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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您的成功之旅

访问 AWS.TRAINING，开始旅程

访问	
aws.training，	
开始学习之旅！ 

嗨，追求真理的勇士们！我们有一个愿景：您开始通过神
秘领域搜索知识，然后获得神奇的智慧和力量，从而击败
所有敌人，并克服阻碍前进的各种挑战。立即行动吧，开
始您的冒险。

AWS 培训和认证能够帮助您提高云技能，以及证明具备
相关知识。踏上旅程，提高您的云专业知识。

访问 aws.training 开始旅程，全面了解 
AWS 培训和认证。您可以找到免费在线培
训，按照自己的进度学习；还可以找到讲师
指导培训，巩固技术专业知识。 

在 aws.training上浏览我们的培训目录、
报名参加课程，以及注册能够展现和证明您
具备 AWS 专业知识的 AWS 认证。您可以
在此获得宝贵的 AWS 知识，并提高在 AWS 
云中构建解决方案的技术技能和水平。

我们开始吧……恭喜您选择 AWS 培训和认证
来指导自己踏上史诗般的旅程！

通过参加免费的在线培训课程- AWS Cloud 
Practitioner Essentials，备考 AWS Certified 
Cloud Practitioner。

本在线课程供您灵活学习 AWS 基础知识，并自
主掌握备战该考试的进度。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发展自己的云事业。

访问 aws.training，开始旅程！

想要成为云专家？
首先，掌握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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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角色发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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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角色的认证
Foundational – 用于检验是否全
面了解 AWS 云。获得 Specialty 
认证的先决条件，但不是获得 
Associate 认证的必备要求。 

Associate – 基于技术角色的认
证。 无先决条件。

Professional – 基于技术角色
的最高级认证。要求获得相关 
Associate 认证。

Specialty	认证
可证明在特定技术领域具备高级
技能。要求获得一项基于角色的
有效认证。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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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ty 认证

学徒

神奇对比

自然魔法 德鲁伊魔法
学徒和非学徒都可以通过自然魔法磨练自身能力。使用这种
力量将现实分解成其核心元素 – 土、风、水和火，然后发现
深藏其中的智慧。

AWS Certified Big Data – Specialty 考试旨在证明在设计和实
施 AWS 产品以从数据中获得价值方面的技术技能和经验。 
本考试面向执行复杂大数据分析的个人。我们建议您具备至
少 5 年的实践分析经验。 

无畏的学员可能会选择掌握德鲁伊魔法的细微差别。这种能
力将我们的思想和灵魂与周围的生命力能量融合在一起。葡
萄树、田鼠、龙葵和蝾螈，所有的一切都可由德鲁伊奇魔法
与自然本质的联系所控制。

考试旨在证明在大规模设计和实施 AWS 与混合 IT 网络架
构方面的高级技术技能和经验。 我们建议您具备至少 5 年
设计和实施网络解决方案的经验。

嗨，对云充满好奇的伙伴们，踏上学徒之路吧！在学
习魔法的过程中，有抱负的男巫和女巫会深入钻研圣
书和古卷，汲取云领域的相关知识，并开发潜能以掌
握更专业的魔法……

AWS Certified Cloud Practitioner 考试让全面了解 AWS 
云的个人能够通过行业认可的证书来证明自己具备相
关知识。本考试涵盖四个领域：云概念、安全性、技
术、计费和定价，面向的是担任技术、管理、销售、
采购或财务角色的个人。我们建议应试者具备至少 6 
个月的 AWS 云经验或同等培训经验。

从访问以下网址开始：

从访问以下网址开始： 从访问以下网址开始：

先决条件：无

先决条件：	
一项基于角色的有效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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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Certified Cloud Practitioner 是获得 
Specialty 认证的基础！同时，它还是备战 

Associate 考试的绝佳资源，但非必备要求。

AWS Certified Cloud Practitioner

AWS Certified Big Data  
- Specialty

AWS Certified Advanced 
Networking - Specialty

aws.amazon.com/certification/certified-big-data-specialty aws.amazon.com/certification/certified-
advanced-networking-specialty

aws.amazon.com/certification/certified-cloud-practitioner

http://aws.amazon.com/certification/certified-big-data-specialty
http://aws.amazon.com/certification/certified-advanced-networking-specialty
http://aws.amazon.com/certification/certified-cloud-practitio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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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

圣骑士
圣骑士经验丰富，技能精湛，是负
责保护云王国皇室的得力战士。他
们不止是哨兵，不仅保卫城堡，还
上场杀敌。圣骑士的防御能力使得
他们能够击败任何敌人。 

AWS Certified Solutions Architect – 
Professional 考试旨在证明在 AWS 
上设计分布式应用程序和系统方面
参加本考试之前，我们建议具备 2 
年或以上 在 AWS 上设计和部署云
架构的经验。

忠诚于云王国和统治者的勇敢骑
士，是每场战役冲锋在前线的可靠
排头兵。他或她挥舞着剑和盾牌，
在深思熟虑后做出精确的判断，同
时拥有一种永不减弱的力量，以确
保王国的安全。

