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关于雅思 

雅思考试，全称为国际英语测试系统（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简称雅思（IELTS），是著名的国际性英语标准化水平测试之一。

雅思考试于 1989 年设立，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和澳大利

亚教育国际开发署（IDP）共同管理。 

 

雅思考试是为那些打算在以英语作为交流语言的国家和地区留学或就业的

人们设置的英语言水平考试，分为学术类测试（A类，Academic）和培训类测试

（G 类，General Training）。雅思考试和用于英国签证及移民的雅思考试包含

纸笔模式与机考模式，考生可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考试模式。 

注重“沟通为本”的雅思考试，是从听、说、读、写四方面进行英语能力全

面考核的国际考试，能够立体综合地精准测评考生的英语语言运用能力。 雅思

考试报名为全年开放式，考试日期安排公布后即可报名，最晚报名时间为考试前

两个星期。考生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全国任何一个考点的考试，不受地域限制。

雅思考试成绩总分为 9分，有效期限通常为 2年。 

考试说明 考试适用于 考试结构 
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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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试

费用 

雅思考试是

为那些打算

在以英语作

为交流语言

的国家和地

区留学或就

业的人们设

置的英语言

水平考试。 

学术类（A类）：出国

留学申请本科、研究

生及以上学位，或获

得专业资质 

听力：30分钟+10分钟 

学术类阅读：60分钟 

学术类写作：60分钟 

口语：11-14分钟 纸 笔

考 试

+ 人

人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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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类（G类）：英语

国家移民申请（澳大

利亚、加拿大、新西

兰及英国等等），或

申请培训及非文凭

类课程 

听力：30 分钟+ 10分钟 

培训类阅读：60分钟 

培训类写作：60分钟 

口语：11-14分钟 

二、 考试模式 

1. 纸笔模式 

选择纸笔模式的考生将通过纸笔模式参加听力、阅读及写作三个部分的考试，

并通过 "人人对话"形式参加口语考试。纸笔模式适用于雅思考试学术类和培训

类，和用于英国签证及移民的雅思考试学术类和培训类。 

2. 机考模式 

选择机考模式的考生将通过机考模式参加听力、阅读及写作三个部分的考试，

并通过 "人人对话"形式参加口语考试。机考模式适用于雅思考试学术类和培训

类、用于英国签证及移民的雅思考试学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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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考模式在考试费用、考试内容、评分标准、难度等级、考试题型、考试安

全设置等方面均与传统的纸笔模式完全一致。目前，机考模式考试日期安排为一

周多次，考试日期前 7天截止报名，考生可在考试结束后 5-7天内查询成绩，口

语考试通常会安排在机考当天或者与机考日期尽可能相邻的日期。  

三、 考试结构及题型 

学术类（A 类）与培训类（G 类）考试均包括听说读写四项英语交流能力的

测试，其中听力和口语的考试内容完全一致，阅读和写作的考试内容有所差异。

考试全程时间约为 2小时 55分钟（包括听力的 10分钟填写答案纸）。  

1. 听力（学术类 & 培训类） 

听力考试时长：30 分钟，并有 10分钟时间将答案誊写到答题卡 

听力考试题型：共包含 4 段独白和对话。每段听力材料只播放一次，对应

10道问题，问题的排列顺序和答案在听力材料中出现的顺序一致。 

 

部

分 
话题范围 材料内容 主要的考察重点 

题目

数量 

1 社会生活 
双向交流的谈话（如关于

旅行安排的对话） 

理解和记录特定的事实

性信息 
10 

2 社会生活 
具有交流目的的独白(如

介绍博物馆开放时间) 

理解和记录特定的事实

性信息 
10 

3 教育和培训 

2-4 人在学术环境下的讨

论(如辅导或讨论会；老师

和学生关于作业的讨论) 

理解涉及语义猜测的对

话。理解特定的信息、态

度和发言者的看法 

10 

4 教育和培训 

在学术环境下的独白(如

一般性学术话题的讲课内

容) 

