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PMP 申请资料填写指导说明（所有内容须用英文填写） 

如果在英文申请资料填写的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以联系相关的注册培训机构，

或者 PMI 中国 400 678 6681 进行咨询。 

 

1 首先，登录 WWW.PMI.ORG，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选择 Certifications→PMP 

 

 

2 点击 Apply Now 在线填写申请资料，于此同时，下载三个参加 PMP 考试前必读的官方资

料 Handbook 手册/Exam Content Outline 考试内容大纲/Exam Guidance 考试指南 

 

http://www.pmi.org/


3 点击 Apply for PMP Credential 申请 PMP 认证，同时，下载《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and 

candidates policies/procedures 有效期要求和候选人原则/流程》进行学习 

 

 

 

4  Contact address 填写家庭地址或者工作地址，并选一个作为通信优先地址。*为必填项。

其中 Organization 虽不是必填项，但建议填写完整的组织信息，以便于我们更好地提供相关

服务。 

 



 

 

 

 

5 Contact information 填写个人邮箱和手机号（请务必填写正确，确保 PMI 可以通过联系方

式为您提供持续的优质服务，建议您把@pmi.org 添加到邮箱的安全发件人中，以免在考试

报名期间遗漏或错过 PMI 发送给您的重要邮件） 

 

 
 

 

 

 

 

 



 

6 Attained Education 填写获得的最高学历，*为必填项。（如果是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需同

时具备学位证和学历证） 

 

 
 

6 Requirements 仔细阅读申请 PMP 认证要求 

 

 

 

 

 

 

 

 



 

7 Requirements→Eligibility Worksheet 根据要求填写工作经验和 35 小时专业培训 

 
 

8  Requirements→PM Experience 填写工作经验，逐个项目进行添加，不要将多个项目汇总

为一个项目填写。 

- 建议至少添加 2~3 个项目，总工作时长不少于规定要求，也不要超出太多 

- 建议项目工作时间不要超过 300 小时/月。不要写日常性工作，而填写项目工作（项目

是为创造独特的产品、服务或成果的临时性工作。临时性工作指有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 建议填写专业项目，而非个人项目（如婚礼） 

- PMI 认可的社区或慈善机构提供项目管理相关的志愿者服务也可以计算为工作经验。 

工作经验要求：本科及以上→需满足 36 个月不少于 4500 小时 

                专科/高中及同等学历→60 个月不少于 7500 小时 

 



 

Project Title 填写项目的名称 

Project Role 填写你在该项目中的职务，请注意 PMI 要求 PMP 候选人在项目中必须具备领导

和指引团队完成项目的主导职务。不要填写与项目无关的工作职务。 

 

Job Title 填写候选人在企业中的职位 

 

Contact Name 填写一个项目相关人，最好是领导或者是项目干系人，不可以是自己或家庭

成员。 



9  Requirements→PM Experience 按照五个工作过程组，分配工作时长，总数与之前填写的

项目起止时长保持一致。 

 
 

 

10  Requirements→PM Experience 用英文文字描述项目，此工作经验描述是 PMI 审核的重

点内容，请候选人务必认真填写，填写过程中可参考如下建议： 

 

Qualified PMP candidates should: 合格的 PMP 候选人应该具备 

• Perform their duties under general supervision and are responsible for all aspects of the 

project for the life of the project 在全面的监督下，作为项目经理负责整个项目周期的

所有事情 

• Lead and direct cross-functional teams to deliver projects within the constraints of 

schedule, budget and scope 领导和指引跨部门合作，在限定的时间进度，预算和范

围内交付项目 

• Demonstrate sufficient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to appropriately apply a methodology 

to projects that have reasonably well-defined project requirements and deliverables 具

备足够的项目管理知识和经验，在明确了项目的需求和交付结果的前提下，合理的

将项目管理工具和方法运用到项目中。 

•  

Project descriptions should consist of the following: 项目文字描述应该包括如下内容 

• A brief, one-sentence project objective 一句话描述项目目标 

• Project deliverables summarized by process areas (Initiating, Planning, Executing, 

Monitoring and Controlling, and Closing – abbreviations are acceptable – IN, PL, EX, MC, 

and CL) 通过项目的五大过程组（起始/计划/执行/监控/收尾）展示项目的整个内容，

在描写的过程中，五大过程组可以缩写为 IN, PL, EX, MC, and CL 

• A brief, one-sentence project outcome 一句话总结项目成果 

 

Reference Template (refer to PMP Exam Content Outline )参考格式如下，在填写五大

file:///E:/DOC/CCSC%20Service/Training/GOC%20CSC%20trianing/Training%20doc/PMP-certification-exam-outline.pdf


过程组的内容时，强烈建议参考之前下载的 PMP 考试内容大纲，运用项目管理的专

用用语进行描述，请注意该描述字符控制在 300~550 之间，不能过多，也不能太少。 

Job title/project objective 

IN: 

PL: 

EX: 

MC: 

CL: 

Project outcome 

 

 

 

再次核对工作经验时长和文字描述内容，然后继续添加第二个/第三个…项目，直到满足规

定的工作经验时长。 

 

http://www.pmi.org/~/media/PDF/Certifications/pmp-certification-exam-outline.ashx


11  Requirements→PM Education 填写 35 小时项目管理专业培训内容 

 

请准确填写所在的注册培训机构的名称，课程名称，该课程最好能在 REP 自己的 CCR 系统

或者机构官网上找到，以便美国在核查时可以找到课程的相关信息。（35 小时培训要求是项

目管理培训，不能是项目管理软件培训。在提交申请前需要完成培训。） 

 

再次核对 35 小时项目管理专业培训内容 

 



12  Optional Information 可不填 

 

13  Certificate 填写证书上显示的名字，最好是中文名字的汉语拼音 

 

14  Agreement 仔细阅读 PMI 认证使用和更新条例 

 

14  Review and Submit 阅读核对所有信息是否填写完整，如果已经填完，勾选 All，同时可

以下载你最新填写的申请内容做线下查看和使用，最后点击 Submit 提交申请内容， 

一旦提交，不能自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