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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48 个州及华盛顿特区，

8000 多所学校使用的英语教学系统

英语教学的伟大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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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中，
您或许会碰到一些问题：

• 辛苦培养的老师半路撂挑子，好老师又苦苦难寻

• 师资成本过高，管理压力大，学费提升困难

• 家长对教学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 招生越来越难，招生成本越来越高

• 同质化竞争越来越激烈

• 高考改革，现有教学体系无法满足

• 品牌形象体系缔造十分不易

满足机构 / 幼小学对英语教学的各种需求， 

您将不再苦于选择各种教材 / 系统

八个等级，包括了中国、美国教学大纲，出国留学、

国内考试无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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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简介及核心优势

纯美语沉浸式教学

享受原汁原味的美国课堂

强大的数据化教师后台

私人定制精准辅导课程，老师、家长对孩子的

学习情况一目了然

先进自适应系统

实现因材施教，100 个孩子就有 100 种课程

三大优势，让英语学习更加简单

美国想象力英语                          是由美国少儿英语教

学专家、儿童心理学家、前好莱坞动画专家、IT 专家联袂

打造的一套全智能自适应互动英语教学系统。

系统基于美国共同核心州立标准 CCSS（美国英语教学大

纲），历经 10 余年的不断研发与创新，已涵盖从零基础

到美国小学六年级的 8 个难度级别。目前已被美国 48 个

州及华盛顿特区的8000多所学校采用，畅行10多个国家，

已有 100 多万孩子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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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模式

1.	 先招生，再开班，100%吸引学生，成单率高

“挑战英语小达人”三到四周招生工作，前期预热，中期维护，后期攻单。想

象力英语提供完整招生包，从前期邀约、学生维护，到公开课演示、销售话术

提供一整套的高效解决方案。

2.	 紧随教育一线趋势，专业彰显品牌，在同质化市场中	

脱颖而出

• 完美匹配英语权威标准 CCSS，直接挂钩 SAT 等入学考试

• 全球权威阅读分级体系 — 蓝思指数制定者 MetaMetrics 的官方合作伙伴

• 符合 IMS 全球学习联盟制定的 OneRoster TM 标准，学生成绩能得到全球会

员学校的认可

全新的教学模式 全新的招生模式

全新的盈利模式

线上系统教学，线下互动课堂，定制化辅导，为学生提供三位一体的全方位

学习体验。美国想象力英语真正以每一个学生为中心，回归教育本质；并以

软件为载体、强大的后台数据为支撑，为孩子们的英语学习开启一种全新的

学习方式，也省去了老师备课和批改作业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同质化严重的教育市场里，想象力英语将美国的翻转课堂与教育技

术相结合，把原汁原味的美国课堂直接搬进您的机构 / 学校，打造无

处不在的“国际学校”！我们模块化的线下课程，为每一所机构 / 学

校“建构”最匹配需求与特色的美国课堂！

• 提供一整套完备的教学解决方案，降低机构 / 学校营运成本，快速提升机

构竞争力和招生能力，有效提高续班率和利润率；

• 极大地降低了对老师的依赖，由系统自动教学，美国孩子教中国孩子，老

师只是组织者或教练；

• 提供相当于从零基础到美国小学六年级 8 个等级的课程，完整的教学体系

保证了学生的满意度和续费率。

线上学习						培养良好的自学习惯

每天坚持学习 20-30 分钟，零距离跟随美国的小老师

们学习英语；培养起良好的自学习惯和语感，让孩子

享用一生。

互动课堂						夯实基础，拓展提升

根据学生学习曲线，通过简单易行的课程，老师在课

堂上与学生互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习效果，

达到“学”与“习”的完美结合。

定制化辅导			计算机匹配课程精准有效

对于个别孩子，计算机系统提示需要特殊辅导，并针对

性地提供学生薄弱部分的补习内容，为老师做好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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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适用模式

适用于全国各地区幼儿园的全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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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美国想象力英语中国总部品牌授权，将为合作幼儿园提供线上教

学管理系统、线下课程体系（含教参/电子版课件等）、师资培训、

VI视觉识别系统和装修方案、运营管理、客服及技术支持等一站式

解决方案。

* 

额外经济收益

打造双语幼儿园

智能化教学，不依赖师资

全新的教学模式 

缴费、服务差异化

显著的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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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适用模式

