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85签约定向班
产品说明

培养奥赛省一、直通985名校



公司背景

35年的时光之旅

“昂立”始于1984年，源自上海交通大学，经三十余年精耕，成就了教育培训行业中驰

名的“昂立教育”品牌。教育产品涵盖幼儿园、小学、中学生等全科目课外辅导，更有素质

类产品（琴棋书画、科技创新、体育、游学等）全面助力K12学生群体卓著成长。以创新的

产品、优质的教学、周到的服务，满足国人追求卓越教育的渴望。

如今，昂立教育重点关注中国基础教育发展，聚焦K12领域，致力于成为青少儿教育

成长专家。目前拥有近6000名正式员工，3000余位全职教师，拥有完备的教研与服务体系。

2014年，昂立教育通过资产重组，整体注入上市公司，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

昂 / 立 / 教 / 育 / 的 / 历 / 史

股票代码600661
A股首支教育股上市



成立于2008年8月

交大新课程由交大昂立教育集团创办，专注于中国中学生在线教育

辅导领域，以“在线教育”、“名师面授”为特色，专注中高考培

优的专业教育机构

全国高考第一品牌

成为最值得信赖的中学生数字化学校

培养中国青少年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拼搏进取精神

我奋斗，我成功！

时间

背景

定位

愿景

使命

价值观

一分钟读懂交大新课程
One minute to know 

公司简介



十一年来

公益讲座

出版工具书

8000+

4000+

注册会员

120,000+
辅导学生

483,500+
进入重点本科

23100+

专家教师

400+

SINCE 2008

公司品牌实力



2018年部分学员



2018年部分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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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定向班概念

背景

• 2019年自主招生政策收紧

•各大高校招生简章的变化

群体

•有意向通过自主招生获得985高校的降分录取优惠条

件的学生

目标

•弯道超车

•直录985高校



什么是自主招生？

自主招生是全国90所985/211高校招生方式的重要

组成方式之一，优秀学生进入名校的方式并不唯一；

参加自主招生的学生同样需要参加6月份的高考；

通过自主招生，学生可以获得名校录取的5-40分不

等的降分优惠。



2019自招政策——初审难，复试易

2019

难易

易难

2015 - 2018

初审 复试



2019自招政策——初审门槛提高

省份 学校 属性 2018申报条件 2019申报条件

安徽 合肥工业大学 211 理科特长 奥赛省一

湖北 华中农业大学 211 创新潜质，对农业有兴趣 农科有特长及有相关成果材料

四川 四川农业大学 211 论文、专利、创新实践、学科特长 专业特长

湖北 武汉理工大学 211 专利、论文、学科特长 奥赛省一

湖北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11 学科特长 奥赛省一

黑龙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 985 学科特长、英语年级前5% 专业特长，及成果

黑龙江 哈尔滨工程大学 211 科技创新成果、理科特长年排名2%
计算机、机器人、机械、信息学等创新成
果（论文、专利不可以）

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211 英语能力竞赛获奖，专业实践成果或证书 奥赛省一

湖北 华中师范大学 211 英语、作文获奖，论文 奥赛省一

湖北 武汉大学 985 学科特长、创新潜质
理科奥赛、科创国一
文科社会活动市级以上表彰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 211 学科特长、创新潜质 学科特长、创新意识、创新潜质

湖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11 论文，学科特长 奥赛省一



2019自主招生简章简读一览



2019自主招生简章简读一览



奥赛省一≈提前锁定985院校

复试：达到省一的同学复试基本
无需再笔试，仅需参加面试和体
能测试

初审：2019年， 7成高校自主招
生初审条件为必须拥有省一及以
上的五大学科竞赛奖项



参加奥赛有哪些好处

985院校降分录取

奥赛省一获得者可以通过自

主招生方式获得985院校降

分录取

提高学科成绩

奥赛在高中学科知识的基础

上拓展，开拓解题思路，有

助于提升学科成绩

提升学习思维能力

奥赛内容对于思维和知识层

面的要求更高，在学习的过

程中，潜移默化升级了学习

和思维能力

奥赛3大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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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收集汇总学习行为数据

