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識通資訊 

iSpring Suite 軟體版本更新 

 

8.7.0.18909 

已修復問題 

修復在投影片上單擊動畫的影片轉換問題。 

修復在禁用導航面板的移動設備上顯示互動模組的問題。 

測驗製作：修復應用主題的問題。 

改進 帶有動畫和變形過渡簡報文稿的轉換。 

新功能 

內容庫 

添加對 Web 服務 iSpring Cloud 和 iSpring Learn 的快速訪問。 

添加在 HTML5 格式的投影片上保留觸發器和動畫狀態的功能。 

測驗製作：增加問題組評估。 

情境模擬：增加每個場景的回覆評價。 

Flip：用於將文檔轉換為 Web 和 LMS 交互式格式的新工具。 

 

8.7.0.19095 

已修復問題 

修復在從閃存驅動器安裝 iSpring 的情況下打開對話框窗口以插入圖像和

媒體文件的問題。 

修復在移動設備上查看時，投影片上剪切文本的問題。 

修復 Microsoft Edge 中播放器按鈕播放/暫停的顯示問題。 

測驗製作：修復保存設置的問題，在程序關閉後將測驗結果發送到電子郵

件。 

改進 改進對項目符號的應用顏色。 

新功能 情境模擬：添加將負點應用於場景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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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19175 

已修復問題 

修復在投影片上單擊動畫的影片轉換問題。 

修復在禁用導航面板的移動設備上顯示互動模組的問題。 

測驗製作：修復應用主題的問題。 

改進 帶有動畫和變形過渡簡報文稿的轉換。 

新功能 

內容庫 

添加對 Web 服務 iSpring Cloud 和 iSpring Learn 的快速訪問。 

添加在 HTML5 格式的投影片上保留觸發器和動畫狀態的功能。 

測驗製作：增加問題組評估。 

情境模擬：增加每個場景的回覆評價。 

Flip：用於將文檔轉換為 Web 和 LMS 交互式格式的新工具。 

 

8.7.0.19569 

已修復問題 

修復移動設備上的「恢復」窗口顯示。 

修復由 HTML5 格式觸發器啟動的音檔播放。 

修復以 HTML5 格式播放過渡「百葉窗」的問題。 

測驗製作：修復從組開頭開始分支的問題。 

情境模擬：修復在情境模擬 8.1 中創建的打開對話的問題。 

改進 

改進 Windows XP 上 HTML5 輸出中文本的顯示。 

改進 Google Chrome 中的音檔播放。 

改進 iOS 10.3 上輸出內容的顯示。 

新功能 內容庫：添加插入組合對象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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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20205 

已修復問題 

修復 Surface Pro 前置攝像頭的影片錄製問題。 

修復在 Mozilla FireFox 中關閉全螢幕模式後的影片演講播放

器顯示。 

測驗製作：修復帶有換行符答案選項的顯示。 

測驗製作：修復重新參加測驗時答案選項的顯示。 

測驗製作：修復帶有測驗者訊息對話窗口的顯示。 

改進 

改進插入投影片的影片文件的轉換質量。 

內容庫的高級啟動。 

改進從長路徑位置添加資源的選項。 

 

8.7.0.20226  

已修復問題 

修復 Surface Pro 前置攝像頭的影片錄製問題。 

修復在 Mozilla FireFox 中關閉全螢幕模式後的影片演講播放器顯示。 

測驗製作：修復帶有換行符答案選項的顯示。 

測驗製作：修復重新參加測驗時答案選項的顯示。 

測驗製作：修復帶有測驗者訊息對話窗口的顯示。 

改進 

改進插入投影片的影片文件的轉換質量。 

內容庫的高級啟動。 

改進從長路徑位置添加資源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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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25091 

已修復問題 修復 Google Chrome 66 課程中的自動播放音檔問題。 

新功能 增加 GDPR 合規性。 

 

9.0.0.24389 

新功能 

全新的 iSpring Suite 9。 

它帶來 16 種新格式來呈現學習材料和 15 種檢查技能和知識的方法。 

這是列表中最貼心的部分： 

帶有教師影片的「畫中畫」截圖影片。 

專家影片課程。 

帶有註釋和提示的軟體教學。 

影片編輯的新功能：從多個軌道、標題螢幕和註釋、場景之間的過渡中

壓縮音檔和影片。 

12 種互動模組，可將目錄、說明和圖表可視化。 

測驗製作：拖放式評估以完善實踐技能。 

測驗製作：帶有擴展反饋選項的測驗。 

測驗製作：用於測試最複雜公式的內置公式編輯器。 

測驗製作：7 個內置的 Likert Scale 問題模板，用於收集反饋。 

測驗製作：微調問題佈局的絕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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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24868   

