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 的 备 考 终 极 指 南
认 证 备 考 手 册(ISC)²



2

本手册包含

 » (ISC)²培训和学习工具概况

 » 揭秘培训误区…

 » 公共知识体系(CBK®)官方培训

 » 课件预览

 » 选择合适的学习工具

 » 助您成功的7大法宝

为您的成功
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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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知 道 您很忙，准 备 一场( I SC ) ² 的 认证考 试 在

最 开 始可 能 会 令人怯 步。这份 备 考 指 南 将 助 您 规

划一段成功、受益匪浅的学习历程。



“我参加了(ISC)²的CISSP培训，强烈推荐给备考的同行们。

讲师的学识可以让你专注重点部分，理顺那些难点。培训很全

面，涵盖了大量有深度又十分清晰的资料。”

Fredric Shope, Database 
Administrator

Corley S. Bradford, Jr., 
Cyber Planner

Carlo Brantly,  
Director of IT

培训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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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ISC)²的CISSP培训，是因为他们无可挑剔的声望

和标准。我的讲师擅于理论联系实际，班上其他同行不同的IT

经验也进一步加深了我的学习。

“我参加了(ISC)²的SSCP CBK培训，一定会推荐给其他

备考的同行。我觉得那些讨论和图表对理解书中内容特别

有效。培训中个性化的场景对考试中知识点的回忆非常有

帮助。”



教材
学习指南
练习题
学习卡片

官方自学工具

平均拥有15-20年

的安全实践经验

拥有五年以上

培训/教学经验

(ISC)²授权讲师

(ISC)²培训和学习工具概况

拥有他们所教授的认证

帮助开发官方课件—他们对

内容了如指掌

(ISC)²官方培训

课程包含官方学员手册*

根据认证不同共

有24-40小时的

培训课程

共有四种培训方式*(线下培训，

在线英文培训，在线录播课程，

内训)

*根据认证不同会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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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 1
误区 2

培训误区… 
选择合适的培训机构需要做些

功课。这里是三个揭秘的培训

误区，帮助您在备考(ISC)²认

证考试时避开意外或陷阱。

没有哪家培训机构能确切知

道考试会考哪些题目和真实

场景，所以不可能保证通过

率。

我们的认证考试是十分严格

的，并且在持续地更新以反

映不断变化的网络世界。某家

公司能提供真题的想法是不可

能的。

真相：(ISC)²从不向任何一家

培训机构提供通过率相关的信

息。对于宣称保证通过率的公

司，请一定谨慎些。

任何一家培训机构都可以拿

到(ISC)²认证考试的考试券。

只有(ISC)²和(ISC)²OTP(官方

授权培训服务提供商)是才有

授权可以提供(ISC)²考试的考

试券。

永远不要将您在PearsonVue

的认证信息提供给非授权机

构。这会带给您风险，并且违

反了(ISC)²保密协议的规定，

可能导致您的(ISC)²认证失

效，被永久禁考和考试费用的

损失。

真相：如果您通过官方渠道

获得了考试券，您就避开了这

些风险。(ISC)²和OTP从不会

要您提供PearsonVue的认证

信息。

揭 秘 ！

保证通过率

90%+。
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我们的

认证是用以衡量您是否拥有

了高效工作所需要的经验、

学识及批判性思维能力。我

们帮助您备战考试，但从来没

有忽略大局：启迪构建一个安

全可靠的网络世界并且发展

更多可以保护组织安全的专业

人员。

因为我们创建和管理CBK，我

们的培训班能一直涵盖最新的

行业资讯，并由(ISC)²授权讲

师教授。

真相：如果您选择了(ISC)²培训，您将迈向最全面、最有效的信息安全专家之路。

任何一家培训机构
都可以拿到(ISC)²

认证考试的考试
券。

误区 3

通过考试是唯

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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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授权讲师学识渊博，他们将课程内容与您的实际需求相

