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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考试总体安排 

1 考试时间及科目 

2 考试系统与监考平台 

受疫情影响，今年采取在线考试、开卷答题、直播监考的形式，依托“超星

学习通”＋“腾讯会议”双平台进行。其中，考试系统使用“超星学习通”，监

考平台使用“腾讯会议”。 

答题方式：客观题（单选题、多选题）必须在手机上直接作答，主观题可以

在手机上直接作答或者使用 A4纸张作答后拍照上传。 

3 考试培训、模拟测试、正式考试时间及内容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2022年 

7 月 2 日 

（周六） 

8:30—10:00 高等教育学 

10:15—11:45 高等教育心理学 

13:30—15:00 高等教育法规 

15:15—16:45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 

时  间 内  容 

6月 14日 

8:00后 

考生登录“辽宁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考试报名系统”

（https://lngspx.lnnu.edu.cn）下载打印准考证。 

查看准考证号、考点名称、考场号、腾讯会议号及会

议密码等信息。 

https://lngspx.ln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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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5日

10:00--11:00 

考试流程操作培训会。观看直播方式有两种： 

在学习通首页输入邀请码 dvbm3250，观看考生培训会

直播。或者访问下列网址，选择“其它登录方式”登录进

入后观看 (具体登录方法参见 3.2.1）： 

https://zhibo.chaoxing.com/6000161621934750  

6月 15日 

10:00--11:00 

14:00--15:00 

考试流程操作答疑（与试题相关内容不作解答）。 

答疑方式：指定时间段内 QQ群集中解答，其余时间考

生可以先留言，等待统一回复解答。 

QQ群号详见本手册第“第二部分 1.4 其他事项准备”。 

6月 16日 

8:00后 

考生自行完成设备准备与调试、软件安装与注册、登

录考试系统（超星学习通）、进入监考平台（腾讯会议）。 

按考试要求熟悉考试流程、操作要求，准备考试用品，

练习试卷答题与提交等相关事宜。 

6月 18日 

8:30—9:00科目 1 

9:15—9:30科目 2 

 

考试模拟测试。 

上午 8:00—8:10 考生进入考试系统和监考平台候考。 

上午两科考试的间隔时间比较短，考生在完成第一科

测试、确认交卷后，可关闭腾讯会议声音和视频，但不得

退出腾讯会议。各科考试均须使用同一腾讯会议室。 

模拟测试的试题非正式考试试题，模拟测试成绩，仅

作测试使用。 

模拟测试是在线考试的重要环节，要求每名考生必须

参加，并按正式考试要求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测试，除考试

时间和试题外，其他要求均与正式考试相同。 

未按要求参加模拟测试的考生，责任自负。 

2022 年 

7 月 2 日 
正式考试。 

https://zhibo.chaoxing.com/600016162193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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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考试总体要求 

（1）考生应自觉遵守诚信考试承诺，严守纪律，诚信考试。考试过程实时

监控、全程录像，对考试中违规违纪考生，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2）考生务必认真准备，避免因个人原因，出现未按要求准备考试设备、

未参加考前模拟测试、缺少相关证件、未及时登录考试系统、网络不畅或电力中

断等情况，导致不能正常参加或完成考试，影响考试成绩。 

（3）考生可以加入考试流程操作答疑 QQ群，群内会安排超星学习通考试系

统的专业技术人员解答在系统培训、系统测试、模拟测试等环节中遇到的问题；

考生在正式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须通过超星学习通 App或腾讯会议及时联系

考场监考教师解决。 

（4）考生应及时关注辽宁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官网、考点高校发布的

相关考试信息。 

（5）考生须严格遵守《2022年辽宁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在线考试考生守则》，

考生守则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6）考生须在超星学习通上按照考试系统相关要求在线签署《2022年辽宁

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在线考试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具体

