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耐德



因为信仰
优
化
英
语
学
习
系
统

让
每
个人用更高效的方式学

习

英
语

MOBILE ENABLED

INTUITIVE

FORWARD LOOKING

DynEd 标识是 Dynamic 与 Education 的结合，寓意着戴耐德在英语语言教育领域始终坚持不懈及与时俱进的态度

让每个人拥有流利英语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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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戴耐德

我们提供

基于脑认知科学研发的多媒体英语教学解决方案

近30款英语教学产品满足儿童至成人各级别需求

全套科学的运营及教学支持管理系统

我们拥有

超28年业界领先的多媒体英语语言教学经验

超45项国际英语教育行业产品大奖

全球超25,000,000学习者

正受益于戴耐德产品并奔跑在成功英语的路上

我们是

全球第1张多媒体语言教学 CD-ROM 的发明及专利获得者

将语音识别技术与多媒体语言教学相结合的先行者

业务遍及全球4大洲70多个国家的多媒体语言教学系统开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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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耐德植根中国

以中国为核心的亚太区战略全面布局 
持续加大研发力度并提升服务水平

把 握 全 球 移 动 互 联 趋
势， 戴 耐 德 发 布 全 套
移 动 应 用 解 决 方 案
“ D y n E d  M o b i l e 
Ecosystem”

基于中国教育部新版义务教
育课程标准，为小学生量身
打造的“DynEd Kids”课程
正式发布

与 CCTV9 强强联手打造并发
布同名听力课程“Dialogue”

全新阅读课程“Reading 
for Success”正式发布
同期荣获美国 2014 年度教育
软件评审奖 EDDIES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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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耐德全球合作伙伴峰会在
京召开，与来自全球 30 多

个国家的顶尖教育机构分
享教学经验、探讨英语
教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
行学院及一批中国民航

机构正式选用戴耐德航空
英语课程，此举将加速飞行员及空
管员达成 ICAO4 要求的英语水准

航空英语课程
全球发布会在京

顺利召开，戴耐德
正式进军航空英语领域

正 式 进 驻 中
国并成立
戴 耐 德
中 国 分
公司

与韦博国际英语展
开全面战略合作

北 京 大 学 光 华 管 理 学 院
等 一 批 知 名 学 府 及 英 语
教学机构成为戴耐德
的首批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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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就科学、技术和英语教学的完美结合

