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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艺帮“提前招生”考试常见问题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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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下载 

常见问题： 

1. 是否可以用电脑或者平板。 

答：不支持电脑和平板，只支持手机。 

2. 两个手机是否可以不是同一个系统，例如一个苹果一个安卓 

答：可以 

3. 现在下载注册了，考试的时候，可不可以换一个手机 

答：可以换手机，用原注册账号登录即可，不需要重新注册 

4. 下载的手机里面，没有 sim 卡可以吗 

答：可以，连接稳定 wifi 即可 

5. 在哪里下载，可以在应用商店下载吗 

答：可以在小艺帮官网下载 https://www.xiaoyibang.com/，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确

保是最新版本。小艺帮最新版本 V3.3.4;小艺帮助手最新版本 2.0.8。亦可以扫码下图二维码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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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注册登录 

 

常见问题： 

1. 注册需要和报名留的手机号一致吗 

答：不需要 

2. 必须要用孩子的手机号注册吗，可以用家长的吗 

答：可以用家长的手机号，认证学生的信息即可。 

3. 先用家长的手机号注册，考试用孩子的手机号登录考试可以吗（更换账号的步骤） 

答：需要去【我的页面】【设置】里面，修改账号，改成孩子的手机。改完就可以用孩子手

机号登录了。 

4. 只有一个手机号，小艺帮和小艺帮助手需要两个账号怎么办 

答：小艺帮助手不需要注册登录，只需要考试的时候扫主机考试页面的二维码即可。要确保

您辅机下载的是【小艺帮助手】APP，APP 名字是 5 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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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身份认证 

 

常见问题： 

1. 认证过程没有拍照身份证，怎么办，还能拍吗 

答：认证有两个途径，拍照和手动输入，手动输入过，显示已认证即可，无需再次拍照。 

2. 省份填哪里 

答：学籍所在地 

3. 一寸免冠照要怎么传 

答：这里没有要求，可以自拍，没有底色和大小要求，也可以不上传。 

4. 通讯地址填什么 

答：居住地址，若填了其他地址也没关系 

5. 收件人填什么 

答：家里人都可以填，若填了其他人也没关系 

6. 紧急联系人填什么 

答：考生父母等能够联系上考生的人，若填了其他人也没关系 

7. 我认证了【其他】身份，但是后面填了考生号，变成了【艺术校考生】身份，怎么办，

能改吗 

答：填了考生号，就会切换到【艺术校考生】身份了，这个改不了的，也不影响考试，学校

对于身份的审核，是在考试院完成的，在小艺帮仅进行考试。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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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确认考试 

 

 

确认考试步骤如下： 

完成身份认证后，会有待确认的考试。在【报考】页面点击去即可去确认，或者去【我的页

面】【确认报考】去确认考试。 

确认完成后，会在【报考页面】【在线考试】页面生成考试信息，这里就是考试入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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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1. 确认报考页面没有数据。 

这里有几种情况： 

A. 学校还没有发布考试，这个时候，小艺帮是没有学校的考试的，所以考生也无法确认，

等待学校发布即可。 

B. 学校发布了考试，但是考生在学校报名的身份证号和小艺帮注册认证的不一致，也是无

法看到考试的，需要去核对信息，修改成一致的即可。（这里需要去联系小艺帮技术支持人

员、学校的管理员或者小艺帮客服去进行核对修改） 

C. 学生已经确认过了，在确认报考页面，是会显示没有数据的，引导学生去【报考】【在

线考试】页面去查看，是否已经存在学校的考试信息了。 

2. 报名记录里面没有报名信息。 

答：考生是在学校官网报名的，在小艺帮仅进行考试，报名记录这里是没有信息的，不用担

心。 

3. 点击去报名，没有这个学校可以报。 

答：考生是在学校官网报名的，在小艺帮仅进行考试，无需去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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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考前练习、模拟考、正式考 

主机页面： 

 

 

辅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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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1. 从哪里进入模拟考、考前练习、正式考 

答：点击【在线考试】页面学校考试信息，进入后即可看到考试入口了（部分家长会担心这

里点了是不是正式考就开始了，这个不用担心，进入后才可以看到正式考试的入口） 

2. 模拟考可以不参加吗? 

需要参加模拟考，以熟悉考试流程。 

3. 辅机如何开始考试，二维码在哪里扫 

答：辅机二维码，在主机的考试页面，底部会有一个二维码信息，点开就可以看到二维码了，

用辅机扫一扫，即可看到考试信息了，点击对应科目，开启录制。（如上图） 

4. 辅机先开始考试，还是主机先开始考试 

答：先开启辅机录制，再开启主机对应科目的录制。 

5. 主辅机可以切换摄像头吗 

答：辅机可以切换，在考试开始录制页面，可以选择切换摄像头，选择完毕开始考试后，不

可以再更改。 

主机根据学校考试设定，一般是选择前置摄像头，方便答题 

6. 主辅机横竖屏可以切换吗 

答：学校若设置了横竖屏，不能切换；若没有设置，可以切换 

7. 为什么辅机可以进入考试，主机进不去 

一般来说，是因为迟到了。考试有固定的时间，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进入，错过截止进入时

间，主机无法再进入考试。（遇到这种情况，尤其是正式考试，需要找小艺帮客服进行核查） 

8. 为什么主机一直提示我：请开始辅机的录制 

两个可能：A：辅机没有开始录制。B：辅机开始录制的科目和主机不一致 

9. 模拟考会有结果反馈吗 

答：模拟考不评分，仅用来熟悉流程 

10. 模拟考的视频可以回看吗，怎么删除呢 

答：提交完不可回看，提交完自动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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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提交视频，考试结束 

 

常见问题： 

1. 如何确保已经上传完成 

答：确认主机和辅机提交状态，都显示完成即可 

2. 必须要在 5 分钟内上传完吗 

答：看学校官网给的截止上传完成时间 

3. 上传失败了，上传一直不动怎么办 

答：上传失败了，可以重启 APP，切换网络，回来继续上传。上传的时候停留在上传页面，

不要离开 APP，确保上传完再离开 

4. 遇到任何考试失败的问题 

让考生联系小艺帮客服，或者反馈给学校的管理员，进行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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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的常见问题： 

1. 如何关闭通话功能 

答：开飞行模式连接 wifi 

2. 如何关闭其他应用的通知 

答：建议退出登录 QQ、微信等其他软件的账号，并在系统设置里面关闭通知权限。 

3. 如何摆放机位 

答：参考学校发布的考试要求和机位示意图 

4. 是否需要支架 

答：用支架拍摄更稳定 

5. 红米手机可以用吗 

答：不建议，目前发现”红米 note9”和”红米 9”存在录制没有声音的情况，若有其他手机，

建议使用其他手机考试。 

6. 可以静音吗 

答：不可以，可能造成考试没有声音 

7. 可以开勿扰模式吗 

答：可以的，要注意不要静音 

8. 可以开呼叫转移吗 

答：可以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