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善英语教学, 启迪中国新一代

睿乐生 产品指南

Accelerated Reader®

Star Reading® 
Star Early Literacy®

Star Math®

Star 360®

myON Reader®



总部设在美国,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K-12教育领导者

睿乐生Renaissance 源自美国, 是K-12英语测评和分级阅读行业的
权威领军企业。公司在美国拥有六处办公室, 也分别在加拿大, 英国, 
澳大利亚和中国北京设有分公司, 全球拥有超过1000余位员工。目
前, 美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学校以及英国约一半的学校都在使用睿乐生
的个性化分级阅读和测试解决方案。睿乐生Renaissance终端学生用
户达1800多万, 多年来积累了29亿学生数据, 的足迹遍布全球96个国
家,为世界各地的孩子带来富有创造力、高效的、快乐的学习方式。

北美
美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
学校使用睿乐生教学解
决方案, 加拿大市场也在

壮大

中东/北非
帮助中东和北非地区
的上百所学校提高学

生英语水平

欧洲
英国分部于1999年建立, 

在英国和爱尔兰有6000余
所学校使用睿乐生产品

澳大利亚
进军澳大利亚以
来, 睿乐生已拥有
250余家学校客户

亚洲
在北京拥有办公室, 有300多个
国际学校和教育机构客户, 致力

于针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学生, 
有的放矢地提供个性化英语阅读

解决方案

南美
适合南美地区的英语

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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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乐生Star Assessments™个性化在线测评产品系列
为您提供精准数据，助您制定最佳教学方案，稳步提
高学生学习成绩和能力。 

     Star 360 ®

     Star Reading®

     Star Maths®

     Star Early Literacy®

     Star Custom®

   

睿乐生的个性化在线英语阅读训练产品系列将K12练
习与学生自身程度相结合，以便因材施教，通过个性
化学习促进学生成长。

     Accelerated Reader®

     myON Reader®

睿乐生产品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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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睿乐生

1100 名
身负使命的员工

30多年
教育创新

业务范围
覆盖全球96个国家

福布斯最值得信赖
百强公司

屡获殊荣的
教育软件

1800万

睿乐生概况 

28亿
真实数据

全球 全球

所学校 学生用户

不分背景，不限水平，致力提高全世界儿童和成人的英语学习能力

使命

5.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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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美国、英国、IB 和美国共同核心课程打造的基于技能的测评系统

 ■ 学生参加约20分钟的测试便能获得可靠结果

 ■ 一共34道限时题目

 ■ 题目难度根据学生水平自动调整

 ■ 提供标准化分数、阅读级别水平、测试分数、建议技能、学生成长百
分比数据、阅读范围推荐值

 ■ 掌握学生在学期及学年间的学习进程

 ■ 与Atos及蓝思系统相对应

K12英语阅读水平测评系统

主控页面展示的评测结果根据具
体及全面的精准即时测评数据生
成，360度展现学生水平和技能

学生参加约20分钟的测试便能立
即得到精准报告，让教师有更多
时间投身教学

积累了超过29亿的真实数据，从
中提炼出提升学生英语阅读能力
并达到融汇贯通的最佳教学方案

计划更加
可视化   

更多时间
用于教学  

加速
学生成长   

 ■ 20分钟测试，就能即时获取整个班级的多项报告

 ■ 为任何科目创建自己的测评！

 ■ 为英语阅读、数学技能及一些科学技能预先制定测评题目

 ■ 为学生分配测评任务，有效组织教学周期 

最全面的K12学生测评系统，
包括Star Reading、Star Early 
Literacy、Star Math 及Star 
Custom

权威英语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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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2学生测评自定义创建工具 

