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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简介，考试时间，考试费用，考试内容和评分方式  

考试简介  

SAT，全称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中文名称为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由美国大学委员

会（College Board）主办，SAT成绩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名校学习及奖学金的重要

参考。  

考试时间  

SAT考试在每年三月、五月、六月、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以及一月的最后

一个周六举行。其中，每年三月的考试仅在美国举行。考试时间是上午8点开始，大约到下

午1点结束（各个考点休息等的情况不同，故时间有差异）。  

 

考试费用 

Test  Fees  

SAT Reasoning Test™  $45  

SAT Subject Tests ™  Basic registration fee 

Language Tests with Listening (add to basic reg. 

fee) All other Subject Tests (add per test to basic 

reg. fee)  

$20 add $20 add $9  

Additional Processing Fees (add to test fees)  

Register by phone (available only if you have 

registered before)  

电话申请注册费用 （只限注册过的考生）  

$12.50  

Change fee (test type, center, or date change)  

更换考试，考场，考期的费用  

$22  

Late fee  

过时附加费  

$23  

Standby fee  

申请把自己放在Standby名单的花费  

$38  

International processing fee (for students testing in 

countries oth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U.S. 

territories, and Puerto Rico)  

国际留学生申请考试的手续费  

$26  

Additional surcharge for testing in India and 

Pakistan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考生额外的收费  

$23  

Fees for Receiving Your Sc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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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成绩单所需相关费用  

Early scores by Web  

申请提前拿取成绩单  

Free  

Official score report (automatically mailed after you 

test)  

官方邮寄的成绩单  

Free  

Scores by phone (fee per call)  

电话通知成绩收费  

$12.50  

Fees for Sending Your Scores  

送分收费标准  

Score report requests at registration*  

注册时请求成绩单的费用  

4 reports included  

（4科以内时免费的）  

Each additional score report request*  

4科以上的成绩单所需费用  

$9.50  

Rush reporting service  

申请紧急成绩单的收费  

$27 plus $9.50 for 

each report  

Order additional reports by phone service  

电话申请额外成绩单的收费  

$10 plus $9.50 for 

each report  

Retrieval fee for archived scores (additional fees may 

apply)  

申请取回已被存档的成绩单  

$21  

Answer Services Fees  

答案邮寄服务收费标准  

SAT Question-and-Answer Service (QAS)**  

邮寄考试问题和答案  

$18  

SAT Student Answer Service (SAS)**  

邮寄考试答案  

$12  

Additional Services Fees  

其他服务收费标准  

Multiple-choice score verification  

选择题分数复议  

$50 

Essay score verification  

论文分数复议  

$50 

Refund processing fee (for overpayments and 

duplicate paymen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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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内容  

时长与科目分配  

SAT 考试总时长 3 小时 45 分钟（225 分钟），共有批判性阅读（Critical Reading）、数

学（Mathematics）和写作（Writing）三个科目。每一次的 SAT 考试分为 10 个区（Section），

时间分配如下： 

Section 1到Section 7－各25分钟  

Section 8和Section 9－各20分钟  

Section 10－10分钟  

三个科目的分配如下：  

批判性阅读（Critical Reading）：共70分钟，由两个25分钟区和一个20分钟区组成；  

数学（Mathematics）：共70分钟，由两个25分钟区和一个20分钟区组成；  

写作（Writing）：由25分钟的作文（Essay）和25+10分钟的语法选择题（Writing MC）

组成。  

每次考试时，各个区的科目顺序都会改变。  

注意：为了使平均分保持稳定，每次考试中都会在第二区到第七区之间插入一个科目不定的

25分钟试验区（即加试），这个区的题目不计分。但是，在做完整套题目之前，由于不可

在区间跳跃，应试者无法知道哪个区是加试题目，所以，各个区都要认真对待。  

 

批判性阅读（Critical Reading）  

一、题目分配结构  

批判性阅读（下称CR）部分共67道题目，包括：19道完成句子（Sentence Completion，

下称SC）和48道文章阅读（Passage-Based Reading）。  

文章阅读中，共包含3篇独立长文章、1组长对比文章、2篇独立短文章和1组对比短文章，

共5篇独立文章和两组对比文章。  

二、搭配形式  

25分钟区：5道SC+短文章（两篇独立/一组对比）+两篇长文章（一组对比文章算为一篇）  

25分钟区：8道SC+短文章（两篇独立/一组对比）+一篇长文章（一组对比文章算为一篇）  

20分钟区：6道SC+一篇长文章（ 一组对比文章算为一篇）  

三、完成句子  

在一个句子中，抠掉1或2个词（词组），给出5个选项，根据给出的句子部分，选择最合适

的填入，主要考察词汇量。  

四、文章阅读  

给出一篇或一组文章，阅读后回答问题。文章所涉及的领域有：社会科学、人文、自然科学

或小说（每次必有一篇）。短文章每篇（对比阅读算两篇）大约100词左右，每篇文章会出

2道题目（对比文章4道）。长文章或文章组每篇（组）总词数介于400到800之间  

 

数学（Mathematics）  



 

