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辅助英语解决方案
   当代学习者的最佳选择



基于脑认知神经科学的学习方法

递归层级认知理论

戴耐德课程风靡全球，屡获殊荣得益于

丰富的一线课堂教学经验
脑神经科学对大脑学习规律的最新研究成果
30年来全球积累的学习数据及分析

戴耐德英语学习模式与传统学习模式有着天壤之别。传

统学习模式是依托文字从认读入手的，而戴耐德学习模式则

是直接从训练听说着手，用简洁易懂的图标辅助理解从而摆

脱对文字的依赖。而这一点也正是戴耐德语言学习理论—

Recursive Hierarchical Recognition (RHR递归层级认知理

论) 的核心。戴耐德公司一直走在语言教学变革的最前沿，它

先进的教学解决方案在世界各地取得的巨大成功证明它的高

品质与高效性！

由戴耐德公司创始人 Lance Knowles 首创的基于脑认知

神经科学理论研究的英语语言学习模式完全符合人类大脑的

工作原理，即我们的大脑乐于且善于搜索、识别并应用语言

模式以更高效地处理语言信息。戴耐德螺旋递进式的学习模

式充分利用了大脑的层级记忆结构，所达到的学习效果是单

一线性学习模式远不能及的。

语言是一门技能

学习语言就像学习乐器一样，需要不断的练习。但只有

科学有效的练习才能引领学习者达到自如应用的境界。戴耐

德不仅为学生提供大量这样的练习机会，而且能全程监控他

们的学习时效。

混元教学法

戴耐德混元教学法将个性化机上练习与课堂拓展训练相结合

以达到最佳学习效果。详实的学习数据报告帮助教师更好地掌控

每位学生的学习进度并给予个性化辅导。配套的拓展练习教案更

是为教师们提供了诸多课堂教学活动参考。

与书本中静态的内容不同，戴耐德课程中的内容以动态的形

式呈现，难度还能根据学生不同的学习表现自动调节。课程中的

理解问答和各种练习任务，需要学生使用不同的学习策略，包括

录音、回听、语音识别和造句等。从听、说技能训练入手有利于

提高快速处理语言信息和识别语言模式的能力，而这些不仅是达

到口语流利的关键，也是培养读写能力的必要条件。更值得一提

的是，戴耐德课程中的语言内容都经过世界顶尖级的语言学家科

学严谨地排序，并给予适度视觉和上下文语境辅助，从而无需文

字和翻译也能让人领会其意。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在戴耐德独特

的智能辅导系统的引导下，学生能不断地在其已经掌握的知识和

技能之上获得新的提升。

充分的互动学习

课程框架

戴耐德核心课程中语言内容的呈现都是基于人类大脑的递归

层级记忆结构而精心排序的。到目前为止，能够这样将脑认知科

学研究成果融入课程设计的多媒体课程在全世界唯有戴耐德。欲

知更多详情，请访问http://www.dyned.com/DynEdTheory，

阅读我们发表的有关戴耐德语言教学理论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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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耐德为参与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TCU）个别化教育项目（IEP）的学生提供了在学校机房及在家成功
学习英语的机会。受益于戴耐德课件高度互动的课程设计，这些喜欢独立学习的学生都学得非常好。此
外，对于我们这些需要不断对新来的学生进行准确分级的教师来说，戴耐德的确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

副主任
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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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Go DynEd Kids

First English

少儿英语（6年级以下）

Let's Go 是一套享誉全球的少儿英语课程，是4-10岁儿童英

语入门的最佳选择。两只可爱的小猫Sam和Ginger，用儿歌、

对话、游戏等方式吸引孩子通过学习社交习俗、日常会话等，发

展英语实用听、说技能，同时掌握字母、词汇、语法，并通过学

习音素和拼读规律而开始早期阅读。它不仅给孩子们愉快的英语

学习体验，更注重英语思维的培养，为少儿学习者未来的学业发

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为Let’s Go和English for Success之间的“桥梁课程”，

