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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Net 工程师 (DEVASC) 课程 1.0 版课程大纲 

上次更新日期：2021 年 03 月 05 日 

简介 

网络行业正在经历一场转型：以 API 和自动化为载体，面向软件的方法正日益得到普及。究其原因，一是物联网等新型连接方式导致网

络的复杂性和规模不断增加，二是人们对网络服务的敏捷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从业人员在满足现有网络技能要求之外，还要培

养新的面向软件的技能。在 DevNet 工程师课程中，学生可以学习现代软件开发工作和开发运营的最佳做法，了解并学习如何安全地使用 

API，以及如何使用这些 API 实现网络运营自动化。 

目标受众 

思科网络技术学院® DevNet 工程师 (DEVASC) 课程专为大专院校学生、职业培训中心学生，以及希望了解网络并使用软件操控网络的编

程训练营学员而设计。DEVASC 证书是侧重于软件的思科 DevNet 认证路径下的工程师级认证。DEVASC 认证可证明学生具备软件开发

和设计、API 的理解和使用、思科平台和开发、应用程序部署和安全、基础设施和自动化、网络基础知识等领域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这些

侧重于软件的领域将对 CCNA 和网络运营工程师的网络技能构成很好的补充。同时具备软件技能和网络技能有助于消除软件开发人员、

网络工程师和网络安全专业人员之间的职业壁垒，拓宽就业渠道。 

前提条件 

要学习此课程，学生应具备以下技能： 

• 使用任何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进行编码的基本技能（循环、if/else、对象等） 

• 对计算机网络具有基本的了解（“CCNA 网络简介”级别） 

• PC 操作系统基本操作技能 

• 互联网基本使用技能 

• 熟悉 Cisco Packet Tracer 

 

对应的认证 

本课程与思科认证 DevNet 工程师级 (DEVASC) 认证直接挂钩。考生需要通过 200-901 DEVASC 考试才能获得思科认证 DevNet 工程师

级认证。 

课程说明 

通过 DEVASC 课程，思科网络技术学院™ 学生可以培养职场就业技能，并为成功走上自动化相关工作岗位或取得相关学位打下基础。课

程采用视频和富媒体形式，学生将通过一系列深入的动手实践来学习、运用并实践编程和基础设施自动化知识和技能，打下扎实的知识基

础。完成 DEVASC 课程后，学生即已做好参加思科 DEVASC 认证考试的准备。 

DEVASC 课程独具特色： 

● 本课程由八个模块组成。每个模块包含多个主题。  

● 课程模块注重培养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协作能力和技能的实际运用。 

● 每个模块都会通过某种形式提供练习和测验机会，例如实验或 Packet Tracer 练习。这些模块级练习可提供反馈，指出学生对课程

要求掌握技能的掌握程度。学生可以利用这些测验，确保自己在参加评分测验或评分考试之前充分掌握了所学知识。  

● 学生学习关于软件开发、API、网络基础、应用部署、基础设施和自动化以及思科平台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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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具备大学水平，即可轻松理解阐述这些概念所用的语言。 

● 作业考试和实践练习侧重于各种特定能力，旨在提高学生的保留率和学习路径的灵活性。  

● 多媒体学习工具（包括视频和测验）可以满足对各种学习方式的需求，帮助激发学习兴趣并巩固知识。 

● 实验和 Cisco® Packet Tracer 基于模拟的学习练习可帮助学生培养批判性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 Cisco Packet Tracer 练习可与专为本课程设计的新版本 Packet Tracer（即 Packet Tracer for Network Automation [PTNA]）配合

使用。为本课程创建的虚拟机中包含了 PTNA。 

课程目标 

DEVASC 课程专门面向希望从事网络编程和自动化工作岗位并为此学习知识和技能的人士。课程内容可以帮助学生培养以下能力： 

• 使用基本的 Python 编程和 Linux 技能。 

• 使用 DevNet 资源实施部署环境。 

• 使用软件开发和设计最佳实践。 

• 通过 HTTPS 发送 REST API 请求，实现服务的安全集成。 

• 阐述可支持网络连接的流程和设备。 

• 使用最新技术在云环境中部署并保护应用和数据。 

• 在自动化和模拟环境中比较各种软件测试和部署方法。 

• 比较用于协作、基础设施管理和自动化的各种思科平台。 

 

实验设备要求 

除学生的实验 PC 之外，本课程不需要使用任何物理设备。课程使用多个虚拟机 (VM) 提供实验机会。 

基础设备捆绑包： 

• PC - 最低系统要求 

o CPU：Intel Pentium 4，2.53 GHz 或同等配置，支持虚拟化  

o 操作系统（例如 Microsoft Windows、Linux 和 Mac 操作系统）  

o 64 位处理器 

o 内存：8 GB 

o 存储：10 GB 可用磁盘空间 

o 显示器分辨率：1024 x 768  

o 支持 Unicode 编码的语言字体（如果界面语言不是英语） 

o 最新显卡驱动程序和操作系统更新版本 

• 实验 PC 和学生 PC 需要连接互联网 

学生 PC 软件： 

• Oracle VM VirtualBox Manager（6.1 或更高版本） 

• DEVASC VM（从课程中下载） 

• CSR1000V VM（教师下载并分发） 

• Packet Tracer Network Automation Edition（预安装在 DEVASC VM 上） 

 

