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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文档用于为马可题库的用户提供快速便捷的使用指南。 

 

马可题库的主要功能涵盖题库管理、试卷生成、网络考试等，适用于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培训机

构、企事业单位人事考核部门等，并在易用和效率上有着独到之处。 

 

上海以太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太软件）是一家以开发提供教育领域的软件和服务为主的软

件技术公司，旨在为教育、培训、考试领域的用户提供最有价值的软件和服务。以太乐于同任何对我

们的产品及服务感兴趣的单位或团队展开合作。 

 

请随时浏览我们的网站（http://www.ether-soft.com），以获得最新最详细的信息。  

  

  

  

版权所有    © 2009-2019 上海以太软件有限公司 

文中的所有文字和图片，其版权为上海以太软件有限公司所有。任何对本文及其部分的引用，必

须指明出处，并附上本文或指明可以从哪里获得本文。  

  

  

  

  

  

  

上海以太软件有限公司 

http://www.ether-soft.com 

camel_liu@sina.com 

021-57150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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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本章概况介绍马可题库的主要功能，产品优势以及下载地址。 

 

2.1 功能 
 题库管理 

通过马可题库，用户可以建立和管理特有的、符合自身实际需要的题库。题库的结构和试题的属

性可以自行设定和增删；试题的内容可以包含各种字体、符号、图片、公式等；支持从 Word 文件中

批量导入试题；也可手工添加、编辑试题；可按条件或关键词查询、搜索试题。 

 

 试卷生成 

在马可题库中，可以通过自动随机和手动挑选的方式来生成试卷。仅需两步，指定试题的范围和

分布，就能自动组卷。用户也可以筛选题库中的试题，并从中挑选合适的题目来组成试卷。得到的试

卷可以保存于题库中，可用于后续的网络考试中；也可导出为 doc 文件，用于纸质考试中。 

 

 网络考试 * 

如果选配了网络考试功能，用户还可以指定科目和试卷，安排考试时间，来进行网络考试。根据

所用的试卷类型，考生面对可以是随机选出的试题，也可以是手工指定的试题，还可以是两者的混合。

考试结束时，客观题将由系统自动判卷，并给出相应的分数。考生也可以登入系统，查阅考试成绩和

报表。 

 

针对考试和考生的数据统计和分析，可按用户的需要来定制。主观题的考试和批改，也在马可题

库的计划内。主观题可由系统分发给老师批改，并将结果记录于题库中。 

考虑到题海战术的需要，基于反馈到题库中的考试结果，可以为每个学生建立错题集。并在后续

考试和练习中，根据错题集，为每个学生有针对性地自动选题组卷，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考试成

绩。有此需求的中学和培训机构，请与我们联系，协商具体实施方案。我们提供的不只是一个软件，

而是一整套极具价值的系统和服务。它将毫无疑问地提高学校和学生的竞争力。 

 

* 网络考试为选配功能。并且，由于需要考生信息，来登入系统，才能进行考试，并记录成绩。

所以，该功能在具体实现和部署时，要与客户的已有系统对接，获取必要的考生信息。 

 

2.2 优势 
 普适通用 

马可题库适用于各种课程科目及各类题目。它在设计之初就关注通用性，这使得它的应用领域和

用户群体要远超同类产品。不管是学校的考试课程还是公司的考核项目，不管是简单的文字题还是复

杂的公式图表题，它都能适用。马可题库的用户遍及各类学校、企业公司和事业单位。 

 

 简单易用 

马可题库界面友好，操作简单，易学易用。可以在 5 分钟之内，让第一次使用的用户轻松上手；

其次，它带有样例题库，用户可通过对样例题库的体验，很快的熟悉软件所有功能和操作；最后，图

文并茂的快速指南，能帮助用户进一步熟悉它。 

 

 功能强大 

马可题库具备了一个题库系统所应有的完整功能。其模块化设计的建立题库、生成试卷和实施考

试等功能，可以满足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客户的需要。独特的仿 Web 页面的试题呈现方式，令客户对试

题内容一目了然，极大提高了试题管理和出题组卷的效率。灵活多样的题库配置和高效便捷的批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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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帮助客户迅速建立起符合自身需要的题库，并投入到实际运用中。可选配的网络考试也十分简明，

安排考试，只需指定所用试卷，选定时间，就可以启动考试。在线考试可以在电脑的浏览器和手机的

微信中进行，考生无需额外下载软件或 app，大大降低了在线考试的门槛和复杂度，有利于在线考试

的推进和实施。 

 

2.3 下载 
马可题库在持续地更新和完善，最新的版本可以从官网（http://www.ether-soft.com/make/publish/）

下载安装。马可题库目前仅支持 Windows 系统，并需要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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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说明 

本章配合软件界面，对马可题库的使用做具体说明，帮助用户更好地使用它。 

 

3.1 启动 
双击桌面上的马可题库的快捷方式，来启动运行它。马可题库每次启动时，都会检查是否有新的

版本，如果有则会自动升级更新。 

         
3.2 登入 

启动后，用户需要以帐号和密码来登入，才能进入自己私有的题库系统。我们也准备了公共的样

例题库，用户无须注册，即可匿名试用。 

 
 