戴耐德精髓
脑认知科学理论为依据

独有的交流概念为导向的教学大纲
风靡全球的混元教学模式

高尚的品质
源自美国的地道英语

专注英语流利听说 30 年     
用符合人类大脑工作原理方式学习的倡导者和引领者  



完善的教学支持体系
精准的定级评测
实用的教学内容 

个性化的学习方案
实时的学习效果评估

配套的教学方案
强大的管理系统

保障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协助运营管理
严把质量监控

精准的教学管理



全方位的戴耐德解决方案

商务及
行业英语

教学及运营

服务支持

IT 部署
技术支持

月度数据
追踪报告

日常维护
及支持 教学体系

设计咨询
及指导

教师培训
及认证

教学课程
方案设计

英语水平认证



儿童英语 教学及运营

数据管理系统

移动学习应用 戴耐德辅助
版课程 APP

戴耐德专业
版课程 APP我的戴耐德

APP 

大学及
通用英语

青少英语



儿童英语课程方案

让孩子们爱上英语并以最自然快乐的方式学会英语

Let’s Go 

核心
课程

DynEd Kids

日常会话
校园话题

朗朗上口
的乐曲儿歌

趣味的
互动学习体验

强化的
练习模式

交流概念为
导向的教学

大纲设计

为 4-10 岁
儿童量身定制 生动的动画

主人公形象



青少英语课程方案

English by the Numbers

独有的校园学科英语成就少年的博学多才

    全面提升听、说、读、写能力，适应全球化教育环境 

核心
课程

辅助
课程

First English

English for Success
Reading for Success

The Lost Secret

为 11-19 岁
青少年倾力打造

课程围绕真
实的校园生
活场景展开

交流概念为
导向的教学

大纲设计

培养
英语思维

全面提升
阅读能力

丰富的校
园学科内容涉

及数学、物理、
化学、地理、历

史、生物等



大学及通用英语课程方案

告别哑巴英语，高效的学习方式节省 60% 的时间和成本

交流概念为
导向的教学
大纲设计

专为急需提
高英语应用

能力的青年和
成人定制

满足零起点
至高级别的英

语学习需求

构建生活和
工作中必备的语
言框架及词汇

高效的强化
训练模式保障
英语流畅度
快速提升

The Lost Secret

Dialogue
Advanced Listening

Test Mountain

核心
课程

辅助
课程

New Dynamic English 

English by the Numbers

First English

Clear Speech Works



提高工作效率和能力，抓住更多的职业机遇

商务及行业英语课程方案

核心
课程

DynEd Business Series

Aviation English
Hospitality English

Dialogue

Advanced Listening

Cabin Crew Speaking Practice

辅助
课程

Clear Speech Works

航空英语

沟通精准

运作安全

促进效率

提升服务
专为飞行员

和空管员设计
以达到 ICAO4
要求的英语水准

商务英语

内容涉及职场中

公司介绍、业务介

绍、计划制定等六

大常见重要话题

   自如进行演讲、

采访、讨论等

提升多种商务场景

及不同文化背景下

应对问题的能力

酒店英语：

满足从前台接待到

销售经理等各岗

位工作需要职业英语 空乘英语：

提升公司专业形象

有助保障客舱安全

确保为乘客提供

更优质的服务



教学
管理
系统

分级
测试
系统

智能的评估与教学管理系统

基于评测得分自动分配学习内容
根据学生学习情况自动解锁新内容

设定并管理个性化学习路径

自动记录每个学习行为，精确到秒
捕捉学习时间、频率、功能键使用
记录正确率、完成率、得分等多维度信息

为教师进行个性化指导提供详实的依据

实时监测学习行为并评估学习效率
对学习方法给予量化评分并提供具体指导

为学生提供反馈及建议

管理员报告、班级报告、学生个人报告
完整报告、月度报告、周报告
根据教师设定的班级成绩目标自动生成
期中、期末成绩报告

自动生成各类学习报告

根据测试者水平自动调整测试时长及难度

全面评测综合英语水平

评测精准、便捷、公正



英语水平级别对应

5-9 岁 Let's Go 

DynEd Kids

First English

English for Success & Reading for Success

New Dynamic English 

English by the Numbers

Dynamic Business Englis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Hospitality English

Aviation English

The Lost Secret

Dialogue

Adv. 
Listening 

Test
Mountain

0.0        0.2         0.5        0.7         1.0         1.2        1.5         1.7         2.0        2.2         2.5        2.7        3.0         3.5

                            A1                        A1+      A2       A2+   B1 B1+        B2         B2+        C1          C2

                                                          3                                                    4           4.5     5    5.5      6    6.5    7  7.5    8   9

                                                                                                                  54+                       76+             100+      115+

Starters              Movers  KET                                   Flyers   PET   PET                       FCE                      CAE        CPE

                                                    400                          500     600  800             900 

                       1                       2                  3                        4         5+

戴耐德分级测试

欧洲共同语言

雅思

新托福

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

托业

ICAO

Records Manager & Intelligent T

Placement, Speaking, Mastery Tests

DynEd Teacher Training Course

Clear Speech Works

全部级别

10 岁以上

15 岁以上



戴耐德移动解决方案

获得免费 Plus 英语水平测试

加入戴耐德社交网络

开启戴耐德课件

访问和分享戴耐德资源

找到你身边的戴耐德合作院校

获悉全球相关新闻

查看你的学习记录及进度

我的戴耐德 APP

免费下载“我的戴耐德”APP，正式开启便捷的移动英语学习之旅！

登录后开启所
有已授权课程

戴耐德专业版课程
覆盖各年龄和级别

 

戴耐德将全套专业版本课件引入到移动设备上，让您
的英语学习变得前所未有地便捷。
计算机辅助学习是戴耐德混元学习模式的必备环节，
戴耐德让您拥有随时随地的学习及练习环境，为后续
的课堂学习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戴耐德专业版课程只适用于目前拥有戴耐德账号的学
生。想要加入戴耐德英语学习大家庭，打开寻找周边
学校的功能，即可找到您身边的戴耐德合作院校。

