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注意事项请熟读！！避免被考官怀疑浪费彼此的时间
需要准备
1 一个镜子，没有的话一部手机代替（检查电脑做面的） 电脑 win10（电脑最近几年买的
呢内存不要太小） 白板（A4 大小） 马克笔 两个手机
2 电脑需要下载：
向日葵 百度搜索即可
3，国 内 的 学 生 需 要 准 备 vpn, 如 果 没 有 的 话 可 下 载 这 个 买 一 周 的 就 可 以
：
https://d.5i4.net/kDcBxH?(复制整段文字到浏览器打开即可访问),找梯子最重要的就是稳定,
这个已经上线三年了,一直稳定没有被封过,赶紧下载备用吧!安装后打开填写我的
ID:158120922 你还能多得 3 天会员.

下载后
1. 安装向日葵验证码改为 123456
2. 删除所有防毒软件 3.向日葵页面拍照给我链接码

考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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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脑务必下载向日葵，把你电脑里面所有杀毒软件务必全部删除。

2

学生近视的，考试不可以戴眼镜，考前事先准备好隐形眼镜（日抛）。

3 在家考试或者去酒店考试都需要先前测网速和设备能否正常使用。务必测网速好，不是听
酒店服务员说网好你就不测了
网速最好是需要达到 100M
你得测一测
设备检测链接：https://go.proctoru.com/testitout
网速测试链接:https://www.speedtest.net/
测好要这样的
如下图设备正常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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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备环境

一个静谧的，明亮的，只有你一个人的房间（宠物也不许进），且房间内不许有监控摄像头。
一张桌子，一把标准椅子（不允许躺着趴着葛优瘫着考试）。一个干净整洁的桌面 环境（桌
上没有吃的喝的，没有纸质材料、手机等相关违禁品）。考试过程禁止吃东西和喝水，也不
能有亲朋好友进来给你送吃送喝。

考试的全程都要露出你的耳朵，以便展示你没有塞耳麦、微型耳机等高科技可用于作弊的工
具 在里面。考试的时候要穿得正常、体面，考试是真人老师一对一全程视频监督的，且你
的照片 将会发给 ETS,所以，注重仪表。且避免佩戴珠宝，领带夹，袖扣，华丽
的夹子，梳子，发夹，头带和其他发饰等容易让考官遐想不会是用来作弊的工具智能物品

还会要求考试的时候摄像头对着门 camera can show you door!

考试位置找摄像头可以全程看得到唯一的门，考试必须要在房间考

再来就是顺着继续点击下载 proctor 的 chat box （有时候会自动下载）有时候不会，这时
候点击 HERE （在网页里自行寻找）。
打开 Chat Box 之后等考官会跳出页面指令均点击确定
再来会出现以下英文
Hello and Welcome. My name is XX and I will be your proctor today. Please reply in
the chat box that you understand and agree to exam integrity policy below.
You will be allowed to use a whiteboard or a blank sheet of paper. All writing must
be erased upon completion of exam. You can have breaks during exam but when you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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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your break, you will be required to rescue the testing environment. If your
break exceeds lOmins, the exam will be shut down.

Per your institution, you are required to use a Windows computer. If you are using
a Mac or IOS operating system you will need to reschedule for a time when you have
access to a Windows computer.
Do you understand and agree to the rules as stated?
回答:YES
May I use your mouse for a moment to check your computer? I will need to make sure
all programs are closed, screenshots are off, and also double check your display
setting.
回答:YES
注意不懂回啥 就 YES YES OK OK 一定要回考官

这个考官让你拿着手机拍你的护照再用手机的桌面给他看护照然后放大护照（Zoom in）
Zoom in more 继续放大
Expiration date:护照到期时间
Birthday：生日
Photo:护照的照片
Do you have transparent sheet or whiteboard?有白板回答 YES 没有回答 Not going to
use. 然后白板给他看正面 and 反面
Next I need to see the front of your physical computer monitor. If you are using
a laptop with an internal webcam, please hold up a reflective such as a large mirror
to the camera so that I can see all four corners of the monitor. If you do not have
a large mirror available, please use your cellphone's front-facing camera and hold
it up in front of your monitor so I can see the screen of your cell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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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关键词：掏出手机用手机前置摄像头给考官看你的整台电脑直到考官说 OK 再放下。

Now put your phone away.把手机放在你考试 拿不到的地方并且用电脑给考官看你放在哪
里， 记住这台手机的位置放了就不能动，如果考官重新检察环境，那台手机必须在那个之
前给考官检查的位置

I will also need to see a 360 degree pan around your room. This will include all
four walls of the room, the surface you are working on and the floor under your
workplace. Please pause and show me each point so that I can see them clearly.
给考官看整个房间慢慢看
Can I see under the table please?桌子地下
Can I see the floor under the table please?桌子底下的地板
Can I see your desk?桌 子
Can I see the four walls of the room?房间四周
Please show me that you are free of any listening devices.

1.No headphones will be allowed.
2.Please remove all watches and large jewelry, then show your forearms to the camera.
给考官看耳朵手臂手上不能戴任何东西
选择开始会话会首先采集你的面部信息，完成身份验证步骤，包括向监考员显示您的 护照
ID。ID 上的名称必须与 ETS 帐户上的名称匹配。
然后将会展示一些列考试规则，点了 agree 后继续下一步即可，会有多次各方面的规则提
示。继续完成后，就到了下载你和监考老师对话的软件的步骤，下载完成后自动打开并连 接。
监考员将和你文字对话（英文），并对你周边的环境进行检测，比如让你用摄像头 360 度 照
一下自己的房间和桌面，还有桌子底下的环境。然后手持镜子或者 IPad/手机来照一下你 的
电脑屏幕。然后问可否访问你的计算机来检查。（也就是远程控制的意思），检查时会 重
复一遍之前的设备测试、面部采集、ID 确认工作。
整体来说这个部分会耗时比较久，当然准确还是看你的准备情况。且如果网络断开了，一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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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要重新来过。

查完之后，你将在监考老师的指导下，下载 ETS 测试浏览器，如果己经下载，则直接启动 ETS

安全浏览器 ETS online test,如果有下载问题，监考老师会帮你的~老师们都很 Nice- 顺利
打开 ETS 安全浏览器后，监考官会远程控制你的鼠标键盘，帮你输入考试最后的许可密码让
你得以访问考试。
监考员在考试过程中有可能会换。
然后就可以开始考了！
注意！考试过程中手不要露出来，还有网一定要好！网络短时间中断会重新开考，长时间（超
过 20min）掉线则自动取消考 试资格。中间休息的十分钟如果你没有按时回来也会被取消！
不能让考官知道你碰过手机 考试的时候虽然你看不到考官的脸，此前也都是文字和语音来
沟通，但是考试的时候你会 时刻的意识到对面有个人通过摄头盯着你。而且如果你有没有
注意到的情况监考官会出声 提醒。

最后老师会给你们点 report score 这期间都不要点直到考试界面也就是 ETS browser 消失，
这时候考试还没完成，务必千万要跟考官说你考完了他会说要检查你的白板， 有准备白板
的就给他看，没有的就跟考官说，I did not use one in the exam.考官说 you can close
this chat box, have a nice day 后就能关掉了。学生在完成考试 获得正 式成绩单 PDF
报告之后视为本公司完成所有应该履行的义务。视为双方完成辅导助力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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