 ■ 教师可便捷地为任何科目自行创建在线测评

 ■ 可应教学需求提前制定题目，可用于制定英语阅读、数学及科学等其
他课程的在线测评

 ■ 为学生分配测评任务，有效组织教学周期

 ■ 评估多个领域的数学技能

 ■ 学生参加约20分钟的测试便能获得可靠结果

 ■ 一共34道限时题目

 ■ 提供筛选、进度监控、教学计划、量表化分数、学生成长百分比和诊
断报告的数据掌握学生在学期及学年间的学习进程

1-12年级数学能力测评系统

 ■ 为美国、英国、IB 和美国共同核心课程打造的基于技能的测评系统

 ■ 学生参加约20分钟的测试便能获得可靠结果

 ■ 有语音图像支持的27道限时题目

 ■ 提供筛选、进度监控、教学计划、量表化分数、学生成长百分比和阅
读准备的数据

 ■ 掌握学生在学期及学年间的学习进程

最全面的学前班至3年级英语启
蒙学习评测系统

You want to spend more time on instruction and practice and less time on testing. 
That’s why our computer-adaptive assessments are designed to be accurate, fast, and 
easy to administer. A complete interim and formative assessment suite, Renaissance 
Star 360® delivers valid, reliable data for pre-K–12 schools and districts. 

Less testing time = More instructional time

Reliable data  
for educators

Understand where your  
students are and what your  

next steps should be. 

Fast and easy  
for students

Short assessments with just 
the right level of challenge keep 
students engaged and moving 

forward toward their goals.

Thirty years devoted to the science of learning analytics 
provides the foundation for Star 360’s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Project success on 
summative tests

See detailed  
historical progress

Identify English/
Spanish skill gaps

Test questions stay 
at the right level

Goal Wizard shows 
forward progress

Detailed reports 
engage families

为教师带来可靠数据 

了解学生现有水平和学习目标
通过学期始末的测试进

行教学规划

通过历史数据掌握学生

学习进程

发现学生英语技能缺陷

权威英语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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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学生自身情况设置具体可实现的阅读目标，观测和促进其英语 
阅读能力的发展

 ■ 与Star Reading测评系统配对，帮助学生找到与其阅读水平相匹配 
的书籍

 ■ 有超过20万余本英语书籍的配套阅读练习可供选择

 ■ 提供阅读理解、读写、词汇和入门阅读方面的测验，根据学生的 
阅读历史记录提供个性化书籍推荐

AR Bookfinder (www.arbookfind.com) 是一个为父母、监护人、学生、
教师和图书馆员创建的网络搜索引擎，可根据学生阅读水平搜索有
Accelerated Reader配套练习的书籍。数据库中有20余万本书籍的信
息，学生永远不会因为书读完了不知该再读什么而发愁。

应用最广泛的英语阅读训练
产品之一，提供以学生为
本、以教师为导向的练习

促进成长           激励实践           吸引学生            

强大的训练系统按学生水平和需要
布置练习、跟踪学生的学习进程

个性化的目标设定有助激发学生
兴趣及动力

产品效果得到180多同行评审
文章、独立评估和研究的验证

英语分级阅读

Accelerated Reader Bookf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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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分级阅读

全球个性化
在线英语阅读平台

个性化
英语阅读能力培养
线上平台 

完美适合英语学习者

 ■ 无限量使用 
24小时全天候线上线下使用

 ■ 内置阅读工具箱 
内置荧光笔、便利贴、读写表情包和其他诸多阅读工具

 ■ 个性化学习 
按照学生的兴趣和蓝思阅读等级个性化匹配书籍

 ■ 用户遍布全球 
全球有七百余万学生使用

睿乐生myON Reader™是一款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
化在线英语阅读软件, 可无限量阅读上千本电子原
版书籍。书籍可根据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年级和
蓝思阅读等级进行匹配, 并内置一整套阅读工具箱
和支持功能来鼓励学生参与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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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分级阅读

既带来阅读乐趣，又提供教学支持
教师可以在myON Reader上布置阅读、写作和小作业来支持课程教学和区分化教学。教师可以通过学生在平台
上的划重点、笔记、日志和写作记录监督学生学习、提供辅导，并根据需要进行区分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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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h Smith : 4th Grade : Oak Grove Elementary Jul 1, 2017 — Jan 19, 2018

Reading metrics Reading on myON since 2016!

Reading minutes

2,631

5,785 Since 2016

Books

338

269 Completed

Words read

211,629

5,330 Pages read

When I read

Before 8am

52 min

In school

1,210 min

After 3pm

502 min

Weekend

865 min

Last 6 books read

myON NEWS

Reading minutes

392

Articles read

45
Last 4 articles read

Higher Pay for Walmart Workers

A Sand Cat for a Pet?

