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语是底牌，口语是王牌
——如何“脱离哑巴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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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习现状

工作

交友

娱乐

应试
01 04

0302
面试、外企交流、出国外派

跨国恋、追歪果仁、网络中考、高考、四六级

旅游、追剧、听音乐、看大片



英语学习现状

英语学习热潮与日俱增，需

求愈发旺盛

听说能力提升成为瓶颈，哑

巴英语困扰

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

作用愈发重要

市面英语培训机构众多，

费用愈发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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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习现状

Place of 
Origin

Speaking

Hong Kong 6.1

Indonesia 6.1

Jordan 6.1

Nepal 6.1

Paskistan 6.1

Bangladesh 6

Taiwan 6

India 5.9

Thailand 5.9

Kazakhstan 5.8

Oman 5.8

Place of Origin Speaking
Vietnam 5.8

Korea 5.7

Iraq 5.6

Kuwait 5.6

Libya 5.6

Saudi Arabia 5.6

Uzbekistan 5.6

Japan 5.5

Turkey 5.5

China 5.4

United Arab 
Emirates

5.3





我的词汇不多，语法不好，所以我不敢说英语

纠结 —— 这句话我这样说这个语法
对不对呢？我这个用词好不好呢？
我这么说话是不是得体呢？别人会
不会笑话我呢？如果别人笑我那岂
不是很没面子？

只有大胆运用已经掌握的知识来锻
炼，自己的口语才能越来越好，反
而一会顾虑语法问题，一会顾虑词
汇问题，畏畏缩缩地一直不敢开口，
口语可能反而越来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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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用词是越“高级”越好

英语写作是很讲究结构的，而且
也会需要用到相对专业的词汇和
复杂句来展示我们文章的可信度
和专业程度。

英语口语不需要太多文绉绉的词
汇和畸形长难句。在经典的英剧
和美剧中，演员的台词用词都是
浅显易懂的，句子一般都是简单
句，没什么所谓的高级词汇，相
反却有很多地道的短语，掌握短
语才是我们练习好口语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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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用词是越“高级”越好

抢答

和...相
关

心浮气躁的

刺激的
劲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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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用词是越“高级”越好

英语写作是很讲究结构的，而且
也会需要用到相对专业的词汇和
复杂句来展示我们文章的可信度
和专业程度。

英语口语不需要太多文绉绉的词
汇和畸形长难句。在经典的英剧
和美剧中，演员的台词用词都是
浅显易懂的，句子一般都是简单
句，没什么所谓的高级词汇，相
反却有很多地道的短语，掌握短
语才是我们练习好口语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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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迷信伦敦音纽约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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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迷信伦敦音纽约音3

如果是在无法正常传达信息的情况下，
纵使你能读出标准的伦敦音或者纽约
音，别人也整不明白你要做什么。

相反，现在国际上都非常鼓励在保证
信息传达的基础上保留自己独特的口
音，因为那是个人独特标志的体现，
所以一味儿地去纠结口音这个问题是
没有意义的。我们只要认真学习英语
发音规则，保证发音准确，任何口音
都能做到无障碍英语交流和沟通。



英语话语节奏4

牛奶加面包

一杯牛奶加一片面包



英语话语节奏4

bread and milk

some bread and some 
milk



英语话语节奏4

Do you think you would be able to finish 
it in a month?



英语话语节奏4

Do you think you would be able to finish 
it in a month?



英语话语节奏4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
说英语让外国人很难听懂，
就是因为我们把节奏弄错
了，讲得太慢或者为了喘
口气突然停在了不该停的
地方，就造成误解了。

