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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前

1. 考试需要安装软件吗？可以手机答题吗？

易考为在线考试系统，无需下载安装，答题界面兼容电脑和手机，只要有浏览器和网络，随

时随地组考、作答。

2. 请问易考的考试数据是否安全？有没有泄露、丢失的风险?

用户数据安全是易考的头等大事，易考实行“产品公有，数据私有”——产品通过云端实

现公有，业务数据独立封装，这样既保证了数据的安全性，又使得迭代与更新都能自动完成。

除此之外，易考更采取了数据加密传输、跨站脚本攻击防御、内外网访问数据隔离、7*24

数据库备份（差异备份、完全备份）、数据监控、安全监控、安全事件应对演练、API key

等安全方案，以及专业的安全团队和高效的安全工具，严密守护您的数据安全。

如果您还不放心，建议每次考试结束后，自行导出明细做好存档，让您的数据更多一重保障。

3. 易考防作弊功能有哪些呢？

易考的防作弊举措有：

①设置抽题模板，动态组卷，一考多卷；

②锁定考试——记录考生离开考试页面的次数，超过超过设定次数自动交卷；



③限定考试——允许登录的 IP 地址，考生只有在指定的网络环境下才可以参加考试，防止

考场外人员替考的情况；

④视频监控——实时监控考生考试，并随机抓拍考生照片；

⑤人脸验证——验证登录人和提供的照片是否一致；

⑥客户端考试——选择客户端考试模式，考生打开客户端登录考试后会自动锁屏，在考试

完成前，考生做不了任何其他操作；



⑦试题及选项乱序——同一份卷子不同考生考题顺序和选项顺序均不一致，防止考生互通

答。

点此了解更多 http://docs.eztest.org/config.html#id4

4. 易考支持的考试题型有哪些？

易考支持：判断、单选、多选、填空、简答、复合（复合题内可设题型有：判断、单选、多

选、简答）、录音、拖拽、完形填空等多种常见题型，还有程序题、速录题等独家题型。

点此了解更多 http://docs.eztest.org/items.html#id3

5. 我们的题目非常多，录入题目有没有便捷的方式？

有的，除了手工编辑录入，易考可以在线批量导入试题，而且还可以精准识别正确答案、分

数、难度、插图，上百题目分分钟搞定。

点此了解更多 http://docs.eztest.org/pool.html#word

6. 可以加入 logo 图、域名等品牌元素吗？

易考考量到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推出了品牌套餐，包含个性域名定制、考试外观定制、报名

外观定制、实名认证，“小”投入彰显“大”品牌。需购买考量后才可购买品牌定制。

7. 我们要组织上千人的考试，易考能支持吗?

完全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承受 10 万人同时在线的考试，已经服务过银联、万科、联想等多

