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对话式 AI 应用程序 

利用 NVIDIA Riva 框架，轻松快速地创建、部署和运行实时的对话式 AI 应用 

 

随着世界不断向数字化发展，对话式 AI 越来越多地用于促进人机之间的通信。对话式 AI 为信息自动

收发和语音应用程序提供技术支撑，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以提升整体客户体验和客户服务效率。 

如果从零开始，会话式 AI 应用的开发非常复杂和昂贵。在本课程中，您将学习如何使用 NVIDIA Riva 

框架构建对话式 AI 应用。Riva 提供了完整的 GPU 加速的软件堆栈，让开发者可以快速轻松地创建、

部署和运行端到端、实时的对话式 AI 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能够理解各公司及其客户特有的术

语。Riva 框架包括预先训练的对话式 AI 模型、工具和优化服务，可用于语音、视觉和自然语言理解 

(NLU) 任务。通过 Riva，开发人员可以创建定制的基于语言的 AI 服务，比如虚拟智能助理、虚拟客

户服务代理、实时转录、区分对话中不同的讲话者和聊天机器人等。 

在此课程中，您将学习如何使用实时转录和自然语言处理 (NLP) 技术，快速构建和部署产品级的对话

式 AI 应用程序。把 NVIDIA Riva 自动语音识别 (ASR) 和命名实体识别 (NER) 模型与基于 Web 的应用

程序相集成，对输入的音频生成文本，并且能够高亮显示。然后，使用 NVIDIA TAO 工具包 (TAO) 定

制 NER 模型，从而根据不同的针对性进行高亮显示。最后，您将探索采用 Helm 和 Kubernetes 集群

的 Riva 服务的生产级部署性能，以及扩展注意事项。 

 

课程时长   8 小时（课后 6个月内可以继续访问和使用课件和实验资源）。 

课程模式                      讲师授课，及每位学员使用云端完全配置的 GPU 加速工作站实验练习。 

课程价格  微信添加 DLI 小助手（微信号 NVIDIALearn），沟通培训需求。 

学员评测方式        
 1）编程技能评测，评估学员构建对话式 AI 应用程序的能力。 

 2）多项选择题，评估学员工关于对话式 AI 概念的理解程度。 

https://developer.nvidia.com/riva
https://developer.nvidia.com/riva
https://developer.nvidia.com/tao-toolkit


 

 

培训证书                  
  成功完成本课程和测试后，学员将获得 NVIDIA DLI 培训证书，证明在相关 

  领域的技能，为职业发展提供证明。 

预备知识        

• 基础 Python 编程经验 

• 基本了解 深度学习框架（比如 TensorFlow、PyTorch 或 Keras） 

• 基本了解 神经网络 

课程语言         英文 

工具、库和框架 NVIDIA Riva 框架，NVIDIA TAO 工具包 (TAO)，Kubernetes

学习此课程的 

硬件要求 

您需要一台笔记本电脑或台式机，且能够运行最新版 Chrome 或 Firefox 浏览

器。我们为您提供在云端完全配置的 GPU 加速工作站的专用访问权限。 

 

 

学习目标 
 

参加本次培训，您将学习到： 

• 如何在 Riva 上部署和启用经过预训练的 ASR 和 NER 模型，以构建对话式 AI 应用程序。 

• 如何使用 TAO 微调和部署特定领域的模型。 

• 如何使用 Helm 部署产品级对话式 AI 应用程序，以在 Kubernetes 集群中扩展。 

 

为何选择 NVIDIA 深度学习培训中心（DLI）的实战培训 

• 随时随地访问云端完全配置的 GPU 加速工作站来动手实践。 

• 获得实战经验指导，使用通用、行业标准的软件、工具和框架。 

• 学习如何在广泛的行业中构建深度学习和加速计算应用程序，如自动驾驶汽车、数字内容创

作、游戏开发、医疗医学及金融。 

• 学习与行业领导者（例如洛杉矶儿童医院、梅奥医院和普华永道）合作设计的课程，获取现

实应用的专业知识。 

• 获得 NVIDIA 官方全球开发者培训证书，证明在相关领域的能力，助力职业发展。 

 

https://docs.python.org/3/tutorial/
https://developer.nvidia.com/deep-learning-frameworks#:~:text=Deep%20learning%20frameworks%20offer%20building,a%20high%20level%20programming%20interface.&text=This%20eliminates%20the%20need%20to,learn%20more%20and%20get%20started.
https://developer.nvidia.com/blog/deep-learning-nutshell-core-concepts/
https://developer.nvidia.com/riva
https://developer.nvidia.com/riva
https://developer.nvidia.com/tao-toolkit


 

 

课程大纲 

 

 

议题 说明 

课程介绍 

(15 分钟) 

> 讲师介绍 

> 登录课件平台 

对话式 AI 介绍   

 (120 分钟) 

探索对话式 AI 应用，深入了解 ASR 和 NLP 流水线的关键组件 

> 完成一个 TAO 模型推理示例，语音识别 

> 部署 Riva ASR 和 NER 模型 

> 启动一个使用 ASR 和 NER 的联系应用程序 

休息 (60 分钟)  

定制模型 

 (120 分钟) 

详细学习 Riva 架构，并讨论使用 TAO 部署微调模型时涉及到的 

工作流程 

> 针对特定领域微调 NER 

> 在 Riva 中部署定制的 NER 模型 

> 启动更新过模型的应用程序 

休息 (15 分钟)  

推理和部署 

 (120 分钟) 

探索对话式 AI 应用程序在生产部署时的性能、优化和扩展方面的 

挑战 

> 了解推理部署流程 

> 分析非功能性需求及其影响 

> 使用 Helm和 Kubernetes 集群部署对话式 AI 应用程序 

休息 (15 分钟)  



 

 

总结 

(15 分钟) 

> 回顾所学要点并解答问题 

> 完成评估并获得证书 

> 填写培训调查表 

> 了解如何设置您自己的 AI 应用程序开发环境 

 

 

相关培训课程 

• 深度学习基础 —— 理论与实践入门 

• 构建智能推荐系统 

• 深度学习基础 —— 用多 GPU 训练神经网络 

• 更多课程，请访问 www.nvidia.cn/dli   

 

培训咨询和购买 

• 微信扫码添加 DLI 小助手，微信号 NVIDIALearn 。 

 

http://www.nvidia.cn/dl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