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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华为认证笔试考试指导总览 

 

自2018年11月1日起，考生需使用华为账号作为唯一身份标识预约考试。 

1.1 注册华为账号（如已有华为账号，请忽略该步骤） 

访问华为官网，进行账号注册。 

1.2 预约华为认证笔试考试 

在预约考试之前，考生需要访问 Pearson VUE 网站创建个人资料，具体步骤请点击“如何通过 Pearson 

VUE 网站预约”。 

考生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预约考试： 

 网站预约：考生访问 Pearson VUE 网站预约考试，具体步骤请点击“如何通过 Pearson VUE 网

站预约”。 

 客户服务中心预约：考生联系 Pearson VUE 客户服务中心预约考试，具体步骤请点击“如何通

过 Pearson VUE 客户服务中心预约”。 

 考试中心预约：考生前往就近的考试中心预约考试，具体步骤请点击“如何通过 Pearson VUE 考

试中心预约”。 

1.3 支付笔试考试费用 

Pearson VUE 支持信用卡支付、现金支付、考试券支付方式。 

笔试考试券获取：考生可以向华为培训合作伙伴获取笔试考试券。 

【特别提醒】考生在 2018 年 11 月 1 日前购买的有效笔试考试券可继续在 Pearson VUE 考试平台

使用。 

1.4 参加笔试考试 

考生预约成功后，需在预约的时间前往考试中心参加考试；考试结束后，考试中心将现场给出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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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获取华为认证证书 

通过华为认证的考生，在完成考试的 1 个工作日后，将收到华为发送的“电子证书下载”邮件通知，

或考生可自行登陆：华为网站下载电子证书。 

2 注册华为账号 

2.1 注册华为账号 

（1） 访问华为网站，进入账号登录或申请页面后，按网站信息提示，正确填写信息并提交。如下

图所示：  

【特别提醒】 

 请使用邮箱注册。 

 账号创建时，需使用真实姓名（拼音格式），且与证件姓名（汉字）保持一致。  

 

（2） 完成账号激活。信息提交后，系统会自动发送激活链接到注册时预留的电子邮箱中。 

http://support.huawei.com/enterprisemysupport/mysupport#click=mycertificates
https://uniportal.huawe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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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华为账号/密码常见问题处理 

更多华为账号/密码常见问题，请访问华为网站账号帮助目录。 

返回“华为认证笔试考试指导总览” 

3 预约华为认证笔试考试 

在注册预约考试之前，考生需要访问 Pearson VUE 网站创建个人资料，具体步骤请点击“如何通过 Pearson 

VUE 网站预约”。 

3.1 如何通过网站预约 

（1） 访问华为网站或 Pearson VUE 网站。 

【特别提醒】如之前已参加过华为认证考试，请继续使用原华为账号，否则可能无法顺利获取新证书。 

方式一：访问华为网站 

访问华为“培训与认证网站”（企业用户）。 

https://uniportal.huawei.com/uniportal/help_zh.html?ver=v3r24
http://support.huawei.com/learning/zh/ne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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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华为“培训与认证网站”（运营商用户）。 

 

方式二：访问 Pearson VUE 网站 

访问 Pearson VUE 网站 www.pearsonvue.com.cn/huawei，点击【登录】按钮，会跳转至

华为账号登录页面，输入用户名、密码后登录。 

（2） 确认考生关键信息 

为保证预约信息的准确性，考生每次预约时，均需确认个人信息无误后方可继续操作。 

【特别提醒】 

 需使用本人真实姓名（拼音），并与证件名（汉字）一致，否则无法参加考试。 

 请确认提供的考试邮箱可用，以免无法查收 “电子证书下载”邮件通知。 

http://e-learning.huawei.com/zone/pub/lsportal/cn/index.html
http://www.pearsonvue.com.cn/hua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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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信息如需修改，请点击【编辑】按钮，如下图所示： 

考生个人信息提交后，如需更改，需在 Pearson VUE 网站维护（修改姓名，必须联系 Pearson VUE

客户服务中心）。 

 

（3） 补充个人其他信息（已在 Pearson VUE 网站完成个人信息补充的考生请忽略此步骤） 

（4） 点击【查看考试】，选择需要预约的考试科目 。 

（5） 查看考试政策，选择考试语言，点击右下角【预约此次考试】。 

（6） 仔细核对考试信息及考试语言，点击【继续进行预约】。 

（7） 进入选择考试中心的页面：  

 系统会默认显示距离考生最近的考试中心，并按照距离依序排列。在右侧地图中可查看各考

试中心位置。若需搜索其它地址，请在搜索栏中输入需要查找的地址，中英文均可，点击【搜

索】，距离该地址最近的考试中心将会依序排列。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国家/地区、省份、城市，点击【搜索】，页面呈现该城市的考试中心。 