内容详见附件。 

第二部分  考试流程及相关要求 

1 考前准备 

1.1 硬件设备及考试物品准备 

（1）考生需准备智能手机 2 部，前后摄像头、扬声器、话筒功能均齐全完

好。其中一部手机用于登录考试系统进行试题作答（安装超星“学习通”APP），

手机操作系统须使用 Android 系统 7.0 或 IOS 系统 10.0 或鸿蒙系统 2.0 及以上最

新版本，否则可能导致考试异常；另一部手机用于登录监考平台进行考试场景直

播（安装“腾讯会议”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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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生需准备桌面手机支架、落地三脚支架（或用桌面手机支架放置在

高处代替）、电源插排、手机充电器、充电宝等保证手机正常使用的相关物品。

参考手机支架如下图: 

 

（3）考生需准备独立的考试房间、桌椅及考试必需用品（空白 A4 纸、签字

笔等）。  

1.2 考试系统与监考平台软件准备 

1.2.1 手机 1 安装超星“学习通” 

下载安装超星学习通之前，需确定手机设备符合系统要求。 

目前超星学习通最新版本：Android 系统下 5.2.8、鸿蒙系统下 5.2.8 或 IOS

系统下 5.2.4。正式考试前请确认更新至最新版。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下载安装最

新版超星学习通： 

①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学习通”，查找到图标为  的学习通 App，下载

并安装。 

②手机扫描下面的二维码，跳转到对应链接下载学习通 App并安装（如用微

信扫描二维码，请选择在浏览器中打开）。 

 



2022 年辽宁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在线考试考生手册 

5 

③手机浏览器访问链接 http://app.chaoxing.com/，下载并安装 App。  

注意：Android 系统用户通过②③两种方式下载安装时，若提示“未知应用来

源”，请确认继续安装；IOS 系统用户安装时需要动态验证，按照系统提示进行操

作即可。 

1.2.2 手机 2 安装“腾讯会议” 

下载安装腾讯会议之前，需确定手机设备符合系统要求。 

目前手机端腾讯会议版本：Android 系统下 V3.7.9（407）、鸿蒙系统下 V3.8.4

（408）、IOS 系统下 V3.8.2（400）及以上最新版本。  

①手机应用市场搜索“腾讯会议”，查找到图标为  的腾讯会议 App，

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 

②注册账号。选择“注册/登录”，按照系统提示注册好后再登录。 

 

1.3 双机位调试 

采用“双机位”进行考试，应提前调试好机位。 

第一机位为安装超星“学习通”的手机 1，用于查看考试通知、答题、交卷

等。故应置于正前方，并将手机摄像头置于合适位置，保证答题时个人头像在机

位视频监控画面中心，保证后置摄像头开启，无遮挡，能够拍摄考生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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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机位为安装“腾讯会议”的手机 2，用于直播自己的考试全景画面。直

播画面必须包含考生个人、手机及周围环境等，可在左后侧或右后侧 1.5 米左右

架设手机，利用手机支架、三脚架或其他物品进行固定，横屏设置，并设置屏幕

自动旋转，开启音频（麦克风）并打开摄像头，确保视频监控画面可以充分展示

考生所在考试场地周围环境状况。不得使用腾讯会议虚拟背景。 

 

1.4 其他事项准备 

（1）加入考试流程操作答疑 QQ 群 

共建有 4个 QQ 群，考生可以任选一个群加入。QQ群号分别为： 

群 1：300145283  群 2：303254128  群 3：327159133  群 4：172561357 

（2）打印准考证 

请考生于 6 月 14 日 8:00 后登录原考试报名系统（辽宁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

考试报名系统，网址 https://lngspx.lnnu.edu.cn）查询准考证号、腾讯会议号及密

码、考试时间，并自行打印准考证。 

https://lngspx.ln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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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试要求及重要事项说明 

