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美在线（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TA Online（Beijing）Education Technology Co.,Ltd.

远鉴系统介绍

2021-01-07

全美在线（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TA Online（Beijing）Education Technology Co.,Ltd.



CONTENTS

系统功能介绍（上）

远程面试

系统功能介绍（下）

人机面试

现场演示 总结 & FAQ产品简介

01 02 03 04 05



产品简介
Part 01



远鉴：专业的云视频面试系统



适用客户群体

政府、事业单位 院校 企业、机构协会、社会组织



适用组织形式

远程面试 人机面试



适用面试场景

招聘面试 招生面试 线下统考

Video 

Essay

（视频文书）



系统功能介绍（上）
远程面试

Part 02



系统里程碑



招聘面试



➢标准服务

➢面试组织管理

➢视频面试与评分

➢视频录制与存储

➢在线巡视（3 人）

➢多帐号管理

➢增值服务

➢ ATA 运营服务

➢面试命题服务

➢提供面试官

远程招聘面试 – 可提供的服务



远程招聘面试 – 代表案例

云南省农村信用社2020年校园招聘面试



个面（一对一）

多面（一对多）

群面（多对多）

小组讨论

主要功能（1）：组织形式，灵活多样



主要功能（2）：操作简单，支持手机

候选人面试（电脑端） 手机端

➢候选人和面试

官使用谷歌浏览

器 + 摄像头、

麦克风即可进行

面试。

➢同时，候选人

端还支持手机面

试。只要一部手

机就可以随时随

地的参加面试，

不再受到面试环

境的限制。



➢面试开始后，系统就会开启在

线、实时录制，录制的视频将通

过区块链技术直接存储在云端。

➢面试结束后，可以回看面试视

频，为复盘分析提供可靠依据。

➢同时，可满足面试组织方对面

试的监管、存档的需求。

主要功能（3）：全程录制，有迹可循



➢面试官可以在面试时给候选

人边面边评，也可以在面试结

束后回看面试视频给候选人评

分。

➢目前，在线评分包括维度评

分、撰写评语、填写面试意见

三种形式。

➢评分结束后，面试组织方无

需手工算分，可以立即导出评

分结果，实时计算出最终成绩。

主要功能（4）：在线评分，快速高效



➢采用基于 RTC 自有视频技术，对网络带宽要求低，画面清晰、流畅、无延时。

➢候选人：一般普通家庭网络即能满足，也可以通过 4G/5G 手机网络进行面试。

➢面试官：针对集中面试，网络带宽要求也较同类产品低。

主要功能（5）：带宽要求低，画面清晰流畅无延时

个面（1对1） 多面（3对2） 人机面试

候选人
上行 1Mbps
下行 2Mbps

上行 1Mbps
下行 5Mbps

上行 2Mbps
下行 2Mbps

面试官（单人）
上行 1Mbps
下行 2Mbps

上行 1Mbps
下行 5Mbps

-

面试官（10 组集中）
上行 15Mbps
下行 20Mbps

上行 30Mbps
下行 75Mbps

-



其它功能（I）：文字聊天

候选人、面试官、巡考人员可以通过聊天窗口进行文字互动，支持私聊。



其它功能（II）：在线简历 & 拼音标注

面试官可以在面试间直接查看候选人的简历、作品等。

为候选人姓名
自动标注拼音



其它功能（III）：计时器

在面试间，系统为面试官提供了计时器。

面试官可以通过计时器来控制面试时间。



其它功能（IV）：宣传片

候选人面试等待期间可观看企业宣传片，提升企业品牌价值。

候选人可以自主选择是否播放，面试官进入面试间后将自动停止播放。



招生面试



➢标准服务

➢面试组织管理

➢视频面试与评分

➢视频录制与存储

➢在线巡视（3 人）

➢多帐号管理

➢增值服务

➢ ATA 运营服务

➢提供面试场地、设备服务

➢技术支持

远程招生面试 – 可提供的服务



远程招生面试 – 代表案例

复旦大学 MBA 项目



远程招生面试 – 代表案例

北京语言大学2021年外语类保送生面试



➢为提升公平性，防止作弊，可以

启用副视角。

➢在面试过程中，面试官可以同时

看到候选人的主、副两个视角。

➢主视角重点关注候选人正面，而

副视角则能够全景查看候选人的面

试环境、是否存在无关人员、是否

有抄录等违规行为。

➢通过主、副视角保障面试公平、

公正。

主要功能（6）：副视角，监控全覆盖



➢面试时，面试官可以从试题

库中选择面试题现场出题。

➢出题后，候选人会即时看到

题目，可根据题目进行作答。

➢支持文字题、图片题、图文

题、音频题、视频题、Office 

文件。

➢试题无法复制，也无法在其

它地方打开，确保试题不泄露。

主要功能（7）：在线出题，实时互动



➢面试时，面试官

可以使用桌面共享

功能进行出题。

➢候选人也可以通

过桌面共享来展示

自己的作品，与面

试官互动。

主要功能（8）：桌面共享，内容展示



主要功能（9）：在线巡视，把控全局

➢全新、无干扰的在线巡视能服务于各

类人员。

➢组织方：实时观看每个面试间的面试

情况，还可开启轮巡进行巡视，巡视时

不会打扰到候选人和面试官的正常面试。

➢运营人员：面试前可以了解候选人是

否已上线，及时通知未上线候选人上线；

同时，可以通过在线聊天功能实时与候

选人保持联系，告知面试进度、等待情

况、协助解答使用上遇到的问题。



➢在面试签到环节，候选人可以进

行实人签到，确保本人签到。