新功能 

全新的 iSpring Suite 9。 

它帶來 16 種呈現學習材料的新格式和 15 種改進的技能和知識檢查方

式。 這是列表中最貼心的部分： 

帶有教師影片的「畫中畫」截圖影片。 

專家影片課程。 

帶有註釋和提示的軟體教學。 

新的影片編輯功能：混合來自多個軌道的音檔和影片、標題螢幕和註釋

以及場景之間的轉換。 

12 種互動模組，可將目錄、說明和圖表可視化。 

測驗製作：拖放式評估以完善實踐技能。 

測驗製作：帶有擴展反饋選項的測驗。 

測驗製作：內置方程式編輯器，用於使用複雜的公式創建測試。 

測驗製作：7 個內置的 Likert Scale 問題模板，用於收集反饋。 

測驗製作：微調問題佈局的絕對自由。 

 

9.0.0.25046 

已修復問題 

修復 Google Chrome 66 課程中的自動播放音檔問題。 

修復 4K 影片的音檔/編輯器問題。 

測驗製作：修復匹配問題中的方程式問題。 

測驗製作：修復 SCORM 1.2/2004 中禁用測驗結果投影片的問題。 

Cam Pro：修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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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 

改進 iSpring Play 應用程序中的課程播放。 

改進帶有字符字體的文本發佈。 

改進與防病毒軟體的兼容性。 

測驗製作：在處理序列和匹配問題時改進測驗編輯器的性能。 

測驗製作：改進對圖像的發光效果支持。 

測驗製作：為影片添加全螢幕查看模式。 

Cam Pro：改進幾種形狀的文本編輯。 

 

9.0.1.25093 

已修復問題 測驗製作：修復 IE11 中匹配和序列問題中的滾動問題。 

改進 視覺效果：改進詞彙表互動模組中的搜索。 

新功能 增加 GDPR 合規性。 

 

9.1.0.25249 

已修復問題 

修復在 Windows 10 中使用 MS Office 365 發佈到影片的問題。 

測驗製作：修復更改測驗結果投影片設置的問題。 

改進 測驗製作：改進測驗結果打印輸出。 

新功能 

測驗製作：從 Excel 和舊版本的 iSpring 測驗製作 導入問題。 

視覺效果：新的交互模板—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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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25736 

已修復問題 

修復使用 Noto Sans 字體的簡報文稿轉換。 

修復在 IE11 中本地打開的簡報文稿問題。 

修復發佈後帶有縮短音軌的影片不同步。 

測驗製作：修復 Android 上的移動播放器顯示。 

測驗製作：修復測驗編輯器中“重置佈局”按鈕的問題。 

測驗製作：修復為「執行 JavaScript」選項傳遞外部變量的問題。 

改進 

Cam Pro：改進以 MTS 格式導出的影片質量。 

測驗製作：改進在投影片上插入方程。 

測驗製作：修復 Chromebook 的問題。 

新功能 

Cam Pro：添加圖像裁剪。 

視覺效果：添加新的流程互動模組。 

測驗製作：在投影片上添加形狀旋轉。 

 

9.3.1.25988 

已修復問題 

修復啟動帶有動畫形狀的音檔/影片編輯器（旁白編輯器）的問題。 

修復應用動畫的隱藏對象的發佈。 

修復 Safari 11 中媒體文件的自動播放。 

測驗製作：修復詳細測試結果報告中不正確的自動換行。 

Cam Pro：修復使用單聲道錄音設備啟動應用程序的問題。 

新功能 內容庫：一次插入多個投影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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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製作：在投影片視圖模式下在反饋中插入音檔。 

測驗製作：添加為第二次嘗試分配更少分數的選項。 

 

9.3.2.26356 

已修復問題 

修復在 iframe 中顯示課程的問題。 

測驗製作：修復插入課程的測試中的計時器問題。 

測驗製作：修復將測試結果同時發送到電子郵件和服務器的問題。 

改進 視覺效果：改進選項卡互動模組中的分詞。 

新功能 

測驗製作：添加推遲問題的選項。 

測驗製作：添加部+-分正確答案的反饋。 

 