5 
 

一、题目分配和结构  

数学部分共44道选择题和10道填空题。  

二、搭配形式  

25分钟区：20道选择  

25分钟区：8道选择+10道填空  

20分钟区：16道选择  

三、考察内容  

对于中国学生比较简单，初中毕业水平即可。  

四、其他  

允许使用计算器，每个区最开头会给出一些公式。 

 

写作（Writing）  

一、题目分配和结构 

这个科目是在 2005 年 SAT 改革之后才加进来的，共 3 个区，包含一篇作文和 49 道语法选

择题。其中，作文大约占总分的 30%，语法选择题大约占总分的 70%。 

语法选择题中包含 25 道改进句子（Improving Sentences，下称 IS）、18 道句子挑错

（Identifying Sentence Error，下称 ISE）和 6 道改进篇章（Improving Passage，下称

IP） 

二、搭配形式 

Section 1（25 分钟）：作文[注：每次考试，第一个区肯定是 25 分钟作文] 

25 分钟区：11 道 IS+18 道 ISE+6 道 IP 

Section 10（10 分钟）：14 道 IS[注：每次考试，第十个区也就是最后一个区肯定是语法] 

三、作文 

在 25 分钟内，按照给出的题目作文。若想拿到高分，词数一般要在 400 以上。作文会由两

个评审批阅，除空白和跑题外，每个评审的赋分范围是 1－6 分，作文总分为 2－12 分。 

四、语法选择题 

全部是挑错改错，中国学生经过培训或自学后提高应当很快。 

 

评分方式 

每个科目分开计算。 

阅读：正确个数减去错误个数乘以四分之一后，四舍五入到最近整数得到原始分。再由原始

分值通过换算表（根据考试难易度每次调整）换算为 200～800 分的最终成绩。 

数学：选择题正确个数减去错误个数乘以四分之一后加上填空题正确个数， 四舍五入到最

近整数得到原始分。再由原始分值通过换算表（根据考试难易度每次调整）换算为 200～

800 分的最终成绩。 

写作：选择题正确个数减去错误个数乘以四分之一后，四舍五入到最近整数得到选择题原始

分，再配合作文（0－12 分）分值，通过换算表（根据考试难易度每次调整）换算为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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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分的最终成绩。 

报名步骤及送分程序 

报名步骤 

SAT 考试报名之前，大家需要准备一张国际信用卡，这张卡的作用是用来缴纳 SAT 考试费

用，国际信用卡的办理时间一般是 7 到 20 天，所以大家需要提前到银行办理。 

拿到信用卡之后，考生需要登录 SAT 考试官方网站：College Board 进行网上报名的相关

步骤。 

SAT 考试网上报名之前需要进行注册，登陆 College Board 网站点击 For students，出现

registration 页面，在 My Organizer 点击 Sing up，注册一个 account，有些信息是必填，

有些是选填的，提交后得到用户名和密码，(注意邮信等地址中不要有,.等符号，用空格即可)，

进入 My Organizer 页面，就注册完了。 

在 SAT 考试报名的过程中填写的各类信息，除了姓名，考试日期，考点等重要信息以外，

在考试之前 9 天都是可以再次登录修改的。考试日期以后也可以改，但是属于改考，需要

付费。 

1、在 My Organizer 页面左下脚，点击 SAT Registration & Scores， 进入 SAT 考试报名

页面，要求再次输入用户名密码，确认姓名、出生日期等。 

2、进入 My Profile 页面，填写一些种族，学校，学习成绩，学术兴趣，未来研究方向等信

息，这些不是必填的。 有约五页的内容要提交，之后才正式进入 SAT Registrtion 页面. 

3、同意 SAT 考试的条款，进入下一页，这下面是最重要的地方，选择考试的类型，年级，

中国的高三相当于美国的 12 年级，注意考试地点选美国以外，提交。 
4、下一页选考试时间，里面会显示现在能报名的考试日期，下一页是收费的考试辅导服务，

不必选，再下一页就是选择考点，首先点击search for a teat center，进入另一页面选择

考场，先选择地区，出现该地区考场列表，只显示还剩余考位的考场，报名截止日期一般是

考试日期的前一个月。  

5、下一页是选择要递送成绩单的学校，可以免费送四所，在考试日期结束后一周内，还可

以登录修改送分学校。下一页卖辅导书，国内现在已经有售，不必选。  

6、再下一页确认信息，填写信用卡号，确定你的姓名，出生日期与身份证上一致，名在前，

姓在后，信用卡的号码、类型、有效期不能有误，SAT1费用共71美元，SAT2基础费用20+26，

每一门9美元，一般报三门共73美元。交费，submit payment。  

7、SAT考试报名的最后一步，把准考证也就是Admission ticket打印出来。一定要记住将

准考证打印出来，这是进入考场的凭据。  

8、回到My Organizer，上面会显示你的SAT考试网上报名状况，没有报名成功可以再次提

交。  

注：SAT1与SAT2的报名时间和方法一样，考试日期是在同一天，所以不能同时报名，

可以在一个考试年度(6次考试)里选择不同的考试日期分别考试，SAT2各科目的考试题目都

在同一本试卷上，每科考试时间1小时，一个考试日最多可以报考3科，在考试当天选择所

报的科目答卷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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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分程序  