考生可看到 5 家考试中心，若需要查看更多考试中心，请点击页面下方【显示更多考试中心…】，

将会有更多考试中心按照距离依序展现。 

点击【考试中心信息】，可以查看该考试中心的电话号码和交通指南。 

 考生可以同时勾选三家考试中心，查看各考试中心的开放日期和时间。 

（8） 选择考试日期与考试时间 

进入“我的订单”页面，确认订单页面的各项信息是否正确。若需修改，可返回修改考试科目、考试

中心、日期时间等信息。若确认无误，请点击页面右下角【去结账】按钮。 

（9） 结账说明 

结账第一步：请确认电话号码正确，姓名（拼音）与证件名（汉字）完全匹配。 

结账第二步：请阅读并同意华为认证笔试考试政策，点击【下一步】进入付费页面。 

结账第三步：查看考试价格并付费，关于付费说明详见“支付考试费用”。 

 考试券支付方式：请点击【添加考试券/促销代码】，输入考试券号，点击【应用】。页面会自动

跳转，可看到订单总金额为“USD 0.00”。点击【下一步】即可进入到结账第 4 步“提交订单”

页面。 

 信用卡支付方式：请将信用卡信息填写进相应栏目，并确保该信用卡已开通网上银行功能，并可

以支付美元。需要填写的信息均可在信用卡的正反面查找，其中安全码为信用卡反面白色签名条

https://pearsonvue.com.cn/test-taker/Customer-Service.aspx
https://pearsonvue.com.cn/test-taker/Customer-Servic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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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后三位数字。账单地址默认为考生的工作/家庭地址，若持卡人与考生非同一个人，需更改

为持卡人工作/家庭地址。填写完毕点击【下一步】即可进入到结账第 4 步“提交订单”页面。 

 折扣券支付方式：请点击【添加考试券/促销代码】，输入折扣券号，并点击【应用】，再使用信

用卡支付打折后费用。 

结账第四步：请确认您的订单正确无误，点击【提交订单】。 

结账第五步：预约成功，生成订单摘要，并会有考试确认信和电子收据（形式发票）发送到考生邮箱。

若没有收到考试确认信或发票，请联系 Pearson VUE 客户服务中心查询。 

3.2 如何通过 Pearson VUE 客户服务中心预约 

查看 Pearson VUE 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方式。拨打客户服务中心电话，请客服代表代预约考试。 

3.3 如何通过 Pearson VUE 考试中心预约 

（1） 请访问 https://www.PearsonVUE.com/huawei, 点击【查找考试中心】。 

（2） 请在搜索栏中输入搜索地址，中英文均可，点击【搜索】，距离该地址最近的考试中心将会依

序排列。在右侧地图中可看到各考试中心位置。或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国家/地区、省份、城市，点击【搜

索】，页面呈现该城市的考试中心。 

（3） 考生可看到 5 家考试中心，若需要查看更多考试中心，请点击页面下方的【显示更多考试中

心…】，将会有更多考试中心按照距离依序展现。 

（4） 点击“考试中心信息”，可以查看该考试中心的电话号码和交通指南。 

（5） 考生可直接联系考试中心，将计划参考的科目、日期等告知考试管理员，并支付人民币考试费，

请考试管理员代预约考试。 

（6） 如果考生计划预约当天的考试，请提前与考试管理员确认，若考试管理员可以接待，则考生可

以预约当天的考试。 

3.4 如何改期/取消考试 

考生必须至少提前于考试时间 24 小时改期或取消考试；考试时间前 24 小时内，考试无法改期或取

消。未能及时改期、取消考试或缺考，考试费用将不予退还。 

考生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改期或取消考试：  

（1） 通过 Pearson VUE 网站 

ttps://pearsonvue.com.cn/test-taker/Customer-Service.aspx
https://pearsonvue.com.cn/test-taker/Customer-Service.aspx
https://www.pearsonvue.com/hua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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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期考试：考生登录 Pearson VUE 网站，查看已预约的考试，选择需要改期的考试，根据提示选择

需要改期的项目，如考试中心、日期、时间等，更改后点击【去结账】，按照页面提示改期即可。 

取消考试：考生登录 Pearson VUE 网站，查看已预约的考试，选择需要取消的考试，按照页面提示

取消即可。 

（2） 通过 Pearson VUE 客户服务中心 

请联系 Pearson VUE 客户服务中心改期或取消考试。 

（3） 通过 Pearson VUE 考试中心 

请联系预约考试的考试中心，请考试管理员帮忙改期或取消考试。 

如果取消考试，考试费退还时间说明如下： 

 如果考生使用考试券支付考试费用，成功取消考试后，考试券即刻释放，可被用于预约新的考试。 

 如果考生使用信用卡支付考试费用，退款时间与信用卡机构退款政策相关，请在信用卡下个账单

日查询退款金额。 

退款任何问题，请联系 Pearson VUE 客户服务中心。 

 