9.3.3.26916 

已修復問題 

修復在手機上查看時導航受限的問題。 

修復在手機上查看時在投影片上顯示影片的問題。 

測驗製作：在使用分支選項時為用戶修復報告。 

測驗製作：修復 Microsoft Edge 中全文對齊的問題。 

測驗製作：修復更新測驗時重新嘗試的反饋格式。 

改進 

添加使用代理服務器時從內容庫下載項目。 

測驗製作：在發佈前添加測驗驗證。 

新功能 

添加在通用播放器中更改簡報標題的選項。 

添加無玩家。 

視覺效果：添加在課程中插入交互時使用簡報背景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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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30662 

已修復問題 修復全螢幕模式下的影片顯示。 

改進 測驗製作：修復在 iFrame 中打開測驗時滾動的問題。 

新功能 

在影片講座播放器中添加對測驗、互動和對話的支持。 

測驗製作：將發佈測驗添加到 Word。 

 

9.3.5.33609 

已修復問題 

修復在 MS Office 2010 中發佈到影片的問題。 

修復輸出文件中的投影片註釋。 

測驗製作：修復更新測驗後出現的音檔問題。 

測驗製作：修復從網絡文件夾插入文件的問題。 

改進 添加了訪問連結的顏色變化。 

新功能 測驗製作：為測試添加可打印版本以進行離線評估。 

 

9.3.6.36726 

已修復問題 

測驗製作：修復「拖動單詞」問題類型的輸入字段中的字符顯示。 

測驗製作：修復將測驗結果發送到電子郵件時舍入點的問題。 

視覺效果：修復交互中視覺對像模糊的問題。 

視覺效果：修復在「詞彙表」交互中插入圖片的問題。 

Cam Pro：修復啟動問題。 

改進 

添加在設置最終課程完成狀態時忽略隱藏投影片的選項。 

添加將已發佈課程另存為 zip 文件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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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移動設備上「變形」過渡的顯示。 

改進帶有連字的字體轉換。 

新功能 補充：發佈後保留 SmartArt 圖形的動畫。 

 

9.3.6.36882 

已修復問題 

軟體更新後不會刪除文本預設。 

測驗製作：修復刪除「介紹」組後問題連結的問題。 

測驗製作：修復問題隨機化時訊息投影片的顯示。 

新功能 測驗製作：添加在回答問題後立即顯示正確答案的選項。 

 

9.7.0.23 

已修復問題 

修復智能手機上的過渡顯示。 

修復筆刷顏色動畫的問題。 

測驗製作：修復應用顏色主題後「從列表中選擇」問題的顯示。 

改進 視覺效果：現在無法從已發佈的交互中複製文本。 

新功能 

視覺效果：為金字塔互動模組自定義圖層導航。 

CamPro：從麥克風錄音。 

CamPro：錄製音檔時自動去除噪音。 

CamPro：控制媒體播放速度。 

CamPro：插入凍結幀。 

CamPro：音影片分離。 

CamPro：自動音檔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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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3057 

已修復問題 

修復在 Windows 10 1809 上發佈到影片的問題。 

修復在 iframe 中插入的課程顯示播放器的問題。 

測驗製作：修復三星 Galaxy S9 論文題目中文本輸入的問題。 

Cam Pro：修復以 *.mp2 格式添加文件的問題。 

Cam Pro：在將新文件插入編輯器時刪除額外的滾動。 

改進 在適合窗口模式中當然添加播放器面板的縮放。 

新功能 

iSpring Flip 工具添加到 iSpring Suite 工具包。 

測驗製作：添加一個選項來更改已創建問題的問題類型。 

 

9.7.2.6020 

已修復問題 

修正：在 iOS 11 和 12 上顯示 SVG 圖像。 

修正：在移動簡報播放器中觸發。 

視覺效果：修復交互中超連結的錯誤行為。 

改進 

改進音檔降噪設置。 

測驗製作：在 32 位系統上增強錄音。 

 

9.7.3.9006 

已修復問題 

修復移動設備上的音檔播放問題。 

修復發佈課程時刪除註釋的問題。 

修復在 PowerPoint 中打開課程預覽窗口時的錯誤。 

視覺效果/測驗製作：修復超連結插入窗口中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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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 

