选中全部文
件。

> 多级菜单递进。 单击设置设置> 网络网络> 设置网络类型设置网络类型。

粗体粗体 表示按键、菜单、页面名称等UI元素。 在结果确认结果确认页面，单击确定确定。

Courier字体 命令或代码。
执行 cd /d C:/window 命令，进入
Windows系统文件夹。

斜体 表示参数、变量。
bae log list  --inst anceid

Inst ance_ID

[] 或者 [a|b] 表示可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ipconfig [-all|-t ]

{} 或者 {a|b} 表示必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swit ch {act ive|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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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GPU实例本身并未配备相关驱动，因此您需要根据实际业务场景选择合适的GPU实例规格，并安装与之
匹配的NVIDIA驱动。本文将为您详细介绍不同场景下购买实例并安装驱动的指引。

驱动说明驱动说明
阿里云GPU实例支持安装以下两种NVIDIA驱动：

GPU驱动：用于驱动物理GPU。

GRID驱动：用于获得图形加速能力。

驱动的类型以及安装方式受业务场景、实例规格、操作系统等因素影响，示意图如下所示。

GPU虚拟化型实例驱动安装指引GPU虚拟化型实例驱动安装指引
GPU虚拟化实例（vgn6i、vgn5i）配备了分片虚拟化后的虚拟GPU，因此仅支持安装GRID驱动。由于GPU实例
配备的NVIDIA GPU计算卡尚未激活NVIDIA GRID License，GPU图形功能受到限制，您可以通过创建GPU实例
直接选购配备了已激活GRID License的镜像，也可以自行准备。具体说明如下：

操作系统
适用的驱动
类型

推荐使用场景 操作指引

1.NVIDIA驱动安装指引1.NVIDIA驱动安装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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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操
作系统
（Windows
Server）

GRID驱动
需要支持OpenGL、Direct3D
等图形计算场景

推荐您在创建GPU实例时，直接在镜像市场选
用预装GRID驱动的收费镜像，例如WindowsWindows
Server 2019 中文版预装GRID 12.3驱动Server 2019 中文版预装GRID 12.3驱动
镜像镜像 、Windows Server 2016 中文版预Windows Server 2016 中文版预
装GRID 12.3驱动镜像装GRID 12.3驱动镜像 。这些收费镜像带有
已经激活License的GRID驱动，您无需再手动
安装GRID驱动。

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配备GRID驱动的GPU实
例（Windows）。

如果您未在创建GPU实例时，通过镜像市场购
买配备了GRID驱动的镜像，或者未找到您需
要的操作系统及版本，请提交工单申请GRID
License，然后下载GRID驱动安装包再安装到
GPU实例即可。具体操作，请参见在GPU实例
上安装GRID驱动（Windows）。

如果您已经提前购买了GRID License，仅需要
购买未配备驱动的GPU实例。具体操作，请参
见创建未配备驱动的GPU实例。

说明 说明 创建GPU实例后，您需要手
动安装GRID驱动。具体操作，请咨询
License提供方。

Linux操作系
统（Alibaba
Cloud
Linux、
CentOS、
Ubuntu、
SUSE等）

GRID驱动
需要进行深度学习、AI等非图
形计算的通用计算业务场景

请提交工单申请GRID License，然后手动安装
GRID驱动。具体操作，请参见在GPU虚拟化型实
例中安装GRID驱动（Linux）。

操作系统
适用的驱动
类型

推荐使用场景 操作指引

GPU计算型实例驱动安装指引GPU计算型实例驱动安装指引
GPU计算型实例规格族包含以下实例规格：

GPU计算型实例规格族：gn7i、gn7、gn6i、gn6e、gn6v、gn5i、gn5

GPU计算型弹性裸金属服务器实例规格族：ebmgn7i、ebmgn7、ebmgn6e、ebmgn6v、ebmgn6i、
ebmgn5、ebmgn5i

说明 说明 其中，gn7和ebmgn7实例规格仅适用于深度学习、AI、科学计算等通用计算场景，您需要
为该实例规格安装GPU驱动。

不同的业务场景适用的驱动类型有所区别，具体说明如下：

深度学习、AI、科学计算等通用计算场景

用户指南··NVIDIA驱动安装指引 GPU云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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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 适用的驱动类型 操作指引

Linux操作系统
（Alibaba Cloud
Linux、CentOS、
Ubuntu、SUSE
等）

GPU驱动

推荐您在创建GPU实例时，在公共镜像选中自动安装GPU驱动，
实例创建成功后首次启动时，将自动执行驱动的安装。具体操
作，请参见创建配备GPU驱动的GPU实例（Linux）。

如果在公共镜像中没有您需要的操作系统或版本，您也可以先创
建未配备驱动的GPU实例，再前往NVIDIA官网下载GPU驱动并手
动安装。相关操作指引如下：

创建未配备驱动的GPU实例

在GPU计算型实例中安装GPU驱动（Linux）

Windows操作系统
（Windows
Server）

GPU驱动

目前暂时不支持通过创建GPU实例自动配置Windows操作系统的
GPU驱动，您可以先创建未配备驱动的GPU实例，再前往NVIDIA官
网下载GPU驱动并手动安装。相关操作指引如下：

创建未配备驱动的GPU实例

在GPU计算型实例中安装GPU驱动（Windows）

需要支持OpenGL、Direct3D等图形计算的场景

操作系统 适用的驱动类型 操作指引

Windows操作系统
（Windows
Server）

GRID驱动

推荐您在创建GPU实例时，直接在镜像市场选用预装GRID驱动的
收费镜像，例如Windows Server 2019 中文版预装GRID 13Windows Server 2019 中文版预装GRID 13
驱动镜像驱动镜像 、Windows Server 2016 中文版预装GRID 13驱Windows Server 2016 中文版预装GRID 13驱
动镜像动镜像 。这些收费镜像带有已经激活License的GRID驱动，您无
需再手动安装GRID驱动。

实例创建完成后，即可自动安装GRID驱动。具体操作，请参见创
建配备GRID驱动的GPU实例（Windows）。

如果您未在创建GPU实例时，通过镜像市场购买配备了GRID驱动
的镜像，或者未找到您需要的操作系统及版本，请提交工单申请
GRID License，然后下载GRID驱动安装包再安装到GPU实例即
可。具体操作，请参见在GPU实例上安装GRID驱动
（Windows）。

如果您已经提前购买了GRID License，仅需要购买未配备驱动的
GPU实例。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未配备驱动的GPU实例。

说明 说明 创建GPU实例后，您需要手动安装GRID驱动。
具体操作，请咨询License提供方。

Linux操作系统
（Alibaba Cloud
Linux、CentOS、
Ubuntu、SUSE
等）

GPU驱动

建议您在创建GPU实例时，在公共镜像选中自动安装GPU驱动，
实例创建成功后首次启动时，将自动执行驱动的安装。具体操
作，请参见创建配备GPU驱动的GPU实例（Linux）。

如果在公共镜像中没有您需要的操作系统或版本，您也可以先创
建未配备驱动的GPU实例，再前往NVIDIA官网下载GPU驱动并手
动安装。相关操作指引如下：

创建未配备驱动的GPU实例

在GPU计算型实例中安装GPU驱动（Linux）

GPU云服务器 用户指南··NVIDIA驱动安装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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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U实例作为云服务器ECS的一类实例规格，保持了与ECS实例相同的操作方式。在使用云服务器ECS时，您
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例如远程连接、更换操作系统、扩容云盘、升高或降低实例配置、使用快照或镜像
等。本文介绍了云服务器ECS的常用操作，供您参考。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使用云服务器ECS的注意事项，请参见使用须知。

使用云服务器ECS的资源规格限制，请参见使用限制和查看和提升实例配额。

创建并管理ECS实例创建并管理ECS实例
您可以按以下步骤操作ECS实例的生命周期：

i. 使用向导创建实例

ii. 远程连接ECS实例

iii. 停止实例

iv. 释放实例

如果当前的实例规格或网络配置无法满足业务需求，您可以变更实例规格、IP地址和公网带宽峰值：

包年包月实例：

包年包月实例升配规格

续费降配

临时升级带宽（连续时间段）

按量付费实例：

按量付费实例变配规格

按量付费实例修改带宽

ECS实例IP地址操作：

更换公网IP地址

专有网络类型ECS公网IP转为弹性公网IP

如果当前的操作系统无法满足需求，您可以更换操作系统。具体操作，请参见更换操作系统。

您可以使用以下功能精细化控制和管理ECS实例：

实例自定义数据

实例元数据

实例标识

实例RAM角色

管理计费管理计费
包年包月实例：

您可以使用不同的方式续费包年包月实例：

手动续费实例

自动续费实例

2.常用操作导航2.常用操作导航

用户指南··常用操作导航 GPU云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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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费降配

续费变配

统一包年包月实例的到期日

按量付费实例：

您可以为按量付费实例启用节省停机模式，更多信息，请参见按量付费实例节省停机模式。

转换实例计费方式：

按量付费转包年包月

包年包月转按量付费

提高计费性价比提高计费性价比
您可以购买抢占式实例，降低部分场景下的使用成本，搭配弹性供应实现自动化交付。具体操作，请参
见创建弹性供应组和创建抢占式实例。

您可以购买预留实例券，提高实例抵扣方式灵活性和降低成本。具体操作，请参见购买预留实例券。

您可以购买存储容量单位包，抵扣同一地域下按量付费云盘的计费账单。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存储容量
单位包。

创建并管理云盘创建并管理云盘

当云盘作数据盘用时，您可以按以下步骤使用云盘：

1. 创建云盘。

2. 挂载数据盘。

3. 分区格式化数据盘（Linux）或分区格式化数据盘（Windows）。

4. 创建快照备份数据。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一个云盘快照。

5. 如果已有的云盘容量无法满足需求，您可以扩容云盘。具体操作，请参见以下文档：

在线扩容云盘（Linux系统）

离线扩容云盘（Linux系统）

在线扩容云盘（Windows系统）

离线扩容云盘（Windows系统）

6. 如果云盘数据出错，您可以使用某个时刻的云盘快照回滚云盘。具体操作，请参见使用快照回滚云盘。

7. 如果要将云盘恢复到初始状态，您可以重新初始化云盘。具体操作，请参见重新初始化数据盘。

8. 卸载数据盘。

9. 释放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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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管理快照创建和管理快照

您可以按以下步骤使用快照：

1. 创建快照，支持手动创建快照和自动创建快照：

创建一个云盘快照。

使用自动快照策略，定期自动创建快照。具体操作，请参见执行或取消自动快照策略。

2. 查看快照容量。

3. 为了节省快照存储空间，删除不必要的快照。具体操作，请参见优化快照使用成本。

快照的常见应用场景如下所示：

用于拷贝或恢复数据：您可以使用快照创建云盘或者回滚云盘。具体操作，请参见使用快照创建云盘和使
用快照回滚云盘。

用于快速部署环境：您可以使用系统盘快照创建自定义镜像，并使用自定义镜像创建实例。具体操作，请
参见使用快照创建自定义镜像和使用自定义镜像创建实例。

创建并管理自定义镜像创建并管理自定义镜像

控制台上操作的主要都是自定义镜像。使用自定义镜像，您可以快速部署业务环境。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
取自定义镜像。

使用快照创建自定义镜像。

使用实例创建自定义镜像。

使用Packer创建自定义镜像。

不同地域之间复制镜像。具体操作，请参见复制镜像。

不同账号之间共享镜像。具体操作，请参见共享镜像。

用户指南··常用操作导航 GPU云服务器

11 > 文档版本：20220602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5455.html#concept-eps-gbl-x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5457.html#concept-nyv-k3l-x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54789.html#concept-w51-1rl-x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5458.html#concept-ch5-2pl-x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2317.html#concept-yyn-11b-y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5450.html#concept-pkk-wf3-y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5460.html#concept-gpg-t5l-x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5465.html#task-w5v-sgv-x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5460.html#concept-gpg-t5l-x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5109.html#concept-ech-5bm-x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60822.html#concept-idd-4cm-x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5462.html#concept-a3m-5dm-x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5463.html#concept-e1j-jgm-xdb


导入自定义镜像。

使用Packer创建并导入本地镜像。

您可以导出镜像备份环境。具体操作，请参见导出镜像。

创建并管理安全组创建并管理安全组
您可以按以下步骤使用安全组：

1. 创建安全组。

2. 添加安全组规则。

3. ECS实例加入安全组。

4. 删除安全组规则。

5. 删除安全组。

为了方便部署业务，您可以跨地域、跨网络类型克隆安全组。具体操作，请参见克隆安全组。

如果新的安全组规则对线上业务产生了不利影响，您可以全部或部分还原安全组规则。具体操作，请参见还
原安全组规则。

创建并授予实例RAM角色创建并授予实例RAM角色
您可以按以下步骤使用密钥对：

1. （可选）为RAM用户授予操作实例RAM角色的权限策略。具体操作，请参见授权RAM用户使用实例RAM
角色。

2. 创建并授予实例RAM角色。具体操作，请参见授予实例RAM角色。

3. 在使用过程中，您可以随时更换实例RAM角色。具体操作，请参见更换实例RAM角色。

创建并使用密钥对创建并使用密钥对
您可以按以下步骤使用密钥对：

1. 创建SSH密钥对或者导入SSH密钥对。

2. 绑定SSH密钥对。

3. 通过密钥认证登录Linux实例。

4. 解绑SSH密钥对。

5. 删除SSH密钥对。

创建并使用弹性网卡创建并使用弹性网卡
您可以按以下步骤使用弹性网卡：

1. 创建弹性网卡。

2. 将弹性网卡附加到实例或者在创建实例时附加弹性网卡。

3. （可选）配置辅助弹性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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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配辅助私网IP地址。

5. 解绑弹性网卡。

6. 删除弹性网卡。

搭建IPv6专有网络搭建IPv6专有网络
运行Windows Server操作系统的ECS实例的具体操作，请参见Windows实例使用IPv6导航。

运行Linux操作系统的ECS实例的具体操作，请参见Linux实例使用IPv6导航。

使用标签使用标签
您可以使用标签管理各种资源，提高效率。您可以按以下步骤使用标签：

1. 新建并绑定标签。

2. 使用标签检索资源。

3. 删除或解绑标签。

使用实例启动模板使用实例启动模板
实例启动模板帮助您快速创建相同配置的ECS实例，您可以按以下步骤使用实例启动模板：

1. 创建实例启动模板。

2. 创建实例启动模板的新版本。

3. 删除实例启动模板和版本。

使用部署集使用部署集
部署集帮助您提供底层应用的高可用性，您可以按以下步骤使用部署集：

1. 创建部署集。

2. 在部署集内创建ECS实例。

3. 调整实例所属部署集。

4. 删除部署集。

使用云助手使用云助手
云助手可以发送远程命令，免去了运维过程中的使用跳板机的不便。您可以按以下步骤使用云助手：

1. （可选）部分ECS实例需要您手动安装和配置云助手客户端。具体操作，请参见安装云助手客户端。

2. 创建命令。

3. 执行命令。

4. 查看执行结果及修复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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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适用于仅需要进行深度学习、AI等非图形计算的通用计算业务场景，该场景推荐您使用支持配备GPU驱
动的GPU计算型实例。本文为您提供在创建Linux操作系统的GPU计算型实例时，配置自动安装GPU驱动的详
细操作指导。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阿里云目前仅支持在创建GPU计算型实例（如GPU计算型实例、GPU计算型弹性裸金属服务器实例）并选择
了Linux操作系统的公共镜像时，配置自动安装GPU驱动，不适用于以下场景：

如果您需要购买Windows操作系统的实例及GPU驱动，请购买未配备驱动的GPU实例后再手动安装驱动，
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未配备驱动的GPU实例和在GPU计算型实例中安装GPU驱动（Windows）。

如果在公共镜像中没有您需要的Linux操作系统或版本，请您先创建未配备驱动的普通GPU实例，再前往
NVIDIA官网购买GPU驱动并手动安装。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未配备驱动的GPU实例和在GPU计算型实例
中安装GPU驱动（Linux）。

如果您需要使用共享镜像和自定义镜像，请自行安装GPU驱动。

不同场景适用的驱动类型和安装方式有所不同，更多信息，请参见NVIDIA驱动安装指引。

准备工作准备工作
1. 注册阿里云账号，并完善账号信息。

完成实名认证。具体操作，请参见阿里云账号注册流程。

开通按量付费ECS资源时，您的阿里云账户余额（即现金余额）和代金券的总值不得小于100.00元人
民币。具体充值操作，请参见如何充值。

2. 前往实例创建页。

操作流程操作流程
步骤1：完成基础配置

步骤2：完成网络和安全组配置

步骤3：完成系统配置

（可选）步骤4：完成分组设置

步骤5：确认订单

步骤1：完成基础配置步骤1：完成基础配置
基础配置包括购买实例的基础需求（付费模式、地域可用区）以及一台实例所需的基础资源（实例规格、镜
像、存储）。完成基础设置后，单击下一步：网络和安全组设置下一步：网络和安全组设置。

1. 选择付费模式。

付费模式影响实例的计费和收费规则，不同付费模式的实例遵循的资源状态变化规则也存在差异。

付费模式 说明 相关文档

包年包月包年包月 先付费后使用，最短可以按周购买。 包年包月

3.创建GPU实例3.创建GPU实例
3.1. 创建配备GPU驱动的GPU实例（Linux）3.1. 创建配备GPU驱动的GPU实例（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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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量付费按量付费

先使用后付费，计费周期精确到秒，方便您按需购买
和释放资源。

说明 说明 推荐搭配使用节省计划优化成本。

按量付费

节省计划

抢占式实例抢占式实例
先使用后付费，相对于按量付费实例价格有一定的折
扣，但可能因市场价格变化或实例规格库存不足而自
动释放实例。

抢占式实例

付费模式 说明 相关文档

2. 选择地域及可用区。

选择距离近的地域可以降低网络时延，实例创建完成后不支持更改地域和可用区。更多信息，请参见地
域和可用区。

3. 选择实例规格并进行相关配置。

i. 定位到异构计算GPU/FPGA/NPU异构计算GPU/FPGA/NPU架构下的GPU计算型GPU计算型，或者弹性裸金属服务器弹性裸金属服务器架构下的GPUGPU
型型，然后选择实例规格。

说明说明

可选的实例规格和地域等因素有关，您可以前往ECS实例可购买地域查看实例的可购情
况。

如果您有特定的配置需求，例如需要挂载多张弹性网卡、使用ESSD云盘、使用本地盘
等，请确认实例规格是否支持。关于实例规格的特点、适用场景、指标数据等信息，请
参见实例规格族。

如果您需要针对特定场景购买实例，可以查看场景化选型场景化选型页签中的推荐信息，例如适
用于AI机器学习等场景的GPU实例规格。

ii. 在当前选择实例当前选择实例后确认所选实例规格信息。

如果您需要体验阿里云推出的集群极速部署工具FastGPU，帮助您将人工智能计算任务一键部署在
阿里云的IaaS资源上，可以单击Fast GPU极速创建GPU集群>Fast GPU极速创建GPU集群>，前往阿里云开发者实验室，通过三
个训练场景中的应用实验进行学习与体验。FastGPU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什么是集群极速部署工具
FastG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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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如果选择付费模式付费模式为抢占式实例抢占式实例，配置使用时长和上限价格。

使用时长指抢占式实例的保护期，超出保护期后可能因市场价格变化或实例规格库存不足而自动释
放实例。使用时长选项说明如下表所示。

抢占式实例使用时长 说明

设定使用实例1小时设定使用实例1小时 抢占式实例创建后有1小时保护期，在保护期内不会被自动释放。

无确定使用时长无确定使用时长 抢占式实例创建后没有保护期，但比有保护期的抢占式实例更优惠。

上限价格选项说明如下表所示。

单台实例规格上限价 说明

使用自动出价使用自动出价
始终使用实例规格的实时市场价格，该市场价格不会超过对应按量付费
实例的价格。使用自动出价可以避免抢占式实例因实时市场价格超过上
限被自动释放，但不能避免因实例规格的库存不足被自动释放。

