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艺帮 APP 使用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 
 

为了保证考试的顺利进行，特别提醒各位考生注意以下情况： 

1. 只能使用手机安装小艺帮 APP 考试，不能使用其他任何硬件设备。 
2. 避免重复认证，每个考生身份证只能认证一次。 
3. 务必进行充分考前练习和参加至少一场模拟考试，以免正式考试中误操作影响考试。 
4. 正式考试过程中一定不要化浓妆，不要带美瞳等，否则会导致人脸识别失败，进入不了下一步

操作。 
5. 务必检查网络信号，建议是稳定的 wifi 或者 4G 网络，确保考试全程网络环境正常，避免出现

断网情况导致视频提交失败。 
6. 考试时，考生不得进行录屏、截屏、投屏、锁屏、接通来电、退出小艺帮 APP、点击进入其他

应用程序等会中断小艺帮 APP 运行的操作，以上操作均会导致考试终止。 
7. 人脸认证时，考生拍照请调整好光线，不要出现高曝光的情况，保证人脸清晰，否则会造成人

脸认证失败。 
8. 进入考试，人脸在镜头中比对连续 3 次失败后，会自动返回到“考试”页面，在考试列表页根据

系统提示进行人脸验证，人脸验证通过后，可再继续考试。 
9. 务必禁止通话功能，退出、关闭除小艺帮 APP 之外的其他应用程序，例如微信、QQ、录屏、音

乐、视频、在线课堂等。手机不得使用夜间模式和静音模式，确保在考试拍摄过程中不会被其
他应用程序干扰。 

10. 考试过程中正在录制视频，如果被中断则本次录制失败，录制机会减少一次（每个考生共有 10
次机会）。 

11. 考试前务必保持手机电量充足，确保在拍摄过程中不会出现因为手机电量过低自动关机、录制
内容丢失的情况，请准备好电源和移动电源。 

12. 正式考试中，考试科目视频完成提交后，需要一直关注上传进度，一定不要退出程序，如遇网
路不稳定中断上传，建议切换网络，根据提示点击重新上传，直至视频上传成功。 

13. 考试前务必确保手机存储空间充足，至少有 10G 的剩余存储空间，确保在拍摄过程中不会因手
机存储空间不足导致录制中断、丢失的情况，考试时间越长，需要预留的空间越多。 

14. 全部视频上传成功前，一定不要清理手机内存、垃圾数据等，考试时间结束后 48 小时内一定不
要卸载小艺帮 APP。考试结束提交视频时务必使用原考试手机操作，切勿更换手机。 

 

 

一、下载/注册/认证/登录问题 
1. 能否使用电脑或 iPad 等平板进行考试? 
目前只能使用手机安装小艺帮 APP(支持安卓和 IOS)考试，不能使用其他任何硬件设备。需使用
android7.0 及以上或 ios 系统 10.0 以上的近两年上市的主流品牌机（例如华为、小米、oppo、vivo、
iPhone 等千元以上机型）下载 APP 进行注册、认证及后续的考试。 



2. 注册时提示身份证认证冲突，什么原因? 
身份认证冲突-是由于两个手机号认证同一个身份证引起的(严禁此类操作!)如其中一个手机号已经认证
身份证，直接用此手机号及所设密码登录，做后续的报名及考试即可，不用更换手机号。另外一个手机
号如因认证不通过而点击了申诉，请立即咨询客服 QQ: 800180626 反馈请情况并要求取消此申诉。 

3. 身份证认证失败，如何解决? 
可能原因如下: 

1) 上传的身份证照片文字是否拍摄清晰。 

2) 网络异常，导致图片验证失败。 

3) 身份证认证失败，请确认身份证信息有如下改动: 

•             现役军人、武警官兵、特殊部门人员及特殊级别官员。 

• 退役不到 2 年的军人和士兵(根据军衔、兵种不同，时间会有所不同，一般为 2 年)。 

•  户口迁出，且没有在新的迁入地迁入。 

•  户口迁入新迁入地，当地公安系统未将迁移信息上报到公安部(上报时间地域不同而有所差
异)。 

• 更改姓名，当地公安系统未将更改信息上报到公安部(上报时间因地域不同而有所差异)。 

• 移民。 

• 未更换二代身份证。 

解决办法: 

如遇到 1)、2)，请重新拍摄上传。 

如遇到 3)或其他原因，请联系小艺帮工作人员进行核实，联络 QQ:800180626。 

4. 人脸认证失败，如何解决? 
可能原因如下: 

