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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准备工作

1、设备要求

 主摄像设备：

（1）操作系统：Windows 7（含，但不推荐 windows8）以上，

或 MacOs；

（2）内存：4G（含）以上（可用内存至少 2G 以上）；

（3）网络：确保可连接互联网且网络稳定，尽量使用有线连接，

推荐 20Mbps以上；

（4）摄像头：笔记本电脑自带摄像头；

（5）麦克风：笔记本电脑自带麦克风。

 辅摄像设备：一台手机或平板。

2、软件要求

 电脑终端安装谷歌浏览器，没有的请到谷歌浏览器官网

https://www.google.cn/chrome/下载；安卓移动终端可安装“太

亚云考试”APP 客户端。苹果移动端手机打开“太亚云考试”小

程序。

3、网络要求

需要 20Mbps，若网络不稳定，请主摄像设备与辅摄像设备使用

不同网络。不推荐使用如学校、餐厅、酒店等公共网络，防止网

络拦截或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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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境要求

 封闭安静的房间，房间内照明条件良好，主摄像设备不逆光

 考生必须现场独立参加面试，严禁与其他无关人员接触

 主摄像设备置于考生正前方，摄像头正对考生，能清晰拍摄

考生面试期间正面视频及后方场景，清晰录制考生面试期间

音频

 辅摄像设备，固定在考生侧后方 1.5 米处，与水平线大约呈

45 度夹角斜向下拍摄，能清晰拍摄到电脑的屏幕画面、桌面、

考生及周边环境

（1）环境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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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意事项

 主摄像设备（电脑）须紧靠墙角摆放，考生周边不得出现书

籍、纸张、与考试无关的电子设备等物品，如因考生不按照

要求操作，导致考官在评判时认定有作弊行为，责任由考生

自负。

 辅（手机）摄像设备面试全程调为静音状态。

 电力充足：主、辅摄像设备须确保电力充足，避免停电、断

电对考试造成影响。

 保持亮屏与呼入限制：主、辅设备要关闭定时息屏功能，笔

记电脑关闭休眠、屏保，考试期间保持无通讯呼入（无通讯

呼入方式小提醒：呼叫转移、手机管家来电拦截、退出微信

等通讯软件登录等方式，建议考生根据各自移动终端实际情

况采取措施）。

 退出所有与考试无关软件或程序，如 360 卫士、腾讯电脑管

家、联想电脑管家等杀毒软件、屏幕监控工具、直播协助工

具，避免设备占用冲突。

 确保房间宽带或无线网络畅通，用于监控的手机网络信号强，

面试期间不间断，面试视频顺利上传。为确保设备终端正常

在线，建议笔记本电脑及移动终端使用不同上网方式。

二、自测流程

1、登录

 打开谷歌浏览器进去打开电脑谷歌浏览器，登入网址

https://ms.gd-pa.cn，并选择对应批次，点击“进入考试”

按钮，跳转至登录页面。

（2）批次选择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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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转至登录页面

A.系统会先行调用摄像头与麦克风测试，请允许设备使用。

B.选择对应方式：安卓手机请扫描左下方二维码下载考试专用

APP，苹果手机可使用微信扫描小程序码使用。

温馨提示：推荐使用安卓系统手机下载考试专用 APP—太亚云考

试 APP。

C.输入报名时填写的手机号，选择考生身份，输入登录客户端“验

证码”后，点击“获取验证码”，待获取验证码后输入手机验证

码，即可登录。

（3）登录页面

2、阅读须知

进入系统后阅读考试须知

（4）考试须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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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签到抽签

阅读考试须知并确认后即可进行签到，系统自动滚动抽签

（5）签到并抽签

4、App 扫码

进入系统页面后使用“太亚云考试 APP”进行扫码打开侧面摄像

（7）二维码扫描方式

5、设备调试

 考生手机或平板扫码后：左下角分别看到正面摄像头与全景

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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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正辅摄像头显示位置

 点击页面上方的“测试开始”按钮按照提示进行测试

（9）测试开始

 测试完成后可以查看录像：

（10）查看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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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完录像后，请按照实际情况点击“视频正常”或“视频

异常”按钮

（11）回放录像界面

6、环境调试

 扫码完成后即可按照示例图进行设备位置调试，设备如下摆

放即可。

 主摄像设备置于考生正前方，摄像头正对考生，能清晰拍摄

考生面试期间正面视频及后方场景，清晰录制考生面试期间

音频。

 辅摄像设备，固定在考生侧后方 1.5 米处，与水平线大约呈

45 度夹角斜向下拍摄，能清晰拍摄到电脑的屏幕画面、桌面、

考生及周边环境。

 可根据电脑左下角的两个摄像头对照，进行位置和环境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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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摄像头调整模板

