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务工作培训 

 

1 考试文件 

如何确定一门课的考试形式？ 

例如:  1835  财务报表分析 

       7246  财务报表分析 

每期我们将省开课和国开必修课的考核方式分成了两个独立的

网考文件。 

规律：根据学生的专业规则，查看该课程的“要求考试单位”，若“要

求考试单位”为中央，则查看省校下发的国开必修课网考文件；若“要

求考试单位”为省，则查看省校下发的省开课网考文件。 

2 国开终结性随学随考计划 

2.1 国开终结性随学随考计划与正式计划的比较 

为保证学生尽可能的考试及格，国开对终结性网考进行了改革，

提出了国开终结性随学随考计划。随学随考并不是字面上的任意时间

可以考试，可理解为学生可以多次考试，直到考试及格为止。相同之

处：学生考试和以前正式计划一样，按时开考，座位号必须一一对应。

假如第一场开考时间为 9:00，那学生就必须 9:00 来考。变化大的是

考务人员的操作，随学随考只能手动建立每一个场次，每一场的报考



名单都是单独的，一场报考编排完，接着报考编排下一场，每一场都

有一个考试计划包，需要操作多次；而以前的正式计划，一次性报考，

然后系统自动编排，只需操作一次。现将国开终结性正式计划和随学

随考计划做一个详细比较，如下表所示： 

 正式计划 随学随考计划 备注 

学生操作 按时按座位一一

对应考试 

按时按座位一一对应考试 无变化 

考务操作 

（ 假 设 某

考 点 200

人考试，只

有 40 台电

脑） 

 

一个 excel 学生报

考信息模板包含

200 科次，系统自

动编排成 5 个场

次，只操作一次 

将正式计划报名模板手动拆成 5

场考试，考务人员手动排好 5 个

excel 表（按模板，40 人），在考

试计划里面设置场次，设置科目，

设置考场资源，再启用场次，就

可以在报考信息里面导入一场的

excel 表，最后在编排里面提交审

核，生成一个考试计划包。接着

做下一场，重复 5 次相同的操作，

最终有 5 个考试计划包，将每个

计划包导入服务器考试 

变化最大 

随学随考

的缺点：考

务人员工

作量增加 

考试次数 一次 多次（可将未及格和缺考学生立

即增加场次考试） 

随学随考

的最大优

点 

故障处理 必须向国开申请 遇故障的场次可不管，考务人员 随学随考



异常处理密码，才

能重考（费时费

力，还担惊受怕） 

直接增加一个场次把故障的考生

进行重考（考务人员自己就能解

决 so easy） 

灵活 

建议：先参加终结性正式计划，将大部分学生考了，然后再参加

随学随考计划，将缺考学生和未及格学生进行考试，既方便了考务人

员，也方便了学生。 

2.2 国开终结性随学随考计划报考编排操作 

a) 设置考场(每期若电脑数量无变化，就不用设置此项) 

基础信息管理—管理考场 

 

b) 设置场次 

考试计划管理—考试计划列表，找到随学随考计划

 

点击设置场次



 

点击增加按钮 

 

场次代码是系统自动生成，无需考务人员填；考务人员需输入场

次名称，选择开考时间，点击确定。 

 

点击设置科目 



 

点击未添加 

 

勾选这场想考的科目，点击增加按钮，然后点击已添加，查看本

场考试科目是否添加成功 

 

点击返回按钮 



 

点击设置资源 

 

勾选想启用的机房，勾选我同意……，确定按钮高亮时，点击确定

按钮，回到上一页 

 

点击启用，启用本场次，状态灯由灰变黄，本场次建立完毕。 

 

若有多个场次，继续单击增加，方法同上。 

点击返回，回到计划列表；点击发布按钮，发布后才能导入学生

名单。发布后还可自行增加场次。 



 

c) 管理报考信息 

报考级编排管理--管理报考信息，找到随学随考计划，点击进入 

 

点击导入按钮 

 

点击下载模版按钮，将模版 PickLearn.xls 保存到本地，打开

PickLearn.xls 文件，填写红色字段 



 

注意：科目代码是卷号，场次代码是增加场次时系统自动生成，

可在考试计划列表设置场次中查看，考场名称可点击相应场次的设置

资源，去查看已确认的考场，如下三张图可确定表内信息。 

 

 

 



 

 

PickLearn.xls 填写完毕后保存关闭，回到网页 

 

点击浏览按钮，选中 PickLearn.xls 文件 

 

点击打开 

 

点击确定 



 

导入成功后点击关闭 

 

点击报考明细可查看导入的考生，如果有错的可进明细删除。 

d) 考试编排 

报考及编排管理—考试编排，找到随学随考计划，单击进入 

 