联系，讲授CBK教风严谨，平均拥有15-20年的行业经验。

一流的讲师

创建者的培训

想浏览最新安排？  
快来访问我们的培训查找助手

www.isc2china.org/?page_id=671 

为了方便您的培训，我们在全球寻求领先的培训服务提供商为您提供当地服务。如果您正在寻找当地的(ISC)²

官方线下培训，您可以浏览www.isc2china.org/?page_id=657查看最新的官方资讯。所有的讲师都是经

过认证的安全专家，获得(ISC)²授权并教授(ISC)²最具针对性、最新的课程内容。

全面的内容
(ISC)²使用成熟的培训技术——注重真实的学习活动和场

景——让您得到最佳培训效果。

最新的内容 您将学到涵盖所有知识域的时下最新话题和知识。您将收获对

新的威胁、技术、法规、最佳实践及其他专题的深刻的认识和

理解。

官方学习工具
使用(ISC)²官方学员手册*和互动学习卡片助您充分备考。

知识自测
您可以根据每个知识域后面的测试题和课后评估测试轻松自

测，评估您的整体备考情况。



线下培训 
适用于CISSP专项加强认证

之外的其他所有认证

 » 现场讲授，讲师指导
 » 官方课件
 » 讲师辅导
 » 同学间的协作

 » 在线，讲师指导
 » 讲师辅导
 » 官方课件
 » 同学间的协作
 » 60天在线资料内容

 » 录像
 » 官方课件
 » 独立读物*
 » 日志反思录及记录
 » 120天在线资料内容

 » 现场讲授，讲师指导
 » 官方课件
 » 讲师辅导
 » 同学间的协作
 » 形式多样，可定制

*不同课程学习活动不同

多样的培训选择
从自学课程到在线英文培训，我们都有适合您时间安排和学习风格的培训选择。线下

培训，在线英文培训，在线录播课程，内训。

在线英文培训 
适用于CISSP专项加强认证

之外的其他所有认证

在线录播课程 
适用于CISSP，SSCP，CCSP

和CISSP专项加强认证

内训 
适合CISSP专项加强认证之外的

所有认证



CISSP - 领导才能和运营
设计、工程及管理组织的整体安全态势。

www.isc2.org/cissp-preview

SSCP - IT管理
实施，监督和管理IT基础架构并符合信息安全政
策和流程，确保数据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
性。

www.isc2.org/sscp-preview

CCSP - 云安全
理解云计算及其信息安全风险和应对策略。

www.isc2.org/ccsp-preview

CSSLP - 软件安全
将安全实践—身份验证，授权和审计并入SDLC
的每一个阶段，从软件设计和安装到测试及置。

www.isc2.org/csslp-preview

HCISPP – 医疗安全和隐私
实施，管理或评估一个医疗组织的恰当的安全和
隐私控制。 
www.isc2.org/hcispp-preview

CISSP-ISSAP – 安全架构的专项加强
设计安全方案，提供风险指导的管理以实现组织
目标。

www.isc2.org/issap-preview

CISSP-ISSEP – 安全工程的专项加强
通过对系统工程原则和流程的实际应用，开发安
全系统。

www.isc2.org/issep-preview
 
CISSP-ISSMP – 安全管理的专项加强
创建，提交及管理信息安全项目，同时示范管理
和领导才能。
www.isc2.org/issmp-preview

课件先睹为快！

下载CISSP学员手册的免费样本，提前

感受(ISC)²官方培训的学员手册（英文

版）。

www.isc2.org/cissp-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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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课程一览
(ISC)²官方CBK培训会对考试大纲涵盖内容做一个综合全面的回顾。这些课程将帮助您对所学知识温故知新

并发现自身短板。研读一下我们的课程大纲，找到合适您自己的认证吧！了解更多课程特色和目标。



包含内容：信息安全CBK—顺利通过

考试需要的方方面面

如何高效利用：培训前需熟悉内容（理想情况

下，考前最好留出8周时间）。培训后，以此配

合培训内容进行复习。

适用于：CISSP, SSCP, CCSP, CSSLP, HCISPP, 

ISSAP 及 ISSMP认证

内行提示：基础教材，人人必备

官方教材:  
(ISC)²官方公共知识体系
(CBK)

最适合：补充学习某个特定知识域并多加练

习的备考者

包含内容：练习题，实践练习，检查备考

效果的评估测试

如何高效利用：在考前八周的时间内利用

它来备战考试

适用于：CISSP, SSCP, CCSP认证

内行提示：一直在更新，您学的都是行

业最新内容。

学习指南： 
(ISC)²官方学习指南

用过官方CBK和一些网上资料，但这本书绝对是
最棒的。练习题价如黄金！读透全书，做会每一
道题，尤其是额外的测试题。CCSP考试题虽不是
这些，但是当你彻底弄懂这些问题和正确答案之
后，通过考试就一定没有问题了。

