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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考试概况：界面显示重要指标：未考人数（同时提供未考人员名单）、参考人数、平均得分、及格率、
                      优秀率，方便快速了解全院的整体考试情况

2、参考情况：自动汇总单元参与率（科室参与率）、人员参与率，方便快速了解各单元（各科室）的参与情况

3、成绩汇总：成绩概况（按院区、快速搜索分类、临床科室分类、单元等不同维度分别统计各指标如及格率、
                      优秀率、最高分等）成绩单（提供每个考生的详细考试数据包括开始考试时间、结束考试时间、
                      考试时长、成绩、排名等，将这些数据导出excel到本地，可进行个性化的 统计需求）
          
4、试卷内容：错误分析、错题统计（方便快速了解哪些对象、哪些考点、哪些试题错误率最高，以便有目的进行培训）、
                       试题分布（方便快速了解本次考核的知识覆盖点）



1.1 系统会自动汇总全院或各科室的参考情况，如平均分、及格率、优秀率等

1、选择不同的维度查看最高得分、参考人数、及格率等
2、可点击【导出Excel文件】下载保存。



1.2 系统会自动汇总试卷中每道试题的错误率



1.3 系统会自动汇总试卷中每个知识点不同岗位的错误率



1.4 系统会自动汇总试卷中每个知识点专职人员和一般医务人员的错误率



【登录】页面输
入账号、密码
（与手机端相同）

方式二：浏览器地址栏输入：
www.gkgzj.com，或者百度“感控工作
间”，回车进入【感控工作间】官网，点
击“医院用户登录”，进入【登录】页面

方式一：电脑上使用谷歌浏览器打开工作间平台网址：
https://dygk.gkgzj.com/incontrol-manager/account/toLoginIndex



②点击【学习考试】进入【感控工作间调查与考核平台】



3.1 建立自己医院的试题库
①点击【考试管理】选择【试题管理】，可点击【添加题目】单个添加（适用于临时添加少量几个题目）

点击【添加题目】后，
1.选择专业分类、题目的类型（单选/多选/判断）
   及题目的难易程度
2.填入题目的标题和选项内容并设置正确答案选项
3、输入题目分值后点击【发布】即可
4、题目解析框中可根据需要填写内容，为非必填项

专业分类的维护方便后续可按照
分类准确性的选择试题

可点击【添加选择】按钮增加新的选项
可点击【设为正确答案】设置此题正确答案



3.1 建立自己医院的试题库
②点击【考试管理】选择【试题管理】，可点击【批量导入】批量添加（适用于添加多个题目）

【批量导入】需先将试题按系统
的导入模板Excel格式维护，可点
击右上角的【下载试题导入模板】
下载导入模板



3.1 建立自己医院的试题库
③下载的试题导入模板格式如下：

1.问题业务分类需在下拉框中选择填入，
同一表格中如分类相同，则可粘贴复制
问题业务分类的内容
2.问题解析可根据需要填写，为非必填项
3.题目分值填写后导入本院题库后，如果
与今后需要使用的试卷分值不符，到时可
在使用的试卷中调整题目分值。