3.3 入口 
首先，用户将面对如下图所示的入口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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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题库中可以包含多个科目，用户可以为每个科目或课程建立单独的题库。要查看某个题库、

添加修改试题、出题组卷等，请先从科目列表中选择对应的科目， 再点“管理题库”按钮。 

要添加新的科目，请在科目列表上点击鼠标右键，并从弹出的菜单上，选择“添加科目”。然后在

弹出的输入框中输入新科目的名称，就可以新建一个科目。 

 

 

要查看和安排网络考试，请点“安排考试”按钮。 

 

3.4 管理题库 
在入口界面上，点击“管理题库”按钮，可以进入题库管理界面，如下图所示。界面底部三个按

钮，“试题”、“试卷”和“配置”，分别用于试题、试卷和配置的管理。右侧偏上还有一个“用户手册”

按钮，点击它可以打开马可题库附带的 pdf 格式用户手册。 

 
 

3.5 配置 
点上图中的“配置”按钮，可以进行科目配置。对于一个新建的科目来说，科目配置是首先要做

的工作。即对一个科目的题库结构或试题属性进行配置，以搭建出符合科目特点和需要的题库。科目

配置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试题属性指的是题库中的试题，应包括哪些必要的属性，及其相应的取值。典型的属性，如题型、

章节等，对于试题的分门别类和出题组卷来说，可能是必不可少的；而难度、备注等，则可能并非不

可或缺。试题具体要包括哪些属性，这是在科目题库建立之初，用户就要作出选择和取舍的。 

在一个新建的空白科目中，我们为试题预置了最常用的 4 个属性，即题型、章节、难度、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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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题型，其他 3 个并非必需的，如果用户认为并不需要，可以禁用它们。除此之外，用户还可以添

加自己需要的属性。 

试题属性并非越多越好，请按需选用。因为每一道试题在录入时需要为其每一个属性赋值，过多

的属性也会带来输入上的繁琐。 

 
 

在属性列表框上，单击鼠标右键，将弹出菜单，用户可以选择其中的操作。 

如有需要，用户可以添加新的属性，最多可以添加 10 个。添加属性时，要输入属性的名称，并设

置属性的类型。除了题型和难度，其他属性的名称都可以随时修改。属性的类型则可以从列表、树形、

文本、数值等几项中选择。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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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类型是指属性的取值在预先设定好的某些项中选择。如题型，就是典型的列表类型，可以预

先设定好题型有哪几种，然后在录入试题时再从中选择来指定试题的题型。 

树形类型是指属性的取值在一个树状层级的节点中选择。它类似一个目录结构，而且可以包括最

多三级目录。如章节，就是典型的树形类型，可以是篇、章、节三级结构，也可以是章、节这样的两

级，当然也可以只有一级（那就和列表类型一样了）。试题的属性中只允许章节这个属性为树形类型，

其他属性都不能为树形类型。如果用户不需要章节这个属性，可以禁用它。如果不想用章节这个名称，

也可以修改它，改成任何名称都可以。 

列表和树形类型的属性，需要进一步配置可选列表项或树形节点项，以便在试题录入时可以从中

选择一项来设定这些属性。如下图所示，可以修改题型、添加章节等。 

  

 

在开始录入试题前，请为列表和树形类型的试题属性，添加至少一个列表项或节点项，以便在录

入试题时这些属性有可供选择的项。如果这些属性没有可供选择的项或者没有从中选择一项，试题将

无法录入。为列表类型的试题属性添加列表项时，“编号”这一列是自动生成的用于题库内部关联的唯

一的值。而“内容”这一列则是对外显示的值，如题型里的选择、填空、计算等，难度里的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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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等。另外，对于题型，还有“数值”一列，这是各个题型的分值，即某个题型的一道题是多少分。 

文本类型是指属性由用户输入的文本来赋值。如备注，就是典型的文本类型。文本类型的属性，

在试题录入时，其值可以为空。 

试题属性的类型设置后就不能修改。试题属性的名称，除了题型，都可以修改。预置的试题属性，

除了题型，不需要的话，可以禁用。用户添加的试题属性，可以删除。 

 

3.6 导入属性 
为了便于像章节或知识点这类条目数量众多的属性的录入，马可题库也支持从文本文档中批量地

导入试题属性。 

文本文档的后缀名为.txt，用记事本就可以输入或编辑。如下是一个导入属性的文档样例： 

 
仅题型(TX)、章节(ZJ)、难度(ND)这三个预置的试题属性可以批量导入。 

每一个属性导入的形式均为：{??|ABC}，即以花括号{}括起来，并以竖线|分隔。其中，??可以是

TX、ZJ、ND 三者之一，而 ABC 则是??的对应内容。 

符号^用于分隔并列或兄弟关系的条目。如难度属性：{ND|易^中^难}，包括易、中、难三个难度；

而章节属性：{ZJ|唐诗^宋词}，则包括唐诗、宋词两个一级章节。 

符号$仅用于章节中，用来分隔包含或父子关系的条目。如章节属性：{ZJ|唐诗$李白^杜甫^刘禹

锡^白居易^杜牧}，其中，唐诗是父章节，而李白、杜甫等都是其下的子章节。 

符号#仅用于题型中，用来分隔题型的名称和分值。如题型属性：{TX|选择#2^填空#4}，就包括选

择和填空两个题型，其分值分别为 2 分和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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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在配置界面的试题属性选项卡上，点“导入试题属性”按钮，可以选择一个文本文

