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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PMP考试报考流程及英文报考说明



考试预约
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

&PMI

5
支付考试费

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

4
中文报考

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

3
PMI审查

随机、概率为10%

2

英文报考
PMI网站

5431

说明：
学员按照要求进行
英文报考并及时反
馈账号信息

操作者：考生本人

说明：
PMI状态说明：
抽中审查
未抽中审查

操作者：PMI

说明：
国际人才交流基金
会考试平台开放后
进行，有报考期限

操作者：光环国际

说明：

能且仅能在国
际人才交流基金会
网站上在线支付
操作者：考生本人

说明：
付费后，考点机构
会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预约

操作者：考点机构

（一）PMP考试报考全流程图



（二）为什么要进行英文报考

• PMP考试是PMI机构下的认证考试。要参加PMP考试，首先要提交相关资料给PMI进行

审核，获得它的考试资质认可，这个过程被称作英文报考（也叫做英文报名）。

• 国内外考试的考生都需要进行英文报考。英文报考是PMP报考的第一步，很重要。

• 在中国大陆地区考试的学员，在英文报考阶段不涉及付考试费环节！完成英文报考后，

请先安心备考，后续报考操作等待老师通知即可。



（三）英文报考的成功标志

未被抽中

提交被抽中

1.成功提交报考申请：注册账号并完成所有信息填写，点击提交后，出现下图标志。

2.英文报考已顺利完成：5个工作日后，此页面生成一年有效期。



二、英文报考的详细操作步骤



英文报考PMI官网
www.pmi.org

（点击或复制此链接，开始英文报考）

为确保英文报考顺利完成，请务必严格按照以下说明操作哦！

（扫码可进入）



已有账号:点击 LOG IN登录

注册新账号:点击REGISTER           

（一）注册PMI账号



全程使用
全英文或拼音填写！

请勿使用中文填写

初次登录，还没有账
号的同学，请点击此
处注册

已有账号，请直接输
入用户名和密码登陆 

注册PMI账号（username）



例：身份证姓名为“宋宇鑫”的学员
1、First Name写 Yuxin 用拼音填写个人的名，中间无空格。
2、Last Name写 Song 用拼音填写个人的姓。

•  姓名和有效证件一致
•  不能填写英文名字，例如Peter、Lily！
•  首字母大写
•  前后鼻音要注意
•  拼写务必正确

3、 邮箱（注意：不能使用屏蔽国外邮件的邮箱，例如企业邮
箱,hotmail，一般163、QQ等常用邮箱都可以）

4、选填（选中后会接收PMI发的推广邮件）

5、除了外国国籍学员，其他建议统一选择
“China, mainland”

Yuxin

Song

123……@163.COM

First name :名

Last name :姓

注册PMI账号 - 注册页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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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自己所属公司名称
• 填写公司的英文名称，如公司没有英文名字，借助翻译工具进行翻

译

• 如现在已离职，可填写离职前所在公司名字。

7、当前的职位
• 建议选择“Project Management ”

• 职位的翻译见后页

8、出生的年份 
• 和身份证出生年份对应

9、全职工作经验
• 大学时实习经验也可算入

10、持续四周以上的项目管理经验（根据你的学历进行选择）

• 学士学位及以上学历，建议选择3年或以上

• 大专及以下学历，建议选择5年或以上

说明：全职工作经验的年数必须大于或等于管理项目的经验的年数。

注册PMI账号 - 注册页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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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项7的翻译 -  当前的职位-Current job title

• 行政

• 管理

• 项目集管理 

• 高级项目管理

• 项目管理（建议填写）

• 分析师

• 顾问

• 其他

• Executive

• Management

• Program Management

• Senior Project Management

• Project Management

• Analyst

• Consultant

• other



11、在你职业生涯中如何看待项目管理？
（建议选择第2个：It is one of the skills  I need to 
perform my current role 提升技能）

12、你所在的公司是否有项目管理办公室（PMO），
或是一个致力于项目管理的组织？（建议填YES.）

13、你是贵组织项目管理办公室（PMO）领导团队的
成员吗？（建议填NO,填YES会增加抽审概率）

14、行业（翻译见后页）
行业是指公司的性质，如光环国际的销售人员，则行
业是教育.（优先选对应，没有就选相似）

15、职能领域（翻译见后页）
职能领域是指自己职位所属性质，如光环国际的销售
人员，职能领域是销售。（优先选对应，没有就选相似）

注册PMI账号 - 注册页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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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14的翻译 - 公司所处行业 
Primary organization focus 