设置单台上限价设置单台上限价
自行输入明确的价格上限，实例规格的实时市场价格超出该上限或者库
存不足时，抢占式实例都会被自动释放。

iv. 配置购买实例的数量。

使用向导单次最多购买100台实例。此外，您持有的实例数量不能超过配额，具体配额以页面显示
为准。更多信息，请参见查看和提升实例配额。

4. 选择镜像。

i. 在镜像区域的公共镜像中，选择所需的Linux操作系统及版本。

ii. 选中安装GPU驱动安装GPU驱动，根据自身业务场景，判断是否需要选中AIACC训练加速AIACC训练加速和AIACC推理加速AIACC推理加速。
然后再选择对应的CUDA版本、Driver版本和cuDNN版本。

说明 说明 如果您选择了超级计算集群sccgn7ex实例规格族，那么还需要根据自身业务，选择
是否自动安装RDMA软件栈。

GPU驱动、RDMA软件栈、AIACC训练加速以及AIACC推理加速的说明如下：

GPU驱动用于驱动物理GPU，配合CUDA、cuDNN库可以高效地使用GPU。安装GPU驱动会同时安
装GPU驱动、CUDA和cuDNN库。并且仅部分Linux公共镜像支持自动安装GPU驱动。可选版本如
下表所示：

说明 说明 如果是新业务系统，建议选择最新版本的GPU驱动、CUDA、cuDNN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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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DA版本 Driver版本
cuDNN版
本

支持的公共镜像版本（仅
支持自营镜像）

支持的实例规格

11.4.1 470.82.01 8.2.4

Alibaba Cloud Linux
2、Alibaba Cloud
Linux 3

Ubuntu 20.04、
18.04、16.04

Centos 8.x、7.x

Debian 10.10

说明说明
Debian 10.10版本
仅支持超级计算集
群sccgn7ex。

gn7i、gn7e、gn6v、
gn6i、gn6e、gn5、
gn5i

ebmgn7、ebmgn7i、
ebmgn7e、
ebmgn6v、ebmgn6i、
ebmgn6e、ebmgn5i

sccgn7ex

11.2.2 460.91.03 8.1.1

Alibaba Cloud Linux
2、Alibaba Cloud
Linux 3

Ubuntu 20.04、
18.04、16.04

Centos 8.x、7.x

gn7、gn7i、gn7e、
gn6v、gn6i、gn6e、
gn5、gn5i

ebmgn7、ebmgn7i、
ebmgn7e、
ebmgn6v、ebmgn6i、
ebmgn6e、ebmgn5i

11.0.2 460.91.03
8.1.1

8.0.4

Alibaba Cloud Linux 2

Ubuntu 20.04、
18.04、16.04

Centos 8.x、7.x

gn7、gn7e、gn6v、
gn6i、gn6e、gn5、
gn5i

ebmgn7、ebmgn7e、
ebmgn6v、ebmgn6i、
ebmgn6e、ebmgn5i

10.2.89 460.91.03

8.1.1

8.0.4

7.6.5

Alibaba Cloud Linux 2

Ubuntu 18.04、16.04

Centos 8.x、7.x

gn6v、gn6i、gn6e、
gn5、gn5i

ebmgn6v、ebmgn6i、
ebmgn6e、ebmgn5i

10.1.168

450.80.
02

440.64.
00

8.0.4

7.6.5

7.5.0

Ubuntu 18.04、16.04

Centos 7.x

gn6v、gn6i、gn6e、
gn5、gn5i

ebmgn6v、ebmgn6i、
ebmgn6e、ebmgn5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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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30

450.80.
02

440.64.
00

7.6.5

7.5.0

7.4.2

7.3.1

Ubuntu 18.04、16.04

Centos 7.x

gn6v、gn6i、gn6e、
gn5、gn5i

ebmgn6v、ebmgn6i、
ebmgn6e、ebmgn5i

9.2.148

450.80.
02

440.64.
00

390.116

7.6.5

7.5.0

7.4.2

7.3.1

7.1.4

Ubuntu 16.04

Centos 7.x

gn6v、gn6e、gn5、
gn5i

ebmgn6v、
ebmgn6e、ebmgn5i

9.0.176

450.80.
02

440.64.
00

390.116

7.6.5

7.5.0

7.4.2

7.3.1

7.1.4

7.0.5

Ubuntu 16.04

Centos 7.x

SUSE 12sp2

gn6v、gn6e、gn5、
gn5i

ebmgn6v、
ebmgn6e、ebmgn5i

8.0.61

450.80.
02

440.64.
00

390.116

7.1.3

7.0.5

Ubuntu 16.04

Centos 7.x

gn5、gn5i

ebmgn5i

CUDA版本 Driver版本
cuDNN版
本

支持的公共镜像版本（仅
支持自营镜像）

支持的实例规格

说明 说明 如果您在实例创建完成后需要更换操作系统，请确保使用支持自动安装GPU驱动
的镜像，避免导致自动安装失败。

RDMA软件栈

为进一步优化神龙架构GPU服务器的网络性能，阿里云推出了GPU计算型超级计算集群实例规格
族，即sccgn系列实例。该系列机型具备了超强的计算能力和网络通信能力，其中sccgn7ex实例
规格族支持RDMA软件栈的自动安装，方便您的业务使用GPUDirect  RDMA功能。更多信息，请参
见sccgn系列实例使用说明。

AIACC-Training是阿里云自研的AI加速器，支持统一加速AI主流计算框架TensorFlow、
PyTorch、MxNet和Caffe，可以显著提升训练性能。更多信息，请参见神龙AI训练加速引擎
AIACC-Training（AIACC训练加速）。

说明 说明 CentOS 6、SUSE Linux、Alibaba Cloud Linux暂时不支持安装AIACC-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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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ACC-Inference是阿里云自研的AI加速器，支持统一加速AI主流计算框架TensorFlow和可导出
ONNX格式的框架，可以显著提升推理性能。更多信息，请参见神龙AI推理加速引擎AIACC-
Inference（AIACC推理加速）。

说明 说明 CentOS 6、SUSE Linux、Alibaba Cloud Linux暂时不支持安装AIACC-Inference。

5. 选择存储并进行相关配置。

实例通过添加系统盘、数据盘和共享盘NAS获得存储能力，云服务器ECS提供了云盘和本地盘满足不同
场景的需求。

云盘可以用作系统盘和数据盘，包括ESSD云盘、SSD云盘、高效云盘等类型。更多信息，请参见云盘概
述。

说明 说明 随实例一起创建的云盘和实例的付费模式相同。

本地盘只能用作数据盘，如果实例规格配备了本地盘（例如本地SSD型、大数据型等），页面中会显示
本地盘的信息。更多信息，请参见本地盘。

说明 说明 不支持自行为实例挂载本地盘。

i. 选择系统盘。

系统盘用于安装操作系统，默认容量为40 GiB，但实际可设置的最低容量和镜像类型有关，如下表
所示。

镜像 系统盘容量范围（GiB）

Linux（不包括CoreOS和Red
Hat）

[max{20, 镜像文件大小}, 500]

FreeBSD [max{30, 镜像文件大小}, 500]

CoreOS [max{30, 镜像文件大小}, 500]

Red Hat [max{40, 镜像文件大小}, 500]

Windows [max{40, 镜像文件大小}, 500]

ii. （可选）选择数据盘。

支持创建空云盘或者用快照创建云盘。快照是云盘在某一时间点数据状态的备份文件，用快照创建
云盘便于快速导入数据。选择数据盘时，您还可以加密云盘满足数据安全或法规合规等场景的要
求。关于数据加密的介绍，请参见加密概述。

说明 说明 单台实例支持挂载的数据盘存在数量限制。更多信息，请参见块存储使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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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可选）选择共享盘NAS。

如果您有较多数据需要供多台实例共享访问，推荐使用NAS文件系统，可以节约大量拷贝与同步成
本。

选择已有的NAS文件系统，或者单击创建新NAS文件系统创建新NAS文件系统前往NAS文件系统控制台即时创建NAS
文件系统。具体操作，请参见通过控制台创建通用型NAS文件系统。创建完成后，返回ECS实例创建向

导并单击 按钮，查看NAS文件系统列表。关于挂载NAS文件系统时的注意事项，请参见新购ECS时

挂载NAS文件系统。

6. （可选）配置快照服务。

创建实例时即可为云盘开启自动备份，有效应对数据误删等风险。

选择已有的自动快照策略，或者单击创建自动快照策略创建自动快照策略前往快照页面即时创建自动快照策略。具体操

作，请参见创建自动快照策略。创建完成后，返回ECS实例创建向导并单击 按钮，查看自动快照策略列

表。

步骤2：完成网络和安全组配置步骤2：完成网络和安全组配置
网络和安全组配置提供了公网以及与其他阿里云资源通信的能力，并保障实例在网络中的安全。完成网络和
安全组配置后，单击下一步：系统配置下一步：系统配置。

1. 选择网络及公网IP。

配置项 说明 相关文档

网络网络

选择专有网络专有网络 。

专有网络是您在阿里云自己定义的一个隔离网络环
境，您可以完全掌控自己的专有网络，例如选择IP地址
范围、配置路由表和网关等。

如果在创建实例时不需要自定义专有网络配置，您可
以跳过本步骤，系统会自动创建默认专有网络和交换
机。

说明 说明 仅当实例所属地域不存在已创建的自
定义专有网络时，才支持跳过本步骤。

选择已有的专有网络和交换机，或者单击前往控制台前往控制台
创建创建 前往专有网络控制台即时创建专有网络和交换

机。创建完成后，返回ECS实例创建向导并单击 按

钮，查看最新的专有网络和交换机列表。

说明 说明 如果您需要为实例分配IPv6地址，请
选择已开通IPv6网段的专有网络和交换机。

什么是专有网络

创建专有网络

创建交换机

为已有VPC开通IPv6网段

为已有交换机开通IPv6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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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网IP公网IP

如果您在基础配置基础配置 页面中选择了Windows 2008 R2及
以下版本的镜像，您必须在此处选中分配公网IPv4地分配公网IPv4地
址址 复选框，或者在创建实例后绑定弹性公网IP，以便通
过其他协议连接实例，例如RDP（Windows自带的远
程连接）、PCOIP、XenDesktop HDX 3D等。否则，
在GPU驱动安装完成后，您将无法通过管理终端连接实
例，连接实例时会始终显示黑屏或停留在启动界面。

说明 说明 RDP不支持DirectX、OpenGL等应
用，您需要自行安装VNC服务和客户端。

具体操作如下：

i. 选中分配公网IPv4地址分配公网IPv4地址 。

ii. 选择带宽计费模式。

按固定带宽按固定带宽 ：按您选择的带宽值计费，适用于
对网络带宽有稳定要求的场景。

按使用流量按使用流量 ：按实际使用的流量计费，此时选
择的带宽峰值用于防止突然爆发的流量产生较
高费用。适用于对网络带宽要求变化大的场
景，例如大部分时间流量较低，但间歇性出现
流量高峰。

iii. 选择按固定带宽的带宽值或按使用流量的带宽峰
值。

什么是弹性公网IP

配置项 说明 相关文档

2. 选择安全组。

安全组是一种虚拟防火墙，用于控制安全组内实例的入流量和出流量。更多信息，请参见安全组概述。

如果在创建实例不需要自定义安全组配置，您可以跳过本步骤，系统会自动创建默认安全组。默认安全
组入方向放行22端口、3389端口及ICMP协议，在创建完成后您可以修改安全组配置。

i. 如果您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安全组，单击新建安全组新建安全组。

关于安全组各项配置的详细说明，请参见创建安全组。

ii. 单击重新选择安全组重新选择安全组。

iii. 在请选择安全组请选择安全组对话框，选择一个或多个安全组，然后单击选择选择。

3. 配置弹性网卡。

弹性网卡分为主网卡和辅助网卡。主网卡不支持从实例解绑，只能随实例一起创建和释放。辅助网卡支
持自由绑定至实例和从实例解绑，方便您在实例之间切换网络流量。如需随实例一起创建辅助网卡，请

单击 图标，然后选择辅助网卡所属的交换机。

说明 说明 创建实例时只能添加1块辅助网卡，您也可以在实例创建完成后单独创建辅助网卡并绑
定至实例。关于各实例规格支持绑定的弹性网卡的数量，请参见实例规格族。

步骤3：完成系统配置步骤3：完成系统配置
系统配置包括登录凭证、主机名、实例自定义数据等，用于定制实例在控制台和操作系统内显示的信息或使
用方式。完成系统配置后，单击下一步：分组设置下一步：分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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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置登录凭证。

建议选择密钥对密钥对或自定义密码自定义密码。如果您选择创建后设置创建后设置，在通过管理终端连接实例前必须先绑定SSH
密钥对或者重置密码，然后重启实例使修改生效。如果此时GPU驱动尚未安装完成，重启操作会导致安
装失败。

2. 配置控制台中显示的实例名称和操作系统内部显示的主机名称。

创建多台实例时，设置有序的实例名称和主机名称便于从名称了解实例的批次等信息。关于设置有序名
称的规则，请参见批量设置有序的实例名称或主机名称。

3. 配置高级选项。

i. 选择实例RAM角色。

实例通过实例RAM角色获得该角色拥有的权限，可以基于临时安全令牌STS（Security Token
Service）访问指定云服务的API和操作指定的云资源，安全性更高。

选择已有的实例RAM角色，或者单击创建实例RAM角色创建实例RAM角色前往RAM控制台即时创建实例RAM角色。

创建完成后，返回ECS实例创建向导并单击 按钮，查看实例RAM角色列表。具体操作，请参见创

建实例RAM角色并为角色授予权限。

ii. 选择实例元数据访问模式。

实例元数据（metadata）包含了实例在阿里云系统中的信息，您可以在运行中的实例内方便地查
看实例元数据，并基于实例元数据配置或管理实例。关于如何通过普通模式和加固模式查看实例元
数据，请参见查看实例元数据。

实例元数据访问模式 说明

普通模式（兼容加固模式）普通模式（兼容加固模式） 实例创建完成后，支持通过普通模式或者加固模式查看实例元数据。

仅加固模式仅加固模式 实例创建完成后，仅支持通过加固模式查看实例元数据。

警告 警告 选择仅加固模式仅加固模式会导致cloud-init组件初始化配置失败，影响实例的元数据、自定
义数据等配置，请慎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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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配置实例自定义数据。

实例自定义数据可以作为实例自定义脚本在启动实例时执行，实现自动化配置实例，或者仅作为普
通数据传入实例。更多信息，请参见使用实例自定义数据（Linux实例）和使用实例自定义数据
（Windows实例）。

由于您在基本配置基本配置页面中选择了安装GPU驱动、RDMA软件栈（仅超级计算集群sccgn7ex涉及）、
AIACC训练加速、AIACC推理加速，在该区域会显示自动安装脚本的内容。实例创建成功后首次启
动时，cloud-init会自动执行该自动安装脚本。

说明 说明 您也可以自行准备自动安装脚本并录入，同样能够实现自动安装GPU驱动、RDMA
软件栈（仅超级计算集群sccgn7ex涉及）、AIACC训练加速、AIACC推理加速的配置。具体操
作，请参见通过自定义安装脚本配置。

（可选）步骤4：完成分组设置（可选）步骤4：完成分组设置
分组设置提供标签、资源组等批量管理实例的方式。完成分组设置后，单击下一步：确认订单下一步：确认订单。

1. 配置标签。

标签由一对键值（Key-Value）组成。使用标签标识具有相同特征的资源后，例如所属组织或用途相同
的资源，您可以基于标签方便地检索和管理资源。更多信息，请参见标签概述。

选择已有的标签，或者填写标签键和标签值即时创建标签。

2. 选择资源组。

资源组供您从业务角度管理跨地域、跨产品的资源，并支持针对资源组管理权限。更多信息，请参见资
源组。

选择已有的资源组，或者单击去创建去创建前往资源管理控制台即时创建资源组。创建完成后，返回ECS实例

创建向导并单击 按钮，查看资源组列表。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资源组。

3. 选择部署集。

部署集支持高可用策略，部署集内实例会严格分散在不同的物理服务器上，保证业务的高可用性和底层
容灾能力。

选择已有的部署集，或者单击管理部署集管理部署集即时创建部署集。创建完成后，返回ECS实例创建向导并单击

按钮，查看部署集列表。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部署集。

4. 选择专有宿主机。

专有宿主机是一台由单租户独享物理资源的云主机，具有满足严格的安全合规要求、允许自带许可证
（BYOL）上云等优势。

选择已有的专有宿主机，或者单击创建专有宿主机创建专有宿主机即时创建专有宿主机。创建完成后，返回ECS实例创

建向导并单击 按钮，查看专有宿主机列表。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D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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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私有池。

创建弹性保障或容量预定后，系统会自动生成私有池，预留特定属性特定数量的实例。从关联的私有池
中创建这一类实例，可以提供资源确定性保障。更多信息，请参见资源保障概述。

说明 说明 弹性保障和容量预定仅支持为按量付费实例保障资源供应确定性。

私有池容量 说明

开放开放
优先使用开放类型私有池的容量，如果开放类型私有池无可用容量，则尝
试使用公共池的容量。

不使用不使用 不使用任何私有池的容量。

指定指定
继续指定一个专用或开放类型私有池的ID，使用其容量创建实例。如果该
私有池没有可用容量，则创建失败。

步骤5：确认订单步骤5：确认订单
在最终创建实例前，请检查实例的整体配置并配置使用时长等选项，确保各项配置符合您的要求。

1. 检查所选配置。

如需修改配置，单击 图标前往对应页面。您可以基于所选配置生成模板，方便后续快捷创建配置类似

的实例，如下表所示。

快捷操作 说明 相关文档

保存为启动模板保存为启动模板
将所选配置保存为启动模板，使用启动模板创建实例
可以免去重复配置的操作。

使用实例启动模板创建实
例

生成Open API最佳实生成Open API最佳实
践脚本践脚本

自动生成API工作流和SDK示例供您参考。

RunInstances

批量创建ECS实例
（Java）

批量创建ECS实例
（Python）

保存当前购买配置为保存当前购买配置为
ROS模板ROS模板

将所选配置保存为ROS模板，方便继续使用ROS模板创
建资源栈，实现一键交付资源。

创建资源栈

2. 配置实例的使用时长。

按量付费实例：设置自动释放实例的时间。您也可以在创建实例后手动释放实例，或者配置自动释
放。具体操作，请参见释放实例。

包年包月实例：选择购买时长以及是否启用自动续费。您也可以在创建实例后手动续费实例，或者配
置自动续费。具体操作，请参见续费概述。

3. 阅读云服务器ECS服务条款，如无疑问，选中《云服务器ECS服务条款》《云服务器ECS服务条款》。

4. 在页面底部查看实例的总费用，如无疑问，确认创建实例并按提示完成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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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为实例设置了自动安装GPU驱动，实例创建成功后，将自动执行GPU驱动的安装任务。自动安装
耗时受不同实例规格的内网带宽和CPU核数的影响，约10～20分钟。您可以远程连接实例查看安装过
程，也可以在安装完成后查看安装日志/root/auto_install/auto_install.log。安装过程中的显示效果如
下表所示：

安装过程 显示效果

正在安装 显示安装进度条。

安装成功 安装结果提示ALL INST ALL OKALL INST ALL OK。

安装失败 安装结果提示INST ALL FAILINST ALL FAIL。

注意 注意 在安装过程中无法使用GPU，请勿对实例进行任何操作，也不要安装其它GPU相关软
件，避免自动安装失败导致实例不可用。

通过自定义安装脚本配置通过自定义安装脚本配置
自动安装脚本可以应用于以下两种场景：

如果您没有在基本配置基本配置页面中选择安装GPU驱动、RDMA软件栈（仅超级计算集群sccgn7ex涉及）、
AIACC训练加速和AIACC推理加速，并且想要在系统配置系统配置页面手动输入自动安装脚本。