件，并从中导入试题属性。在主界面上，点“导入样例”按钮，将列出软件附带的几个导入文档样例，

既有试题导入样例，也有属性导入样例，点击就可以打开，用户可以查看，或在其基础上修改保存为

自己的导入文档。 

 

3.7 试题 
在《3.4 管理题库》一节所示界面上，点“试题”按钮，则进入试题界面，如下图所示。界面的主

要部分用于展示试题，每页 10 道题，双栏显示，以便充分利用空间，呈现试题内容。这样的布局，好

处在于能让用户对试题内容一目了然；不像其他软件以列表形式来罗列试题，用户要点击选中某题后

才能看到其内容。试题内容之上浅青色的部分显示的是试题的主要属性。 

我们的软件设计一贯秉持简洁明快的理念，不管的界面还是功能都是如此。在马可题库中，大部

分操作功能被集中附于界面顶部的工具栏上；少部分编辑功能则通过右键菜单（单击鼠标右键弹出菜

单）来实现。整个界面追求的是清爽干净，不会出现繁杂纷乱的布局、罗列堆砌的按钮。 

 

 
 

在界面顶部的试题工具栏上，鼠标移到某个图标上就会有相应的提示出现。在试题工具栏上，从

左到右，依次是查询试题、浏览试题、编辑试题、导入试题等这么几组图标。 

 

3.8 查询试题 
点击工具栏上的“查询试题”按钮，将在界面左侧显示查询试题面板，如下图所示。用户可以在

这里按条件筛选试题，或以关键词搜索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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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试题面板的上部是筛选框，下部是搜索栏。试题的各属性中，列表和树形类型的属性将作为

根节点集中显示于筛选框中，它们所包含的值则作为子节点列于各自所属之下。用户可以按需要在其

中勾选或不选某些项，从而筛选出符合条件的试题。用户还可以在搜索栏中输入关键词，以在试题或

其文本类型的属性中搜索包含关键词的试题。一旦点击“查询”按钮，筛选和搜索匹配到的结果，将

显示于界面右侧，如下图所示。 

 

 

上图是一个查询样例，图中左侧是按题型为“选择”或“填空”，章节为“唐诗”，且试题题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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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中包含“明月”来进行查询，题库中所有匹配的试题作为查询结果显示于右侧。 

 

3.9 浏览和编辑试题 
点击工具栏上的图标，用户可以翻页浏览试题，也可以增删编辑试题。 

 

3.9.1 浏览试题 

工具栏上有一组前后翻页的图标，可用于浏览试题。用户既可以点“第一页”、“上一页”、“下一

页”、“最后一页”等按钮在试题中翻页浏览；也可以在“当前页”框中输入页码，然后按回车键，来

直接跳转到对应页。 

 

3.9.2 添加试题 

点击工具栏上的“添加试题”图标可以向题库中添加新的试题，界面如下所示。 

 
 

用户可在这个空白界面上输入试题的题目和答案，并选择或输入其各个属性的值。一个样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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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点“保存”按钮，就可以添加到题库中。注意，试题用到的每一个列表类型属性，都要

为之从列表框中选择一项。否则，在保存时会弹出提示对话框，并中止保存。 

注意，像章节这样的树形类型的属性，在这个界面中也是以列表框形式呈现的，只不过自顶而下

有几个层次，就用几个列表框，彼此联动，供用户选择。 

 

3.9.3 修改试题 

用户选择了一个试题后，就可以点击工具栏上的“修改试题”图标来修改编辑它。修改试题的界

面和添加试题的界面完全一样，只是在界面打开时，并非一片空白，而是已经根据试题的内容和属性，

填充了界面上的各个控件，用户可以在此基础上来进行修改编辑。同样，修改后需要点“保存”按钮，

才能将修改结果保存到题库中。 

 

3.9.4 删除试题 

点击工具栏上的“删除试题”图标可以删除选定的试题。注意，删除请慎重，试题删除后，无法

撤销，也不能恢复。并且，若有试卷或考试用到被删除的试题，可能出现异常。 

 

3.10 导入试题的文档规范 
马可题库支持从 Word 文档中导入试题。只要包含试题的 Word 文档符合简单的规范，就可以从中

批量导入试题。当然，用于试题导入的 Word 文档要符合一定的规范。在介绍如何导入试题之前，先

说明一下其文档规范，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操作导入。 

 

3.10.1 基本规范 

要准确地导入试题，概括来说，需考虑三个问题： 

一、如何识别试题与试题，把一道题既不多又不少地导入？ 

二、如何识别试题的答案，把答案和题目一同导入？ 

三、如何识别试题的属性，把它分门别类地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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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之间的分隔 

为了识别一道题与另一道题，试题与试题之间的应有分隔：①用空段落（空行）分隔试题；或者

②试题以数字编号开头。简单地说，要么以空行分隔试题，要么在试题前加上数字编号，这样马可题

库就能识别出每一道题。 

 