1. Aerospace
2. Automotive
3. Construction
4. Consulting
5. Energy( gas, electric, oil)
6. Financial services
7. Food and beverage
8. Government
9. Healthcare
10.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1.Legal
12.Manufacturing
13.Mining
14.Pharmaceutical
15.Telecom
16.Training/education
17.None or unemployed
18.Not applicaple
19.other

1. 航空航天
2. 自动化/汽车
3. 建造
4. 咨询
5. 能源（天然气、电力、石油）
6. 金融服务
7. 餐饮
8. 政府
9. 医疗保健
10. 信息技术
11. 法律
12. 制造
13. 矿业
14. 制药
15. 电信
16. 培训/教育
17. 失业
18. 以上都不适用
19. 其他



选项15的翻译 - 个人职能领域 - Area of Focus  

1. Customer Service

2. IT or IS

3. PM Department or PMO

4. Operations

5. Finance

6. Marketing

7. Sales

8. Human Resource

9. Research/R&D

10. Training/Education

11. Not applicable

12. Other

1. 客服

2. 软件通信类

3. 项目管理部门或项目管理办公室

4. 运营

5. 金融

6. 市场营销

7. 销售

8. 人力资源

9. 科研

10. 培训/教育

11. 以上都不适用

12. 其它

注意：请根据你的职能领域进行选择，如果以上都没有，那么选择相似的职能领域即可



16、用户名建议：RG1910＋姓名拼音
例：RG1910songyuxin
RG指的是“人广”的首字母
• 如有重名，可自拟用户名
17、密码建议：提供给光环的常用手机号

18、确认密码
• 正式考试前请不要修改密码,以免后期预约考试不成功

19、安全问题:第1条

20、答案：aura

最后，填写完整后提交即完成PMI账号的注册。
   请及时记下自己的账号和密码信息，以防忘记。
• 注册页面信息提交后将不能修改，故需要一次性完成
• 后边PMP信息的填报将会有自动保存功能

注册PMI账号 - 注册页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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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 Welcome to PMI
表明我们账号注册成功。