3.1 建立自己医院的试题库
④在【考试管理】-【试题管理】界面中，点击【批量导入】将整理好的试题维护进本院题库

第三步：点击【打开】上传试卷

第一步：点击【批量导入】

第二步：选择已按模板格式整理好的试题Excel文件



3.1 建立自己医院的试题库
⑤可将【平台题目】添加进【本院题目】

第一步：点击【平台题目】切换至平台题库

第二步：将鼠标移动至题干位置，预览题目内容第三步：勾选试题

第四步：点击【添加进本院】



3.1 建立自己医院的试题库
⑥可在【试题管理】-【本院题目】，对本院的试题进行修改

1、可点击每道试题操作栏中的【下线】然后点击【编辑】按
钮对本院试题进行修改。
2、只有状态栏中显示【已发布】的试题才能生成试卷。



3.2 发布考试任务
①点击【考试清单】选择【添加考试】发布考试任务。



3.2 发布考试任务
②编辑试卷的基本信息（即设置考试时间及参考人员范围等）后点击【下一步】（1）

发布方式勾选【发布到
单元或岗位】

选择需要参加此次考试
的科室信息

方式一：指定科室/岗位考试



3.2 发布考试任务
③编辑试卷的基本信息（即设置考试时间及参考人员范围等）后点击【下一步】（2）

第一步：在【源列表】中选择
需要参加考试的岗位



3.2 发布考试任务
④编辑试卷的基本信息（即设置参加考试的规则）后点击【下一步】（3）

方式二：指定人员考试

点击【请选择】可按单元或关键字
勾选需要参加考试的人员

发布方式勾选
【发布到执行人】



3.2 发布考试任务
⑤设置考试时长及成绩/答案公布时间等信息

点击【编辑新试卷】设置考试时长、
优秀分、及格分、题目展现方式和
成绩/答案公布时间

可通过题目的展示方式和成绩答
案公布的时间来实现不同考试的
严谨程度

【编辑新试卷】：添加新的考试试卷内容

【选择已有试卷】：从试卷管理中选择已发布成功的试卷



3.2 发布考试任务
⑥编辑新试卷中的考试题目内容：系统提供三种编辑考试题目的方式。

1.批量导入：从按试题导入模板整理的试题中选题
2.随机生成试卷：从平台4000道专业试题中选题
3.从本院题库选题：从自己维护的本院题目选题



3.2 发布考试任务
⑦编辑新试卷中的考试题目内容
方式一：批量导入 （将需要考试的试题按照试题模板整理好后，点击【批量导入】生成考试试卷。

             如果此次考试的试题需要维护进本院题库，还需在【试题管理】中点击【批量导入】上传至试题库

第一步：点击【批量导入】

第二步：选择已按模板格式整理好的考试试卷

第三步：点击【打开】上传试卷



3.2 发布考试任务
⑧编辑新试卷的考试题目
方式二：随机生成试卷 （从平台4000道专业试题中随机生成考试试卷）

第二步：从选择的出题范围中设置题目的数量和平均分值，
             需注意所选题目的总分需与之前设置的试卷满分一致

第一步：点击【设置出题范围】选择试题的专业分类



3.2 发布考试任务
⑨编辑新试卷的考试题目
方式三：从本院试题库中选题

第一步：点击【分类过滤】选择专业分类
              或在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搜索

第二步：勾选需要的试题并设定好题目的分值

第三步：选择好试题后点击【加入试卷】

第四步：确定好试卷内容后
点击【x】按钮关闭窗口



3.2 发布考试任务
⑩确定试卷内容

第一步：可点击【查看】按钮确定题目
             是否准确和删除错误试题        

第二步：点击【确定】生成试卷        



3.2 发布考试任务
⑪发布考试任务

1.点击【存为草稿】图标可保存试卷
2.点击【点击预览】图标可预览试卷内容
3.点击【确定发布】图标可发布考试任务供医务人员参加考试



3.2 发布考试任务
⑫下载考试试卷

第一步：点击已发布成功的考试任务
              操作栏总的【预览】按钮

第二步：点击界面右上角的【存档】
              按钮即可下载试卷



3.3 医务人员参加考试的方式
①通过扫描考试二维码参加考试（1）

第一步：勾选需要考试的任务名称

第二步：点击【考试二维码&链接】

第三步：
1、可点击【下载二维码】下载考试二
维码，然后将下载的二维码图片通过
QQ或微信发送给科室参加考试
2、可点击【复制链接】将考试链接通
过QQ或微信发送给科室参加考试
3、可通过截图的方式将考试二维码发
送给科室参加考试（若电脑端已登录
QQ，可按住Ctrl键、Alt键和A键这三
个键截图；若电脑端已登录微信，可按
住Alt键和A键这两个键截图



