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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Certified Developer – Associate 

(DVA-C01) 考试指南 

 

简介 

此 AWS Certified Developer-Associate 考试 (DVA-001) 面向担任开发者角色的个人。 

 

此考试考查考生的以下能力： 

  

 展示对核心 AWS 服务、使用和基本 AWS 架构最佳做法的了解。 

 展示在使用 AWS 开发、部署和调试基于云的应用方面的娴熟。 

 

考试先决条件 

参加 Developer-Associate 考试没有先决条件。 

 

建议掌握的 AWS 知识 

 拥有一年或多年开发和维护基于 AWS 的应用程序的实践经验 

 精通至少一种高级编程语言的知识 

 了解核心 AWS 服务、使用和基本 AWS 架构最佳做法 

 熟练使用 AWS 开发、部署和调试基于云的应用 

 能够使用 AWS 服务 API、AWS CLI 和 SDK 编写应用程序 

 能够确定 AWS 服务主要功能 

 了解 AWS 共享责任模型 

 了解应用程序生命周期管理 

 能够使用 CI/CD 管道在 AWS 上部署应用程序 

 能够使用 AWS 服务或与其交互 

 能够应用对云原生应用程序的基本理解来编写代码 

 能够使用 AWS 安全最佳做法（例如，不在代码中使用密钥和访问密钥，而是使用 IAM 角色）来编

写代码 

 能够在 AWS 上创作、维护和调试代码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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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练地为无服务器应用程序编写代码 

 了解如何在开发过程中使用容器 

备考 

以下培训课程和材料可能有助于备考： 

 

AWS 培训 (aws.amazon.com/training) 

 在 AWS 上进行开发：由导师引导、为期 3 天的现场或虚拟课程 

 AWS 数字培训：应用程序服务、开发者工具以及该考试涵盖的其他服务 

AWS 白皮书 (aws.amazon.com/whitepapers) Kindle 和 .pdf 

 AWS 安全最佳做法白皮书，2016 年 8 月 

 AWS Well-Architected Framework 白皮书，2017 年 11 月 

 云架构：AWS 最佳做法白皮书，2016 年 2 月 

 在 AWS 行进行连续集成和连续交付 - 使用 DevOps 加快软件交付白皮书，2017 年 6 月 

 AWS 上的微服务白皮书，2017 年 9 月 

 采用 AWS Lambda 的无服务器架构白皮书，2017 年 11 月 

 使用无服务器架构优化企业经济白皮书，2017 年 10 月 

 在 AWS 上运行容器化微服务白皮书，2017 年 11 月 

 AWS 上的蓝/绿部署白皮书，2016 年 8 月 

AWS 文档 

 AWS 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计算、数据库、应用服务和消息传递）文档网页，包括服务指南和参考 

考试内容 

答案类型 

此考试有两种题型： 

 

 单选：有一个正确答案和三个错误答案（干扰项）。 

 多选：五个或更多选项中有两个或更多正确答案。 

 

选择一个或多个用于完善陈述或解答问题的最佳答案。干扰项或错误答案是知识或技能不全面的考生可能

会选择的应答选项。但是，这些选项一般在测试目标所定义的内容区域内看似合理。 

 

未回答的题目视为答错；猜测答题不扣分。 

https://aws.amazon.com/training
https://aws.amazon.com/training/course-descriptions/developing/
https://www.aws.training/Training?searchPhrase=Domain-Application%20Services&searchPhrase=digital
https://www.aws.training/Training?searchPhrase=Domain-Developer%20Tools&searchPhrase=digital
https://aws.amazon.com/whitepapers
https://d0.awsstatic.com/whitepapers/Security/AWS_Security_Best_Practices.pdf?refid=em_
https://d0.awsstatic.com/whitepapers/architecture/AWS_Well-Architected_Framework.pdf
https://d0.awsstatic.com/whitepapers/AWS_Cloud_Best_Practices.pdf
https://d0.awsstatic.com/whitepapers/AWS_Cloud_Best_Practices.pdf
https://d1.awsstatic.com/whitepapers/DevOps/practicing-continuous-integration-continuous-delivery-on-AWS.pdf
https://d1.awsstatic.com/whitepapers/microservices-on-aws.pdf
https://d1.awsstatic.com/whitepapers/serverless-architectures-with-aws-lambda.pdf
https://d1.awsstatic.com/whitepapers/optimizing-enterprise-economics-serverless-architectures.pdf
https://d1.awsstatic.com/whitepapers/DevOps/running-containerized-microservices-on-aws.pdf
https://d1.awsstatic.com/whitepapers/AWS_Blue_Green_Deployments.pdf
https://aws.amazon.com/docu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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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计分内容 

考题中可能设置了不计分的题目，这些题目放在考试中是为了收集统计信息。这些题目不会在表格上标识

出来，也不会影响您的分数。 

 

考试成绩 

AWS Certified Developer-Associate 考试 (DVA-C01) 的结果为“合格”或“不合格”。此考试根据 AWS 专家在认

证行业最佳做法与准则的指导下制定的最低标准进行评分。 

 

您的考试成绩是介于 100 - 1000 之间的分数，最低合格分数为 720 分。您的分数显示您在考试中的整体表

现以及您是否通过考试。为了等同看待难度水平可能稍有不同的多个考试形式的分数，我们采用了分数范

围模型。 

 

您的分数报告中包含一个体现您在各部分的成绩的分类成绩表。该信息旨在提供有关考试成绩的一般反

馈。此考试采用补偿性的评分模型，这意味着您不需要分别“通过”每个部分，只需要通过整体考试即可。考

试的每一部分都有特定的权重，所以有些部分比其他部分有更多的题目。表中包含一般信息，突出您的强

项和弱项。在解读各部分的反馈时务必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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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大纲 

本考试指南仅包含权重、测试领域和目标。这不是该考试内容的全面列表。下表列出了主要内容领域及其

权重。 

 

领域 考试占比 

领域 1：部署 22% 

领域 2：安全性 26% 

领域 3：使用 AWS 服务进行开发 30% 

领域 4：重构 10% 

领域 5：监控和故障排除 12% 

总计 100% 

 

领域 1：部署 

1.1 使用现有 CI/CD 管道、过程和模式在 AWS 中部署已编写的代码。 

1.2 使用 Elastic Beanstalk 部署应用程序。 

1.3 准备要部署到 AWS 中的应用程序部署包。 

1.4 部署无服务器应用程序。 

 

领域 2：安全性 

2.1 对 AWS 服务进行已进行身份验证的调用。 

2.2 使用 AWS 服务实施加密。 

2.3 实施应用程序身份验证和授权。 

 

领域 3：使用 AWS 服务进行开发 

3.1 为无服务器应用程序编写代码。 

3.2 将功能要求转换成应用程序设计。 

3.3 将应用程序设计实施为应用程序代码。 

3.4 使用 API、SDK 和 AWS CLI 编写与 AWS 服务交互的代码。 

 

领域 4：重构 

4.1 优化应用程序以实现对服务和功能的最佳利用。 



 

版本 1.2 DVA-C01                                                                                                                                                                      

页码 |5  

4.2 迁移现有应用程序代码以在 AWS 上运行。 

 

领域 5：监控和故障排除 

5.1 编写可以受到监控的代码。 

5.2 对在测试或生产中发现的故障执行根源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