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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易讯 eNewsCN

易讯麦和 ( 北京 ) 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易讯教育）

作为从事课程研发、行业培训、图书出版、国际认证考试服务、

青年创业产业孵化器的综合性机构。自成立初始，即定位于服务

国内教育院校和培训机构，引进和研发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课

程体系，帮助广大学生切实提升其就业与创业能力，强化其专业

职业技能，以更加符合未来市场的需求，推动中国职业教育与创

意产业蓬勃发展。

在IT认证领域，易讯教育坚持引入国际IT产业最新最高标准，

传承国际最新软件技术知识体系，遵守国际认证考核标准，专注

提升考生创意、技术能力，矢志不渝。

eNew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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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公  司：易讯麦和（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010) 5628 1087

邮  箱：tanhe@enewscn.com

网 址：www.enewsedu.com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二条 21 号

eNew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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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激活免费 CompTIA	IT	Fundamentals
							评测练习

eNewsCN 易讯教育可以提供国际 IT 认证所需的全部配套服

务，并为本书购买者提供免费的 CompTIA IT Fundamentals 国

际认证评测练习机会。如需此项服务，请访问 www.enewsedu.

com/message 留言联系我们，易讯客服人员将帮助您获取您的

免费评测练习机会。

• 评测练习与 CompTIA IT Fundamentals 国际认证考试

 目标相对应

• 每次评测练习包含 75 道题目，涵盖所有考核知识点

• 您可以自己掌握进度，保存进度以稍后继续

• 该系统带有评测练习记录模块，让您全面了解自己的

 易错题及知识结构

已报名考生可通过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易讯考务】

公众号，享受 eNewsCN 易讯教育提供的考生服务。如在使用过

程中遇到任何技术问题，请发送详情至 tanhe@enewscn.com，

易讯技术人员期待着为您排除故障。

激活免费 CompTIA IT Fundamentals 评测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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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考试信息获取

易讯考务公众号设有【考生服务】、【考试须知】、【新闻动态】

三个版块，在【考生服务】版块您可获取如下信息（此项功能仅

向考生会员提供）：

• 考试信息

• 考试成绩

• 测评报告下载

• 电子证书下载

• 证书进阶查询

激活免费 CompTIA IT Fundamentals 评测练习

关注公众号后，请首先通过以下操作绑定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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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服务】--【绑定信息】--【填入信息】--【确定绑定】

温馨提示：报名考生须先绑定报考信息，才可享受会员服务。

通过【考生服务】--【考试信息】可以查询到考试的科目、考试账号和密码

以及考试时间，如 1 图所示：

1.2	考试成绩（测评报告）查询

通过【考生服务】--【成绩查询】可以查询到您已经通过了

的考试测评成绩，如 2 图所示：点击【查看】按钮即可下载您的

测评报告。

1.3	电子证书下载 / 打印

通过【考生服务】--【证书查询】可以查询到您已经取的考

试证书，如 3 图所示：

图 1 图 2 图 3

激活免费 CompTIA IT Fundamentals 评测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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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皮书介绍

白皮书系列旨在帮助您更好为认证考试做准备，争取一次性

高分通过。本系列涵盖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辅导指南

 辅 导 指 南（ 即 本 书） 是 白 皮 书 系 列 的 第 一 本， 该 书 对

CompTIA IT Fundamentals 国际认证考试科目进行了全面

解读，让您做好参加 CompTIA 国际认证考试的第一手准备。

(2)、练习手册

 【练习手册】是易讯教育官网 :http://www.enewsedu.