戴耐德专业版课程 APP

玩转智能设备，畅享戴耐德英语学习之旅



戴耐德辅助版课程 APP

您爱不释手的英语学习 APPs
戴耐德 Plus 是戴耐德全产品线中的辅助英
语学习课程，帮助提升您的听力及口语技
能，可作为戴耐德专业版本课程的辅助教
材使用，也可作为单独课件自学。

语言技能日益精进

全部学习数据被安全
的存储在戴耐德云上

所有已学过课程可
以重复练习 

成功学完一课后，新的课程
将在 12 个小时后自动解锁

 

 
获得免费英语水平测试
查看你的学习记录及进度
找到你身边的戴耐德合作院校
访问和分享戴耐德资源

奇妙的英语学习之旅今天正式起航

通过 mobile.dyned.com 移动网络平台您可以



成功案例

亚美欧教育集团拥有 9 家专业英语培训中心，遍布山东省各地。中心面向不同年龄层学习者并满足客
户的各种学习需求：青少、成人、企业培训、酒店培训等。“山东省教师培训”是亚美欧与山东省教
育厅合作的核心项目，在山东省教育厅“大学英语教师哑巴英语改善计划”的指引下，面向大、中、
小学教师进行英语培训。亚美欧“师训”项目应用戴耐德教学理念和课件，不仅提高了教师的英语水
平，更传授了正确的学习方法和颠覆性的教学理念。
戴耐德通过精准的 PT 测试为学生分配正确学习路径；通过针对性的课件练习为学生建立坚实的语言
框架；通过互动性面授课为学生梳理和扩展学习成果，这种混元式的教学方法命中传统教育的痛脚，
从根本上扭转“费时低效”的教学方式。戴耐德高智能的教学管理系统，为教育集团领导层和直接从
事教学工作的培训师们提供了分级跟踪学习进度和教学状况的科学化路径，成为亚美欧教育集团经营
和管理的制胜法宝。

亚美欧教育集团 
戴耐德英语教学解决方案成为亚美欧教育集团的制胜法宝

新希望语言学校始建于 2000 年，是铁岭第一所经省教委、省公安厅及省外国专家局批准的聘请外籍
教师的英语学校，连续八年被区教委评为“先进办学单位”、“诚信学校”。
新希望语言学校校长王家瑞是戴耐德的忠诚伙伴，他对英语教学的执着和成就吸引着众多孩子和家长
慕名前来，很多新希望的学生都积累了超过 1000 个小时的戴耐德学习记录，国外大学也前来新希望
录取学生。十多年来，新希望将戴耐德的教学理念成功运用于实践，实现了“使小学生的英语比大学
生更优秀，使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统一”的教学目标。
新希望语言学校贯彻戴耐德英语混元式教学模式，以机房课和面授课结合的方式进行授课，在这里随
处可见快乐学习着的孩子和满怀希望的家长。
因为戴耐德的教学思路和方法与传统方法完全不一致，建校之初，王校长曾经疑虑此英语教学方法是
否能成功？ 而多年后 , 新希望的学员们正在用他们标准的美式发音和流利自然的英语诠释着这一教学
理念的正确性。新希望的教育公式中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家庭，家庭赋予学生远大的理想养成良
好的习惯，家庭可以不断对孩子的进步予以肯定，让他们能充分体验到成功和喜悦。而英语习得的过
程更是如此，是否能创造“使小学生的英语比大学生优秀”与家长的支持密不可分，家长的眼界影响
着孩子的未来，只有在家长深刻理解了戴耐德教学理念之后才能更好地配合学校认真执行设定好的教
学内容 , 为孩子提供更充足的语言学习环境。