DynEd Kids为7-10岁儿童学习学术英语打下坚实基础。课程采

用戴耐德先进的语言排序，内容涵盖多种话题、对话情景和互

动练习，能全面提高儿童的听、说、读、写四大技能，培养语

言的自如运用能力。它一经问世便屡获大奖，课程中各具特色

的卡通人物形象更是广受全球儿童喜爱。

特色：
Carolyn Graham 谱写的儿歌和乐曲

共 48个单元240 课

词汇、语法、发音、拼写和阅读多元发展

游戏化练习

12 个单元测试

儿童英语分级测试

教师用书

First English 是戴耐德专为零起点学生设计，并屡获奖项的一个入门课程。课程突破了传统的纸介教学模式，创新地利用了

声、画结合的技术，配合科学合理的语言输入顺序，最大限度地利用学生天然的学习能力，调动学生自主学习潜能。它不仅全面

系统地帮助学生理解基础英语语言框架，更通过大量听、说训练培养基本听说能力，让学生很快可以开口用英语做实用的交流，

并为后续的深入学习奠定扎实基础。

内容科学系统，有助于学生充分利用

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加速英语学习 

内容难度根据学生表现自动调节

全面提高听、说、读、写四技能

听力、对话、词汇、语法和发音五种课型

分级测试和单元测试

教师用书（附课堂拓展活动和练习）

词汇表和各种帮助选项

特色：

共 16 个单元 64 课

丰富多彩的课型、练习和游戏

内容难度根据学生表现自动调节

遵循技能习得顺序：听、说、读、写，从听力训练入手

教师用书（附课堂拓展活动和练习）

分级测试和单元测试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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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for Success 是戴耐德课程体系中一套屡获殊荣的明星课程。课程主要

围绕校园生活中的真实场景和学科展开，特别适合以出国接受高等教育为目标的青

少年学生。

真实校园场景和校园学科 

科学的内容排序，系统培养学生的

关键语言概念

内容难度根据学生表现自动调节

录音和语音识别练习

分级测试和单元测试

教师用书（附课堂拓展活动和练习）

读取主旨大意和重要细节

略读和扫读策略

根据上下文理解词汇

识别语法和语块

提高阅读流畅度

快速识别单词并解码

根据上下文理解含义

朗读和发音

使用字典释义

20 个单元

教师用书与学生练习册

拓展活动

English for Success

Reading for Success

通过练习，学生能够：Reading for Success 是戴耐德最新研发的阅读课程，旨在帮助11岁及以上且具

有一定口语基础的ESL/EFL（以英语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学生培养学术英语阅读技

能并扩展词汇。该课程与English For Success课程中的学科课内容相对应，文章难

度随着学生的进步逐渐增加。阅读技能和语块处理技能在同步音频的辅助下得以强

化，语音识别练习则帮助学生培养朗读技巧。

值得一提的是，课程采用游戏化的练习课，包括不同种类的计时练习，极大地

激励学生的积极性，进而训练其快速解码文字的能力。

特色：
课程设计参考美国各州K12教学大纲，将学科语言与英语语言知识和技能的培

养有机结合。内容涉及数学、物理、地理、历史、生物、经济等科目，训练学生课

堂演示、陈述、提问、解答等学术能力，培养学生探究式学习能力以及自主、自律

的学习习惯。

该课程每个单元都由课堂热身、校园生活、校园学科、语言拓展和口语训练五

部分组成。关键词汇和语法的介绍和回顾贯穿始终，并通过反复应用得以巩固。

学术英语

特色：



通用英语

“对于我们学校的成年ESL学生来说，戴耐德英语课程是一个极其高效的“语言流利度加速器”。我们采用
了戴耐德混元教学法，即面授课和机上学习相结合；其基于脑认知的语言习得方法使得学生的语言流利水平
快速提升。学生们非常喜欢戴耐德课程通过“智能辅导”报告学习效果，通过“水准级”自动调节学习难度
和进度，以及通过频繁的单元测试评估学习效果。我们的教师非常欣赏戴耐德把个人练习转移到计算机环境
中，从而节省出了宝贵的课堂时间来做高质量的交流活动。”