如果您通过调用RunInstances接口来创建GPU实例，那么，您只能通过UserData参数上传自动安装脚本。

以下操作指导您准备自动安装脚本，并在创建实例阶段输入该脚本完成自动安装GPU驱动的配置。

1. 准备自动安装脚本。

自动安装脚本的内容如下：

#!/bin/sh
#Please input version to install
IS_INSTALL_RDMA=""
IS_INSTALL_AIACC_TRAIN=""
IS_INSTALL_AIACC_INFERENCE=""
DRIVER_VERSION=""
CUDA_VERSION=""
CUDNN_VERSION=""
IS_INSTALL_RAPIDS="FALSE"
 
INSTALL_DIR="/root/auto_install"
 
#using .run to install driver and cuda 
auto_install_script="auto_install.sh"
 
script_download_url=$(curl http://100.100.100.200/latest/meta-data/source-address | hea
d -1)"/opsx/ecs/linux/binary/script/${auto_install_script}"
echo $script_download_url
 
mkdir $INSTALL_DIR && cd $INSTALL_DIR
wget -t 10 --timeout=10 $script_download_url && sh ${INSTALL_DIR}/${auto_install_script
} $DRIVER_VERSION $CUDA_VERSION $CUDNN_VERSION $IS_INSTALL_AIACC_TRAIN $IS_INSTALL_AIAC
C_INFERENCE $IS_INSTALL_RDMA $IS_INSTALL_RAP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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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自动安装脚本使用.run安装包方式安装GPU驱动等模块。

使用自动安装脚本时，您需要根据实际业务场景，补充如下参数。

根据您所创建的实例规格和镜像，设置对应GPU驱动、CUDA和cuDNN库的版本。详细的版本支持情
况，请参见驱动支持的镜像版本和实例规格。示例如下：

DRIVER_VERSION="470.82.01"
CUDA_VERSION="11.4.1"
CUDNN_VERSION="8.2.4"

设置是否安装RDMA软件栈。

说明 说明 仅超级计算集群sccgn7ex的实例规格族支持安装RDMA软件栈。

如果安装RDMA软件栈，则需要将IS_INSTALL_RDMA的值设置为TRUE，否则设置为FALSE。示例如
下：

IS_INSTALL_RDMA="TRUE"

设置是否安装AIACC训练加速和AIACC推理加速。

如果安装AIACC训练加速，则将IS_INSTALL_AIACC_TRAIN的值设置为TRUE，否则设置为FALSE。

如果安装AIACC推理加速，则将IS_INSTALL_AIACC_INFERENCE的值设置为TRUE，否则设置
为FALSE。

示例如下：

IS_INSTALL_AIACC_TRAIN="TRUE"
IS_INSTALL_AIACC_INFERENCE="FALSE"

2. 脚本准备完成后，您可以在系统配置阶段，在高级选项高级选项的实例自定义数据实例自定义数据区域内，手动输入该脚本。

在实例启动后会自动安装GPU驱动、CUDA和cuDNN库，并根据您配置的脚本判断是否自动安装RDMA软
件栈（仅超级计算集群sccgn7ex涉及）、AIACC训练加速以及AIACC推理加速。安装完成后实例会自动
重启，然后GPU驱动才能正常工作 。

说明 说明 GPU驱动在Persistence Mode下工作更稳定。自动安装脚本会自动开启GPU驱动的
Persistence Mode，并将该设置添加到Linux系统服务中，在开机时自动启动服务，从而确保实例重
启后还能默认开启Persistence Mode。

3.2. 创建配备GRID驱动的GPU实例3.2. 创建配备GRID驱动的GPU实例
（Windows）（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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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适用于需要支持OpenGL、Direct3D等图形计算的业务场景，该场景推荐您使用能够获取图形能力的GRID
驱动。您可以在创建GPU实例时，前往镜像市场直接购买配备了GRID驱动的Windows镜像并完成驱动的自动
安装，本文为您提供详细操作指导。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由于GPU实例配备的NVIDIA GPU计算卡尚未激活NVIDIA GRID License，GPU图形功能受到限制，因此，必须
获取相关License后才能使用GRID驱动。阿里云镜像市场提供配备了GRID驱动的Windows收费镜像，这些收
费镜像带有已经激活License的GRID驱动，您无需再手动安装GRID驱动。

如果您需要购买Linux操作系统的GPU实例及GRID驱动，请创建未配备驱动的Linux操作系统的GPU实例后，
再提交工单申请GRID驱动的License。创建GPU实例的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未配备驱动的GPU实例。

不同场景适用的驱动类型和安装方式有所不同，更多信息，请参见NVIDIA驱动安装指引。

准备工作准备工作
1. 注册阿里云账号，并完善账号信息。

完成实名认证。具体操作，请参见阿里云账号注册流程。

开通按量付费ECS资源时，您的阿里云账户余额（即现金余额）和代金券的总值不得小于100.00元人
民币。具体充值操作，请参见如何充值。

2. 前往实例创建页。

操作流程操作流程
步骤1：完成基础配置

步骤2：完成网络和安全组配置

（可选）步骤3：完成系统配置

（可选）步骤4：完成分组设置

步骤5：确认订单

步骤1：完成基础配置步骤1：完成基础配置
基础配置包括购买实例的基础需求（付费模式、地域可用区）以及一台实例所需的基础资源（实例规格、镜
像、存储）。完成基础设置后，单击下一步：网络和安全组设置下一步：网络和安全组设置。

1. 选择付费模式。

付费模式影响实例的计费和收费规则，不同付费模式的实例遵循的资源状态变化规则也存在差异。

付费模式 说明 相关文档

包年包月包年包月 先付费后使用，最短可以按周购买。 包年包月

按量付费按量付费

先使用后付费，计费周期精确到秒，方便您按需购买
和释放资源。

说明 说明 推荐搭配使用节省计划优化成本。

按量付费

节省计划

抢占式实例抢占式实例
先使用后付费，相对于按量付费实例价格有一定的折
扣，但可能因市场价格变化或实例规格库存不足而自
动释放实例。

抢占式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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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地域及可用区。

选择距离近的地域可以降低网络时延，实例创建完成后不支持更改地域和可用区。更多信息，请参见地
域和可用区。

3. 选择实例规格并进行相关配置。

i. 定位到异构计算GPU/FPGA/NPU异构计算GPU/FPGA/NPU >  > GPU计算型GPU计算型或者异构计算GPU/FPGA/NPU异构计算GPU/FPGA/NPU >  > GPU虚拟化GPU虚拟化
型型，然后选择实例规格。

说明说明

可选的实例规格和地域等因素有关，您可以前往ECS实例可购买地域查看实例的可购情
况。

如果您有特定的配置需求，例如需要挂载多张弹性网卡、使用ESSD云盘、使用本地盘
等，请确认实例规格是否支持。关于实例规格的特点、适用场景、指标数据等信息，请
参见实例规格族。

如果您需要针对特定场景购买实例，可以查看场景化选型场景化选型页签中的推荐信息，例如适
用于AI机器学习等场景的GPU实例规格。

ii. 在当前选择实例当前选择实例后确认所选实例规格信息。

如果您需要体验阿里云推出的集群极速部署工具FastGPU，帮助您将人工智能计算任务一键部署在
阿里云的IaaS资源上，可以单击Fast GPU极速创建GPU集群>Fast GPU极速创建GPU集群>，前往阿里云开发者实验室，通过三
个训练场景中的应用实验进行学习与体验。FastGPU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什么是集群极速部署工具
FastGPU。

iii. 如果选择付费模式付费模式为抢占式实例抢占式实例，配置使用时长和上限价格。

使用时长指抢占式实例的保护期，超出保护期后可能因市场价格变化或实例规格库存不足而自动释
放实例。使用时长选项说明如下表所示。

抢占式实例使用时长 说明

设定使用实例1小时设定使用实例1小时 抢占式实例创建后有1小时保护期，在保护期内不会被自动释放。

无确定使用时长无确定使用时长 抢占式实例创建后没有保护期，但比有保护期的抢占式实例更优惠。

上限价格选项说明如下表所示。

单台实例规格上限价 说明

使用自动出价使用自动出价
始终使用实例规格的实时市场价格，该市场价格不会超过对应按量付费
实例的价格。使用自动出价可以避免抢占式实例因实时市场价格超过上
限被自动释放，但不能避免因实例规格的库存不足被自动释放。

设置单台上限价设置单台上限价
自行输入明确的价格上限，实例规格的实时市场价格超出该上限或者库
存不足时，抢占式实例都会被自动释放。

iv. 配置购买实例的数量。

使用向导单次最多购买100台实例。此外，您持有的实例数量不能超过配额，具体配额以页面显示
为准。更多信息，请参见查看和提升实例配额。

4. 选择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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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镜像区域单击镜像市场镜像市场，然后单击从镜像市场获取更多选择（含操作系统）从镜像市场获取更多选择（含操作系统）。

ii. 在镜像市场镜像市场对话框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GRID，并单击搜索搜索。

iii. 选择需要购买的Windows收费镜像，单击使用使用。

预装了GRID驱动的收费镜像如Windows Server 2019 中文版预装GRID驱动镜像Windows Server 2019 中文版预装GRID驱动镜像、WindowsWindows
Server 2016 中文版预装GRID驱动Server 2016 中文版预装GRID驱动，这些收费镜像带有已经激活License的GRID驱动，您无需再手
动安装GRID驱动。本文以搜索并选用Windows Server 2019 中文版预装GRID驱动镜像Windows Server 2019 中文版预装GRID驱动镜像镜像为
例。

注意 注意 如果您购买了美国（弗吉尼亚）地域的vgn6i实例，请务必选择GRID 11版本的驱动
镜像，否则将导致实例中的vGPU不可用。

返回创建实例页面，显示类似如下信息，表示镜像选择成功。

5. 选择存储并进行相关配置。

实例通过添加系统盘、数据盘和共享盘NAS获得存储能力，云服务器ECS提供了云盘和本地盘满足不同
场景的需求。

云盘可以用作系统盘和数据盘，包括ESSD云盘、SSD云盘、高效云盘等类型。更多信息，请参见云盘概
述。

说明 说明 随实例一起创建的云盘和实例的付费模式相同。

本地盘只能用作数据盘，如果实例规格配备了本地盘（例如本地SSD型、大数据型等），页面中会显示
本地盘的信息。更多信息，请参见本地盘。

说明 说明 不支持自行为实例挂载本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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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选择系统盘。

系统盘用于安装操作系统，默认容量为40 GiB，但实际可设置的最低容量和镜像类型有关，如下表
所示。

镜像 系统盘容量范围（GiB）

Linux（不包括CoreOS和Red
Hat）

[max{20, 镜像文件大小}, 500]

FreeBSD [max{30, 镜像文件大小}, 500]

CoreOS [max{30, 镜像文件大小}, 500]

Red Hat [max{40, 镜像文件大小}, 500]

Windows [max{40, 镜像文件大小}, 500]

ii. （可选）选择数据盘。

支持创建空云盘或者用快照创建云盘。快照是云盘在某一时间点数据状态的备份文件，用快照创建
云盘便于快速导入数据。选择数据盘时，您还可以加密云盘满足数据安全或法规合规等场景的要
求。关于数据加密的介绍，请参见加密概述。

说明 说明 单台实例支持挂载的数据盘存在数量限制。更多信息，请参见块存储使用限制。

iii. （可选）选择共享盘NAS。

如果您有较多数据需要供多台实例共享访问，推荐使用NAS文件系统，可以节约大量拷贝与同步成
本。

选择已有的NAS文件系统，或者单击创建新NAS文件系统创建新NAS文件系统前往NAS文件系统控制台即时创建NAS
文件系统。具体操作，请参见通过控制台创建通用型NAS文件系统。创建完成后，返回ECS实例创建向

导并单击 按钮，查看NAS文件系统列表。关于挂载NAS文件系统时的注意事项，请参见新购ECS时

挂载NAS文件系统。

6. （可选）配置快照服务。

创建实例时即可为云盘开启自动备份，有效应对数据误删等风险。

选择已有的自动快照策略，或者单击创建自动快照策略创建自动快照策略前往快照页面即时创建自动快照策略。具体操

作，请参见创建自动快照策略。创建完成后，返回ECS实例创建向导并单击 按钮，查看自动快照策略列

表。

步骤2：完成网络和安全组配置步骤2：完成网络和安全组配置
网络和安全组配置提供了公网以及与其他阿里云资源通信的能力，并保障实例在网络中的安全。完成网络和
安全组配置后，单击下一步：系统配置下一步：系统配置。

1. 选择网络及公网IP。

配置项 说明 相关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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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网络

选择专有网络专有网络 。

专有网络是您在阿里云自己定义的一个隔离网络环
境，您可以完全掌控自己的专有网络，例如选择IP地址
范围、配置路由表和网关等。

如果在创建实例时不需要自定义专有网络配置，您可
以跳过本步骤，系统会自动创建默认专有网络和交换
机。

说明 说明 仅当实例所属地域不存在已创建的自
定义专有网络时，才支持跳过本步骤。

选择已有的专有网络和交换机，或者单击前往控制台前往控制台
创建创建 前往专有网络控制台即时创建专有网络和交换

机。创建完成后，返回ECS实例创建向导并单击 按

钮，查看最新的专有网络和交换机列表。

说明 说明 如果您需要为实例分配IPv6地址，请
选择已开通IPv6网段的专有网络和交换机。

什么是专有网络

创建专有网络

创建交换机

为已有VPC开通IPv6网段

为已有交换机开通IPv6网段

公网IP公网IP

如果您在基础配置基础配置 页面中选择了Windows 2008 R2及
以下版本的镜像，您必须在此处选中分配公网IPv4地分配公网IPv4地
址址 复选框，或者在创建实例后绑定弹性公网IP，以便通
过其他协议连接实例，例如RDP（Windows自带的远
程连接）、PCOIP、XenDesktop HDX 3D等。否则，
在GPU驱动安装完成后，您将无法通过管理终端连接实
例，连接实例时会始终显示黑屏或停留在启动界面。

说明 说明 RDP不支持DirectX、OpenGL等应
用，您需要自行安装VNC服务和客户端。

具体操作如下：

i. 选中分配公网IPv4地址分配公网IPv4地址 。

ii. 选择带宽计费模式。

按固定带宽按固定带宽 ：按您选择的带宽值计费，适用于
对网络带宽有稳定要求的场景。

按使用流量按使用流量 ：按实际使用的流量计费，此时选
择的带宽峰值用于防止突然爆发的流量产生较
高费用。适用于对网络带宽要求变化大的场
景，例如大部分时间流量较低，但间歇性出现
流量高峰。

iii. 选择按固定带宽的带宽值或按使用流量的带宽峰
值。

什么是弹性公网IP

配置项 说明 相关文档

2. 选择安全组。

安全组是一种虚拟防火墙，用于控制安全组内实例的入流量和出流量。更多信息，请参见安全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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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创建实例不需要自定义安全组配置，您可以跳过本步骤，系统会自动创建默认安全组。默认安全
组入方向放行22端口、3389端口及ICMP协议，在创建完成后您可以修改安全组配置。

i. 如果您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安全组，单击新建安全组新建安全组。

关于安全组各项配置的详细说明，请参见创建安全组。

ii. 单击重新选择安全组重新选择安全组。

iii. 在请选择安全组请选择安全组对话框，选择一个或多个安全组，然后单击选择选择。

3. 配置弹性网卡。

弹性网卡分为主网卡和辅助网卡。主网卡不支持从实例解绑，只能随实例一起创建和释放。辅助网卡支
持自由绑定至实例和从实例解绑，方便您在实例之间切换网络流量。如需随实例一起创建辅助网卡，请

单击 图标，然后选择辅助网卡所属的交换机。

说明 说明 创建实例时只能添加1块辅助网卡，您也可以在实例创建完成后单独创建辅助网卡并绑
定至实例。关于各实例规格支持绑定的弹性网卡的数量，请参见实例规格族。

（可选）步骤3：完成系统配置（可选）步骤3：完成系统配置
系统配置包括登录凭证、主机名、实例自定义数据等，用于定制实例在控制台和操作系统内显示的信息或使
用方式。完成系统配置后，单击下一步：分组设置下一步：分组设置。

1. 配置登录凭证。

登录凭证用于安全地登录实例，关于实例连接方式的介绍，请参见连接方式概述ECS远程连接操作指
南。

登录凭证 说明

密钥对密钥对

选择已有的密钥对，或者单击创建密钥对创建密钥对 即时创建密钥对。创建完成后，

返回ECS实例创建向导并单击 按钮，查看密钥对列表。具体操作，请参

见创建SSH密钥对。

说明 说明 仅Linux实例支持使用密钥对登录。

自定义密码自定义密码
输入并确认密码。使用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实例时，Linux实例默认用户名
为  root ，Windows实例默认用户名为  administrator 。

创建后设置创建后设置
在实例创建完成后，自行绑定密钥对或者重置实例密码。具体操作，请参
见绑定SSH密钥对和重置实例登录密码。

2. 配置控制台中显示的实例名称和操作系统内部显示的主机名称。

创建多台实例时，设置有序的实例名称和主机名称便于从名称了解实例的批次等信息。关于设置有序名
称的规则，请参见批量设置有序的实例名称或主机名称。

3. 配置高级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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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选择实例RAM角色。

实例通过实例RAM角色获得该角色拥有的权限，可以基于临时安全令牌STS（Security Token
Service）访问指定云服务的API和操作指定的云资源，安全性更高。

选择已有的实例RAM角色，或者单击创建实例RAM角色创建实例RAM角色前往RAM控制台即时创建实例RAM角色。

创建完成后，返回ECS实例创建向导并单击 按钮，查看实例RAM角色列表。具体操作，请参见创

建实例RAM角色并为角色授予权限。

ii. 选择实例元数据访问模式。

实例元数据（metadata）包含了实例在阿里云系统中的信息，您可以在运行中的实例内方便地查
看实例元数据，并基于实例元数据配置或管理实例。关于如何通过普通模式和加固模式查看实例元
数据，请参见查看实例元数据。

实例元数据访问模式 说明

普通模式（兼容加固模式）普通模式（兼容加固模式） 实例创建完成后，支持通过普通模式或者加固模式查看实例元数据。

仅加固模式仅加固模式 实例创建完成后，仅支持通过加固模式查看实例元数据。

警告 警告 选择仅加固模式仅加固模式会导致cloud-init组件初始化配置失败，影响实例的元数据、自定
义数据等配置，请慎重选择。

iii. 配置实例自定义数据。

实例自定义数据可以作为实例自定义脚本在启动实例时执行，实现自动化配置实例，或者仅作为普
通数据传入实例。更多信息，请参见使用实例自定义数据（Linux实例）和使用实例自定义数据
（Windows实例）。

在输入框输入您准备的实例自定义数据。如果实例自定义数据已进行Base64编码，请选中输入已输入已
采用Base64编码采用Base64编码。

（可选）步骤4：完成分组设置（可选）步骤4：完成分组设置
分组设置提供标签、资源组等批量管理实例的方式。完成分组设置后，单击下一步：确认订单下一步：确认订单。

1. 配置标签。

标签由一对键值（Key-Value）组成。使用标签标识具有相同特征的资源后，例如所属组织或用途相同
的资源，您可以基于标签方便地检索和管理资源。更多信息，请参见标签概述。

选择已有的标签，或者填写标签键和标签值即时创建标签。

2. 选择资源组。

资源组供您从业务角度管理跨地域、跨产品的资源，并支持针对资源组管理权限。更多信息，请参见资
源组。

选择已有的资源组，或者单击去创建去创建前往资源管理控制台即时创建资源组。创建完成后，返回ECS实例

创建向导并单击 按钮，查看资源组列表。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资源组。

3. 选择部署集。

部署集支持高可用策略，部署集内实例会严格分散在不同的物理服务器上，保证业务的高可用性和底层
容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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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已有的部署集，或者单击管理部署集管理部署集即时创建部署集。创建完成后，返回ECS实例创建向导并单击