试题答案的标记 

试题中可以包括其答案，但必须以“[答案]”标记，在它之后的部分都是该题的答案。也就是说，

如果一道题中有“[答案]”这个特殊标记，则马可题库把该标记之前的部分识别为题目，之后的部分

识别为答案。 

 

试题属性的标注 

为了准确地导入试题，可以在文档中标注试题的属性，这样就能在导入时为试题的各个属性赋值，

比如它是什么题型、出自哪个章节等等，从而实现精准有效的导入。 

 

3.10.2 导入样例 

下图是一个导入样例文档的截图： 

 
 

图中，蓝色字样部分是属性标注和答案标记。蓝色并不是必须的，只是为了醒目才着色。 

可以看到，文档中，一道试题占据连续的几个段落，试题与试题之间有空行隔开。 

答案标记最好位于一行开头，其后就是题目的答案。注意：考虑到试题可能会用于网络考试，客

观题的答案必须遵循这样的规范：首先，它应是准确无误、不差分毫的；其次，它应是可从键盘输入

的正常文本；并且，它应紧跟于答案标记之后，与答案标记位于同一段落，直到段尾都是答案部分。

如果答案之后还有解析之类，应另起一段。遵守这些，客观题的答案才能被正确提取，并在网络考试

交卷时与考生的答案进行比对和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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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3 属性标注 

对于属性标注则应遵循以下几点： 

◆ 属性标注的形式为：[??|ABC]。 

◇ 其中，“??”是试题属性的缩写，由两个大写英文字母或一个大写英文字母加一个数字构

成，具体是什么，依属性而定。对于题型、章节、难度、备注等预置属性，它就是其拼

音首字母，即 TX、ZJ、ND、BZ 等；对于用户添加的自定义属性，则是 F0～F9。 

◇ 而“ABC”则是对应属性的值。对于列表类型的属性，这个值应该是科目配置中该试题

属性已存在的列表项。对于树形类型的属性，这个值是以反斜杠“\”分隔的自顶而下的，

在该试题属性已存在的各层级节点项。 

◆ 属性标注则应占据单独的段落，不能与试题在同一段落。一个段落可以包含若干属性标注。 

◆ 一个属性的标注将对其后的试题一直有效，直到该属性有新的标注取代它。比如某处标注了

题型为选择题，那么之后的试题默认都是选择题，直到有新的题型标注出现。因而，只需在

试题的某个属性与之前的试题不同时才标注它，没有必要在每一道题之前都标注属性。 

 

以预置属性为例，它们的属性标注如下所示。用户添加的属性也是类似的。 

题型：[TX|ABC]，TX 是固定的，ABC 则是题型属性中已有的某个题型。例如：[TX|选择]。 

章节：[ZJ|ABC]，ZJ 是固定的，ABC 则是章节属性中已有的某个章节。例如：[ZJ|唐诗\李白]。 

难度：[ND|ABC]，ND 是固定的，ABC 则是难度属性中已有的某个难度。例如：[ND|易]。 

备注：[BZ|ABC]，BZ 是固定的，ABC 则是要备注的文本。如果不需要，可以不标注。 

 

3.11 导入试题 
了解了导入文档规范后，用户就可以制作和整理自己的试题文档，并尝试导入了。 

点击工具栏上的“从 Word 文档导入试题”图标，将弹出打开文件对话框，用户可以从电脑中选

择用于导入试题的 Word 文档。一旦选定文档，马可题库就读取它的内容，并逐题（或属性标注）显

示于导入界面的导入内容框中。 

导入界面如下图所示，其大体与添加/编辑试题界面一样，只是在上部多出一个导入面板，其中包

括左侧的导入内容框和右侧的工具状态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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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过程中，马可题库逐段分析文档内容，根据上一节所述导入文档规范，提取出一道试题或者

一段属性标注，显示于导入内容框中。若提取到的是试题，则进一步分析其是否包含答案部分，并把

拆分后的题目和答案，分别置于界面下部左侧的题目框和答案框中。若提取到的是属性标注，则根据

其内容，来设定界面下部右侧的对应属性框。 

然后，软件会停下来，等待用户的处理和确认。这个时候，如果需要，用户可以修改题目框和答

案框中的内容，也可以修改各属性框中的内容。注意，导入内容框是不可修改的，实际被导入和存于

题库的也是题目框、答案框和各属性框中的内容。在确认无误后，用户可以点击“导入”按钮来导入

这道试题或接受试题属性的设定，并继续分析文档提取试题或属性。这个过程周而复始，就完成了整

个文档的导入。 

 

上图正是以上一节中提到的导入样例文档来进行导入，在第一时间所看到的界面。图中，马可题

库提取出了文档中首先出现的一段试题属性标注，显示于左上角的导入内容框，并根据这段属性标注，

设定了右下角的各属性框。这些属性将对后续的试题一直有效，直到有新的属性标注出现或者用户手

工修改了属性。 

注意到，此时，并非所有的属性都经由正在导入的属性

标注做了设定，有的属性，比如难度等，未出现在属性标注

中，这时点“导入”按钮的话，将出现如下提示对话框。 

 

 

 

 

 

 

用户就需要手工为对话框中提到的属性选择一个值，比如说为难度选择一项，然后再点“导入”

按钮。 

处理完这段属性标注，软件接着提取到一道试题，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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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软件把提取到的试题，按答案标记拆分，并分别置于题目框和答案框中。而各属性框