改善发音，提高口语流利度

提高听力和阅读理解能力

熟练掌握句型结构，学会清晰有序地表达思想

锻炼口语演示和归纳总结能力

提高表达抽象概念与关系的能力

教师用书

课堂活动建议

拓展活动和学生练习册

分级测试和单元测试

 New Dynamic English

通过练习，学生能够：

Mark Mankowski
顾问

英语教师
美国威斯康星州

密尔沃基技术学院

New Dynamic English 专门为青年和成年学习者打造，主

要以培养通用英语交流技能为目标。其独特的大纲设计原理，

摆脱了以词汇和语法为导向的传统思路，按照交流概念的层级

递进关系，系统地帮助学生熟练掌握各层次交流所需要的高频

句式，逐步搭建英语思维框架。课程强调听力是四项技能的基

础和核心，并通过视频和先进的语音识别技术为学生提供200

多小时的高品质、高强度的听、说训练。课程循序渐进的学习

路径设计、丰富多样的练习形式以及对技能习得所需训练的量

化管理，使得它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课程。

课程拥有丰富的语言练习和活动，包括大量采用语音识别

技术而设计的口语练习，让学生在学习这个屡获殊荣的课程过

程中更加投入和高效。

大大缩减达到目标的学习时间

轻松应对国际标准化考试

在全英文授课的校园里取得成功

达到职场和学校入学考试的语言要求

戴耐德培训效果卓越，能够帮助学生：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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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力训练

Dialogue 是一个专为高水平学习者打造的强化听力的练习课程。课程取材于中国中央电视台 (CCTV) 英语频道同名电视访谈类栏

目《对话》，旨在帮助学生习得参与对话、讨论、恰当发表见解的语言能力，特别适合需要参与国际交流或国际会议的学者、官员以及

高级别留学生使用。学生们在跟随节目中的各国专家探讨热点时事话题的同时，强化训练高级听力能力并扩充词汇及得体的表达方法。

Advanced Listening 是专门为那些在学术和专业领域追求卓越的高级别学生设计的训练听力策略的课程。课程视频全部选自斯坦

福大学顶尖教授的讲座，让学生在真实的学术环境中锻炼提高听力、记笔记以及专业的演讲技能。

扩展词汇和习语

提高听力理解能力

熟练掌握句型结构，学会清晰有序地表达思想

锻炼口语演示和归纳总结能力

提高表达抽象概念与关系的能力

提高跨文化交流意识

训练记笔记的能力

强化听力策略，听取主旨大意和重要细节

扩展习语和词汇，复习语法

展示纯正的学术英语

最大限度的优化课堂表现

基因与基因治疗

中国经济

火山地质

儿童精神病学原理

女性和社会变革

Advanced Listening

九大演讲主题，其中包括：

Dialogue

通过练习，学生能够：  

特色：



Dynamic Business Englis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English by the Numbers
 Dynamic Business English 是一门专业的国际商务英语课

程。课程着眼于现实商务活动和职业生涯中六大常见的重要话

题，包括介绍公司、描述个人背景和岗位职责、介绍业务及市

场、比较产品、参与会议讨论、制定计划和决策等。在商务英

语语境中，培养学生的口语流利度，以自如应对演讲、采访、

会议并进行准确的信息交流。

English by the Numbers 培养学生用英语理解和表述数字

化信息的能力。学生不仅能拓展众多学科领域中相应的词汇并

掌握其使用方法，还能就数字、数字关系与运算、概率以及图

形和图表的定量语言等方面使用专业术语进行提问。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是一门以视频影片为基础的商

