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AP考试报名操作流程 

AP 学校及 AP 学校考生 

AP 学校考生的报名必须在 AP 学校老师的统一管理下进行。 

一、 考试时间 

x 2017年 AP 考试时间：5 月 1日—5 月 12 日 

x 2017年 AP 考试延迟考试时间：5 月 17日和 5 月 18日 

二、 报名时间 

 报名及网上缴费时间 

AP 学校考生 2016年 12 月 12 日——2016 年 12月 31 日 

社会考生 2017年 1 月 2 日——2017 年 1月 17 日 

AP 常规考试与延迟考试的报名及缴费时间一致。 

三、 在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澳门及台湾），只允许参加了 AP 课程

全程学习的学生报名参加 AP 考试。 

四、 AP 考试报名证件要求 

考试当日，考生如未携带报名时使用的证件或携带证件与报名时提交

的不符，将被拒绝进入考场，考试费不予退还。 

x 中国大陆 AP考试对身份证件的规定如下： 

x 中国大陆考生参加 AP 考试，必须携带唯一有效的身份证件即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身份证法》，任何居民无论是何年龄，均可向户籍所在派出



所申领身份证。特别提醒未申领身份证的青少年考生提前办

理，以免影响考试。 

x 香港、澳门地区考生必须使用有效香港、澳门身份证原件、

港澳通行证原件或护照原件。 

x 台湾地区考生必须使用有效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原件。 

x 非中国籍考生必须携带有效护照原件报名及参加考试，护照

明确显示考生姓名、照片和签字。 

注意：证件上的姓名和生日等个人信息必须与报名信息完全一致。

确保考试时证件在有效期内。 

x 考生在考试时须携带与准考证信息一致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参加

考试。 

五、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考生，将被拒绝入场，并不退还考费或改期

安排考试： 

x 抵达考点与网上报名所选考点不一致； 

x 未携带准考证或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 

x 所携带的身份证件不符合报考要求； 

x 所携身份证件的有效性未通过核验； 

x 身份证件类型和号码与所持准考证显示信息不符； 

x 准考证相片、身份证件相片与本人明显不符； 

x 考试开始后才到达考场； 

x 不服从监考人员的管理，扰乱考场秩序。 

六、 考生到达考点的时间要求  



x 参加上午考试时，考生最晚到达考点的时间为 7:30； 

x 参加下午考试时，考生最晚到达考点的时间为 12:20。 

七、 AP 学校考生报名要求 

AP 学校考生请仔细阅读《AP 考试报考须知》，须满足《AP 考试报考

须知》中的各项要求，方可报考。 

八、 延迟考试报考说明 

1. 延迟考试科目仅限以下三个科目： 

  A. 环境科学    B.艺术史    C.人文地理 

2. 考生只有同时报考以下时间相冲突的科目时，才可以报考延迟考

试： 

A. 环境科学和化学   B.艺术史和物理 1    C.人文地理和微观

经济学 

 3. 如果考生报考的科目没有时间冲突，则不允许报考延迟考试。 

例如：如果考生只报考环境科学，则该考生只能报考常规 AP考试

时间表中的环境科学。 

九、 AP 学校考生报考方式及缴费要求 

1. AP 学校考生须由 AP 学校统一组织报名，登录报名系统填写报考信息。

AP 学校考生只允许在 AP 学校统一管理下，进行网上报名，填写个人

报考信息。AP 协调员须提醒考生，确保在报名网站填写信息的准确性

和真实性，如发生考生填写的信息与所持证件信息不一致的情况，考

生将被禁止进入考场参加考试。 

2. 完成个人报考信息填写后，系统会根据考生填写的电子邮箱创建登录



账号。考生须使用该账号登录考生账户，提交考生电子照片和本人手

写电子签名照，具体要求详见考生电子照片和手写电子签名照上传要

求。只有照片通过审核，考生才能进行网上缴费。 

3. 已参加过 AP 考试的考生，在填写个人信息时，如邮箱使用的是之前

报名时填写的邮箱，那登录账号就是该邮箱，密码就是之前使用的密

码。 

4. 2017 年 AP 考试每科费用为 1350 元人民币。 

十、 网上打印准考证和考前会注意事项 

1. AP 学校可在 3 月 27 日后，为本校考生打印准考证和考前管理会注意

事项，也可以由考生本人登录报名系统打印准考证和考前管理会注意

事项。 

2. 考生请仔细阅读准考证的有关要求，以免耽误考试。 

3. 考生请仔细阅读考前管理会通知，并按通知要求在规定时间到达考点

指定地点，参加考前管理会。如由于考生个人原因，未能按时参加考

前管理会，所引起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十一、 AP 考试报名工作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一) 已进行注册的 AP 学校，可直接登录报名系统组织考生报考。 

(二) 首次成为 AP 学校或第一次组织考生报名，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注

册，并组织考生完成报考。 

 



1. 登录 AP 考试报名网站 

AP 学校协调员请使用您的通行证账号和密码，选择机构用户登录报名

系统。 

 
登录报名系统后，首先查看此次报名的相关时间。 

 

2. 选择报名管理，开始考生报名工作。 

选择“报名管理”的“考生报名”，点击“考生报名”后，既可组织

考生报名。AP 学校可同时在多台电脑上登录报名系统，以便于多名考



生同时开始网上报名。 

 
查看报考协议，如对协议内容无异议，点击“同意”，进入报考界面。 

填写“考生报名表”，（包括：身份信息、基本信息、联系信息、报考科

目信息） 

 