（1）考生需在独立、安静无杂音、光线良好、网络通畅、墙面桌面干净整

洁的房间参加此次线上考试，房间应能够按照要求进行双机位拍摄。 

（2）考生桌面允许有考试所用手机、三角架、本人身份证、准考证、空白

A4纸、黑色签字笔、充电器、插排、移动电源和开卷考试所需教材、笔记。 

（3）考试须使用具有前置、后置摄像头的手机，并保证考试期间前置、后

置摄像头均是打开且无遮挡状态，考试前摄像头授权学习通权限，以便于完成人

脸识别。 

（4）务必保持手机电量充足，确保在考试过程中不会出现因为手机电量过

低自动关机的情况。必须提前准备好电源和移动电源，以便随时使用。 

（5）确保考试过程中手机不要锁屏，最好设置屏幕常亮。 

（6）手机屏幕不要使用夜间深色模式。 

（7）进入考试系统前，须关闭手机上与考试无关网页及应用程序，避免由

于程序冲突影响考试软件运行。 

（8）小米手机在手机设置——应用管理——小米画报里，卸载小米画报。 

（9）考试全程只允许使用一台设备登录考试系统，不能同时多台设备登录。

如遇到设备故障，必须要切换设备使用的，及时报告监考老师，获得允许后，原

设备退出账号，在新设备上登录考试。 

（10）务必提前将手机设置为勿扰模式，避免来电引起考试中断；考试过程

中如果意外来电，立即按“挂掉”按钮，切勿全屏显示或者接听，否则有可能影

响考试成绩。 

（11）考试全过程禁止其他人员出入考试场所。考试期间考生不得擅自离

开腾讯会议监控视线（不能离开考位），不得关闭或退出腾讯会议，否则成绩做

无效处理。 

（12）考试过程中不允许切屏、分屏、与他人沟通、离开考试系统、退出

考试系统；单科考试切屏 3次及以上或切屏时间累积超过 15秒视为违规。监考

教师将通过考试系统检测考生考试画面，查看离开考试系统次数，并计入切屏；

考试系统也会自动抓拍记录。如有违规现象，将按考试有关规定处理。 

（13）正式考试前须听从监考老师的语音安排，向监考老师出示身份证、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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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并向监考老师语音报告自己姓名，待监考老师核对无误后再返回座位等候

考试。 

（14）使用 A4 纸拍照纸质答案上传时，必须使用考试系统答题框的拍照功

能，拍清楚再上传。每题作答在多张 A4纸时，可拍一张或多张图片。禁止切换

到手机自带的相机拍照，否则考试系统视为切屏。 

（15）上午或下午两科考试的间隔时间比较短，考生在完成第一科考试、

确认交卷后，可关闭腾讯会议声音和视频，但不得退出腾讯会议。各科考试均

须使用同一腾讯会议室。 

（16）考生在考试过程中如遇网络、电力中断等突发情况无法进行考试的，

应及时通过“腾讯会议”向监考教师反映问题。腾讯会议同步中断时，可致电报

告给相应考点，各考点联系电话详见附件。 

3 考试操作流程 

完整的考试操作流程为： 

进入腾讯会议候考    学习通——其他方式登录进入    点击考试（确认是

否有对应考试）   选择科目开始进入考试并答题    答题完成提交试卷    报

告给监考老师完成交卷    待监考老师同意后，退出腾讯会议。 

3.1 进入“腾讯会议”指定考场等候考试 

考生于开考前 30分钟以“准考证号+姓名”命名（例如：准考证号为 22990317

的考生李华，则个人用户名为“22990317李华”）进入腾讯会议考场候考。若

不按规则命名，考生无法进入腾讯会议室，将按缺考处理，考试成绩无效。因

个人原因延迟进入的，由考生自行承担责任。 

开考 15 分钟后，禁止考生进入腾讯会议和考试系统，并按缺考处理。 

特别提醒：考试过程将全程录像，考生不得擅自离开腾讯会议监控视线(不

能离开考位)，否则成绩做无效处理。如有紧急情况，可以举手联系本场腾讯会

议监考老师，等待监考老师的指令。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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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点击“加入会议”，依次输入发布的“腾讯会议号”、“会议密码”、“准

考证号+姓名”（如：准考证号为22990317的考生李华，则个人用户名为

“22990317李华”），会议设置勾选“入会开启麦克风”，“入会开启扬声器”

