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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ISSP认证申请指南 

（一）申请须知： 

1、考试通过后，2-5 个工作日之内收到一封恭喜考试通过的邮件，收到邮件后就可以开始

在线证书申请； 

2、登陆 ISC2.ORG 官网，官网不需要自己注册但要重置密码； 

3、登陆的账号是报名的邮箱，密码用邮箱密码找回然后在重新设置；登陆以后按照下面的

在线证书申请的步骤来完成申请； 

4、填写背书人这一页，如有工作证明可以提交选择官方审核所有审核速度会快，或者可以

联系班主任来询问背书人信息； 

5、完成申请后，证书会在 8-12 周之间，寄到您的手上。（其中如果有碰到抽查也会在这段

时间之内发邮件过来的，如果没有抽查那就等证书寄到国内） 

重要提示：自 2022 年 2 月起，CISSP 纸质证书由美国直接发国际邮政至学员本人，不再

经过北京 ISC2 办事处，请考生务必确认自己在 ISC2 官网的英文地址、个人手机、邮编填写

详细且正确，特别是地址和邮编。 

    或把地址改到谷安天下北京总部，由我们代收。 

    公司地址：Room 201-202, Block C, No. 51, Kunming Hunan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公司邮编：100097 

    联系电话：1381033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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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证书申请流程	

1、登陆官网，点击图片红色位置：https://www.isc2.org/endorsement.aspx 

 

2、点击在线背书 

 
3、选择 CIS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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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择准会员或会员身份 

两者区别：第一个选项是 5 年的工作经验不够，需要申请准会员从而保留

考试通过的成绩；第二个选项是工作经验满足，正式申请成为会员 

  说明：如果是工作经验不够的话在选择了准会员以后，就没有其他步骤，只需

要等官方那边验证通过就可以。 

 

5、输入推荐人的姓名（拼音）和 ID号码 

这一页属于填写背书人信息或者点选下面的打钩官方审核所有信息 

1.如有工作证明可以提交可以选择下面打钩，直接官方审核所有信息（工作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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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介绍请看 下面的补充说明） 

2.如不方便提交工作证明，可以填写背书人信息来走审核，下面的打钩就不需要

点了。（背书人的意思是需要拿到证书的人员来审核，如不认识考试通过的人员

可以联系谷安-班主任） 

 

6、是否需要学历抵扣 

如果只满足 4 年的信息安全工作经验，可以用毕业证书抵消 1 年，点击：Add 提

交毕业证书。 满足 5 年信息安全工作经验的直接下一步。 

7、点击 Add,填写信息安全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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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选项填写工作经历相关信息 

（1） 工作领域是可以多选，在 5 年的工作中 少要接触过 2 个知识点章节，

请 少选择 2 个知识点； 

（2）job Description 职位描述，填写工作经历请填写详细工作内容，官方要

求需体现 5 年工作中 少接触过 2 个知识点方面的工作；请填写详细工作经历。 

建议：就当求职简历的介绍一样来写。避免后期打回来在重新提交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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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填写资料审核 

审核一下自己填写的信息是否正确，以及如果还需添加下一份工作点击 ADD 在

填写下一份。不需要在填写的就可以点下一步了。 

    不要参照图片中的 job Description 职位描述，按照自己的工作经历来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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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犯罪记录的调查，如果没相关的犯罪记录的都选择：NO 

 

11、 ISC2的协议，没问题就写上自己的姓名（拼音）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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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线申请结束，等 ISC2审核通过。 

 

 

13、自己填写的内容全部结束，填的背书人审核的话就联系背书人帮忙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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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的官方审核打勾的话，就等官方邮件就行。 