DevNet 工程师课程大纲 

下面列出了本课程当前涵盖的一系列模块及相关能力。每个模块都是一个综合学习单元，由内容、练习和作业考试组成，目标是让学生掌

握一组特定的能力。模块的大小取决于掌握相应能力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的深度。某些模块属于基础模块，模块中的内容有助于学习 

DEVASC 认证考试中涵盖的概念，但不在考试范围内。 

DevNet 工程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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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标题/主题标题 目标 

模块 1. 课程简介 使用基本的 Python 编程和 Linux 技能。 

1.1 实验环境 安装一个虚拟实验环境。 

1.2 Linux 管理 Linux 文件系统和权限。 

1.3 Python 使用基本的 Python 编程。 

模块 2. DevNet 开发人员环境 使用 DevNet 资源实施部署环境。 

2.1 DevNet 概述 阐述 DevNet 如何为网络程序员社区提供支持。 

2.2 了解 DevNet 在线资源 了解 DevNet 在线资源。 

模块 3. 软件开发和设计 使用软件开发和设计最佳实践。 

3.1 软件开发 比较各种软件开发方法。 

3.2 软件设计模式 阐述各种软件设计模式的优势。 

3.3 版本控制 使用 GIT 实施软件版本控制。 

3.4 编程基础知识 阐述最佳编程实践。 

3.5 代码审查和测试 使用 Python 单元测试程序评估代码。 

3.6 了解数据格式 使用 Python 解析不同的消息传送和数据格式。 

模块 4. 了解和使用 API 通过 HTTPS 发送 REST API 请求，实现服务的安全集成。 

4.1 介绍 API 阐述 API 的使用。 

4.2 API 设计方式 比较同步和异步 API 设计方式。 

4.3 API 架构方式 描述常见 API 架构方式。 

4.4 REST API 简介 阐述 REST API 的功能。 

4.5 REST API 身份验证 通过 HTTPS 发送 REST API 请求，实现服务的安全集成。 

4.6 API 速率限制 阐述 API 速率限制的用途。 

4.7 使用 Webhook 阐述 Webhook 的使用。 

4.8 排除 API 调用故障 阐述如何对 REST API 进行故障排除。 

模块 5. 网络基础知识 运用网络连接流程和设备。 

5.1 网络基础知识简介 阐述基本的网络术语和流程。 

5.2 网络接口层 阐述 OSI 网络层的特性和功能。 

5.3 网际网络层 阐述 OSI 网际网络层的特性和功能。 

5.4 网络设备 阐述常见网络设备的特性和功能。 

5.5 网络协议 阐述常见的网络协议。 

5.6 排除应用连接故障 基本网络连接故障排除。 

模块 6. 应用部署和安全 使用最新技术在云环境中部署并保护应用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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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标题/主题标题 目标 

6.1 了解不同模式的部署选择 阐述常见的云部署模式。 

6.2 创建和部署示例应用 使用容器技术部署简单应用。 

6.3 持续集成/持续部署 (CI/CD) 阐述应用部署过程中对持续集成/持续部署 (CI/CD) 的使用。 

6.4 用于应用开发和安全的网络 阐述云环境中的应用开发所需的网络技术。 

6.5 保护应用 使用常见应用安全技术保护数据。 

模块 7. 基础设施和自动化 在自动化和模拟环境中比较各种软件测试和部署方法。 

7.1 在思科帮助下实现基础设施自动化 介绍采用自动化的部署环境。 

7.2 开发运营和 SRE 阐述开发运营原则。 

7.3 基本自动化脚本 介绍自动化中的脚本使用。 

7.4 自动化工具 阐述可帮助加快代码开发和部署速度的自动化工具。 

7.5 基础设施即代码 阐述通过将基础设施存储为代码而实现的优势。 

7.6 自动化测试 阐述如何在测试应用部署时使用自动化工具。 

7.7 网络模拟 说明对思科 VIRL 网络模拟测试环境的使用。 

模块 8. 思科平台和开发 比较用于协作、基础设施管理和自动化的各种思科平台。 

8.1 思科平台简介 介绍思科 API 平台。 

8.2 思科 SDK 阐述思科 SDK 如何为应用开发过程提供帮助。 

8.3 了解网络可编程性和设备模型 比较各种网络可编程性模型。 

8.4 思科网络管理 比较各种思科网络管理平台。 

8.5 思科计算管理 说明思科计算管理解决方案。 

8.6 思科协作平台 描述思科协作平台。 

8.7 思科安全平台 描述思科安全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