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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彰校园大使积极地代表 NVIDIA 和 NVIDIA 深度学习培训中心（DLI） 做出的贡献， 
我们特别推出以下奖励计划。

> 认证讲师证书  

自 2022 年起，我们将开始颁发认证讲师证书。当您成功认证每一个 DLI 课程之后，将会收到
一个基于该课程的认证讲师证书。

> 校园大使证书

面向加入校园大使计划的认证讲师，在您获取第一个认证讲师证书之后，我们将为您颁发校园
大使证书。每位校园大使，仅有一份校园大使证书。新的校园大使证书将于 2022 年 1 月开始
发行，我们将为目前已经是校园大使的老师追溯更换此证书。

> 专业领域 

我们鼓励校园大使获得以下一个或多个专业领域的所有课程的认证讲师证书。这些认证成就 
以及等级状态也将会展示在公开讲师名录（预计于 2022 年秋季发布）中。关于等级相关细节， 
请继续查看本文档。

1. 深度学习专业
a. 深度学习基础——理论与实践入门

b. 构建基于 Transformer 的自然语言处理应用

2. 加速计算专业
a. 加速计算基础 - CUDA® C/C++

b. 加速计算基础 - CUDA Python

3. 数据科学专业 

a. 加速数据工程

b. 加速数据科学基础

c. 深度学习基础——理论与实践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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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级和分级奖励 

分级是我们希望表彰最积极主动的校园大使的一种方式，来鼓励老师为更多的学生讲授 DLI  

课程。分级依据从年初至上个月的授课数量和授课结束后五个日历日内获得证书的学生的	
数量。此外，无论何种等级，讲师授课的整体反馈评分必须保持 4.0 及以上（总分 5.0）。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的授课数量开始计入等级认证，以一个日历年为一个评级周期。公开 
讲师名录和网站表彰中的等级认证将于 2022 年秋季发布，并且等级状态的更新将于 NVIDIA  

美国公司的每月第一个工作日更新至公开讲师名录。与等级相关的福利将在当前的日历年内 
提供给讲师。

等级 完整讲课的数量 获认证学生数量

银牌
每日历年完成  

3 次或更多 
并且

70 名或更多学生 
获得课程证书

金牌
每日历年完成  

5 次或更多
并且

115 名或更多学生 
获得课程证书

白金
每日历年完成  

7 次或更多
并且

160 名或更多学生 
获得课程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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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彰最积极主动的大使，我们提供以下分级奖励。有关奖励细则，请参阅附录。

奖励 银牌 金牌 白金

公开讲师名录中的等级列表*（2022 秋季发布） X X X

GTC 大会门票/深度学习培训中心（DLI） 
培训席位**

X X X

优先考虑成为付费讲师和助教 X X

与专家交流的活动 X X

快速认证 X X

等级奖励金** 500 美元 1000 美元

免费参与 DLI 课程试运行 X X

网站表彰*（2022 年秋季发布） X

定向邀请的晚宴** X

优先考虑加入 NVIDIA 学术硬件资助计划 X

白金+（每额外完成三次授课） 250 美元

*只有经过您的同意，才会将您列入公共讲师名录和网站表彰的内容中。
**需要当地政府法律及企业政策允许。

> 标准福利

为回馈所有校园大使，无论等级如何，我们都会提供以下持续教育机会和福利。有关奖励 
细则，请参阅附录。

	> 开课费用报销
	> 免除讲师认证费用
	> 获得电子版讲师时事通讯
	> 观看直播或录播的开发技术和（或）软技能课程 
	> 通过深度学习培训中心（DLI）讲师门户网站获取课程和教学相关的信息
	> 协助 DLI 培训交付的校园大使可以参加 GTC 大会
	> 加入校园大使专属微信群组
	> 参加在线交流见面会
	> 加入公开讲师名录列表（2022 年秋季发布）

> 请您了解 

随着技术的不断演进升级，DLI 将会不定期地更新或下线既有课程，以及推出新的课程。 
因此，本文前述专业领域课程可能将会发生变化或过期。我们鼓励校园大使关注变化并 
保持对新版课程的认证状态。NVIDIA 保留更改每个等级的奖励、福利以及定级要求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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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奖励和标准福利细则附录

分级奖励
	>公开讲师名录的等级列表：将根据不同等级列出校园大使。此网页将于 2022 年秋季上线。

 > GTC 大会门票/深度学习培训中心（DLI）培训席位：所有被授予等级资格的校园大使均有 
机会获得门票，无需协助完成 GTC 期间的DLI培训。当线下 GTC 大会召开时，我们将基于 
先到先得的原则发送通行证。

	>优先考虑成为付费讲师和助教：对于由 NVIDIA DLI 组织推广的一些培训，将优先考虑邀请 
金牌和白金级别的校园大使作为我们付费的讲师和助教。费用金额视角色和活动类型而 
不同。当有此类机会时，NVIDIA DLI 会直接联系您。