理解学术论证。理解特定

的信息、态度和发言者的

看法 

10 

2. 阅读（学术类） 

阅读考试时长：60 分钟 

阅读考试题型：共包含 3 段文章及相应 40 道题目。每一篇文章所需要回答

的问题数量并不相同。文章内容和题目均出现于试卷中。文章取材于供非专业人

士阅读的真实出版物（例如选自书籍、期刊和报纸），与考生未来在大学课程中

将阅读到的文章极为相似。也包含非文字性内容，例如图表、曲线或插图等。所

有文章总计长度约在 2000-2750字。 

3. 阅读（培训类） 

阅读考试时长：60 分钟 

阅读考试题型：共包含 3 部分及相应 40 道题目，文章难度由浅至深。第一

部分有 14道题，第二和第三部分分别有 13道题。文章内容和题目均出现于试卷

中。第一部分的内容选自通知、广告、时间表、宣传品、以及其它类似的内容。

第二部分通常有 2 篇文章，内容选自大学招生简章、课程介绍、大学课程介绍、

图书馆指引、规定、以及其它类似的内容。第三部分则为一段较长的文章，内容



选自报纸、杂志、期刊、小说或非虚构的书籍、以及其它类似的内容。所有文章

总计长度约在 2400字左右。 

4. 写作（学术类） 

写作考试时长： 60分钟 

写作考试题型：共两篇作文。第一篇（Task 1）为图表分析写作，如表格、

曲线图、柱状图或示意图等，考生需对这些信息或数据进行描述，要求不得少于

150 字；第二篇（Task 2）为议论性文章写作，考生需根据题目所给出的看法、

问题或议题进行论述，要求不得少于 250字。考官给以下四项分别评等级分：任

务完成情况（Task 1）/任务回答情况（Task 2），连贯与衔接，词汇变换、句式

多样性和语法准确性。这四方面所占权重相同。 

5. 写作（培训类） 

写作考试时长： 60分钟 

写作考试题型：共两篇作文。第一篇考生需根据题目中的问题或者事件写一

封私人信件，形式可为非正式、半正式或正式。题目包括对一个问题或事件的描

述，以及对考生需完成的任务的三点要求，要求不得少于 150字；第二篇为议论

性文章写作，考生需根据题目所给出的看法、问题或议题进行论述，要求不得少

于 250字。 

6. 口语（学术类 & 培训类） 

口语考试时长： 11-14分钟 

口语考试题型：雅思考试通过考生与考官之间进行一对一交流的形式对考生

的英语口语水平进行考察，是目前最接近真实生活场景的互动式测评。所有的雅

思考官会接受统一的培训与严格监控以确保其按照全球统一标准对考生进行评

判，标准共分为四项：流利性与连贯性、词汇多样性、语法多样性及准确性、发

音。每场考试都会全程录音以进行后期监测，保证口语考试的客观性和公平性。 

部分 时间长度 互动的内容 考察能力 

1 4-5 分钟 

简介以及问答 

考生就日常性的观点

和信息、常见的生活经

历或情形以回答问题

的形式进行交流的能

力 

考官会向考生进行自我简介，并核对

考生的身份。之后，考官会就考生熟

悉的话题(如朋友、兴趣习惯或者食

物) 进行询问。为保证题目的一致

性，这些问题都是从一个事先拟定的

范围内抽取的 

2 3-4 分钟 

个人陈述 考生(在没有任何其它

提示的情况下)就一个

特定的话题进行较长

时间的陈述的能力，考

察考生是否能恰当地

运用语言、是否能连贯

地组织自己的观点。考

生有可能需要联系自

考官会交给考生一个答题任务卡、铅

笔和草稿纸做笔记。答题任务卡上会

给出一个话题和需要在个人陈述中

包含的要点，并在最后提示考生解释

这个话题的某一个方面。考生有一分

钟的准备时间(如笔记)，然后需就此

话题进行 1到 2分钟的陈述。考官会



在 2分钟后打断考生，并在最后提问

一两个问题作为结束语 

己的经历来完成这部

分内容 

3 4-5 分钟 

双向讨论 考生表达和论述看法、

分析、讨论以及深入思

考问题的能力 
考官将与考生就第二部分中出现的

话题较为抽象的部分进行双向讨论 

四、 评分标准 

雅思考试评分标准包括：语言的流利度和连贯性，词汇变换，句式丰富性和

语法准确性，发音。雅思考试考官按这四项评分标准分别评等级分，并且这四项

是同等重要的。 

对于雅思写作和口语考官的招聘和培训按照既定标准进行，确保评分人员了

解雅思评分相关政策，而且切实做到按照评分标准给听力和阅读考卷评分。在每

个考试中心，会进行系统化的监测，并对一定比例的答题纸实施双重阅卷。除了

会持续监测考官的表现之外，还会每隔一年测评考官，以确保按照标准评分。 

所有考试成绩记录在成绩单上，包括一个总分，及听力、阅读、写作和口语

四个单项分，考生的考试成绩采用 1-9 分的评分制来测评，四个项目独立记分，

总分即是四个部分所得分数经过平均后四舍五入的成绩。总分和四个单项分均允

许半分。 

每年，全世界有超过 350 万的考生参加雅思考试。作为全球认可度最高的英

语语言测试，雅思考试被全球超过 10000所机构所认可，包括政府部门、院校机

构和职业机构。在中国，雅思考试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与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共

同管理。在全国 43个城市，共有 95个考场。考生可根据需求选择最合适的考试

日期和地点。点击前往教育部考试中心雅思报名网站 （https://ielts.neea.cn/） 

五、 西安考点 

考点名称 

西安外国语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IELTS 考试中心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雅思机考考点 

(From: https://ielts.neea.cn/showTestCenters?productId=IELTSPBT) 

具体考试时间可查询网站：

https://www.chinaielts.org/apply/ielts_test_centres.shtml 

 

以上信息来源网络，如有变动，以官方网站信息为准） 

https://ielts.nee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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