智能化目标管理+个性化学习建议

课程
内容

教学
平台

金牌奥赛教练1V1指导

名师智能网课随点随学

交大新课程985签约定向班是针对省（直辖市）重点高中排名前50%的学生，提供在

线奥赛辅导和学科辅导的智能课程体系。



闭环学习，助力稳妥拿省一

教

学

练评

测

1. 专业教练 -全国奥赛教练授课，保证高品质的课程内容
2. 在线1对1指导 -点拨共性难点，解决个性化疑问
3. 精选题库 -精选“压箱底”经典题型，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4. 即时评分 -助教老师实时互动答疑，追踪数据，学习效果可视化
5. 大数据分析 -精准分析每次测试情况，合理调整阶段学习目标



定向班特色

✓ 协议保过奥赛省一等奖 80%以上

✓ 协议保过自主招生985高校初审 95%以上

✓ 协议保过自主招生985高校复试 92%

✓ 协议直录985大学 90%



定向班培养流程：阶段一

奥赛人工智能学习平台辅助：

以省一为量化标准设计的线上奥赛教练录播课，学生自行登录平台自主学习前三个阶段的
课程内容，通过选拔性测试后方能顺利进入下一阶段的奥赛课程的学习（同时增加奥赛1
对1课程），之后学生每学完10%的进度课程，都有相对性的阶段性测试，如果阶段性没
有通过，有一次补考的机会，补考未通过劝退。

选拔性测试
（淘汰机制）

阶段性测试阶段性测试



定向班培养流程：阶段一

全真奥赛1对1课程直播课

⚫ 针对全国奥林匹克竞赛考试真题

⚫ 1对1考题题型疑难解答

⚫ 定制专属个性化奥赛辅导课程

⚫ 以省一为目的签约式培养

⚫ 辅导获得过国三以上奖项的老师或者大学教授



定向班培养流程：阶段二

获得单科奥赛

省一；

准备初审其余

可加分项；

了解意向高校自

主招生政策和专

业，提前规划



定向班培养流程：阶段三

阳光高考网或高

校官网自主招生

材料申请材料提

交；

参加6月份高考；

获得降分优惠条

件，填报985高

校志愿录取



竞赛时间轴 —— 数学 、物理、化学

奥赛准备时间轴

2019年7月 2022年7月

2019年10月 2020年1月 2020年4月 2020年7月 2020年10月 2021年1月 2021年4月 2021年7月 2021年10月 2022年1月 2022年4月

第一次初赛

第一次复赛

第二次初赛

第二次复赛 自招申请

高考第三次初赛

第三次复赛



竞赛时间轴 —— 信息

奥赛准备时间轴

2019年7月 2022年7月

2019年10月 2020年1月 2020年4月 2020年7月 2020年10月 2021年1月 2021年4月 2021年7月 2021年10月 2022年1月 2022年4月

第一次初赛

第一次复赛

第二次初赛

第二次复赛 自招申请

高考第二次初赛

第三次复赛



竞赛时间轴 —— 生物

奥赛准备时间轴

2019年7月 2022年7月

2019年10月 2020年1月 2020年4月 2020年7月 2020年10月 2021年1月 2021年4月 2021年7月 2021年10月 2022年1月 2022年4月