—CCSP学习指南（亚马逊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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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合适的学习工具
培训课件之外还想补充一些资料，强化学习？我们提供了一系列行业领先的学习工具以助您完成学习。从教

材，学习指南到互动的学习卡片，学习APPs，我们提供适合不同安排和风格的选择。



最适合：寻求更多练习的备考者

包含内容：完整的练习题(带答案解析)

如何高效利用：留出时间完成这本习题集，

尤其是考前期间

适用于：CISSP, CCSP认证（即将推出SSCP练

习题）

内行提示：用手机就可以完成的持续的反

馈和知识自测

最适合：想要检测所学知识的备考者

包含内容：根据知识域划分内容，测试题

答案的直接反馈，并可对单个卡片进行标记

如何高效利用：适合个性化的学习模式，

最大化的保留内容

适用于：CISSP, SSCP, CCSP, CSSLP, 

HCISPP, ISSAP, ISSEP 以及 ISSMP认证

内行提示：没有人提前知道考试题，

但这些练习题对理解关键概念大有帮助

练习题：
(ISC)²官方习题集

学习卡片：
(ISC)²官方互动学习卡片

浏览所有学习工具：
www.isc2.org/study-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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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App：
(ISC)²官方学习App

内行提示：基于(ISC)²官方学习指南，

方便便捷

最适合：强化学习目标和知识的备考者

包含内容：知识域涵盖的学习卡片，学习

内容和练习题

如何高效利用：作为教材和学习指南的

补充

适用于：SSCP和CCSP认证



1. 全面熟悉考试

考试大纲就是个很好的起点。这个免费的资

料，详细介绍了您要准备的考试所包含知识

域里的重点和要点。

2. 制定备考计划

早日选定考试时间。建立自己的学习计划，

这会帮助您保持积极性和逆向备考。坚持每

日固定时间学习。

3. 学习资料要用好

充分利用好这些自学资料。(ISC)²也为您提供了

多种学习工具。

www.isc2.org/study-resources

做好准备，

全力开动！

开始下一步？

马上联系我们的培训团队吧！
isc2china@isc2.org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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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成功的

7个小贴士

4.  以培训巩固您的知识

一旦您通过自学掌握了一定基础，想拓展

您的知识面，巩固所学，您可以参加(ISC)²

官方CBK培训。不管是在线学习还是线下课

堂，都有适合您时间和安排的培训方式。

5.  对不熟悉的内容针对式复习

培训之后，回顾所涵盖的内容。是否有哪些

地方您需要加强？参考您的学习材料，在您

继续备考时更加有重点地复习这些内容。

6.  练习，练习再练习

自学工具帮助您保持知识和技能，并检测您

的备考状态。用我们免费的学习卡—适用于

(ISC)²所有的认证—随时随地学习、备考。

7.  考前充分休息

考前的晚上保证充足的睡眠，考试当天吃一

顿健康早餐。别担心…您一定行！



与我们保持联系 
我们愿意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的培训团队：

亚太地区: 中国:  86-10-58732896 

              Email: isc2china@isc2.org

关于(ISC)²
(ISC)²是一个国际非营利会员组织，专注于启迪构建一个安全可靠的网络世界。因其广受好评的信息系统安

全认证专家(CISSP®)认证而最为人熟知，(ISC)²提供全方位、程序化的安全解决方案认证组合。我们的会员

人数已经超过140,000，由经过认证的网络、信息、软件和基础设施安全专家组成，志在为行业发展带来

改变并协助其进步。我们的愿景源于我们通过慈善基金—网络安全和教育中心TM发展带来改变并协助其进

步。



 
 
    
   HistoryItem_V1
   PageSizes
        
     动作：   使所有页面大小相同
     缩放：    不缩放(裁切或填补)
     旋转：                不变
     尺寸： 8.504 x 11.457 inches / 216.0 x 291.0 mm
      

        
     0
            
       D:20191220160856
       824.8819
       Blank
       612.2835
          

     Tall
     1
     1
     1216
     432
    
     qi3alphabase[QI 3.0/QHI 3.0 alpha]
     CCW
     None
            
                
         20
         AllDoc
         24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2
     11
     12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