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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效果是英语教学下半场角逐中的利器

目前 K12 在线教育在解决师资和平衡教育资源方面已拥有了超越线下教育市场的能力，但在提升效果

和体验方面还在不断的探索中。通过全新的教育方式来充分调动学习积极性、维持学习动力，并带来预期的

学习效果将是在线英语下半场角逐的焦点。

效 果

效 率

体 验

师 资

增加教育效果产生的可控性（教育方式的深度变革）

构建比线下教育更好的学习场景（教育方式的深度变革）

已有的优质师资和内容得以广泛传播（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

在线平台缓解信息不对称：在线学习节省交通和时间成本；自动

化工具减少重复劳动（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

?

√

√

?
未明确实现

未明确实现

已实现

已实现

中国 K12 在线教育行业四大价值要素

人工智能开启在线语言教育的新型服务模式是理想的发展趋势

在线语言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授课形式固定化、学习内容过于标准化等行业痛点。而人工智能

技术的应用将推进个性定制化学习的进一步突破，是以用户为中心、以提高学习效果和效率为目标的理

想发展趋势。

人工智能 + 教育 理想发展趋势

授课形式固定化 学习内容定制化

学习过程个性化

学习方式多样化

学习时间弹性化

教师角色多元化

教学方式生态化

教学评估深度化

人工智能技术 + 优质内容 + 优质师资

自适应学习—

智能学习助手—

VR/AR辅助学习—

提供个性化指导

智能支持协作学习

场景化浸入式体验实践

内容过于标准化

学习过程难以追踪

学习效率偏低

2017 年中国人工智能 + 在线语言教育的发展趋势

在线语言教育痛点

英语教育行业下半场面临的关键问题 - 学习效果

数据来源：i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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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用户重质量、要效果，期待 AI+ 教育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成人在线外语用户的学习目的十分明确且消费需求持续旺盛 , 线上学习的质量和效果对消费意愿影响

较大。源自于对个性化学习内容和提高学习效率的需求，他们对”AI+ 教育”和”一站式”的方案有很高期待。

个性化安排学习进度及内容

增加互动性及场景性

精准推荐学习内容

实现信息高效方式搜索

信息反馈快捷及时

自动为我抓取联合资讯

60.1%

44.0%

46.9%

36.8%

48.0%

37.4%

2017 年中国成人在线外语用户对 AI+ 教育的期待

2017 年中国成人在线外语用户对一站式学习的期待

60.9%
50.5% 49.4% 43.5% 42.8%

提高学习效率 降低工具切换时间成本 更了解自身学习
情况及需求 整体体验更好降低学习设备运行负担

数据来源：i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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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将 AI 自主练习课件与面授 1 对 1 无缝衔接

革命性地开创了 AI 教练 + 真人教练 的个性化英语学习新模式

专为全球学习第二语言的成人学生研发 (14 岁及以上 )

承诺按照规划的路径和方式学习，5-7 个月提升一个欧标 （CEFR*）级别

neo Professional 承诺效果的一站式在线英语解决方案

* CEFR 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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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每位学习者用最高效的方式达成既定目标 

自适应

 初始定级测试

AI 个性化自主练习

每周获得 6000 积分

有规律的

在线 1 对 1 面授辅导 

每次 25 分钟

通过结业测试 

3 次测试机会

获得 CEFR 级别认证

A1 A2：5 个月  

B1 B2：6 个月

      C1：7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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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缝衔接的真人教练
neo Professinal 全新的教学模式将“面授 1 对 1 与 AI 课件自主练习”无缝衔接。

经验告诉我们人与人的沟通是机器无法取代的，教练不仅能为学生提供真实的交流

情境和个性化的语言应用机会，他们的鞭策和鼓励更是学生长期坚持学习的动力。

neo Professional 提供双语教练和北美教练两种选择。

承诺效果
RHR 层级递归认知理论强调以习得技能的方式习得语言，这一高效的方式已经过全

球 30 年教学实践和数千万学生学习效果验证。neo Professional 的研发遵从此学

习理念并使之更加优化，所以敢于承诺“按规划的路径和方式学习，5-7 个月提升

一个欧标（CEFR*）级别”。

高效的 AI
neo Professional 的 AI 依托于 30 年间积累的、数千万的支持技能习得的数据，这

使得 AI 不仅能够呈现学习状况如：时间、完成率、错题率等… 更能模仿人类英语

专家对练习的质和量做出精准且持续的分析，实时引导学生使用高效的学习方式进

行练习并预测学习效果。

neo Professional 核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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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不同
遵循语言学习本质，以技能习得的方式习得听说

