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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2013-2023 腾讯云版权所有

本文档（含所有文字、数据、图片等内容）完整的著作权归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单独所有，未经腾讯

云事先明确书面许可，任何主体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修改、使用、抄袭、传播本文档全部或部分内容。前述行为

构成对腾讯云著作权的侵犯，腾讯云将依法采取措施追究法律责任。

【商标声明】

及其它腾讯云服务相关的商标均为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所有。本文档涉及的第三方主体

的商标，依法由权利人所有。未经腾讯云及有关权利人书面许可，任何主体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前述商标进行使用、

复制、修改、传播、抄录等行为，否则将构成对腾讯云及有关权利人商标权的侵犯，腾讯云将依法采取措施追究法

律责任。

【服务声明】

本文档意在向您介绍腾讯云全部或部分产品、服务的当时的相关概况，部分产品、服务的内容可能不时有所调整。

您所购买的腾讯云产品、服务的种类、服务标准等应由您与腾讯云之间的商业合同约定，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否

则，腾讯云对本文档内容不做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承诺或保证。

【联系我们】

我们致力于为您提供个性化的售前购买咨询服务，及相应的技术售后服务，任何问题请联系 4009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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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认证相关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2 11:50:54

1. 进入 腾讯云官网 ，完成账号注册及个人实名认证。

2. 进入腾讯云培训认证中心官网进入 腾讯云培训认证中心官网  ，选择拟报名科目进入认证详情页，单击购买。

认证考试为全国统考，考试时间默认为每月最后一周的周六，遇节假日提前一周。2020年认证排期可查阅 腾讯云

认证考试时间 。当月认证考试报名截止时间为考试开始前10天。

您在报名时可以选择就近的考试省份和城市，并将于考试当周周一24:00前收到准考证等开考通知信息，详细考试

地址可查阅准考证。信息将通过短信、邮件及腾讯云站内信发送，请确保账号已完成电话及邮箱绑定设置，保持通

讯顺畅。如未按时收到通知，可咨询考试中心。

认证考试支持5天内无理由退款，因涉及提前预留考位等因素，超过5天将不支持退款。 

如您因故无法到场考试，可按照报名后收到的报名确认通知内的流程提交延期申请。

您可以 提交工单  进行退款，退款指引请参见 腾讯云认证考试退款指引 。

您官网报名认证考试后，当即收到报名成功通知，内含您所报考的科目信息、后续通知安排、延期申请指引及备考

资料建议。考前当周周一24:00前将收到正式考试通知，内含考试科目信息及具体考试地址等。通知将通过短信、

邮件、腾讯云站内信发送。请确保账号已完成电话及邮箱绑定设置，保持通讯顺畅。如未按时收到通知，可咨询考

试中心。

腾讯云认证考试相关通知，将通过您报名的腾讯云个人主账号及绑定的邮箱、电话号码发放。一般为短信、邮箱及

腾讯云站内信。

如您在注册腾讯云账号时未激活电话及邮箱，将导致您无法接收短信及邮件。如出现这种情况，建议您：

如何报名腾讯云认证考试？

考试时间如何安排？

考试具体地址如何查询？

电话：400-9006802/13810321135

邮箱：qcloud@ats.org.cn

如何申请退款？

考试通知一般有哪些？

电话：400-9006802/13810321135

邮箱：qcloud@ats.org.cn

认证考试通知如何发放？

https://cloud.tencent.com/
https://cloud.tencent.com/edu/training?ADTAG=gw.side
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rticle/141803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rticle/1418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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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您未收到短信、邮件，可登录腾讯云站内信查阅考试相同通知。