则保持之前的值。此时，如有必要，用户可以修改。一旦点“导入”按钮，此题将被导入题库，软件

将继续处理下一个。另外，若用户不想把当前试题导入到题库，可以点“跳过”按钮，软件会跳过它，

并继续处理下一个。 

 

如果导入文档规范无误，导入过程不需要过多人工修改和干预，则可以点“自动连续导入”按钮，

随后的导入将连续自动地进行，不需要用户逐个确认。在自动连续导入过程中，如果遇到无法处理的

问题，就会暂停下来，等待用户处理。导入中，最可能遇到的问题是：文档中所标注的属性或者属性

的值在题库中找不到对应项，这就需要用户来选择和处理。自动连续导入中，用户可以随时暂停，回

到逐题导入模式。 

 

下面以《唐诗宋词》为例，来看看如何从一个新的空白题库开始，导入试题属性及试题内容： 

① 首先，新建一个题库，可以命名为《唐诗宋词》； 

② 进入该题库，在主界面上点击“配置”按钮，进入配置界面，点击“导入试题属性……”按

钮，找到并选择“导入样例《唐诗宋词》属性.txt”文件。包含于该 txt 文件中的题型和篇章，

将被导入到题库中； 

③ 由于《唐诗宋词》样例中只使用了题型和章节这两个预置属性，而难度和备注则没有用到，

就要禁用掉这两个属性。否则在录入或导入试题时，就会提示用户需要选择难度。 

④ 返回主界面，点击“试题”按钮，进入试题界面，点击“从 Word 文档导入试题”按钮，找到

并选择“导入样例《信号与系统》试题.docx”文件，然后点击“自动连续导入”按钮。包含

于该 docx 文件中的所有试题将被自动批量导入到题库中，并依据文档中的属性标注，为每道

试题设定其题型和章节。 

⑤ 至此，一个《唐诗宋词》题库被建立起来。如果需要，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编辑或添加。 

 

3.12 试卷 
在《3.4 管理题库》一节所示界面上，点击“试卷”按钮，将在按钮上弹出试卷菜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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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指定条件自动组卷，也可以手工挑题组卷，还可以查阅以往保存的试卷。 

在马可题库中，试卷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自动组卷得到的随机试卷，这类试卷每次打开或使用时，

其中的试题是变化不定的，是由软件根据自动组卷时用户指定的条件来从题库中随机抽取的；另一种

是手工组卷得到的普通试卷，其中的试题则是固定不变的，就是用户手工组卷时挑选的试题。 

 

3.13 自动组卷 
在试卷菜单选择自动组卷，将出现组卷界面，如下图所示。 

 
组卷界面的左侧是试题范围面板；右侧则是试题分布表格，其顶部还有工具栏。试题范围面板显

示与否，受工具栏上“显示试题范围”选项的控制。只要用户指定了试题的范围和分布，软件就可以

进行自动组卷，并确保所生成的试卷符合指定的条件和要求。自动组卷不但能有效地把用户从繁杂的

出卷工作中解放出来，还能保证出题的稳定性和可比性，并有助于教考分离等目标的实现。 

 

3.13.1 试题范围 

试题范围面板类似于《3.8 查询试题》一节中的查询试题面板，只是没有搜索栏。通过在试题的题

型、章节、难度等属性中勾选或者不选某些项，来确定出题的范围。比如说，只出选择和填空题，并

且只从唐诗这一章节中出题，点“查询”按钮后，界面变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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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 试题分布 

试题分布表格是以题型为列，章节为行构成的表格。并且，只包括试题范围内选中的题型和章节，

如表中蓝底白字的单元格所示。白底的单元格是用户可以输入的，用以指定试题的分布，即在各题型

各章节上，出多少道题。这些白底格的右下角显示有浅灰色的数字，这些数字是题库中在对应题型和

章节上的试题数目。并且，它们是在符合出题范围前提下的试题数目，也就是说在变动出题范围时，

这些数字也会变化。它们指明了，在用户选定的试题范围下，各题型各章节上，可供出题的最大数目。 

选中一个白底格之后，再点一下鼠标或者直接键入数字，就会显示一个输入框，供用户输入数字，

该数字就是在对应的题型和章节上用户想要出题的数目。用户输入数字后，按回车键（Enter）确认，

或按返回键（Esc）取消。如下图所示。 

 
 

注：题型后面括号里的数字是题型对应的分值，取自科目配置中的题型属性。 

各题型各章节上的出题数目和分数，自动汇总显示于浅青色的单元格中。最左上角的单元格显示

的是总题数和总分数。 

 

3.13.3 出题选项 

点工具栏上的“出题选项”图标可以设定出题组卷的相关选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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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分布细化程度 

用户可以在试题分布上指定细化程度。可以仅在各题型上指定出题的数目（细化到题型）；也可以

不但在各题型上，还可以在一级章节上指定出题的数目（细化到一级章节，这是默认的）；甚至可以精

细到在各题型各二级章节上指定出题的数目（细化到二级章节），如下图所示。 

 

 