com 首页导航栏【考试辅导】模块下的子项，在该处您可

以参看 CompTIA IT Fundamentals 国际认证考试科目的

辅导习题，助您梳理知识体系。

(3)、视频解析

 视频可以更直观地指出考试重难点及易错题、易考题，让

您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最多的知识，最大程度地提高分数

和通过率。

		(4)、考前练习

 【考前练习】是易讯教育本着让考试更简单的宗旨推出的

核心服务，该服务在公众号、网站及考试平台上均已推出，

三位一体，为您的国际认证取证之路保驾护航。

三、CompTIA 是谁

CompTIA-Computing Technology Industry Association（美

国计算机行业协会）是在全球 IT 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最大的、全球

领先的行业协会。自 1982 年成立之日起，一直致力于通过各种标准、

专业能力、教育和商业解决方案促进信息技术 (IT) 产业及相关从业人

白皮书介绍 \ CompTIA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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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TIA 是谁 \ CompTIA 国际认证

员的发展。

CompTIA 是一个非营利性质的面向聚合计算和通信市场的协

会。CompTIA 中具备一批优秀的项目处理专家，并与主要技术公司

建有共同合作关系。CompTIA 建立了对供应商中立的相关技术、电

子商务、客户服务、员工发展等认证标准。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有超

过 250 万人已获得 CompTIA 认证。

CompTIA 是 全 球 最 大 的 厂 商 中 立 的 认 证 考 试 开 发 商，

CompTIA 可提供多达 11 个领域的认证，具体认证考试如下：PC 

硬件、网络、服务器、因特网、电子商务、项目管理、培训师、

Linux、安全、主站技术 (Home Technology) 以及文件成像。三十

多年来，CompTIA 一直致力于认证考试，并不断改进考试项目的开

发、考试与试题发放的方法。 

CompTI 总部设在美国芝加哥，并在阿姆斯特丹、北京、布鲁

塞尔、迪拜、杜塞尔多夫、香港、约翰尔斯堡、伦敦、圣保罗、悉尼、

东京、多伦多和华盛顿特区等全球范围内开设了办事处。

四、CompTIA 国际认证

4.1	CompTIA 国际认证是什么

CompTIA 国际认证是通过考试程序而获得的一种资质证书，用

于考核某一特定 IT 技术支持工作范围内需要的知识。所有 CompTIA

考试均由命题专家开发。CompTIA 认证是厂商中立的国际认证，得

到业界的广泛认可。

获得认证的一些专业人士称，他们对工作更有自信，工作质量

也大为提高，同时客户对他们的服务提出了更高的需求。许多员工也

有同样的感受。实际上，在考虑员工升职时，74% 的 IT 管理人员都

认为 CompTIA 认证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在中国，CompTIA 得到更多知名企业认可。联想、IBM、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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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TIA 国际认证

4.2CompTIA		国际认证考试科目

CompTIA 国际认证分为基础认证、职业认证、专业认证和专家

认证并且是一个进阶式认证，建议考生在获得基础认证之后再去考取

更高层次的认证。

长城、明基、清华同方等公司也已经将 CompTIA A+ 作为其技术

服务人员必须具备的强制性认证。

CompTIA 第三方供应商认证是 IT 职业生涯的起点。他们向

雇主展示您具备工作技能，不论是硬件供应商还是软件供应商。这

些考试也是更高级厂商认证的先决条件或选修课程。另外，获取 

CompTIA 认证不但能验证您具备合适的技能，还是您 IT 职业生涯

的起点。

CompTIA 认证考试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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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CompTIA	IT	Fundamentals		国际认证适用对象

