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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英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i3企业培训管理系统（i3Corporate）是专为企业用户定制
的在线学习平台，可满足企业对员工的在线培训需要。可帮助企业增强员工的生产力，同
时降低员工的培训成本。

i3 企业培训管理系统
为企业量身定制的在线学习平台

i3Corporate是一种基于
Web应用的综合学习管理
系统，可为企业提供封闭
培训方案—作为企业的通
向所有可利用学习资源的
门户而设计。

其设计目的在于，可同时
支持传统的事件导向程序
（如教师指导下的培训和
基于 Web 应用的培训等）
以及较新的连续学习选项
（如研讨论坛、聊天会话
等）。LMS 以用网站技
术，使得该组织可以选择
性的将相关的内容“压
入”到目标段，同时也允
许个体根据特定的需要
“拉出”相关内容。该内
容包括教师指导培训程
序、基于 Web 应用的培训
应用程序、电子邮件更
新、在线工作辅助工具、
研讨论坛、电子邮件支持
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通过集成自学资料和辅助
的学习资源以及可选的协
作模式，LMS 创建了一个
在线社交的培训环境。

该电子社区的“人性化因
素”可通过一系列的协作
工具（包括实时聊天、讨
论以及实时虚拟课程而得
到加强。）

公司培训部门发现我们的
方案功能非常强大，可以
扩充他们的教育提供范
围，以及缩小和扩大教育
传播及同化作用的范畴。

可以基于任何需要以一个
可接受的价格对电子学习
平台进行定制。另外，该
电子平台具有较强的扩展
性，因此可根据需要增加
额外的特性，而不破坏其
现有的特性和操作。

i3Corporate突出特点


为电子学习提供了一个基于企业
的框架。



使得企业可以衡量雇员的培训表
现



可以由某位指导员完全管理，无
需系统管理员频繁介入



可为员工个体或小组提供培训课
程，并可自动评分



可以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定制，以
优惠的价格满足任何额外的需要



定制的用户界面及功能



底操作成本



安全的登录和访问



提供了在线服务台



简易操作及导航



内置信息交流工具



全天候（24×7）无间断浏览网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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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企业培训管理系统
为企业量身定制的在线学习平台
学习管理系统的组件
个人文件夹

LMS 的设计体系支持该系统连入客户现有的
基于 Web 应用的体系结构（如果有的话），
并且可平衡对于电子化学习环境的投资。它使
得客户可以将相关的教育机会集成在一起，并
可交叉宣传其程序或内容，还可根据所选的档
案和个体的自身兴趣有效的创建可有规律的流
向个体的信息流。
该门户解决方案的设计目的在于，可同时包含
技术的应用和对管理功能的支持。其手段包括
产品的用户化合用户提供功能和特性选择的灵
活性，从而为该机构带来最大的价值。

支持电子邮件
件
在线教学、系
统管理

教育流媒体
个性化日历

教育资格

在线问题库

公告栏

学习者

多语言界面

在线跟踪、
报告

在线学习目
录、注册

在线协作工
具，聊天室、
研讨论坛

第三方内容

在线评估

在线分配、提
交任务

Inchone 解决方案的设计目的在于，可在未来的任何时间添加（或）
争强个体门户技术和（或）功能，从而为客户的教育体系提供了一个
长期的迁移途径。

LMS 的主要优点
可购性及可扩展性

统一代码 支持多语言

i3企业培训管理系统按所托管软件使用的年度
许可或永久许可进行定价，价格极具竞争力。
可先期低投入启动，系统具有极高的可扩展
性。

i3企业培训管理系统用户可以任选多种语言界
面，如英语，简体和繁体中文以及马来文等
等。

标准化设计

Oracle / SQL 集成

本系统严格遵循工业设计标准，符合AICC,
SCORM, IMS以及其他行业标准。符合上述
标准的内容易于在Inchone的LMS平台上使
用。并且本系统也可以方便地集成其它的
LMS和内容管理系统以及任何后端系统。

i3企业培训管理系统使用RDBMS数据库来存
储永久性数据，大部分的模块都可以使用该数
据库来保存和检索动态信息。本系统支持
Oracle 8i and SQL Server 2000两种主要
的RDBMS数据库，在软件安装时可以方便地
任选其一使用。

易于升级

快速应用

由于该系统的开放式结构，升级更新系统版本
无任何资料或数据丢失。

系统启动和运行只需5人（天）。

http://www.inchone.com

新加坡英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i3企业培训管理系统（i3Corporate）是专为企业用户定制的
在线学习平台，可满足企业对员工的在线培训需要。可帮助企业增强员工的生产力，同时降
低员工的培训成本。

i3企业培训管理系统
为企业量身定制的在线学习平台
对于客户的主要好处
LMS 的互操作性

完全可定制性

i3Corporate 系统基于国际标准和设计规
范，因此基于此标准和规范创建的课程内容都
可以导入本系统。本系统也能够创建和导入、
导出其他系统的课程内容包。

系统具有高度灵活性，基于模板的多层次设计
体系可广泛地满足客户个性化的定制要求。

此外，它也可以创建并从其它系统导入（或导
出）课程内容包（或到其他系统）。

本系统已经被大批用户采用，他们对系统的表
现都深表满意。

同时，在评估管理过程中，它具有互操作性。
该系统使用了 IMS QTI 标准来构造其内容
包，而该内容包是根据 IMS QTI 规范创建
的。

易于集成

高可靠性

i3Corporate系统使用标准的软件技术设计，
易于与其它企业系统无缝集成。

LMS 的特性及功能


学习、指导及管理过程



评测集成



用户界面个性化



总结和报告



用户注册及管理





文件归档和服务台功能

预先和后续的基于Web应用的测试、计分
和追踪



追踪及历史记录报告



证书、许可及标号管理



外部培训和特别研讨



技能管理



教师实时指导



用户管理



登记及自学要求



科目管理



引入基于Web应用的内容



课程管理



欲修课程和并修课程调整



问题库和评估



教师管理



资料库



地点安排、管理



远距离教学安排和支持功能



追踪报告和进程报告





在线进行有组织的报告

在线协作工具，如电子邮件、研讨论坛、
聊天室、在线指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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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企业培训管理系统
为企业量身定制的在线学习平台

管理范围

技术支持


进行合理的数据库备份并执行维护功能



在数据库中设置课程和各学习选项



监控防火墙和其它安全措施



设置用户注册功能



回答技术问题



对设备、装置和教师进行安排



进行所有的硬件和网络安全并提供相关服
务



维护系统备份



提供服务台支持



提供所有硬件和软件的许可证



保持该平台的许可证



在执行过程中制定合理的方案

进一步了解 i3 企业培训管理系统, 请与新加坡英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市场人员联系:

Website: www.inchone.com
销售垂询，洽谈合作请致信: enquiry@inchone.com
新加坡

马来西亚

Inchone Pte Ltd
750C Chai Chee Road #02-01
Technopark @ Chai Chee
Singapore 469003
电话 – (65) 6441 4478
传真 – (65) 6441 4086

Inchone Sdn Bhd
No. 906 Block A4 Leisure Commerce Square
No.9 Jalan PJS8/9
46150 Petaling Jaya, Malaysia
电话 – (60) 3 7876 4478
传真 – (60) 3 7876 44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