按钮，查看部署集列表。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部署集。

4. 选择专有宿主机。

专有宿主机是一台由单租户独享物理资源的云主机，具有满足严格的安全合规要求、允许自带许可证
（BYOL）上云等优势。

选择已有的专有宿主机，或者单击创建专有宿主机创建专有宿主机即时创建专有宿主机。创建完成后，返回ECS实例创

建向导并单击 按钮，查看专有宿主机列表。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DDH。

5. 选择私有池。

创建弹性保障或容量预定后，系统会自动生成私有池，预留特定属性特定数量的实例。从关联的私有池
中创建这一类实例，可以提供资源确定性保障。更多信息，请参见资源保障概述。

说明 说明 弹性保障和容量预定仅支持为按量付费实例保障资源供应确定性。

私有池容量 说明

开放开放
优先使用开放类型私有池的容量，如果开放类型私有池无可用容量，则尝
试使用公共池的容量。

不使用不使用 不使用任何私有池的容量。

指定指定
继续指定一个专用或开放类型私有池的ID，使用其容量创建实例。如果该
私有池没有可用容量，则创建失败。

步骤5：确认订单步骤5：确认订单
在最终创建实例前，请检查实例的整体配置并配置使用时长等选项，确保各项配置符合您的要求。

1. 检查所选配置。

如需修改配置，单击 图标前往对应页面。您可以基于所选配置生成模板，方便后续快捷创建配置类似

的实例，如下表所示。

快捷操作 说明 相关文档

保存为启动模板保存为启动模板
将所选配置保存为启动模板，使用启动模板创建实例
可以免去重复配置的操作。

使用实例启动模板创建实
例

生成Open API最佳实生成Open API最佳实
践脚本践脚本

自动生成API工作流和SDK示例供您参考。

RunInstances

批量创建ECS实例
（Java）

批量创建ECS实例
（Python）

保存当前购买配置为保存当前购买配置为
ROS模板ROS模板

将所选配置保存为ROS模板，方便继续使用ROS模板创
建资源栈，实现一键交付资源。

创建资源栈

2. 配置实例的使用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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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量付费实例：设置自动释放实例的时间。您也可以在创建实例后手动释放实例，或者配置自动释
放。具体操作，请参见释放实例。

包年包月实例：选择购买时长以及是否启用自动续费。您也可以在创建实例后手动续费实例，或者配
置自动续费。具体操作，请参见续费概述。

3. 阅读云服务器ECS服务条款，如无疑问，选中《云服务器ECS服务条款》《云服务器ECS服务条款》。

4. 在页面底部查看实例的总费用，如无疑问，确认创建实例并按提示完成支付。

如果您仅需要购买未配备驱动的普通GPU实例，可以参考本文操作指导创建GPU实例，但为了不影响您的使
用，请务必在创建完成后手动安装相关驱动。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本文适用于以下场景：

已经通过NVIDIA官网或其他渠道获取了GRID License及驱动。

想要通过阿里云购买未配备驱动的GPU实例，再前往NVIDIA购买GPU驱动并手动安装。

不同场景适用的驱动类型和安装方式有所不同，更多信息，请参见NVIDIA驱动安装指引。

准备工作准备工作
1. 注册阿里云账号，并完善账号信息。

完成实名认证。具体操作，请参见阿里云账号注册流程。

开通按量付费ECS资源时，您的阿里云账户余额（即现金余额）和代金券的总值不得小于100.00元人
民币。具体充值操作，请参见如何充值。

2. 前往实例创建页。

操作流程操作流程
步骤1：完成基础配置

步骤2：完成网络和安全组配置

（可选）步骤3：完成系统配置

（可选）步骤4：完成分组设置

步骤5：确认订单

步骤1：完成基础配置步骤1：完成基础配置
基础配置包括购买实例的基础需求（付费模式、地域可用区）以及一台实例所需的基础资源（实例规格、镜
像、存储）。完成基础设置后，单击下一步：网络和安全组设置下一步：网络和安全组设置。

1. 选择付费模式。

付费模式影响实例的计费和收费规则，不同付费模式的实例遵循的资源状态变化规则也存在差异。

付费模式 说明 相关文档

包年包月包年包月 先付费后使用，最短可以按周购买。 包年包月

3.3. 创建未配备驱动的GPU实例3.3. 创建未配备驱动的GPU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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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量付费按量付费

先使用后付费，计费周期精确到秒，方便您按需购买
和释放资源。

说明 说明 推荐搭配使用节省计划优化成本。

按量付费

节省计划

抢占式实例抢占式实例
先使用后付费，相对于按量付费实例价格有一定的折
扣，但可能因市场价格变化或实例规格库存不足而自
动释放实例。

抢占式实例

付费模式 说明 相关文档

2. 选择地域及可用区。

选择距离近的地域可以降低网络时延，实例创建完成后不支持更改地域和可用区。更多信息，请参见地
域和可用区。

3. 选择实例规格并进行相关配置。

i. 定位到异构计算GPU/FPGA/NPU异构计算GPU/FPGA/NPU架构下的GPU计算型GPU计算型或者GPU虚拟化型GPU虚拟化型，然后选择实例规格。

说明说明

可选的实例规格和地域等因素有关，您可以前往ECS实例可购买地域查看实例的可购情
况。

如果您有特定的配置需求，例如需要挂载多张弹性网卡、使用ESSD云盘、使用本地盘
等，请确认实例规格是否支持。关于实例规格的特点、适用场景、指标数据等信息，请
参见实例规格族。

如果您需要针对特定场景购买实例，可以查看场景化选型场景化选型页签中的推荐信息，例如适
用于AI机器学习等场景的GPU实例规格。

ii. 在当前选择实例当前选择实例后确认所选实例规格信息。

如果您需要体验阿里云推出的集群极速部署工具FastGPU，帮助您将人工智能计算任务一键部署在
阿里云的IaaS资源上，可以单击Fast GPU极速创建GPU集群>Fast GPU极速创建GPU集群>，前往阿里云开发者实验室，通过三
个训练场景中的应用实验进行学习与体验。FastGPU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什么是集群极速部署工具
FastG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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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如果选择付费模式付费模式为抢占式实例抢占式实例，配置使用时长和上限价格。

使用时长指抢占式实例的保护期，超出保护期后可能因市场价格变化或实例规格库存不足而自动释
放实例。使用时长选项说明如下表所示。

抢占式实例使用时长 说明

设定使用实例1小时设定使用实例1小时 抢占式实例创建后有1小时保护期，在保护期内不会被自动释放。

无确定使用时长无确定使用时长 抢占式实例创建后没有保护期，但比有保护期的抢占式实例更优惠。

上限价格选项说明如下表所示。

单台实例规格上限价 说明

使用自动出价使用自动出价
始终使用实例规格的实时市场价格，该市场价格不会超过对应按量付费
实例的价格。使用自动出价可以避免抢占式实例因实时市场价格超过上
限被自动释放，但不能避免因实例规格的库存不足被自动释放。

设置单台上限价设置单台上限价
自行输入明确的价格上限，实例规格的实时市场价格超出该上限或者库
存不足时，抢占式实例都会被自动释放。

iv. 配置购买实例的数量。

使用向导单次最多购买100台实例。此外，您持有的实例数量不能超过配额，具体配额以页面显示
为准。更多信息，请参见查看和提升实例配额。

4. 选择镜像。

镜像提供了运行实例所需的信息，阿里云提供多种镜像来源供您方便地获取镜像，如下表所示。

镜像来源 说明 相关文档

公共镜像
阿里云官方提供的基础镜像，均已获得正版授权，涵
盖Windows Server系统镜像和主流的Linux系统镜像。

公共镜像概述

自定义镜像
您自行创建或导入的镜像，包含了初始系统环境、应
用环境、软件配置等信息，可以节省重复配置的时
间。

自定义镜像概述

共享镜像
其他阿里云账号共享的自定义镜像，方便跨账号使用
同一镜像创建实例。

共享或取消共享镜像

镜像市场
镜像市场中的镜像均经过严格审核，种类丰富，方便
您一键部署用于建站、应用开发等场景的云服务器。

镜像市场

5. 选择存储并进行相关配置。

实例通过添加系统盘、数据盘和共享盘NAS获得存储能力，云服务器ECS提供了云盘和本地盘满足不同
场景的需求。

云盘可以用作系统盘和数据盘，包括ESSD云盘、SSD云盘、高效云盘等类型。更多信息，请参见云盘概
述。

说明 说明 随实例一起创建的云盘和实例的付费模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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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盘只能用作数据盘，如果实例规格配备了本地盘（例如本地SSD型、大数据型等），页面中会显示
本地盘的信息。更多信息，请参见本地盘。

说明 说明 不支持自行为实例挂载本地盘。

i. 选择系统盘。

系统盘用于安装操作系统，默认容量为40 GiB，但实际可设置的最低容量和镜像类型有关，如下表
所示。

镜像 系统盘容量范围（GiB）

Linux（不包括CoreOS和Red
Hat）

[max{20, 镜像文件大小}, 500]

FreeBSD [max{30, 镜像文件大小}, 500]

CoreOS [max{30, 镜像文件大小}, 500]

Red Hat [max{40, 镜像文件大小}, 500]

Windows [max{40, 镜像文件大小}, 500]

ii. （可选）选择数据盘。

支持创建空云盘或者用快照创建云盘。快照是云盘在某一时间点数据状态的备份文件，用快照创建
云盘便于快速导入数据。选择数据盘时，您还可以加密云盘满足数据安全或法规合规等场景的要
求。关于数据加密的介绍，请参见加密概述。

说明 说明 单台实例支持挂载的数据盘存在数量限制。更多信息，请参见块存储使用限制。

iii. （可选）选择共享盘NAS。

如果您有较多数据需要供多台实例共享访问，推荐使用NAS文件系统，可以节约大量拷贝与同步成
本。

选择已有的NAS文件系统，或者单击创建新NAS文件系统创建新NAS文件系统前往NAS文件系统控制台即时创建NAS
文件系统。具体操作，请参见通过控制台创建通用型NAS文件系统。创建完成后，返回ECS实例创建向

导并单击 按钮，查看NAS文件系统列表。关于挂载NAS文件系统时的注意事项，请参见新购ECS时

挂载NAS文件系统。

6. （可选）配置快照服务。

创建实例时即可为云盘开启自动备份，有效应对数据误删等风险。

选择已有的自动快照策略，或者单击创建自动快照策略创建自动快照策略前往快照页面即时创建自动快照策略。具体操

作，请参见创建自动快照策略。创建完成后，返回ECS实例创建向导并单击 按钮，查看自动快照策略列

表。

步骤2：完成网络和安全组配置步骤2：完成网络和安全组配置
网络和安全组配置提供了公网以及与其他阿里云资源通信的能力，并保障实例在网络中的安全。完成网络和
安全组配置后，单击下一步：系统配置下一步：系统配置。

1. 选择网络及公网IP。

GPU云服务器 用户指南··创建GPU实例

> 文档版本：20220602 38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63138.html#concept-g3w-qzv-t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59643.html#concept-238323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5412.html#concept-gvb-h1w-tdb/BlockStorageQuota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7530.html#task-27530-zh/section-5jo-0kj-jn5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2688.html#task-2480876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27767.html#task-1443510


配置项 说明 相关文档

网络网络

选择专有网络专有网络 。

专有网络是您在阿里云自己定义的一个隔离网络环
境，您可以完全掌控自己的专有网络，例如选择IP地址
范围、配置路由表和网关等。

如果在创建实例时不需要自定义专有网络配置，您可
以跳过本步骤，系统会自动创建默认专有网络和交换
机。

说明 说明 仅当实例所属地域不存在已创建的自
定义专有网络时，才支持跳过本步骤。

选择已有的专有网络和交换机，或者单击前往控制台前往控制台
创建创建 前往专有网络控制台即时创建专有网络和交换

机。创建完成后，返回ECS实例创建向导并单击 按

钮，查看最新的专有网络和交换机列表。

说明 说明 如果您需要为实例分配IPv6地址，请
选择已开通IPv6网段的专有网络和交换机。

什么是专有网络

创建专有网络

创建交换机

为已有VPC开通IPv6网段

为已有交换机开通IPv6网段

公网IP公网IP

如果您在基础配置基础配置 页面中选择了Windows 2008 R2及
以下版本的镜像，您必须在此处选中分配公网IPv4地分配公网IPv4地
址址 复选框，或者在创建实例后绑定弹性公网IP，以便通
过其他协议连接实例，例如RDP（Windows自带的远
程连接）、PCOIP、XenDesktop HDX 3D等。否则，
在GPU驱动安装完成后，您将无法通过管理终端连接实
例，连接实例时会始终显示黑屏或停留在启动界面。

说明 说明 RDP不支持DirectX、OpenGL等应
用，您需要自行安装VNC服务和客户端。

具体操作如下：

i. 选中分配公网IPv4地址分配公网IPv4地址 。

ii. 选择带宽计费模式。

按固定带宽按固定带宽 ：按您选择的带宽值计费，适用于
对网络带宽有稳定要求的场景。

按使用流量按使用流量 ：按实际使用的流量计费，此时选
择的带宽峰值用于防止突然爆发的流量产生较
高费用。适用于对网络带宽要求变化大的场
景，例如大部分时间流量较低，但间歇性出现
流量高峰。

iii. 选择按固定带宽的带宽值或按使用流量的带宽峰
值。

什么是弹性公网IP

2. 选择安全组。

安全组是一种虚拟防火墙，用于控制安全组内实例的入流量和出流量。更多信息，请参见安全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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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创建实例不需要自定义安全组配置，您可以跳过本步骤，系统会自动创建默认安全组。默认安全
组入方向放行22端口、3389端口及ICMP协议，在创建完成后您可以修改安全组配置。

i. 如果您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安全组，单击新建安全组新建安全组。

关于安全组各项配置的详细说明，请参见创建安全组。

ii. 单击重新选择安全组重新选择安全组。

iii. 在请选择安全组请选择安全组对话框，选择一个或多个安全组，然后单击选择选择。

3. 配置弹性网卡。

弹性网卡分为主网卡和辅助网卡。主网卡不支持从实例解绑，只能随实例一起创建和释放。辅助网卡支
持自由绑定至实例和从实例解绑，方便您在实例之间切换网络流量。如需随实例一起创建辅助网卡，请

单击 图标，然后选择辅助网卡所属的交换机。

说明 说明 创建实例时只能添加1块辅助网卡，您也可以在实例创建完成后单独创建辅助网卡并绑
定至实例。关于各实例规格支持绑定的弹性网卡的数量，请参见实例规格族。

（可选）步骤3：完成系统配置（可选）步骤3：完成系统配置
系统配置包括登录凭证、主机名、实例自定义数据等，用于定制实例在控制台和操作系统内显示的信息或使
用方式。完成系统配置后，单击下一步：分组设置下一步：分组设置。

1. 配置登录凭证。

登录凭证用于安全地登录实例，关于实例连接方式的介绍，请参见连接方式概述ECS远程连接操作指
南。

登录凭证 说明

密钥对密钥对

选择已有的密钥对，或者单击创建密钥对创建密钥对 即时创建密钥对。创建完成后，

返回ECS实例创建向导并单击 按钮，查看密钥对列表。具体操作，请参

见创建SSH密钥对。

说明 说明 仅Linux实例支持使用密钥对登录。

自定义密码自定义密码
输入并确认密码。使用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实例时，Linux实例默认用户名
为  root ，Windows实例默认用户名为  administrator 。

创建后设置创建后设置
在实例创建完成后，自行绑定密钥对或者重置实例密码。具体操作，请参
见绑定SSH密钥对和重置实例登录密码。

2. 配置控制台中显示的实例名称和操作系统内部显示的主机名称。

创建多台实例时，设置有序的实例名称和主机名称便于从名称了解实例的批次等信息。关于设置有序名
称的规则，请参见批量设置有序的实例名称或主机名称。

3. 配置高级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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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选择实例RAM角色。

实例通过实例RAM角色获得该角色拥有的权限，可以基于临时安全令牌STS（Security Token
Service）访问指定云服务的API和操作指定的云资源，安全性更高。

选择已有的实例RAM角色，或者单击创建实例RAM角色创建实例RAM角色前往RAM控制台即时创建实例RAM角色。

创建完成后，返回ECS实例创建向导并单击 按钮，查看实例RAM角色列表。具体操作，请参见创

建实例RAM角色并为角色授予权限。

ii. 选择实例元数据访问模式。

实例元数据（metadata）包含了实例在阿里云系统中的信息，您可以在运行中的实例内方便地查
看实例元数据，并基于实例元数据配置或管理实例。关于如何通过普通模式和加固模式查看实例元
数据，请参见查看实例元数据。

实例元数据访问模式 说明

普通模式（兼容加固模式）普通模式（兼容加固模式） 实例创建完成后，支持通过普通模式或者加固模式查看实例元数据。

仅加固模式仅加固模式 实例创建完成后，仅支持通过加固模式查看实例元数据。

警告 警告 选择仅加固模式仅加固模式会导致cloud-init组件初始化配置失败，影响实例的元数据、自定
义数据等配置，请慎重选择。

iii. 配置实例自定义数据。

实例自定义数据可以作为实例自定义脚本在启动实例时执行，实现自动化配置实例，或者仅作为普
通数据传入实例。更多信息，请参见使用实例自定义数据（Linux实例）和使用实例自定义数据
（Windows实例）。

在输入框输入您准备的实例自定义数据。如果实例自定义数据已进行Base64编码，请选中输入已输入已
采用Base64编码采用Base64编码。

（可选）步骤4：完成分组设置（可选）步骤4：完成分组设置
分组设置提供标签、资源组等批量管理实例的方式。完成分组设置后，单击下一步：确认订单下一步：确认订单。

1. 配置标签。

标签由一对键值（Key-Value）组成。使用标签标识具有相同特征的资源后，例如所属组织或用途相同
的资源，您可以基于标签方便地检索和管理资源。更多信息，请参见标签概述。

选择已有的标签，或者填写标签键和标签值即时创建标签。

2. 选择资源组。

资源组供您从业务角度管理跨地域、跨产品的资源，并支持针对资源组管理权限。更多信息，请参见资
源组。

选择已有的资源组，或者单击去创建去创建前往资源管理控制台即时创建资源组。创建完成后，返回ECS实例

创建向导并单击 按钮，查看资源组列表。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资源组。

3. 选择部署集。

部署集支持高可用策略，部署集内实例会严格分散在不同的物理服务器上，保证业务的高可用性和底层
容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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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已有的部署集，或者单击管理部署集管理部署集即时创建部署集。创建完成后，返回ECS实例创建向导并单击

按钮，查看部署集列表。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部署集。

4. 选择专有宿主机。

专有宿主机是一台由单租户独享物理资源的云主机，具有满足严格的安全合规要求、允许自带许可证
（BYOL）上云等优势。

选择已有的专有宿主机，或者单击创建专有宿主机创建专有宿主机即时创建专有宿主机。创建完成后，返回ECS实例创

建向导并单击 按钮，查看专有宿主机列表。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DDH。

5. 选择私有池。

创建弹性保障或容量预定后，系统会自动生成私有池，预留特定属性特定数量的实例。从关联的私有池
中创建这一类实例，可以提供资源确定性保障。更多信息，请参见资源保障概述。