CompTIA 基础认证专门面向刚开始接触 IT 和软件开发方面知识、

有兴趣在技术领域探索学术并证明自身具备 IT 工作岗位所要求的知识

的考生。如果您是在校学生，该证书会为您将来就业带来便利；如果

您是在职人员，该证书会帮你升职加薪，在职场祝您一臂之力！

CompTIA IT Fundamentals 认证介绍

CompTIA IT Fundamentals 基础认证考试科目

在第一阶段，考生可以选择的基础认证是 IT Fundamentals，

具体信息如下：

考试代码	 													考试科目	 证书名称

FC0-U51 IT 基础 CompTIA IT Fundamentals

五、CompTIA	IT	Fundamentals 认证介绍

本 考 试 的 全 称 为 CompTIA IT Fundamentals， 考 试 代 码 为

FC0-U51。本考试 CompTIA IT 基础认证考试旨在证明，通过考试

的考生掌握了必要的 IT 基础知识和技能。该考生能够识别和解释基

本的个人计算机组件，安装个人电脑，进行基本的应用软件安装，

建立基本的网络连接，识别兼容性问题以及了解和预防基本的安全风

险。此外，本次考试还将评估考生对计算机安全性和预防性维护等领

域的知识。该考试面向的考生是正考虑从事 IT 工作和日后考虑取得 

CompTIA A+ 或类似认证的应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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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TIA IT Fundamentals 考试大纲

六、CompTIA	IT	Fundamentals 考试大纲

这门考试将考察您完成下列技术任务的能力。百分比表示各主

要考察点在考试中所占的相对比重。百分比越高，您在考试中可能遇

到的此考察点相关题目就越多。

注意：考试题目可能会考察项目符号文本中说明的主题，但不

限于这些主题。

6.1	软件（20-25%）

			比较和对比常见的操作系统及其功能和特点

 • 不同操作系统类型和版本的软件兼容性

 • 对操作系统支持的硬件兼容性的了解

 • 操作系统的基础功能

			确定常用程序、应用程序及其用途

 • 类型

			办公软件，协同软件，实用工具软件，专业软件

 • 常见的文档类型

			文档，音频，图片，视频，可执行文件，压缩格式

			给定一个情景，实施软件管理的最佳实践

 • 安装 / 卸载

 • 打补丁 / 更新操作系统、驱动程序、应用程序和安全软件

 • 软件版本的识别和兼容性

 • 许可

			区分以下替代技术及其用途

 • 虚拟化

 • 云计算

 •Web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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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P

 • 远程监控

 • 手势交互

			了解无线设备的基本软件特性和功能

 • 解锁 / 安全

 • 蓝牙配对

 • 无线连接设置

 • 电子邮件设置

 • 同步配置

 • 飞行模式

 • 移动应用商店

6.2		硬件（15-20%）

			了解基本的有线和无线外围设备及其用途

 • 输出设备

 • 输入设备

 • 输入和输出设备

			比较和对比常见的计算机连接器类型

 • 视频

 •USB

 • 并口

 • 串口

 •RJ-45

 •RJ-11

 • 音频

			识别计算机内部组件的用途

 •CPU

CompTIA IT Fundamentals 考试大纲



15CompTIA ITF(FC0-U51) 国际认证

 • 电源

 •RAM

 • 存储

 • 扩展卡

 • 母板 / 主板

 • 系统冷却

6.3 安全（20-25%）

			了解基本安全威胁的定义

 • 恶意软件

 • 网络钓鱼

 • 社会工程

 • 垃圾邮件

 • 密码破解

 • 物理安全

			给定一个情景，使用最佳的安全实践

 • 密码管理

 • 设备强化

 • 多重身份验证

 • 可疑电子邮件

 • 对安全软件警报的操作

			给定一个情景，使用网页浏览的最佳实践

 • 识别安全的连接 / 网站

 • 识别无效证书警告

 • 识别可疑的链接

 • 识别广告软件

 • 限制使用个人信息（PII）

CompTIA IT Fundamentals 考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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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网络（15-20%）

			给定一个情景，设置和配置基本的	SOHO	路由器（有线 / 无线）

 • 验证有线连接

 • 更改默认的 SSID

 • 使用新的无线密码

 • 更改路由器的管理员密码

 • 连接新网络

			比较和对比手机、无线和有线数据连接

 • 移动性

 • 可用性

 • 吞吐量 / 带宽

 • 可靠性

			比较和对比不同的共享和存储方法

 •HTTP & HTTPS

 •FTP & FTPS & SFTP

 • 本地存储 & 托管存储

 • 网络打印 & 本地打印

6.5		基本	IT	素养（20-25%）

			采用适当的步骤来建立基本的计算机

 • 插上电缆

 • 启动计算机

 • 按照最初的操作系统设置向导操作

 • 安装安全软件

 • 其他需要的设置

CompTIA IT Fundamentals 考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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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操作系统的基本导航方法