点击查看场次 



点击提交审核 

 

点击审核通过 

 

核实无误后点击发布 



 

点击确定 

 

计划包发布成功，可下载考试计划包，准考证包，考生签到表等。 

至此，考点考务操作完成。机考端操作与传统课改终结性网考无

任何区别。 

2.3 国开终结性随学随考报考编排常见问题 

a) 在管理报考信息，导入考生名单时，为什么找不到增加的场

次？ 

答：设置场次后，一定要启用场次；还要检查是否发布了随学随

考计划。场次未启用，或是随学随考计划未发布，都可能导致在管理

报考信息和考试编排时，找不到场次，无法后续操作。 

b) 在管理报考信息，导入考生名单时，总是导入不成功，提示“找



不到科目”或“找不到考场”。 

答：“找不到科目”是因为导入的学生信息模板中的科目和在场次

中设置科目不一致造成，应仔细检查学生信息模板和场次中设置科

目，修改成一致。 

“找不到考场”是因为导入的学生信息模板中的考场名称填错

了，大部分情况都是填的场次名称，考场名称应该在场次中设置资源

里查看。 

3 计算机应用基础 2007 和信息技术应用

4947 新系统（真正的随学随考） 

3.1 计算机应用基础 2007 和信息技术应用 4947 新系统考

试业务流程 

从 17 春学期开始，计算机应用基础 2007 和信息技术应用 4947

这两门课程的考核方式合并到一起，使用同一套考试系统，称为计算

机应用基础 2007 和信息技术应用 4947 新系统考试。该新系统是真

正意义上的随学随考，学生什么时候来，就可以什么时候考试，不用

按座位考。按月份考试，春季一般是 5 月和 6 月这两个月可各考一次，

秋季一般是 11 月和 12 月可各考一次，每月只能报考一次，不能报

考多次。考试业务流程如下图所示： 



国开考务管理系统

（http://
kaowu.openedu.com.cn

）

课程数据中心

（http://219.234.80.174/

ddexames）

考点部署的考试环境

（服务器、考试机）

报考编排，下

载考试计划包

导入考试计划

包，校验数据

加载题库，下载考

生名单，组织考试

考后上传考试

成绩
导出成绩文件

(.oerp)阅卷管理中回收考试数据

 

a) 在国开考务管理系统（http://kaowu.openedu.com.cn）中报考

编排，生成考试计划包并下载； 

b) 将 下 载 的 考 试 计 划 包 导 入 课 程 数 据 中 心

（http://219.234.80.174/ddexames），进行数据校验； 

c) 在考点部署的服务器中加载题库和下载考生名单，组织考试； 

考完后，在考点服务器上传考试成绩； 

d) 回到课程数据中心导出成绩文件（后缀.oerp）； 

e) 最后回到国开考务管理系统，在阅卷管理中的回收考试数据，

导入该成绩文件。 

3.2 计算机应用基础 2007 和信息技术应用 4947 新系统报

考编排操作注意 

a) 修改考场资源。先在基础信息管理中的管理考场里把考试机数

量设置成大于报考人数（不是实际电脑数），然后在报考及编排管理

中的确认考场资源那里调整资源，两个地方数据要一致 

http://219.234.80.174/ddexames


 
 

 

 

b) 考试编排，建立场次。在报考及编排管理中的考试编排时，建立场

次，要注意一个科目一个场次，场次数量和报考人数无关。如只考 2007，

就只需建立一个场次；如考 2007 和 1200，需建立两个场次；如考 2007、

1200 和 4947，就建立三个场次。开考时间其实不起作用，学生来了就考

试。（编排完后，一定要查看编排的场次都是否有效，不能冲突，并在明

细中查看学生的座位号是否排序正确，不能有重复或漏号的情况） 

 



3.3 计算机应用基础 2007 和信息技术应用 4947 新系统常

见问题 

a) 课程数据中心和考点服务器的登录账号从哪里获取? 

答：首先在国开考务系统中报考编排产生考试计划包，将考试计

划包和填写好的考点信息表（kaoshi.sczsxx.org 获取）一起发送到朔日

的邮箱 support@sower.com.cn，朔日会回复账号。 

b) 在国开考务系统回收考试数据时，导入报错，为什么？ 

答：如果计算机应用基础只考了专科 2007，那么在课程数据中心

导出专科成绩包，最后导入国开考务系统；如果计算机应用基础本

1200 和专科 2007 都考了，那么在课程数据中心要分别导出本专科 2

个成绩包，最后再分别导入国开考务系统。也就是说考了几个科目，

就要导出几个成绩包，再分别导入国开考务系统。 

mailto:一起发送到朔日的邮箱support@sower.com.cn
mailto:一起发送到朔日的邮箱support@sower.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