和“入会开启摄像头”。  

 

② 考生加入腾讯会议后需同意监考老师录制画面请求，在弹出的对话

框选择“知道了”。 

 

 

 

 

 

 

 

 

 

 

 

 

③ 进入会议室后，听从监考老师的语音安排，向监考老师出示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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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证，并向监考老师语音报告自己姓名，监考老师核对无误后再返回座位

等候考试。 

 

3.2 登录“学习通”进行身份认定（人脸识别） 

3.2.1 登录超星“学习通” 

①打开学习通，在登录界面选择“其他登录方式”，学校单位输入 195217,

弹出选择“辽宁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学号为“准考证号”，登录密码为“px+

身份证号尾 6位”，其中 px为小写英文字母，身份证号中如果有字母必须大写。

例如：身份证号尾 6位为 26401X，则密码为“px26401X”。勾选“我已阅读并同

意学习通《隐私政策》和《用户协议》”，再点击“登录”（模拟测试登录无误之

后不需要退出账号，正式考试直接打开学习通使用）。 

②完善信息处，请务必点击“跳过”，切勿绑定手机号码！ 

    

 

输入“195217”选择 

“辽宁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准考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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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查看考试（科目） 

方法一： 

开考前 15分钟，点击学习通首页的“考试”，查看是否有需要参加的考试（科

目），确认无误后等待考试开始。 

 

方法二： 

开考前 15分钟，学习通首页点击最下方“消息”，点击“收件箱”；找到

“考试通知”，查看是否收到考试（科目）通知，确认无误后等待考试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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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阅读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并进行签字 

考生须认真阅读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并进行本人签名。点击“添加签

名”，签名完毕点击“确定”，最后点击“提交”。一定要进行本人签名，否

则无法进行答题。 

 

3.2.4 进入考试 

考生再次确认已将手机设置为勿扰模式。 

到达考试时间，点击相应的考试（科目），阅读并同意相关要求后，点

击“开始考试”--“进入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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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醒：考试系统弹出《是否允许“学习通”录制/投射您的屏幕》时，

考生必须选择“允许”，否则影响考试。 

 

3.2.5 身份认定（人脸识别） 

考试系统通过人脸识别进行身份认定，考生须按照系统口令完成“眨眼”等

规定动作。人脸识别时，请注意保证周围光线充足。 

考试全程需保持人脸在前置摄像头范围内，人脸离开超过时长将视为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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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异常时，考生会收到系统通知。届时，考生必须听从监考老师的语

音安排，出示身份证、准考证，再次核对身份无误后返回座位继续考试。 

 

3.3 开始答题 

（1）人脸识别成功后即可进入正式考试界面，每道题根据题型逐一作

答。客观题（单选题、多选题）必须在手机上直接作答，主观题可以在手机

上直接作答或者使用 A4纸张作答后拍照上传。 

（2）每答一道题目后，手动点击“下一题”继续作答，到达最后一题

时系统会提示“已经是最后一题了”，可点击答题界面中间考试位置下方的

“答题卡”区域进行整卷浏览，深色的为“已答试题”，浅色的为“未答试

题”，可选择任一未答题目来作答，也可选择任一已答题目来修改答案，考

生确定没问题后可点击“下一步”进行答题情况核查，左上角有本场考试倒

计时。 

     



2022 年辽宁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在线考试考生手册 

15 

答题全过程要求考生出现在图像采集方框中。手机停留在考试界面，不

允许切屏打开其他界面。 

（3）选择拍照上传时，必须使用考试系统答题框的拍照功能，图片拍摄要

清晰完整，并确认上传完毕。每题作答在多张 A4纸时，可拍一张或多张图片。 

拍照上传后应在界面等待 5秒钟，以免因网络或手机问题没上传成功。 

不允许切出学习通、使用手机自带相机拍照，否则系统视为切屏，将影响

考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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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交卷 

