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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2019 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演唱测试系统(以下简称演唱测试

系统)的操作说明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1.综述；2.下载与安装；3.操

作说明；5.异常解决办法；6.注意事项简汇。 

省级、样本区县与样本学校的大体准备流程如下： 

序号 阶段 操作方 工作内容 操作时间 

1 准备阶段 

省级、样本

区县、样本

学校 

下载各层级演唱系统操作手册、培训

视频 

2019年 2月 27

日起 

2 练习阶段 

省级、样本

区县 

下载并安装练习版演唱测试系统程序

包，登录系统监督样本学校模拟练习

情况 
2019年 4月 16

日起下载练习

—2019年 5月

22日 
样本学校 下载并安装练习版演唱测试系统程序

包，登录系统进行学生演唱测试模拟

练习 

3 正式监测 

省级、样本

区县 

下载并安装正式版演唱测试系统程序

包，登录系统监督样本学校样本学生

正式测试情况 

2019年 5月 20

日起必须下载

安装，2019 年

5 月 23日当天

正式监测使用 

样本学校 下载并安装正式版演唱测试系统程序

包，登录系统进行样本学生演唱正式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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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演唱测试系统客户端共分为练习版（用

于练习阶段）和正式版（用于正式测试当天），各版本中又包

含以简谱为测试唱谱和以五线谱为测试唱谱两类，各样本校

需在不同测试阶段选择正确，且适合本校学生的客户端进行

下载安装。 

 

2. 在正式测试前，务必确认样本学校下载并安装的是正式测试版

安装程序。请依照实施流程在规定时间内下载正确的安装包，

务必提前完成安装调试，正式版客户端安装后，练习版客户

端将会被覆盖，不可再使用。 

3. 省级、样本区县与样本学校登录演唱测试系统的账户和密码与

信息上报及抽样系统的账号和密码一致（练习版及正式版均

如此）； 

4. 样本学生的练习账号详见本操作手册，样本学生的正式测试账

号即为正式测试条形码，密码详见学生名册或测试当天样本

学校可在演唱测试系统中查看。 

如遇到演唱测试实施相关问题，请拨打 010-58800063；如遇到技

术问题，请拨打 010-58800032 邮箱：naeqdata@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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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演唱测试各类账号的说明 

操作方 

练习 

账号及密码 

有效期 

正式 

账号及密码 

有效期 

省级 抽样系统省级账户和密码 

4 月 16 日

至 

5 月 22 日 

抽样系统省级账户

和密码 

5 月 23 日 

样本区县 抽样系统区县账户和密码 
抽样系统区县账户

和密码 

样本校 
抽样系统学校账户和密码 

抽样系统学校账户

和密码 

样本学生 学 校 抽 样 系 统 登 录 账 号

+0001/0003/0005/0007/0009  

密码：12345678 

测试当天公布的学

生条形码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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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综述 

一、 系统简述 

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演唱测试系统是用于与测试学生直接进

行人机交互的演唱测试程序。学校登录演唱测试系统可以进行学生的

演唱测试与数据上传管理, 省及样本区县登录系统可进行测试进度

监控。 

二、 基本功能 

演唱测试系统以实现人机对话为目标，具有交互自然、界面友好、

操作便捷、性能稳定、安全可靠等特点。其基本功能包括： 

1) 设备测试 

2) 必唱环节+选唱环节 

3) 演唱测试数据上传 

4) 测试进度监控 



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 

5 

第二部分 下载与安装 

省、样本区县及样本学校分别需要下载以下四个部分的内容：系

统操作手册、视频、系统安装程序包(练习版-简谱/五线谱)、系统安

装程序包(正式版-简谱/五线谱)。 

一、 下载地址 

演唱测试系统的安装包、操作手册与视频通过访问国家义务教育

质量监测平台首页进行下载，地址为：https://eachina.changyan.cn/： 

点击“资料下载”，下载相应文档及程序。 

 

 

