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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远程随时机考
考试准备

1

自2022年7月，ACCA在中国内地正式推出远程随时机考，为学员提供更多参加
ACCA随时机考的机会。中国内地学员现在即可报名远程随时机考，感受更佳
的考试灵活性、便利性和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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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1. 考前准备

a) ACCA考试软件 – iX

b) iX 网络系统测试 – WST

c) ATA远程监考软件 – 优巡

2. 考试日准备

3. 技术故障

4. 要点总结

在本期视频中，我们将介绍在参加远程随时机考前，及考试日的准备工作。以
帮助您更好地准备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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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前准备

参加远程随时机考前需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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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场所 - 可以在家中进行考试

▪ 需要有一个安静且具有私密性的房间，按考试规定布置考试区，考试环境示例图，考试桌面
布置指南

设备要求 - 检查设备，完成自测

▪ 电脑（机考答题、远程监考主视角）- 不建议使用公司电脑和公司网络进行远程考试

▪ 移动设备（远程监考第二视角）

▪ 备用手机（应急联络）

▪ 报名前，请务必仔细查看最低技术要求并完成自测，做好设置（特别是区域和语言设置）

考试规定 - 阅读知晓相关规定，在报名网站上确认同意

▪ 考试规则 考试指南 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学员条款和条件 如何使用您的数据和视频记录

登录ACCA中文官网了解更多详情

考前准备

您需要充分了解远程考试对考试环境、设备及网络连接的要求。

首先是考试场所
请准备一间安静且私密的考试房间，需要有实体的墙面和门，而非玻璃门，严
格禁止用窗帘隔开的房间。如有房间窗户且高度可看见人员活动，请务必确保
用百叶窗/窗帘完全将其覆盖。确保考试全程不受外界打扰。

考试中应锁上房门，或者在门外张贴“考试中，请勿入内”的标识以避免他人误
入。
如果考试中有人进入考试房间，考试将中断，也可能会被取消。

其次是考试设备
远程考试需要使用ACCA考试软件IX，及ATA远程考试监考软件优巡。（ATA是
ACCA在中国大陆远程考试监考的合作方）。

远程考试需要自备3台设备：

第一台设备为主设备，可以是台式电脑或笔记本电脑，但不支持MacBook电脑，
即使安装了Windows10的MacBook也是不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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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需配置有前置摄像头，请确保扬声器和麦克风能正常工作。

电脑用于ACCA考试答题，同时也是远程监考的主视角。
考试过程中如需请求监考官协助的，可以通过电脑端的优巡软件进行联络。

第二台设备为移动设备，可以是 iPhone、iPad 或者安卓手机，但不支持安卓
平板和Windows 平板或电脑。它是远程监考的第二视角。

请确保移动设备连接wifi无线网络，摄像头正常工作。

建议使用机架固定移动设备，确保放置的位置和角度符合要求，并预防设备发
生意外，比如滑倒或跌落等。

第三部设备是用于紧急联络的备用手机。

如果发生紧急情况，监考老师无法看到现场视频，老师将拨打备用手机紧急联
络。请确保备用手机号码是在MYACCA中登记的，可以联系到您的号码。如
未能及时恢复连接，考试将被取消。

特别提醒：远程考试不建议使用公司电脑或在公司网络下进行，由于公司不同
的网络安全举措有可能会导致远程考试不能顺利完成。

在报考远程随时机考之前，请在ACCA官网上仔细阅读考试设备最低技术要求，
并按分步操作说明完成自测，尤其是语言和区域等设置，避免考试界面出现
乱码等技术故障。

整个远程考试过程将被拍摄与记录，相关信息将与ATA共享。在报名远程考试
之前，请仔细阅读并确认同意远程考试相关条款。详细信息，请参见ACCA中
文官网考试专属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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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考试软件 - iX