上图就是细化到二级章节的试题分布表格样例。用户可以在题型和第二级章节上来指定出题的数

目。在这个样例中，唐诗是一级章节，唐代诗人是二级章节，用户可以指定出哪些诗人的题。白底的

格子都是可以输入题数出题的。另外，可以看到白底格子并非布满整个表格，有些地方露出灰色背景，

这说明有些二级章节可能没有某些题型，所以不能在其上出题。 

 

试卷难度系数范围 

如果试题属性中启用了难度属性，则在组卷时可以指定难度系数的范围，生成的试卷将确保试卷

难度系数落在指定的范围内。在“出题选项”中勾选了“指定难度系数范围”后，将显示难度系数范

围控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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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用拖动左右两个滑动块，来指定一个合适的难度范围，从而要求试卷难度系数落在这个

范围内。试卷的难度系数 D 由其所含的各试题的难度系数与分数加权之和（∑Di*Si）除以分数之和

（∑Si）得到，即 D = ∑Di*Si / ∑Si，它是一个 0～1 间的值。试题的难度系数 Di 也是一个 0～1 间

的值，并与其难度相对应。科目配置中难度属性的第一个难度项对应难度系数 0，最后一个难度项对

应难度系数 1，中间各难度项的难度系数为 0～1 之间的等分值。例如，若难度属性中包括三个难度项，

则第一个难度项的难度系数为 0，第二个为 0.5，第三个为 1。试卷难度系数表明了试卷的总体难度，

由于它是由试题的难度和分数加权计算得到，所以若难度高的试题分值又大，则试卷的难度也高；反

之，若难度高的试题分值低，则不会明显提高试卷难度。 

注意，指定试卷难度系数范围，将降低自动组卷的成功率，尤其是过于狭窄的范围或偏差较大的

范围，都可能导致自动组卷失败，无法得到一份合乎要求的试卷。 

 

3.13.4 随机出一份试卷 

点击工具栏上的“随机出一份试卷”图标，即可按用户当前指定的试题范围和试题分布，以及试

卷难度（如果指定了的话）等组卷信息，来随机选题生成一份普通试卷，并显示于试卷界面，如下图

所示。其后，在试卷界面上，还可以进一步手工增删调整试题。实际上，只要涉及到陈列或手工调整

试卷的内容（即试题），都是在试卷界面上进行的，在《3.14 手工组卷》一节将具体介绍试卷界面。 

 

 

此外，若用户指定了试卷难度系数范围，出题时将计算生成的试卷的难度系数，如果不符合指定

范围，则会重新随机选题，再次核算难度系数。如果反复尝试 10 次，都没能得到一份符合难度的试卷，

组卷将宣告失败，并弹出对话框通知用户。 

 

3.13.5 保存为随机试卷 

点击工具栏上的“保存为随机试卷”图标，可以把用户当前指定的试题范围和试题分布，以及试

卷难度（如果指定了的话）等组卷信息，保存到一个随机试卷里，供以后出卷或考试使用。 

“保存为随机试卷”与“随机出一份试卷”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很大不同。两者都是基于组卷信

息（试题范围和分布、试卷难度等）的。只不过，前者保存这些信息于一个随机试卷中，后者则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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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信息随机选题生成了一份普通试卷。随机试卷的内容在每次打开和使用时都是不同的，都是根据

保存于其中的组卷信息随机生成的。普通试卷的内容则是固定的。简单地说，普通试卷保存的是试题，

而随机试卷保存的是组卷信息。 

保存时，会弹出如下图所示的输入框，要求用户为随机试卷输入一个名称。请输入一个有辨识度

的名称，以便于以后区分和使用。随后，该随机试卷将以用户输入的名称，保存于卷库中。 

 

 

3.13.6 显示卷库 

卷库，即试卷库，是马可题库系统中用于保存试卷的地方。随机试卷和普通试卷均可保存于卷库。

在组卷界面工具栏上点击“显示卷库”图标，可在界面左侧切换显示卷库面板，如下图所示。 

 
 

在左侧的卷库面板中，罗列了卷库中的所有试卷。其中，类型以*(星号)表示的是随机试卷，以·(点

号)表示的是普通试卷。注意到，在软件的所有图标中，涉及到随机试卷的就含有一个红色的齿轮，而

涉及到普通试卷的则含有一个蓝色的扳手。只要联想到随机试卷源于自动组卷，而普通试卷源于手工

组卷，那就不难理解了，自动和齿轮联系起来，手动和扳手联系起来，正是恰如其分。而*(星号)看起

来和齿轮也很相似，所以在类型中用*代表随机试卷。另外，随机试卷还用蓝色字体突出显示了。 

选中卷库中的试卷，单击鼠标右键，会弹出右键菜单。在这里，可以修改试卷名称、删除试卷。

若选中的是随机试卷，还可以在右侧的试题分布表格中显示其对应的试题分布，如上图所示。 

 

3.14 手工组卷 
在题库管理界面上点“试卷”按钮，并选择弹出菜单中的“手工组卷”，即可调出如下图所示的试

卷界面，进行手工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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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3.13.4 随机出一份试卷》一节所展示的试卷界面有所不同，手工组卷引出的试卷界面，呈现