新希望语言学校 
戴耐德使小学生的英语比大学生更优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是全国知名学府，以优异的英语教学和经贸专业闻名。对外经贸大学 2002 年开始
英语教学改革，尝试突破传统教学形式；2003 年正式将戴耐德选入该校的公共英语学分课程，每年
近 2,000 名新生受益于戴耐德课程。新生入学第一周即进行戴耐德分级测试，根据测试成绩被分为 A、
B、C、D 四个不同水准的班级，以确定各自学习起点和路径：虽然入学时英语水平不一致，但完成
课程并获得学分的目标要求是统一的。学生成绩以戴耐德系统的学习记录和测试成绩为依据，保证了
学分课管理所需的公平性和效率。
戴耐德以听说带动读写的教学理念不仅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英语素质，更助力对外经贸大学的英语四、
六级通过率稳居北京高校前三名。经过 10 年的探索和积淀，戴耐德英语已成为对外经贸大学的精品
特色课程，获得了学生及教育部的高度评价，也成为各高校、领导到访对外经贸大学的必参观项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戴耐德 - 重点大学公共必修学分课，不同的起点相同的终点

韦博国际英语进入中国已经 17 年了，秉承着“为中国人提供更好、更快捷学习英语方法”的宗旨，
韦博国际英语不仅帮助学员们开口说英语，更帮助学员们获得出色的职场能力、更丰富的商务社交、
更宽广的国际化视野。 
韦博国际是一家励志专业英语教学的机构，戴耐德是一家拥有创新模式的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解决方
案提供商。两家拥有教育理想公司的邂逅，碰撞出的将是最璀璨的火花。从韦博国际英语上海的第一
家培训中心到现在拥有上百家的规模，戴耐德一直携手相伴用不断完善的服务来支持其业务持续性发
展的需求。 
针对韦博目标人群的定位，戴耐德提供定制化的教学体系设计方案来保证韦博产品与市场上其他同类
产品区隔化，同时提供专业的教学培训以确保教师以全新的混元教学模式授课。其次，全套的戴耐德
教学管理系统包含“智能的机辅测试”对学习者进行测试并依据其不同水平调整测试难度和时长，全
面评测综合英语水平以确保给予学习者个性化的学习方案。 “教学管理系统”可实时追踪每个班级
每个学生的学习行为，为教师进行个性化学习指导提供详实的数据。“报告系统”可基于教师设定的
目标生成期中、期末成绩以支持教学效果分析。
戴耐德智能教学管理系统不仅可以为韦博教师团队提供可视化的教学效果，更可支持到韦博总部对各
个分校进行集中化管理，部署统一的教学标准，强有力的实时数据监控确保各中心达成优质的教学质
量，通过各中心的数据对比分析挖掘优质教学案例以达成教学效果持续推进。
今日的韦博国际英语已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和地区成功开办了 130 多所英语培训中心， 不懈的
努力让他成长为与华尔街及英孚其名的国际化连锁英语教学机构。支持韦博国际英语点亮更多中国人
流利英语的梦想也将是戴耐德人持续坚守的信念！ 

韦博国际英语 
戴耐德与韦博携手同行，共同鉴证成长



成功案例

在国际航线上，飞行员的英语熟练程度直接决定了飞行安全性。ICAO 组织于 2008 年为此出台规定，
要求所有国际航线的现役飞行员英语必须达到 ICAO 4 级以上水平。戴耐德航空英语能有效帮助飞行
员掌握航空领域关键语言结构、专业英语词汇和必要的口语交流技能，以提高地面控制台和空中航线
的飞行安全系数。 根据规定，飞行学员共需接受 250 个小时的飞行实践培训，才有资格获得美国联
邦航空局授予的商业飞行许可证。 来到美国泛亚航校的国际飞行学员普遍因为英语语言交流能力不
足而不得不延长培训时长。在飞行培训的现场，飞行学员与指挥官之间，飞行学员与航空交通管理员
之间经常由于英语交流不畅而不得不一遍遍地重复对话，造成飞行培训时长的增加。泛亚航校采用校
内三所不同航空公司的飞行学员作为数据样本，这三家航空公司都由于学员的英语问题而长期面对高
额超时学费的困扰。
数据显示，在戴耐德航空英语课程的帮助下，来自这三家航空公司的飞行学员全体成功完成飞行培训
项目，而超时培训小时数由之前的 40-50 个小时直线降低到 0 到 1.5 个小时，平均减少 46 个小时
的超时培训时长。换算成所支付的学费成本，戴耐德航空英语课程为每位飞行学员在飞行培训单项上
的节省了超过 9,500 美金的学费，超时培训学费成本被大大降低。