掌握英语的“重音定时”节
奏对于口语的流利程度和
自然程度有很大的帮助。



英语口语学习方法

1. 多开口说英语，先养成开口的习惯

2. 锻炼表达思维

3. 影子跟读法

4. 善于利用网上资源和学习软件



More English Talkers



「MET全民英语」主要功能

「MET全民英语学习资源库」是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

推广委员会『全国“图书馆杯”全民英语口语风采展示

活动』赛事平台，融合了全球领先的智能语音分析评测

系统，优选适合不同学习水平、不同行业的课程为训练

载体，以海量优质的英语学习资源，通过互联网和计算

机，模拟英语交流环境，为广大英语学习者提供一套基

于英语听说学习、交流、竞技的平台，让学习者通过多

说、正确的说，克服“哑巴英语”的心理障碍，讲出一

口地道、纯正、流利的英语，真正有效提高英语的应用

能力。让你快速成为一个地道的English Talker！



围绕英语听说，涵盖英语学习与应用的所有场景，适合各个行业、年龄、水平的学习者，高校突

破英语口语能力。打破“哑巴英语”，让更多的人会说英语。

课程资源



全民英语学习资源库                                           

主要功能： 

1. 场景模似，口语训练

2. 智能评分，矫正发音

3. 真人PK，学练一体

4. 班级社区，组团学习

5. 口语大赛，竞技提高

lib.52met.com                                           

「MET全民英语」主要功能



1、场景模拟，口语训练：

通过单句练习、角色扮演、模仿跟读、听力训练、考试检测五个循序渐进的训练模式，让你的听

说能力快速提升。科学训练的体系搭配生活、学习、职场、行业、商务、出国、社交等资源，培养你

的英文思维。

「MET全民英语」主要功能



2、智能评分，矫正发音：

运用全球领先的智能语音分析

评测系统，对音素、音标、单词、

句子进行即时分析，从准确度、完

整度、流利度等多维度综合评分，

给出专业建议。同时针对错误发音，

应用3D口型动画指导学生如何矫正

发音，包括美式英语、英式英语两

种发音口型动画图。

「MET全民英语」主要功能



3、真人PK，学练一体：

颠覆传统英语学习方法，引入竞争、社交机制，不仅能自学自练，不仅能自学自练，还能双人对

练，以游戏PK的方式打破学习的枯燥，让英语学习更有趣 、更有效。

「MET全民英语」主要功能



4、班级社区，组团学习：

应用班级社区功能，实现团体学习的教学互动与管理，提供学习任务发布、查验任务完成

情况、统计学习成绩、设立助教等功能，是英语学习团体检测英语口语能力、追踪学习进程、

了解学习进度、巩固教学内容的教辅平台。

「MET全民英语」主要功能



5、口语大赛，竞技提高：

为向读者展现图书馆多元化、数字化等新

型服务手段，体现图书馆学习中心的服务特质，

鼓励读者使用「MET全民英语」进行英语学习，

促进读者之间基于英语学习的交流和竞技，

「MET全民英语」每季度举办『MET全民英语口

语网络竞赛』，鼓励各种专业、各种水平的读

者边学边练边赛，有效提高英语应用能力。竞

赛通过网络报名、在线竞技，不受时间、地点、

次数限制，采用MET自动语音评测系统实时评分。

「MET全民英语」主要功能



使用指南

注意事项：

由于「MET全民英语学习资源库」涉及大量的口语训练、人机对话等功能，在使

用时需要配备耳机麦克风。

一、台式电脑

（1）推荐使用头戴式双孔麦克风耳机，绿线为耳机线，插主机耳机孔；红线为

麦克风线，插主机麦克风孔

（2）如果需要外放，可以使用单独的单孔小话筒麦克风，插主机麦克风孔；并

配备音响

二、单孔笔记本电脑、手机

（1）推荐使用单孔带麦克风的耳机

（2）如果需要外放，可以利用一转二音频线，单孔转换为双孔，一个孔插单独

的麦克风，一个孔插单独的音响　

请在进入「MET全民英语学习资源库」学习之前插好耳机麦克风。并且优先使用

360、火狐、谷歌等浏览器。

头戴式双孔麦克风耳机（台式电脑使用）

单孔带麦克风的耳机（笔记本电脑、手机使用）

单孔麦克风、音响（需要外放演示时使用）



     「MET全民英语」的首页截图

左侧有课程的分类，每一大类下包括

具体课程，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

自己感兴趣的口语课程，下滑鼠标也

可以看到具体的课程，课程的名称、

推荐语、学习人数、适合人群等

使用指南



使用指南

      点击进入任意课程，查看课

程简介和课时列表。初次学习可直

接点击“开始学习”进入第一课时，

如果想选择自己喜欢的某一课时开

始学习，下拉点击课时列表中的其

中一课即可跳转。

PS：以“实用基础会话”为例，此

课程一共有48课时。



使用指南

注意：在进入学习界面后，必须打开录音权限，浏览器弹出是否允许网站使用麦克风时选择“是”！或主动

点击浏览器地址栏右上角的视频标志，选择“允许”一栏。



使用指南

学习界面右上角有两个功能，一个

是“即划即译”，双击屏幕中的单词，

可以弹出该单词的详细释义，遇到不认

识的单词时可以作参考。另一个是“课

程收藏”的按钮（此功能需要在已登录

「MET全民英语」个人学习账号情况下

才可使用），点击可以收藏课时，再点

一次可以取消。屏幕右侧也有课时列表，

可以快速跳转其他课时。



