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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口语 100英语听说考试校园版是口语 100推出的面向校园机房的英语听说考试系统，通

过在网站端安排考试、机房参加考试和网站端打分发布完成一次完整的考试。该系统操作简

单，适用范围广泛，是对英语听说练习和考试的一场革命。 

该系统包含以下内容： 

 网站端：通过浏览器访问，包含安排考试，打分和发布等功能 

 监考机：安装程序，安装在监考机电脑上 

 考试机：安装程序，安装在机房考试机电脑上 

 上传下载工具：安装程序，安装在有互联网连接的电脑上 

一次完整的考试流程及角色如下图： 

 

以下将详细说明各系统功能及使用说明。 

二、网站端安排考试、打分及发布 

2.1 安排考试 

安排考试需要在各学校的口语 100网站下进行，以下将以南京金陵汇文学校为例，说明

安排考试的过程。 

从学校首页，用考试安排老师账号登陆系统，在学习管理听说模考线下模考中，即

可安排考试，入口如下图： 



 
进入线下模考后，选择安排考试，即可填写考试信息，需要填写的内容见下图： 

 

点击“安排考试”，弹出如下提示，再次确认后，考试安排成功。 

 

考试安排成功后，可以在考试列表中查询到已安排的考试信息，并可以在浏览器端下载

考务和学生信息以及试卷包。查询已安排考试的界面如下图： 



 

2.2 上传打分 

2.2.1 自动打分 

老师将学生的答卷上传至网站端后，网站端将对答卷自动打分，打分完成后，成绩会自

动在网站端发布。如下图： 

 
 

 



2.2.2 教师阅卷 

在网站端自动打分结束后，安排考试时指定的阅卷老师开始教师阅卷，阅卷通知如下图： 

 

老师阅卷页面如下： 

 

在当前页面，点击“打分”，即可对当前学生完成阅卷和打分。如下图： 



 

 

2.3 查看成绩 

2.3.1 老师查看成绩 

在自动打分和教师打分都完成后，会在网站端公布最终的成绩，老师查看成绩页面在“考

试详情”中，选择要查看考试的名称，即可查看该考试所有参加考试的考生的成绩。如下图： 

 



2.3.2 学生查看成绩 

学生查看成绩的入口在个人空间-->我的考试中，如下图： 

 

三、上传下载工具 

上传下载工具（以下简称“工具”）汇总了考试过程中的下载和上传的过程，监考老师

可以通过工具下载考务和学生信息以及试卷包，在考试结束后，也可以通过工具上传本次考

试的学生答卷包。 

上传下载工具以安装包形式发布，安装完成后，双击打开。 

上传下载工具在任务管理器中的进程名为：DownloadTools.exe 

注：软件安装时，如果杀毒软件或其他安全软件有提示，请一定选择允许操作和放行，

否则会造成软件不能启动和功能不正常。 

 



3.1 登录 

工具的账号与网站端是一致的，登录界面如下图： 

 

3.2 下载 

老师登录成功后，即可在已安排考试列表中看到在网站端安排的考试，点击“下载”，

即可将文件添加至下载任务中。下载界面如下图： 



 

注：在上传下载工具提供下载本学校全校名单和上传自由练习结果功能，用于自由练习。 

下载成功后，点击“打开文件夹”，可以直接定位已下载文件所在的位置。 

 

3.3 上传 

考试结束后，监考老师可以将考试结果通过工具上传至口语 100的服务器进行打分。上



传界面如下图： 

 

点击“上传”，选择考试答卷的位置，选定之后，工具会自动上传本次考试的答卷。 

四、考试机 

4.1 安装与卸载 

4.1.1 安装 

在 Windows资源管理器中找到考试机安装程序，双击开始安装。安装过程如下图： 



 
点击“下一步”，并选择同意用户使用协议至程序安装完成。安装完成如下图： 

 

安装完成后的目录如下图： 

 

4.1.2 卸载 

在安装目录下，双击“unins000.exe”即可弹出考试机卸载程序，如下图： 



 

4.2 启动 

4.2.1 启动前准备 

 硬件环境： 

1. 稳定的局域网连接 

2. PC机（WindowsXP 及以上操作系统） 

3. 最低配置 

硬盘容量：300M 

屏幕分辨率：不低于 1366*768 

CPU：双核 

 软件环境： 

因系统中的防火墙和安全软件可能会对考试机与监考机之间数据传输造成影响，所

以建议考试机运行环境要求操作系统关闭防火墙和安全软件。 

在安装目录下，双击 TEST_CLIENT.exe启动考试机程序，程序会自动检测系统中的

防火墙设置和安全软件，若未完全关闭，会弹出如下图示的提示窗口： 

 