务英语课程，帮助学生学会得体应对常见的商务场景和适应

不同的文化背景。除了提高听说技能，本课程还侧重于通用

商务词汇和重要的语言功能，例如请求、拒绝、建议、确认

以及澄清等。

商务英语

本课程与New Dynamic English 和 Dynamic Business 

English配套使用，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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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Mountain

The Lost SecretClear Speech Works
Clear Speech Works 是基于波士顿东北大学言语病理学教

授组的研发成果而开发的一个锻炼学生清晰发音的英语语音课

程。其发音教学策略和技术已经经过了广泛的实践检验。

课程侧重于关键的音素对比，包含5000多例单词、句子和

专业词汇，学生可以不断模仿并录音比较。多媒体教程对学生

的发音给予提示和建议，并通过面部特写向学生展示如何正确

发音。

Test Mountain 是专门为拥有坚实英语基础的学生而研发

的备考课程，可以与戴耐德其他课程平行使用。学生不仅能提

高高级水平的听力、词汇、语法和阅读理解能力，同时还能培

养应试策略。

课程取材于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套视频教材，围绕着

英国著名演员出演的一部悬疑类侦探故事展开。课程通过语音识

别和录音功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励学生完成听说训练任务。

角色扮演课帮助学生预测对话展开方向，学习实用的短语，并提

高口语流利度。

 辅助课程



行业英语

Hospitality English

Aviation English Solutions
这套课程由来自全球最顶级的航空专业人士和英语语言学家共同设计研发。不管母语为何种语言，戴耐徳完善的航空英语培训解

决方案，都能够极大地缩短培训所需时间，让飞行员、空管员、空乘员、飞行学员和其他航空相关工作人员更快地提高英语能力并达

到国际民航组织（ICAO）和各航空公司内部的英语水平标准，最终达到航空业工作者最亟需的英语脱口而出的境界。

Hospitality English 是专门为酒店和旅游业打造的专业课程。课程主要着眼于酒店行业各职能部门的专业词汇和用语以及酒店工

作需要的各种语言交流功能， 如提问、建议、确认信息、拒绝等；内容覆盖从前台接待到销售经理等各个岗位的工作需要。该课程适

用于准中级英语水平的学习者，建议与通用英语核心课程New Dynamic English 和商务英语课程Functioning in Business同时使用。

课程内容来自于航空真实案例

大量的听、说训练

成熟的语音识别和录音功能

航空英语专业词汇

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视频和案例研究

语音材料的口音多样化

专业测试工具参照国际民航组织和航空业内的英语标准

为客户定制培训方案，并提供专业的远程支持和课堂培训支持

特色：

 
共6个单元，每个单元围绕不同的工作岗位

各单元都提供大量的听说训练

成熟的语音识别和录音功能

客房服务单元专门配备了词汇训练

语音材料口音多样化，尽量贴近现实

词汇表和帮助选项

完善的分级测试和单元测试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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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耐德评估系统