考生检查所有试题是否作答完毕，确认无误后，点击最下方的“交卷”按钮。

提交试卷。 

若存在未作答题目，系统会有相关提示，请选择“取消”并退回至整卷浏览

补充作答，确认无误后，再次提交试卷。 

交卷成功后，系统会提示“交卷成功”。 

考生在开考 30 分钟后方可交卷。考生务必在考试时间截止前，手动点击“交

卷”，非正常交卷可能会影响考试成绩。 

 

 

3.5 申请离开考场 

考生交卷成功后，向监考教师报告，待监考教师确认无误后，方可退出腾讯

会议。退出腾讯会议流程为：第 1步：停止视频和音频；第 2步：离开会议；第

3步：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离开会议”。 

特别提醒：上午或下午两科考试的间隔时间比较短，考生在完成第一科考

试、确认交卷后，可关闭腾讯会议声音和视频，但不得退出腾讯会议。各科考

试均须使用同一腾讯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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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其他提醒 

考生本人务必按照相关通知做好考前准备和在线模拟测试，严格按照以上流

程和要求完成正式考试。未参加模拟测试或未按流程和要求操作的，正式考试过

程中遇到操作类、技术类等问题由考生自行负责。  

建议使用近两年上市的主流品牌智能手机（例如华为、小米、oppo、vivo 等

机型）。 

建议使用同样的设备进行考前模拟测试和正式考试，建议准备备用手机。 

建议考试全过程手机一直连接在电源上。 

建议卸载或关闭即时通讯软件，如微信、QQ等。 

4 考试突发事件应急处理 

序

号 
突发事件 处理方法 

1 
考生在考试平台找不到考生

名字 

1、考生考前认真核对考生信息和会议号 

2、考生发现存在问题及时报告给监考教师 

2 考生缺少身份证件。 
考生应持身份证进行考试，遗失可用临时身

份证或带照片的身份证明 

3 考试平台不能正常进行考试 考生及时报告给监考教师，等待指令 

4 

发生停电、网络断线或者其

他突发情况，不能及时进入

平台考试。 

1、考生考前应调整测试设备，检查线路，

避免突发状况 

2、考生及时向监考教师报告情况 

3、学习通考试系统和腾讯会议监考平台同

步中断时，考生可致电报告给相应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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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完成答题后，不能成功上传

答题纸到指定平台 

1、需要拍照上传时，上传后应在界面等待

5秒钟，以免因网络或手机问题没上传成功 

2、考生务必在考试时间截止前，手动点击

“交卷” 

3、考生及时报告给监考教师，等待指令 

6 

考试过程中教师发现学生有

作弊嫌疑或有学生举报其他

同学作弊 

1、被怀疑或被举报考生有义务提交相关证

明材料，证明自己不存在任何违反考试管理

规定的行为 

2、举报学生须如实提供能证明被举报者作

弊的相关材料 

7 
考试过程中，考生突然生病，

无法坚持考试 

1、及时报告给监考老师 

2、确认交卷、结束考试，离场 

8 

考生之间同一科目答卷的作

答内容，包括文字表述或主

要对错点，出现高度一致的

雷同卷 

考生有义务配合调查 

 

附件1：2022年辽宁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在线考试各考点联系电话 

附件2：2022年辽宁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在线考试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 

附件3：2022年辽宁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在线考试考生守则 

 

 

 

 

 

 

 辽宁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202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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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件 1：2022 年辽宁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在线考试各考点联系电话 

省高师中心 考点 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0411- 

82158550  

82158139 

鞍山师范学院 王  迪 0412-2960849 15242866890 

大连理工大学 宋思佳 0411-84706819 15941133370 

大连医科大学 孙  杨 0411-86110048 15940919775 

东北大学 赵泽超 024-83681236 15633616857 

锦州医科大学 张  鹏 无 13940649621 

辽东学院 赵  忠 0415-3789358 13842536180 

辽宁大学 郑  旭 024-62202273 13840549292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翟冰冰 0418-5110312 13841891066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

学院 
王秀丽 0417-7020017 13998960624 

辽宁师范大学 郑德崎 0411-82159996 13387853283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吴丽萍 024-56866820 13314138947 