ACCA 考前邮件

▪ 考试前2-3天，ACCA将发送邮件提供考试科目的下载密钥 Token ID，请注意查收

▪ 如考前1天仍未收到ACCA 邮件，请联系ACCA 客服查询

ACCA 考试软件iX 下载安装

▪ 请使用最新版本的Google Chrome完成

▪ 观看 iX 下载和安装视频

• 点击此处获取下载链接

Token ID 下载密钥

▪ Token ID 是针对特定日期和特定科目的

▪ 如报考多门考试，应使用首门科目的 Token ID 下载 iX

▪ 到考试结束时间，待监考官确认后，退出并卸载iX

▪ 如有后续科目，请使用后续科目的 Token ID 再次下载 iX

参加远程随时机考，需要使用ACCA考试软件iX。

您将在考试前2-3天收到ACCA发送的含考试软件下载密钥Token ID的电子邮件，
请注意查收，及时下载安装。如果您在考前一天（24小时）仍未收到ACCA邮
件，请联系ACCA中国客服。

请使用最新版本的Google Chrome完成iX的下载安装
您可以先观看 iX下载和安装视频，再点击此处获取下载链接

请注意ACCA考试软件的下载密钥Token ID是针对特定日期的特定科目的。

如您报考多门考试，请使用首门科目的Token ID下载iX

到考试结束时间，待监考官确认后, 再退出iX，并立即卸载。

如有后续科目，请使用后续科目的Token ID再次下载iX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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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考试软件iX内置WST

▪ 成功完成WST对降低考试技术风险极为重要，它将检查您的考试设备和网络是

否能够运行iX

▪ 请先观看 WST分步测试指南视频

▪ 请使用鼠标右键点击 iX 图标，选择“Run as administrator”或“以管理者身份运

行”

▪ 考试中如出现技术故障，WST的完成情况就作为是否可以免费改期的重要考量

之一（请参见“报名规则”）

特别提醒

▪ 如在 WST 过程中遇到问题，不要点击“Complete”，请直接关闭 iX。

▪ 测试中，如点击了“Complete”，则表示WST已完成，您的系统访问权限即失效。

请先尝试解决问题，再重新运行WST。

▪ 请参照最低技术要求和自测说明再次检查系统设置，之后再次进行WST。

iX下载安装完成后，请及时完成iX内置的网络系统测试（Web System Test，以
下简称“WST”），请使用Google Chrome谷歌浏览器来完成该项准备工作。使
用鼠标右键点击iX图标，选择“Run as administrator”或“以管理者身份运行”。

成功完成WST对降低考试技术风险极为重要，它将检查您的考试设备和网络是
否能够运行iX。测试前，请先观看WST的视频演示。测试必须每一步认真完成，
而非简单地跳过。

测试中，如发生技术问题，请不要点击“Complete"，直接关闭iX即可。一旦点
击了“Complete”，您的WST访问权限将立即失效。

请对照最低技术要求，再次认真完成自测，特别是语言和区域的设置。问题解
决后，再重新运行WST。

考试中如出现技术故障，WST的完成情况就作为是否可以免费改期的重要考量
之一。

6



© ACCA Public

ATA远程监考软件 –优巡

优巡安装及卸载
▪ ATA测试日前，电脑端和移动设备端分别完成下载并安装优巡

▪ 电脑端点击链接下载，移动设备端扫描右方二维码

▪ 移动设备端支持IOS 10.1+ 及Android 4.1+

▪ 如报名多门远程考试，只需下载一次优巡软件

▪ 完成所有考试后，再卸载优巡

ATA在线客服
▪ 如在下载安装优巡软件的过程中有技术问题，请联系优巡下载页面上的在线客服。

远程考试将使用ATA远程监考软件优巡（以下简称“优巡”）。

请在电脑端和移动设备端分别下载安装优巡软件。

电脑端请点击链接载优巡，移动设备端扫描二维码下载。

如报名多门远程考试，只需下载一次优巡软件即可。

待完成所有考试后再卸载。

如您在下载安装优巡软件的过程中有技术问题，请联系优巡下载页面上的在线
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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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考试对考试环境有一定的要求。房间环境布置如图所示。您可通过ACCA

中文官网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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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脑应放置在靠墙的桌子上

▪ 第二视角移动设备应放置在身体一侧，距离身体约1-1.5米，

并架在高约1米的支架上

▪ 保持第二视角移动设备垂直放置且连接电源

▪ 确保移动设备的视野收录学员全身及考试桌，避免收录电

脑屏幕的任何内容

▪ 学员应在测试日和正式考试日登录优巡软件前确保考试桌

布置和第二视角移动设备放置符合规定，否则有可能会导

致考试签到流程的延迟

远程考试第二视角移动设备的放置

移动设备放置要求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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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手机的放置