二、 安装条件 

演唱测试系统程序对计算机硬件和软件配置要求具体如下： 

最低硬件配置 最低软件配置 

CPU：主频 1.6 GHz 以上； 内存：最低

1G； 

硬盘：系统盘的剩余空间大于 2G 字节； 

操作系统：Windows 7 及以上

版本。 

https://eachina.changya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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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器：至少支持 1024*768 的分辩率； 

键盘：通用；   鼠标：通用； 

耳麦：由监测中心统一发放；请保证测试

电脑有多余的 USB 接口，以便耳麦与 U 盘

使用。 

三、 安装方法 

1. 找到安装程序 

安装程序共四个版本： 

 

以练习版-简谱安装包为例：在存储安装文件的文件夹下找到

“（练习版-简谱）演唱测试系统-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exe”。  

注意：安装前请关掉防火墙和 360 等杀毒软件。 

  

2. 运行安装程序 

1) 双击运行安装程序，系统将弹出如下图所示的欢迎界面，

点击“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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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完成”，完成安装 

 

安装完毕后，桌面将会建立“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演唱测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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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练习版）”运行的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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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样本学校操作说明 

一、 启动和登录 

1. 对于已安装演唱测试系统的计算机，通过双击桌面或点击【开

始】程序中的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演唱测试系统快捷方式

图标，启动演唱测试系统，进入登录界面。 

2. 在用户登录页面，输入“学校账户”和“密码”点击“登录”按钮

进入系统，（学校账户与密码与抽样系统一致）如图所示： 

 

 

3. 登陆成功后显示如下界面：学校账户包括开始测试与测评管理

两个功能。点击“开始测试”则开始进入学生测试阶段；点

击“测评管理”，学校可以对数据上传进度进行监控、上传学

生作答数据，以及替换缺测的样本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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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开始测试 

点击“开始测试”进入系统主界面后，测试生依照系统语音与界面

的提示，按照步骤完成测试环节，具体测试环节如下： 

具体测试环节(正常情况下每人最长约 14 分钟，5 人约 65min) 

1 测前 4min 艺术监测员 
对所有受测学生进行简要的测试介绍与说明，

指导学生进行测试准备 

2 约 1min 

测试学生 

登录系统、确认身份(自主开始) 

3 约 1min 试音及准备阶段(自主开始) 

4 最长 1min 必唱练习环节 

5 最长 2min 必唱测试环节 

6 最长 2min 选唱选歌环节 

7 最长 1min 选唱练习环节 

8 最长 2min 选唱测试环节 

1. 输入测试学生账号（条形码）和密码 

在图示的界面中输入测试学生的账号（即条形码编号）及登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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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输入完毕后，点击“登录”即可进入下一环节。 

注意：a.每个样本校提供 5 个练习账号，均可反复多次登录进行

练习，练习账号规则如下： 

b.学生的正式测试登录账号即为该生的正式测试所发的条形码 

如：某样本学校账号为 12345678911，则该校的学生练习账号为： 

练习账号 密码 

123456789110001 

12345678 

123456789110003 

123456789110005 

123456789110007 

练习账号 密码 

学校抽样系统登录账号+0001 

12345678 

学校抽样系统登录账号+0003 

学校抽样系统登录账号+0005 

学校抽样系统登录账号+0007 

学校抽样系统登录账号+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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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6789110009 

 

 

2. 设备测试 

登录后，进入设备测试阶段。设备测试的目的一是为了确保测试

中指导语的正常播放；二是确保测试学生的演唱录音被调整到最佳状

态。测试学生可按照界面的提示，逐步完成音频设备测试过程，具体

如下： 

1) 调整设备：此阶段进入准备界面，提醒测试学生戴好耳麦，并

调整好话筒的位置，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开始试音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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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录音测试：按照提示进行录音测试；点击“开始试音”，根据

提示语朗读下方文字进行录音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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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音量调节：试音时，如果感觉放音或录音的音量过小或过大，