个客户上万人同时在线的考试。

免费版本支持上限 30 人同时在线的考试，如对同时在线人数有更高要求，请联系易考商务



咨询。

8. 可以锁定考生人群吗？只有我的学员可以参加，或经过审核的才能参加？

有三种办法锁定考生人群：

①通过准考证号登录考试

不勾选“考试设置”中的“即报即考”，没有准考证号的人就不能参加考试。对于要参加考

试的考生，先通过“添加考生”功能提前录入考生信息，生成唯一的准考证号发送给考生，

考生通过各自的准考证号登录考试。

点此了解更多 http://docs.eztest.org/exam.html#id10

②先报名再考试

创建一个报名，关联考试，在报名编辑页勾选“考生报名后需要审核”，这样只有报名并审

核通过的考生才能参加考试。

点此了解更多 http://docs.eztest.org/enroll.html#id2

③限定考试环境

在考试配置中勾选“限定登录位置”，通过设置考试允许登录的 IP 地址，使考生只有在指

定的网络环境下才可以参加考试，防止考场外人员替考的情况。



9. 易考能做公开的考试吗？例如培训后的意见收集，不需要注册或登录，直接

匿名填写。

可以，在考试设置中勾选“即报即考”，在“信息采集”中全不勾选（也可以自行定义需要

采集的考生信息），请考生点击“立即注册”，无需填写任何信息，就可以直接作答了。

点此了解更多 http://docs.eztest.org/config.html#id3



10. 试卷怎么下载？/试卷是否可以导出到本地？

试卷导出功能仅对付费用户开放，另外建议您可以自行下载一个虚拟打印机（推荐 Doro

PDF Writer），在试卷页面单击右键，选择“打印”，将目标打印机设置设置为虚拟打印

机 Doro PDF Writer，点击“打印”即可下载试卷的 PDF 版本，如需要 Word 版本，可以

用转换软件将 PDF 转成 Word。

11. 为避免考生互传答案，考生考题需要不同，怎么设置？

有两种办法可以实现：

①创建一份试卷，在“试卷-单元编辑”选择“题目乱序”和“选项乱序”，每个考生考卷

的试题、选项顺序都不一样，杜绝传答案问题。

②如果你希望试题内容也不完全一致，可以使用“组卷”功能，先创建一个题库，再创建一

个组卷模板，设置好抽题规则，考生考试时，系统会按规则在题库里随机抽题，每个考生的

试卷都不相同。

http://bbs.101test.com/t/topic/1898


点此了解更多 http://docs.eztest.org/template.html

12. 考生在线答题时，怎么能防止他打开别的网页查找答案？

有两种办法：

①限制跳出次数

网页答题切换画面会有记录，您可以设置切换几次就自动交卷。在考试配置里勾选“锁定考

试”，限制考生离开考试界面次数，一旦超过规定次数便会终止考试自动交卷

点此了解更多 http://docs.eztest.org/config.html#id10

②客户端考试

在考试配置里勾选“客户端考试”，客户端考试会自动锁屏，在考试完成前，考生做不了任

何其他操作。



勾选客户端考试之后，考试详情会有“考试口令”，用于登录考试和下载客户端：

点此了解更多 http://docs.eztest.org/config.html#id11

13. 报名创建了相关考试，但考生端仍没显示考试入口，这是为什么呢？

考生报名并审核通过后，您还需要编排考生和发布考试。创建考试后，您需要将考生自动或

手动编入考试：

自动编入-点击“科目管理”下方的“自动编排-设置”，选择需要关联场次的考试，勾选下

方选框，保存即可。考生的报名界面会自动出现考试按钮，点击即可参加考试。



手动编排-点击“考试管理”中的考试，在已创建的考试中选择“从报名导入考生”，然后

勾选考生点击“编入考试”。



编排完考生后，点击“发布成绩”，考生即可在报名详情页看到考试入口进行考试。

点此了解更多 http://docs.eztest.org/config.html#id11

14. 试题的各个选项是否可以单独设置分数？

可以。除常规得分外，多选题可设置少选得分，选项单独计分；单选题可设置选项单独计分。

少选得分：只选部分正确选项，仍可得分，且得分为固定分值，例如，如果标准答案为 ABC，

则考生只选 A 或 AB 的得分相同。

选项单独计分：每个选项可单独设置分值，正负值均可。

点此了解更多 http://docs.eztest.org/items.html#id9



15. 编辑试题和考生作答时，怎样录入复杂的数学公式或者化学式？

编辑试题时有两种办法录入：

①点击“题干/选项”的“高级编辑”，使用“特殊符号”或“源代码”编辑公式和化学式

②将公式制作成图片插入

点此了解更多 http://docs.eztest.org/form.html#id8

考生作答时，有一种办法录入：

简答题支持考生答题时使用画板答题。



点此了解更多 http://docs.eztest.org/items.html#id27

16. 一次考试可以同时考两份试卷吗？

可以的。有两种办法：

① 您可以新建一份试卷，将原来的两份试卷以单元形式导入到新试卷即可。



②新建一个题库，将两份试卷的试题导入到同一个题库；再新建一份试卷，点击下方按钮“从

题库导入试题”，在题库里勾选所需要的试题，点击右下角“添加到试卷”即可。



17. 考生忘记准考证号怎么办？

考生找回准考证的唯一办法就是联系考官在考生列表找回。

但可以通过提前发送准考证通知和创建好记的准考证号来防止考生忘记准考证号：

①发送准考证号通知

免费版用户在添加考生后，可统一发送邮件，通知考生准考证号。

付费版用户还可以发送短信通知考生准考证号，如果是即报即考的考试，付费用户的考生注

册后会自动收到准考证号和考试地址的通知短信。



②创建好记的准号证号

系统默认的准考证号是随机生成的，不容易记忆，考官可通过“自定义准考证号”，为考生