适用于全国各地区教育机构的全新模式

经美国想象力英语中国总部品牌授权，将为合作机构提供线上教学管理系

统、线下课程体系（含教参/电子版课件等）、师资培训、VI视觉识别系统和装

修方案、运营管理、客服及技术支持等一站式解决方案。

*

机构原有

或想象力线下课程

+ 

想象力线上系统结合

互动、应用、思维方式

完善的课程体系，包括

美国和中国的教学大纲

线下翻转课堂

线上定制精品
VIP班

想象力线上系统
+

线下课程

大小机构秒变美国课堂

因材施教，效果显著

节省师资投入，降低对老师的依赖

自适应系统增强学员粘性，锁定学生

测评科学准确、家长随时查看学习内容和成果

在同质化产品竞争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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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数据来源于想象力英语对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二年级课堂、南门幼儿园、花木中心小学一年级课堂、世纪

星幼儿园大班与中班课堂、音博凡课堂、达人教育课堂、黑米阅读课堂、龙茗课堂、塘桥课堂、杭州课堂、

宁波课堂、衢州课堂等班级的测试结果。

筹备支持： 想象力 VI 视觉系统结合学校运用、校园空间创意设计、项目落地指导

教学支持： 线下课程全套课件 + 教参、教材（纸质 + 电子）

技术支持： CRM 后台管理、系统技术指导、课堂 / 学员采访拍摄辅导、视频剪辑制

作指导

师资培训： 自适应系统教师后台讲解、线下 Demo 课 + 正式课流程及授课指导

市场支持： 线上 + 线下活动策划方案包（招生、续班）、产品营销指导

物料支持： 产品手册、宣讲课件、系列成长护照、系列绘本、比赛奖状 / 证书、定制

奖品

售后支持： 客户售前售后服务指导、开设及管理账号操作指导、用户百问百答

想象力英语中国区域班级测试结果

所在地区 测试班级 所属年龄段 测试结果

上海
幼儿园中班

幼儿园大班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5-10 岁

成交转化率：试用后的接受度为 40-

90%，试用时间越长，转化率越高。

学习效果：成绩提高迅速，尤其是在听

力、阅读和语音意识方面；对英语的兴

趣明显增加。

家长口碑：家长认同感超好，家长自发

引荐的生源超过 20%。

杭州

南京

宁波

衢州

完善的运营支持

1312

中国市场实测
2015 年下半年起，想象力英语中国总部针对中国不同地区（上海 / 杭州 /

南京 / 宁波 / 衢州等）的不同年龄段班级进行了想象力英语课程推广测试，

其中，既有上海市级示范公立南门幼儿园等公立学校、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

也有普通教育机构，共计 10 多个班级。三个月的测试期过后，8 个班级取

得了显著的成功，其它班级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不错的成绩。



VI 视觉识别系统、SI 空间创意设计与管理系统、教辅、绘本、

系列护照、创意礼品等。

完善的运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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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合作伙伴 合作机构校长赞誉

全国合作伙伴分布图

全国合作伙伴名录（部分）

上海、江苏、浙江、广西、山东、山西、湖南、湖北、河南、陕西、福建、内蒙古、青海

上海南门幼儿园

上海汉娃乐园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上海咔哒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奉贤优乐早教少儿教育

上海书笺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未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学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雨泉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浙江钱江晚报少年学院

浙江衢州亿学教育咨询有限

浙江嘉善易贝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浙江瑞安新星英语培训学校

浙江宁海卓越教育

浙江海宁潮梦城

浙江宁波明道家塾

江苏南京金色麦田幼儿园

江苏南京广电文化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淮安雅文博学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湖北宜昌美华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湖北公安县快乐 ABC 剑桥英语培训基地

福建泉州宜美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正学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内蒙古赤峰凯蒂外语培训中心

青海西宁智越课堂

我苦苦寻找完整的英语教学体系，在想象力完美地找到了答案。想象力英语非常纯正，来自美国，是

一个有趣且有效的教学系统。在英语教学方面，相当于一场革命。以前我们的英语不是这么教的，如果

我们以英语母语国家教授的方式来教，我觉得会更贴切、更自然、更有效。

—	Nancy	校长

想象力英语满足了我十七年来对英语教育所有美好的夙愿，对机构领导人来说，想象力英语解放了我

们，再也不用请大量的员工，以及耗费大量时间做员工培训。想象力英语主要从线上入手，而孩子在

线上已经学会了，我们线下只要配合开展多元化的活动即可。特别是教师界面，无论是供老师备课还

是复习，都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库，随取随放，教学效率更高。

—	Lisa	校长

我们有两个学校都在用想象力英语，孩子们非常喜欢这个系统，也喜欢用它学习，为此他们总是迫不

及待地想去电脑房。老师们看到孩子们身上的进步都非常欣喜。

—	Constance	R.	Collins	校长

我们是想象力英语的忠实拥趸。从学前到2年级，每个学生——不管是英语第二语言学习者，还是阅

读入门者，每个学生都取得了进步。

—	Genie	Baca	校长

我们传授知识给新的一代，我们的学生是数码时代的学习者，是多面手，他们当然不是我们那个时代

的学生，想象力英语是为我们的学生量身定制的科技型教学系统。

—	Ana	Fuhrer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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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想象力英语中国总部
上  海