数据不同 
运用支持技能习得的数据，打造提升“学习效率”的 AI 

neo Professional 的研发严格遵循语言学习的本质，以行之有效的 RHR 层级递归认知理论为基础，

用高频词汇和语块搭建语言结构形成英语思维，以技能习得的方式习得听力和口语，通过多感官输入和高

效的练习模式来构建语言的长期记忆。 这种高效的学习方式已经过全球 30 年教学实践和数千万学生学习

效果验证。neo Professional 的语音识别更是专门为发展英语听力和口语技能而设计且贯穿学习始终。

AI 教练的目的是提升学习效果和效率，neo Professional 的 AI 依托于 30 年间积累的支持技能习得的

数据。这些数据来自全球数千万不同年龄、不同级别的学习者，它们将被用来实时衡量学习效率和诊断问题、

预测学习结果并引导和强化高效的学习行为，规避低效或无效的学习行为，始终为高效学习保驾护航。

无数据 描述性数据 
（发生了什么？）

诊断性数据 
（为什么会发生？）

预测性数据
（会发生什么？）

指导性数据
（我该怎么做？）

 neo Professional 英语权威与众不同

传统方法

neo 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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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不同
面授课无缝衔接，让口语训练更有针对性

neo Professional 将自主练习与面授 1 对 1 无缝衔接。自主练习 App 为学生打造高效的练习环境，让

学生在面授课前做好充分的听说训练，满怀自信“迎战”外教。外教通过报告系统清晰地了解学生的学习进

度并使用系统自动匹配的教案给予学生有针对性的、最适合的口语训练以巩固并拓展所学内容。

效率不同
AI 驱动的课件，让个性化学习化繁为简

neo Professional 的 AI 贯穿教、学、测、练、监全程，为学生创造一个超级个性化的学习环境 。

学生在此学习环境中只需每周挣足 6000 分，其它全都交给 AI 来处理。AI 系统将用自适应的测试来判

定最佳起始级别、设定近期学习目标、提供定制的学习路径，并全程衡量学习效率、实时诊断问题、实时调

整学习内容。 用游戏化的积分方式来鼓励和训练高效的学习行为，引导学生向既定的目标高速前进。学生在

自主练习时也无需考虑学什么、怎么学、学多少，只需跟随智能按键进行“按需学习”。

neo Professional 的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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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不同
对应国际标准，预测效果承诺效果

* neo professional 课件自主学习小时数    * CEFR 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

熟练阶段

高级使用者

专业人员

9

8

英语专业大四
（专业八级） 7

提高阶段

本科四年级

英语专业大二（专业四级）
6

本科二年级

专科三年级
5

高中三年级（高考） 4

基础阶段

初中三年级 3

小学六年级 2

小学三年级 1

CEFR* neo 
Professional* TOEFL iBT Cambridge IELTS® TOEIC® TOEFL 

paper®

   115+ CPE 8-9

   80 小时 / 7 个月 100+ CAE 7+ 900 600

   70 小时 / 6 个月 76+ FCE 5-6 800 540

   65 小时 / 6 个月 54+ PET 4 600 460

   60 小时 / 5 个月 KET Flyers 500 400

   60 小时 / 5 个月 400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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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人群 : 成人通用英语（14 岁以上人群）

目标级别 :

neo Professional neo Professional Select neo Professional Prime

AI 课件 

+ 

非欧美教练 1 对 1（2 周 1 次） 

+ 

认证证书

AI 课件 

+ 

非欧美教练 1 对 1（1 周 1 次） 

+ 

认证证书

AI 课件 

+ 

欧美教练 1 对 1（1 周 1 次） 

+ 

认证证书

neo Professional 学习方案

每个方案都可选择更多面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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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neo Professional 相关信息

请登录： http://www.dyned.com.cn/neoprofessional/solution/ 

产品试用请联系：010-85711971 / 010-86462882

扫描二维码

或登录 https://myneo.space 

体验 neo Professional

自适应初始定级测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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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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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 30 年业界领先的多媒体英语语言教学经验

全球超 25,000,000 学习者正受益于戴耐德产品并奔跑在成功的路上

超 45 项国际英语教育行业产品大奖

美国年度教育软件评审奖

EDDIES奖教学软件突出成绩奖

美国培训与发展协会

计算机网络学习课程认证 儿童技术评审

全星软件奖

法国教育部

卓越教学法认证奖

美国《技术与学习》

杂志最佳新产品奖

美国加州教育部专业认证

美国年度教育软件评审奖

BESSIE 奖最佳教学软件奖

美国《技术与学习》

杂志杰出成就奖

美国教育出版社协会

EDPRESS卓越成就奖

美国软件与信息产业协会

核心大奖CODIE 奖

关于戴耐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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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耐德的公立学校用户遍及亚洲、拉丁美洲、欧洲和中东

C

美国
大规模覆盖学校及校区

德克萨斯州、伊利诺伊州

加利福尼亚州、弗罗里达州

阿利桑那州、俄克拉荷马州

哥斯达黎加教育部

第一阶段：26 所乡村小学

厄瓜多尔
英语流利度联盟：1,200 名英语老师

哥伦比亚
Servicio Nacional Educativo de Aprendizaje

每年有 120 万名学生参与能力测试

智利

获得智利教育部的

认可和批准

泰国教育部
1,000+ 所公立学校

K12 年级的 20 万名学生

法国 
获得法国教育部认可和批准

中国教育部
全国 30 个省的中小学开展

“基于技术环境的英语学科整合”项目

土耳其教育部

面向全国的 4-12 年级学生全面

推广，超过 5,0000 所学校使用

阿曼

教育部将戴耐德课件

选为辅助课件

马来西亚教育部
40,000 名数学与科学老师



戴耐德语言软件系统开发（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 28 号，宫霄国际 3 层 , 100020

联系电话：010-85711971 / 010-86462882

邮箱：chinainfo@dyned.com

戴耐德国际网站：en.dyned.com.cn

戴耐德中国网站：www.dyned.com.cn

扫描二维码
关注戴耐德官方微信

扫描二维码
neo Professional 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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