接着点击GO to PMI Home Page
（页面最下方）
进入到英文报考的页面

PMI账号注册成功



先点Certifications 再点Apply now 

进入正式的报名页面

①
②



请选择PMP考试类型进行报考！
谨记：不是CAPM，不是PgMP

千万不要点错哦

几种不同考试类型的填报程序基本一样

你很难意识到自己选错了

所以一定先看清楚再进行后续操作。

报考入口—

报考填写内容务必全英文

切勿点错

初次填报点击Apply for PMP  Credential

除了地名和姓名信息可填写拼音，后续报名
填写内容必须全英文！



选择Continue working on PMP application 继续填写申请或修改

再次登录，填报时的页面

若时间不够充裕，没有一
次性填完

没关系，在后面步骤中保
存并退出后

第二次进入此页面这个位
置变成了

continue working on 
PMP application

点击进去继续填报即可 

自动保存



（二）PMP报考的9大步骤

认证要求（包含项目经验和培训经验）

调查问卷（可不填）

联系地址            

联系方式

教育背景

02

01

03

04

05

返回首页查询报考状态

证书名字确认            

协议与职业规范（打钩即可）

核对所有信息是否完整并提交

07

06

08

09



操作说明：
选择家庭地址或工作地址：2

选1填写即可

• 填写：点击橙色按钮1或2

进入填写

• 保存继续：点击Save and 

Continue

地址注意事项
1. 此地址是信息填写需要，

不是将来证书领取的地址

！

2. 请选相对固定的地址

3. 只要是在中国大陆考试，

都填写中国大陆地址

1 -  联系地址

1  

保存并继续

2 

→

→
→



1.1.1 地址描述
• 上一步选择家庭住址，此处填my home

• 上一步若选择工作地址，此处填my work

1.1.2 国家

• 统一选择China,mainland 

（国外学员除外）

1.1.3 详细地址

• 借助翻译软件进行翻译

• 翻译后的地址应是由小到大

• 只填写一行即可（若一行填不

完，顺延到第二行）

1.1.4 城市

• 填所在城市

1.1.5 点击Save：保存，进入下一页

1.1 - 联系地址 - 详细地址填写

1.1.1

1.1.2
1.1.3

1.1.4

点击Save即会自动保存
再次进来后可从已保存页面继续往后填写。

带星号*为必填项，其他可选填或不填

1.1.5



核
查
无
误
，
点
击
保
存
继
续

1.2 - 联系地址 - 核查地址信息



2.1 - 联系方式 - 检查邮件地址，添加电话号码

2.1.2点击按钮，添加电话号码

表示可以删除后重新添加

2.1.1 检查邮件地址，有误可点击        删除后重新添加



2.2.1 选择电话号码类型：统一选cell

2.2.2 国家区号：86必填

2.2.3 手机号码：能联系到自己的

2.2.4 点击保存，进入下一页

2.2 - 联系方式 - 详细电话填写

2.2.1
2.2.2

2.2.3

2.2.4

带星号*为必填项，其他可选填或不填



2.3.1检查邮件地址

2.3.2检查电话号码

2.3.3点击保存继续

2.3 -  联系方式  - 核对联系方式

表示可以删除后重新添加

2.3.1

2.3.2

2.3.3



3.1.1 选择学校类别

• 统一选NO

3.1.2 学校名称
• 与学位证书的保持一致，若无学位

证书，则和学历证书的保持一致

3.1.3 学校所在国家

3.1.4 学校的通信地址

3.1.5 学校所在城市

3.1.6 学历

• 翻译见下一页

3.1.7 毕业年份

3.1.8 专业

• 翻译见下一页

• 选择匹配或相近的

• 若列表没有，才选择other

3.1.9 点击保存，进入下一页

3.1 - 添加教育背景

3.1.1
3.1.2

3.1.4

3.1.5

3.1.6

3.1.7
3.1.8

3.1.3

注意：关于学历选择，若本科毕业
①只有学历证书但无学位证书
②专科毕业
请选择“Associates Degree”或
高中学历

3.1.9



学历与专业的翻译

3.1.8 专业翻译：
1. Accounting      
2. Business         
3. Computer Science
4. Education      
5. Engineering   
6. Finance     
7. Liberal Arts    
8. Marketing    
9. Science   
10. Mathematics    
11. Economics     
12. Communications    
13. Other    

1. 会计
2. 工商管理
3. 计算机科学
4. 教育
5. 工程
6. 金融
7. 文学
8. 市场营销
9. 科学
10. 数学
11. 经济学
12. 通信
13. 其他