泛亚航校
戴耐德有效帮助飞行学校减少超时培训费

第一家香格里拉酒店 1971 年创建于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现已是亚洲区最大的豪华酒店集团，且
被视为世界最佳的酒店管理集团之一。在酒店行业人才短缺，从业者英语水平跟不上需求的背景下，酒
店集团管理层急切寻找能够解决员工英语口语应用能力的方案，戴耐德英语教学解决方案成为其不二选
择。香格里拉酒店学院隶属于香格里拉酒店集团，是专门负责为集团内各酒店培训人才的专业机构。戴
耐德 2006 年正式开始与香格里拉酒店学院合作，帮助其为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的管理人员和一线服务人
员进行短期英语培训。随着培训员工数逐渐增加和良好培训效果的显现，戴耐德获得极大认可。至今，
戴耐德已与香格里拉集团建立了酒店学院英语短期实训和各分支酒店英语内训的复合式合作关系，成功
为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培训几千名员工。

香格里拉酒店集团
戴耐德提升酒店英语，口语应用能力的不二选择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成立于 1994 年，是中国大陆高校中科研实力最强的商学院之一。光华管理学
院自 2001 年起使用戴耐德，起初仅在 60 人的国际 MBA 班作为实验项目。2002 年，在国内 MBA
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光华正式引入戴耐德作为所有 MBA 学生的英语必修课，全面取代公共英语课程
和其它多媒体英语课程。北大光华 MBA 项目的戴耐德英语教学以英语的商务实际应用为目标，以团
队合作项目的形式进行英语的实用训练。这种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满足学习者特定的学习需求和
目标，充分调动学习热情，获得显著效果。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光华管理学院 MBA 学生就读戴耐德
商务英语教程（BEAS）反响热烈。毕业生要求继续使用戴耐德以持续提高英语能力的申请频繁出现，
戴耐德英语成为光华管理学院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戴耐德 - 英语教学中的四两拨千斤



超45项国际英语教育行业奖项

美国加州教育部专业认证

法国教育部卓越教学法认证

美国培训与发展协会
计算机网络学习课程认证

美国《技术与学习》杂志杰出成就奖

美国年度教育软件评审奖 BESSIE 奖
最佳教学软件奖

美国年度教育软件评审奖 EDDIES 奖
教学软件突出成绩奖

美国教育出版协会
EDPRESS 卓越成就奖

儿童技术评审奖
全星软件奖

美国软件与信息产业协会核心大奖
CODIE 奖

我们的荣誉



致敬一路同行  捍卫共同理想

戴耐德的理论和课程特点决定了它服务于“为什么学习英语”这一根本问题。英语的学习是为了应用，而不是积累知识。戴耐德给
学生和老师以极大的创造空间和想象空间，真正想教会学生应用英语的教师和真正将英语教学作为自己事业追求的教师都会真诚地
爱戴它。

方薇  
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我们和戴耐德正在一起并肩进行一场英语教学的革命，而且我们的学生所取得的成绩正在向所有的人展示我们革命所得取的可喜成
果。我要感谢戴耐德的支持和指导，使我校成为唯一在一个小城市中可以使用全球最优秀的英语教学解决方案的学校，我校的教学
品质在 2008 年迅速进入国际先进水平。我终于实现了建校伊始的宣言“我要在铁岭建立一所名校”。

王家瑞  
新希望语言学校校长

亚美欧基于戴耐德系统进行的教师培训是独树一帜的，它集中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运用戴耐德核心理念转变受训教师的传统
教学思想；二、确实提高教师的综合语言能力——这是大多英语教师多年的困境，也是众多学校领导者的期望；三、戴耐德集中面
授课切实帮助教师反馈到实际课堂教学中，提升课堂教学成效。”

殷海亮  
亚美欧教育集团副总裁、亚美欧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航空公司规定，飞行学员在出国学习前必须参加雅思或托业考试并达到规定分数。戴耐德精准的分级测试成绩与雅思、托业成绩的
直观对照表解开了师生对于托业考试和雅思考试分数的困惑。通过戴耐德教师管理系统跟踪学习进程并以面授课与上机课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教学，保证了学生学习效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学院  