1) 网络异常，导致图片验证失败。 

2) 无法获取身份证信息，导致人脸和身份证匹配失败。 

3) 人脸和身份证差异太大，导致一直失败。 

解决办法: 

3 次失败后会有人工审核入口，请上传身份证(人像面)和自拍照(请拍摄实人，不要拍摄照片)进行人工审
核。 

工作时间:8:00-24:00 含节假日，2 小时内会有有审核结果，非工作时间请耐心等待。 



5. 考试过程中人脸比对失败，怎么办? 
可能原因如下: 

1) 认证过程中，人脸不在画面中。 

2) 人脸对比差异太大，比对不通过。 

解决办法: 调整好光线，不要出现高曝光的情况，保证人脸清晰；一定不要化浓妆，不要带美瞳。连续 
3 次不通过，会被退回到考试列表页面，点击红色区域，尽快进行人脸验证，紧急联系客服 
QQ:800180626 

6. 选择“高考生”身份或“其他”身份认证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任何区别，两种身份均可认证，对考试没有任何影响。 

7. 注册登录小艺帮 APP 发送验证码，手机收不到应该怎么办? 
请确认已经使用最新版本的小艺帮 APP，重新发送验证码，如依旧无法收到验证码，请换一部手机用新
一个手机号注册发送验证码，再换回原手机用注册成功的手机号码+密码登录。 

8. 请问因为我填报学校用的手机号码是我父母的，但是我在家里登录小艺帮 APP 时使用
的号码是我自己的手机号码，需要换手机号码吗?  
不需要更换手机号码，可以直接使用父母的手机号码+密码登录即可。 

9. 登录小艺帮 APP 后为什么显示英文? 
请将手机系统语言切换成简体中文，如果还是无法解决，请先切换到系统语言为英文，再切换为中文。 

10. 为什么我在注册的时候提示登录失败?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您的 APP 版本较低导致的，请登录小艺帮官 www.xiaoyibang.com 下载安装最新版的
APP，然后再尝试登录。 

11. 人工申诉多久能完成? 
申诉在工作时间一般会在 2 小时内处理完成，非工作时间一般会隔天完成。 

12. 身份证过期或即将过期可不可以通过身份认证? 
可以的。 

二、考试相关问题 
1. 实时录制视频有什么建议或要求吗? 
需要参考报考院校的要求，建议考生由同伴帮忙录制或使用手机支架，调整好灯光等进行录制，考试前
建议多次进行考前练习和模拟考试，熟悉考试流程后再进行正式考试。 

2. 录制过程中被中断了会如何，怎样避免?  
考试过程中正在录制视频，如果被中断则本次录制失败，录制机会减少一次，本次录制没有视频存在。 

注意:  



1）考试前务必关闭手机通话功能和退出其他小艺帮以外的应用程序，例如:微信、QQ、钉钉、闹钟、
录屏、视频等可能会用到麦克风、扬声器和摄像头的程序，确保在考试拍摄过程中不会被其他应用程序
干扰。  

2）考试前务必保持手机电量充足，确保在拍摄过程中不会出现因为手机电量过低自动关机、 录制内容
丢失的情况，必须准备好电源和移动电源。  

3）考试前务必检查网络信号，确保在提交的过程中网络环境正常，避免出现断网的情况导致 视频提交
失败。建议是稳定的 WI-FI 或 4G 网络，如果遇到网络异常，可以尝试切换 WI-FI 和 4G 网络。 

3. 考试录制可以选择什么设备?  
拍摄设备统一用手机，不能使用平板等其他设备。正式考试手机跟模拟考试的手机保持一致，以保证手
机拍摄画面与模拟考试一致。 

4. 视频考试时，需要手机连接外置麦克风吗？ 
小艺帮目前不支持使用任何的外接设备! 