第一次初赛

第一次复赛

第二次初赛

第二次复赛 自招申请

高考



学科 适合学生 上课形式 课时数 课程内容

化学
竞赛

高一、高二年级排名前20%
目标985院校

智能学习平台 12 初高衔接化学竞赛课程

智能学习平台 48 全国化学竞赛课程

生物
竞赛

高一、高二年级排名前20%
目标985院校

智能学习平台 12 初高衔接生物竞赛课程

智能学习平台 51 全国生物竞赛课程

信息
竞赛

高一、高二年级排名前20%
目标985院校

智能学习平台 47 全国信息学竞赛课程

物理
竞赛

高一、高二年级排名前10%
有竞赛基础，目标985院校

智能学习平台 12 初高衔接物理竞赛课程

智能学习平台 54 全国化学竞赛课程

数学
竞赛

高一、高二年级排名前10%
有竞赛基础，目标985院校

智能学习平台 60 全国数学竞赛课程

备注：
1.智能学习平台包含相应的作业和题库；
2.所有课程均为线上学习，定期更新。

奥赛课程架构



课程大纲 课时数 个性化

第一章力物体的平衡 4 0

第二章运动学 4 0

第三章牛顿运动定律 4 0

第四章曲线运动 2 0

第五章功和能 4 0

第六章动量 4 4

第七章万有引力和天体运动 2 4

第八章机械振动机械波 2 4

第九章气体 4 4

第十章热力学定律 2 4

第十一章液体和固体 2 4

第十二章物态变化 2 4

第十三章静电场 2 4

第十四章稳恒电流 2 4

第十五章磁场 2 4

第十六章电磁感应 4 4

第十七章交变电流和电磁波 2 4

第十八章几何光学 2 4

第十九章光的本性 2 4

第二十章近代物理 2 4

备注：

1.总计54课时，个性化60课时

2.录播每课时约40min，个性化为60min

物理奥赛课程大纲/课时规划



罗老师
交大新课程信息学竞赛资深骨干教师，硕士学历，毕业于复

旦大学计算机专业，高中时期获得过全国信息学竞赛铜牌。

陈老师
交大新课程化学竞赛资深骨干教师，硕士学历，毕业于复旦

大学化学专业，高中时期获得过全国化学竞赛银牌。

孔老师
交大新课程生物竞赛资深骨干教师，硕士学历，毕业于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中科大）生物工程。曾经在中科院担任讲师。

范老师
交大新课程特聘物理竞赛教师，全国物理奥赛金牌教练。

张老师
交大新课程特聘数学竞赛教师，数学特级教师，竞赛资深教

练。

师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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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机制

交大新课程不接受985定向班一次性付费（19.8万），按照以下方式进
行阶段性收费。

序号 时间节点 费用

1 报名课程 ￥60000

2
通过测试后的下个月起，每月支付￥8625，总

共支付16个月 ￥138000

总计 ￥198000



大数据测评，专家把控科学评估

名师一对一指导参赛，高获奖率

专业团队，多年经验，申请成功率高

名师网课教技巧，竞赛课业两手抓

省时省心，一次旅游的费用

理想大学，成功率高达85%

院校专业定位迷茫，没有明确目标

不了解各类竞赛，难获奖

流程复杂，申请效率低，材料不专业

顾此失彼，两头都难以取得成绩

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自招成功率低于4%

目标制定

经历塑造

初审资格

科学规划

投入代价

结果影响

vs

专业团队 考生个人

交大新课程专业服务和考生自己研究的区别



03

02

04

01

签约式培养——协议保障

竞赛获奖率高

根据优势学科，专门制定学习任务，教、学、练、评、测闭环学

习，助力稳妥拿省一

顶级权威师资配置

报名时和家长签署协议，参加竞赛前阶段式收费，未达成

目标立即退还相应费用，我们有信心！

品牌保证——源自交大，值得信赖！

昂立教育是国内第一家A股上市的教育公司，拥有强大的教研实

力和高校师资资源

05
课程体系智能全面，提供完整解决方案

全国奥赛教练一对一在线指导，25年以上教龄资深学科专家精心

筹备、录制网课，保证高品质的课程内容

制定生涯规划，大数据分析阶段目标；竞赛指导采用1V1项目式教

学，精选题库，助教老师即时评分；智能网课打好高考课业基础

核心优势



04 学生案例分享



成功案例——把不敢想的梦，变成实现的梦想

初三

暑假

高一

高二

高三

早规划，早准备 竞赛并非高不可攀 实力升级，梦想升级 不负努力，梦圆清华

刚考入市重点的张同学成绩
优秀，但也并非拔尖，因此个人
目标是交大/复旦/同济。

经过升学顾问刘老师的分析，
张同学的高中阶段以自主招生作
为主要升学手段，准备奥赛增加
面试竞争力，根据最终获奖情况
决定是否参加自主招生。

高一暑假，张同学在完成课
内学习之余，每周抽出4-6小时
展开第二轮竞赛，本轮NOIP荣
获省一。

因此刘老师重新规划了同学
的升学目标——清华大学，张同
学信心满满地开始了针对清华自
招笔试的准备。

经过一个暑假的学习，张同
学于11月获得信息学奥赛
（NOIP）省三，整个竞赛经历
不仅给了张同学冲击名校的信心，
更激发了他对计算机编程的兴趣。

刘老师根据同学的实际表现
做了多轮修改的个性化包装，申
请文案在着重凸显专业特长的同
时，强调了优秀的综合素质，顺
利通过淘汰率高达97%的清华初
审。

高考后，刘老师为同学安排
了1对1全真模拟面试，经此充分
准备，张同学最终获得降60分的
自招优惠，最终顺利进入清华大
学。

张同学 2018届

毕业高中：上海市七宝中学

最终录取：清华大学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