（三）认证申请补充说明	

1、如背书人审核的话等背书人审核完毕以后就会进入官方审核阶段，官方审核

需 4-6 的时间请耐心等待。 

如是官方审核所有的话也是 4-6 周的时间等邮件通知就行。 

2、官方审核完成以后会发邮件通知，收到邮件以后就可以在官网缴纳维持费

125 美金 

3、缴纳 125 美金以后，将会进入证书制作和快递证书阶段，这一阶段会有 8-12

周的时间，请耐心等待。 

4、关于工作证明，官方的要求是已英文的形式写一个自己的工作证明，需要： 

1、英文的公司名称、姓名、职位、工作的起始时间和结束的时间、ID 号 

2、用公司人事邮箱或者领导的公司邮箱发给你本人，然后截图打印在签字

(本人、人事/领导） 

3、如方便的话可以加上公司的便签和盖章 

后转 PDF 的格式上传上去就可以了，或者其他能证明你再公司工作的证明也

是可以。证明不限制数量。 

后就是收到快递的证书，祝大家早日取得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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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 CISSP证书维护的官方介绍材料（以

下内容来源于 https://www.isc2.org） 

（一）如何维护和更新您的认证	 	

 

1.了解 CPE积分中 Group A and B Credits的区别 

Lear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 A and B Credits  

A组学分：领域相关活动	

Group A Credits: Domain-Related Activities 

Group A credits relate directly to the cyber security profession. Generally, 

this consists of activities in the areas covered by the specific domains of 

the respective credential. 

A 组学分与网络安全专业直接相关。一般来说，这包括各个凭证的特定域所涵盖

的领域中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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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组学分：专业发展/知识分享	

Group B Credit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Knowledge Sharing  

 Group B credits are earned for completion of gener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which enhance your overall professional skills, 

education, knowledge, or competency outside of the domains 

associated with the respective certifications. These generally includ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s, such as management courses. 

While these do not apply directly to the domains, (ISC)² recognizes these 

skills are vital in the growth of all professionals and their credentials. 

B 组学分用于完成一般专业发展活动，以提高您的整体专业技能、教育、知识或

与相应认证相关领域之外的能力。这些课程通常包括专业发展课程，如管理课程。

虽然这些技能并不直接适用于这些领域，但（ISC）²认识到这些技能对于所有专

业人员及其证书的成长至关重要 

Suggested Categories of Gener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建

议的一般专业发展活动类别 

• Management courses 管理课程 

•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 skills 人际沟通技能 

• Interviewing techniques 采访技巧 

• Team development skills 团队发展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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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ject planning activities 项目规划活动 

• Other technical skills not in cyber security, such as programming 

languages and techniques 网络安全以外的其他技术技能，如编程语言

和技术 

• Accounting courses 会计课程 

2、CPE提交、展示和其他政策 

CPE Submission, Rollover, and other Policies  

2.1、维护和更新您的 CISSP认证对 CPE和 AMF的要求	 	

CPE and AMF Requirements to Maintain Renew Your Certification 

• The annual CPE requirement and your AMF must be submitted by 

your anniversary date. You can access your status by clicking on 

the "View My Membership Status" button on the member 

homepage.年度 CPE 要求和 AMF 必须在周年纪念日之前提交。您可以

通过点击会员主页上的“查看我的会员状态”按钮访问您的状态。 

• Once you have met the CPE and AMF requirements, your 

certification will automatically renew for another three-year 

certification cycle. Your certification will not renew until your 

current certification cycle expires. Typically, renewals are 

processed around the 1st and 15th of every month. 一旦您满足



 北京谷安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010-88452017 

 

北京谷安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010-88452017 14 

 