Soccer Shocker for USA

A Day 2 Remember

Reading interests
The categories of books this student typically reads

12% : Non-�ction Fiction : 88%

Adventure

Favorite Characters Fairy Tales, Fables & Folklore

Readers Picture Books

Lexile

Reading activity is considered On-Target when a book's Lexile is

within 100 below and 50 above the student’s current Lexile

ability.

Current

BR 30L
Reading choices this year

Below

0 min

On-Target

57 min

Above

2,573 min

Awards

•• myON •• 

20th Place 

351 min 

Jan 6, 2018

•• School •• 

1st Place 

193 min 

Jan 17, 2018

Quiz question from Super Adventure

Q: Which is an aircraft that �oats and has no wings?

A: zeppelin

©2018. All data provided by myON, LLC. See our privacy policy online at https://www.myon.com/privacy.html

学生个人界面截图

左侧是一张学生个人界面的截图，

可清晰地看到学生在myON上的阅

读活动。学生可通过登录帐户进入

个人使用界面，教师可将学生的个

人界面打印出来与家长分享。

无可比拟的书库和功能  
在我们的个性化英语读写平台上有既有小说类也有非小说类的原版电
子书籍。同时还有可选的阅读辅助功能和整套的读写工具，增强学生
对文本的深入理解。

有重点地进行评估 

实时数据：

• 监控学生阅读活动：打开书籍、读完书籍、 
书籍选择、阅读时间长度

• 评估成长进度：蓝思基准和读后习题

• 建立目标：有动力的学习者阅读频率更高、 
阅读时间更长。教师可根据14个数据测量标准设立目标， 
观察每个学生的进度

联结学校和家庭   
视频教学、技巧和攻略强
调学生每日在家阅读的重
要性，并帮助确保其做到
在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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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嵌入式支持工具  
培养英语阅读能力

通过阅读支持、细读和写作工具以及“学习课题”工具，将myON Reader整合到完整
的英语阅读课程中。您可通过“学习课题”工具为个人、小组或整个班级布置作业。

阅读支持
•	 向早期阅读者、新兴阅读者及过渡性阅读

者提供支撑

•	 通过专业录制的音频极大改善英语发音

•	 内嵌字典，帮助学生结合上下文积累词汇

细读工具

•	 荧光笔、图形、绘图工具

•	 日记/笔记本/便签

•	 引文创建

写作工具

•	 12种图像辅助工具

•	 作者、清单和同学评议功能

myON学习课题
•	 创建和布置个人、小组或全班学习课题

•	 创建自己的学习课题或使用其他教师共享的
学习课题	

英语分级阅读

灵活性:  
您的学生, 您的选择
所有的myON Reader订阅账户都有一个含数千本
电子出版物的核心书库，您可立即拥有适合各种
兴趣、不同年级和阅读水平的小说和非小说阅读
材料。您可随时在收藏中添加新的阅读材料，并
自定义满足您需要和目标的阅读材料包。

■■ 核心书库：来自Capstone的强大图书家族的
5000多本图书

■■ myON Classics永恒经典书籍的电子版，有英
语和西班牙语两个语言版本



11改善英语教学，启迪中国新一代

使学生可以  
随时随地阅读

当让学生能无限制地访问个性化书库时，您会惊喜地发现每个学生读书量会有多么
大增加！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蓝思®阅读水平从推荐书单中进行选择，也可以
浏览学校或机构订购的完整书库。

英语分级阅读

•	多种形式和类型：小
说、非小说、绘本

•	由著名出版社发行，有
英语和西班牙语版本

•	通过内置的蓝思®和兴趣
评估的个性化定制

•	可对阅读进度自我监督，使学生拥有自主权

•	学生即可以在学校也可以在家里查看自己的
个人资料报告

•	老师可打印并共享学生个人资料报告，向父
母提供学生阅读进度的直观视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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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h Smith : 4th Grade : Oak Grove Elementary Jul 1, 2017 — Jan 19, 2018

Reading metrics Reading on myON since 2016!

Reading minutes

2,631

5,785 Since 2016

Books

338

269 Completed

Words read

211,629

5,330 Pages read

When I read

Before 8am

52 min

In school

1,210 min

After 3pm

502 min

Weekend

865 min

Last 6 books read

myON NEWS

Reading minutes

392

Articles read

45
Last 4 articles read

Higher Pay for Walmart Workers

A Sand Cat for a Pet?

