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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实验班选拔笔试
操作指南与注意事项
2021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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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法学院实验班选拔笔试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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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实验班选拔笔试方式及题型

法学院实验班选拔考试满分100分，包含客观题和主观题（写作）两个部分。

1. 客观题（共计80分，计时60分钟） ：iTest云平台机考。具体题型如下：

Parts Sections (points) 题型 题量及分值

Part I 听力理解
（30分）

Section A (1分 * 6题= 6分) 短对话 2个短对话，1题/个，共2题（播放一遍）
长对话 1个长对话，共4题（播放一遍）

Section B (1分 * 4题= 4分) 短文理解 1篇短文，共4题（播放一遍）
Section C (1分 * 10题= 10分) 演讲 1篇演讲，共10题（选择题+填空题，播放一遍）
Section D (1分 * 10题= 10分) 复合听写 1篇短文，共10个空（填空题，播放两遍）

Part II 阅读理解
（40分）

Section A (1分 * 10题= 10分) 选词填空 1篇短文，共10个空，给15个词汇，选10个填空
Section B (1分 * 10题= 10分) 长篇阅读 1篇文章，共10题（配对题）
Section C (2分 * 10题=20分) 阅读理解 1篇文章，共10题

Part III 完形填空 0.5分 * 20题= 10分 完形填空 1篇文章，共20个题

2. 主观题（手写作文，共计20分，计时30分钟）：问卷星平台，提交手写作文照片或扫描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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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实验班选拔笔试流程

2021年8月23日（周一）下午
1. 13:30（进入系统，核对考生身份，准备考试）

2. 正式作答：

① 14:00-15:00 iTest云平台（客观题，电脑浏览器iTestgunpoint作答）
登录网址：https://itestcloud.unipus.cn

② 15:00-15:05 五分钟平台切换（由电脑iTest端切换至手机端操作）

③ 15:05-15:40 问卷星平台（作文，手写作答，含5分钟拍照提交时间）
请等待老师发送问卷星试题二维码，用微信扫码登录。

【温馨提醒】，
请准时进入iTest考试系统作答，考试将于15:40结束，如果超使进入考试系统，将影响整体作答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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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iTest云平台学生操作说明
（客观题部分）

5

iTest考前须知

1. 使用iTEST智能测评云平台及问卷星进行在线机考，须考生提前准备好电脑、耳机。
电脑要求：
操作系统：winXP及以上，MAC需要下载chrome或者Firefox浏览器。 电脑内存：4G及以上。

耳机要求：
请使用电脑配套耳机，建议不要用手机配套耳机。

2. 考生须提前下载Chrome、Firefox、360极速浏览器（极速模式）。
请至少下载安装其中2个浏览器，以备考试中遇到问题切换。注：不支持手机端作答。
（浏览器可前往下载专区下载安装：https://itestcloud.unipus.cn/xzzq）

3. 收到考试通知后，请前往iTEST进行注册、认证。
请用手机号或者邮箱申请账号，自行设置密码。首次登陆需要进行帐号认证，认证账号为学号。
如果已经参加过UIBE新生英语分级考试（模拟测试或正式考试）的同学，请直接用自己的帐号和密码登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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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线上考试全流程

考前准备

①

②

③

注册、登录认证iTEST系统

线下确认参加考试的场次、时间

参加学校安排的试测，排查设备问题

④ 提前登陆考试，环境检测
浏览器（谷歌/火狐）、耳机、耳麦、键盘、网速

⑤ 进入考试中开始答题

考中确保网络正常、听力过程中勿随意插拔耳机

参加考试
⑥ 考试结束提交试卷

考试后 ⑦ 请耐心等待学校相关通知选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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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前准备：电脑端登录

Step 1：学生打开浏览器，地址栏输 入

地址：https:/ / itestcloud.unipus.cn

切记不可使用IE浏览器或360安全浏览

器，不支持手机浏览器；

Step 2：在登录界面点击登录界面右

下角的“环境检测”，对自己电脑浏
览器、网速等进行检测，符合要求即
可进入。

8

https://itestcloud.unipus.cn/


5

Step 3：登录的账号密码需

要 自行注册，需用手机号注

册一 个登录账号，点击注册

，完成注册（如学生已经有U

校园账号， 可以用U校园账号

直接登录）；

考前准备：电脑端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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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认证和完善个人信息

