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WS 认证计划协议 

以下译文仅供参考。如本译文与英文版本之间存在差异、不符或冲突之处（特别是

因翻译滞后所致者），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最后更新时间：2022 年 7 月 5 日 

本AWS认证计划协议（“CPA”）包含管理您（“您”或“您的”）参与AWS认证

计划（“本计划”，定义如下）而与 Amazon Web Services，Inc.（“AWS”，“我

们”或“我们的”）之间签订的条款，并且构成 AWS 客户协议的一部分（“客户

协议”）（载于 http://www.aws.amazon.com/agreement），该协议可能会不时更新。

透过接受这些条款，您即向我们表示能依法合法地签订本 CPA（例如，您非未成

年人）。如果您的年龄在 13至 17岁之间，则只有在您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代表您

接受本 CPA 的条款的情况下，您才能参与本计划。本 CPA 中未定义的大写术语具

有客户协议中列明的含义。 

1. AWS 认证计划。 

1.1 参与要求。 

要参与本计划，您必须遵守适用于本计划的所有要求，包括客户协议、本 CPA 和

AWS 认证网站中规定的所有要求（所有上述统称，“认证要求”）。 

1.2 有效认证。   

要获得 AWS 认证，您必须参加适用认证考试，并获得及格分数。每个 AWS 认证

的有效期为您成功通过适用的认证考试之后的三 (3) 年。 

1.3 您的责任。   

在您表示自己为 AWS 认证的获得者或参与 AWS 认证计划（例如，通过注册、测

试、评分及报告活动）的任何时候，您将始终： 

（a）以专业的方式行事； 

（b）除本 CPA 明确准许者外，不暗示您与 AWS 有任何关系或关联； 

（c）为您的 AWS 认证账户及登录凭证保密； 

http://www.aws.amazon.com/agreement


（d）不允许任何其他人士出于任何原因（包括代表您注册 AWS 认证考试）访问

您的 AWS 认证账户或 AWS 认证权益； 

（e）报告任何未经授权内容披露，包括任何认证考试或测试材料，您可发送电子

邮件至 aws-exam-security@amazon.com，联络 AWS；及 

（f）确保所有 AWS 认证账户信息有效，包括但不限于您定期检查，并且能够收到

域名为@amazon.com 的电子邮件通信的电子邮件地址。 

1.4 使用名称和标志。   

如您获得 AWS 认证，我们授予您使用您已获得的特定 AWS 认证的名称和相关

AWS 商标的有限权利，这些商标将在您的 AWS 认证账户出现或通过我们的第三

方数字徽章提供商提供给您。您仅可根据 AWS 商标使用指南（载于

http://aws.amazon.com/trademark-guidelines/）使用 AWS 商标来表明您的有效

AWS 认证身份。我们可以通过书面通知随时撤销您使用与 AWS 认证相关的任何

AWS 商标的权利。 

2. 测试。 

2.1 测试规则。   

除认证要求外，您还将遵守 AWS 及认证考试提供商列明的所有测试规则，包括但

不限于完全和诚实地配合任何有关测试违规行为的调查。此外，您不会：  

（a）接受或提供未经授权的协助，或提交非您自己的作品； 

（b）拥有、查阅或使用未经授权的材料，包括对任何认证考试或测试材料

的未经授权内容披露； 

（c）伪造您的身份或身份证明文件，或滥用任何提供给您的测试识别号码、

用户名称或其他证书； 

（d）允许其他人利用您的身份进行考试； 

http://amaz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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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宣称您未有效获得的考试成绩； 

（f）披露或传播任何认证考试或测试材料的内容； 

（g）在任何认证考试期间吃喝、吸烟或受酒精、药物或烟草制品的影响； 

（h）在任何认证考试期间骚扰性、辱骂性、威胁性或破坏性的行为； 

（i）在考试期间使用或运行可被用于违反认证要求的任何硬件或软件，包

括但不限于您用于通过在线考试提交方式参加认证考试的任何计算机上的其

他显示器、外围设备、虚拟机和远程桌面、屏幕共享、图像捕捉或通信软件；

或 

（j）在考试中心或培训中心通过在线考试提交方式参加考试。 

2.2 重考。  

如果您未通过认证考试，您仅可以根据AWS认证网站上描述的重考政策以及AWS
书面通知您的任何其他政策去重考认证考试。 

2.3 保密。 

您同意所有测试材料（包括认证考试）都是 AWS 机密信息。 AWS 拥有其机密信

息的所有权利、所有权和利益，包括所有技术和知识产权。 您不得以任何形式使

用、披露、复制、复印、传播、分发 AWS 机密信息或以其制作衍生作品。 

2.4 权益。 

如果您持有一项或多项有效 AWS 认证，则可享受 AWS 认证网站所述的其他权益。

所有权益（包括折扣考试券）均不可转让，仅旨在供获得该权益的个人以及最初获

分配该权益的 AWS 认证账户使用。如 AWS 经其全权酌情决定确定您滥用、转让

或允许不当访问权益，则 AWS 可使与您的不当行为相关的考试成绩失效。我们不

会恢复该权益，您无资格因该行动获得退款或任何补偿。 

2.5 账户信息。 

AWS 将根据 AWS 隐私声明（载于 https://aws.amazon.com/privacy/）使用您的账

户信息和个人信息。您同意 AWS 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定义见隐私声明）来防范和