学生在启动考试机程序时，需按照提示关闭防火墙或安全软件。在防火墙和安全软



件都关闭之后，即可正常启动考试机了。 

4.2.2 正常启动 

同一个局域网下可以运行多个监考机，同一台电脑只能运行一个考试机程序。 

考试机正常启动页面如下图： 

 
在第一次启动考试机时，需要设置考机号。考机号设置与机房环境有关，考机号一般与

座位号相同，最大值不超过机房电脑总数。 

在设置考机号的输入框中，输入数字，点击保存，即可。 

考机号设置完毕后，考试机进入搜索监考机界面。 

4.3 搜索监考机 

搜索监考机界面如下图： 



 
学生在“监考机列表”中可以看到在当前局域网下已开启的所有监考机，双击监考机名

称或者单击选择监考机再点击“连接”均可连接到监考机。 

连接到监考机后，考试机需等待监考机允许登录。等待界面如下图： 

 
在搜索监考机界面，学生还可以做其他事情： 

 查看网络连接状态——屏幕左下角文字说明网络连接状态 

 退出考试机——点击屏幕右下角“退出”按钮 

 修改考试机编号——在考机号对应的文本框中修改考试机编号即可 

4.4 登陆 

在监考机允许登录后，在考试机端弹出登录界面，学生需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监考机。

用户名和密码与各学校口语 100网站的用户名和密码一致。 

登录界面如下图： 



 
学生填写用户名和密码后，点击登录，若用户名和密码正确，则登录成功。 

在登录时，学生可能遇到以下问题： 

 用户名或密码错误——学生填写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即可。 

 考机号重复——监考老师需协调考机号重复的两台机器，修改其中一台为另一个考

机号。 

4.5 获取试卷/录放音测试 

考生登录成功后，会从监考机端获取试卷（试卷获取速度比较快）。试卷获取成功后，

进入录放音测试界面，界面如下： 

 
此时点击“开始测试”，系统会播放一段提示语音，考试按照语音提示，测试录音和放

音设备，测试完毕后，考生需要根据刚才的测试，选择测试结果。测试结果选择界面如下图： 



 
在当前页面，点击“重新测试设备”，系统会提示再次做录放音测试；点击“测试好了”，

进入准备界面，等待监考机发送“开始考试”命令。等待界面如下： 

 

4.6 考试过程 

考试机在接收到监考机发送的“开始考试”命令后，进入考试界面。在考试界面，系统

会根据听力或听说的语音提示，自动加载题目，并且对当前正在播放的题目有明显的指示。 

考试过程界面如下图（因试卷不同，考试界面可能不同）： 



 
考生在考试过程中，需要根据试卷中不同的题型作答，例如选择题选择答案，录音题按

照提示录音等。 

在考试界面，考生可以看到试卷的结束倒计时，方便考生合理安排时间。考试结束后，

等待监考机发送“结束考试”命令，并上传答卷。 

4.7 考试结束 

在考试机接收到监考机发送的“考试结束”命令后，考试机端停止考试，等待上传答卷，

答卷上传成功后，考试结束。 

答卷上传界面如下图： 

 



五、监考机 

5.1 安装与卸载 

5.1.1 安装 

考试机安装的电脑配置应不低于以下配置： 

 硬盘容量：100M 

 分辨率：不低于 1366*768 

 CPU：双核 

在 Windows资源管理器中找到监考机安装程序，双击开始安装。安装过程如下图： 

 

点击“下一步”，并选择安装位置。安装完成如下图： 

 

安装完成后的目录如下图： 



 

5.1.2 卸载 

在安装目录下，双击“unins000.exe”即可弹出考试机卸载程序，如下图： 

 

5.2 启动 

在安装目录下，双击 EXAM_SYS_MONITOR.exe，启动监考机。第一次启动监考机界面如

下图，用户需填写考场名称和可连接考试机最大数量： 



 

点击“确定”，进入监考机主界面。界面如下： 

 

监考老师通过监考机程序，可以完成以下操作： 

 导入考务和学生信息 

 导入试卷 

 设定分发规则 

 允许考生登录 

 开始考试 

 结束考试 

 导入学生答卷 

 存档 



 退出本场考试 

 设置 

以下将详细说明这几个功能。 

5.3 导入考务、学生和试卷 

5.3.1 导入 

在安排考试成功后，网站端会针对已安排的考试，生成两个压缩包，分别是考务与学生

信息、试卷包。监考老师在打开监考机后，需要分别导入这 两个压缩包。 

点击主界面上方对应的按钮，即可弹出相应的对话框。界面如下图： 

 

点击“浏览”，选择对应的文件（.zip格式），监考机面板的下方会有导入的状态。全

部导入成功后，界面如下图： 



 

5.3.2 查看 

在学生名单和试卷包都导入监考机后，可以选择查看学生名单和查看试卷，页面分别如

下图： 

 

 



 

5.4 设置分发规则 

导入考务和学生信息以及试卷包成功之后，需要设定分发规则，点击主界面上方按钮，

弹出如下界面： 

 