3.1.6 学历翻译：

1、High School            1、高中

2、Associate Degree    2、大专

3、Bachelor Degree     3、本科

4、Masters Degree      4、硕士

5、Doctorate                5、博士



学士学位及以上要求的项目经验；

• 3年以上

• 36个月

• 4500小时

学士学位以下（专科或者高中学历）

要求的项目经验

• 5年以上

• 60个月

• 7500小时

4.1 -  项目经验要求

注意：此页面无需操作，可直接点击
Save and Continue   

进入下一页



• 项目管理经验月数：36个月（3年）

• 项目管理小时数：4500h

• 项目管理教育小时数：35h

4.2 - 项目要求 - 学士学位及以上（未填写状态）
学士学位及以上：
• 本科
• 研究生
• 博士

项目经验时间和数量要求：
• 2013年之后的项目
• 近6年内其中3年的项目管理经验
• 建议填写2~3个项目

注意：可直接点击
Save and Continue   

进入下一页



4.2 - 项目要求 - 学士学位及以下（未填写状态）
学士学位及以下：
• 专科（高职）
• 高中
• 高中及以下

• 项目管理经验月数：60个月（5年）

• 项目管理小时数：7500h

• 项目管理教育小时数：35h

项目经验时间和数量要求：
• 2011年之后的项目
• 近8年内其中5年的项目管理经验
• 建议填写3~4个项目

注意：可直接点击
Save and Continue   

进入下一页



4.3 - 项目要求 - 添加项目管理经验

学士学位以下（专科以下）填写建议：
• 3-4个项目
• 近8年内（2011年-2019年之间），其

中5年的项目管理经验
• 项目时长在1~2年之间

学士学位及以上填写建议：
• 2-3个项目
• 近6年内（2013年-2019年之间），其

中3年的项目管理经验
• 项目时长在1~2年之间

4.3 点击Add 添加项目管理经验

目标：通过添加项目经验把still 

need时间一行变为0

      （小时数与月份数同时为0）



4.3.1.1 项目名称

4.3.1.2 项目开始时间

4.3.1.3 项目结束时间

• 若单个项目时长较短，可适当延

长起止时间

（一个项目建议填写1年~2年之间）

4.3.1.4 职位

• 建议选Project Manager

4.3.1.5 项目所属行业 

• 翻译见后页

4.3.1.6 保存继续

4.3.1 - 项目要求 - 添加项目管理经验

4.3.1.1
4.3.1.2
4.3.1.3

4.3.1.4
4.3.1.5

4.3.1.6
左侧目录

点击蓝字可跳转页面

第四项：PM Education（培训经历）

第三项：PM Experience （项目经验）



4.3.1.4 选项翻译 - 项目角色-Project role

1. project contributor
2. Supervisor
3. Manager
4. Project Leader
5. Project Manager（建议选择）
6. Education
7. Consultant
8. Administrator
9. Other

1. 项目贡献者（不建议选）
2. 主管
3. 经理
4. 项目领导者
5. 项目经理（建议选择项目经理）
6. 培训专员
7. 咨询顾问
8. 管理者
9. 其他

PMP认证
是考核项目经理管理项目水平的认证
默认大家具备项目管理水平。



4.3.1.5 选项翻译 - 行业—Primary industry

1. Communication
2. Construction
3. Engineer
4. Finance
5. IT/software
6. manufacturing
7. management
8. resources
9. services
10.consulting
11.education
12.other

1. 通信
2. 建造
3. 工程师
4. 金融
5. IT/软件
6. 制造业
7. 管理
8. 资源
9. 服务
10.咨询
11.教育
12.其他



4.3.2 - 项目经验 - 公司背景
4.3.2.1 工作职位

• 填写所在公司的实际职位

• 此处与项目角色，可以保持一致，

也可以不一致。

4.3.2.2 公司名称

• 当时做项目时，人事所属公司名称

• 可借助翻译软件翻译

4.3.2.3 国家：China,mainland

4.3.2.4 详细地址：

• 由小到大填写

4.3.2.5 城市

4.3.2.6 国家区号：86

4.3.2.7 公司固话

• 若没有，可以填写自己手机号

4.3.2.8 保存继续

带星号*为必填项，其他可选填或不填

4.3.2.1
4.3.2.2

4.3.2.3
4.3.2.4

4.3.2.5

4.3.2.6

4.3.2.7

4.3.2.8



4.3.3.1 证明人姓名

• 姓名与有效证件保持一致

• 姓名全拼，建议填写顺序:名在前，姓在后

• 如：Jielun Zhou

4.3.3.2 选择与填表人关系

• 翻译见后一页

4.3.3.3 证明人电子邮箱地址

4.3.3.4 国家区号：86

4.3.3.5 证明人联系电话

• 确保证明人信息真实、准确

4.3.3.6 保存继续

4.3.3 - 项目经验 - 证明人详情

4.3.3.1
4.3.3.2

4.3.3.3

4.3.3.4

4.3.3.5

4.3.3.6

带星号*为必填项，其他可选填或不填

注意：证明人可以是同事、领导、客
户等，建议填写同事为佳。



4.3.3.2 选项翻译 - 与填表人关系
Contact relationship

1. project sponsor
2. client
3. manager/director
4. primary stakeholder

1. 项目发起人
2. 客户
3. 经理/主管
4. 主要的干系人



   