CPE 和 AMF 要求，您的认证将自动续期三年。在当前认证周期到期之前，

您的认证将不会续订。通常，续约在每月 1 日和 15 日左右进行。 

• After your certification(s) has renewed, you will receive an email to 

confirm. An updated certificate and ID card will follow in the postal 

mail within 8 to 12 weeks. You are encouraged to always have your 

contact information up to date in your profile; to avoid any delays 

in receiving your new certificate. 证书更新后，您将收到一封电子邮件

进行确认。更新后的证书和身份证将在 8 至 12 周内邮寄。我们鼓励您在

个人资料中随时更新您的联系信息；以避免在接收新证书时出现任何延迟。 

2.2、展期 CPE学分（Rollover	CPE	Credits）	

• CPE rollover credits are limited to the total CPEs required each 

year. For example, CISSPs will only be able to roll over up to 40 

Group A credits earned in the last 6 months of your three year 

certification cycle. CPEs do not rollover from cycle year to cycle 

year.  Rollover CPEs are calculate at the time of renewal. CPE 展期

信用仅限于每年所需的总 CPE。例如，在您三年认证周期的 后 6 个月

内，CISPS 多只能累积 40 个 A 组学分。CPE 不会从一个周期年过渡到

另一个周期年。展期 CPE 在续期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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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CPE/AMF年费延期/延迟续约（Late/Delayed	Renewals）	

• You have a 90-day grace period after your certification expiration 

date to submit any CPEs earned within the three-year certification 

cycle and/or pay any outstanding AMF(s). If you have experienced 

extenuating circumstances within your three-year certification 

cycle and would like to request an extension, please contact 

Member Services at membersupport@isc2.org. 您在认证到期日后

有 90 天的宽限期，可以提交三年认证周期内获得的任何 CPE 和/或支付

任何未支付的 AMF。如果您在三年认证周期内经历了可减轻处罚的情况，

并希望申请延期，请联系会员服务部 membersupport@isc2.org. 

• You have the option to retake and pass the credential exam in lieu 

of earning CPEs. You must sit for the exam within 90 days of your 

expiration date. All outstanding AMFs must be paid prior to 

registering for the exam. You may register for the exam at 

www.pearsonvue.com/isc2. 您可以选择重新参加并通过凭证考试，以

代替获得 CPE。你必须在考试期满后 90 天内参加考试。所有未完成的

AMF 必须在注册考试前支付。您可以在 www.pearsonvue.com/isc2 注

册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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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CPE/AMF 年费未能满足要求的后果（ Failure	 to	 Meet	

Requirements）	

• Failure to meet the three-year CPE and AMF requirements by your 

expiration date will result in decertification, i.e., your 

certification/designation will be terminated. (ISC)² will notify you 

by email to inform you that you have been decertified. Once you 

have been decertified, you will no longer be allowed to use the 

designation trademark. For example,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use 

the certification name after your name or on printed materials, 

display the certificate itself, or imply you are presently certified. 在

到期日前未能满足三年 CPE 和 AMF 要求将导致取消认证，即您的认证/

指定将被终止。（ISC）²将通过电子邮件通知您已被取消认证。一旦您被

取消认证，您将不再被允许使用指定商标。例如，您将无法在姓名后或打

印材料上使用认证名称，无法显示证书本身，也无法暗示您目前已获得认

证。 

• If your certification is terminated, you will need to retake and pass 

the examination to become certified again. Any outstanding AMF 

payments must be submitted prior to sitting for the exam. Once 

you have passed the exam, you will need to contact Member 

Services at membersupport@isc2.org to reactivate your 

certification. Certification holders that allow their credential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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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ire may be subjected to a U.S. $600 reinstatement fee upon 

recertification either through Appeal or repassing an examination. 

如果您的认证被终止，您需要重新参加并通过考试才能再次获得认证。任

何未支付的 AMF 款项必须在参加考试之前提交。一旦您通过考试，您需

要联系会员服务部 membersupport@isc2.org 重新激活您的证书。允许

其证书过期的证书持有人在通过上诉或重新通过考试重新认证后，可能需

要缴纳 600 美元的恢复费。 

（二）CISSP-CPE认证 CPE积分要求： 

2015 年后获取 CISSP 认证的人员，每年度 CPE 积分不低于 40 个，3 年总计 120

个 CPE 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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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ISSP-助理身份	

 

助理身份年度 CPE 要求：A 组年度需求：15  

在获得（ISC）²CISSP CBK®的 8 个领域中的 2 个或更多领域所需的 5 年直接

全职工作经验的同时，从事 CISSP 指定工作的（ISC）²员工 多可维持 6 年。

候选人可获得一年经验豁免，并获得四年大学学位或地区同等学历，或获得（ISC）

²批准名单中的批准证书。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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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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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活劢，B 组是 8 个 CBK