监考老师需要选择试卷，并设定分发规则，其中，“统一分发”是对所有连接到监考机

的考试机发同一份试卷，此时要求试卷只选择一套；“AB”分发是按照考试机的考机号，做

AB卷分发，此时要求试卷有且仅有两套。 

分发规则选定后，点击“确定”，就可以允许考生登录了。 



5.5 允许登录 

“允许登录”是监考机发送给考试机的登录命令。点击“允许登录”，在考试机端即可

接收到该命令，并切换至登录界面。 

监考机允许登录之后，考试机端可以通过用户名和密码登录至监考机。此时，在监考机

端可以看到考生登录和连接的状态。考生状态界面如下： 

 

5.6 开始考试 

“开始考试”是监考机发送给考试机的考试命令。点击“开始考试”，在考试机端即可

接收到该命令，并切换至考试界面。 

在监考机发送“开始考试”命令之前，监考老师需要仔细查看已连接的考试机状态，一

般在所有考试机状态都是“准备完毕”的情况下，才可以开始考试。开始考试之后，监考机

端可以看到考生考试的连接状态、做题进度等。如下图： 



 

考虑到机房中可能存在的录音设备问题等，在监考机选择“开始考试”时，需要所有已

连接的考试机录放音测试均正常，即只有在监考机端看到所有的考生状态都是准备完毕，才

可以开始考试，提示窗口如下图： 

 
 

点击“确定”，回到监考机页面，等待考生准备完毕。 

5.7 考试过程 

监考机点击“开始考试”后，进入考试过程。 

在考试过程中，监考机可以查看每个考试机的连接状态和做题进度等。考机状态界面如

下图： 



 

在考试过程中，监考老师可以针对某个考试机，设置该考机学生的考试状态，包含正常、

故障和作弊。设置的考试状态在考试结束后，将跟学生答卷一起上传至网站端。设置考试状

态界面如下图： 

5.8 考试结束 

“考试结束”是监考机发送给考试机的命令，考试机接收到考试结束命令后，会打包学

生在考试机端的答卷，并上传至监考机。同时，在监考机端可以看到考试机上传答卷的状态，

如下图： 

 



5.9 答卷导入 

答卷导入功能针对以下场景： 

 考试机正常考试结束，但上传试卷失败 

 考试机通过 U盘导出答卷 

在上述场景下，在监考机端点击“答卷导入”，选择未上传成功的考生答卷，点击“确

定”，即可将该考生的答卷导入到监考机。导入界面如下图： 

 

5.10 存档 

在所有考试机的答卷都上传至监考机后，监考老师需要点击“存档”，对本次考试的答

卷打包保存。存档成功后，点击“打开文件夹”，打开答卷保存的目录。界面如下： 



 

5.11 锁定 

在监考老师需要暂离考场时，可以选择锁定监考机。 

点击“锁定”，弹出如下界面： 

 

监考老师需要输入锁定密码，该密码在解锁时需要输入解锁。 



5.12 退出本场考试 

退出本场考试按钮是对监考机的初始化操作。 

点击“退出本场考试”，监考机会清空考试前导入的考务和学生信息以及试卷包，以备

下场考试开始。 

5.13 设置和关于 

5.13.1 设置 

在设置界面，监考老师可以设置以下内容： 

 存盘目录：需选择系统下有效的目录 

 考场名称：监考老师可以自由设置本考场的名称 

 最大连机数：数字，一般不超过 100，尽量与机房机器数一致 

 设置界面如下图： 

 

 

5.13.2 关于 

关于界面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版本号 

 版权信息 

界面如下图： 



 

 

附录： 

附 1：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1.网站端安排考试，已经填写考试名称、答卷要求和阅卷要求了，但是提示“不能为空”？ 

 在该提示下，请检查以上提到的三个文本框中，是否包含空格，删除空格后，再安

排考试即可 

2.考试机打开后，不能搜索到监考机？ 

 请在考试机端关闭防火墙后，再次打开考试机，即可 

3.录放音测试一直提示“声音太小”或“噪音太大”，导致录放音不能通过？ 

 请调整耳机和麦克风的位置，按照提示佩戴后，以适中的语速和音量朗读文本 

4.考试过程中，想要修改之前题目的答案怎么办？ 

 暂不支持该功能，敬请期待后续版本。 

5.考试结束后，上传答卷失败怎么办？ 

 考生可以选择“再次上传”，或者由监考老师通过“导出答卷”功能，将学生答卷

导入 U盘中，再在监考机端用“答卷导入”功能导入学生答卷。 

6.上传学生答卷后，没有在网站端看到成绩怎么办？ 

 网站端打分服务是定时的，一般上传答卷后，半小时左右即可看到考生的得分。 

 

另有其他问题欢迎致电口语 100客服热线：400-016-00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