左右布局，左侧面板显示的是题库，实际上嵌入的就是《3.7 试题》一节中的试题界面，只是其中的试

题工具栏上少了编辑和导入试题的按钮，并且试题不再分栏显示。右侧则是试卷面板，试卷所含的试

题就显示于此。可以看到，在试卷面板顶部的试卷工具栏上，第一个图标“显示题库”选项处于选中

状态，就是它使得左侧面板显示了题库中的试题；如果不选中它，则左侧的题库面板将消失。 

 

3.14.1 添加和移除试题 

用户只要在左侧题库面板，双击试题，或者在试题上单击鼠标右键，并选择“添加到试卷中”，就

可以把选中的试题加入到右侧的试卷中。反过来，在右侧试卷面板，双击试题，或者在试题上单击鼠

标右键，并选择“从试卷中移除”，就可以把选中的试题从试卷中移除，如下图所示。这样，就可以增

删调整试卷中的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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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2 保存为普通试卷 

点击试卷工具栏上的“保存为普通试卷”图标，可以把试卷面板内的试题，保存在一份普通试卷

里，以供后续使用。保存时，会弹出如下图所示的输入框，要求用户为普通试卷输入一个名称。请输

入一个有辨识度的名称，以便于以后区分和使用。随后，该普通试卷将以用户输入的名称，保存于卷

库中。 

 

 

3.15 查阅试卷 
在题库管理界面上点“试卷”按钮，并选择弹出菜单中的“查阅试卷”，即可调出如下图所示的试

卷界面，在左侧面板显示卷库，供用户查阅已有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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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侧显示的卷库面板中，列有之前保存于试卷库中的所有试卷。该卷库面板和《3.13.6 显示卷

库》一节在组卷界面上显示的卷库面板实际上是同一个。同样，用户可以在这里选中一个试卷，然后

通过右键菜单来修改试卷名称、删除试卷，还可以显示试卷内容，也就是把试卷所对应的试题，显示

于右侧的试卷面板中，如上图所示。值得说明的是，对于普通试卷（类型以·点号表示），其中的试题

是固定不变的，每次显示试卷内容都是一样的；而对于随机试卷（类型以*星号表示），其对应的试题

是随机可变的，每次显示试卷内容都是不同的。 

另外，可以看到，在试卷工具栏上，第二个图标“显示卷库”选项处于选中状态，就是它使得左

侧面板显示了题库中的试卷；如果不选中它，则左侧的卷库面板将消失。 

 

3.16 共用的试卷界面 
实际上，试卷界面被自动组卷、手工组卷、查阅试卷等功能所共用。自动组卷的结果（随机出一

份试卷）显示于试卷界面；手工组卷是以左侧显示题库面板的方式打开试卷界面；查阅试卷则是以左

侧显示卷库面板的方式打开试卷界面。 

自动组卷并随机出卷后，出现的试卷界面不但以整个版面显示试卷，还在试卷工具栏的最前面添

加了两个图标，分别对应“返回组卷界面”和“重新随机出卷”这两个功能。前者可以退回到组卷界

面，便于用户调整试题范围和分布，再次组卷；后者可以按既定的试题范围和分布，重新随机出一份

试卷。 

手工组卷和查阅试卷打开的试卷界面，分别对应试卷工具栏上“显示题库”和“显示卷库”选项

被选中的情形。而且，用户可以随时点击这两个选项，切换它们的选中状态，从而调出题库或卷库。

比如说，用户可以选中“显示题库”选项，在左侧打开题库，从题库中选择试题，加入到右侧的试卷

中，不管右侧的试卷之前是来自卷库还是自动组卷。另外，这两个选项可以都不选，但不能被同时选

中。 

 

3.17 导出试卷 
点击试卷工具栏上的“导出试卷到 Word 文档”图标，将弹出另存为文件对话框，用户可以在电

脑中指定一个 Word 文档用于保存导出的试卷。下图就是一个导出试卷的 Word 文档的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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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安排考试 
在《3.3 入口》一节所示的入口界面上，点击“安排考试”按钮，可以进入考试安排界面，如下图。 

 

 

考试界面上列出了所有已安排的考试。同样的，用户可以考试列表上，单击鼠标右键，通过弹出

的右键菜单，来添加或者删除考试。 

 

3.18.1 添加考试 

添加考试时，需要指定考试的科目、名称、开启和关闭时间、考试时长、考试人数，所用试卷等

信息，如下图所示。 

考试科目是从题库里的已有科目中选择的。考试名称需要用户输入，请输入有辨识度的名称，以

便考生辨别。考试开启和关闭之间的时间段，是考试对外开放的时间段，考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随时

参加考试。考试时长则是考生答题的可用时长，以分钟为单位。考试人数是参加考试的考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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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2 考试用卷 

考试用卷只能从卷库中选取，请单击“显示卷库”图标，以显示卷库。这里显示的卷库，与之前

在组卷和试卷界面看到的卷库，并无二致。在卷库里选中试卷后，可通过右键菜单把它添加到考试中，

作为考试所用的试卷之一。是的，一个考试可以选用不止一个试卷。 

考试可采用的试卷，可以是以下三种情况之一： 

◆ 一份或多份（如 A/B 卷）普通试卷。考试时，考生随机或依序选一份。 

◆ 一份随机试卷。该随机试卷会按考试人数随机生成若干份。考试时，考生各选一份。 

◆ 一份随机试卷 ＋ 一份普通试卷。随机试卷仍按考试人数随机生成若干份。而普通试卷中的

试题则作为必考题加入每一份随机生成的试卷中。考试时，每个考生做的试卷中，一部分题

是随机不同的（来自随机试卷），一部分题是固定相同的（来自普通试卷）。 

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考试之前生成所需的试卷并保存于卷库中。在安排考试时，再从卷库