▪ 用于紧急联络

▪ 设置成振动

▪ 放置于考试桌子的一角，一

臂之外，手臂不能触及之处

▪ 能察觉备用手机的振动状态

▪ 监考官可以根据考试环境的

实际情况，指示考生按其要

求调整备用手机的摆放

紧急联络用的备用手机放置要求如图所示。

在环境检查过程中，监考官可能会对手机具体放置的位置提出具体要求，请遵
照执行。

10



© ACCA Public

11

桌面陈设说明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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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机考
学习练习资源

参加考试前，建议您使用ACCA官方样题或购买官方模拟考 (Practice Tests）
勤加练习，这将对您通过考试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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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机考样卷与讲解视频

第1步：完成机考样卷（CBE Specimen）

ACCA全球官网为学员提供免费的随时机考样卷，包含一套完整试题卷和一套补充练习卷（仅 Section B)。

请点击下方链接，选择对应样卷，进行模考。

▪ BT/MA/FA： https://specimen.accaglobal.com/flk.html

▪ LW： https://specimen.accaglobal.com/fls.html

您可以点击本页的链接进入免费的ACCA 官方样题。建议您按考试要求完成样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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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考样卷与讲解视频

第2步：收看样卷解析（Specimen Debrief)

学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ACCA学员服务小助手”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输入

您的ACCA ID以及电子邮箱，即可登录MAX。

▪ 选择Applied Knowledge，进入BT、MA 和 FA 样卷试题解析

▪ 选择Applied Skills，进入LW样卷试题解析

选择学科和对应题号，学员可获取来自ACCA总部专家对每道样题的详细讲解。

MAX是ACCA学员服务小助手中的

学习资源板块

强烈建议您关注微信小程序 “ACCA学员服务小助手”，输入ACCA ID以及电子
邮箱，登录学习资源板块MAX。在相关随时机考科目下, 有ACCA总部专家对官
方样卷每道题的细致的讲解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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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测试（Practice Tests）

如何利用模拟测试？

ACCA官方的模拟测试也是您复习备考的好帮手，模拟测

试与真实考题的大纲覆盖面以及题目难度相当。

▪ 可以帮助您体验考试环境和了解考试要求

▪ 可以真实反映您目前的学习复习成果

▪ 个性化成绩反馈图表，您可以知道自己在大纲的哪些

部分表现得很好，或有所欠缺，进而能更有针对性地

查漏补缺（如右侧图所示）

如何购买？

▪ 您可以登录MyACCA账户自行购买

▪ 每个科目可以单次购买1份试题（（£7~9），也可以

选择一次购买三份（£14~18）
点击此处，了解模拟测试的更多信息。

参加考试前，您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通过MyACCA购买官方模
拟测试题。完成模拟测试后您就收到个性化的反馈，了解自己在大纲不同领域
的掌握情况，进而有助于您查漏补缺，更有针对性地，更高效地准备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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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日准备

16

以下，我们将介绍考试日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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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随时机考-考试日流程图

这张图是考试日的流程图。

第1步：按照要求布置考试区。

第2步：保持电源连接，关闭除iX和优巡以外的其他程序。
移动设备调至静音，备用手机调至振动，并妥善放置。
考试前30分钟，优巡开始签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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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到流程

• 自动身份验证：如果您是中国公民，将通过面部识别来验证身份

• 人工身份验证：如果您不是中国公民或无法通过面部识别，您将被要求出示带照片

的身份证件，由监考官完成人工身份验证

• 环境检查：您须手持远程监考移动设备缓慢移动360度，展示房间四壁及考试桌，

监考官可能要求检查显示器及桌上物品

有效护照

身份证

生物识别的居住证

驾照

不需要准考证

未成年学员将遵循相同的签到规则和监考流

程参加远程机考。

未成年学员（未满18岁）

考试日指南

签到流程包括身份验证和环境检查。请提前准备好身份证原件。
签到后，监考官会在ATA优巡桌面应用中通过屏幕向您展示ACCA iX的考试启
动密钥（ACCESS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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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随时机考 - 考试日流程图