2. 尽快完善您的个人账号信息，确保电话及邮箱信息完整，避免错过后续消息提醒。

认证报名后，无法更改考试科目，仅支持在购买后5天内进行无理由退款，退款后您可以重新购买其他科目认证。

您可以 提交工单  进行退款，退款指引请参见 腾讯云认证考试退款指引 。

由于产品版本变化快，而学习内容的制作都有一定周期，可能导致您获得的学习材料与官网文档不一致的情况。在

正式考试中的评分标准是：当教材跟官网文档有出入时，以官网文档为准，当官网文档跟控制台实际操作有出入

时，以实际结果为准。同时如您在学习过程中对课程内容有任何建议或者疑问，可发送至腾讯云培训认证专用邮箱 

TCETS@tencent.com。

建议通过云从业者和TCA入门级认证后报考TCP高级认证，但不作强制要求。

未到场参加考试的考生（旷考或未在规定时间内申请延期），被视为考试未通过，腾讯云培训认证中心将赠予您一

次补考机会。您将在当次考试后一周内接收到腾讯云官网消息中心站内信的补考通知，请注意查收。

您在考试系统提交答卷后，系统将实时反馈分数。

考试结果通知将于考后一周内发放，届时您可以登录 产业互联网学堂  查询个人成绩。

您于开考10天前（看是否能获取排期系统自动计算出具体日期） 提交延期申请 。

选错科目怎么办？

发现已有学习材料有问题怎么办？

是否可以同时报考多门考试？

官网认证报名：腾讯云认证考试目前支持最多同一考期报考两门科目，两门于同一天下午进行，考生可在考试系

统内依次选择报考科目答题。例如：14:00 - 15:30考云从业者，15:30 - 17:00考 TCA 运维，详情以准考证

上的信息为准。

授权认证合作机构：考试支持预约周一至周五的工作时间，如您希望在同一天预约多科目的考试，请在报名后联

系考试通知邮件内的考点联系人，确认当天具体时间安排。

TCA 与 TCP 的考试顺序是怎样的？

考生缺考如何处理？

注意

一次免费补考机会为赠送权益，非认证产品标准服务。

如何查询成绩和证书？

考试延期/改期申请如何操作?

只有一次延期机会。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rticle/1418021
https://cloud.tencent.com/edu/training/cert/query
https://weikaowu.com/login/p/1495164963


产业互联网学堂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 共11页

如您第一次考试未通过，腾讯云培训认证中心将赠予一次 补考机会 。补考可选时间限于3个月内（一次免费补考机

会为赠送权益，非标准认证服务，逾期未申请视为放弃）。

如有疑问，请可通过以下方式反馈联系：

您可前往 腾讯云培训认证中心官网  对应科目页面查询。 

您可前往 腾讯云培训认证中心官网 ，进入对应科目页面进行下载。

目前提供免费模拟考试服务的科目有：腾讯云从业者认证、云架构工程师认证和云运维工程师认证（模拟考试为赠

送权益，非认证标准服务）。如您报名上述3个科目，您将于考试报名成功后收到模拟考试通知。通知将通过短信、

邮件及腾讯云站内信发送，敬请留意。

如有疑问，请可通过以下方式反馈并联系:

认证证书有效期为两年，到期后需再次报名参加认证考试，通过后将重新发放证书。

您可以登录 腾讯云培训认证中心官网  查询证书电子版，如您已通过认证，纸质证书将在考后30天内开始邮寄。

如您已报名认证考试，可查阅 认证备考建议页面  进行了解。

代金券将会在1 - 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请您耐心等待。

如果您是合作伙伴企业员工，希望解绑证书，请按以下格式发送邮件申请：

逾期申请无效。

补考申请流程如何操作?

考试中心 400-9006802/13810321135 

邮件至qcloud@ats.org.cn

考试题型与通过分数要求有哪些?

考试大纲和样题有哪些?

目前哪些科目提供模拟考试?

考试中心 400-9006802/13810321135 

邮件至 qcloud@ats.org.cn

证书有效期是多久?

如何查询证书?

辅导资料或学习建议有哪些?

合作伙伴认证考试代金券审批时效?

怎么进行证书解绑（腾讯云合作伙伴）?

邮件标题：证书解绑

http://weikaowu.com/login/p/1495164963
https://cloud.tencent.com/edu/training?ADTAG=gw.side
https://cloud.tencent.com/edu/training?ADTAG=gw.side
https://cloud.tencent.com/edu/training/cert/quer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58/4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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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与报名考试的个人账号绑定关系无法更改。

因个人考试成绩和证书将与考试账号绑定，且考试账号需要完成个人实名认证，因此企业认证账号无法报考。

关于发票的申请、遗失、补办等常见疑问，可查阅官网 发票相关计费文档 。

如您还有其他疑问，可通过以下方式获得帮助：

考试中心联系方式：400-9006802/13810321135 或 qcloud@ats.org.cn  

如有问题也可以 提交工单  联系我们。

邮件内容：

正文：证书解绑关联原因、认证人姓名、联系电话、身份证号、证书编号。

附件：证明材料（例如：从原公司离职附离职证明）、证书电子版、证书拥有人身份证电子版。

收件邮箱：cloudpartner@tencent.com，抄送 v_unixwu@tencent.com。

能否更改证书绑定的账号?

企业账号是否能报名考试?

发票相关问题

其他疑问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743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level1_id=517&level2_id=727&source=0&data_title=%E5%85%B6%E4%BB%96%E8%85%BE%E8%AE%AF%E4%BA%91%E4%BA%A7%E5%93%81&level3_id=728&radio_title=%E5%8A%9F%E8%83%BD%E5%92%A8%E8%AF%A2&queue=3&scene_code=17783&ste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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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相关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0-08-06 10:46:30

无论是线上认证课程，还是线下面授培训，报名成功均以缴费成功为准。报名成功后会有对应通知。

线上认证课程直接在线支付，线下面授培训报名指引可查阅 报名指引 。 

如您通过 培训班次表 ，单击报名，为提交了培训意向，5个工作日内将有审核结果通知，若审核通过，将有报名缴

费指引。具体指引可查阅 官网文档 。

认证报名及费用仅包含一次认证考试服务，配套培训需另外单独采购。培训有线上课程及线下面授两种。

线上认证课程 线下面授培训

培训与认证内容上是配套的，但并不做捆绑销售，您可以单独购买认证考试。

计划参加认证的考生可在认证科目官网页面查询考试大纲，根据各自情况选择是否需要参加培训。

差旅食宿不包含在内。

官网提交了培训报名，为什么没有收到培训通知？

购买认证考试之后会有培训安排吗？

不参加培训可以报名考试吗？

公开班培训费用含差旅吗？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58/41043
https://cloud.tencent.com/edu/training/timetable?project=1&status=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58/47160
https://cloud.tencent.com/edu/learning/courses?cid=103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58/4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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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认证相关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8 11:12:13