AWS Certified Solutions Architect – 
Associate 考试面向具备在 AWS 上
设计和部署分布式应用程序和系统
经验的个人。参加本考试之前，我
们建议具备 1 年或以上设计和维护
基于 AWS 的应用程序的实践经验。

从访问以下网址开始：

先决条件：AWS Certified 
Solutions Architect – Assoc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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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决条件：无	(可选：	
AWS Certified Cloud Practitioner)

从访问以下网址开始：

AWS Certified Solutions Architect - Associate

AWS Certified Solutions Architect - Professional

aws.amazon.com/certification/
certified-solutions-architect-associate

aws.amazon.com/certification/certified
-solutions-architect-professional

http://aws.amazon.com/certification/certified-solutions-architect-associate
http://aws.amazon.com/certification/certified-solutions-architect-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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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师

忍者

无论是挥舞魔杖还是选择合适的
药剂，这位好学的巫师都能将他或
她的神秘知识转化为变革的云魔
法。他们牢牢掌握着魔咒的细微差
别，小心翼翼地组织文字让其产生
强大的威力。巫师明白，知识就是
力量。

AWS Certified Developer – 
Associate 考试旨在证明具备在 
AWS 上开发和维护应用程序的技
术专业知识。参加本考试之前，
我们建议具备 1 年或以上设计和
维护基于 AWS 的应用程序的实践
经验。

这位久负盛名的忍者在不露面的情
况下维持秩序。通过严格的训练，
他或她针对云领域所依赖的私密和
敏捷性落实了不可知的壮举。没有
什么能超越他们，所以他们肯定能
超越您。他们身处阴影中，无处
不在。

AWS Certified SysOps 
Administrator – Associate 考试旨
在证明具备在 AWS 上部署、管理
和操作的技术专业知识。参加本考
试之前，我们建议具备 1 年或以
上操作基于 AWS 的应用程序的实
践经验。

从访问以下网址开始：

从访问以下网址开始：

先决条件：无	(可选：	
AWS Certified Cloud Practitio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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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决条件：无	(可选：	
AWS Certified Cloud Practitioner)

aws.amazon.com/certification/certified
-developer-associate

AWS Certified SysOps Administrator - Associate

aws.amazon.com/certification/certified
-sysops-admin-associate

AWS Certified Developer - Associate

http://aws.amazon.com/certification/certified-developer-associate
http://aws.amazon.com/certification/certified-sysops-admin-associate


 AWS 认证策略指南

AWS 认证全球社区
能够访问 AWS 认证的 LinkedIn 社区。

使用官方 AWS 认证徽标
通过我们的 AWS 认证徽标分享您在专
业领域的成就。

活动识别
能够参加 AWS 认证答谢会和使用  
AWS re:Invent 大会和地区 AWS 峰会的
休息室。

解锁 AWS 认证奖励

术士
在云王国的黑暗处，强大的术士才是主
宰，因为他或她拥有许多种力量。这位
看守人身处地下密室，对所有的一切  
(从最小的昆虫到最高的山峰) 都保持沉
默。不要害怕，因为秩序是他们的目
标……令人敬畏的是他们的神奇力量。

AWS Certified DevOps Engineer – 
Professional 考试旨在证明具备在 
AWS 上预置、操作和管理持续交付系
统的技术专业知识。您还必须展现自
己了解 AWS 上的监控、指标和日志记
录系统以及安全性自动化和合规性验
证。参加本考试之前，我们建议具备 2 
年或以上使用 AWS 环境的相关经验。

从访问以下网址开始：

数字徽章
利用数字徽章，向同事和雇主证明您拥有 
AWS 认证。

免费模拟考
使用模拟考券，备战下一次 AWS 认证考试。 

AWS 认证的商店
能够获得 AWS 认证的商品。获得的认证越
多，战利品就越多。

AWS 认证提供切实的福利，以帮助您展示成就和提高云技术专业知识。

访问	aws.training，报名参加考试并领取福利！

先决条件：AWS Certified 
Developer – Associate 
或	AWS Certified 
SysOps Administrator – Assoc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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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amazon.com/certification/certified
-devops-engineer-professional

AWS Certified DevOps Engineer - Professional

http://aws.training
http://aws.amazon.com/certification/certified-devops-engineer-professional


 AWS 认证策略指南踏上您的云冒险之旅
想一想，您有什么可以击败 Block Storage 木乃伊、Auto Scaling 河豚和 
AI 聊天机器人塞任？然后，使用本 AWS 认证策略指南来了解实现云成功的关键。

发现数字培训选项、基于角色的学习路径、备考资源以及 AWS 认证福利等。从学徒  
(AWS Certified Cloud Practitioner) 到术士 (AWS Certified DevOps Engineer – Professional)，
每个人都有一条 AWS 培训和认证路径，供其提高他们的 AWS 云技能。

访问	aws.training，开始您的冒险！	

在战斗中击败危险的数据蛇怪。 探索黑暗的部署地下城。

选择自己的道路，独自走向成功。 与他人携手前行。

http://aws.trai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