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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确定你是否已经是美国公民。
你可以通过出生或入籍成为美国公民。一般来说，如果
人们在美国出生，或者他们在国外由美国公民所生，那
么他们就是美国公民。如果你的父母一方或双方入籍时
未满18岁，并且是合法的永久居民，或者被美国公民的
父母收养后，你也可能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 你是否在美国或美国的领土出生？
如果是，你可能已经是美国公民。

	; 你的父母中至少有一人在你18岁之前是美国公民
吗？
如果是，你可能已经是公民了	。

怎么做:
更多信息请参考N-600表《公民身份证明申请表》或
N-600K表《公民身份申请和证书发放》。如果你的父母
亲是美国公民，并且是通过出生或入籍成为美国公民，
你可能已经是公民，或者可以根据他们的公民身份申请
公民权证书。

如果你不认为自己是美国公民，或在出生后没有自动从
你的父母那里获得或得到美国公民身份，请前往下一
步。

如果你不是美国公民—。 
前往 步骤2



步骤2

确定你有资格成为美国公民。
一般来说，如果你至少年满18岁，成为永久居民至少
5年（如果你与美国公民结婚则为3年），并符合所有
其他资格要求，你就有资格入籍。你也可以根据军事。服务获得入籍的资格，这有不同的要求。

怎么做:
;	阅读	uscis.gov/n-400	上提供的	N-400	表格，即
《入籍申请说明》，了解有关入籍和资格要求的
更多信息。

;	访问	uscis.gov/citizenship	的公民资源中心，查
看入籍资格工具，查看你是否有资格申请入籍，
并查找有关入籍程序、入籍测试和可用学习材料
的信息。

有关通过服兵役入籍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uscis.
gov/military	。

不符合条件—我们鼓励你在符合条
件时申请

符合条件 - 前往步骤3

https://www.uscis.gov/citizenship/learn-about-citizenship/citizenship-and-naturalization/a-guide-to-naturalization
https://www.uscis.gov/citizenship
https://www.uscis.gov/military/military
https://www.uscis.gov/military/military


步骤3

准备 N-400表格申请入籍。
当你满足成为美国公民的所有要求后，请填写	
N-400	表格申请入籍。你可以创建一个帐户并在
线提交	N-400，这样你就可以接收案件状态提醒、
发送安全消息、查看所有案例通信、检查你的案
件状态、更新个人信息和上传证据。请访问uscis.
gov/n-400了解更多信息和说明。

怎么做:
	; 填写并签署	N-400	表格。

	; 如果你居住在美国境外，请拍摄	2	张护照照片。

	; 收集必要的文件以证明你有资格入籍。

	; 检查你的	N-400	表和支持文件。

注意：	 如果你的申请不完整，USCIS	可能会要求
你提供更多信息。这将延迟你的申请的处
理。

前往步骤4



步骤4
提交表格 N-400，入籍申请表。
向	USCIS	提交你的申请、文件和费用。如果你居住在美
国境外，请在申请时提交护照照片。	

提交	N-400	表格并收到收据通知后，你可以访问	uscis.
gov	查看当前处理时间和申请状态。

包括什么：
	; N-400表格和生物识别服务费用（如果适用）。

	; N-648表格	，残疾例外医疗证明（如适用）。如果你因
身体或发育障碍或精神障碍而寻求豁免入籍的英语
和/或公民要求，请连同你的申请一起提交	N-648	表
格以及	N-400	表格说明中列出的所需证据。

	; 如果你居住在美国境外，请提交两张护照照片。

有关其他文件要求，请参阅表格	N-400	说明。保留一份完
整的	N-400	表格副本和任何支持证据以供记录。在入籍
面谈时，你需要回答有关	N-400	表格的问题。

前往步骤5

https://www.uscis.gov/
https://www.uscis.gov/


步骤5

如果此要求适用于你，请进行
生物识别预约。
USCIS	要求申请人进行指纹识别和拍照，以便进行
联邦调查局	(FBI)	的犯罪背景调查。在某些情况下，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可能能够重复使用之前拍摄
的指纹和照片来进行所需的背景调查。你将收到你
的生物识别已被重新使用的通知，或者，如果需要新
的生物识别，你将收到生物识别预约通知。在	USCIS	
安排面试之前，所有申请人都必须完成背景调查。