请单击 这里  进入环境测试，确保您能够顺利参加线上考试；测试环境题目与正式考试无关，您可以在登录后随意作

答，不会影响正式考试成绩。

请确认安装了摄像头且驱动正常，如有物理开关确认已经打开；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谷歌Chrome浏览器，并且设

置了允许浏览器启用摄像头。如完成以上环节操作后仍无法拍照，请技术联系技术支持协助处理：400-9006802 

/ 13810321135 。

您将于考前5天（即考试当周周一24:00前）收到正式考试通知，点击通知中的准考证查询链接，获取您的考试时间

和正式考试链接。

考试通知通过短信、站内信、邮件及腾讯云助手公众号消息等4个渠道发送，请确保腾讯云账号已完成联系手机及联

系邮箱绑定设置（ 手机号和邮箱的可用性检验指导 ），并保持通讯顺畅。

考试过程中严禁使用任何书籍、计算器、手机以及带有记忆功能的电子设备；严禁佩戴耳机。

考试过程中请勿使用第二屏幕或切屏离开作答界面, 无故切屏离开作答界面将引发疑似作弊告警。

请在封闭的私人空间中参加考试，并保持安静，不做与考试无关的事情，包括但不限于左顾右盼、交流讨论、接打

电话、大声读题、饮食等。

考前测试及正式考试对设备和网络环境有要求吗？

设备要求：带有麦克风和摄像头的笔记本或台式电脑（不能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请使用 Windows 7 以上

或 macOS 系统，为确保笔试系统稳定，请使用最新版本谷歌浏览器登录作答。

网络要求：下载速度在1Mb/s以上，请确保网络流畅。

如何进行考前环境测试？

“点击拍照”环节出现问题怎么办？

如何获取正式考试链接？

考试通知通过哪些渠道发送？

正式考试过程中是否允许使用计算器或手机？

是否允许使用第二屏幕？

考试场地有什么要求？

登录正式考试时提示“您尚未被录入名单”怎么办？

https://tx.weicewang.com/login/p/20910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58/45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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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系统使用身份证号作为登录凭证，请确保您输入的号码正确；如包含字母，请尝试更换大小写。

开考30分钟后考试入口将会被关闭，无法登录。错过开考时间，记为缺考一次，请预留充分的时间。

请确保拍照框中为清晰的全脸（无眼镜、刘海等遮挡），多次拍照对比仍未通过请联系：400-9006802 / 

13810321135 处理。

您可尝试使用“Shift+Ctrl+Delete”组合键清除浏览器缓存后再次登录，如仍未解决请及时联系考试中心确认原

因：400-9006802 / 13810321135 。

可能是网络不够稳定，建议更换更稳定的网络。

弹窗告警达3次或被监考判定有明显作弊行为，成绩将被取消；如有特殊情况，请及时联系考试中心 400-

9006802/13810321135 报备/复现问题，考试结束后，将结合监考记录进行综合评估。

请重新登录并回到中断前页面作答，如需延时请联系考试中心：400-9006802/13810321135，监考老师会根据

后台记录判定是否支持延时。

允许，作答完成即可点击交卷。

确认交卷后，页面提示“考试结束”即表示交卷成功。

成绩数据定期同步，请在收到考试结果通知后，根据通知指引进行查询；考试结果通知在考后7个工作日内发放。

不支持，建议收到考试结果通知后，通过 查询各知识模块得分率信息  进行查漏补缺。

登录时提示“考试已经截止”的原因是什么？

人证对比环节失败怎么办？

登录后没有试题怎么办？

考试过程中，试题图片无法正常显示怎么办？

如因误操作触发弹窗告警，会被取消成绩吗？

考试过程中，如遇意外中断/系统设备崩溃怎么办？

是否允许提前交卷？

如何判定是否交卷成功？

为什么考试结束后认证个人中心仍显示“待参加考试”？

是否支持查看错题？

是否支持补考？

https://cloud.tencent.com/edu/training/cert/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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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缴费后首次参考未通过，有且仅有一次3个月内的免费补考机会；补考不支持延期，请谨慎选择补考时间（每月

统考，当月补考申请截止时间为开考前10天）。

您可在收到补考申请通知后，根据通知指引 申请补考 ；补考申请通知在考后7个工作日内发放。

纸质证书将在考后30天内邮寄送达，如遇疫情管控等原因无法寄送，送达时效可能会延长，请耐心等待。

如有补考机会，如何进行申请？

考试结束后多久可以收到纸质证书？

https://cloud.tencent.com/edu/profile/certific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