Soccer Shocker for USA

A Day 2 Remember

Reading interests
The categories of books this student typically reads

12% : Non-�ction Fiction : 88%

Adventure

Favorite Characters Fairy Tales, Fables & Folklore

Readers Picture Books

Lexile

Reading activity is considered On-Target when a book's Lexile is

within 100 below and 50 above the student’s current Lexile

ability.

Current

BR 30L
Reading choices this year

Below

0 min

On-Target

57 min

Above

2,573 min

Awards

•• myON •• 

20th Place 

351 min 

Jan 6, 2018

•• School •• 

1st Place 

193 min 

Jan 17, 2018

Quiz question from Super Adventure

Q: Which is an aircraft that �oats and has no wings?

A: zeppelin

©2018. All data provided by myON, LLC. See our privacy policy online at https://www.myon.com/priva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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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能生巧
在线上英语阅读材料领域，myON无与伦比。学生可全天候访
问数千本多媒体电子书籍，书籍可根据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
年级和蓝思®阅读等级灵活匹配。易于访问，内容丰富，让老
师轻松掌控一切。

睿乐生myON™ Reader带来： 

■■ 多达5000余本多媒体数字书籍，包括小说和非小说类别

■■ 无限同时访问，可在任何设备上在线、离线阅读

■■ 嵌入式工具、阅读支持和学习课题，以提高学生读写能力

■■ 实时、可行的数据，了解学生的阅读行为和成长情况

500

89%

2倍为什么myON是一个革新性产品？点击以下链接，听听教育工
作者是怎么说的。  
www.renaissance.com/literacy-game-changer

1 Evans, M.D.R., Kelley, J., Sikora, J., Treiman, D.J. (2010) 家庭学术文化和教育成功：27个国家地区的书籍和教育。
2 乐学 (2017). 儿童和家庭阅读报告。
3 睿乐生 (2018). 预测阅读能力发展：阅读理解的力量。 
   https://www.renaissance.com/2018/02/08/blog-predict-reading-growth-power-literal-comprehension.

本推动儿童超前3.2年学
习所需的家中书籍。1

的孩子说，最喜欢的书
籍是自己选的。2

增加学生可开展高质量日常阅
读练习，并达到大学及职业所

需基准的可能性。3

通过让学生有书可读、
自主选书，让阅读能 

力培养个性化

英语分级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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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阅读能力培养 myON Reader是我们睿乐生英语阅读产品组合的成员之一，可单
独使用，也可与Accelerated Reader和Star Assessments捆绑购
买，帮助教师为每个学生制定个性化的英语阅读能力培养方案，
给他们全天候的线上访问权限，并配以适合其水平的有效阅读练
习，以及筛选和进度监督，从而老师可以进行有效指导，以帮助
所有不同能力和水平的学生都获得更大的进步。

英语分级阅读

五千多本互动
电子书籍

已证实有效提升
阅读能力的个性

化练习

有效的筛查及进
度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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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ed Reader®

MathFacts in a Flash®

Star Assessments®

Accelerated Math®

English in a Flash™

myON™

睿乐生教育产品因卓越而享誉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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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ed Reader 和 Star Assessments 
是提高英语水平的一种自然方式，它们与
我们的阅读指导计划完美融合。

—  中国伊莱英语营运专员徐锦

Star Assessments 不仅以数字方式进行管
理，而且只需轻轻一点即可立即得到测试结
果和分析工具。教师不再需要花时间改卷
子，有了更多时间用于分析测试结果并对学
生的干预、支持或挑战进行规划。 

—  英国Manor Leas Junior Academy
助理校长Chelsea Sandbrook 

通过将强大的测评数据与学生教学指导
规划相结合，着实帮助学生快速显著地
提高了学习成绩。

—  美国Helena公立学校集团
   数据与测评管理员Jilyn Chandler博士

产品的丰富数据
非常出众，为目标教学提供了
宝贵信息。

 
 —   John Dabell, 《中学教学杂志》独立评论



更多信息请联系

改善英语教学，启迪中国新一代

international@renaissance.com

+44 (0)20 7184 4000

cn.renaissance.com 

www.renaissanc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