侦测欺诈和滥用行为，以保护认证考试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2.6 违规。 



如果 AWS 或认证考试提供商确定您在认证考试之前、期间或之后违反本 CPA 的

条款，AWS 或认证考试提供商将采取行动，包括但不限于终止您的考试，取消任

何认证考试的成绩，要求您重新参加认证考试以验证及格分数，限制您参加认证考

试的时间、地点和考试提交方式等，终止您于本 CPA 下的权利，及禁止您参与本

计划。如我们采取任何该等行动，我们不会退还任何测试费用。 

2.7 数据取证和统计分析。 

AWS 会定期对其认证考试进行数据取证和其他统计分析。如我们根据数据取证、

其他统计分析或可疑账户活动发现您的考试成绩有异常，AWS 可能会采取第 2.6
节中所述的任何行动。如果我们采取任何此类行动，您将无资格获得退款或其他补

偿。 

AWS 不会披露作为采取任何行动基础的数据取证、统计分析和可疑账户活动的具

体细节，以保护所使用的检测机制。 

如果 AWS 已书面通知您，说明根据数据取证、其他统计分析或可疑账户活动，您

的一项或多项认证考试成绩无效，则在未首先获得 AWS 认证安全团队的书面许可

之前，您不得通过在线考试提交方式参加后续的认证考试。 

3. 期限和终止。 

3.1 期限。 

当您单击与这些条款呈现的“我接受”按钮或勾选框，或以其他方式安排或参加

AWS 认证考试时，本 CPA 的期限将开始，并将持续到：您客户协议终止时、您访

问本计划被终止时，或在您不再持有有效的 AWS 认证时。 

3.2 终止的影响。 

在本 CPA 终止后，您的 AWS 认证将失效，您将不得再使用 AWS 商标或声称持有

AWS 认证。您仍有义务就测试违规行为配合任何调查，并遵守所有保密条款。 

4. 责任限制。 

我们或我们的任何关联公司，许可方或认证考试提供商将不会对以下方面的任何赔

偿、报销或损害（包括利润损失或其他间接或特殊的损害）承担责任：（I）您未

能达到 AWS 认证或其他无法参与本计划的，包括因任何（A）本 CPA 的终止或暂



停，或（B）我们对任何 AWS 认证、认证考试或本计划的全部或部分的停止; 或

（II）您就本 CPA 或有关您使用或访问本计划所做出的任何投资、支出或承诺。 

5. 通知和修改。 

我 们 可 不 时 修 改 本 CPA 。 我 们 会 通 过 在 CPA 的 网 址

https://aws.amazon.com/certification/certification-agreement/（“CPA 网站”）上发

布变更，或使用当时与您的 AWS 认证账户关联的电子邮件地址向您发送电子邮件，

通知您变更情况。您有责任定期查看 CPA 网站，确定是否有变更。变更自我们发

布该等变更之日起生效，或者如我们通过电子邮件通知您，则该等变更自电子邮件

所述之日起生效。您继续参加 AWS 认证计划，即表示您同意遵守本 CPA 的最新

版本。 

6. 定义。 

“账户信息”指您就创建或管理您的 AWS 认证账户以及注册认证考试向或代表

AWS 提供的关于您的信息。 

“AWS 认证”指您可能从我们获得的特定认证标志，表明您已在认证考试中获得

及格分数。 

“AWS 认证计划”或“计划”指我们提供 AWS 认证的计划。 

“ AWS 认 证 网 站 ” 指 AWS 可 能 会 不 时 更 新 的 网 站 ， 即

http://aws.amazon.com/certification/ （以及 AWS 指定的任何后继或相关网站）。

其 中 包 括 子 页 面 ， 例 如 描 述 认 证 政 策 及 权 益 的 子 页 面 （ 例 如 ，

https://aws.amazon.com/certification/policies/）。在客户协议中提到 AWS 网站的

引用包括 AWS 认证网站。 

“AWS 商标”指我们可能就本 CPA 或本计划向您提供的任何 AWS 及其关联公司

的商标、服务标记、服务或商品名称、标志和其他名称。 

“认证测试”指您必须通过以获得特定 AWS 认证的考试。 

“认证考试提供商”指由 AWS 授权管理认证考试的任何第三方。 

“考试期间”指从考试签到程序开始到您离开考试中心或退出在线考试提交浏览器

完成考试的这段时间。 

https://aws.amazon.com/certification/certification-agreement/%EF%BC%88
http://aws.amazon.com/certification/


“在线考试提交”指通过在线、远程在线监考、按照要求或任何其他旨在进行远程

监考，或在认证考试完成后进行审查的考试提交方式提交的任何考试。 

“测试材料”指向您就认证考试以及与认证考试相关而提供的任何其他材料（包括

但不限于说明、学习材料、考试题目或其他内容）。 

“未经授权内容披露”指未经 AWS 明确许可而被或向任何人披露任何测试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未经 AWS 明确许可在第三方网站上列示测试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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