可以操作系统，调节音量。 

程序自动测试过程中，如果被测录音有问题，程序会自动提示，

测试学生可按照系统提示进行调整并重新开始录音测试，直至试音通

过。 

如果弹出“刚才的录音噪声太小，请重新录制！”的对话框，则

表明测试学生录音音量太小或背景音太杂，测试学生需根据情况适当

提高自己说话的音量或减小话筒到嘴部的距离。调整完后点击“开始

试音”，重新开始试音。 

如果弹出“刚才的录音噪声太大，请重新录制！”的对话框，则

表明测试学生录音音量太大，测试学生需根据情况适当降低自己说话

的音量或增大话筒到嘴部的距离。调整完后点击“开始试音”，重新

开始试音。 

如果弹出“刚才没有录制到声音，请重新录制！”的对话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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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测试学生的耳麦设备可能未识别，或者录音音量小到系统无法识

别。测试学生需检查耳麦设备是否正常，或增大说话音量。调整完后

点击“开始试音”，重新开始试音。 

 

4) 测试成功：程序自动测试通过后，显示“设备已调试正常，请

不要再调整话筒和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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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演唱测试 

在完成设备测试后，系统自动进入测试指导语界面，开始宣读指

导语，测试学生依照系统语音与界面的提示，按照步骤完成测试的测

试环节。 

必唱环节： 

1) 必唱环节-练习阶段： 

 

指导语结束后，进入倒计时界面(如图所示)。系统将在 3 秒钟的

倒计时结束后自动进入必唱环节的练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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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有 1 分钟的时间可以进行练习，如果 1 分钟之内练习完毕，

可以点击“结束练习”进入下一阶段。 

 

2) 必唱环节-测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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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语结束后，进入倒计时界面(如图所示)。系统将在 3 秒钟的

倒计时结束后自动进入必唱环节的测试阶段。 

 

学生有 2 分钟的时间进行测试演唱，如果 2 分钟之内演唱完毕，

可以点击“结束演唱”进入下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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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唱环节： 

3) 选唱环节-选择歌曲： 

根据语音和界面提示进入选唱环节的选择歌曲阶段： 

 

学生有 2 分钟的时间进行歌曲选择，通过点击歌曲名称查看歌

谱，进行选歌。2 分钟后自动进入下一阶段，如若提前确定选歌，点

击“确定选歌”按钮，则不能再更换歌曲，并进入下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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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唱环节-练习阶段： 

 

学生有 1 分钟的时间进行选唱环节的练习，如果 1 分钟之内练习

完毕，可以点击“结束练习”进入下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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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唱环节-测试阶段： 

 

指导语结束后，进入倒计时界面(如图所示)。系统将在 3 秒钟的

倒计时结束后自动进入选唱环节的测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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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有 2 分钟的时间进行测试演唱，如果 2 分钟之内演唱完毕，

可以点击“结束演唱”，完成测试。 

 

6) 测试完毕： 

完成测试后，系统会自动返回学生账户登录页，可以继续下一个

学生的演唱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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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学生测试完毕后，点击右上角“返回”按钮，即可返回学校

账户登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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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测评管理（进度监控及数据上传） 

登录演唱测试系统学校账户，在学校账户的功能首页，点击“测

评管理”，学校可以对学生测试及数据上传进度进行监控、上传学生

做答数据，以及如果存在缺测的样本学生，可以进行有限制的样本替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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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度监控 

点击左侧功能栏“进度监控”，进入进度监控页面，可以查看本

校学生测试数据上传情况。 

 注意： 

截图数据信息仅为示例，请以实际系统为准 

学校需确保全部测试学生的数据状态均为已完成状态。 

2. 数据上传 

测试结束后，系统会自动生成测试学生的演唱答卷包，如果学校

计算机网络连接正常，则测试数据会自动进行上传。学校可通过进度

监控页面查看数据上传情况。 

如果期间网络出现连接异常（断网）情况，学校可以手动进行数

据上传。点击“数据上传”，点击“选择文件”，找到应上传的数据文

件，点击“打开”开始上传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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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方列表中可以查看上传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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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导出给区县（如果出现学校断网无法上传的情况）： 