签到完毕后，打开ACCA 考试软件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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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ACCA考试软件iX 考试开始前30分钟，登录 iX

考试开始时间，准时启动 iX

考试开始时间1小时，如未能在考试开始时间之后的 1 小时

内成功启动考试，将不提供退考/改期，需重新报名考试，

并支付考试费用。

考试前上洗手间。在考试期间不得离开座

位，包括去洗手间。请您提前做好各项考

前准备。

考试前，请按要求设置好考试区。请在

WST测试日和 ACCA考试日 使用相同的

考试环境、设备和网络连接，以确保远程

考试顺利运行。
启动考试软件iX

1. 输入ACCA ID + 出生日期，登录 iX

2. 成功签到后，监考官会提供考试启动密钥 (access code)

3. 到考试开始时间，在iX界面上点击 “Next” 按钮进入考试

启动页面，使用复制粘贴功能输入启动密钥（您无法提前

启动考试）

4. 花至多10分钟阅读“Exam Regulations” (考前说明和摘

要)，也可提前点击“Ready to Begin”进入考试

清除考试桌面上任何未授权的物品。

考试日指南

首先使用ACCA ID + 出生日期，登录iX。

成功登录后，您无需做任何操作，安静等候至考试开始时间。

到了考试开始时间，您可在iX界面上点击“Next”按钮进入考试启动页面，使用
复制粘贴功能输入监考官在ATA 优巡中提供的Access Code，启动考试软件。

请在考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并及时签到。如未能在考试开始时间之后的 1 

小时内成功启动考试，将不提供退考/改期，需重新报名考试，并支付考试费用。

进入“考前说明和摘要页面（exam regulations）”，您将有至多10分钟阅读，也
可提前点击“Ready to Begin”正式进入考试，计时器此时开始正式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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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启动密钥（Access Code）

考试启动密钥（Access Code）复制/粘贴的操作，点击观看 视频：

1) 成功签到后，监考官会在优巡桌面应用的界面向您展示考试启动密钥（Access Code）

2) 在code上任意字母处点击鼠标右键（或双击鼠标左键），选择“select all”

3) 然后再次在已选择的code字符串上右键，选择“copy”

4) 通过粘贴功能将其输入ACCA考试软件以进入考试界面，然后选择“Next”转至考试说明及
考试摘要页面

❖ 步骤 2 和 3 操作不能间隔太久，页面周期刷新可能会造成字符串选择被取消掉，进而无法
进行copy动作

考试启动密钥Access Code 复制和粘贴的操作有4个步骤，您也可点击观看视
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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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随时机考-考试日流程图

考试中请始终遵守考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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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监考官交流 ▪ 考试过程中，确保不会关闭ACCA考试软件iX和ATA远程监考软件优巡

▪ 在 iX 界面，点击 “Contact Invigilator” 按钮（联系监考官）

▪ 在优巡界面，点击 “Help” 按钮（帮助）请求与监考官视频通话

▪ 返回iX界面，请注意使用最小化按钮，不要使用X关闭优巡

“Contact Invigilator”按钮

最小化

“Help”按钮

考试中，如果需和监考官进行交流，在iX界面，点击“Contact Invigilator”按钮
（联系监考官）

在优巡界面，点击“Help”按钮发起监考官视频通话请求，等待回应。

通话结束，点击“最小化”按钮回到iX界面（注意：请不要误点“X”关闭键）

特别提醒：考试过程中，千万不要使用关闭按钮关闭iX和优巡，此举将导致考
试中断或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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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步骤：

1. 在iX界面点击 将优巡调到桌面前端

2. 在优巡界面点击 向监考官发起请求，等待监考官发

起视频通话

3. 请求得到确认时 按钮变为绿色

取消时再次点击 按钮变回白色

4. 回到考试桌后，重新完成以上3步，通知监考官您已返

5. 监考官将要求您再次完成身份验证

24

Contact Invigilator

Help

Help

Help

“Contact Invigilator”按钮

最小化

“Help”按钮

这一页详细介绍了联系监考官的具体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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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随时机考-考试日流程图