首次登录需要选择学校，进行认证。 ITEST认证账号为学号，学校选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身份选择“ 学生“ 。 认证成功首先完善个人相关个人信息。

*账号认证后无法更改，请认真填写。

认证完成后，再次登录时无需再次

认证，直接使用unipus账号登录

即可（模拟测试认证一次即可，正

式考试请直接登陆，登陆的用户名

为注册手机号或者注册邮箱，密码

为自己修改过的密码）

考前准备：电脑端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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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线上考试全流程

① 注册、登录认证iTEST系统

② 确认班级，以及参加考试的场次、时间

③ 参加学校安排的试测，排查设备问题考前准备

④ 提前登陆考试，环境检测

浏览器（谷歌/火狐）、耳机、耳麦、键盘、网速

⑤ 进入考试中开始答题

考中确保网络正常、听力过程中勿随意插拔耳机

⑥ 考试结束提交试卷
参加考试

⑦ 请耐心等待学校相关通知选拔结果。考试后

11

电脑端考中操作说明：

Step 4：牢记自己的考试时间，按照老师通知的试测和考试时间提前半小时左右登录系统等待考试开始

。 登录后，在“ 当前学校考试” 页面，可以查看正在进行中的考试以及具体的考试科目、时间、时长
和地 点。点击学校考试，找到考试，考试开始后点击“ 去考试”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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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点击“ 去考试” 时，如无法看到考试界面，请确认浏览器是否屏蔽了弹窗。

电脑端考中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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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核对个人信息，查看考试说明、检测键盘、耳机设备检测，进行键盘、耳机和耳麦的设备调试。
请不要使用蓝牙耳机，请使用插线耳机，否则可能会遇到播放无声音的情况。

电脑端考中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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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当试卷中包含口语题目时，需要进行录音检测，确认插好耳麦，并允许浏览器使用麦克风权

限。试音完成后可回放录音，如果需要调节耳麦的音量，点击电脑桌面右下角的音量图标， 进行调节

。调试之后，点击“ 确定录音正常” 。然后系统自动加载试题，加载成功后点击“ 进入 考试” 。

（本次笔试无口语题，不需要用到麦克风）

电脑端考中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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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设备调试完成后，系统自动加载试题

， 加载成功后点击“ 确定” 开始考试 。如
果有考生显示“加载失败”，请即时检查网络环
境是否正常，如仍有问题请联系监考教师。

进入考试后，考试的倒计时即自动开启。
如考试时间未到，状态显示请等待，考试时间
到，即可点击“去考试”，点击进入考试）。

考试按顺序作答，点击“ 下一题” 继续作答
。 点击“ 进度弹框” 可查看试卷结构和答题

情况。

电脑端考中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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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6：答完后，点击答题页面右上角“提交试卷”按钮交卷。如果有未答完的题，点击“ 提交试卷

” 后会提示有几道题未作答，如需返回继续作答，请点击“ 取消” ，并通过页面顶端的试题目录按钮

定位到未 作答试题。如不需返回，则点击“ 确认” 。

电脑端考中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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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务必确认登录地址是否正确（https://itestcloud.unipus.cn）。

2. 提示用户名密码错误时，请确认输入的unipus账户密码无误，自己是否以前改过密码。如果想不起来，

请通过“忘记密码”找回。

3. 听力试音步骤不可跳过，试音时留意声音是否清晰，是否有杂音。如果音质不好，请更换适合电脑使用

的耳机，重新试音。音质正常以后，才可以进入下一步骤。

4. 听力题作答过程中，请不要关闭答题页面，否则再次进入该Section下所有的试题都无法再次播放听力

内容。

5. 考试过程中请勿随意插拔耳机，否则影响听力音频正常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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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听力题会按section顺序播放，同一个section内的试题会自动跳转。听力播放前，页面右下角的“上一
题”“下一题”是跳转至相邻section的按钮，点击后会跳转到下一个考试模块（如下图）。考试中只需
点击“点击开始听力考试”按钮，题目会按照顺序依次播放跳转。前一个Section播放完毕，需要手动
点击“下一题”进入下一个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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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考试中只需点击“点击开始听力考试”按钮，题目会按照顺序依次播放跳转，确保Section A完成后 再