返回“华为认证笔试考试指导总览” 

4 支付笔试考试费用 

考生在 Pearson VUE 支付考试费用，支付方式如下： 

4.1 信用卡支付 

考生通过 Pearson VUE 网站或通过 Pearson VUE 客户服务中心预约考试可选择信用卡支付。 

4.2 现金支付 

考生在 Pearson VUE 考试中心现场可通过现金支付。 

4.3 考试券支付 

考生通过 Pearson VUE 网站、Pearson VUE 客户服务中心、Pearson VUE 考试中心预约考试时，

均可通过考试劵支付。 

华为考试券使用规则：一张电子考试券可用于预约对应考券种类的一个考试，非记名制，不退不

换，不可延期或兑换现金，考试劵有效期为一年（特殊考试券有效期参照获取考券当时规则定义），

考试取消后考试券将被释放，可重新预约新考试，但考生需在考试劵的原始有效期内完成考试。 

ttps://pearsonvue.com.cn/test-taker/Customer-Service.aspx
https://www.pearsonvue.com/huawei
ttps://pearsonvue.com.cn/test-taker/Customer-Servic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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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可向华为培训合作伙伴获取或购买笔试考试券： 

华为授权培训合作伙伴（HALP）/华为 ICT 学院 

 

返回“华为认证笔试考试指导总览” 

 

5 参加笔试考试 

5.1 笔试考试过程介绍 

考生在预约时间前往 Pearson VUE 考试中心完成考试，详见考试中心考试流程。 

5.2 笔试考试准考规定 

为保障考试过程安全及公平性，Pearson VUE执行检录路程。除需出示两种有效证件以外，还将采

集考生的电子照片及电子签名。电子照片及签名将作为华为认证考试记录的一部分永久保留，其中

电子照片将打印在成绩报告上。Pearson VUE 将妥善留存及保护所有的考生数据（以上规定可能根

据当地法律的要求有所调整）。 

 请至少提前15分钟到达考试中心，以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必要的签到程序。如果迟到15分钟

以上，将有可能被拒考，且考试费不予退还。  

 考生需要提供两种有效身份证件，证件均须为原件且在有效期内（不接受影印件）。查看更多

信息敬请访问：PearsonVUE身份证件政策。 

如考生对证件有任何问题，请联系Pearson VUE客户服务中心。 

 考生注册考试时使用的中、英文姓名必须与在考试当天所出示证件显示的姓名保持一致。  

 考生不得携带任何未经考试主办方允许的个人物品进入考场，此类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背包、手

机、对讲机、手表、钱夹、书籍、文件、笔记本、便签、纸张等。  

5.3 笔试考试故障处理 

在考试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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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个工

http://support.huawei.com/learning/NavigationAction!createNavi?navId=_trainingsearch&lang=zh&op=
https://www.huaweiacad.com/webapps/hw-toboo-BBLEARN/portal/exec.do?t=1535012736665
https://www.pearsonvue.com.cn/test-taker/security.aspx
https://home.pearsonvue.com/Policies/1S/Chinese/
https://pearsonvue.com.cn/test-taker/Customer-Service.aspx
https://pearsonvue.com.cn/test-taker/Customer-Service.aspx


                                                                        华为

认证笔试考试指导 

COMMERCIAL IN CONFIDENCE                              11 

作日内予以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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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son VUE

将于 5 个工作日内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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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华为认证笔试考试指导总览” 

 

6 获取华为认证证书  

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华为仅提供电子证书（HCIE 认证除外）,通过认证的考生，可在完成相关

考试一个工作日后，访问证书下载链接：华为电子证书下载。 

通过 HCIE 认证考试的考生，可在收到成绩报告单三个工作日后，前往华为培训与认证网站维护个人

收件信息，并在 7 个工作日后，访问快递单号查询链接：华为证书查询链接，查询邮寄信息。 

6.1 如何获取电子证书 

访问华为培训与认证网站，登录个人账号，进入“我的空间 > 培训认证 > 我的证书”，点击对应的

【证书名称】，即可下载电子证书，如下图所示： 

 

https://pearsonvue.com.cn/test-taker/Customer-Service.aspx
ttps://pearsonvue.com.cn/test-taker/Customer-Service.aspx
ttps://pearsonvue.com.cn/test-taker/Customer-Service.aspx
ttps://pearsonvue.com.cn/test-taker/Customer-Service.aspx
http://support.huawei.com/enterprisemysupport/mysupport#click=mycertificates
http://support.huawei.com/enterprisemysupport/mysupport#click=mycertificates
http://support.huawei.com/enterprisemysupport/mysupport#click=mycertificates