戴耐德强大的教学管理系统能够实时追踪、管理每个

班级和学生的学习行为。该系统可提供学生课件学习的详

细信息，包括测试得分和学习路径等，并对其学习效率进

行评估。智能辅导的反馈意见能够帮助学生改进学习方法

以达到更佳学习效果，而这也是戴耐德在计算机辅助语言

教学行业中的首创。教师可以打印详细的学习报告，也可

以将这些数据制作成表格或存储到数据库中用于以后的分

析和研究。

戴耐德通用英语分级测试和儿童英语分级测试均

为智能机辅测试，能够根据测试者不同水平调整测试

难度和时长，准确测出学生的英语水平并推荐与之水

平相应的起点课程。戴耐德分级测试为学生提供了快

捷、可靠的语言水平评定，其测试成绩与其它标准测

试，如托福、雅思等有着很高的吻合度。

戴耐德测试

Placement Test 分级测试

戴耐德的口语测试采用世界最先进的语音识别技术

和简便的语句复述题型，可以快速自动地衡量学生的口

语能力，而不再需要聘请昂贵的口语测试评分员。

Speaking Test 口语测试

贯穿于戴耐德课程的单元测试旨在检测学生对课

程内容的掌握程度，同时可以帮助教师管理学生的学

习进度，以期达到更高级别。

Mastery Test 单元测试

教学管理系统 



0.5 PT

1.0 PT

new units automatically unlock 
as students master unit contentsFE Unit 4 

FE Unit 5 

EFS Unit 2 

EFS Unit 3 

EFS Unit 4

Mastery Test

Mastery Test

EFS Unit 1 

Mastery Test

   您的学生可以通过在移动设备上学习戴耐德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DynEd  Pro 将戴耐德全套课程引入到移动设备上，这让戴耐德学习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

          DynEd  Plus 是一款移动应用程序，与DynEd  Pro 配合使用，为学生提供额外的练习以

               进一步 拓展他们的英语技能。

学习路径管理器根据每个学生的初始分级测试成绩，以及

之后学生个人的学习进度，包括单元测试成绩，自动设定个性

化学习路径。它还会提示学生需要先完成哪些任务才能进入更

高级别的课程。

戴耐德系统可以允许教师通过调整评分参数来设定一个班

级的成绩目标，并自动生成百分制的学习成绩。在教学管理系

统里，教师首先确定一个评价周期，比如一个学年，然后设定

学习目标和评分标准。在此周期间，教师可以随时得到即时成

绩报告，定期、不定期检查学生的学习进度。只需轻轻点击，

教师就可以轻松便捷地为每一位学生导出一份成绩报告。由戴

耐德教学管理系统自动生成的这一形成性评估报告也可与其它

评价策略如终结性评价、教师主观评价等同时使用。

智能辅导实时监测学生的学习行为并评估学习效率，是戴

耐德在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领域中的又一独特创举。学习得分

是给学生提供反馈、建议，并帮助教师指导学生和评价学习行

为的有效工具。这能帮助学生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同时也能

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

成绩报告

智能辅导

学习路径管理器

戴耐德智能语言学习移动平台解决方案

戴耐德报告和移动平台

Pro上的学习记录，戴耐德的全新应用程序MyDynEd不仅通过图表展示DynEd  

而且允许学生访问戴耐德“媒体”里的辅助材料以提高学习效率。

® ®

®®

®

Plus与Dy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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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耐德英语等级认证

聪明地学习
戴耐德的认证级别与其评估系统相对应。帮

助学生节省一半的时间以更快地达到脱口而出的

境界。这卓越的成效不仅体现在英语课堂上，学

生在用英语学习数学、物理和历史等其它学科时

也会表现得更加自信。

衡量技能进步幅度
不同于其他的认证项目，我们的级别认证不是

基于一个单一的测试。戴耐德的认证项目衡量的是

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的英语水平进步和表现，包括

听说技能的提高。 *Assessment test correlations from AWEMAP: the Worldwide 
English LET EFL ESL EALLEP ESOL Assessment Scales and Tests 
Mapping Project.

“使用戴耐德课程的益处远远超过了在教师培训和指导学生正确使用课程方面所花的时间和
精力。我们英语学习项目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致力于把技术与教师指导授课有机地
融合，创造了一个强大而高效的学习方法。”