怎么做:
	; 收到一份预约通知，其中包括你的生物识别预约
日期、时间和地点（如果这适用于你）。

	; 在预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

	; 提交生物特征。

	; 你将在稍后收到入籍面谈的预约通知。

前往步骤6



步骤6

完成面试。
当你的案件的所有初步程序完成后，USCIS	将安
排与你面谈。你必须在预约通知上的日期和时间向	
USCIS	办公室报告。请随身携带预约通知书。	

请不要错过你的面试。

如果你未能在指定日期和时间面试，请尽快按照预
约通知上的说明联系办公室以重新安排面试时间。
重新安排面试可能会使入籍过程增加几个月的时
间，因此请尽一切努力在已安排的面试日期参加面
试。

注意：如果你在提交N-400表后的10天内改变了地
址，你必须通知USCIS。有关申请变更地
址的信息，请访问USCIS网站uscis.gov/
addresschange。每次更改地址时，你都必
须通知	USCIS。

在下一个面板上继续

https://www.uscis.gov/addresschange
https://www.uscis.gov/addresschange


步骤6	，从上一个面板继续	

期待什么：
	; 在面谈时，你将与	USCIS	官员会面并回答有关你的	
N-400	表格的问题。

	; 如果你想申请英语和公民测试要求的医疗例外，请
提交表格	N-648残疾例外医疗证明，如果你在提交
表格	N-400	时没有提交。

	; 除非你获得豁免，否则你将参加英语和公民考试。
有关豁免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N-400	表格，入籍申
请说明或	uscis.gov/citizenship/exceptions-and-
accommodations。访问	uscis.gov/citizenship	以
获取备考学习材料。

	; 在某些情况下，USCIS	官员将无法在你入籍面谈
当天就你的	N-400	表格做出决定。在这些情况
下，USCIS	官员将继续你的案件。这可能包括要求
你提供额外证据或要求进行第二次面谈。

	; USCIS	将在你面谈后向你提供面谈结果通知。

有关继续申请的更多信息，请前往步骤6A。

如果你的申请仍在继续进行中 -  
前往步骤6A。

如果你的申请收到最终决定 -  
前往第步骤7。

https://www.uscis.gov/citizenship/exceptions-and-accommodations
https://www.uscis.gov/citizenship/exceptions-and-accommodations
https://www.uscis.gov/citizenship


前往步骤 7

申请继续
以下是申请继续的最常见原因：	

•	 USCIS	官員確定你需要提供額外的文件或證
據。	USCIS	可能會通過向你提供	N-14	表格、額
外信息請求、文件或表格來要求你提交額外文
件。	你將需要提供要求的其他文件以繼續入籍
過程。

•	 你沒有通過英語或公民考試，或兩者。	USCIS	
將安排你在第一次面談後的	60	到	90	天內再
次面談。	USCIS	只會對你未通過的部分（英
語或公民）進行重新測試。	如果你未通過測
試，USCIS	將拒絕你的	N-400	表格。

步骤6A



步骤7

收到 USCIS 对你的 N-400 入籍
申请表格的决定。
你将收到书面通知。

•	 已批准—如果记录在案的证据证明你有资格入
籍，USCIS	可能会批准你的	N-400申请	表格。

•	 拒绝—如果记录在案的证据表明你不符合入籍资
格，USCIS	将拒绝你的	N-400	申请表格。

如果你的申请获得批准- 
前往步骤 8

如果你的申请被拒绝- 
前往步骤 7A



申请被拒绝
Y你将收到来自	USCIS	的通知，说明你的	N-400	表格申
请被拒绝的原因。如果你认为	USCIS	错误地拒绝了你
的	N-400	表格申请，你可以要求举行听证会以对该决定
提出上诉。

怎么做:
你收到的拒绝通知将包含有关如何通过提交	N-336	表
格对	USCIS	决定提出上诉的说明，请求就入籍程序中的
决定进行听证。访问	uscis.gov/n-336	了解更多信息。
你必须在	N-400	表格决定日期后的	30	天内提交	N-336	
表格并支付适当的费用。如果未在允许的时间内提出听
证请求，则拒绝决定为最终决定。