三、模拟和正式流程

1、登录

 打开谷歌浏览器进去打开电脑谷歌浏览器，登入网址

https://ms.gd-pa.cn，并选择对应批次，点击“进入考试”

按钮，跳转至登录页面。

（13）批次选择页面

 跳转至登录页面

A.系统会先行调用摄像头与麦克风测试，请允许设备使用。

B.选择对应方式：安卓手机请扫描左下方二维码下载考试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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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苹果手机可使用微信扫描小程序码使用。

C.输入报名时填入的手机号码，选择考生身份，输入验证码后，

点击获取验证码，待获取验证码后输入手机验证码，登录即可。

（14）登录页面

2、阅读须知

进入系统后阅读考试须知

（15）考试须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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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脸识别

阅读考试须知并确认后即可进入人脸识别页面：

（16）模型初始化

在初始化后请按照页面人脸识别提示进行操作，操作完成后即可

进行抽签；

（17）识别过程

4、签到抽签

阅读考试须知并确认后即可进行签到，系统自动滚动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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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签到并抽签

5、App 扫码

进入系统页面后使用“太亚云考试 APP”进行扫码打开即是打开

侧面摄像。

（19）二维码扫描方式

6、设备和环境调试

 考生手机或平板扫码后：左下角分别看到正面摄像头与全景

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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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正辅摄像头显示位置

 扫码完成后即可按照示例图进行设备位置调试，设备如下摆

放即可

 主摄像设备置于考生正前方，摄像头正对考生，能清晰拍摄

考生面试期间正面视频及后方场景，清晰录制考生面试期间

音频

 辅摄像设备，固定在考生侧后方 1.5 米处，与水平线大约呈

45 度夹角斜向下拍摄，能清晰拍摄到电脑的屏幕画面、桌面、

考生及周边环境

 可根据电脑左下角的两个摄像头对照，进行位置和环境调整

（21）对照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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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监督员协调

进入系统后，左下角可以看到自己正面和侧面摄像头，正中间是

监督员摄像头，按照监督员提示进行下一环节操作：

（22）监督员调整

8、正式考试

试题会在开考时自动弹出页面正中间，如在开考后 20 秒内没有

显示试题，请点击“手动获取试题”即可：

（23）手动获取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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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退出系统

考试结束后，关闭浏览器与退出手机程序即可

四、常见问题

1、笔记本电脑摄像头、移动设备摄像头摆放要求

电脑置于考生正前方，笔记本电脑摄像头正对考生，清晰拍

摄考生面试期间正面视频，清晰录制考生面试期间音频。

移动摄像头置于考生侧后方，与考生—电脑—移动终端三点

形成约 45°角，并最终将移动设备固定在能够拍摄到考生桌面、

考生电脑桌面及考生的位置，全程拍摄考试过程。

摆放示例：

2、考生所在环境要求

考生所在的面试环境应为光线充足、封闭、无其他人、无外

界干扰的安静场所，场所内不能放置纸、笔，以及任何和考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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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书籍或影像资料等。考生应调整好位置，确保上半身能够在

摄像范围中。考生不得使用滤镜等可能导致本人严重失真的设备，

妆容不宜夸张，不得遮挡面部（不得戴口罩）。

3、谷歌浏览器启用摄像头、麦克风的方法

 打开谷歌浏览器、点击下图所示位置

 点击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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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网站设置”，点击进入

 找到摄像头或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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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进入，选择开启

 重新访问系统，授予系统访问权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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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in10 开启麦克风的方法

 点击左下角“开始”按钮，点击“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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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隐私”

 点击左侧边栏的“麦克风”菜单项

 在右侧的窗口中找到“允许应用使用我的麦克风”设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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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Win10 调整麦克风音量的方法

 鼠标右键单击任务栏通知区域小喇叭图标，点击“声音”

 切换到“录制”选项卡，右键麦克风，点击“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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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换到“级别”选项卡，设置麦克风到最大值

6、Win7开启麦克风的方法

 鼠标右键单击任务栏通知区域小喇叭图标，点击“录音设备”



23

 切换到“录制”选项卡

 在空白的地方点击鼠标右键，确保“显示禁用的设备”是已

勾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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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相应麦克风，确保是已启用状态

7、Win7调整麦克风音量的方法

 鼠标右键单击任务栏通知区域小喇叭图标，点击“录音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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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换到“录制”选项卡，右键麦克风，点击“属性”

 切换到“级别”选项卡，设置麦克风到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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