说明 说明 弹性保障和容量预定仅支持为按量付费实例保障资源供应确定性。

私有池容量 说明

开放开放
优先使用开放类型私有池的容量，如果开放类型私有池无可用容量，则尝
试使用公共池的容量。

不使用不使用 不使用任何私有池的容量。

指定指定
继续指定一个专用或开放类型私有池的ID，使用其容量创建实例。如果该
私有池没有可用容量，则创建失败。

步骤5：确认订单步骤5：确认订单
在最终创建实例前，请检查实例的整体配置并配置使用时长等选项，确保各项配置符合您的要求。

1. 检查所选配置。

如需修改配置，单击 图标前往对应页面。您可以基于所选配置生成模板，方便后续快捷创建配置类似

的实例，如下表所示。

快捷操作 说明 相关文档

保存为启动模板保存为启动模板
将所选配置保存为启动模板，使用启动模板创建实例
可以免去重复配置的操作。

使用实例启动模板创建实
例

生成Open API最佳实生成Open API最佳实
践脚本践脚本

自动生成API工作流和SDK示例供您参考。

RunInstances

批量创建ECS实例
（Java）

批量创建ECS实例
（Python）

保存当前购买配置为保存当前购买配置为
ROS模板ROS模板

将所选配置保存为ROS模板，方便继续使用ROS模板创
建资源栈，实现一键交付资源。

创建资源栈

2. 配置实例的使用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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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量付费实例：设置自动释放实例的时间。您也可以在创建实例后手动释放实例，或者配置自动释
放。具体操作，请参见释放实例。

包年包月实例：选择购买时长以及是否启用自动续费。您也可以在创建实例后手动续费实例，或者配
置自动续费。具体操作，请参见续费概述。

3. 阅读云服务器ECS服务条款，如无疑问，选中《云服务器ECS服务条款》《云服务器ECS服务条款》。

4. 在页面底部查看实例的总费用，如无疑问，确认创建实例并按提示完成支付。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RunInstances

在GPU计算型实例中安装GPU驱动（Linux）

在GPU计算型实例中安装GPU驱动（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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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U实例作为云服务器ECS的一类实例规格，保持了与连接ECS实例相同的相关操作。ECS支持通过多种方式
连接实例，包括Workbench、VNC和第三方客户端工具。您可以综合考虑目标实例的操作系统、本地设备的
操作系统、需要执行的操作等因素，选择合适的连接方式。

连接方式介绍连接方式介绍

实例操作系统 本地设备操作系统 连接方式

Linux

Windows

Workbench

登录凭证为用户名密码或密钥，请参见通过密码或密钥认证登录
Linux实例。

登录凭证为PAM，请参见通过PAM凭据认证登录实例。

VNC

具体操作，请参见通过密码认证登录Linux实例。

PuTTY等客户端工具

登录凭证为SSH密钥对，请参见在Windows环境中使用密钥
对。

登录凭证为用户名密码，请参见在Windows环境中使用用户名
密码验证。

Linux、macOS等类
Unix系统

Workbench

登录凭证为用户名密码或密钥，请参见通过密码或密钥认证登录
Linux实例。

登录凭证为PAM，请参见通过PAM凭据认证登录实例。

VNC

具体操作，请参见通过密码认证登录Linux实例。

SSH命令连接

登录凭证为SSH密钥对，请参见在支持SSH命令的环境中使用密
钥对（通过命令配置信息）。

登录凭证为用户名密码，请参见在Linux或Mac OS X环境中使用
用户名密码验证。

iOS、Android等移
动设备操作系统

SSH Control Lite、JuiceSSH等App

具体操作，请参见在移动设备上连接Linux实例。

4.连接GPU实例4.连接GPU实例
4.1. 连接方式概述4.1. 连接方式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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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Windows

Workbench

登录凭证为用户名密码或密钥，请参见通过密码或密钥认证登录
Windows实例。

登录凭证为PAM，请参见通过PAM凭据认证登录实例。

VNC

具体操作，请参见通过密码认证登录Windows实例。

远程桌面连接（MSTSC）等客户端工具

具体操作，请参见本地设备使用Windows操作系统。

Linux

Workbench

登录凭证为用户名密码或密钥，请参见通过密码或密钥认证登录
Windows实例。

登录凭证为PAM，请参见通过PAM凭据认证登录实例。

VNC

具体操作，请参见通过密码认证登录Windows实例。

rdesktop等客户端工具

具体操作，请参见本地设备使用Linux操作系统。

macOS

Workbench

登录凭证为用户名密码或密钥，请参见通过密码或密钥认证登录
Windows实例。

登录凭证为PAM，请参见通过PAM凭据认证登录实例。

VNC

具体操作，请参见通过密码认证登录Windows实例。

Microsoft Remote Desktop Connection for Mac等客户端工具

具体操作，请参见微软官网文档。

iOS、Android等移
动设备操作系统

Microsoft Remote Desktop等App

具体操作，请参见在移动设备上连接Windows实例。

实例操作系统 本地设备操作系统 连接方式

说明说明

除Workbench和VNC外，其他连接方式均要求待连接实例分配了固定公网IP或EIP。

Windows实例创建成功后，实例的操作系统内部需要进行初始化，一般需要2~3分钟，初始化期
间请不要重启实例。如果您创建了非I/O优化的Windows实例，需要10分钟完成初始化，请等待
初始化完成后再连接实例。

连接方式对比连接方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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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bench、VNC和其他第三方客户端工具均有各自的优势，对比如下。

对比项目 Workbench VNC 第三方客户端工具

实例分配固定公网IP或EIP

可选

说明 说明 不能用
于排查误开启防火墙
等网络配置问题。

可选，因此可以用于排查
网络配置错误等异常，例
如误开启了防火墙。

必需

实例开启SSH等服务 必需
可选，因此可以用于排查
SSH服务异常等异常，例
如SSHD服务被关闭。

必需

控制台一键登录 支持 支持
不支持，需要安装本地客
户端。

目标实例操作系统无关性
支持连接Linux实例和
Windows实例。

支持连接Linux实例和
Windows实例。

一般支持连接Linux实例或
Windows实例，视客户端
工具而定。

多操作系统用户登录同一
台实例

支持 不支持 视客户端工具而定

交互便利性
交互便利，支持复制粘贴
文本。

不支持直接复制粘贴文
本，需要借助复制长命令
功能。

视客户端工具而定

可视化查看Linux系统文件
资源

支持 不支持 视客户端工具而定

硬件控制和修改权限 不支持
支持，可以用于操作BIOS
等资源，排查操作系统无
法启动等异常。

不支持

终端可配置
支持，但依赖Workbench
开放的能力。

不支持
支持，具体能力视客户端
工具而定。

相比VNC，Workbench支持多用户远程连接同一台实例，并且支持可视化管理Linux实例中的文件，更加高效
便捷。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实例已设置登录密码或者绑定密钥对。

实例处于运行中运行中状态。

实例所在安全组已允许Workbench服务相关的IP访问实例，安全组规则详情和网络类型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见Workbench相关安全组规则详情。

4.2. 使用Workbench连接实例4.2. 使用Workbench连接实例
4.2.1. 通过密码或密钥认证登录Linux实例4.2.1. 通过密码或密钥认证登录Linux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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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Workbench的远程连接会话默认维持6个小时，如果您超过6小时没有任何操作，连接会自动断开，您需要重
新连接实例。

使用Workbench连接实例时，支持以下协议：

终端连接（SSH）协议：连接Linux实例时默认使用的协议，也支持连接安装了仿GNU系统（例如Cygwin）
的Windows实例。关于如何连接Linux实例，请参见基于终端连接（SSH）协议连接Linux实例。

远程桌面（RDP）协议：连接Windows实例时默认使用的协议，也支持连接开启了远程桌面服务的Linux实
例。关于如何连接Linux实例，请参见基于远程桌面（RDP）协议连接Linux实例。

说明 说明 如果通过远程桌面（RDP）协议连接实例，请保证公网带宽大于等于5 Mbit/s，否则远程
桌面会卡顿。

Workbench还支持可视化管理Linux实例中的文件。具体操作，请参见使用Workbench管理Linux实例文件。

基于终端连接（SSH）协议连接Linux实例基于终端连接（SSH）协议连接Linux实例
1. 登录EC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实例与镜像实例与镜像 >  > 实例实例。

3. 在顶部菜单栏左上角处，选择地域。

4. 在实例列表实例列表页面，找到需要连接的实例，单击该实例对应操作操作列下的远程连接远程连接。

5. 在弹出的远程连接与命令远程连接与命令对话框中，单击Workbench远程连接Workbench远程连接对应的立即登录立即登录。

6. 在弹出的登录实例登录实例对话框中，输入信息。

一般情况下按精简选项输入信息即可，如下表所示。

配置项 说明

实例实例 自动填充当前实例的信息，您也可以手动输入其他实例的IP或名称。

网络连接网络连接
专有网络实例支持选择公网IP或私网IP连接。

经典网络实例支持选择公网IP或内网IP连接。

用户名用户名 、密码密码 、密钥密钥

输入用户名（例如root），并选择认证方式。支持的认证方式如下：

密码认证密码认证 ：需要继续输入登录密码。

证书认证证书认证 ：需要继续输入或上传证书。如果证书已加密，还需要输入密
钥口令。

在对话框底部单击完整选项完整选项可以展开更多配置项，如下表所示。

配置项 说明

资源组资源组 默认为全部全部 ，即可以手动选择任一资源组的资源。

区域区域 默认为全部全部 ，即可以手动选择任一地域的资源。

连接协议连接协议 默认为终端连接（SSH）终端连接（SS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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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端口 连接协议为终端连接（SSH）终端连接（SSH） 时，默认端口为22。

语言环境语言环境
偏好语言影响输出的内容，选择默认默认 时，Workbench自动探测您远程主机
的语言设置并进行合适的配置。

字符集字符集
偏好字符集影响输出内容的显示结果，选择默认默认 时，Workbench自动探测
您远程主机的字符集设置并进行合适的配置。

配置项 说明

7. 单击确定确定。

如果确定已满足本文的前提条件，连接实例时仍失败，请检查实例内部配置是否满足要求：

开启SSHD的远程服务，例如Linux系统中的SSHD服务。

开放终端连接端口，通常为22端口。

如果使用root用户登录Linux实例，需要保证在/etc/ssh/sshd_config文件中配置  PermitRootLogin yes
 和  PasswordAuthentication yes ，具体操作请参见为Linux实例开启root用户远程登录。

基于远程桌面（RDP）协议连接Linux实例基于远程桌面（RDP）协议连接Linux实例
1. 登录EC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实例与镜像实例与镜像 >  > 实例实例。

3. 在顶部菜单栏左上角处，选择地域。

4. 在实例列表实例列表页面，找到需要连接的实例，单击该实例对应操作操作列下的远程连接远程连接。

5. 在弹出的远程连接与命令远程连接与命令对话框中，单击Workbench远程连接Workbench远程连接对应的立即登录立即登录。

6. 在弹出的登录实例登录实例对话框，输入信息。

i. 在对话框底部单击完整选项完整选项。

ii. 在连接协议连接协议区域，选择远程桌面（RDP）远程桌面（RDP）。

iii.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确定。

iv. 输入其他信息。

配置项 说明

资源组资源组 默认为全部全部 ，即可以手动选择任一资源组的资源。

区域区域 默认为全部全部 ，即可以手动选择任一地域的资源。

实例实例 自动填充当前实例的信息，您也可以手动输入其他实例的IP或名称。

网络连接网络连接
专有网络实例支持选择公网IP或私网IP连接。

经典网络实例支持选择公网IP或内网IP连接。

端口端口 连接协议为远程桌面（RDP）远程桌面（RDP） 时，默认端口为3389。

用户名用户名 、密码密码 输入用户名（例如Administrator）和密码。

7. 单击确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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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确定已满足本文的前提条件，连接实例时仍失败，请检查实例内部配置是否满足要求：

开启远程桌面服务，例如Linux系统中自行安装的XFreeRDP服务。

开放远程桌面端口，通常为3389端口。

如果使用root用户登录Linux实例，需要保证在/etc/ssh/sshd_config文件中配置  PermitRootLogin yes
 和  PasswordAuthentication yes ，具体操作请参见为Linux实例开启root用户远程登录。

为Linux实例开启root用户远程登录为Linux实例开启root用户远程登录
部分Linux系统中，SSHD服务默认禁用root用户远程登录，导致登录时提示用户名或密码错误。您可以按照
以下步骤开启root用户远程登录。

1. 通过密码认证登录Linux实例（VNC）。

2. 打开SSH配置文件。

vi /etc/ssh/sshd_config

3. 修改如下参数。

 PermitRootLogin no 修改为  PermitRootLogin yes 。

 PasswordAuthentication no 修改为  PasswordAuthentication yes 。

4. 按Esc键，输入:wq:wq保存修改。

5. 重启SSHD服务。

service sshd restart

Workbench相关安全组规则详情Workbench相关安全组规则详情
Workbench相关安全组规则详情和网络类型有关：

如需连接专有网络实例，请在安全组规则安全组规则页面的入方向入方向页签添加安全组规则，详情如下表所示。

授权策略 优先级
协议类
型

端口范围 授权对象

允许允许 1
自定义自定义
T CPT CP

Linux实例默认开放22端口：选
择SSH(22)SSH(22)。

如果您手动开放了其他端口：手
动输入端口范围。

如果通过实例的公网IP（包括固
定公网IP和EIP）连接：添加
47.96.60.0/24和
118.31.243.0/24。

如果通过实例的专有网络私网IP
连接：添加100.104.0.0/16。

说明 说明 您也可以添加
0.0.0.0/0，但存在安全风险，
请谨慎使用。

如需通过公网连接经典网络实例，请在安全组规则安全组规则页面的公网入方向公网入方向页签添加安全组规则，详情如下表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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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策略 优先级
协议类
型

端口范围 授权对象

允许允许 1
自定义自定义
T CPT CP

Linux实例默认开放22端口：选
择SSH(22)SSH(22)。

如果您手动开放了其他端口：手
动输入端口范围。

通过实例的公网IP（包括固定公网IP
和EIP）连接：添加47.96.60.0/24
和118.31.243.0/24。

说明 说明 您也可以添加
0.0.0.0/0，但存在安全风险，
请谨慎使用。

如需通过内网连接经典网络实例，请在安全组规则安全组规则页面的入方向入方向页签添加安全组规则，详情如下表所
示。

授权策略 优先级
协议类
型

端口范围 授权对象

允许允许 1
自定义自定义
T CPT CP

Linux实例默认开放22端口：选
择SSH(22)SSH(22)。

如果您手动开放了其他端口：手
动输入端口范围。

通过实例的经典网络内网IP连接：
添加11.195.184.0/24和
11.246.55.0/24。

注意 注意 为内网入方向规
则添加0.0.0.0/0存在高安全风
险，不建议使用。

常见问题常见问题
无法连接实例时，您可以自行排查，详情请参见远程连接FAQ和GuestOS常见问题与修复方案。

相比VNC，Workbench支持多用户远程连接同一台实例，更加高效便捷。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实例已设置登录密码或者配置密钥。

说明 说明 控制台中不支持为Windows实例绑定密钥对，如需通过密钥认证登录Windows实例，您可
以自行在实例内部开启SSHD的远程服务并配置密钥，例如Windows系统中的Cygwin SSHD服务或
WinSSHD服务。关于Windows如何开启SSHD服务的具体操作，请参见微软官方文档。

实例处于运行中运行中状态。

实例所在安全组已允许Workbench服务相关的IP访问实例，安全组规则详情和网络类型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见使用Workbench连接Windows实例时相关安全组规则的详情。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Workbench的远程连接会话默认维持6个小时，如果您超过6小时没有任何操作，连接会自动断开，您需要重
新连接实例。

4.2.2. 通过密码或密钥认证登录Windows实例4.2.2. 通过密码或密钥认证登录Windows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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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Workbench连接实例时，支持以下协议：

远程桌面（RDP）协议：连接Windows实例时默认使用的协议，也支持连接开启了远程桌面服务的Linux实
例。关于如何连接Windows实例，请参见基于远程桌面（RDP）协议连接Windows实例。

说明 说明 如果通过远程桌面（RDP）协议连接实例，请保证公网带宽大于等于5 Mbit/s，否则远程
桌面会卡顿。

终端连接（SSH）协议：连接Linux实例时默认使用的协议，也支持连接安装了仿GNU系统（例如Cygwin）
的Windows实例。关于如何连接Windows实例，请参见基于终端连接（SSH）协议连接Windows实例。

基于远程桌面（RDP）协议连接Windows实例基于远程桌面（RDP）协议连接Windows实例
1. 登录EC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实例与镜像实例与镜像 >  > 实例实例。

3. 在顶部菜单栏左上角处，选择地域。

4. 在实例列表实例列表页面，找到需要连接的实例，单击该实例对应操作操作列下的远程连接远程连接。

5. 在弹出的远程连接与命令远程连接与命令对话框中，单击Workbench远程连接Workbench远程连接对应的立即登录立即登录。

6. 在弹出的登录实例登录实例对话框中，输入信息。

一般情况下按精简选项输入信息即可，如下表所示。

配置项 说明

实例实例 自动填充当前实例的信息，您也可以手动输入其他实例的IP或名称。

网络连接网络连接
专有网络实例支持选择公网IP或私网IP连接。

经典网络实例支持选择公网IP或内网IP连接。

用户名用户名 、密码密码 输入用户名（例如Administrator）和登录密码。

在对话框底部单击完整选项完整选项可以展开更多配置项，如下表所示。

配置项 说明

资源组资源组 默认为全部全部 ，即可以手动选择任一资源组的资源。

区域区域 默认为全部全部 ，即可以手动选择任一地域的资源。

连接协议连接协议 默认为远程桌面（RDP）远程桌面（RDP） 。

端口端口 连接协议为远程桌面（RDP）远程桌面（RDP） 时，默认端口为3389。

7. 单击确定确定。

如果确定已满足本文的前提条件，连接实例时仍失败，请检查实例内部配置是否满足要求：

开启远程桌面服务，例如Windows系统中的远程桌面服务。

开放远程桌面端口，通常为3389端口。

如果使用非管理员用户登录Windows实例，该用户需要属于Remote Desktop Users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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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终端连接（SSH）协议连接Windows实例基于终端连接（SSH）协议连接Windows实例
1. 登录EC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实例与镜像实例与镜像 >  > 实例实例。

3. 在顶部菜单栏左上角处，选择地域。

4. 在实例列表实例列表页面，找到需要连接的实例，单击该实例对应操作操作列下的远程连接远程连接。

5. 在弹出的远程连接与命令远程连接与命令对话框中，单击Workbench远程连接Workbench远程连接对应的立即登录立即登录。

6. 在弹出的登录实例登录实例对话框，输入信息。

i. 在对话框底部单击完整选项完整选项。

ii. 在连接协议连接协议区域，选择终端连接（SSH）终端连接（SSH）。

iii.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确定。

iv. 输入其他信息。

配置项 说明

资源组资源组 默认为全部全部 ，即可以手动选择任一资源组的资源。

区域区域 默认为全部全部 ，即可以手动选择任一地域的资源。

实例实例 自动填充当前实例的信息，您也可以手动输入其他实例的IP或名称。

网络连接网络连接
专有网络实例支持选择公网IP或私网IP连接。

经典网络实例支持选择公网IP或内网IP连接。

端口端口 连接协议为终端连接（SSH）终端连接（SSH） 时，默认端口为22。

用户名用户名 、密码密码 、密钥密钥

输入用户名（例如root），并选择认证方式。支持的认证方式如下：

密码认证密码认证 ：需要继续输入登录密码。

证书认证证书认证 ：需要继续输入或上传证书。如果证书已加密，还需要输
入密钥口令。

语言环境语言环境
偏好语言影响输出的内容，选择默认默认 时，Workbench自动探测您远程
主机的语言设置并进行合适的配置。

字符集字符集
偏好字符集影响输出内容的显示结果，选择默认默认 时，Workbench自动
探测您远程主机的字符集设置并进行合适的配置。

7. 单击确定确定。

如果确定已满足本文的前提条件，连接实例时仍失败，请检查实例内部配置是否满足要求：

开启SSHD的远程服务，例如Windows系统中的Cygwin SSHD服务或WinSSHD服务。

开放终端连接端口，通常为22端口。

如果使用非管理员用户登录Windows实例，该用户需要属于Remote Desktop Users组。

使用Workbench连接Windows实例时相关安全组规则的详情使用Workbench连接Windows实例时相关安全组规则的详情
安全组规则详情和网络类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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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连接专有网络实例，请在安全组规则安全组规则页面的入方向入方向页签添加安全组规则，如下表所示。