领域之外的活劢，B 组不作为强制要求；（参考“CPE Type”）  

3. 向 (ISC)2 国际总部全额交付 证书维护年费 125$；  

4. 在三年报告期间 低应达到并报告 120 个 CPE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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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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美金维持费和提交 15CPE 积分进行维持。 

三、CISSP-CPE积分填写步骤 

（一）打开网站 www.isc2.org :输入帐号密码 

 

（二）登入以后点击 CPE	Portal	积分提交 

 

（三）选择相关学习的起始和结束时间，请选择自己学习的时间 

注意：填写的起始和结束的时间不要重复 

选择完成以后点击右边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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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选择 CPE类别与细节	

第一项：选择所属 CPE 的类型，已参加谷安培训以及安全牛课堂为例选择教育 

第二项：选择课程和研讨会 

 

（五）填写 CPE课程的信息，分别为： 

1、*课程名称 

2、*培训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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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PE 的分数 

4、评论区 

必填项为红色星号的 3 个选项。（必须是英文） 

特别注意的是下面的添加支持文档 

这一栏是可以上传证明文件的地方，比如参加的现场的安全会议有证明文件的话

可以上传能加快 CPE 的审核时间。没有的话也没关系 

 

（六）如有证明文档可以上传，没有就直接保存并继续	

获得的 CPE 学分证明可以是课程成绩单、颁发的文凭、证书或出席收据、正式



 北京谷安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010-88452017 

 

北京谷安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010-88452017 22 

 

会议记录副本或登记材料名册或文件 

 

对于没有提供上述任何一项的在线课程，截图就足够了。 

 

（七）选择 CPE积分所属于的 8章节领域，可单选也可以多选 

如不是属于 A 类别的 请选择 下面的 B 类别 

A 类别是 CISSP 的 8 个章节范围之内的，A 类无上限要求 

B 类别是 CISSP 的 8 个章节范围以外的，B 类 3 年之内只能填写 30 分 



 北京谷安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010-88452017 

 

北京谷安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010-88452017 23 

 

 

（八）确认填写信息如无误，提交 C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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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提交完成、填写结束。如果想看自己的 CPE 积分的情况可以按

照此图片去点击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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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 CPE类别的翻译： 

（一）选定类别：教育	

（ISC）2 认证课程 

（ISC）2 专业发展学院（PDI）课程 

书籍、杂志、白皮书 

课程和研讨会-其他 

高等教育课程 

行业会议 

信息安全专业协会分会 

在线研讨会、播客和其他在线材料 

供应商介绍 

（二）选定类别：对行业的贡献	

专业保安机构的董事会服务 

考试发展主题专家 

政府/私营和公营部门/慈善组织委员会 

参与公认委员会的安全标准制定 

演讲/讲座/培训准备 

准备网络研讨会、播客、会议报告 

准备新的或更新现有的培训研讨会或课堂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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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可靠的在线演示 

作为小组讨论的主题专家 

写作、研究、出版 

（三）所选类别：专业发展	

章的形成或管理 

非安全教育课程和研讨会 

非安全行业会议 

非安全组织/委员会 

非安保演示/讲座/培训准备 

（四）所选类别：独特的工作经验	

这里说下简单的积分说明，已参加谷安培训或者听课安全牛课堂为例： 

1、积分是 1 个小时换算 1 个积分 

2、如果是参加培训、会议、讲座等现场或者线上实时课程，一天的课程上限可

以填写 8 分。 

比如参考谷安 CISSP 网络课，五天的培训时间，那最多可以填写 40 积分（建议

范围在 1 天 6-8 分来核算） 

3、如是公司内部组织的会议、培训等不能核算积分。 

4、积分的得到渠道有很多，比如看书、发表文章、讲课等等，详细的请参考官

方的 CPE 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