 • 执行程序

 • 快捷方式和文件之间的差异

 • 操作文件

 • 文件夹和文件权限

			给定一个情景，实践基本电脑维护概念

 • 检查外部问题

 • 厂商文档

 • 厂商网站

 • 技术社区群组

 • 互联网搜索引擎

 • 练习技术支持

			说明基本的备份概念

 • 备份的重要性

 • 制定计划

 • 频率

 • 存储介质

 • 备份验证和测试

CompTIA IT Fundamentals 考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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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模拟题及解析

7.1 单选题

1. 用户收到一封像是来自于银行的电子邮件。电子邮件中称，

其必须确认银行账户对应的姓名 / 地址和社会安全号码。

以下哪种是对这种安全威胁的最佳描述？

网络偷窥

社会工程

垃圾邮件

网络钓鱼

解析：

网络偷窥，指在正常浏览网页的过程中，个人信息被捕获。比如，在

搜索输入的过程中，暴露了你最近想购买的东西。

社会工程指为获取某些不容易获取的信息，利用社会科学尤其是心理

学、语言学、欺诈学进行综合，有效利用人性的弱点而最终获取信息

的行为。

垃圾邮件指未经主动请求的大量的电子邮件。

网络钓鱼是通过大量发送声称来自于银行或其他知名机构的欺骗性垃

圾邮件，意图引诱收信人给出敏感信息（如用户名、口令、帐号 ID 、 

ATM PIN 码或信用卡详细信息）的一种攻击方式。

模拟题及解析



19CompTIA ITF(FC0-U51) 国际认证

HTTP

HTTPS

SFTP

FTP

解析：

HTTP 超文本传输协议，是互联网上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网络协议。

HTTPS 以安全为目标的 HTTP 通道，简单讲是 HTTP 的安全版。

SFTP 安全文件传送协议，可以为传输文件提供一种安全的网络加密

算法。

FTP 文件传输协议，用于 Internet 上控制文件的双向传输。 

2.	用户需要从财务部门网站上下载税单。

该网站最有可能使用以下哪项来传输税单至用户浏览器？

模拟题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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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题及解析

电子表格软件

数据库软件

网页浏览器

文字处理软件

解析：

电子表格软件，即 Excel, 可以用来制作电子表格、完成许多复杂的

数据运算，进行数据的分析和预测并且具有强大的制作图表的功能。

数据库是按照数据结构来组织、存储和管理数据的仓库。

网页浏览器指可以显示网页服务器或者文件系统的 HTML 文件（标

准通用标记语言的一个应用）内容，并让用户与这些文件交互的一种

软件。

文字处理软件，即 Word, 一般用于文字的格式化和排版。 

3. 编写数据报表、数据统计等，最常用的是以下哪种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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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输入设备指的是向计算机输入数据和信息的设备，是计算机与用户或

其他设备通信的桥梁。鼠标和麦克风属于输入设备。

输出设备指的是是计算机硬件系统的终端设备，用于接收计算机数据

的输出显示、打印、声音、控制外围设备操作等。打印机、扬声器、

显示器属于输出设备。

7.2 多选题

1.	以下哪些是计算机的输入设备？

（选择两项）

鼠标

打印机

扬声器

麦克风

显示器

模拟题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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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题及解析