Initiating 启动（7%×项目总小时）

Planning 计划（20%×项目总小时）

Executing执行（45%×项目总小时）

Controlling and Monitoring 监控（20%×项目总小时）

Closing 收尾（8% ×项目总小时）

计算方法
项目总小时数=8小时*月工作日*月份数（月工作日一般是20天左右）

例如一个1年的项目：①项目总小时=8*20*12=1920

②启动：1920*7%≈134（四舍五入）③计划：1920*20%=384

以此类推···

4.3.4 - 项目经验 - 项目小时数分配
• 此项目总小时数为单个项目总小时数时间。
• 方框内填写小时数，不是百分比！



能否成功申报的关键

项目经验小短文填写要求：

•300-550字符

•100个单词左右

•信息过长或过短无法提交！

•不能填写中文或者拼音！

4.3.5 - 项目经验 - 项目经验小短文

详细说明（下方5页）



 项目经验小短文结构要求：

1. 项目目标

2. 我在项目中的角色

3. 项目描述：我在项目五大过程组（启动、规划、执行、监控、收尾）中
分别作了哪些工作

4. 项目可交付成果

5. 收获：个人从该项目中学会了什么

注意事项：
l 项目经验描述的重点不在项目本身，而在于你完成了什么，收获了什么。

l 角色：项目经理
l 若毕业年限较短，毕业前一年或两年实习经历也可以作为项目经验进行描述。
l 项目内容不能雷同，即使项目除名称外，工作内容完全一致，也要更换话术。

4.3.5.1 -  项目经验小短文 

• 填写要求

• 填写规范

• 中文模板示范

• 英文模板示范

• 五大过程组说明
• 五大过程组说明英文翻译



项目经验小短文中文模板示范 
（此案例仅作参考，红色字体可直接使用，黑色字体内容需替换为自己的项目内容）

l  该项目的目标是引入新技术给石化公司储油罐进行清洁。
l 作为项目经理，我的主要职责是在启动过程组中执行项目评估，

在规划过程组中制定项目进度表，在执行过程组中实施质量管理
计划，在监控过程组中确保项目交付符合质量标准。在收尾过程
组中整理吸取的经验教训。

l  项目获得了客户验收，我学会了更好地把控项目质量。

• 填写要求

• 填写规范

• 中文模板示范

• 英文模板示范

• 五大过程组说明
• 五大过程组说明英文翻译

请适当降低每个项目间内容的重复率！否则抽审概率会比较高！

注意：
1、项目收获请自行总结，切勿重复使用此结尾
2、项目目标和角色需要明确，五个过程组的内容都需要覆盖



项目经验小短文英文模板示范
（此案例仅作参考，红色字体可直接使用，黑色字体内容需替换为自己的项目内容）

•  The goal of the project is to introduce new technologies to clean 
the oil tanks of petrochemical companies. 
•  As a project manager,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perform project 
assessment in the initiating process.Developing a project schedule in 
the planning process.Implement the quality management plan in the  
executing process，and ensure that project deliverables conform to 
the quality standards in the controlling and monitoring process.Collate 
lessons learned in the closing process.
• The project obtains the customer acceptance, I learned to better 

control the project quality.

超出字数时:

• 填写要求

• 填写规范

• 中文模板示范

• 英文模板示范

• 五大过程组说明
• 五大过程组说明英文翻译

启动：in the IN process

规划：in the PL process

执行：In the EX process

监控：In the MC process

收尾：In the CL process 五大过程组可使用左侧相对应的缩写概括内容

过程组缩写

注意：
1、项目收获请自行总结，切勿重复使用此结尾
2、项目目标和角色需要明确，五个过程组的内容都需要覆盖



 五大过程组可以做的内容（翻译见后页）
启动 规划 执行 监控 收尾

执行项目评估 评估详细的项目要求 获取和管理项目资源 使用适当的工具和技术
测量项目绩效

获取项目交付成果的
验收

定义项目的高层次范围 评估约束与利益相关者的假
设

执行项目计划中确定的任
务

管理对项目范围，进度
和成本的变更 转让成果的所有权

执行关键利益相关者分
析 创建工作分解结构 实施质量管理计划 确保项目交付符合质量

标准 进行合同和行政收尾

确定和记录高层次的风
险 制定项目进度和预算 实行按变更管理计划批准

的变更
更新风险登记册和风险

应对计划 分发最终项目报告

评估假设条件和制约因
素

制定人力资源管理，沟通，
采购，质量管理，变更管理

和风险管理计划

落实风险管理计划获得批
准的行为

评估在这个问题上登记
的纠正措施 整理经验教训

制定并获得批准的项目
章程

分析目前与该项目计划的关
键利益相关者 最大限度地发挥团队绩效 与利益相关者交流项目

状态 存档项目文件和资料

　 进行一次启动会议 　 　 衡量客户满意度

建议
• 合理组合：每个过

程组选择其中一个
较短的内容。

• 组合勿重复
• 翻译：见后一页

• 填写要求

• 填写规范

• 中文模板示范

• 英文模板示范

• 五大过程组说明
• 五大过程组说明          

(英文翻译)