步骤7A

https://www.uscis.gov/n-336


步骤8

收到宣誓效忠的通知。

期待什么：
USCIS	将向你邮寄一份通知，其中包含你预定的宣誓仪
式的日期、时间和地点。在某些有限的情况下，你可以在
面试的同一天参加宣誓仪式。如果你无法在	USCIS	安
排的当天参加宣誓仪式，请按照	N-445	入籍宣誓仪式通
知中的说明通知你当地的	USCIS	办公室并要求	USCIS	
重新安排你的时间。

前往步骤 9



步骤9

宣誓效忠美国。
在入籍仪式上宣誓效忠之前，你不是美国公民。宣誓由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在行政仪式上进行，或由法官在
司法仪式上进行。法院拥有在某些	USCIS	地区举行仪
式的专属权力。	

宣誓效忠后，你会收到入籍证书。	

怎么做:
	; 填写问卷调查表N-445《入籍宣誓仪式通知》。

	; 报到参加宣誓仪式。

	; 向USCIS报到

	; USCIS官员将审查你对N-445表格的答复。

	; 交出你的永久居民卡。

	; 宣读效忠誓言，成为美国公民。

	; 领取你的入籍证书，并在离开仪式现场前审查该证
书。届时请通知USCIS	对你的证书的任何更正。

前往步骤10



步骤10

在下一个面板上继续

了解美国公民身份。
公民身份是连接所有美国人的共同点。下面列出了所有
公民-包括出生和选择的美国人-应该行使、尊重和尊重
的一些最重要的权利和责任。其中一些权利和责任也适
用于美国的非公民。虽然其中一些责任是法律要求每个
公民承担的，但所有这些责任对于确保我们国家和民主
的持续活力都很重要。

权利	

•	 表达自己的自由。

•	 随心所欲地敬拜。

•	 获得陪审团迅速、公正审判的权利。

•	 在公职人员选举中的投票权。

•	 申请需要美国公民身份的联邦工作的权利。

•	 竞选公职的权利。



步骤	10	，从上一个面板继续

责任

•	 支持和捍卫美国宪法。

•	 保持对影响你的社区的问题的了解。

•	 参与民主进程。

•	 尊重并遵守联邦、州和地方法律。

•	 尊重他人的权利、信仰和意见。

•	 参与你的当地社区。

•	 诚实地按时向联邦、州和地方当局缴纳所得税和其
他税。

•	 应邀担任陪审团成员。

•	 根据需要为国家服务。



有用的资源
申请美国公民身份的决定由每个人自己决定。	USCIS
有各种教育资源来帮助你准备。你可以找到关于资格和
测试、申请过程和学习材料的信息。你还可以了解更多
关于公民权和责任的信息，并找到你所在地区的免费
USCIS信息会议。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是监督合法移民美国的
政府机构。	
uscis.gov

USCIS的公民资源中心为学习者和申请人提供一站式资
源以查找公民身份准备材料。	
uscis.gov/citizenship

USCIS定期为公众举办免费的信息会议。这些会议涉及的
主题包括入籍资格要求、入籍程序和入籍考试。	
uscis.gov/citizenshipsessions

N-400入籍申请表是你用来申请美国公民身份的表格。	
uscis.gov/n-400

如果你认为你已经是美国公民，请确定你是否有资格提
交N-600表格，即《公民身份证书申请表》或N-600K表
格，即《公民身份和证书发放申请表》。	
uscis.gov/n-600	
uscis.gov/n-600k

如需向USCIS更新你的地址，请提交AR-11表格更改地
址。	
uscis.gov/addresschange

查找法律援助信息。	
uscis.gov/citizenship/apply-for-citizenship/find-
help-in-your-community

www.uscis.gov
www.uscis.gov/citizenship
www.uscis.gov/citizenshipsessions
http://www.uscis.gov/n-400
www.uscis.gov/n-600
www.uscis.gov/n-600k
www.uscis.gov/addresschange
http://uscis.gov/citizenship/apply-for-citizenship/find-help-in-your-community
http://uscis.gov/citizenship/apply-for-citizenship/find-help-in-your-commu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