3.3 医务人员参加考试的方式
①通过扫描考试二维码参加考试（2）

第一步：用微信或QQ
       扫描或识别二维码

第二步：查看考试详情，点击【进入考试】，
                  按钮为灰色，表示考试暂未开始



3.3 医务人员参加考试的方式
①通过扫描考试二维码参加考试（3）

第三步：输入手机号

• 已有工作间账号用户，在填写
手机号码后，会自动显示个人
信息，点击【提交】即可。

• 扫码参加考试的老师们在下
次扫码考试时，信息也会自
动显示。

• 每场考试，每一个账号只能
扫码参加一次考试。

第四步：完善个人信息后，点击【提交并注册】



3.3 医务人员参加考试的方式
①通过扫描考试二维码参加考试（4）

第五步：查看考试注意事项，
点击【开始考试】

第六步：选择好答案后点击【下一题】或是点击序号进行答题。

显示已答题题目数和总题目数。
点击可对预览试题或查看答题
详情。



3.3 医务人员参加考试的方式
①通过扫描考试二维码参加考试（5）

第七步：答完最后一题后，点击
【交卷】结束本次考试

第八步：结束考试后可查看成绩和题目解析

【查看答案解析】的时间

根据出题人的设置而定。

可以是个人交卷后查看，

也可为整场考试结束后才

能查看。

开始答题后会显示本

场考试剩余的答题时

间，请在剩余时间内

交卷。



3.3 医务人员参加考试的方式
②在手机上打开感控工作间APP参加考试（1）

第一步：在手机上点击感控
             工作间APP登录账号

第三步：点击试卷发布的
     服务单元，如院内考试

第四步：如需参加平台上发
布的考试可点击【本院】切
换至【平台】

第二步：在【小蜘蛛】页面，
            点击【胜任力考核】



3.3 医务人员参加考试的方式
②在手机上打开感控工作间APP参加考试（2）

第六步：查看试卷详情后
                点击【开始
考试】

第七步：选择好答案后点击 【下一
          题】或是点击序号进行答题。

第八步：答完最后一题后， 点击
            【交卷】结束本次考试

第五步：在【本院】界面中点击
             需要参加考试的任
务名称



3.4 重考：考试过程中，若参考人员异常交卷，可在【成绩单】或【强制交卷】中设置重考

第二步：勾选需要重考的老师信息

第一步：可通过姓名或点击【选择单元】
找到需要重考的老师信息

第三步：点击【允许重考】，
设置重考后的老师，之前的
考试记录会清除，系统只统
计最后一次考试的信息



3.5 延时功能：修改考试任务时间

考试过程中（状态为【执行中】），
可点击【延时】按钮修改参加考试
时间，提前或延后结束考试任务



3.6 查看考试成绩及分析报表

第一步：勾选考试任务名称

第二步：点击【成绩&数据】按钮

第三步：
1.点击下拉框中的【考试概况】可查看全院及各科室的参考
     情况、成绩情况、错误分析以及试题分布等信息
2.点击【成绩单】可查看及导出全院的考试成绩、设置重考以
    及导出每个参加考试的试卷信息
3.点击【未考名单】可查看和导出未参加考试的人员名单
4.点击【错题统计】可查看每道试题的错误率
5.点击【高级统计】可自定义统计各科室的优秀率、及格率等



①【成绩&数据】----考试概况（1）

3.6 查看考试成绩及分析报表

参考情况：可直接了解全院的单元
                 参考率和人员参与率

成绩概况：可查看和导出全院及各临床科
                 室的平均分、及格率和优秀率

1、选择不同的维度查看最高得分、参
考人数、及格率等
2、可点击【导出Excel文件】下载



3.6 查看考试成绩、延长扫码考试时间和设置补考

①【成绩&数据】----考试概况（2）

错误分析：可从岗位和角色两个维度统计
                 每个考点各科室的错误率

试题分布：可从考点以及题型两个维度统计
                  题目数量的占比以及分数占比



②【成绩单】：点击【导出】可选择【导出成绩单】导出全院考试的详细成绩，

                        签约医院可点击【考生考卷存档】下载查看每位老师的考试试卷

3.6 查看考试成绩及分析报表



3.6 查看考试成绩及分析报表
③【成绩&数据】----错题统计



④【成绩&数据】----高级统计

第一步：选择统计的维度和指标

第二步：点击开始统计

第三步：点击导出

3.6 查看考试成绩及分析报表



3.7 复制功能
可以复制该考试任务，方便发布与之前相同条件（如科室或岗位/人员等）的考试任务

第一步：点击需要复制的考试任务
              操作栏中的【复制】按钮

第二步：设置新的考试任务名称

 第三步：点击新设置的考试任务名称操作栏
               中的【编辑】按钮进入界面后，自
                定义发布新的考试任务



4.1 建立自己医院的资料库
①点击【资料库】-【资料管理】，在【本院资料】中点击【添加资料】将需要学习的资料上传至本院资料库中。支
持PDF格式、MP4格式。

第一步：点击【添加资料】

第二步：可在【本地上传】中上传PDF文件

             或在【编辑器输入】中上传mp4视频



4.1 建立自己医院的资料库
②可将【平台资料】添加进【本院资料】



4.2 发布学习任务
①点击学习手册，在【学习任务】界面中点击【添加学习任务】



4.2 发布学习任务

②填写任务信息  



4.2 发布学习任务

③添加新的课时或选择已有课时  



4.2 发布学习任务

④添加新课时 

从三种学习方式
中选择一种适合
的学习方式

设置学分

从本院的资料库中选择学习资料

从保存在电脑上的资料中选择学习资料

从本院的试题库
中选择练习题目

先下载试题导入模板，然后按照模板编辑好试题后导入



4.2 发布学习任务
⑤预览后确认好学习内容无误后点击【确定发布】

⑤⑤



4.3 医务人员参加学习的方式
①通过扫描学习二维码参加学习（1）

第一步：用微信或QQ
       扫描或识别二维码 第二步：输入手机号码 第三步：完善个人信息后，点击【提交并注册】



4.3 医务人员参加学习的方式
①通过扫描学习二维码参加学习（2）

第四步：点击课时名称 第五步：点击【开始学习】 第六步：学习完资料或联系完试题后点击【结束】



4.3 医务人员参加学习的方式
①通过扫描学习二维码参加学习（3）

第七步：查看学习的进度
             以及获得学分情况

第八步：可点击课时名称【继续学习】进行知识巩固



4.3 医务人员参加学习的方式
②在手机上打开感控工作间APP参加学习（1）

第二步：在【小蜘蛛】中
          点击【学习手册】

第一步：在手机上点击感控
             工作间APP登录账号

第三步：点击学习资料发布     
    的服务单元，如院感培训

第四步：可点击右上角按钮图标切换
         至平台课程学习平台发布的
内容



4.3 医务人员参加学习的方式
②在手机上打开感控工作间APP参加学习（2）

第六步：点击课时名称第五步：在本院课程中点击
                 需要学习的资
料

第七步：点击开始学习进行学习 第八步：学习完课程后点击【结束】



4.4 查看学习情况

第一步：在【学习任务】中勾选
需要学习的任务名称

第二步：点击【学分&数据】

第三步：
1.可点击【基本统计】查看全院单元和人员的学习情况
2.可点击【已完成名单】查看和导出已完成学习的人员信息及学习时长等
3.可点击【进行中名单】查看和导出正在学习中的人员信息
4.可点击【未开始名单】查看未参加学习的人员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