中选取对应的试卷，添加到考试中，作为考试用卷。 

 

3.18.3 考试网址 

所有在开放时间段的考试，都可以让考生参加。考试是在线进行的，考生只要打开浏览器，访问

考试网址，就可以参加考试。不但可以用电脑来考试，也可以用手机，无需安装任何 App，用微信扫

码，就可以打开考试网址，进行考试。 

目前，试用题库对应的考试网址是：http://www.ether-soft.com/tiku/php/index.htm。该网址也显示于

考试安排界面的底部，用户可以点击它直接打开。 

 

3.19 参加考试 
学生在浏览器或微信中打开考试网址，即可参加考试。 

 

3.19.1 学生登入 

不过，在参加考试之前，学生要先登入。对于试用题库，我们准备了三个试用帐号，列于登入网

页上，用户可以选择其一来登入。登入网页如下所示。底部还有二维码，可以微信扫码来打开本页面，

进而在微信中登入并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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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2 考试列表 

登入后，是考试列表页面。页面上列出了该学生可以参加的考试，以及已参加过的考试。如下图

所示。 

可以参加的考试，是哪些仍处于开放时间段的，该学生尚未参加的或者参加了但未交卷且未超过

时长的考试，点其后的“参加考试”链接就可以进行考试。 

已参加过的考试，是该学生此前已参加的且已交卷或者已超过时长的考试，并给出了系统判卷后

的得分，点其后的“查看详情”链接就可以打开考试详情的报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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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3 考试界面 

一旦点击“参加考试”链接，页面将转向考试界面，如下图所示。 

   

 

考试界面兼顾了电脑和手机的屏幕显示特性，在电脑和手机上操作都是一样的。目前，网络考试

只针对客观题进行，后面会加入主观题的处理。形如选择或填空的客观题，可以如上图所示出现在网

络考试中，左图是选择题，右图是填空题。考试界面分为顶部导航栏，底部答题栏，以及中间的试题

区。 

试题区显示当前试题的内容。答题栏根据题型的不同有所不同，对于选择题是显示 ABCD 等选项

按钮，对于填空题则是显示一个文本输入框，答题者可以选择或输入答案。导航栏的中间显示的是考

试剩余时间以及当前题和总题数；右侧蓝色矩形是“下一题”按钮，点它可以显示下一题；左侧蓝色

圆形是“答题卡”按钮，点它可以显示答题卡，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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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卡上列出了试卷中所有试题的编号，并填入了考生做出的答案。并且，点击某道题，就可以

直接跳转显示对应题。答题卡底部是“交卷”按钮，考生答完卷后，点击它就可以交卷，系统会马上

判卷，并显示得分。 

 

3.19.4 考试详情 

考生在考试列表页面，点击已参加过的考试后面的“考试详情”链接，将显示考试详情页面，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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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列出了考试中每道题的题号、参考答案、考生答案和得分。以红底白字突出显示的题号对应

的是考生答错的题。 

页面顶部还有“显示试题内容”和“仅显示错题”两个选项，如果选中它们，则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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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后记 

对于马可题库，我们还有很多设想。后续，我们计划为马可题库定制更多功能，包括但不限于： 

◆ 针对考生集体和个人，提供图文并茂的考试数据统计分析报表； 

◆ 针对中学题海战术的需要，为学生个人，根据其每次练习、测验、考试结果，自动建立其专

属的错题集， 帮助其发现和弥补缺漏和短板，快速有效提高做题效率和应试成绩； 

◆ 同样针对中学，在现有条件下，通过马可题库生成的试卷可以在打印或印刷后分发给学生做。

客观题通过答题卡和阅卷机来自动阅卷；主观题可以先扫描后网上评阅，也可以先纸上评阅

后扫描。随后，客观题和主观题的批阅结果都反馈回题库系统。从而，在不改变纸质考试的

现状的基础上，建立起学生的错题集，分析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状况，成为提高教学质量的

有力工具。而且，甚至可以进行因人而异的练习和考试，让马可题库根据学生的错题集为每

个学生生成差异化的试卷，实现更加精准更有针对性的考试和教学。 

 

有别于我们之前的 ePaper 题库软件，现在，我们对于马可题库在中学的应用场景也非常关注。考

虑到我国中学教育的现实情况，我们认为马可题库在中学大有可为，不仅仅是作为一个题库或出题组

卷的工具，更多的是基于题库实现学生个性化的错题集和针对性的查漏补缺，让教师和学生都从题库

积累的大数据中受益。我们很希望与有实际需求的学校或培训机构合作，根据教学环节和具体实践，

来设计和实现一个可应用于教学活动，符合广大师生需要，能迅速显著提高学生成绩和学校声誉的中

学版马可题库。 

对于马可题库，任何相关的意见、建议，以及合作意向，我们都十分欢迎，请不吝来电来函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