使用指南

屏幕下方可以看到有六个练习模式：课文播放、单句练习、模仿跟读、角色扮演、听力训练、考试检测。点击任一模式都会

先弹出此模式的详细说明，再正式开始，熟悉后可以勾选“不再提示”来屏蔽。控制播放区域，有“播放/暂停”按钮，

“中”“EN”按钮和音量调节，点击“中”按钮，可以隐藏屏幕字幕上的中文，再点一次恢复，“EN”按钮同理。音量可调节音

频播放的音量大小。旁边的“标准读音”、“我的读音”将会显示录音波纹。



使用指南

以“单句练习”为例，示范一次学习的模式。在屏幕上随机点击练习的句子，系统会自动播放标准读音一次，随即开始准备录

音，注意“嘟”一声后开始录音。录音结束后，系统将自动评分显示在正上方，点击下拉箭头可以看到“P发音”、“F流利度”、

“I完整度”三项的具体评分，点击“P发音”即可看到每个单词的音标、发音和分数，评分可以具体指出发音存在的错误和缺陷，

另外有每个音标的3D口型发音视频和详细的发音建议、发音注意，帮助学习者矫正发音。每录音一句，下方会出现该句的记录，显

示评分和自己的读音，如果表现不佳，可以点击重录，重新刷新评分。



使用指南

除了常用的学习模式以外，导航栏上方还有三个入口，“口语大赛”、“真人PK”、“班级社区”。



使用指南

“口语大赛”板块



使用指南

“真人PK”是集娱乐与学习于一体的一项学习方式。分为“自我挑战”和“挑战他人”两种玩法，“自我挑战”相当

与系统进行人机对战，采用角色扮演的形式，先扮演其中一个角色，之后互换，从而获得完整的对话录音。“挑战他人”

时可以和平台上其他学习者进行对话PK。输赢会对增减金币值，金币可用于兑换礼品，以兹鼓励。



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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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指南

“班级社区”是一个为学校班级、兴趣社团而设置的小组学习任务管理系统。在此可以创建虚拟的班级，

设置教师、助教、学生，应用发布作业、班级公告、检测成绩、班级竞赛等功能，为学生班级提供检定英语口

语能力、追踪学习进程、了解学习进度、巩固教学内容的教辅平台。



MET全民英语还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上使用。首页的海报右侧有一个移动端使用指南，扫码即可在手机

上使用，所有的功能和电脑网页版一致。

使用指南



「MET全民英语」小程序——口语训练



「MET全民英语」小程序——口语训练



「MET全民英语」小程序——角色扮演



「MET全民英语」小程序——真人PK



『图书馆杯广东全民英语口语大赛』创办

于2011年，由广东粤图之星科技有限公司（广

州红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广东图书馆学

会、广东省高校图工委、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在广东省创办。

图书馆杯广东全民英语口语大赛



大赛通过「MET全民英语学习资源库」平台进行网络选拔，截至2019年，大赛在广东省成功举办9届，累

计报名参赛人数超过18万人次，先后得到了中国文化报、新华网、南方电视台、广东电视台、广州电视台、

羊城晚报、深圳商报等数十家媒体的报道，受到从高校师生到公众市民的广泛参与和好评。

图书馆杯广东全民英语口语大赛

2019年，第九届图书馆杯广东全民英语口语大赛   总决赛合影



“图书馆杯”全民英语口语风采展示活动

2019年，广东粤图之星科技有限公司联

合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通过

「MET全民英语学习资源库」平台举办『全

国首届“图书馆杯”全民英语口语风采展示

活动』，1300余个图书馆参与组织，17万余

人报名参加活动，阅读推广成效显著，得到

了全国图书馆界广泛好评。



“图书馆杯”全民英语口语风采展示活动



“图书馆杯”全民英语口语风采展示活动



“图书馆杯”全民英语口语风采展示活动



『MET全民英语口语网络竞赛』(季度赛）



1. 本次知识问答共有5题，均为单
选题，合计100分，答题时间截止至
即日21:30。



谢谢大家！



讲座预告！

Springer Nature为您的科研助力

 

  时间：2021年5月11日周二19：40—21：00

地点：二教A203

内容：（1）Springer Nature出版集团简介

（2）Springer电子期刊、电子图书介绍

（3）如何在Springer link上获取内容

（4）投稿发稿简介

（5）有奖互动问答

主讲人：张溪媛现任Springer Nature出版社华南地区客户经理，主要负责华南地区高校有关Springer Nature 资

源引进和科研服务、培训工作。关注高校科研，人才引进及学科发展等多个环节，完成期刊投稿、数据库使用检

索等多种主题讲座超过20场，有着近五年的面向科研人员讲座和服务经验。

本场讲座均已申请素拓学分，并可提供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明，欢迎广大师生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