授权策略 优先级
协议类
型

端口范围 授权对象

允许允许 1
自定义自定义
T CPT CP

Windows实例默认开放3389端
口：选择RDP(3389)RDP(3389)。

如果您手动开放了其他端口：手
动输入端口范围。

如果通过实例的公网IP（包括固
定公网IP和EIP）连接：添加
47.96.60.0/24和
118.31.243.0/24。

如果通过实例的专有网络私网IP
连接：添加100.104.0.0/16。

说明 说明 您也可以添加
0.0.0.0/0，但存在安全风险，
请谨慎使用。

如需通过公网连接经典网络实例，请在安全组规则安全组规则页面的公网入方向公网入方向页签添加安全组规则，如下表所
示。

授权策略 优先级
协议类
型

端口范围 授权对象

允许允许 1
自定义自定义
T CPT CP

Windows实例默认开放3389端
口：选择RDP(3389)RDP(3389)。

如果您手动开放了其他端口：手
动输入端口范围。

通过实例的公网IP（包括固定公网IP
和EIP）连接：添加47.96.60.0/24
和118.31.243.0/24。

说明 说明 您也可以添加
0.0.0.0/0，但存在安全风险，
请谨慎使用。

如需通过内网连接经典网络实例，请在安全组规则安全组规则页面的入方向入方向页签添加安全组规则，如下表所示。

授权策略 优先级
协议类
型

端口范围 授权对象

允许允许 1
自定义自定义
T CPT CP

Windows实例默认开放3389端
口：选择RDP(3389)RDP(3389)。

如果您手动开放了其他端口：手
动输入端口范围。

通过实例的经典网络内网IP连接：
添加11.195.184.0/24和
11.246.55.0/24。

注意 注意 为内网入方向规
则添加0.0.0.0/0存在高安全风
险，不建议使用。

常见问题常见问题
无法连接实例时，您可以自行排查，详情请参见远程连接FAQ和GuestOS常见问题与修复方案。

4.3. 使用VNC连接实例4.3. 使用VNC连接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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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使用Workbench和远程连接软件（例如PuTTY、Xshell、SecureCRT等）连接Linux实例时，您可以通过
控制台的VNC远程连接VNC远程连接登录实例，查看云服务器操作界面的实时状态。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实例已设置登录密码。

说明 说明 如果您未设置或者忘记了登录密码，可以为实例重置密码。具体操作，请参见重置实例登录
密码。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使用VNC连接实例时涉及以下密码：

远程连接密码（VNC密码）：用于连接ECS管理控制台的管理终端。

实例登录密码：用于登录实例操作系统。

VNC的远程连接会话默认维持300秒左右，如果您超过300秒左右没有任何操作，连接会自动断开，您需要重
新连接实例。

在无法使用Workbench和远程连接软件登录实例的场景中，您可以通过VNC远程连接VNC远程连接登录实例，了解实例
情况并解决问题，如下表所示。

场景 连接实例后的操作

实例启动自检等原因导致启动速度慢 查看自检进度

实例误开启操作系统防火墙 关闭防火墙

云服务器失陷，CPU和带宽消耗高 排查并结束异常进程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操作流程图如下图所示。

1. 登录EC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实例与镜像实例与镜像 >  > 实例实例。

3. 在顶部菜单栏左上角处，选择地域。

4. 在实例列表实例列表页面，找到需要连接的实例，在操作操作列中，单击远程连接远程连接。

5. 在弹出的远程连接与命令远程连接与命令对话框中，单击VNC远程连接VNC远程连接对应的立即登录立即登录。

4.3.1. 通过密码认证登录Linux实例4.3.1. 通过密码认证登录Linux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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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连接VNC管理终端。

说明 说明 此步骤中使用VNC密码。

首次连接VNC管理终端：

a. 修改VNC密码。

b. 在输入VNC密码输入VNC密码对话框中，输入新修改的密码。

c. 单击确定确定。

非首次连接VNC管理终端：

a. 在输入VNC密码输入VNC密码对话框中，输入密码。

b. 单击确定确定。

7. 登录实例操作系统。

说明 说明 此步骤中使用实例登录密码。

i. 输入用户名root，然后按回车键。

ii. 输入实例登录密码，然后按回车键。

说明 说明 输入完成后按回车键即可，登录Linux实例时界面不会显示密码的输入过程。

支持切换不同的VNC管理终端连接Linux实例，默认为CT RL+ ALT + F1CT RL+ ALT + F1，最多支持10个。例如，单击
界面左上角的发送远程命令发送远程命令 >  > CT RL+ ALT + F2CT RL+ ALT + F2，切换至CT RL+ ALT + F2CT RL+ ALT + F2。黑屏可能是因为Linux实
例处于休眠状态，单击键盘上任意键即可唤醒实例。

以下示例演示如何通过VNC连接Linux实例。

修改VNC密码修改VNC密码
第一次连接VNC管理终端时，您需要修改VNC密码。您也可以在忘记或者需要更新VNC密码时使用修改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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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 修改非I/O优化实例的VNC密码后，您必须在ECS管理控制台重启实例使新密码生效。重启操
作需要停止您的实例，导致业务中断，请谨慎执行。

1. 在实例列表实例列表页面，找到需要连接的实例，在操作操作列中，单击远程连接远程连接。

2. 在弹出的远程连接与命令远程连接与命令对话框中，单击VNC远程连接VNC远程连接对应的立即登录立即登录。

3. 在输入VNC密码输入VNC密码对话框中，单击修改VNC密码修改VNC密码。

4. 在修改VNC密码修改VNC密码对话框中，输入并确认新密码，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5. （可选）如果实例为非I/O优化实例，重启实例。

具体操作，请参见重启实例。

复制长命令复制长命令
如果需要从本地设备向实例拷贝较长的文本，例如文件下载地址，您可以使用复制命令输入功能。

1. 在实例列表实例列表页面，找到需要连接的实例，在操作操作列中，单击远程连接远程连接。

2. 在弹出的远程连接与命令远程连接与命令对话框中，单击VNC远程连接VNC远程连接对应的立即登录立即登录。

3. 连接VNC管理终端。

4. 在界面左上角，单击复制命令输入复制命令输入。

5. 在复制粘贴命令复制粘贴命令对话框中，输入待拷贝的内容，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常见问题常见问题
无法连接实例时，您可以自行排查，详情请参见远程连接FAQ和GuestOS常见问题与修复方案。

无法使用Workbench和远程连接软件（例如RDP、rdesktop等）连接Windows实例时，您可以通过控制台
的VNC远程连接VNC远程连接登录实例，查看云服务器操作界面的实时状态。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实例已设置登录密码。

说明 说明 如果您未设置或者忘记了登录密码，可以为实例重置密码。具体操作，请参见重置实例登录
密码。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使用VNC连接实例时涉及以下密码：

远程连接密码（VNC密码）：用于连接ECS管理控制台的管理终端。

实例登录密码：用于登录实例操作系统。

VNC的远程连接会话默认维持300秒左右，如果您超过300秒左右没有任何操作，连接会自动断开，您需要重
新连接实例。

在无法使用Workbench和远程连接软件登录实例的场景中，您可以通过VNC远程连接VNC远程连接登录实例，了解实例
情况并解决问题，如下表所示。

4.3.2. 通过密码认证登录Windows实例4.3.2. 通过密码认证登录Windows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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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连接实例后的操作

实例启动自检等原因导致启动速度慢 查看自检进度

实例误开启操作系统防火墙 关闭防火墙

云服务器失陷，CPU和带宽消耗高 排查并结束异常进程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操作流程图如下图所示。

1. 登录EC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实例与镜像实例与镜像 >  > 实例实例。

3. 在顶部菜单栏左上角处，选择地域。

4. 在实例列表实例列表页面，找到需要连接的实例，在操作操作列中，单击远程连接远程连接。

5. 在弹出的远程连接与命令远程连接与命令对话框中，单击VNC远程连接VNC远程连接对应的立即登录立即登录。

6. 连接VNC管理终端。

说明 说明 此步骤中使用VNC密码。

首次连接VNC管理终端：

a. 修改VNC密码。

b. 在输入VNC密码输入VNC密码对话框中，输入新修改的密码。

c. 单击确定确定。

非首次连接VNC管理终端：

a. 在输入VNC密码输入VNC密码对话框中，输入密码。

b. 单击确定确定。

7. 在管理终端管理终端页面的左上角，单击发送远程命令发送远程命令 >  > CT RL+ ALT + DELET ECT RL+ ALT + DELE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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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择用户账户，输入实例登录密码，然后单击登录图标。

默认有Administrator账户。

修改VNC密码修改VNC密码
第一次连接VNC管理终端时，您需要修改VNC密码。您也可以在忘记或者需要更新VNC密码时使用修改功
能。

注意 注意 修改非I/O优化实例的VNC密码后，您必须在ECS管理控制台重启实例使新密码生效。重启操
作需要停止您的实例，导致业务中断，请谨慎执行。

1. 在实例列表实例列表页面，找到需要连接的实例，在操作操作列中，单击远程连接远程连接。

2. 在弹出的远程连接与命令远程连接与命令对话框中，单击VNC远程连接VNC远程连接对应的立即登录立即登录。

3. 在输入VNC密码输入VNC密码对话框中，单击修改VNC密码修改VNC密码。

4. 在修改VNC密码修改VNC密码对话框中，输入并确认新密码，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5. （可选）如果实例为非I/O优化实例，重启实例。

具体操作，请参见重启实例。

复制长命令复制长命令
如果需要从本地设备向实例拷贝较长的文本，例如文件下载地址，您可以使用复制命令输入功能。

1. 在实例列表实例列表页面，找到需要连接的实例，在操作操作列中，单击远程连接远程连接。

2. 在弹出的远程连接与命令远程连接与命令对话框中，单击VNC远程连接VNC远程连接对应的立即登录立即登录。

3. 连接VNC管理终端。

4. 在界面左上角，单击复制命令输入复制命令输入。

5. 在复制粘贴命令复制粘贴命令对话框中，输入待拷贝的内容，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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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常见问题
无法连接实例时，您可以自行排查，详情请参见远程连接FAQ和GuestOS常见问题与修复方案。

如果您需要调整Windows桌面的分辨率，请参见如何调整Windows桌面的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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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U实例作为云服务器ECS的一类实例规格，保持了与管理ECS实例相同的相关操作。本文介绍停止ECS实
例，以及VPC内实例节省停机模式相关的操作。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实例必须处于运行中运行中状态。

说明 说明 停止实例会中断您的业务，请谨慎执行。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停止包年包月实例不会影响实例的计费。

停止按量付费实例可能会影响实例的计费，具体动作由是否启用了节省停机模式决定。

经典网络内按量付费实例不支持节省停机模式，实例停止后继续收费。只有释放实例后，实例才会停止计
费。具体操作，请参见释放实例。

VPC内按量付费实例支持节省停机模式：

如果未启用节省停机模式，实例停止后继续收费。

如果启用了节省停机模式，实例停止后，vCPU、内存和公网IP将不再计费，但其他资源将继续计费。更
多信息，请参见按量付费实例节省停机模式。

停止包年包月实例停止包年包月实例
1. 登录EC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实例与镜像实例与镜像 >  > 实例实例。

3. 在顶部菜单栏左上角处，选择地域。

4. 请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实例。

停止单台实例：找到需要停止的包年包月实例，在操作操作列，单击更多更多 >  > 实例状态实例状态 >  > 停止停止。

批量停止实例：选中一台或多台需要停止的包年包月实例，并在实例列表底部，单击停止停止。

5. 设置停止方式。

停止停止：正常关机流程。

强制停止强制停止：等同于断电处理，可能丢失实例操作系统中未写入磁盘的数据。

6. 单击确定确定。

停止按量付费实例停止按量付费实例
抢占式实例的停止过程和按量付费实例一致，但停止后能否顺利再启动会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更多信息，
请参见停止抢占式实例。

1. 登录EC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实例与镜像实例与镜像 >  > 实例实例。

3. 在顶部菜单栏左上角处，选择地域。

5.管理GPU实例5.管理GPU实例
5.1. 停止实例5.1. 停止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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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实例。

停止单台实例：找到需要停止的按量付费实例，在操作操作列，单击更多更多 >  > 实例状态实例状态 >  > 停止停止。

批量停止实例：选中一台或多台需要停止的按量付费实例，并在实例列表底部，单击停止停止。

5. 设置停止方式和停止模式。

如果实例的网络类型为经典网络：

a. 设置停止方式。

停止停止：正常关机流程。

强制停止强制停止：等同于断电处理，可能丢失实例操作系统中未写入磁盘的数据。

b. 单击确定确定。

如果实例的网络类型为专有网络：

a. 设置停止方式。

停止停止：正常关机流程。

强制停止强制停止：等同于断电处理，可能丢失实例操作系统中未写入磁盘的数据。

b. 设置停止模式。

普通停机模式普通停机模式：停止实例后保留实例的资源等并收费。

节省停机模式节省停机模式：停止实例后实例计算资源将不再计费（实例的vCPU和内存将不再保留）；云
盘（包括系统盘、数据盘）、弹性公网IP和带宽仍旧收费；固定公网IP将被回收，私网IP将保
留。

c. 单击确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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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结果执行结果
实例停止后，进入已停止已停止状态。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StopInstance

GPU实例作为云服务器ECS的一类实例规格，保持了与管理ECS实例相同的相关操作。本文介绍如何在ECS管
理控制台上启动实例。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实例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实例处于已停止已停止状态。

按量付费实例处于已过期已过期状态，您已经结清欠费账单但自动重开机失败。

5.2. 启动实例5.2. 启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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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您的阿里云账户余额（即现金余额）和代金券的总值不得小于100.00元人民币。

按量付费实例处于欠费回收中欠费回收中状态，您已经结清欠费账单但自动重开机失败。

说明 说明 您的阿里云账户余额（即现金余额）和代金券的总值不得小于100.00元人民币。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按量付费实例欠费停机后，如果您已结清欠费账单但未能重开机，实例仍然会被释放，请及时手动启动实
例，避免实例被释放影响业务。更多信息，请参见按量付费。

按量付费实例结清欠费账单后，系统会自动重开机。自动重开机偶尔会出现失败的情况，请您关注自动重开
机是否成功，实例在约10分钟内是否进入了运行中运行中状态，如果自动重开机失败则及时手动重开机（即手动启
动实例）。

说明 说明 欠费停机的按量付费实例启动成功后，可以正常使用实例并持续产生按量账单，请及时释放
不再使用的实例，避免花费不必要的成本。

如果手动启动实例失败，可能因为当前实例规格库存不足，请尝试修改实例规格，具体操作，请参见按量付
费实例变配规格。如果问题仍然无法解决，请提交工单。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EC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实例与镜像实例与镜像 >  > 实例实例。

3. 在顶部菜单栏左上角处，选择地域。

4. 请根据实际情况启动实例。

启动单台实例：找到待启动的实例，在操作操作列中，选择更多更多 >  > 实例状态实例状态 >  > 启动启动。

批量启动实例：选中多台待启动的实例，在页面底部，单击启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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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启动实例启动实例对话框中确认实例信息，并单击确定确定。

执行结果执行结果
实例启动完成后进入运行中运行中状态。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Start Instance

GPU实例作为云服务器ECS的一类实例规格，保持了与管理ECS实例相同的相关操作。如果您在某个时间段内
无需运行ECS实例，也不会执行某些操作（如升降配等），建议您休眠ECS实例。相比停止实例，休眠实例后
再次启动实例，ECS实例会自动恢复至休眠前的应用程序状态，便于您快速进入休眠前ECS实例的运行状态。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休眠实例时，操作系统会将内存中的数据（操作系统内正在运行的各种应用程序及使用状态）保留至实例的
系统盘。当您下次启动实例时，操作系统会读取上次保留的内存数据，自动恢复至休眠前ECS实例的应用程
序状态，快速进入休眠前ECS实例的运行状态。而停止实例后再次启动实例时，操作系统会重新启动后台服
务和应用程序。

说明 说明 休眠失败时，会自动正常关机，即内存数据不会保存至系统盘。等实例关机后启动实例，操
作系统会重新启动后台服务和应用程序，无法恢复休眠前ECS实例的应用程序状态。

在休眠时，不同购买方式的ECS实例计费有如下差异：

包年包月实例：休眠后不影响实例的到期时间，计费不受影响。

按量付费实例：取决于休眠时是否选择了休眠不收费休眠不收费选项，具体的区别如下表所示。

休眠实例的计费区别

资源项 休眠不收费 休眠后仍旧保留实例并继续收费

计算资源（vCPU和内存） 释放，不收费 保留并继续收费

5.3. 休眠实例5.3. 休眠实例

GPU云服务器 用户指南··管理GPU实例

> 文档版本：20220602 64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5500.html#doc-api-Ecs-StartInstance


云盘（系统盘和数据盘） 保留并继续收费 保留并继续收费

内网IP 保留，不收费 保留，不收费

公网IP
释放，启动ECS实例后会获取新的公
网IP，不收费

保留，不收费

EIP 保留并继续收费 保留并继续收费

带宽 继续收费 继续收费

资源项 休眠不收费 休眠后仍旧保留实例并继续收费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休眠功能目前仅对美国（硅谷）、德国（法兰克福）地域开放，其他地域逐步开放中。

当ECS实例满足以下条件时，您才能在需要时使实例进入休眠状态：

实例在创建时开启了休眠功能。

说明 说明 开启休眠功能后不支持关闭该功能。创建时未开启该功能的实例无法设置该功能。

实例安装了休眠Agent。

创建ECS实例时，您只能使用加密的自定义镜像才能开启休眠功能。并且镜像版本支持以下几种：

Windows Server 2016及以上

Ubuntu 18及以上

CentOS 7及以上

如果ECS实例在创建时开启了休眠功能，则ECS实例不支持以下功能：

不支持创建自定义镜像。

不支持创建快照。

不支持变更实例规格。

不支持变更操作系统或系统盘。

不支持变更包年包月ECS实例的带宽。

如果抢占式实例开启了休眠功能，在休眠时仅支持休眠不收费功能。

弹性伸缩组内的ECS实例不支持休眠功能。

步骤一：开启休眠功能步骤一：开启休眠功能
您必须在创建ECS实例时，选择开启休眠功能，否则无法使实例进入休眠状态。创建时，必须使用加密镜
像。

1. 获取加密的自定义镜像。

有两种方式获取：

您已准备了满足休眠要求的加密自定义镜像。

通过复制镜像获取，在复制过程中将镜像加密。具体步骤，请参见复制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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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镜像的限制，请参见使用限制。

2. 创建ECS实例，并在创建实例时开启休眠功能。

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使用向导创建实例。请注意以下配置信息：

配置项 配置说明 举例

实例

实例规格：除裸金属服务器外的任一I/O优化
实例。

实例内存大小：

Windows：必须小于16 GiB。

Linux：必须小于150 GiB。

ecs.g6e.large

镜像
选择第一步创建完成的加密自定义镜像，或
者已有的满足休眠要求的加密自定义镜像。

选中开启实例休眠状态开启实例休眠状态 ，开启休眠功能。

encrypted.windows2016

选中开启实例休眠状态开启实例休眠状态

云盘

系统盘：必选项，且需要满足以下要求：

类型：高效云盘、SSD云盘或者ESSD云
盘。

容量：必须足够大，建议至少是内存的2
倍。因为，在开启休眠能力时，系统盘会
预留部分空间来存放内存数据。因此，系
统盘的容量需要确保在存放内存数据时，
还能使操作系统和内部应用程序正常运
行。