如样本学校的测试电脑出现不能联网，无法上传数据的极端情

况，需要将答卷数据包导出到 U 盘，与监测工具包一起交与区县，

由县级人员进行上传。数据包导出的具体操作如下： 

点击打开目录，打开文件所在文件夹，右键单击测试答卷数据包，

复制到监测工具包中的 U 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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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为保证区县在上传本校数据时，能完整、正确地完成上传，请

学校在导出演唱测试数据时，将本校的演唱数据（正常情况

下每校 5 个）单独放在一个文件夹中，文件夹命名为“学校

代码+学校名称+演唱测试数据（共 5 个）”。 

2. 测试数据文件格式为“.apf”格式。 

4. 账号维护 

如果测试的样本学生存在不能参测的情况，系统中提供 5 个替换

名额，将不能参测的样本学生进行替换。点击左侧功能栏“账号维护”，

进入账号维护页面。 

 

点击不能参测的学生后面的“替换”按钮，弹出账号替换界面，

填入替换原因，点击“确定”，则替换学生及账号生效，替换的样本

学生用其账号登录演唱测试系统参加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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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保留 

正式监测完毕并完成上传后，样本学校需要保证演唱测试系统安

装程序及相应测试数据在测试电脑上保存至少一周，防止上传数据出

现问题，以备补传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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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样本区县操作说明 

1. 进度监控 

点击左侧功能栏“进度监控”，进入进度监控页面，可以查看本

区县学校测试数据上传情况。点击某一学校的学校名称，可以查看该

学校上报进度详情。 

 

 

注意： 

截图数据信息仅为示例，请以实际系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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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需在规定时间内确保所属地全部样本学校的测试学生数据均为已完成上

传。 

2. 数据上传 

如若样本学校网络临时出现问题，可依照监测流程，在测试当天

学校将导出的演唱数据包 U 盘递交区县，由区县人员使用区县账户

进行数据上传。 

点击“数据上传”，点击“选择文件”，找到 U 盘中应上传的数据

文件，点击“打开”开始上传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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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方列表中可以查看上传列表及进度： 

 

第五部分 省级操作说明 

1. 进度监控 

点击左侧功能栏“进度监控”，进入进度监控页面，可以查看本

省样本区县测试数据上传情况。点击某一区县的区县名称，可以查看

该区县上报进度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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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某一区县的区县名称，可以查看该区县上报进度详情。 

 

点击某一学校的学校名称，可以查看该学校上报进度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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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截图数据信息仅为示例，请以实际系统为准 

省需在规定时间内确保所属地全部样本区县的测试学生数据均为已完成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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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部分 异常解决办法 

一、 耳麦设备安装 

1. USB 端口无法使用 

 可能的原因：USB 端口未启用； 

 解决办法：启用 USB 端口。 

注： 

1) 有些电脑的 USB 端口可能需要手工在 BIOS 中启用； 

2) 在有条件的计算机教室，可以通过控制机统一启用 USB 端口； 

3) 建议每台电脑打开两个 USB 端口，一个用来连接 USB 耳麦，另一个用

在网络故障时插入 U 盘导出测试学生答卷。  

2. USB 耳麦的驱动程序不能自动安装 

 可能的原因： 

1) 耳麦的 USB 接口接触有问题； 

2) 使用了非正版的 Windows 操作系统； 

3) USB 声卡故障。 

 解决方法： 

1) 拔下带 USB 声卡的耳麦后，重新将其插入 USB 接口； 

2) 确认 Windows 版本是 Windows 2000 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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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某些非正版的 Windows 操作系统，内置的 USB 声卡驱动程序没有经过

微软的数字签名，需要在设备管理器中进行手工驱动安装； 

4) 若上述处理后仍无法安装，可尝试使用耳麦设备提供的驱动光盘手工安

装 USB 驱动程序； 

5) 若上述处理均无法解决，则可能是 USB 声卡故障，需更换备用耳麦。 

二、 客户端安装和启动 

1. 演唱测试系统安装失败 

 现象： 

1) 有安装提示，但点击安装之后提示失败； 

2) 点击安装之后，非常长的时间没有安装提示，页面无变化。 

 可能的原因： 

1) 演唱测试系统防火墙的设置级别过高； 

2) 使用了不受支持的操作系统； 

3) 演唱测试系统的系统时间不正确； 

4) 演唱测试系统的软硬件问题。 

 解决办法： 

1) 关闭防火墙，或弹出网络链接提示的时候放行。 

2) 客户端软件需运行在 windows 7 及以上系统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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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计算机的性能影响，演唱测试系统程序的安装可能需要几分钟时间，