单击“下一题”按钮，进入Section B，以此类推。音频正在播放或处于答题倒计时中，“上一题”“下一
题”点击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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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7. 每人仅一次考试机会。考试一旦开始，请在规定考试时长内完成并提交（请确定所有内容答题完毕后再

提交试卷），整场考试的倒计时结束时，如果学生未点击“提交试卷”按钮，则试卷会自动提交。

8. 考试中如遇问题请通过微信群向老师反映，考试期间会有监考人员实时在线解决问题。学生需要提供的

信息包括姓名、联系方式、问题描述（请提前截屏或者录屏以便后续老师核实问题，汇报问题后倾耐心

等待老师回复。）

9. 如果出现断电、断网等特殊情况，请立即寻找稳定的网络和电脑后重新登录网址继续考试，系统将会自

动记录已做的答案和考试时间，连续计时。

10.考试中若出现显示异常，可调节浏览器显示比例（按住Ctrl键，同时滚动鼠标滚轮），或更换浏览器。

11.作答中或提交试卷时，若出现系统提示，请认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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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2. iTest考试平台有防作弊提醒，学生离开iTest考试页面超过10秒后，回来会显示考试切屏
异常提示。切屏提示（如下图）在考试中点击确定就可以，不影响学生作答和成绩。切屏
次数超过3次（含3次）将按作弊处理，考试成绩无效。建议考前请关闭电脑的弹窗通知，
以免引起切屏异常提示。

学生端收到的切屏警告 后台监测到的切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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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3. iTest切屏的相关规定如下：

【切屏说明】是为了监测学生是否在考试期间有无关操作的监控功能。

【切屏判定】考生离开考试页面超过10秒则判定切屏。

【如何避免出现异常提示】学生浏览器全屏答题，不临时调整音量，不点击微信QQ通知 ，
若弹出广告弹窗等无关页面需要在10s内关闭并及时返回考试页面，完全不离开考试页面，
就不会弹出。建议考生在进入iTEST考试页面前提前调试好电脑的音量和其他设置，提前
关闭各个软件的通知，考试中除答题外不要做其他无关操作。

【若弹出是否对考试有影响】老师会收到异常弹出的提示，不影响学生正常作答，也不会
强制交卷。本次考试切屏次数3次或以上（亦即学生接收到3次或以上的切屏提醒，以老师
后台监控数据为准）按作弊处理，学生将自动失去选拔资格，考试成绩无效。望大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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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问卷星学生操作说明
（写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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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星平台考试（写作部分）须知

在正式考试中，大家会在微信群接收到问卷星考试链接，请通过扫描问卷星二维码或者点击考试

链接，利用手机微信端或者电脑端阅读题目，并上传手写作文图片即可。要注意的是：

1. 考试期间不可在手机端和电脑端上切换作答，建议使用手机微信端作答。

2. 答案上传有且仅有一次机会，只能上传一个文档（图片或者PDF格式，大小不超过10M）。
请在手写答案上写清楚姓名和学号（建议提前打印手写模版作答），并把所有的手写作文纸
放在一起拍照上传。请保证照片清晰、完整、角度不偏不倚、无阴影！如果会使用PDF软件
扫描文件进行上传亦可上传PDF文件。

3. 如果答案提交出现问题，可以将答案发送至邮箱：uibe_itest@163.com，邮件主题请写
“UIBE法学院2021级实验班选拔：姓名+学号”。请勿重复提交答案。如果问卷星答案提交
成功，会以问卷星提交的答案为准。超过作答时间提交的答案一律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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