从2009年3月开始，SAT考试的送分方式将出现巨大变化——从以前强制送最后三次成

绩的送分方式变为自由选择考试分数的送分方式（Score Choice TM），而且此次变化还

可以适用于2009年3月之前的考试成绩。这也就是说，明年申请的考生都将有幸参与送分方

式的变革，不管你是什么时候考的SAT。  

这次变革意味着不管我考了几次SAT，只要我使用Score Choice，学校就只能看到我

最好一次成绩，而不是所有每次的成绩。  

一、送分方式变化的细节：  

1、Score Choice将从明年3月的考试开始实施。你可以选择使用Score Choice（只送

部分成绩），也可以选择不使用（也就是将全部成绩都送出）。选择成绩并不收取额外费用。  

2、不管是考试注册时的四个免费送分，还是考试以后登陆collegeboard官方网站，都

可以使用Score Choice。（但对2009年3月之前的考试，不能适用于注册时的免费送分）  

3、SAT Reasoning考试可以选择某个考试日期的分数，也就是说，要送就一次成绩一

起送，不可以选择这次的阅读和那次的语法组合。  

4、SAT Subject考试按科目送分，比如这次考了3门，但可以只送2门成绩。 新托福考

试论坛http://www.51ibt.cn/bbs/  

5、Score Choice只修改送出的成绩单，而不改变College Board里的分数记录。  

 

考试常见复习资料推荐  

1.历年真题。真题永远是备考最好的资源，目前市面上可以找到的是2005年至今每年1

月、5月、10月的真题，近三年的更具参考价值，可在考前1个月做模考练习使用。  

2.《The official SAT Study Guide》（简称OG）。OG是CollegeBoard出版的惟一一

本官方指南，是考生在备考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教材。OG中不仅有对考试目的和内容的官

方详细说明，还配有3套真题和7套标准试卷。  

3.The Official SAT Online Coures（简称OC）。OC也是CollegeBoard的官方题目，

共六套，比真题稍难，配有解析（即A&E of OC），需要冲刺高分的考生可在中后期使用。  

4.KAPLAN的12套练习题是仿照OG编写的，配有解析。但题目较简单，并且每套题的

考点集中，不适合模考，考生在备考初期作为基础教材使用。  

5.《SAT综合指导与模拟试题》（即Barron’s How to prepare for the SAT）。此书

最大的亮点是包含了《巴朗基础词汇3500》，涵盖了SAT考试的高频词汇和热点词汇，大

大减少了考生背单词的负担。但书中的部分题目难度远高于真题，失去了模考价值，考生需

慎重选择。  

6.《SAT 11 套题》（即Princeton 11 Review）。本书的题目难度与真题基本相符，

题目严谨，配有解析以及计分方法的详细解释。考生可在学习完OG后，用此书做巩固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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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考试官网链接，主要论坛链接，代报名机构信息等  

官网：  

http://sat.collegeboard.org/home  

主要论坛链接：  

http://www.manfen.net/forum-37-1.html 

http://club.topsage.com/forum-102-1.html 

http://zinue.5d6d.com/forumdisplay.php?fid=106&typeid=115 

代报名机构链接：  

http://www.saidaschool.com/ssat/378.html 

http://bj.ganji.com/liuxue/11090100_1683144.htm  

SAT Subject介绍  

概述 

SAT 科目测试（Subject Test）是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在某科目方面特长的平

台。现在的大学申请中，有些大学对SAT 2（即科目测验）做硬性要求，而有些大学则没有

规定。  

科目  

－英语（English）  

文学（Literature）  

－历史（History）  

美国历史（U.S. History）  

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  

－数学（Math）  

数学1（Math Level 1）  

数学2（Math Level 2）  

[注：难度上，SAT数学<数学1<数学2。且有些理工科学校要求申请者提供数学1/2的成绩]  

－科学（Science）  

生态生物学/分子生物学（Biology Ecology/ Molecular）  

化学（Chemistry）  

物理（Physics）  

－语言（Languages）  

=有听力测试（Language with Listening）  

中文（Chinese with Listening）  

法语（French with Listening）  

德语（German with Listening）  

日语（Japanese with Listening）  

韩语（Korean with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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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Spanish with Listening）  

=仅笔试（Reading Only）  

法语（French）  

德语（German）  

现代希伯来语（Modern Hebrew）  

意大利语（Italian）  

拉丁语（Latin）  

西班牙语（Spanish）  

 

考试时间  

SAT 2考试日期除3月只有SAT 1外与SAT 1相同，但同一考生不能在一次考试中SAT 1、2

都报。每一个考试日，一个考生可报考1～3个科目的SAT 2考试。  

文学、美国历史、数学（1、2）、生物（E/M）、化学和物理每次考试都有。  

所有带听力的语言考试都仅在11月提供。  

世界历史、拉丁语在12月和6月提供。  

意大利语只在12月提供。  

法语（无听力）、西班牙语（无听力）在十、十二、一、五、六月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