                                                                        华为

认证笔试考试指导 

COMMERCIAL IN CONFIDENCE                              12 

 

6.2 如何获取 HCIE 套装 

（1） 访问华为培训与认证网站，进入“培训认证 > 华为认证> 证书申请”。 

 

（2） 在证书申请页面，选择邮箱，点击【下一步】。 

http://support.huawei.com/learning/NavigationAction!createNavi?navId=_42&lang=zhhttp://support.huawei.com/learning/NavigationAction!createNavi?navId=_42&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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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勾选待申请证书，并核对姓名是否准确。如姓名信息有误，可联系

Certification@huawei.com修改。 

 

（4） 点击【提交】按钮完成证书申请。 

mailto:可联系Certification@huawei.com
mailto:可联系Certification@huawe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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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华为将在5-7个工作日完成HCIE套装邮寄，并通过Certification@huawei.com 邮箱发送快

递单号至考生预留邮箱。 

考生亦可访问华为培训与认证网站个人空间（路径：“我的空间 > 培训认证 > 我的证书”）查询

快递单号。如未查询到快递单号，代表HCIE套装暂未邮寄。 

 

mailto:并通过Certification@huawei.com
http://support.huawei.com/enterprisemysupport/mysupport#click=mycertific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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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华为认证笔试考试指导总览” 

7 华为认证考试成绩/证书管理 

 华为认证考试成绩关联账号唯一化：考生需将个人的全部考试记录关联至同一个账号，否则无法

获取相应证书。具体操作请参见下文“场景一：如何自助关联华为认证考试成绩”。 

 华为认证考试成绩关联账号本人化：如果考生华为账号下关联了他人考试记录，需进行解绑，

否则系统会强制解绑。具体操作请参见下文“场景二：如何自助解绑华为认证考试成绩”。 

7.1 如何自助关联华为认证记录 

适用对象：华为认证考生 

【特别提醒】 

 考生的华为账号仅可关联本人的认证考试记录。  

 华为提供两种关联方式：方式一、邮箱关联；方式二、成绩报告单关联。 

方式一：邮箱关联 

考生在进行邮箱关联时，如提示邮箱已被XXX账号关联，直接点击【确定】，登录关联邮箱，点击

激活链接，即可完成关联。 

访问路径：“华为培训与认证网站 > 我的空间 > 培训认证 > 我的考试 > 关联我的考试记

http://support.huawei.com/enterprisemysupport/mysupport#click=myexam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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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1） 提交关联需求后，系统会自动发送激活邮件。 

 

（2） 登录邮箱，点击激活链接。 

 

（3） 查看关联的邮箱信息 

访问路径：“华为培训与认证网站 > 我的空间 > 培训认证 > 我的考试 > 关联我的考试记

录”。 

http://support.huawei.com/enterprisemysupport/mysupport#click=myexaminations
http://support.huawei.com/enterprisemysupport/mysupport#click=myexaminations
http://support.huawei.com/enterprisemysupport/mysupport#click=myexam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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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二、成绩报告单关联 

考试结束后1个工作日，考生亦可使用成绩报告单信息实施关联。 

访问路径： “华为培训与认证网站 > 我的空间 > 培训认证 > 我的考试 > 关联我的考试记

录”； 

（1） 提交成绩报告单关联需求后，系统将向考生输入的指定邮箱发送激活邮件。 

http://support.huawei.com/enterprisemysupport/mysupport#click=myexaminations
http://support.huawei.com/enterprisemysupport/mysupport#click=myexam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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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录邮箱，点击激活链接。 

 

（3） 查看关联的邮箱记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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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如何解绑华为认证考试记录 

适用对象：华为认证考生 

若考生的华为账号关联了他人的认证考试记录，需解绑他人考试成绩信息。 

访问路径： “华为培训与认证网站 > 我的空间 > 培训认证 > 我的考试 > 学员邮箱管理” 

（1） 提交解绑需求后，系统将发送确认邮件至所要解绑的邮箱。 

http://support.huawei.com/enterprisemysupport/mysupport#click=myexam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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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录邮箱，点击解绑确认链接。 

 

更多华为认证常见问题解答，请点击这里。 

更多疑问，请发邮件至 Certification@huawei.com 进行咨询。 

mailto:Certification@huawe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