加密：使用加密镜像后，系统盘会默认加
密。

数据盘：可选项。如果在此时创建云盘作为
数据盘，必须选择云盘类型、容量、数量，
并设置是否加密。

系统盘：ESSD云盘，60 GiB，
加密且密钥为Def aultDef ault
Service CMKService CMK。

数据盘：ESSD云盘，40 GiB，
未加密。

网络

请选择专有网络。

说明 说明 经典网络下的ECS实例不支持
休眠功能。

[默认]vpc-bp1opxu1zkhn00g****

步骤二：安装休眠Agent步骤二：安装休眠Agent
在ECS实例开启休眠功能后，您必须为该实例安装休眠Agent。安装完成后，您才能使该实例进入休眠状
态。

1. 创建并执行如下命令，为单台ECS实例安装休眠Agent。具体方式，请参见立即执行命令。

Windows实例：

acs-plugin-manager.exe --exec --plugin ecs-hibernate-win --params "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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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实例：

acs-plugin-manager --exec --plugin ecs-hibernate-linux --params "install"

2. 重启ECS实例，令休眠Agent生效。具体操作，请参见重启实例。

步骤三：使实例进入休眠状态步骤三：使实例进入休眠状态
当ECS实例已开启了休眠功能，并安装了休眠Agent，您可以使运行中的该实例进入休眠状态。在实例休眠
期间，您无法连接该实例。

1. 登录EC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实例与镜像实例与镜像 >  > 实例实例。

3. 在顶部菜单栏左上角处，选择地域。

4. 找到需要休眠的实例，在操作操作列，单击更多更多 >  > 实例状态实例状态 >  > 停止停止。

5. 在停止实例停止实例对话框中，完成休眠相关设置。

i. 选择停止方式停止方式为休眠休眠。

ii. 选择停止模式停止模式，您可以根据ECS实例的计费方式选择休眠后仍旧保留实例并继续收费休眠后仍旧保留实例并继续收费或者休眠不休眠不
收费收费：

包年包月的ECS实例休眠后会继续收费，请选择休眠后仍旧保留实例并继续收费休眠后仍旧保留实例并继续收费。

按量付费ECS实例支持休眠后仍旧保留实例并继续收费休眠后仍旧保留实例并继续收费或者休眠不收费休眠不收费，您可以自由选择。

说明 说明 抢占式ECS实例只支持休眠不收费，请选择休眠不收费休眠不收费。

休眠后仍旧保留实例并继续收费休眠后仍旧保留实例并继续收费或者休眠不收费休眠不收费的区别，请参见休眠实例的计费区别。

iii. 单击确定确定。

说明 说明 实例停止，进入已停止已停止状态。如需启动实例，具体操作，请参见启动实例。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您也可以利用OOS定时休眠和启动ECS实例，自动化管理大批量实例的休眠和启动时间，配合休眠不收费功
能节省成本。具体内容，请参见定时开关机。

GPU实例作为云服务器ECS的一类实例规格，保持了与管理ECS实例相同的相关操作。本文介绍如何通过控制
台重启实例。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待重启的实例必须处于运行中运行中状态。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重启操作会造成您的实例停止工作，造成业务中断，请谨慎执行。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ECS管理控制台。

5.4. 重启实例5.4. 重启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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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实例与镜像实例与镜像 >  > 实例实例。

3. 选择地域。

4. 找到需要重启的实例。

如果重启一个实例，在操作操作列中，单击更多更多 >  > 实例状态实例状态 >  > 重启重启。

如果重启多个实例，选择多个实例（所选实例的状态必须一致），并在页面底部单击重启重启。

5. 在重启实例重启实例对话框中，选择重启方式重启方式，并单击确定确定。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RebootInstance

GPU实例作为云服务器ECS的一类实例规格，保持了与管理ECS实例相同的相关操作。因此，GPU实例仅支持
释放按量付费实例（包括抢占式实例）和已到期的包年包月实例。包年包月实例到期前，需申请退款或转为
按量付费实例后再释放。本文介绍手动及自动释放按量付费实例的相关操作。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实例释放后数据无法恢复，建议您在释放之前先创建快照备份数据。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快照。

说明 说明 释放实例不影响已经手动创建好的快照和镜像。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包年包月实例到期前，不支持释放实例。您需要将实例转为按量付费实例，再手动释放实例。更多信息，
请参见包年包月转按量付费。如需申请退款，请参见退款规则及退款流程。

包年包月实例到期后，您可以手动释放。如果一直未续费，实例也会自动释放。

按量付费实例如果未启用节省停机模式，停止后所有资源会继续计费，只有释放后才停止计费。

为按量付费实例开启实例释放保护功能，可避免误操作释放实例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具体操作，请参
见开启实例释放保护功能。

为ECS实例上挂载的云盘关闭随实例释放的功能，云盘会被自动转换成按量付费数据盘并被保留下来。更
多详情，请参见释放云盘。

手动释放实例手动释放实例
您可以通过控制台立即释放按量付费实例。

1. 登录EC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实例与镜像实例与镜像 >  > 实例实例。

3. 在顶部菜单栏左上角处，选择地域。

4. 请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实例。

释放一台实例：找到需要释放的实例，在操作操作列中，单击更多更多 >  > 实例状态实例状态 >  > 释放设置释放设置。

5.5. 释放实例5.5. 释放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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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一台或多台实例：根据付费方式付费方式筛选按量付费实例，选中需要释放的实例，在列表下方，单
击释放设置释放设置。

5.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立即释放立即释放。

6.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并单击确定确定。

开启自动释放开启自动释放
您也可以开启自动释放功能，设置自动释放实例的时间。如果重复设置自动释放时间，以最新的一次设置为
准。

1. 登录EC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实例与镜像实例与镜像 >  > 实例实例。

3. 在顶部菜单栏左上角处，选择地域。

4. 设置释放。

释放一台实例：找到需要设置自动释放的实例，在操作操作列中，单击更多更多 >  > 实例状态实例状态 >  > 释放设置释放设置。

释放一台或多台实例：根据付费方式付费方式筛选按量付费实例，选中需要设置自动释放的实例，在列表下
方，单击释放设置释放设置。

5.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定时释放定时释放。

6. 打开设置自动释放设置自动释放开关，并设置释放的日期和时间。

说明 说明 最早只能设置在30分钟后自动释放实例，时间精确到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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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关闭自动释放关闭自动释放
1. 登录EC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实例与镜像实例与镜像 >  > 实例实例。

3. 在顶部菜单栏左上角处，选择地域。

4. 释放设置。

为一台实例关闭自动释放：找到需要关闭自动释放的实例，在操作操作列中，单击更多更多 >  > 实例状态实例状态 >  > 释释
放设置放设置。

为一台或多台实例关闭自动释放：根据付费方式付费方式筛选按量付费实例，选中需要关闭自动释放的实例，
在列表下方，单击释放设置释放设置。

5.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定时释放定时释放。

6. 关闭设置自动释放设置自动释放开关。

7.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DeleteInstance

ModifyInstanceAutoReleaseTime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通过云监控控制台和API查询GPU监控数据。

5.6. GPU监控5.6. GPU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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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在云服务器ECS上创建GPU计算型实例，且已安装GPU驱动。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未配备驱动
的GPU实例。

请确保您已在云服务器ECS上安装云监控插件。具体操作，请参见安装和卸载C++版本插件。

请确保您已添加监控图表，且包含GPU的监控项。具体操作，请参见添加监控图表。

GPU监控项说明GPU监控项说明
您可以从GPU、实例和应用分组维度查看GPU相关监控项。GPU的监控项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Agent）GPU维度解码
器使用率

% gpu_decoder_utilization
userId、instanceId、
gpuId

（Agent）GPU维度编码
器使用率

% gpu_encoder_utilization
userId、instanceId、
gpuId

（Agent）GPU维度GPU温
度

℃ gpu_gpu_temperature
userId、instanceId、
gpuId

（Agent）GPU维度GPU使
用率

%
gpu_gpu_usedutilizatio
n

userId、instanceId、
gpuId

（Agent）GPU维度显存
空闲量

Byte gpu_memory_freespace
userId、instanceId、
gpuId

（Agent）GPU维度显存
空闲率

%
gpu_memory_freeutiliza
tion

userId、instanceId、
gpuId

（Agent）GPU维度显存
使用量

Byte
gpu_memory_userdspa
ce

userId、instanceId、
gpuId

（Agent）GPU维度显存
使用率

%
gpu_memory_usedutiliz
ation

userId、instanceId、
gpuId

（Agent）GPU维度GPU功
率

W
gpu_power_readings_p
ower_draw

userId、instanceId、
gpuId

通过云监控控制台查看GPU的监控数据通过云监控控制台查看GPU的监控数据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主机监控主机监控。

3. 在主机监控主机监控页面，单击目标主机的实例名称链接，或单击目标主机对应操作操作列的 图标。

4. 单击GPU监控GPU监控页签。

在GPU监控GPU监控页签，查看GPU相关监控图表。

通过API查看GPU的监控数据通过API查看GPU的监控数据
通过DescribeMetricList接口查询GPU监控数据。更多信息，DescribeMetric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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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Namespace 取值为  acs_ecs_dashboard ，  MetricName 和  Dimensions 的取值，请
参见GPU监控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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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在创建GPU计算型实例时没有配置自动安装GPU驱动，或者在公共镜像中没有您需要的操作系统或版
本，为保证您能正常使用您创建的GPU实例，请在创建后手动安装驱动。本文为您介绍如何为Linux操作系统
的GPU实例手动安装GPU驱动。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GPU实例仅支持安装与其操作系统一致的GPU驱动。本文重点为您介绍手动安装Linux操作系统的GPU驱动的
相关操作。如果您创建的GPU实例为Windows操作系统，请参见在GPU计算型实例中安装GPU驱动
（Windows），根据指导安装Windows操作系统的GPU驱动。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访问NVIDIA驱动下载。

2. 设置搜索条件后，单击搜索搜索查找适用的驱动程序。

设置项说明如下所示：

设置项 说明 示例

产品类型

产品系列

产品家族

根据实例规格配备的GPU选择对应的产品类型、
产品系列和产品家族。查看实例规格信息的具体
操作，请参见查看实例信息。

各GPU计算型规格的GPU信息的如下表所示。

Dat a Cent er / T eslaDat a Cent er / T esla

P-SeriesP-Series

T esla P100T esla P100

操作系统

根据实例使用的镜像选择对应的Linux操作系统
版本。

如果下拉列表中没有显示所需的操作系统，请单
击下拉列表底部的选择所有操作系统选择所有操作系统 。如果您
未能找到与实例镜像完全匹配的Linux操作系统
版本，请选择Linux 64-bitLinux 64-bit 。

Linux 64-bitLinux 64-bit

6.安装NVIDIA驱动6.安装NVIDIA驱动
6.1. 在GPU计算型实例中安装GPU驱动6.1. 在GPU计算型实例中安装GPU驱动
（Linux）（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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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DA Toolkit 选择CUDA Toolkit版本。 11.211.2

语言 选择驱动对应的语言。 Chinese (Simplif ied)Chinese (Simplif ied)

最新 默认项为全部全部 ，保持默认选项即可。 全部全部

设置项 说明 示例

各GPU计算型规格的GPU信息如下所示：

信息项 gn4 gn5 gn5i gn6v gn6i gn6e gn7 gn7i gn7e

产品类
型

Data
Center
/
Tesla

Data
Center
/
Tesla

Data
Center
/
Tesla

Data
Center
/
Tesla

Data
Center
/
Tesla

Data
Center
/
Tesla

Data
Center
/
Tesla

Data
Center
/
Tesla

Data
Center
/
Tesla

产品系
列

M-
Class

P-
Series

P-
Series

V-
Series

T-
Series

V-
Series

A-
Series

A-
Series

A-
Series

产品家
族

M40
Tesla
P100

Tesla
P4

Tesla
V100

Tesla
T4

Tesla
V100

NVIDIA
A100

NVIDIA
A10

NVIDIA
A100

3. 在搜索到的驱动程序列表下，选择需要下载的驱动版本，单击对应的驱动名称。

4. 在打开驱动程序下载驱动程序下载页面，单击下载下载，然后在NVIDIA驱动程序下载NVIDIA驱动程序下载页面，右键单击下载下载并选择复制复制
链接地址链接地址。

5. 远程连接实例。

选择以下任一种方式远程连接GPU实例。

连接方式 操作指引

Workbench 通过密码或密钥认证登录Linux实例

VNC 通过密码认证登录Linux实例

6. 使用  wget 命令，并粘贴您在步骤3中复制的驱动下载链接，执行命令下载安装包。命令示例如下所
示：

wget https://cn.download.nvidia.com/tesla/460.73.01/NVIDIA-Linux-x86_64-460.73.01.run

7. 安装GPU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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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如果您的操作系统为CentOS，请执行以下命令，查询实例中是否安装kernel-devel和kernel-
headers包。对于ubuntu等其他操作系统，已经在其中预装了kernel-devel和kernel-headers包，请
跳过此步骤。

rpm  -qa | grep $(uname -r)

如果回显类似如下信息，即包含了kernel-devel和kernel-headers包的版本信息，表示已安装。

kernel-3.10.0-1062.18.1.el7.x86_64
kernel-devel-3.10.0-1062.18.1.el7.x86_64
kernel-headers-3.10.0-1062.18.1.el7.x86_64

如果在回显信息中，您没有找到kernel-devel-*和kernel-headers-*内容，您需要自行下载并安装
kernel对应版本的kernel-devel和kernel-headers包。

说明 说明 kernel-devel和kernel版本不一致会导致在安装driver rpm过程中driver编译出
错。因此，请您确认回显信息中kernel-*的版本号后，再下载对应版本的kernel-devel。在示
例回显信息中，kernel的版本号为3.10.0-1062.18.1.el7.x86_64。

ii. 安装GPU驱动。

以操作系统是Linux 64-bit的驱动为例，您下载的GPU驱动为.run格式，例如：NVIDIA-Linux-
x86_64-xxxx.run。分别执行以下命令，授权并安装GPU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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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 NVIDIA-Linux-x86_64-xxxx.run

iii. 安装完成后，执行如下命令，查看是否安装成功。

nvidia-smi

回显信息类似如下所示，表示GPU驱动安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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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果您创建的GPU实例的规格族为ebmgn7、ebmgn7e或sccgn7ex，您需要继续执行以下操作，安装与
驱动版本对应的nvidia-fabricmanager服务，否则，将无法正常使用GPU实例。

i. 安装nvidia-fabricmanager服务。

您可以通过源或者下载安装包两种方式安装nvidia-fabricmanager服务，并且不同操作系统对应的
安装命令有所区别，以下操作均以驱动版本为460.91.03为例，您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替换  driver_v
ersion 后的驱动版本。命令示例如下：

通过源安装nvidia-fabricmanager服务。

CentOS 7.x

driver_version=460.91.03
yum -y install yum-utils
yum-config-manager --add-repo https://developer.download.nvidia.com/compute/cud
a/repos/rhel7/x86_64/cuda-rhel7.repo
yum install -y nvidia-fabric-manager-${driver_version}-1

CentOS 8.x

driver_version=460.91.03
driver_version_main=$(echo $driver_version | awk -F '.' '{print $1}')
distribution=rhel8
ARCH=$( /bin/arch )
dnf config-manager --add-repo http://developer.download.nvidia.com/compute/cuda
/repos/$distribution/${ARCH}/cuda-$distribution.repo
dnf module enable -y nvidia-driver:${driver_version_main}
dnf install -y nvidia-fabric-manager-0:${driver_version}-1

Ubuntu 16.04、Ubuntu 18.04或Ubuntu 20.04

driver_version=460.91.03
driver_version_main=$(echo $driver_version | awk -F '.' '{print $1}')
distribution=$(. /etc/os-release;echo $ID$VERSION_ID | sed -e 's/\.//g')
wget https://developer.download.nvidia.com/compute/cuda/repos/$distribution/x86
_64/cuda-$distribution.pin
mv cuda-$distribution.pin /etc/apt/preferences.d/cuda-repository-pin-600
wget https://developer.download.nvidia.com/compute/cuda/repos/$distribution/x86
_64/7fa2af80.pub
apt-key add 7fa2af80.pub
rm 7fa2af80.pub
echo "deb http://developer.download.nvidia.com/compute/cuda/repos/$distribution
/x86_64 /" | tee /etc/apt/sources.list.d/cuda.list
apt-get update
apt-get -y install nvidia-fabricmanager-${driver_version_main}=${driver_ver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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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下载安装包安装nvidia-fabricmanager服务。

CentOS 7.x

driver_version=460.91.03
wget http://mirrors.cloud.aliyuncs.com/nvidia-cuda/rhel7/x86_64/nvidia-fabric-m
anager-${driver_version}-1.x86_64.rpm
rpm -ivh nvidia-fabric-manager-${driver_version}-1.x86_64.rpm

CentOS 8.x

driver_version=460.91.03
wget http://mirrors.cloud.aliyuncs.com/nvidia-cuda/rhel8/x86_64/nvidia-fabric-m
anager-${driver_version}-1.x86_64.rpm
rpm -ivh nvidia-fabric-manager-${driver_version}-1.x86_64.rpm

Ubuntu 16.04

driver_version=460.91.03
driver_version_main=$(echo $driver_version | awk -F '.' '{print $1}')
wget http://mirrors.cloud.aliyuncs.com/nvidia-cuda/ubuntu1604/x86_64/nvidia-fab
ricmanager-${driver_version_main}_${driver_version}-1_amd64.deb
dpkg -i nvidia-fabricmanager-${driver_version_main}_${driver_version}-1_amd64.d
eb

Ubuntu 18.04

driver_version=460.91.03
driver_version_main=$(echo $driver_version | awk -F '.' '{print $1}')
wget http://mirrors.cloud.aliyuncs.com/nvidia-cuda/ubuntu1804/x86_64/nvidia-fab
ricmanager-${driver_version_main}_${driver_version}-1_amd64.deb
dpkg -i nvidia-fabricmanager-${driver_version_main}_${driver_version}-1_amd64.d
eb

Ubuntu 20.04

driver_version=460.91.03
driver_version_main=$(echo $driver_version | awk -F '.' '{print $1}')
wget http://mirrors.cloud.aliyuncs.com/nvidia-cuda/ubuntu2004/x86_64/nvidia-fab
ricmanager-${driver_version_main}_${driver_version}-1_amd64.deb
dpkg -i nvidia-fabricmanager-${driver_version_main}_${driver_version}-1_amd64.d
eb

ii. 执行如下命令，启动nvidia-fabricmanager服务。

systemctl enable nvidia-fabricmanager
systemctl start nvidia-fabric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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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执行如下命令，查看nvidia-fabricmanager服务状态。

systemctl status nvidia-fabricmanager

如果回显信息如下所示，则表示nvidia-fabricmanager服务安装成功。

9. 如果您创建的GPU实例的规格族为gn7，目前仅支持安装Driver 510.47.03（不含510.47.03）以下版本的
驱动。如果您需要使用NVIDIA A100安装CUDA 11.6、Driver 510.47.03及以上版本的驱动，请选择GPU实
例的规格族为gn7e。

GPU实例创建或选择完成后，请您手动安装GPU驱动。具体操作，请参见步骤6。

由于目前暂不支持通过创建GPU实例自动配置Windows操作系统的GPU驱动，为保证您能正常使用所创建的
GPU实例，需要在创建实例后前往NVIDIA官网获取GPU驱动并手动安装。本文为您提供详细操作指导。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GPU实例仅支持安装与其操作系统一致的GPU驱动。本文重点为您介绍手动安装Windows操作系统的GPU驱
动的相关操作。如果您创建的GPU实例为Linux操作系统，请参见在GPU计算型实例中安装GPU驱动（Linux），根
据指导安装Linux操作系统的GPU驱动。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远程连接实例。

选择以下任一种方式远程连接GPU实例。

连接方式 操作指引

Workbench 通过密码或密钥认证登录Windows实例

VNC 通过密码认证登录Windows实例

2. 在远程桌面中，通过浏览器访问NVIDIA驱动下载地址。

3. 设置搜索条件后，单击搜索搜索查找适用的驱动程序。

6.2. 在GPU计算型实例中安装GPU驱动6.2. 在GPU计算型实例中安装GPU驱动
（Windows）（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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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项说明如下所示：