➢每次进入面试间，候选人均需通

过身份核验，确保本人参加面试。

➢支持中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

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

陆通行证、护照多种证件的实人签

到。

主要功能（10）：实人认证，防止替考



其它场景



➢教学考试

➢中国传媒大学自考

➢论文答辩

➢专家评审

远程面试其它场景



系统功能介绍（下）
人机面试

Part 03



人机面试



➢标准服务

➢面试组织管理

➢试题管理

➢视频答题与评分

➢视频存储

➢多帐号管理

➢增值服务

➢ ATA 运营服务

➢面试命题服务

➢提供考官

人机面试 – 可提供的服务



人机面试 – 代表案例

福建农信科技部在线招聘



➢候选人使用谷歌浏览器 + 摄像

头、麦克风即可进行面试。

➢候选人按照指定步骤依次执行即

可完成本次面试。

➢进入正式面试（答题）前，还可

进行模拟面试。

主要功能（1）：操作简单



➢候选人进入答题界面时，系统会根据后

台设定，随机为候选人抽取试题，组成试

卷。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一人一卷。

➢支持文字题、图片题、图文题、音频题、

视频题。

➢支持准备时间、最大可答次数。

主要功能（2）：随机出题



➢录制的视频全部云端存储，

不存储在本地，防止对本地

视频文件编辑后上传，确保

了面试的公平性。

➢所有视频都可回溯，即使

断网，断网前的视频依然存

储在云端服务器上，可调取

相应视频。

主要功能（3）：实时录制



➢答题期间，系统会自动检测摄像头、

麦克风是否正常工作。

➢如果系统检测到画面黑屏会弹出提

示，需要刷新页面后重新答题。

➢如果系统检测到无麦克风输入同样

也会出现提示，候选人需按照提示

进行操作。

主要功能（4）：智能检测



主要功能（5）：实人认证

➢在面试签到环节，候选人可以进

行实人签到，确保本人签到。

➢每次进入面试间，候选人均需通

过身份核验，确保本人参加面试。

➢支持中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

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

陆通行证、护照多种证件的实人签

到。



➢防作弊设置后，在答题时，如果候选人离开

答题界面则触发防作弊机制。

➢如果候选人违反了防作弊设定的规则，则会

强制终止本次面试。

➢如果候选人关闭答题界面，面试倒计时结束

后，会自动终止本次面试，候选人无法再进入

参加面试。

主要功能（6）：防作弊设置



➢阅卷时，支持单阅、双

阅、多阅（最多十阅）。

➢支持仲裁：有分数线仲

裁、得分差仲裁。

主要功能（7）：单阅、多阅、仲裁



➢目前，评分包括维度评

分、撰写评语、填写面试

意见三种形式。

➢评分结束后，面试组织

方无需手工算分，后台可

以立即导出评分结果，实

时计算出最终成绩。

➢成绩支持平均分 和 去掉

最高分与最低分后平均分。

主要功能（8）：多维度评分



➢评分结束后，可以查看每个候选人的成绩

报告单。

➢通常，面试结束后 1 分钟内可以立即回

放面试视频；面试全部结束后 30 分钟内，

可以导出所有视频文件下载地址。

主要功能（9）：成绩和结果



线下统一面试



➢标准服务

➢ 面试组织管理

➢ 试题管理

➢ 视频答题与评分

➢ 视频存储

➢ 多帐号管理

➢增值服务

➢ ATA 运营服务

➢ 提供监、督考服务

➢ 提供面试场地、设备服务

➢ 技术支持和培训服务

线下统一面试 – 可提供的服务



线下统一面试 – 代表案例

浙江省2020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现场考试



➢现场助手是一个为现场监考老师和考试主办方

提供考试数据查询的系统。监考老师和主办方可

以通过手机查看考试整体进度以及每个考生的考

试情况。

➢交卷成功后，还可以立即播放考生每题录制的

视频。当考生在考试过程中对设备等有疑义时，

可以立即回看视频，对确有影响评分的考生给予

补考的机会。

主要功能（1）：现场助手



主要功能（2）：数据可视化

主办方可以通过数据可视化了解考试整体进度，快速掌握各考点开考情况。



➢职位申请

➢招聘面试

➢入学申请

➢招生面试

➢教学考试

➢中国传媒大学自考

人机面试其它场景



现场演示
Part 04



访问远鉴

正式环境：https://yj.live



总结
Part 05



支持多达 16 路视频实时互动

支持高达 2 万人同时面试

性能



优势

A B

CF

E D

针对面试业务场景与流程的设
计，为候选人和面试官提供专
业的面试功能。

采用基于 RTC 自有视频技术，
对网络带宽要求低，画面清晰、
流畅、无延时。

不论是远程面试，还是人机面
试，面试时间无限制，面试视
频数据不丢失。

采用高标准加密算法技术，保
障数据传输与保存安全。

视频数据云端实时保存，防止
人为泄露与篡改，确保面试的
公正性。

支持实人认证与人脸识别，提
升面试的公平性。



同

• 视频互动

• 桌面共享

异

• 视频录制

• 会议等待

优

• 实人认证

• 信息双盲

• 出题模式

• 在线巡考

远鉴 vs 会议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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