请耐心等待。 

2. 演唱测试系统开始测试启动之后不是全屏 

 可能的原因：显卡驱动未正确安装。 

 解决办法：在启动开始测试之前，手工将显示屏的分辨率设置为

1280*768。 

3. 未检测到音频设备 

 现象： 

演唱测试系统开始测试启动的时候提示：未检测到音频设备； 

 可能的原因： 

1) 演唱测试系统未启动 Windows Audio 服务； 

2) 耳麦设备未正确安装。 

 解决方法： 

1) 查看 Windows Audio 服务是否启动，依次点开“开始→设置→控制面板→

管理工具→服务→Windows Audio”，找到并启动 Windows Audio 服务。 

2) 检查耳麦设备是否正确安装。 

4. 系统盘磁盘空间不足 

 现象：演唱测试系统启动的时候提示系统盘磁盘空间不足； 

 可能的原因：演唱测试系统磁盘空间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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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办法：在系统盘保留至少 2G 的空余磁盘空间，并能进行正常读写

操作。 

5. 提示演唱测试系统程序非法访问或缺少文件 

 可能的原因：演唱测试系统未正确安装。 

 解决办法：首先关闭所有的相关程序；删除演唱测试系统，方法如下：

打开控制面板，找到《演唱测试系统-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双击进行卸载；

然后重新访问官方网站下载演唱测试系统并再次安装。 

三、 测试学生设备测试困难 

 现象：有些测试学生会卡在设备测试界面，始终无法通过测试； 

 解决办法： 

1) 检查测试学生是否戴好耳麦，是否调整好麦克风的位置；麦克风应戴在

左侧嘴角略低位置处，距嘴部的距离大约为一指，有绿色标志的一侧朝

外； 

2) 确认测试学生是否在录音时间内朗读了测试用的句子； 

3) 确认测试学生的朗读音量是否合适(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4) 确认测试界面上是否能看到录音波形，波形是否上下波动；如果测试学

生的声音已经足够大，仍然看不到录音波形，说明耳麦设备有问题，需

更换备用耳麦或安排测试学生使用备用机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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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客户端运行停止 

 可能的原因： 

1) 演唱测试系统的系统盘的容量太小，客户端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2) 系统死机、病毒占用内存或是硬件出现问题导致客户端程序不能正常运

行。 

 解决办法： 

1) 若是演唱测试系统盘容量问题，请清理系统盘，确保系统盘有足够的剩

余空间； 

2) 若是由死机、病毒或硬件问题引起，请使用备用机替代该演唱测试系统，

用于后续的测试。 

五、 音频设备故障 

 现象：测试学生答题期间出现音频设备故障提示。 

 可能的原因：耳麦与演唱测试系统的连接插口发生故障。 

 解决办法：检查 USB 专用耳麦的 USB 插口是否连接良好，耳麦工

作指示灯是否亮着。 

六、 数据上传异常 

 现象 1：如若数据没有完成上传即关闭计算机，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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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办法：打开测试电脑，点击桌面快捷方式，登录演唱测试系统，

重新上传即可。 

 现象 2：如果测试机中出现非人为因素的故障，导致测试中断，需要

更换电脑继续测试，这样测试数据分别存储在不同电脑上，如何上传？ 

 解决办法：依照正常上传流程，将每台存储着本校测试数据的电脑

上同样操作，完成测试数据的上传，保证每个样本学校上传的演唱测试数据

包个数与测试学生数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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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注意事项简汇 

将准备与测试过程中的注意事项总结如下： 

一、 版本问题 

1. 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演唱测试系统客户端共分为练习版

（用于练习阶段）和正式版（用于正式测试当天），各版本

中又包含以简谱为测试唱谱和以五线谱为测试唱谱两类，

各样本校需在不同测试阶段选择正确，且适合本校学生的

客户端进行下载安装。 

2.  