中国人的英语学习是第二次世纪性扫盲。中国式的英语教学必然要走草根化、普及化的道路，实现中国人整体英语水平的提高最终
要依赖学校英语教学思想及方法上的变革——戴耐德正是我们达成这一目标的最佳伙伴。

刘玉军  
亚美欧教育研究院院长  亚美欧教育集团董事长

宁职院注重素质教育、职业教育、技能教育的改革在业界具有响亮口碑。英语教学改革伊始，教师和学生对教学模式的革命性改变并
不完全理解，然而仅一年后，戴耐德体系获得各方认可，更令英语口语教育成为宁职院的品牌和特色。

郑卫东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戴耐德英语教学体系的引进是对外经贸大学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国家“创新教育、创意教育”的号召下，对外经贸大学以“同
辈教育在英语教学中的实践”为课题，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管理能力。这同时成为了学校宣传正确学风的重要手段和窗口。

徐宇航   
实验教学中心主任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务处



我叫张欣蕾，在小学二年级就在新希望学习英语，现在已经高二了。已经学习十多年了。做为高中老师的妈妈一直支持我学习。虽
然高中的课程很紧，但是我还是每天坚持上机练习和按时参加外教课。我喜欢英语，和同班孩子比起来，在英语学科，我有很大的
优越感。由于我的英语成绩优秀，我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收到了美国绿河学院的入学邀请和奖学金。我打算未来报考英语专业。
未来还打算到这里实习。我喜欢这里的教学方式和氛围，还有我的菲律宾外教 Lea 和 Arly。

张欣蕾
新希望语言学校学生

随着对戴耐德的熟悉我发现：静下心来，刷上半个小时，感觉就像是练习书法，能够完全的沉浸在学习的世界里，没有外界的纷扰。
不知不觉中，提高了说英语的能力，也变得更有自信了。努力有了回报，动力就来了。即使航班结束回家已经很晚了，我也会学会
儿戴耐德再睡觉。学习期间，我每个月使用戴耐德的天数不少于 25 天，坚持了一年。戴耐德值得你使劲刷！各位学霸，且刷且珍惜！

王昌  空客 330 机长
东方航空公司北京分公司

英语是我人生前三十年的一大痛处，但经过一学期戴耐德商务英语课程的学习，我发现自己竟然喜欢上了英语课。戴耐德英语课程
从学习过程到考试制度都是我从未体验过也从未想象过的，它帮助我实现英语在商务领域的应用，是我在光华所有 MBA 课程中收
获最多，并且发自内心希望可以一直继续下去的课程。

陈露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员

入学时我告诉老师，自己的英语考试从未及格，也不喜欢英语。但在戴耐德学习中，老师不再单纯关心考分，他们热心地为学生辅导，
提醒我在课件学习中的不足，学习过程受到了重视和尊重，也让我获得了主动参与英语课堂活动的勇气。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王之风今年 7 岁，在珠海上小学一年级，搬到珠海之前，他在新希望学习了两年英语。到了珠海，我们也找了一些学校。孩子曾经
到英孚去参加语言测试，由于孩子英语水平远远超过同龄人，老师要把他分到和五六年级的孩子一个班，我们就没有参加，选择继
续学习新希望的网络课程。我们要求孩子每天都上机练习 40 分钟。每周 4-6 次网络课程。孩子的进步非常快。我们用了三年多时
间已经学习完 Let's Go 六册书。珠海这边的学校从小学就很重视英语教学，有很多外国老师。但是上课时学生都听不太懂，王之风
就成了外教老师的小翻译。

王之风
新希望语言学校学生家长

“A 英语风采大赛”和“喜剧之王” (Drama King) 是 TAI 和 TAR 基于戴耐德英语教学组织的明星活动，分上下学期举办，获得校
园的极大认可和拥戴。戴耐德英语教学不仅给我们社会实践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同学们的英语水平在相互的交流帮助中共同提高，
让我们获得巨大的成就感。

张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0 届 TAR 团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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