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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信服技术认证考试指南总览 

 

1.1  注册账号 

考生在智安全网站（www.zhianquan.net）进行注册报名。 

1.2  支付考试费用 

支付相关技术认证考试费用，支持微信、支付宝、线下对公转账支付方

式。 

1.3  预约考试 

（1） 考生必须使用SANGFOR ID才可预约理论考试。考生可通过以下三种

方式预约理论考试。 

⚫ 网站预约：考生可访问 Pearson VUE 网站，预约深信服技术认证考试。 

⚫ 客户服务中心预约：考生可联系 Pearson VUE 客户服务中心，预约深信

服技术认证考试。 

⚫ 考试中心预约：考生可前往就近的 Pearson VUE 考试中心，预约深信服

技术认证考试。 

⚫ 讲师类型考生可通过智安全网站预约实验考试；深信服合作伙伴工程师

联系区域渠道经理通过企业微信预约实验考试 

【特别提醒】SCSA实验考试仅对SCSA认证讲师和深信服合作伙伴工

程师进行开放。 

 

http://www.zhianquan.net/
http://www.pearsonvue.com.cn/sangfor
https://www.pearsonvue.com.cn/test-taker/Customer-Service.aspx
https://wsr.pearsonvue.com/testtaker/find/testcenter/SANGFOR?locale=zh_CN
http://www.zhianqua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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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加考试 

考生预约成功后，需按照考试规则和流程，在预约的时间前往预约考点参

加考试；理论考试结束后，考试中心将现场给出成绩；实验考试结束后，深信

服将在 5个工作日内给出实验考试成绩。 

1.5  获取证书 

考生将在通过考试后 5-7个工作日内收到电子版认证证书，2 个月内收到纸

质版认证证书。 

2 注册并支付考试费用 

2.1  注册账号 

（1） 访问智安全网站，进入用户登录界面后，点击【免费注册】，如下图

所示： 

 

 

 

http://www.zhianqua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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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照网站提示，正确填写信息并注册。如下图所示： 

 

2.2  考试报名 

（1） 登录智安全网站后，点击【报名入口】，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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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照提示正确填写相关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 

 

社会考生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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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考生报名 

 

2.3  认证缴费 

（1） 提交报名信息后，会跳转到如下认证缴费界面：

 

（2） 等待培训机构/办事处审核报名信息，期间可以修改报名信息，维护发票

信息（根据需求选择是否开具发票），付款方式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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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若未维护发票信息，即使审核通过也无法付款 

（3） 报名审核会收到审核通过/审核不通过结果的邮件，审核通过后显示待认

证缴费，同时会收到报名审核通过邮件发送至报名邮箱，点击进去缴

费，如下图所示： 

  收到审核不通过邮件，考生需要重新报名，请注意个人信息及报名信息的正

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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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进入缴费页面，选择考试费，填写信息。 

【特别提醒】 

⚫ 考试券是指考试优惠券，无考试优惠券即不用填写。 

 

（5） 点击【去支付】。线上缴费支持微信和支付宝支付方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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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缴费成功后，跳转到如下界面表示缴费完成。 

 

在我的课程显示如下界面 

 

【特别提醒】 

认证缴费过程中，如有疑问请联系智安全运营中心（010-51626887-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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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约深信服技术认证考试 

3.1  如何预约理论考试 

考生在智安全网站完成认证缴费后，将会收到Pearson VUE发送的考试授权

邮件。请按照考试授权邮件中的说明预约理论考试。考试授权邮件通常在24小

时内发出，若您在48小时内仍未收到邮件，请联系智安全运营中心。 

3.1.1  如何通过 Pearson VUE 网站预约理论考试 

（1）  请登录www.pearsonvue.com.cn/sangfor,点击右侧“登录”按钮。 

 

 

 

（2） 输入SANGFOR ID和密码。 

· SANGFOR ID：是考生注册深信服技术认证个人信息时，由深信服系统自动

生成的ID，格式为SANGFOR加8位数字，考生可以在深信服考试授权确认信

中找到。 

· 密码：Pearson VUE为考生发送网络帐户通知邮件，内含登录网站的临时密

码。考生输入临时密码后，系统会要求修改密码。若忘记密码，可通过

“我忘记了密码”进行密码找回。 

http://www.zhianquan.net/
http://www.zhianquan.net/AboutUs/ContactUs.aspx
http://www.pearsonvue.com.cn/sangfor
https://wsr.pearsonvue.com/testtaker/signin/SignInPage/SANGFOR?locale=zh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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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需要预约的考试。 

 

 

（4） 查看考试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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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搜索查看考试中心。 

 

（6） 选择考试中心、考试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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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查看预约订单。 

 

 

 

（8） 确认个人信息，请确保姓名匹配。 

 

 

（9） 仔细阅读并勾选同意考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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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提交订单。 

 