5. 考生点击“确认考试”，提示:“信息不一致”，怎么办? 
请考生联系需要报考的院校，需要核对导入考生的姓名、证件号、高考省份等信息是否正确，或院校还
未导入考生数据。 

6. APP 模拟考试也要先人脸识别吗? 
模拟考试也是需要进行人脸识别流程的，也是真实人脸识别。 

7. 如何进行模拟考试? 
请参考小艺帮 APP 使用说明，APP 确认考试，确认成功后再进行模拟考试。 

8. 如何使用小艺帮 APP 进行考试? 
请仔细查看学校发布的小艺帮 APP 操作说明或到小艺帮官网查看小艺帮 APP 考试视频操作指南。 

9. 一个考生可以用两部手机同时登录小艺帮，进入两个学校进行在线考试吗? 
不可以。 

10. 点击“开始考试”按钮，进入到考试页面后立即被退出，什么原因? 
可能原因如下: 

1) 如使用 wifi，请检查 wifi 连接是否正常。 

2) 如使用 4G，请检查 4G 流量是否正常稳定。 

解决办法: 

先检查是否存在网络问题，如不是，请联系小艺帮客服人员，客服 QQ:800180626。  

11. 考试视频无法提交，什么原因? 
可能原因如下: 



1) 考试时间结束。 

2) 录制次数用光了。 

3) 网络异常，无法上传文件。 

解决办法: 

如遇到 1、2，考试失败。如遇到 3，请尽快解决网络问题，及时上传文件。 

12. 如果不同账号使用同一部手机进行考试时，怎么办?  
此种情况一定需要确定先考试的考生录制的全部视频都提交并且上传成功，然后后面的考生才能进行考
试。否则会导致先进行考试的考生录制的视频被删除。 

13. 显示视频文件损坏的原因？ 
可能原因如下: 

1) 录制考试视频后，更换过手机，导致视频无法找到。 

2) 考试过程中离开了考试页面，导致视频未记录成功。 

解决办法: 考试过程中请一定不要更换手机，考试前多进行模拟考试，熟悉考试流程。考试过程中务必
不要被打断，手机来电时务必挂掉，不要退出考试画面。 

14. 提交考试视频后，还需要做什么?  
正式考试中，该专业所有考试科目视频都完成提交后，需要一直关注上传进度，一定不要退出程序，如
遇网路不稳定中断上传，建议切换网络，根据提示继续上传，直至视频上传成功。 

15. 正式考试中如果有 10 次录制机会，10 次必须要连续录制吗?  
不需要，详细参考操作说明和提前进行模拟考试，熟悉操作流程。 

16. 为什么录制好的视频会自动的镜面翻转?  
镜面翻转一般都是手机默认的模式，可以在手机相机中进行调整，取消镜像模式，不是小艺帮 APP 做
的翻转。(具体是否支持取消镜像操作，与手机的操作系统和品牌有关) 

 

技术咨询 QQ 号：800180626 

技术咨询电话：4001668807 

服务时间：周一到周日，8:00-24:00，其他时间的咨询会延迟到当天 8:00 处理，敬请谅解！ 

 


	一、下载/注册/认证/登录问题
	1. 能否使用电脑或 iPad 等平板进行考试?
	2. 注册时提示身份证认证冲突，什么原因?
	3. 身份证认证失败，如何解决?
	4. 人脸认证失败，如何解决?
	5. 考试过程中人脸比对失败，怎么办?
	6. 选择“高考生”身份或“其他”身份认证有什么区别吗?
	7. 注册登录小艺帮 APP 发送验证码，手机收不到应该怎么办?
	8. 请问因为我填报学校用的手机号码是我父母的，但是我在家里登录小艺帮APP时使用的号码是我自己的手机号码，需要换手机号码吗?
	9. 登录小艺帮 APP 后为什么显示英文?
	10. 为什么我在注册的时候提示登录失败?
	11. 人工申诉多久能完成?
	12. 身份证过期或即将过期可不可以通过身份认证?

	二、考试相关问题
	1. 实时录制视频有什么建议或要求吗?
	2. 录制过程中被中断了会如何，怎样避免?
	3. 考试录制可以选择什么设备?
	4. 视频考试时，需要手机连接外置麦克风吗？
	5. 考生点击“确认考试”，提示:“信息不一致”，怎么办?
	6. APP 模拟考试也要先人脸识别吗?
	7. 如何进行模拟考试?
	8. 如何使用小艺帮APP进行考试?
	9. 一个考生可以用两部手机同时登录小艺帮，进入两个学校进行在线考试吗?
	10. 点击“开始考试”按钮，进入到考试页面后立即被退出，什么原因?
	11. 考试视频无法提交，什么原因?
	12. 如果不同账号使用同一部手机进行考试时，怎么办?
	13. 显示视频文件损坏的原因？
	14. 提交考试视频后，还需要做什么?
	15. 正式考试中如果有 10 次录制机会，10 次必须要连续录制吗?
	16. 为什么录制好的视频会自动的镜面翻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