3. 在正式测试前，务必确认样本学校下载并安装的是正式测

试版安装程序。请依照实施流程在规定时间内下载正确的

安装包，务必提前完成安装调试，正式版客户端安装后，

练习版客户端将会被覆盖，不可再使用。 

二、 登陆账号 

1. 省级、样本区县与样本学校登录演唱测试系统的账户和密

码与信息上报及抽样系统的账号和密码一致（练习版及正

式版均如此）； 

2. 样本学生的练习账号如下，每个样本校提供 5 个练习账号，

均可反复多次登录进行练习。样本学生的正式测试账号即

为正式测试条形码，密码详见学生名册或测试当天样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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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可在演唱测试系统中查看。 

如：某样本学校账号为 12345678911，则该校的学生练习账号为： 

练习账号 密码 

123456789110001 

12345678 

123456789110003 

123456789110005 

123456789110007 

123456789110009 

三、 进度监控及数据上传 

1. 省、样本区县需在规定时间内确保所属地全部样本学校的

练习账号 密码 

学校抽样系统登录账号+0001 

12345678 

学校抽样系统登录账号+0003 

学校抽样系统登录账号+0005 

学校抽样系统登录账号+0007 

学校抽样系统登录账号+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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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学生数据均为已完成上传； 

2. 如果手动上传测试数据，请样本学校在上传演唱测试数据

时，确定已上传完成的学生测试数据文件个数与实际测试

学生个数务必相符，并且均上传完成； 

3. 测试数据文件格式为“.apf”格式。 

4. 如若样本学校实在不具备联网条件或者网络临时出现问

题，可依照监测流程，在测试当天将导出的演唱数据包递

交区县，由区县人员使用区县账户上传； 

5. 正式监测完毕并完成上传后，样本学校需要保证演唱测试

系统安装程序及相应测试数据在测试电脑上保存至少一

周，防止上传数据出现问题，以备补传之用。 

四、 现场准备环节 

1. 测试时关闭还原卡； 

2. 安装测试系统程序前请关掉防火墙和 360 等杀毒软件。 

3. 练习阶段不限制必须使用派发的指定耳麦（使用普通耳麦

也可以进行练习），但是必须测试及调试好派发的指定耳

麦，并通过指定耳麦进行过练习。正式测试当天，正式版

测试系统只能使用派发的指定耳麦。 

4. 保证测试电脑的系统日期均为测试当天的时间； 

5. 耳机尽量插在机器后侧，以防学生起身将耳机抽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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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耳麦统一放在每台显示器左侧； 

7. 为保证测试的正常进行，将每台电脑的屏保与睡眠状态等

时间修改为“从不”； 

8. 如果学校条件允许，最好多准备 1 至 2 台电脑提前安装好

演唱系统，作为备用。 

五、 指导环节 

1. 提醒学生不要随意触碰电脑电源键，不要重启电脑； 

2. 佩戴耳机时，话筒在左侧； 

3. 注意话筒上的绿色标示必须在外侧； 

4. 试音时，如果感觉放音或录音的音量过小或过大，可以操

作系统，调节音量； 

5. 提醒学生要用自然、真实的声音进行演唱，尽量不要用假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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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以上为国家义务教育监测演唱测试系统的操作说明，手册电子版

可在此处下载：https://eachina.changyan.cn/#down 

如在信息上报过程中遇到填报困难，请在确保数据内容与格式没

有问题后，及时同上下级填报单位沟通与联系。如遇实施问题，请拨

打电话 010-58800063，如遇到技术问题，请通过以下方式与监测中心

联系： 

电话：010-58800032       邮箱：naeqdata@163.com 

微信公众账号：EMED_NAEQ （用手机微信进行扫描） 

感谢您对监测信息上报及抽样工作的支持，欢迎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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