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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锐捷认证报考流程总览 

 

2、第一步：注册锐捷账号 

2.1  注册锐捷大学 WEB 账号并获取 RGID 

注册锐捷大学 WEB 账号并获取 RGID 是参加锐捷认证考试的必要前提。 

如果您已经拥有锐捷大学 WEB 账号和 RGID，可以忽略这部分内容。 

如果您还不具备这项前提条件，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注册。 

（1）进入锐捷大学官网后，点击“注册” 

（2）选择“个人用户”，如下图所示 

 

（3）填写个人信息，同意注册协议并提交，如下图所示 

http://university.ruijie.com.cn/Certification/Detail.aspx?aid=571&t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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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注册信息后，您的 Web 账号就已经注册成功啦！然后重新进入锐捷官网后，点击“登

录”，登录自己的账号。 

（4）在个人界面中，点击“我的 RGID”，再点击“查看并绑定 RGID” 

（5）输入个人信息，您必须填写与身份证中一致的姓名、证件号码，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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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填写证书接收地址，注意证书接收地址在考试报考前、考试前可修改，考试结束后不

可修改地址 

 

点击“下一步”后即可获取 RGID 

（7）获取 RGID 

 

3、第二步：预约认证考试 

3.1  Pearson VUE 网站在线预约 

（1）选择厂商 

请登录 Pearson VUE 网站，点击“考生”-“考生主页”，输 入“Ruijie Networks”。如

http://www.pearsonvu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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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 

 

点击“Ruijie Networks”后，进入 Ruijie Networks 客户页面。 

如果您己经拥有 Pearson VUE 账户，请直接登录。 

如果您之前没有在 Pearson VUE 参加过考试，那么请点击“创建账户”。 

 

（2）补充个人信息，此界面只有在 Pearson VUE 初次注册时才会出现 

点击“创建账户”后，您将看到 Pearson VUE 的隐私政策，如下图。当然，您需要勾选同

意这些政策，然后点击“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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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隐私政策后，您就可以填写您的个人信息啦~对于 Pearson  VUE 新考生，您先选择

“不，我不知道我的考生 ID”。 

 

【注意】您填写的姓氏与名字的汉语拼音一定与您证件上的汉字相匹配，否则您可能被拒考。

若姓名不一致，请在补充个人信息后，联系 Pearson  VUE 服务中心进行修改。请确认提

供的考试邮箱可以使用，以免无法查收到考试通知及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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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填写 RGID 

 

（4）填写其他信息 

 

 

点击“下一步”，就可以创建账户和设置密码及安全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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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己完成了注册过程，1 个工作日内去邮箱接收 Pearson VUE 账号吧！ 

（5）使用 Pearson VUE 账号登录后，您将看到下面的页面。您可以单击选择考试科目。 

 

点击“查看考试”，您将看到所有可以预约的考试 

 

下面以 C8211 为例，介绍考试预约过程。 点击“C8211：C8211”后，您会看到该考试

的费用和语言。点击“下一步”。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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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选择考试中心 

您可以在指定的城市搜索 Pearson VUE 考试中心。如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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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锐捷认证 VUE 主考报名指导书 

第13页 

 

在搜索结果中，选择您意向的考试中心。如下图： 

 

（7）预约考试时间 

在这个页面中，您可以查看到该考试中心可以接受考试的日期及考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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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合适的时间后，您将看到考试订单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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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无误后，点击“去结账”，会弹出锐捷考试政策页面 

 

（8）结算费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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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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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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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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提交考试订单 

确认无误后，请点击“提交订单”，您的考试就预约成功啦！您将收到一封考试预约确认邮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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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没有收到邮件，请查看垃圾邮箱，如果仍未找到邮件，请联系 Pearson VUE 客户服

务中心 400-120-0832 确认是否预约成功。 

3.2  Pearson VUE 客服服务中心预约 

Pearson VUE 根据考生所在地区，提供不同的客服电话，其中： 

中国大陆 400-1200-832 

香港 3071-4601 

香港 3071-4601 

3.3  Pearson VUE 考试中心预约 

①考生可前往就近的 Pearson VUE 考试中心预约，查询考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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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pearsonvue.com.cn/Clients/Ruijie-Network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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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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改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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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 Pearson VUE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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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客服中心 

联系 Pearson VUE 客服中心改期或取消考试，其中：  中国大陆 400-1200-832 

香港 3071-4601 

台湾 0800-666-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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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Pearson VUE 授权考试中心 

让考试管理员帮忙改期或取消考试， 点击此处查看：Pearson VUE 考试中心分布。 

在完成考试改期或取消操作后，您将会收到考试改期或取消成功的确认邮件。如果您

没有收到邮件，请查看垃圾邮箱，如果仍未找到邮件，请联系 Pearson VUE 客户服务中心

400-120-0832 确认是否改期或取消成功。 

4、第三步：支付考试费用 

Pearson VUE 支持信用卡支付、现金支付、考试券支付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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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锐捷考试券使用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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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券有效期为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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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考生需在考试券的原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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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期内完成考试。 

笔试考试券获取：考生可以向锐捷培训合作伙伴（RTP）获取笔试考试券，获取通道点击此

处：https://pan.ruijie.com.cn/share/adb0e4aee2db86720aee1bacbe 。 

5、第四步：现场参加考试 

5.1 笔试考试过程介绍 

考生需在考试预约时间 15 分钟前到达考试中心，考试中心考试流程 

5.2 笔试考试准考规则 

在考试现场参加考试，考生需遵循如下考试规则和流程： 

1、考生需在考试预约时间 15 分钟前到达考试中心，用于进行检录流程，包括采集电子照

片和电子签名。（如果考生迟到 15 分钟以上，将有可能被拒绝入场，且考试费用不予退还。）；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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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信息敬请访问： Pearson VUE 身份证件政策；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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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第五步：领取证书 

除 RCNA、RCNP 认证外，其他证书仅提供电子证书。通过锐捷认证的考生，在完成考试的

3 个工作日后，将收到锐捷发送的“电子证书下载”邮件通知，或考生可自行登录锐捷大学

官网“首页 > 个人中心 > 我的证书”下载电子证书。 

https://pan.ruijie.com.cn/share/adb0e4aee2db86720aee1bacbe
https://pan.ruijie.com.cn/share/adb0e4aee2db86720aee1bacbe
https://www.pearsonvue.com.cn/test-taker/security.aspx
https://home.pearsonvue.com/Policies/1S/Chinese/
http://university.ruijie.com.cn/exam/MyCertification.aspx
http://university.ruijie.com.cn/exam/MyCertificat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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