（11）考试预约完毕，请注意收取考试确认邮件。若未收到邮件，请联系

Pearson VUE客户服务中心。 

 

（12）主页显示您已成功预约了考试。 

 

https://www.pearsonvue.com.cn/test-taker/Customer-Servic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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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如何通过 Pearson VUE 客户服务中心预约理论考试 

请联系 Pearson VUE 客户服务中心，提供 SANGFOR ID 和姓名等信息预约考

试。 

 

3.1.3  如何通过 Pearson VUE 考试中心预约理论考试 

可以联系 Pearson VUE 授权考试中心预约考试。 

（1） 请登录www.pearsonvue.com.cn/sangfor,点击右侧“查找考试中心”按

钮。 

 

 

 

 

 

 

 

 

 

 

 

https://pearsonvue.com.cn/test-taker/Customer-Service.aspx
https://wsr.pearsonvue.com/testtaker/find/testcenter/SANGFOR?locale=zh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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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您的地址，搜索距离最近的考场。考试中心会以距离进行排序显

示。 

 

点击“考试中心信息”，可以查看考试中心详细信息。 

点击“显示更多考试中心”，可以查看更多考试中心。 

3.1.4  如何改期/取消理论考试 

考生必须至少提前于考试预约时间 24 小时登录 Pearson VUE 在线帐户或

联系 Pearson VUE 客户服务中心 400-120-0832改期或取消考试预约。考试预

约时间前 24小时内，无法进行改期或取消。未能及时改期或缺考，考试费用将

不予退还。 

考生可登录 www.pearsonvue.com.cn/sangfor，点击需要改期或取消的考试预

约。 

http://www.pearsonvue.com.cn/sang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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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提示进行改期或取消操作。 

 

改期或取消考试预约后，您将收到改期或取消考试预约确认邮件。请查看邮

件，并按照邮件说明参加考试或重新预约考试。若您未收到确认邮件，请联系

Pearson VUE客户服务中心 400-120-0832 进行查询。 

【特别提醒】在 Pearson VUE 改期或取消的是考试预约，而非考试授权。取消

考试预约后，您可以在考试授权期内再次预约考试。授权期为您收到考试授权

信后的 90天内。若您遗忘您的考试授权期，可登录 Pearson VUE 网站，点击您

的授权考试，查看您的考试授权信息。 

 

若您未在授权期内再次预约考试，您的考试授权将过期，考试费用将不予退

还。 

http://www.pearsonvue.com.cn/sang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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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如何预约实验考试 

3.2.1  如何通过智安全网站预约实验考试 

（1） 完成初考或者实验补考认证缴费后，访问智安全网站，选择【认证与考

试】-【实验考试】，如下图所示： 

 

（2） 根据提示信息正确填写考生信息和实验考试预约，并提交。 

 

【特别提醒】 

⚫ 每个考点可选考试时间不一样，以实际可选时间为准。 

⚫ 每个考点SCSA实验考试可预约时间为：上午9:00-12:00。 

⚫ 每个考点SCSP实验考试可预约时间为：下午14:00-18:00。 

⚫ SCSA实验考试仅对SCSA认证讲师开放。 

⚫ 实验考试预约成功后，会发送预约邮件至个人邮箱，请在实验考试前确认

预约信息并仔细阅读准考政策。 

http://www.zhianqua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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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通过点击智安全网站右上角个人头像-【实验预约】查询已预约的实

验考试记录。 

 

3.2.2  如何改期/取消实验考试 

（1） 可通过点击智安全网站右上角个人头像-【实验预约】修改已预约的实

验考试。 

 

 

 

 

 

http://www.zhianqua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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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醒】 

⚫ 一个实验考试只能修改两次考试时间。 

⚫ 必须至少提前于考试预约时间2天在智安全网站进行考试改期（说明：周六

可进行改期，周日无法进行改期）。 

⚫ 考试预约时间前2天内，考试无法改期。未能及时改期或缺考，考试费用将

不予退还。 

（2） 可通过点击智安全网站右上角个人头像-【实验预约】取消已预约的实

验考试记录。 

 

 

 

【特别提醒】 

⚫ 您必须至少提前于考试预约时间2天在智安全网站取消考试（说明：周六可

取消考试，周日无法取消考试）。 

⚫ 考试预约时间前2天内，考试无法取消。未能及时取消或缺考，考试费用将

不予退还。 

 

 

 

 

http://www.zhianquan.net/
http://www.zhianqua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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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加考试 

4.1  参加理论考试 

在预约考试后，您将收到考试确认信，请认真阅读确认信，并按照确认信

提示带好证件，提前 15分钟到达考试中心参加考试。 

 