修復 Internet Explorer 11 中導航按鈕的問題。 

添加對帶有音檔/影片自動播放阻止功能的 Firefox 66 的支持。 

測驗製作：添加在詳細報告中隱藏有關答案狀態訊息的選項。 

新功能 在 Microsoft Office 365 中添加對縮放過渡的支持。 

 

9.7.4.12007 

新功能 

添加內容庫更新的通知。 

測驗製作/視覺效果：自動項目備份。 

改進 

測驗製作/視覺效果：改進格式化時文本顏色的保存。 

測驗製作：改進在詳細報告中打印圖表。 

測驗製作：改進數字問題中答案值的捨入。 

已修復問題 

修復隱藏投影片測驗狀態不正確的問題。 

修復在 PowerPoint 中發佈箭頭形狀的問題。 

修復從 PowerPoint 庫中錯誤地發佈模板。 

測驗製作：修復打開動畫時 Google Chrome 中答案選擇列表的顯

示。 

測驗製作：修復將測驗結果發送到電子郵件以進行沒有結果投影片

的測驗的問題。 

視覺效果：修復在連結中更改文本大小寫的問題。 

Cam：修復更改影片播放速度時幀凍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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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15012 

已修復問題 

修復在 Windows 7 上從 PowerPoint 打開 Cam Pro 時的錯誤。 

修復導航到簡報播放器中隱藏投影片的錯誤。 

修復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查看帶有影片的投影片時簡報播放器的

錯誤行為。 

修復使用某些 SmartArt 對象發佈簡報文稿時的錯誤。 

修復簡報播放器中 Web 對像中內容的錯誤顯示。 

測驗製作：修復將測驗保存到 ZIP 存檔時的錯誤。 

改進 Cam Pro：改進影片編輯器崩潰時的保存備份。 

新功能 
測驗製作：第 508 條合規性。 添加輔助功能模式，支持螢幕閱讀器

並為視障人士調整測驗。 

 

9.7.6.18006 

已修復問題 

測驗製作：修復 EDGE 瀏覽器匹配問題中答案選項的顯示。 

測驗製作：修復在瀏覽器中打開測驗時音檔的自動播放。 

測驗製作：功能區最小化時固定的形狀選擇。 

改進 

改進已發佈簡報文稿中 RTL 文本的顯示。 

測驗製作：添加為答案選擇設置分數的選項。 

新功能 

添加對 PowerPoint 365 及更高版本影片中的字幕的支持。 

視覺效果：第 508 節合規性。 添加輔助功能模式，支持螢幕閱讀器

並為視障人士調整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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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7.21004 

已修復問題 

測驗製作：修復帶有圖像的發佈測驗。 

測驗製作：修復將測驗和交互保存為源文件時的錯誤。 

改進 

添加更改網絡攝像頭錄製方法以修復不同步的音檔和影片的選項。 

添加設置連結的選項，例如「javascript:」、「mailto:」、「tel:」以

在簡報投影片上打開。 

新功能 測驗製作/視覺效果：添加更改行距和在段落之間添加空格的選項。 

 

9.7.7.21094 

已修復問題 修復 Chrome 80 中 xAPI 和 cmi5 課程的問題。 

 

9.7.8.24105 

已修復問題 修復發佈窗口中 YouTube 登錄的問題。 

新功能 
PPT 投影片的第 508 節合規性。 添加輔助功能模式，支持螢幕閱讀

器並為視障人士調整投影片。 

 

9.7.9.27013 

已修復問題 

解決發佈到 LMS 時生成課程標識符的問題。 

修復插入投影片的影片的字幕問題。 

修復在 Microsoft Office 365 中使用縮放轉換時的導航問題。 

修復 iSpring Learn LMS 中課程狀態恢復的問題。 

測驗製作：修復插入簡報文稿的測驗的及格分數計算問題。 



             博識通資訊 

改進 
無障礙模式下的簡報文稿現在支持音檔/影片旁白、大綱、筆記、簡報

者和資源。 

新功能 
電子書第 508 條合規性：添加輔助功能模式，支持螢幕閱讀器並為視

障人士調整內容。 

 

9.7.10.30004 

已修復問題 

改進：在 Google Chrome 81 中發送 xAPI 和 cmi5 的最終狀態。 

修正：YouTube 帳戶登錄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