考试时间到之后，提交试卷屏幕会显示确认信息。您的考试结果会显示在电脑
屏幕上，同时确认您的考试是否成功。请注意，在ACCA确认您的考试结果前，
此结果是临时的。如果您能访问打印机，您可以在考试结束后打印一份临时成
绩通知。

请务必待监考官确认后，再退出iX和优巡。

iX应立即卸载，而优巡在完成所有科目后再卸载。

监考官会要求您在离开考试环境前撕掉考试中使用的草稿纸。

至此，远程考试就顺利完成了。

考试结束后，考试结果将立即上传至ACCA服务器。ACCA将处理您的考试结
果，并于72小时内更新您的学员记录以反映您的远程机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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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技术故障

请您务必考前认真进行 ACCA 考试软件iX 自带的网络系统测试（Web 

System Test）分步测试。

考试期间，如遇到非您个人原因导致的技术问题，未能成功完成考试，

您可通过报名网站右下角的在线客服，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经审核后

可获得一次免费改期重考的安排；

如未能在考前认真完整地进行网络系统测试WST，如果考试中遇到技术

问题未能成功完成考试，将不提供退考/改期，之前支付的报名费不退，

您需重新报名考试，并支付考试费用。

请您在考前认真进行了 ACCA 考试软件自带的网络系统测试（Web System 

Test）分步测试。

考试期间，如您遇到非个人原因导致的技术问题，未能成功完成考试，您可通
过报名网站右下角的在线客服，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经审核后可获得一次免
费改期重考的安排；

如未能在考前认真完整地进行 WST网络系统测试，如果考试中遇到技术问题未
能成功完成考试，将不提供退考/改期，之前支付的报名费不退，您需重新报名
考试，并支付考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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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总结

以下三页为要点总结，请仔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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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总结（1/3）

1. 确保符合最低技术要求、考试区布置要求，同意并接受远程考试的相关规定

2. ATA远程监考软件优巡

▪ 及时在电脑端及移动端下载安装优巡软件

3. ACCA考试软件iX

▪ 收到 iX 下载密钥（Token ID），及时完成 iX 的下载、安装和网络系统测

试（Web System Test, WST）

▪ 报考多门的，请用首门科目的密钥下载 iX

▪ 考试结束后，立即卸载iX，使用下一门科目的 Token ID 再次下载iX

4. 提前熟悉机考操作，并自备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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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总结（2/3）

5. 考试日流程

1) 签到开始前，再次检查设备，并严格按照要求布置考试区

▪ 电脑端：显示器（不可双屏）/ 摄像头 / 键盘 / 扬声器 / 麦克风等

▪ 移动设备端：设置成静音，检查摄像头，按要求放置移动设备

▪ 备用手机：设置成振动，放置在考试桌子的桌角端，保持一臂之外，手机号码

是登记在 MyACCA 里的电话号码

2) 考试开始前30分钟，登录监考软件优巡（ACCA ID + ATA Test ID）

3) 考试开始前30分钟，登录考试软件iX（ACCA ID + 生日），并停留在登录页面

4) 进行身份验证及环境检查，签到后在优巡界面获得启动密钥（Access Code）

5) 到考试开始时间，点击 iX 登录页面上 “next” 进入启动页面，输入 Access Code    

启动考试

29



© ACCA Public

要点总结（3/3）

6. 考试全程请勿关闭优巡，使用最小化按钮回到 iX

▪ 如意外断开连接，监考官会拨打您的备用手机，您需要及时恢复连接，

否则考试将被终止

▪ 考试时间结束前请保持考试状态，不得提前离开

▪ 考试结束时，退出并卸载iX（优巡可在完成所有远程科目后卸载）

7. 如果考试中发生技术问题

▪ 如您在考前认真进行了 ACCA 考试软件自带的网络系统测试（WST）分

步测试，仍遇到非个人原因导致的技术问题未能成功完成考试，可通过

报名网站右下角的在线客服，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经审核后可获得一

次免费改期重考的安排

▪ 如未能在考前认真完整地进行了WST，遇到技术问题未能成功完成考试，

将不提供退考/改期，之前支付的报名费不退，您需重新报名考试，并支

付考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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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备考顺利
学业有成！

以上即是ACCA远程随时考试的准备说明。希望能帮到您做好充分的准备。

祝您备考顺利，学业有成！

A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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