Jorge Neiman
课程主任

阿根廷国家科技
布宜诺斯艾利斯 阿根廷

戴耐德的认证将给予学生们独特的优势。我们

的证书标准与AWEMAP（全球英语评估和测试测绘

项目）所用的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CEFR）完全

一致。我们的评估系统是建立在丰富的经验和大量

的反馈基础之上的，因此达到戴耐德认证级别的学

生可以轻松地掌握并超过相应的国际标准。  

国际英语认证

sample

A1

B1

C2
C1

A2

B2

刘 泽 光
Liu Ze Guang



Teaching English: A Brain-based Approach 是一个专业

的英语教师培训课程，专为希望将科技引入课堂的英语教师开

发。戴耐德的语言学习模式建立在认知性的、脑神经科学学习

理论的基础之上，即递归层级认知理论Recursive Hierarchical 

Recognition（RHR）。这一强大理论的应用使戴耐德和其它

科技辅助语言学习材料有了本质的区别，无论它们是否宣称配

有 教 师 或 课 堂 支 持 。 欢 迎 访 问 我 们 的 网 站 

http://www.dyned.com/DynEdTheory 来阅读详细论著。

除了对RHR学习理论的介绍，这个备受赞誉的课程还在以

下几个方面为教师提供了大量的实践经验：

“ 以我多年担任教师及教师培训师的经验，我坚信RHR学习理论能让所有教师受益。我唯一的遗憾
是没有早点了解这个理论。我极力推荐它，因为它的确是最具优势的英语语言教学方法。”

Vera Semenova

现场教师培训

戴耐德在全球取得了巨大成功，关键因素之一在于我们始终致力于为所有教授戴耐德的教师提供完善的、持续的教学服务，包括初

始培训以及后续支持。对于新项目，我们为教师和项目管理员提供现场入门培训，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戴耐德独特的、基于脑神经科学

原理的英语学习理论，并指导他们如何最高效地使用戴耐德课件和教学管理系统。这些培训以研讨会的形式进行，以任务为导向，包含

大量实操演练。一旦教师真正开始使用戴耐德课程，戴耐德的教学团队随时准备为他们提供更多专业的指导、咨询和建议。

教师培训课程

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体验

课堂教学活动

提升教师自身英语语言熟练度的练习

职业教师培训
该课程也适用于研究生级别的教师培训项目，帮助教师了解

如何把科技更好地应用到语言教学中，并且深入研究戴耐德这一

开创性的、越来越被广泛应用的脑认知神经科学教学方法。

方法论学者
教师培训学院

俄罗斯联邦，萨哈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的教师正在使用戴耐德教师培训课程

专业化发展 



我们的使命关于戴耐德
戴耐德致力于为教育机构和培训组织提供一系列互动的

多媒体课程，以及教学和技术支持，以期为各个年龄段和水

平段的学生奉献最优质、最高效的英语语言学习解决方案。

相较于以文本为主导的传统教学而言，戴耐德创始人 

Lance Knowles 开创的教学模式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尤

其对初、中级学生，效果更加显著。戴耐德多元式的、图像

辅助的课程设计完全符合脑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并得到了

全球大量实践经验的检验。

学术英语和商务英语是戴耐德的专长。我们精心选择科

学排序的语言内容、丰富多样的练习形式，配合有趣的话题

以及听、说、读多技能同时训练的练习活动能吸引学生始终

保持最佳的学习状态。配套的课堂练习再加上对科技手段，

如语音识别技术的适当应用让学生能够学有所成并享受学习

的快乐。学生的进步看得见，测得出。

 让每个人拥有流利英语的梦想触手可及

国际认可
超过 45项国内外奖项和荣誉

杰出成就奖：

美国培训与发展协会计算机网络学习课程认证
ASTD E-learning Institute:   Certified

Approved by Ministries of Education: China, Turkey, Malaysia and others  
教育部认可：中国、土耳其、马来西亚等国家

  Technology and Learning:  Award of Excellence, Multiple Winner
《技术与学习》    
  EDDIE Awards: Best Software:  Early Elementary ESL, Junior High School and High School
  EDDIE教育软件评审奖：最佳教学软件奖— 小学ESL   初中   高中组
 
 

， ， 

戴耐德国际

www.dyned.com

，



戴耐德语言软件开发（北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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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dyned.com

戴耐德国际网站：www.dyned.com
戴耐德中国网站：www.dyned.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