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助 Cisco WebEx Training Center
提供互动网络考试平台

公司介绍

中智中国 SAT 中心直属上海中智国际

商务发展公司，依托强大的上海中智和中智

出国的品牌影响力，紧贴市场脉搏，贴近客

户需求，语言服务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因需

而变。

中智中国 SAT 中心拥有来自国内外顶

尖大学的专家，精心打造各个教学产品，由

具有丰富网络互动营销经验的上海模考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主持运营，以确保中智品牌的

含金量。上海中智崇尚“以人为本，贴近客

户”的国际教育理念，是唯一能结合出国高

端培训、联合办学、留学中介、归国人力资

源就业和移民综合咨询及制定详尽计划的教

育机构。

中智中国 SAT 中心为中国 SAT 考生提

供包括在线模拟考试、在线培训、在线咨询

讲座、个性服务在内的多元化产品，全真模

拟考场和培训的流程及氛围。

为何选择 WebEx 会议解决方案

随着近几年美国留学的快速升温，SAT
考试也越来越受到中国学生的青睐。SAT 分
数更是留学美国的敲门砖，直接关系到能否

进入美国名牌大学取得奖学金。2008 年中

国大陆参加 SAT 考试的学生已经超过 2 万
人，接下来的几年更会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而在亚洲只有日本，新加坡及香港才设有考

点。很多中国考生会前往这三处考点参加考

试，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中智中国 SAT 中心面向中国日益壮

大的留美大军，针对这些学生提供远程

教育及培训。借助 Cisco WebEx Training 
Center，SAT 在线模拟考试的网络互动功

能，实时模拟考试现场为考生提供了在线体

验全真 SAT 模拟考试的平台。

中智中国 SAT 中心也试用过很多其他

网络视频会议系统，在比较了产品功能、业

务需求满足程度、安全保障能力和网络速度

后，最终选择了 WebEx。“WebEx 优质的

客户服务、全面的技术支持和全球协作能力

是我们选择的主要因素。”中智中国 SAT 
中心运营主管田恬小姐说到。

WebEx 解决方案的使用情况

中智中国 SAT 中心利用 WebEx 进行 
SAT 在线培训和模拟考试，为中国有 SAT 
考试需求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方

案。使中国的考生不出国门便能得到专业有

效的教育培训。

目前，中智中国 SAT 中心每周有两场模

拟考试，每次考试与实际考试一样，将近 4 
个小时。每天都有持续 3 个小时的数学、写

作及阅读三个版块的单项考试。给 VIP 客户

提供的特殊培训课程也利用 WebEx Training 
Center 与美国本地教师进行网络教学。

“在用 WebEx Training Center 的测验

功能时，系统会自动提示时间，这让参加互

动模拟考试的学生可以随时留意自己答题所

剩余的时间。当考生提交考卷时，WebEx 
提供的后台自动评分功能又可以实时地评估

该考生的成绩。”田小姐满意地表示。

此外，WebEx Training Center 的分

组讨论功能也可以让考生之间进行良好的

互动，最后由老师给予实时的评估。通过 
WebEx 提供的在线测验、语音视频、即时

聊天、白板共享、文件传输、在线问卷等功

能以及专业的技术支持服务，SAT 考生无论

在中国或是国外，都能够享受中智中国 SAT 
中心的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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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智中国 SAT 中心利用 Cisco WebEx 
Training Center 进行 SAT 在线培训和

模拟考试，为中国有 SAT 考试需求的

学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运

用 WebEx 实时互动的特性，中智中

国 SAT 中心的 SAT 在线模拟考试，可

以完全模仿 SAT 线下考试的流程，让

机考和互动达到完美的结合。在进行 
SAT 在线培训时，使用 WebEx 可以便

捷引地引进海外的教学资源为本土的

学生提供更好的服务。

关于中智中国 SAT 中心

• 行业：  
教育

• 总部：  
中国上海

• 自 2008 年开始使用 WebEx 产品

“Cisco WebEx 为我们提供的优秀技术平台，使得中智中国 SAT 中心

可以让更多考生体验到前所未有的互动模拟考试环境。”

—  中智中国 SAT 中心负责人 傅小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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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 WebEx Training Center 测验功能时，系统会自动提示时间，

这让参加互动模拟考试的学生可以随时留意自己答题所剩余的时

间。当考生提交考卷时，WebEx 提供的后台自动评分功能又可以实

时地评估该考生的成绩。”

—  中智中国 SAT 中心运营主管 田恬小姐

使用 WebEx 带来的好处

运用 WebEx 实时互动的特性，中智中

国 SAT 中心的 SAT 在线模拟考试，可以完

全模仿 SAT 线下考试的流程，让机考和互

动达到完美的结合。在进行 SAT 在线培训

时，使用 WebEx 还可以便捷地引进海外的

教学资源为本土的学生提供身临其境的授课

与讲座。

中智中国 SAT 中心负责人傅小民先生

说道：“WebEx 为我们提供的优秀技术平

台，使得中智中国 SAT 中心可以让更多考

生体验到前所未有的互动模拟考试环境。”

WebEx Training Center 让外教和考生

之间可以自由地进行互动交流。分组讨论等

功能使考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最合适

自己的教师，将时间、地域、成本、资源等

一系列难题轻松解决。

新业务拓展

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中智中国 SAT 
中心计划将更多的 WebEx 解决方案整合到

公司的系统中，建立起一个包括培训、留

学、移民、商务等所有系列，完整的中智出

国服务平台。利用 WebEx 的丰富功能和公

司的海内外资源，更好地为公司客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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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中智中国 SAT 中心借助 Cisco WebEx Training Center 为考生提供了在线体验全真 SAT 模拟考试。• 

运用 WebEx 实时互动的特性，中智中国 SAT 中心的 SAT 在线模拟考试时，可以完全模仿 SAT 线下考试的流• 
程，让机考和互动达到完美的结合。

中智中国 SAT 中心计划将更多的 WebEx 解决方案整合到该公司的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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