个人信息填写完成后，选择 AP 学校所属的考点，然后选择报考科目。 



 

完成报考信息填写后，请考生确保所填写信息真实性，然后提交。点击

提交时，系统根据考生填写的电子邮箱创建登录账号，成功后跳转到考

生个人信息页面。 

 

 

信息提交成功后，考生须用已创建的登录账号，登录考生报名系统完成



电子照片、手写签名照的上传和网上缴费工作。（登录账号为考生注册时

填写的邮箱，初始密码为 123456） 

已参加过 AP 考试的考生，在填写个人信息时，如邮箱使用的是之前报名

时填写的邮箱，那登录账号就是该邮箱，密码就是之前使用的密码。 

考生如果要更改密码，需登录通行证网站 http://passport.etest.net.cn/login

进行修改。（建议考生在通行证网站中验证邮箱，邮箱经过验证后，如考

生忘记密码，可以通过邮箱找回密码。） 

考生电子照片和手写签名照的上传，以及网上缴费，只能在考生账号下

完成。 

 

 

3. 上传考生本人的电子证件照片和手写电子签名照 

电子照片要求：考生报名时须提交本人证件照片的电子版，该照片将

打印在准考证上。请注意如下事项：  

x 本人在六个月内的近照； 

x 正面免冠，包括整体头部，脸部清晰； 

x 照片规格：横纵比为 3:4，分辨率大于 360 像素*480像素； 

x 白色或浅色背景； 

x 黑白或彩色照片均可； 

x 文件大小在 20KB 到 200KB 之间； 



x 格式为 JPG/JPEG。 

电子签名照要求：电子签名为考生本人手写签名的电子照片，考生须

将手写签名拍照后上传。请注意如下事项： 

x 白色或浅色背景，黑色字体，笔迹清晰； 

x 电子签名图片规格：横纵比为 2:3:1，分辨率大于 835像素*360 像

素； 

x 上传文件大小 200KB 以下，20KB 以上； 

x 格式为 JPG/JPEG。 

考生上传了电子证件照片和电子签名照后，将视为考生已确认所填写

的信息准确无误，并且已经承诺上传照片为考生本人的照片，电子签

名照为本人手写。此时，考生须保证所有信息与所持报考证件上的信

息完全一致。 

如发生考生填写的信息与所持证件信息不一致的情况，考生将被禁止

进入考场参加考试。 

 



 

勾选页面底部的“我已完成个人照片和电子签名上传，申请照片审核”，

将会把上传的个人照片和签名提交审核。 

 
考生电子照片和手写电子签名照上传后，考点将在 1 个工作日内完

成审核工作（如遇节假日，审核时间顺延）。通过照片审核后，考生才能

进行网上缴费。 

照片通过审核后，登录报名网站，将会看到照片审核已通过。 

 



未通过审核的照片，请考生按要求及时更换符合要求的照片或签名。 

4. 网上缴费 

确认所提交信息无误后，完成网上支付。在报名信息最下面点击“支

付”按钮。 

 

网上缴费成功后，报名即刻生效。所有报考信息将不允许更改（即考生

个人信息不允许修改，报考科目也不能增加或删减），考试费不予退还。

请考生在进行缴费前，慎重核对所有报考信息和报考科目，确认无误后，

再进行网上支付。 

 

5. 网上支付考试费 

x 自 2016 年起，AP 考试实行网上缴纳考试费。目前提供的支付方式



共有两种：首信易支付（支持具有网上支付功能的银行卡支付）

或者 支付宝支付： 

（一）使用首信易支付： 

①您须拥有一张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银行的网上支付卡，

可通过浏览他们的网站或询问营业点获得网上支付卡。 

②通过点击首信易支付按钮后选择您银行卡对应的银行支付。 

③请按照银行网页的要求完成付费程序，付费完成后,请不要

关闭银行支付页面，银行系统会自动引导您回到报名网站。

同时，请记录下银行提供的交易号码（支付号），以便日后

核对和查询付款。 

（二）使用支付宝账号支付： 

①您须拥有支付宝账号，可通过浏览他们的网站注册获取。 

②通过点击支付宝按钮后会显示出支付二维码。 

③进行扫码支付，同时，请记录下支付宝提供的交易号码（支

付号），以便日后核对和查询付款。 

x 通常情况下，报名系统会立即收到您的付款确认。银行系统偶尔

会有延迟向报名系统确认考生的付款或因考生主动关闭银行安全

网页而无法立即获得付款确认的情况。因此，请在付款 1 个工作

日后，登录报名网站进入“报名信息查看页面”核实您的付费和报

名状态。如仍未看到付费确认，请拨打 AP 考试呼叫中心咨询电话

寻求帮助。  

x 如您在银行网页上付费时网络连接突然中断，这时您的网上付费



有可能未成功，请拨打银行服务热线确认您的付款是否完成。 

 

 
 

注意：支付成功后，系统显示未成功，请先点击“我已支付，更新支付

信息”的链接更新支付状态。如 30 分钟内系统中的支付状态还是显示未

支付的话，请拨打咨询电话 010-62979166。 

 

6. 支付完成后，考生可打印下载报考凭证。 

7. 考生按规定时间登录打印下载准考证和管理会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