安排好记的准考证，可以单个添加，也可以批量添加：

单个添加

批量添加

点击“添加考生”页面右侧的批量导入考生，下载 Excel 模板；

添加一行“准考证号”并填写考生准考证号，编辑完成上传名单即可。

点此了解更多 http://docs.eztest.org/exam.html#id14



18. 题库中的标签有什么用途？跟分类有什么区别？

分类是唯一的，互斥的，一道试题只能隶属于一种分类——例如“第一章第二节”，但是

可以对应多个标签——例如“地理、环保、工具”，分类和标签配合，可以帮助您更快找

到搜索目标；

也可以在组卷设置“抽题规则”时，帮您更精准的定义抽题范围。

19. 题库、试卷可容纳的试题数量有限制吗？

无论是免费版用户还是付费版用户，易考对试题数量均没有限制。

20. 批量导入试题支持图片导入吗？

支持的，请您按照试题样例制作试题，通过添加[图片]标签导入图片，图片由于大小格式等



问题容易出错，建议导入后在题库中进行排查。批量导入制题仅支持试题样例中示范的题型，

其他题型需要手工在题库管理中创建试题。

21. 在报名时已经采集个人信息了，考试时是否可以不采集考生个人信息？

可以的，如果考生报名的时候填写了信息，可以在考试“信息采集”设置是否要展示给考生

看，不勾选“允许编辑”，考试时考生就无需再次填写，不勾选“考生可见”，考生就无需

确认。



22. 邮件内容、短信内容在哪里定制呢？

邮件、短信内容不支持单独定制，如有需求可在购买套餐后联系我们的客服。

23. 收费版和免费版的区别是？

主要为考量和功能的区别。

数量区别：免费和付费版在总考生人次、同时在线考试人数、子账户数上有所不同。免费版

考生人次上限为 1000 人，同时在线人数上限为 100 人；付费版有适用于“考试不多，考

量灵活”用户的轻考套餐，“考试频繁，考量大”用户的畅考套餐，以及“一次性考试”的

考量套餐。灵活的付费方式，确保您不为用不到的功能和数量买单。

功能区别：免费版拥有试卷、考试、报名、题库、组卷管理等 56 项常用功能；付费版在此

基础上，拥有视频监控、人脸识别、短信通知、实名认证和个性外观设置的功能，还可按需

求增加 API 接口、二级域名、付费报名、语音自动评价、邮件定制、短信定制、运营服务、

编程测试、操作系统和各类办公软件的模拟试题定制、个性心理测评和题库定制等功能、服

务。

24. 如何成为易考的付费用户？

咨询电话：400-620-5555(工作日 9:00-17:00)。

考试中

25. 考试地址已经发送给考生，但发现试题内容错误，重新编辑试卷后，考试地

址会发生变化吗？

不会的，除非您删除该场考试，否则不论您修改考试设置、试卷还是时间，这场考试地址都



不会变。

26. 考试进行中，发现有道试题内容错误，重新编辑试卷后，考生的试卷会同步

更新吗？

分两种情况，请注意区分：

· 1.已经开考的考生试卷不会更新；

· 2.未开考的考生登录时会使用新试卷。

已经开考的考生相当于已经领走了自己的试卷，后面的修改已经与他无关了。因此，如果想

修改试卷，要在考生登录考试之前修改才有效。

27. 考试进行中，发现答题时间不够，统一延长试卷时长，正在答题的考生会生

效吗？

不会生效。考试进行中，对考试的所有修改（时间、试卷、配置），只对后续登录考试的考

生有效。

28. 考生考试过程中断网了，恢复网络后，想给他延长考试时间怎么操作？

不论是断电、断网，考生重新登录时，之前的作答结果都不会丢失，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作

答，如果想延长时间，可以进行“补时”——进入该考生的考生详情页，进入“查看答卷”，

点击“补时”即可。

http://bbs.101test.com/t/topic/1916
http://bbs.101test.com/t/topic/1916


点此了解更多 http://docs.eztest.org/exam.html#id21

29. 设置了“不满意重做”，为什么考生重新登陆时提示不能再次使用该账号考

试了？

由于重新答题可能会覆盖考生之前的作答，为避免误操作导致作答丢失，重复答题的入口在

“查看成绩”页面。

首先，点击下方的“查看成绩 -点击进入”，

然后，输入准考证号



在成绩页面点击上方的“重新答题”即可。

30. 考试时已经开了摄像头，但系统仍提示打开摄像头怎么办？

为了保护用户隐私，大多数浏览器都默认关闭了摄像头，需要用户手动打开，简单两步即可

打开摄像头：

http://bbs.101test.com/t/topic/1896


①打开考试页面，点击网址前的“锁”标志，并点击弹框中的“网站设置”

②在设置页面，设置摄像头为“允许”即可

考试后

31. 考试报告不能满足我的统计需求，可以下载考试数据，自行统计吗？

可以的，您可以在考试结束后点击“导出明细”，一键导出包含所有考试数据的 Excel 表单，

按您的需要进行统计。



32. 参考人数较多，可否将考生答卷分配给多个阅卷专家进行判分？

可以的，新建考试时在考试配置页面勾选“人工判分”的配置项（如考卷中有主观题，系统

会默认勾选）。

考试场次完成后，在考试详情页点击“导出明细”图标。不勾选任何考生即为导出所有考生

的明细。

导出成功后，点击下载按钮，即可下载 excel 版明细。

导出的 excel 表格中会有判分链接，可以自行拆分 excel 表格内容发送给不同的阅卷专家，

阅卷专家点击判分链接，即可进入判分页面进行判分。



33. 交卷后考生怎样查分呢？

查分：考官要在考试配置中勾选“查看成绩”，否则考生是查询不到成绩的。

考生打开考试地址，右下角有“查看成绩”入口，输入准号证号和姓名，即可查看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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