沈阳建筑大学 刘欣瑜 024-24694342 15010973790 

沈阳师范大学 孟繁菁 024-86592986 无 

中国医科大学 刘  昂 024-31900986 1804005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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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022 年辽宁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在线考试考生诚信考试承

诺书 

我报名参加 2022年辽宁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考试，我已阅读并

知晓《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3号)的有关规定，

阅读并了解《辽宁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在线考试考生手册》的相关内

容，在此，我郑重承诺，尊重规则、诚信考试。        

一、本人所提供的个人报名信息真实准确、证件真实合法。     

二、本人在考试中自觉遵守考场纪律及考试相关规定。     

三、本人在考试中，诚实守信，不作弊、不替考，如有违反，自

愿接受相关部门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作出的处理。 

四、本人已了解有下列情形将被视为作弊，考试成绩按无效处理： 

1.未按要求架设双机位的； 

2.未按要求实名进入对应考场腾讯会议的； 

3.进入腾讯会议未开启视频和音频的； 

4.考试期间腾讯会议视频出现其他无关人员或语音的； 

5.考试期间离开座位、退出腾讯会议的； 

6.人脸识别异常，经监考教师人工辨别确认不是本人的； 

7.单科考试期间切屏(含录屏、锁屏、截屏、投屏、锁屏、转换

考试界面)次数累计 3次或切屏时间累积超过 15秒的； 

8.前置摄像头未拍到人脸，抓拍照片有 3次及 3次以上未拍到人

脸的； 

9.考试期间无故讲话，接打电话的； 

10.违规截屏、录屏、录像，通过互联网及其他通信方式公开试

卷内容的； 

11.其他认定为作弊的行为。 

   承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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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022 年辽宁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在线考试考生守则 

1.考生凭准考证以及有效身份证件（身份证、军人证件、护照等其中之一）

进入考场，迟到15分钟不得入场。 

2.本次考试为开卷考试，考生可携带教材、笔记等纸质考试资料参加考试，

桌面允许摆放空白A4纸、签字笔、一部手机、手机支架、充电器、插排、移动电

源和有效证件。 

3.考生须保障应试环境网络通畅，手机设备电量充足，手机设为免打扰模式，

屏幕设置为常亮不锁屏。 

4.考生以“准考证号+姓名”命名进入腾讯会议，按要求架设双机位，开启

音视频，保证考试环境安静，无他人出入。考试全程不得退出腾讯会议，上午或

下午两科考试间隔期间不得退出腾讯会议，如有需要，可关闭音视频，待下科开

考前再行开启。 

5.考生须通过人脸识别登录超星APP考试系统参加考试，不得请他人冒名代

替参加考试。 

6.客观题须使用手机作答，主观题可利用手机作答或在A4纸上作答后利用考

试系统自带拍照功能上传，不得在作答纸上填写本人姓名、考号等信息，不得作

任何标记。答题过程中，请保持面部始终处于前置手机摄像画面中心。 

7.考生在纸张作答时，须使用蓝(黑)色字迹钢笔或签字笔，字迹要工整、清

楚。 

8.考生对试题内容有疑问时，不得向监考人员询问，但遇操作或系统问题等

情况，可通过腾讯会议举手询问。每次允许一人询问，不可多人同时询问。 

9.考生在考试过程中，严禁出现手机切屏、分屏、锁屏、转换界面等行为，

系统将自动抓拍记录。单科考试切屏次数累计3次或切屏时间累积超过15秒的，

按违规处理。 

10.考生必须遵守考试纪律，保持安静、不准吸烟、不准讲话、不准走动、

不准接打电话收发短信，不准使用通讯软件，不准使用其他电子设备。 

11. 考生不得截屏、录屏、录像，禁止通过互联网及其他通信方式公开试卷

内容，否则按违规违纪处理。 

12.考生在开考30分钟后方可交卷。考生务必在考试时间截止前，手动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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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卷”，待监考人员确认允许后方可离开考场。 

13.考生应自觉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监考人员的

正常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