Ctrl + A

Ctrl + C

Ctrl + Z

Ctrl + V

解析：

Ctrl + A，A 是 all 的缩写，该快捷键表示全选。

Ctrl + C，C 是 copy 的缩写，该快捷键表示复制。

Ctrl + V，V 是 viscidity 的缩写，该快捷键表示粘贴。

Ctrl + Z，Z 不是某个单词的缩写，该快捷键表示撤消一步操作。

2.	在办公软件中，哪两个键盘命令经常组合使用来完成文件

的复制和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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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TIA IT Fundamentals 国际认证考试流程

八、CompTIA	IT	Fundamentals
							国际认证考试流程

8.1 如何报考

学员在了解了 CompTIA 认证科目内容后，可在 CompTIA 指定

的正规考试中心报名考试。缴费成功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即可收到：

1）报考考生的考试账号和密码

2）指定考场的监考老师账号和密码

3）考试券序列号

8.2 考前准备

1) 考生个人的考试账号和密码

2) 监考人员的账号和密码

3) 针对报考科目练习题进行了全面地学习

4) IE11 浏览器并设置成默认

8.3 考试流程
1. 登录页面 http://www.pearsonvue.com/comptia/ap

2. 通过 System  Test 按钮 , 检测系统是否满足考试要求

3、“Thedevice meets all site requirements.”的提示说明电脑

满足考试要求，可以继续进行考试。否则，请联系监考老师

4. 运行 SB Browser.exe，输入考生帐号注册用户名及密码

5. 通过链接“Do you have a private access code?”输入如

下验证码：CompTIAapac2015。

6. 选择 CompTIA IT Fundamentals Exam 考试科目

7. 选择简体中文（Chinese Simple）语言选择进行考试。

8. 确认考试信息及附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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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TIA IT Fundamentals 国际认证考试流程

9. 确认考试订单信息及个人信息

10. 输入考试券序列号

11. 输入监考账号

8.4 证书样本

学员通过考试后，可在 20 个工作日内收到纸质版证书，

请您耐心等候。

8.5 证书查询

CompTIA 证书的左下方有一标识码，大家可以通过以下官网链

接进行验证：

http://verify.CompTIA.org

在文本框中输入标识码后点击【Submit】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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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

验证结果如下，绿色表示验证通过。

九、特别鸣谢

9.1	CompTIA 中国

CompTIA 中国是 CompTIA 在中国的办事处，负责大中华区内

CompTIA 相关业务。CompTIA 中国很早就与目前国内知名的 IT 企

业如：联想、方正、海尔、神舟等等达成战略伙伴关系。CompTIA

中国通过培训、考试、发放证书的方式为很多企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提高员工工作能力的同时降低了企业培训费用。

CompTIA 中国的另外一个角色是降低大中华区考生的取证费

用。在美国 CompTIA 学费考务费昂贵，对于普通者难以接受承担。

而在大中华区，CompTIA 中国通过与总部协商，减少考生的考试费

用，为国内 CompTIA 认证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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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培生教育

培生教育 (PEARSON EDUCATION LTD) 是全球领先的教育集

团，迄今为止已有 150 多年的历史，致力于为教育工作者和各年龄

层的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内容、教育信息技术、测试及测评、职业认

证，以及所有与教育相关的服务。

培生教育已遍布全球 60 多个国家，旗下拥有在各个学科备受瞩

目的教育品牌包括：朗文集团（Longman,Prentice Hall）、Scott 

Foresman、Addison-Wesley、以及 CummingsBenjamin 等。

培生教育集团作为提供终生教育产品与服务的出版集团，其在

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英语教育、专业出版、考试测评、网络教育

等众多领域位居全球之首，帮助全世界一亿多人接受教育与培训 , 引

领教育出版潮流。

在阅读和使用本书的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发邮件至 tanhe@

enewscn.com 沟通交流。

易讯教育，让考试更简单！易讯教育，用心为您服务！

特别鸣谢



27CompTIA ITF(FC0-U51) 国际认证

eNewsCN



易讯麦和（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www.enewsed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