设置项 说明 示例

产品类型

产品系列

产品家族

根据实例规格配备的GPU选择对应的产品类型、
产品系列和产品家族。查看实例规格信息的具体
操作，请参见查看实例信息。

各GPU计算型规格的GPU信息的如下表所示。

Dat a Cent er / T eslaDat a Cent er / T esla

P-SeriesP-Series

T esla P100T esla P100

操作系统
根据实例使用的镜像选择对应的Windows操作
系统版本。

Windows 10 64-bitWindows 10 64-bit

CUDA Toolkit 选择CUDA Toolkit版本。 11.211.2

语言 选择驱动对应的语言。 English (US)English (US)

最新 默认项为全部全部 ，保持默认选项即可。 全部全部

各GPU计算型规格的GPU信息如下所示：

信息项 gn4 gn5 gn5i gn6v gn6i gn6e gn7 gn7i gn7e

产品类
型

Data
Center
/
Tesla

Data
Center
/
Tesla

Data
Center
/
Tesla

Data
Center
/
Tesla

Data
Center
/
Tesla

Data
Center
/
Tesla

Data
Center
/
Tesla

Data
Center
/
Tesla

Data
Center
/
Tesla

产品系
列

M-
Class

P-
Series

P-
Series

V-
Series

T-
Series

V-
Series

A-
Series

A-
Series

A-
Series

产品家
族

M40
Tesla
P100

Tesla
P4

Tesla
V100

Tesla
T4

Tesla
V100

NVIDIA
A100

NVIDIA
A10

NVIDIA
A100

4. 在搜索到的驱动程序列表下，选择需要下载的驱动版本，单击对应的驱动名称。

5. 在打开驱动程序下载驱动程序下载页面，单击下载下载，然后在NVIDIA驱动程序下载NVIDIA驱动程序下载页面再次单击下载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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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载完成后，打开下载驱动程序所在的文件夹。然后双击安装文件，按提示完成安装。

说明 说明 对于Windows系统，在GPU驱动安装生效后，由于Windows自带的远程连接（RDP）协
议不支持DirectX、OpenGL等相关应用，您需要自行安装VNC服务和客户端，或使用其他支持此类
应用的协议，例如PCOIP、XenDesktop HDX 3D等。

完成安装后，您可以前往设备管理器，展开显示适配器，查看是否存在安装的GPU驱动信息。如果存
在，表示安装成功。

当您需要使用Windows操作系统的GPU计算型实例或GPU虚拟化型实例应用于OpenGL、Direct3D等图形计算
场景时，请必须安装GRID驱动。如果您未在创建GPU实例时，通过镜像市场购买配备了GRID驱动的镜像，或
者未找到您需要的操作系统及版本，那么，您可以参考本文操作安装GRID驱动并激活License。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创建一台GPU实例，并确保实例可以访问公网。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未配备驱动的GPU实例。

说明 说明 建议您选择公共镜像公共镜像中的Windows镜像。

在本地机器上安装了远程连接工具。

已经通过提交工单获取了GRID License及对应的GRID驱动安装包。

说明 说明 由于GRID驱动的版本必须与您的GPU实例规格及实例所在地域相匹配，因此，请在提交工
单时，提供您的GPU实例规格及实例所在地域。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6.3. 在GPU实例上安装GRID驱动（Windows）6.3. 在GPU实例上安装GRID驱动（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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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Windows操作系统的GPU计算型实例和GPU虚拟化型实例，安装GRID驱动的操作基本一致。本文以操作
系统为Windows Server 2019的GPU虚拟化型实例vgn6i为例，介绍如何安装NVIDIA GRID驱动并激活GRID
License。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远程连接实例。

2. 安装已获取的驱动。

i. 双击安装程序，在弹出的对话框，单击OKOK。

安装程序将自动进行解压。

ii. 解压完成后，在弹出的NVIDIA 安装程序NVIDIA 安装程序对话框中，单击同意并继续(A)同意并继续(A)。

iii. 保持默认安装选项，单击下一步(N)下一步(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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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安装完成后，单击马上重新启动(R)马上重新启动(R)。

3. GPU实例重启完成后，连接实例并查看GRID驱动是否安装成功。

i. 使用Workbench远程连接实例。

注意 注意 请勿通过云服务器管理控制台使用VNC远程连接GPU实例，否则会由于VNC无法获
取集成显卡画面导致黑屏，影响您的使用。

ii. 在Windows桌面的 图标上，单击鼠标右键，然后单击设备管理器(M)设备管理器(M)。

iii. 在设备管理器设备管理器对话框中，查看显示适配器显示适配器目录下是否存在NVIDIA GRID T 4-8QNVIDIA GRID T 4-8Q设备。

如下图所示，表示GRID驱动已安装成功。

4. 添加License服务器并激活License。

i. 在Windows桌面单击鼠标右键，然后单击NVIDIA 控制面板NVIDIA 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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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NVIDIA 控制面板NVIDIA 控制面板对话框，选择许可许可 >  > 管理许可证管理许可证。

iii. 在管理许可证管理许可证区域，输入您提前获取到的License服务器的IP和端口，然后单击应用应用。
重新打开NVIDIA 控制面板NVIDIA 控制面板，如果提示如下信息，表示License激活成功。

如果您创建的是GPU虚拟化实例，则需要安装GRID驱动。由于GPU实例配备的NVIDIA GPU计算卡尚未激活
NVIDIA GRID License，GPU图形功能受到限制，您需要购买并激活GRID License。本文以Ubuntu 16.04 64-bit
操作系统的GPU虚拟化型实例vgn6i和vgn5i为例，介绍如何安装GRID驱动和激活GRID License，并验证图形化
加速效果。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创建一台vgn6i或vgn5i实例，确保实例可以访问公网，建议您选择公共镜像公共镜像中的镜像。

说明 说明 本文介绍如何为运行Linux操作系统的实例安装GRID驱动，对需要运行Windows操作系统
的实例，在创建实例时选用预装GRID驱动的付费镜像即可。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配备GRID驱动的
GPU实例（Windows）。

在本地机器上安装了远程连接工具，例如VNC Viewer。

已经通过提交工单获取了GRID License及对应的GRID驱动安装包。

6.4. 在GPU虚拟化型实例中安装GRID驱动6.4. 在GPU虚拟化型实例中安装GRID驱动
（Linux）（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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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由于GRID驱动的版本必须与您的GPU实例规格及实例所在地域相匹配，因此，请在提交工
单时，提供您的GPU实例规格及实例所在地域。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本文介绍如何为配备vGPU的GPU虚拟化型实例安装GRID驱动，如果您使用的是Linux操作系统的GPU计算型实
例，建议您安装GPU驱动即可。具体操作，请参见在GPU计算型实例中安装GPU驱动（Linux）。

安装GRID驱动安装GRID驱动
1. 禁用nouveau。

nouveau是部分Linux系统中预装的一款开源驱动，必须禁用nouveau才能成功安装新的驱动。

i. 远程连接实例。

选择以下任一种方式远程连接GPU实例。

连接方式 操作指引

Workbench 通过密码或密钥认证登录Linux实例

VNC 通过密码认证登录Linux实例

ii. 查看是否存在blacklist-nouveau.conf文件。

ls /etc/modprobe.d/blacklist-nouveau.conf

如果不存在，请执行以下命令创建该文件。

vim /etc/modprobe.d/blacklist-nouveau.conf

iii. 在blacklist-nouveau.conf文件中，添加以下内容禁用nouveau。

说明 说明 如果已配置以下内容，则跳过本步骤。

blacklist nouveau
blacklist lbm-nouveau
options nouveau modeset=0

iv. 生成kernel initramfs。

rmmod nouveau
update-initramfs -u

v. 重启实例。

reboot

2. 安装已获取的GRID驱动。

vgn5i

chmod +x NVIDIA-Linux-x86_64-418.226.00-grid.run
./NVIDIA-Linux-x86_64-418.226.00-grid.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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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n6i

chmod +x NVIDIA-Linux-x86_64-430.63-grid.run
./NVIDIA-Linux-x86_64-430.63-grid.run

vgn6i-vws、vgn7i-vws

chmod +x NVIDIA-Linux-x86_64-460.91.03-grid.run
./NVIDIA-Linux-x86_64-460.91.03-grid.run

3. 测试GRID驱动是否安装成功。

nvidia-smi

如果返回以下GRID驱动信息，说明驱动安装成功。

其中，  Driver Version 代表当前GRID驱动版本，  CUDA Version 代表驱动支持的最高CUDA版本。
其他驱动版本及其支持的CUDA版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GRID驱动版本 支持的CUDA最高版本

430.99 10.1

460.91.03 11.2

470.82.01 11.4

4. 添加License服务器。

i. 切换到/etc/nvidia目录。

cd /etc/nvidia

ii. 创建gridd.conf文件。

cp gridd.conf.template gridd.co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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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gridd.conf文件中添加License服务器的信息。

ServerAddress=<License服务器的IP>
ServerPort=<License服务器的端⼝（默认为7070）>
FeatureType=1

5. 重启实例使License服务器配置生效。

reboot

6. 查看License是否激活成功。

i. 远程连接实例。

ii. 查看License状态。

systemctl status nvidia-gridd

返回结果显示License acquired successf ullyLicense acquired successf ully，表示License激活成功。

测试图形化界面测试图形化界面
本文以Ubuntu 16.04 64-bit操作系统为例，使用GLX测试程序验证安装GRID驱动后的图形化加速效果。

1. 准备图形化测试环境。

i. 运行命令安装x11vnc。

apt-get install x11vnc

ii. 运行命令  lspci | grep NVIDIA 查询GPU BusID。

本示例中，查询到的GPU BusID为  00:07.0 。

iii. 配置X Server环境并重启。

a. 运行命令  nvidia-xconfig --enable-all-gpus --separate-x-screens 。

b. 编辑/etc/X11/xorg.conf，在  Section "Device" 段添加GPU BusID，如本示例中为  BusID 
"PCI:0:7:0" 。

c. 运行  reboot 命令重启系统。

2. 运行命令安装GLX测试程序。

apt-get install mesa-ut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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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行命令  startx 启动X Server。

如果没有  startx 命令，执行  apt-get install xinit 命令安装。

 startx 启动时可能会提示  hostname: Name or service not known 。这个提示不会影响X
Server启动。您可以运行命令  hostname 查得主机名后，再修改/etc/hosts文件，
将  127.0.0.1 后的  hostname 改为本机的hostname。

4. 开启一个新的SSH客户端终端，运行命令启动x11vnc。

x11vnc -display :1

如果看到如下图所示的信息，表示x11vnc已经成功启动。此时，您能通过VNC Viewer等VNC远程连接软
件连接实例。

5. 登录ECS管理控制台，在实例所在安全组中添加安全组规则，允许TCP 5900端口的入方向访问。具体操
作，请参见添加安全组规则。

6. 在本地主机上，使用VNC Viewer等VNC远程连接软件，通过  实例公⽹IP地址:5900 连接实例，进入KDE
桌面。

7. 按以下步骤使用  glxinfo 命令查看当前GRID驱动支持的配置。

i. 开启一个新的SSH客户端终端。

ii. 运行命令  export DISPLAY=:1 。

iii. 运行命令  glxinfo –t 列出当前GRID驱动支持的配置。

8. 按以下步骤使用  glxgears 命令测试GRID驱动。

i. 在KDE桌面上，右键单击桌面，并选择Run CommandRun Com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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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运行  glxgears 启动齿轮图形测试程序。
如果出现如下图所示的窗口，表明GRID驱动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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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手动卸载GPU驱动，卸载命令需要根据GPU驱动的安装方式和操作系统类型而定。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GPU实例必须配备了相关驱动才可以正常使用，如果您因某种原因需要卸载当前驱动，请务必再安装与您实
例规格及操作系统相匹配的正确驱动，以免影响您的使用。更多信息，请参见更新NVIDIA驱动。

如果您是通过创建GPU实例自动安装了GPU驱动，那么GPU驱动的卸载方式需要根据操作系统类型而定：

Ubuntu操作系统使用deb方式。

CentOS和SUSE操作系统使用run方式。

本文为您提供不同操作系统中卸载GPU驱动的具体操作。如下所示：

Windows操作系统：

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卸载GPU驱动

Linux操作系统：

在Ubuntu操作系统中卸载GPU驱动

在CentOS操作系统中卸载GPU驱动

在SUSE操作系统中卸载GPU驱动

说明说明

本文Linux操作系统的相关步骤均需要以  root 用户登录并进行操作。如果您是普通用户，请使用  s
udo 命令获取  root 权限后再操作。

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卸载GPU驱动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卸载GPU驱动
以下操作将以操作系统为Windows Server 2019的GPU计算型实例gn6i为例。

1. 远程连接实例。

2. 单击Windows桌面左下角 图标，然后单击控制面板控制面板。

7.卸载NVIDIA驱动7.卸载NVIDIA驱动
7.1. 卸载GPU驱动7.1. 卸载GPU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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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控制面板控制面板中，单击卸载程序卸载程序。

4. 右键单击需要卸载的GPU驱动，然后单击卸载/更改(U)卸载/更改(U)。

5. 在弹出的NVIDIA 卸载程序NVIDIA 卸载程序对话框，单击卸载(U)卸载(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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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卸载完成后，单击马上重新启动(R)马上重新启动(R)。

重启完成后，则GPU驱动已卸载成功。

在Ubuntu操作系统中卸载GPU驱动在Ubuntu操作系统中卸载GPU驱动
如果您使用deb安装包安装了GPU驱动，建议您按照以下步骤卸载GPU驱动，以下操作以Driver 410.104、
CUDA 10.0.130、cuDNN 7.5.0为例。

1. 卸载GPU驱动。

apt-get remove --purge nvi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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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卸载CUDA和cuDNN库。

apt autoremove --purge cuda-10-0
rm -rf /usr/local/cuda-10.0

3. 重启实例。

reboot

如果您使用run安装包安装了GPU驱动，建议您按照以下步骤卸载GPU驱动。

1. 卸载GPU驱动。

/usr/bin/nvidia-uninstall

2. 卸载CUDA和和cuDNN库。

/usr/local/cuda/bin/cuda-uninstaller
rm -rf /usr/local/cuda-10.0

说明 说明 不同CUDA版本，卸载命令可能存在差别，如果未找到cuda-uninstaller文件，请到/usr/
local/cuda/bin/目录下查看是否存在uninstall_cuda开头的文件。如果有，则将命令中的cuda-unin
staller替换为该文件名。

3. 重启实例。

reboot

在CentOS操作系统中卸载GPU驱动在CentOS操作系统中卸载GPU驱动
如果您使用run安装包安装了GPU驱动，建议您按照以下步骤卸载GPU驱动，以下步骤以Driver 410.104、
CUDA 10.0.130、cuDNN 7.5.0为例。

1. 卸载GPU驱动。

/usr/bin/nvidia-uninstall

2. 卸载CUDA和cuDNN库。

/usr/local/cuda/bin/cuda-uninstaller
rm -rf /usr/local/cuda-10.0

说明 说明 不同CUDA版本，卸载命令可能存在差别，如果未找到cuda-uninstaller文件，请到/usr/
local/cuda/bin/目录下查看是否存在uninstall_cuda开头的文件。如果有，则将命令中的cuda-unin
staller替换为uninstall_cuda开头的文件名。

3. 重启实例。

reboot

如果您在CentOS 7中使用rpm安装包安装了GPU驱动，建议您按照以下步骤卸载GPU驱动。

1. 卸载GPU驱动。

yum remove xorg-x11-drv-nvidia nvidia-kmod cuda-drivers
yum remove nvidia-diag-driver-local-repo-rhel7-41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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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卸载CUDA和cuDNN库。

yum remove /usr/local/cuda-10.0
rm -rf /usr/local/cuda-10.0

3. 重启实例。

reboot

如果您在CentOS 6中使用rpm安装包安装了GPU驱动，建议您按照以下步骤卸载GPU驱动。

1. 卸载GPU驱动。

yum remove xorg-x11-drv-nvidia nvidia-kmod cuda-drivers
yum remove nvidia-diag-driver-local-repo-rhel6-410.104

2. 卸载CUDA。

yum remove /usr/local/cuda-10.0

3. 重启实例。

reboot

在SUSE操作系统中卸载GPU驱动在SUSE操作系统中卸载GPU驱动
如果您使用run安装包安装GPU驱动，建议您按照以下步骤卸载GPU驱动，以下步骤以CUDA 9.0.176为例。

1. 卸载GPU驱动。

/usr/bin/nvidia-uninstall

2. 卸载CUDA和cuDNN库。

/usr/local/cuda/bin/uninstall_cuda_9.0.pl
rm -rf /usr/local/cuda-9.0

3. 重启实例。

reboot

如果您需要卸载GRID驱动，可以根据您已购GPU实例中安装的操作系统类型，参考本文对应的操作进行驱动
卸载。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GPU实例必须配备了相关驱动才可以正常使用，如果您因某种原因需要卸载当前驱动，请务必再安装与您实
例规格及操作系统相匹配的正确驱动，以免影响您的使用。更多信息，请参见更新NVIDIA驱动。

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卸载GRID驱动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卸载GRID驱动
以下操作将以操作系统为Windows Server 2019的GPU虚拟化型实例vgn6i为例。

1. 远程连接实例。

2. 单击Windows桌面左下角 图标，然后单击控制面板控制面板。

7.2. 卸载GRID驱动7.2. 卸载GRID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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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控制面板控制面板中，单击卸载程序卸载程序。

4. 右键单击需要卸载的GRID驱动，然后单击卸载/更改(U)卸载/更改(U)。

5. 在弹出的NVIDIA 卸载程序NVIDIA 卸载程序对话框，单击卸载(U)卸载(U)。

6. 卸载完成后，单击马上重新启动(R)马上重新启动(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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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完成后，则GRID驱动已卸载成功。

在Linux操作系统中卸载GRID驱动在Linux操作系统中卸载GRID驱动
以下操作将以操作系统为Ubuntu 18.04的GPU虚拟化型实例vgn6i为例。

1. 远程连接实例。

选择以下任一种方式远程连接GPU实例。

连接方式 操作指引

Workbench 通过密码或密钥认证登录Linux实例

VNC 通过密码认证登录Linux实例

2. 执行如下命令卸载GRID驱动，并根据提示完成操作。

i. 执行如下命令，卸载驱动。

nvidia-uninstall

ii. 当系统显示如下信息，询问您是否需要备份X screen的配置文件时，建议您保持默认选项  NO ，
然后按回车键。

说明 说明 不同操作系统的回显内容可能存在部分差别，您只需根据自身业务场景选择即可。

iii. 当系统显示如下信息时，表示卸载已完成。选择OKOK，然后按回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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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驱动版本已不适用于当前场景，或者您安装了错误的驱动类型或版本导致GPU实例无法使用，您可
以通过卸载当前驱动再安装所需驱动的方式，完成NVDIA驱动的更新。本文将为您提供卸载及安装不同类型
和操作系统的驱动的操作指引。

卸载NVIDIA驱动卸载NVIDIA驱动
根据您的驱动类型，选择对应操作指引：

卸载GPU驱动

卸载GRID驱动

安装NVIDIA驱动安装NVIDIA驱动
请根据您需要安装的驱动类型，选择对应操作指引。

如果您需要安装GPU驱动，不同操作系统对应的操作指引如下：

在GPU计算型实例中安装GPU驱动（Windows）

在GPU计算型实例中安装GPU驱动（Linux）

如果您需要安装GRID驱动，不同操作系统对应的操作指引如下：

在GPU虚拟化型实例中安装GRID驱动（Linux）

在GPU实例上安装GRID驱动（Windows）

注意 注意 GPU虚拟化型实例仅支持安装与其规格族相匹配的版本的GRID驱动，如果安装了错误版
本的GRID驱动，会导致GPU虚拟化型实例无法正常使用。因此，如果您需要为GPU虚拟化型实例重
新安装GRID驱动，请根据您的实例规格安装对应版本的GRID驱动。

8.更新NVIDIA驱动8.更新NVIDIA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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