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tStart Trainer
“OutStart Trainer…e-learning
课件编制工具
工具标准的制定者…”
OutStart Trainer 是目前世界上最流行、最便捷、最高效的
电子学习课件编制工具。Trainer 定义了 e-learning 课件编
制的标准，而这些标准成为了评价其它课件编制工具的依
据。
OutStart Trainer 以其无与伦比的便捷性和高效性成为任何
开发 e-learning 课件的企业或个人不可缺少的工具。
无论是培训专家、课程讲师还是普通用户，都能够使用
OutStart Trainer 编写和发布 e-learning 课件，而不需要任
何专业技术。当然，娴熟的用户还可以充分利用许多高级
功能开发出更加精致的课件。
在过去的 10 年中，财富 500 强的企业中已经有 35%的公
司已经使用 OutStart Trainer 来制作公司内部 e-learning 课

A complete e-Learning
Authoring Tool:
Develop Effective Courses Quickly
The ease of authoring in Trainersoft enables
subject matter experts and courses designers
alike to get critical training and knowledge to
learners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Simple and Powerful Authoring Enables
Rapid Development

Authors use a simple drag and drop,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cours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ogether with a rich set of authoring
features to create highly interactive and engaging
content.

Addressing the Content Gap

OutStart Trainer 的优势

this is achieved without the need for technical
know－how or programming skills.

Trainersoft 是目前最为广泛使用的 e-learning 课件制作
工具之一。我们的客户这样评论 OutStart Trainer：
“用它制作电子学习课件和用 PowerPoint 编写演讲稿
一样方便”
；
“我们可以开发 e-learning 课件，而不需要任何网络技
术和编程的知识”
；
“这个软件使用如此方便，它对使用者的引导和启发真
是太让我们惊讶了”
；
“只用了四天，一个培训专员就用 OutStart Trainer 生成
了一个在线测试，并用它开发了一个题库和四个模块，
每个模块有 80 道试题”
；
“我们发现，制作 e-learning 课件的速度比原来提高了
两倍，学员也对这些课件的生动性和互动性感到非常满
意”
；

Template Creation Standardizes
Training Delivered Within Your
Organization
Authors use a WYSIWYG interface to quickly
create templates to standardize course structure
and look and feel. Authors can also leverage any
of the hundreds of templates shipped with
Trainersoft. Add flair to course transitions with
effects like fades, fly-ins, wipes, slides and
explosions. Include Flash, streaming video and
audio, Web Windows, JavaScript, URL links, and
email with just one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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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ersoft

Comprehensive Testing And Assessment
Capabilities Enable Organizations To Measure
And Certify Employee Proficiency
A complete array of testing capabilities and
remediation
allows
for
accurate
and
comprehensive measurement of the learning that is
being delivered. Organizations are now able to
analyze training occurring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the level of employee proficiency on the learning
delivered and certify employee knowledge and skill.

Standards Allow Training To Be Delivered
Through 3rd Party LMSs
Courses developed in Trainersoft are
automatically SCORM 1.2 and AICC
compliant, ensuring they can be delivered
through standards compliant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s.

News
OutStart Trainer 的开发商 OutStart 公司
和复旦大学网络教育学院泰复学习中心
（泰复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合作，为中国
的 企 业 提 供 e-learning 服 务 。 目 前 ，
Trainer 在中国已经有了的新用户：

Flexible Delivery Allows Learners To Access
Training When And Where They Want
Trainersoft courses can be delivered as HTML or
executable files for stand-alone or distribution
through an LMS, affording training departments
flexibility in how they administer learning. Learners
are afforded flexibility in when and where they
access training content.

HSBC 汇丰银行
好友多超市
浦东发展银行
宝钢集团
GE 医疗
赛科石油(BP)
ICI Paints

UT Star com
中达电通
纪元微科
中国石油
台湾 EDG
Raytheon
卡夫食品 …

OutStart Trainer Checklist：
便捷的制作
－Trainer 是在整合了几千名企业培训专家的各种
需求，耗费 10 年时间精心设计的；它的功能可
以满足各类培训的要求；
－所见即所得的制作方法：你只需要通过拖动和放
置的方法，并集成你已有的 Word 或 PowerPoint
资料就能制作成 HTML 格式的 e-learning 课件；
－Trainer 使你可以充分发挥你的创意，设计出精
彩、有趣、生动、高效的课件而不需要多余的工
作；
－100 多个现有的课程模板，省去许多设计的麻烦；
－灵活载入小录像、小动画、图片、声音、小测试
使得你的课件生动活泼；
－自动优化文件，更加适合在互联网上发布；
高效的测试手段
－集成了 JAVA 程序，练习题的设置极为方便；你
可以随心所欲的配置选择题、是非题、排序题、
配对题、填空题、问答题等；
－你可以生成题库，并生成随机测试卷来考察你学
员的学习情况；
－跟踪和分数报告，你不需要 LMS 就能审阅你学
员的得分记录；

快速发布
－通过 Trainer 的发布 wizard 你可以迅速将你的
课程以 HTML（网页）的形式发布；
－发布不需要插件、JAVA 程序或下载；
－学员只需要 IE 或 Netscape 就可以打开课件而
无需其它客户端软件；
－课件也可以发布成 EXE 的形式在 CD 上运行；
强大的跟踪和报告机制
－你可以预设进入课程的权限和学员信息，而不
需要外部数据库的支持；
－测试跟踪报告可以通过加密或不加密的形式
发给培训管理者；
－课件可以和 AICC 或 SCORM 标准的 LMS 平
台无缝的衔接，记录学习信息；
－在没有 LMS 的情况下，也可以生成测试报告，
记录详细的测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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