老师赞誉 家长赞誉
我很喜欢美国想象力英语是因为它可以在不同的技能分类里看到哪些学生需要帮

助，我能查看到学生们的学习进度及擅长部分，也可以了解到每个学生的个人学习

情况，还显示他的成绩，这样我就能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同时，它还提供了有

效的学习介入工具，具有快速总结的功能，你可以了解那些还没有掌握技能的学生

的姓名及级别，这对于老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	Katelyn	Tuner	老师

想象力英语随时随地都可以学，每天坚持30分钟，省时省力。孩子已经学了8个月

想象力英语，从开始学习前只认识字母和一些简单的单词，到现在掌握了单词拼

写、音素音节，学会了许多英文歌曲，还能自己看简单绘本，进行跟读，给电影配音

等等。关键是孩子自己非常喜欢这样的学习方式，想象力英语把英语学习变成了一

种享受，真的非常棒！

—	端木泓慧（5岁）妈妈

作为一个教学系统，它给予老师全方位的教学支持，你可以查看小组报告、小组使

用情况、还有个人总结性报告。通过这些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学了什么，遇到了什么

情况，还有该提供怎样的辅导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并继续学习。这个工具使教育不再

显得困难重重，它富有逻辑性，且提供数据支持，所有都可根据具体情况而设定，

老师可以根据学生情况让教学更具针对性，实在是太棒了。

—	Linda	老师

孩子刚学一个月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很多词汇，有一次系统给了一篇较复杂的阅

读文章，他竟能全部答对后面的问题。想象力英语随时都可以学，孩子自己就可以

玩，对于我这样经常出差的家长来说就很好。以前要送他去培训班，来回很花时

间，现在他在家就可以用想象力英语学习，我有时在旁边看，自己都想学了，这个系

统真的很有趣。

—	柳恩泽（7岁）妈妈

想象力英语发音很纯正，给人美的享受，有一种想讲一口地道并流利的美语的冲

动。我喜欢这个模块的practice部分，游戏环节设计的很好，连我这个大人也觉得

很有趣，很想玩，在玩中还能学习，真心不错！体验游戏时我有故意做错题目，发

现该题目会在游戏结束时再出现一次，直到做对为止，对于不懂的孩子来说，这样

很好。

—	陕西	Coco老师

从来没有主动推荐过一个产品，而想象力英语真的值得。孩子学了6个月，在社区

英语机构从学渣变成了学霸，测评连跳两级，之后就要可以跳级调班了，我真的是

心里乐开花。家长只需要每次控制他的学习时间即可，真是解放了家长又造福了孩

子！

—	施跃林（5岁）妈妈

想象力系统里的画面很自然，没有设计的痕迹，很符合孩子的天性，很了不起！英

语不应该再耗费我们那么多精力了。你可以看到学习想象力英语的班级里，小孩子

一个个都聚精会神，像小专家一样，每个都能开口说英语。而且居然每个孩子PAD

里学习的内容都不一样，传统的课堂几乎不可能达到这种效果。我相信这套系统

可以大大提高孩子们的学习效率和效果，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去阅读、运动和

亲近大自然！

—	无锡	潘园长

我觉得孩子学习英语，打好基础很重要，想象力英语就是能给孩子非常系统的教学

和辅导。开始学习了三个月之后，我就感觉把孩子之前的英语盲点循序渐进地都消

除了。口语中细节的语音、韵律、音节等等，光看动画片是学不到的，想象力英语就

能很好地强化这些细节，现在他和老外都能进行流利的对话。

—	樊荣添（10岁）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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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热爱英语教育培训事业或拥有浓厚兴趣，有志于为改变

中国孩子传统的英语学习方式而努力；

2. 与想象力英语保持一致的价值理念，认同想象力英语的

品牌文化；

3. 遵守想象力英语总部的统一规范要求，接受统一的培训

和指导；

4. 有现成的、不少于 200 人的班级或学生资源；

5. 具备良好的教育及工作背景，有涵养、品德高尚、遵约

守信；

6. 具备良好的社会人脉资源，熟悉教育培训市场的状况。

官方网址 : www.imaginelearning.cn 

公司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柳路 58 号证大立方大厦 15 楼

战略合作方所需资质

联系我们

合作方资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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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想象力英语  [ 中国总部 ]

400 6688 991

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柳路58号 证大立方大厦 15楼

www.imaginelearning.cn

美国想象力英语在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