启动
in the IN process

计划
in the PL process

执行
In the EX process

监控
In the MC process

收尾
In the CL process

perform project 
assessment

assess detailed project requirements
obtain and manage project 

resources

measure project performance 
using appropriate tools and 

techniques

obtain final acceptance 
of the project 
deliverables

define the high-level 
scope of the project

constraints and assumptions with stakeholders
execute the tasks as defined in 

the project plan

manage changes to the 
project scope, schedule, and 

costs

transfer the ownership of 
deliverables

perform key stakeholder 
analysis

create the work breakdown structure
implement the quality 

management plan

ensure that project 
deliverables conform to the 

quality standards

obtain financial, legal, 
and administrative 

closure

identify and document 
high-level risks

develop a project schedule
implement approved changes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management plan

update the risk register and risk 
response plan

distribute the final project 
report

assumptions, and 
constraints

develop budge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procurement, 
quality management, change manage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plans

implement approved actions 
by following the risk 
management plan

assess corrective actions on 
the issue register

collate lessons learned

develop and obtain 
approval for the project 

charter

present the project plan to the key 
stakeholders

maximize team performance
communicate project status to 

stakeholders

archive project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conduct a kick-off meeting 　 　
measure customer 

satisfaction

五大过程组可以做的内容 - 英文翻译



注：通过添加项目经验进行，系统会自动

积累，如若项目经验时间没有满足，我们

需要继续点Add添加项目经验。

4.3.6 - 项目经验 - 已添加项目管理经验

如何修改或查看已填写的项目内容？
点击蓝色字体的项目名称，一步一步进去，
即可修改或查看项目内容 表示可以删除后重新添加↑

↑ 若项目经验月份数和小时数还不够
需要继续点击Add添加新的项目经验

为什么填了好几个项目，still need一行 
≠ 0？

↑

目标：把still need一行变为0

一、项目时间重叠

重叠部分的时间，系统不会认读。

二、项目时间超过期限

最早的项目经验不得早于

无学位证：2011年8月

有学位证：2013年8月

否则系统不会认读，请自行调整起止时间

三、任意项目时间 = 100

项目小时数计算有误，请查看4.3.4计算方式。



再次填写
• 第二个项目经验名称
(注意：每个项目时间不能重叠）
• 公司信息
• 证明人信息
• 项目经验小短文描述。

4.3.7 - 项目经验 - 添加第二个项目 填写流程与4.3.1~4.3.5 一致

学士学位以下（专科以下）填写建议：
• 3-4个项目
• 近8年内（2011年-2019年之间），其

中5年的项目管理经验
• 项目时长在1~2年之间

学士学位及以上填写建议：
• 2-3个项目
• 近6年内（2013年-2019年之间），其

中3年的项目管理经验
• 项目时长在1~2年之间



点击Add添加PMP培训经历

4.4 - PMP培训经历填写

↑

请严格按照下一页填写，不可随意更改！



课程名称
Aura Project 
Management Training

培训机构名称
Aura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Training 
Center

课程起止时间
8/1/2019
8/5/2019
月/日/年

第五、六栏小时数
• 35小时
• 不要写错哦

备注：因为PMI不能读取未来时间，所以培训经历的课程时间根据本页填写即可。

4.4.1 - PMP培训经历填写 请严格按照本页填写，不可随意更改！

Aura Project Management Training
Aura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Training Center
8/1/2019