	>与专家交流的活动： 金牌和白金级别校园大使将会收到邀请参加与 NVIDIA 专家交流的 
活动。这些活动信息将随 NVIDIA 或 DLI 相关活动公告信息一同发布。

	>快速认证：由于金牌和白金级别校园大使经常讲课并能保持较高的授课评级，DLI 可以根据
不同的课程提供快速认证方式。尽管获取学生版课程证书和面试环节仍是必须，讲师评估 
环节可以选择跳过，且面试所需时间可以只有标准面试时间的一半。

	>等级奖励金：在同一日历年内，达到金牌级别奖励 500 美元，再达到白金级别时再奖励 1000 

美元。这样，在一个日历年内，一位校园大使达到这两个等级后，最高可以收到 1500 美元
奖励。此奖励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并且仅适用于 2022 年 1 月 1 日当天或之后完成的
讲课。奖励资格同时需符合当地政府法规和企业政策。相应奖励将于每个月的前半月安排 
发放。深度学习培训中心 (DLI) 团队将联系校园大使协调付款，并且只能将奖励汇入讲师 
本人或其所在学校的帐户中。

	>免费参与 DLI 课程试运行：金牌和白金级别校园大使将受邀参加新的课程试运行和测试。 
这些活动通常由 NVIDIA 解决方案架构师或编写、审核课程内容的专家讲授。

	>网站表彰：DLI 讲师门户网站主页将列出白金级别校园大使。同时分享您的背景、专业领域
和终身成就。此网页将于 2022 年秋季上线。

	>定向邀请的晚宴：在现实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邀请白金级别校园大使参加与DLI 讲师 

（Master Instructor） 的晚宴，届时您将有机会与在相同城市/地理区域的同行会面。

	>优先考虑加入 NVIDIA 学术硬件资助计划：白金级别校园大使将获得为其所在院校资助硬件
的优先考虑机会。

	>白金+：达到白金级后，校园大使每额外完整授课三次可继续获得 250 美元。您需要达到 
讲师授课整体反馈评分等级要求，但无需满足额外的学生证书要求。



标准福利
	>开课费用报销：对于您每完成一次完整的 DLI 课程教学，我们可帮您报销多达 500 美元的 
有效费用。有关如何申请费用报销的说明，请参阅您的校园大使认证邮件。

	>免除讲师认证费用：校园大使只要在 12 个月内完成至少两次完整的 DLI 授课，即可免除 

1000 美元的年度认证费用。

	>获得电子版讲师时事通讯：DLI 团队会通过电子邮件给校园大使发送时事通讯。其中包括 
课程发布和更新的信息、有关 AI 的文章，以及全球讲师表彰等。

	>观看直播或录播的开发技术和（或）软技能课程	：DLI 每年将举办相关课程，旨在帮助校园
大使和认证讲师更好地进行教学和培训。

	>通过深度学习培训中心（DLI）讲师门户网站获取课程和教学相关的信息：您可以查看到 
课程更新信息，您的课程认证和开课完成进展，以及如何组织讲授 DLI 课程等相关信息。

	>协助 DLI 培训交付的校园大使可以参加 GTC 大会：在举办线下 GTC 大会时，未达到等级的 
校园大使如果协助完成至少一场 GTC 期间的 DLI 培训，可以免费参加 GTC 大会。

	>加入校园大使专属微信群组：由 DLI 组建的社交媒体群组，希望为诸位教师提供一个交流 
平台，互相分享对于先进科技的运用、探讨极具挑战性的 AI 问题，以及结识志同道合的 
同行。

	>参加在线交流见面会：随着新的社交媒体群组的推出，DLI 将举办网络见面会，届时我们将
讨论人工智能、加速计算和数据科学领域的一些最新进展。此外，我们还会介绍最新发布的 

DLI 课程。

	>加入公开讲师名录列表：所有 DLI 认证讲师信息将会展示在公开讲师名录列表中。当然， 
每位讲师都有权选择是否希望在列表中公开发布自己的联系信息。此列表网页将于 2022 年
秋季上线。目录中仅包含在过去 12 个月内授过课的讲师。

了解详情

© 2022 NVIDIA Corporation. 保留所有权利。NVIDIA、NVIDIA 徽标和 CUDA 均为 NVIDIA Corporation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
商标或注册商标。其他公司名称和产品名称可能为相应各公司的商标。其他所有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资产。2022 年 11 月

加入“DLI 教学资源交流群“，或咨询问题，请微信添加 DLI 小助手（微信号 NVIDIALearn），
并发送“校园大使”。

查看校园大使项目详情，请访问 https://www.nvidia.cn/training/ambassador-program/ 。

准备好申请深度学习培训中心校园大使或获得新专业领域的讲师认证吗？
请微信添加 DLI 小助手（微信号 NVIDIALearn）索取报名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