4.1.1  理论考试过程介绍 

请访问 Pearson VUE 考试流程，查看包括考生检录、参加考试、考试结束

的完整考试流程。 

4.1.2  理论考试准考政策 

请提前 15分钟到达考试中心，以保证您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必要的签到程

序。如果您迟到 15 分钟以上，您将有可能被拒考，且失去您的考试费。 

请出示符合以下要求的一种有效证件参加考试： 

身份证 / 驾照 / 护照 / 军官证 / 绿卡/永久居民卡 / 港澳通行证 / （台湾

考生）台胞证  

户口本等无照片签名的证件将不被接受。 

证件均须为原件且在有效期内（不接受影印件）。 

考生于考试当日出示的证件上的姓名必须与在 Pearson VUE系统中的名字、姓

氏完全相符。 

任何有关考试时所需携带身份证件的疑问，请联系 Pearson VUE 客户服务中

心。 

考试检录流程还包含以下高安全检录步骤： 

• 电子签名  

• 电子照片 

您不能将私人物品带进考试区域，包括背包、未经考试举办方许可的书籍、笔

记、手机、纸张、手表和钱夹等。 

 

 

 

https://www.pearsonvue.com.cn/test-taker/securit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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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理论考试故障处理 

在理论考试过程中，如遇考试故障，请参考以下流程： 

⚫ 考试中心无人接待：若考生到达考试中心后，发现考试中心关闭或无考

试管理员接待，请考生立即联系Pearson VUE客户服务中心，客服代表

会建立事件报告，并帮助考生处理问题。考生可随时联系Pearson VUE

客户服务中心，通过客服代表提供的事件报告号码追踪处理进展。 

⚫ 技术故障：考试过程中因技术原因导致考试无法继续，如断网、断电、

电脑死机等问题，请考生直接联系考试管理员进行修复。若技术故障无

法修复，考试管理员会为考生建立事件报告。考生可联系Pearson VUE

客户服务中心，通过事件报告号码，申请改期或取消考试。 

⚫ 成绩报告无法打印：考生结束考试后，若成绩报告不能正常打印，考试

管理员会进行故障修复；若无法修复，考试管理员会为考生建立事件报

告。考生凭借事件报告号码，联系Pearson VUE客户服务中心申请电子

版成绩报告。 

4.2  参加实验考试 

4.2.1  实验考试过程介绍 

 考生在预约时间前往所预约的实验考点完成实验考试，详见智安全网站

【认证与考试】—【考试说明】。 

4.2.2  实验考试准考政策 

请提前 15分钟到达实验考点，以保证您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必要的签到程

序。如果您迟到 15 分钟以上，您将有可能被拒考，且失去您的考试费。 

请出示符合以下要求的一种有效证件参加考试： 

身份证 / 驾照 / 护照 / 军官证 / 绿卡/永久居民卡 / 港澳通行证 / （台湾

考生）台胞证  

户口本等无照片签名的证件将不被接受。 

证件均须为原件且在有效期内（不接受影印件）。 

考生于考试当日出示的证件上的姓名必须与在智安全网站所报名的名字、姓氏

完全相符。 

https://www.pearsonvue.com.cn/test-taker/Customer-Service.aspx
https://www.pearsonvue.com.cn/test-taker/Customer-Service.aspx
https://www.pearsonvue.com.cn/test-taker/Customer-Service.aspx
https://www.pearsonvue.com.cn/test-taker/Customer-Service.aspx
https://www.pearsonvue.com.cn/test-taker/Customer-Service.aspx
https://www.pearsonvue.com.cn/test-taker/Customer-Service.aspx
http://www.zhianquan.net/
http://www.zhianquan.net/
http://www.zhianqua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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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有关考试时所需携带身份证件的疑问，请联系智安全运营中心。 

您不能将私人物品带进考试区域，包括背包、未经考试举办方许可的书籍、笔

记、手机、纸张、手表和钱夹等。 

4.2.3  实验考试故障处理 

在实验考试过程中，如遇考试故障，请参考以下流程： 

⚫ 考点无人接待：若考生到达所预约考点后，发现考点关闭或者无人接

待，请考生立即联系智安全运营中心（010-51626887-806），智安全运

营中心会帮助考生处理问题。 

考试环境故障：实验考试过程中因技术原因导致考试无法继续，如断网、断

电、电脑死机等问题，请考生直接联系考点负责人进行处理。若考试环境故障

无法恢复，考点负责人会上报至智安全运营中心。考生可联系智安全运营中心

（010-51626887-806），申请改期或取消考试。 

 

5 获取证书 

5.1  如何获取电子证书 

考生将在通过考试后 5个工作日内收到电子版认证证书。 

5.2  如何获取纸质证书 

考生将在通过考试后2个月内收到纸质版认证证书。 

 

 

 

 

 

 

 

 

 

 

http://www.zhianquan.net/AboutUs/ContactU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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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证书查询 

收到电子版认证证书后可访问深信服社区，登录个人账号，进入“自助服

务 > 信息查询 > 智安全技术认证证书”，输入对应的信息，点击【查询】，

即可查看电子证书，如下图所示： 

 

 

http://bbs.sangfor.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