35
35

8/5/2019

完成后点击
Save&Add继续

↑



4.4.2 - 核对PMP培训经历

表示可以删除后重新添加

↑

核对无误后点击Save 
and Continue 继续

↑

8/1/2019-- 8/5/2019



5.1 - 调查问卷-选填

PMI问卷调查可以不填

点击
Save and Continue继续

↑



证书上显示的名字

• 证书上显示的名字拼写一定要跟身份证名字对应的拼写保持一致

• 姓名拼写顺序：名在前，姓在后

• 首字母大写

6.1 - 证书上名字确认

确认无误后点击
Save and Continue继续



再次确认证书上显示的名字

• 证书上显示的名字拼写一定要跟身份证名字对应的拼写保持一致

• 姓名拼写顺序：名在前，姓在后

• 首字母大写

6.1 - 再次确认证书名字



 1、点击 I Agree

 2、点击Save and Continue继续
 

7.1 - 协议与职业规范



“叹号”表示该项还未填写完整

8.1 - 核查所有信息填写是否完整（不完整）

项目经验填写问题点击进入项目经验修改

一、项目月份数和小时数还不够，需

要调整或继续添加项目经验

二、项目小时数没有填充完整，需要

补充

三、项目时间重叠

重叠部分的时间，系统不会认读。

四、任意项目时间 = 100

项目小时数计算有误，请查看4.3.4计

算方式。

原因可能如下：



表示该项填写完整

8.2 - 核查所有信息填写是否完整（完整）

点击Submit Application
完成信息填报

（信息填写的最后一步）
提交后信息无法修改

点击打钩

提交后，如何查看是否抽审（下方6页）



2.点击Return to Overview

1.点击 Certifications

9.1 - 返回主页，查看是否被抽中（2种方式）

1

2

如何查看是否抽审（下方5页）



状态1:恭喜你未被抽审！

 

反馈PMI英文账号、密码、考点等信息（后期中文报考需要用到此信息）

9.2 - 你会看到如下两种报考状态  状态1：未被抽中

此处可下载部分填报信息（项目经验等）

请及时反馈信息！

英文报考答疑微信群的群公告反馈链接在哪里？



9.2.1 - 状态1：未被抽中的学员可能会收到的PMI邮件 

提交成功后，一般会收到PMI自动发送的一封邮件，因为是系统自动发

出，可能会被过滤，没有收到的学员也不用担心。以9.2PPT显示的PMI

报考页面情况确认报考状态即可。

邮件内容如下：

（此邮件是PMI系统自动发出，有可能在垃圾箱或被邮箱屏蔽）



注意
• 在大陆地区考试的考生需在国际人才

交流基金会缴费系统进行缴费

• 具体缴费时间请耐心等待，光环后期

会给大家发缴费通知，到时可以按照

缴费通知指引进行操作。

英文报考阶段
   请不要付费！

不要点击

9.2.2 - 状态1：未被抽中的学员 

（此邮件是PMI系统自动发出，有可能在垃圾箱或被邮箱屏蔽）

大约5个工作日后会得到以下PMI的批复邮件



状态2：被PMI抽中审查，

 

显示为状态2：被PMI抽中状态的同学，不用紧张。

• 抽中只是正常流程：预计10%左右学员会被抽中审查，项目重复率过高或直接套用被抽中概率更高。

• 抽中后及时联系报考指导老师，报考指导老师会指导你进行后续操作。

9.3 - 你会看到如下两种报考状态   状态2：被抽审

请及时联系报考指导老师！



被抽中的同学，一般会收到PMI自动发送的一封邮件，因为是系统自动发出，

可能会被过滤，没有收到的学员也不用担心。

以9.3PPT显示的PMI报考页面情况确认报考状态即可。

抽审邮件内容如下：

9.3.1 -  状态2：被抽审的学员

邮件内容会出现Audit字样 

（此邮件是PMI系统自动发出，有可能在垃圾箱或被邮箱屏蔽）



光环国际客户体验中心

       秉承“优质教务服务文化”的教学教研理念，如果你对我们的工作和服务有任何
建议或想法，欢迎通过以下方式反馈给我们，关于报考相关问题可以反馈在第一个问
题栏哦。我们的品控老师会及时关注和处理。

服务热线：400-839-6658  【在线时间：工作日9:00-19:00】
反馈邮箱：feedback@aura.cn  【24小时接受反馈】
反馈二维码： 【24小时接受反馈】

写在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