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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安天下-CISSP 持续教育 CPE 填报流程 

——2017 年 
   

 

第一步，登陆 

访问 www.isc2.org，点击“Sign In” 

 

 

 

第二步，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点击“SIGN IN”登录 

  

 

http://www.gooan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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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进入 CISSP 维持页面 

 

 

 

3.1 缴纳维持费点击【PAY MY AMF】 

 

 

[如未缴纳维持费，则根据提示缴纳费用即可] 

 

 

3．2 添加 CPE 点击【Submit My CPE Credits】，进入 CPE 页面 

 

http://www.gooan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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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如有填报过则可看到历史 CPE 清单； 

点击页末右下角的“ADD CPEs”添加 CPE 

 

 

http://www.gooann.com/


                                      您身边的 IT风险管理培训专家 

 4 / 9 
www.gooann.com  

第五步，填写 CPE 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SAVE”保存 

 
 

针对第五步每项详细说明： 

1、 Apply CPE to Credential/Concentration 适用于 CPE 的认证 

选：CISSP 

2、Domain for CPE Credit    CPE 学分的所属领域 

   各选项如下：可参考选择对应领域 

Domain 1 — Security & Risk Management 

 域 1 - 安全与风险管理 

Domain 2 — Asset Security 

 域 2 - 资产安全 

Domain 3 — Security Engineering 

 域名 3 - 安全工程 

Domain 4 — Communications & Network Security 

 域 4 - 通信与网络安全 

Domain 5 — Identity & Access Management 

 域 5 - 身份与访问管理 

Domain 6 — Security Assessment & Testing 

 域 6 - 安全评估与测试 

http://www.gooan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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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ain 7 — Security Operations 

 域 7 - 安全运营 

Domain 8 — Security in the Software Development Life Cycle 

域 8 - 软件开发安全 

 

Multiple Domains (Group A) 

多个域（A 组） 

 

Other -General Education (Group B) 

其他 - 一般教育（B 组） 

 

3、 Activity Start Date，活动开始日期 

即培训的时间 

 

4、CPE Type  CPE 类型 

选择不同的 CPE Type，下面的会相应地要求补充不同的信息。 

各选项如下：（供参考） 

ISC2 e-symposium (Group A Only) 

ISC2 电子研讨会（A 组） 

 

ISC2's infosecurity professional magazine quiz(Group A Only) 

ISC2 的信息安全专业杂志测验（A 组） 

 

attended conference 

出席发布会 

 

attended vendor presentation(Group A Only) 

参加供应商的演讲（A 组） 

 

board  services for a professional security organization(Group A Only) 

为专业的安全机构董事会服务（A 组） 

 

completed a higher academic course 

完成了较高的学术课程 

 

education courses and seminars 

教育课程和研讨会 

 

government ， public sector ， or other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volunteer 

work(Group A Only) 

政府，公共部门，或其他慈善组织的志愿工作（A 组） 

 

Information systems security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chapter 

formation/management 

http://www.gooan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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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安全专业协会组建章/管理 

 

information systems security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chapter meetings(Group A 

Only) 

信息系统安全专业协会分会会议（A 组） 

 

preparation for presentation/lecture/training（not work related） 

为演示/演讲/培训准备（不与工作相关的） 

 

preparing new or updating existing training seminar or classroom material 

准备新的或更新现有的培训研讨会或课堂材料 

 

published a security article 1-5 pages (Group A Only) 

发表了安全文章 1-5 页（A 组） 

 

published a security article 6+ pages (Group A Only) 

发表了安全文章 6+页（A 组） 

 

published a security book (Group A Only) 

出版了一本安全的书（A 组） 

 

read a cybersecurity white paper (Group A Only) 

读了网络安全白皮书（A 组） 

 

read cyber security book/magazine (Group A Only) 

读网络安全书籍/杂志（A 组） 

 

self-study，computer-based training [cbt],web casts,and podcasts  

自学，基于计算机的培训[CBT]，网络广播和播客 

 

submit a cyber-security book review  (Group A Only) 

提交网络安全书评（A 组） 

 

unique work-related experience (Group A Only) 

独特的相关工作经验（A 组） 

 

write a cybersecurity white paper (Group A Only) 

写网络安全白皮书（A 组） 

5、Course Name  课程名称 

 

6、Vendor Name，供应商名字 

一般可选 Others（......） 

Other，即对应 Vendor Name 为 Others 的培训机构的名字 

 

http://www.gooan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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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Number of Hours Completed，已完成的小时数 

即培训的时间，对应的就是 CPE 的数值 

 

 

第六步 

上一步填写完后，点击页末右下角的 Save 保存，就会回到第四步的页面，CPE 列

表中会出现新填的 CPE。 

列表中每条 CPE 都可以 EDIT（编辑）和 DELETE（删除）。 

可查看 CPE 总数等。 

如需继续添加 CPE 则继续点击“ADD CPE”填报。 

 

 

 

至此填报已经完成。 

http://www.gooan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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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CISSP 持续教育（CPE）政策说明 

CISSP CPE 政策要求在年度和三年认证期都达到 CPE 所要求的学时。

CISSP 必须符合如下要求才能保持其资格： 

1. 每年最低应达到并报告 40 个 CPE 学时; 

2. CISSP的CPE分A组和B组，A组是与8个CBK相关活动；B组是8个CBK领域

之外的活动，B组不作为强制要求，但其提交CPE数量每年不应超过10个；

（参考“CPE Type”） 

3. 向 (ISC)2国际总部全额交付 证书维护年费85$； 

4. 在三年报告期间最低应达到并报告 120 个CPE 学时； 

5、如证书申请工作经验不符合，可以先申请成为CISSP准成员，每年需支付35

美金进行维持。 

6、如维持费和CPE年内未缴纳或填报则证书作废。 

 

CPE积分范围 

1. 厂商的培训：CISSP参加厂商举办的培训、讲座等，每小时可获得1个

CPE； 

2. 安全会议：CISSP参加安全会议，每小时可获得1个CPE； 

3. 大学课程：CISSP参加大学课程学习并通过，每学期可以获得11.5个CPE； 

4. 出版安全论文或书籍：CISSP可以通过出版安全书籍获得40个CPE，或出版

安全文章获得10个CPE，以此种方式3年内最多获得40个CPE； 

5. 提供安全培训：CISSP进行安全讲座、授课每小时可以获得4个CPE，以此

种方式每年内最多获得80个CPE； 

http://www.gooan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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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服务于安全专业组织的管理层：CISSP每年可以通过服务获得10个CPE，但

以此种方式最多可以获得20个CPE； 

7. 自学：CISSP可以通过自学取得CPE，以此种方式3年内最多获得40个

CPE； 

8. 阅读安全书籍：CISSP可以通过阅读信息安全书籍的方式获得10个CPE，但

每年只有一本书被承认； 

9. 志愿工作：CISSP可以通过作为(ISC)2的志愿者的方式获取CPE，分数和具

体的活动由(ISC)2决定； 

10. 其他：若CISSP希望以其他的方式获得CPE，但必须提交给(ISC)2的再认

证委员会批准。 

 

 

 

注:参加培训或会议，可保留培训结业证书、签到表、名牌等证据，以便官方抽

查到后提交相应证明。 

 

 

联系我们：谷安天下   
（更新于 2016 年 12 月） 

 

http://www.gooan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