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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功能最全的英语教、学、管、
考场景人工智能应用

     聪明米奇面向K12所提供的服务可划分为教、学、管、考。教育教学的主要工作包括教研、备课、授课、答疑、
出题、阅卷等，工作内容繁琐，我们的核心功能是减轻负担，实现精准化教学。教育管理主要负责统筹教务环节，
主要工作包括师生督导、分班排课、校园建设等，决策环节考虑因素较多，我们的核心功能是提高效率，实现科学
化管理。学生的主要功能包括预习、听 课、看书、做作业、复习、考试、实习等，由于学生个体差异大，我们的核
心功能是自适应，实现个性化学习。 

功能定位

Demand orientation



学生学习解决方案

老师教学解决方案

功能定位

Demand orientation  家长辅导解决方案

学时PPT教案               学情智能分析

核心课堂资源               分时组卷出题      

十年全真题库               多样教学场景

同步课本教材               英语母语教学

真题考点解析               数据支撑学习      

AI智能导学                   个性方案自适

学生学习解决方案

家长辅导
解决方案

老师教学
解决方案

实时跟踪               伴随分析

智能推荐               针对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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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奇教育科技+

Core strengths

我们会对学生的学习行为进行伴随式采集，对积累的
数据进行个性化分析，根据每个人学习认知情况的不
同，提供个性辅导素材。

AI神经网络算法

我们通过大数据引擎对近十年的各省市各门类考试试
卷进行数据清洗，将单词出现的频次、各知识点出现

频次进行排序，保证学生按试题发展规律学习

词汇大数据引擎



米奇教育科技+

Core strengths

我们的自然语言处理算法目前能对英语世界绝大多数
语法的分析，我们会对学习者提供作文批改、翻译批
改、字典造句等功能，助力提高写作能力

自然语言处理

我们对所有的单词、场景、句型等功能都开通了自主
研发的语音评测功能，通过对韵律度、流利度、完整
度、重音、语调、语速、爆破音等综合测评。

语音评测



米奇教育科技+

Core strengths

通过核心算法，学习者可以拍照取词进行单词查询、
拍一拍搜题进行题目查询。快速提高学习内容检索效
率。

OCR识别

学生可以通过面部识别技术，身临其境的进行单词对
战、单词学习，记忆知识的同时减轻低头对颈椎的负
担

虚拟现实



智能教学方法

Core streng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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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教学分析

Core strengths

正式考试分析 模拟考试分析 学业水平分析

阶段性分析
期中、期末、月考

日常教/测分析
单元测试
随堂测试
模拟考试训练

日常学/练分析
同步练习
阶段性测评
考前专项训练
个人学习能力测评



单词分析、语法分析、知识点
分析、十年真题大数据清洗，
精准预测考试趋势配套最高效
的学习内容

PPT、教案、分课时同步教辅、单元练习、期
中练习、期末联系、真题模拟考，全火力覆盖
日常学习所需 北美外教一对一指导，区域名

师属地化直播、录播讲授，高
分高能多样选择

自然拼读法、核心词汇讲解、习惯用语、
微课、国际音标、儿歌，10000+原创视
听内容丰富学习资源

同步27种类教材版本，配套课文听力、课文演绎、

单词讲解视频、主题拓展视频、重点句型演练等

全方位内容

所有视频教学内容外教母语教学，打造
沉浸式语言环境

优质教学内容

Core strengths



国家备案

“聪明米奇”平台经教育部备案通过，网络备案

号为教 APP 备 3100067 号， 并且平台为教育部国家数

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国际级资源汇聚试点合作单位。

“聪明米奇”平台符合教育部相关资质（ICP 备

案、信息安全管理、用户服务协议备案等）。目前已完

成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技术对接，积极申请

为国家教育扶贫项目志愿单位。

教育部中央电教馆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
共服务体系国家级资源汇聚试点单位National record



国家备案

National record

教育部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备案认
证单位（教APP备3100067号）



国家备案

National record

教育部全国校外线上培训管理备案认证
单位白名单机构



国家备案

National record

上海市中小学校外线上文化学科培训机构
备案认证单位



2019年1月30日，专家组对“聪明米奇”线上英

语教育平台进行鉴定。专家组鉴定意见：该平台的研究

成果对于当前中国K12英语教育具有重要价值。

“聪明米奇”线上教育平台能科学、有效的服务

教育教学等，建议在中小学进行试点推广。

专家组名单：龚亚夫（人民教育出版社英语室主

任，编审）、王本中（教育部资源建设委员会专家组成

员）、蒋鸣和（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张

惠雯、张雪梅、徐庆民、赵美娟、汪婧、胡加圣。

教育部国家级专家认证
国家备案

National record



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战略合作伙
伴单位、英语教学基地

上海千逊科技有限公司为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理事会

理事单位、全国红军小学英语教学基地。

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于2007年由前中央领导李瑞环同

志和老革命家亲属倡导发起。迟浩田，顾秀莲、万海峰、李铁

映任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理事会荣誉理事长，李肇星任名誉

理事长。耿莹担任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理事会理事长、苏希胜任

副理事长。

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300所红军小学的建设，覆盖了

我国29个省市革命老区，成为我国著名的红色教育品牌。习近

平总书记要求红军小学的同学们“多了解中国革命、建设、改

革的历史知识，多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热爱党、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国家备案

National record



案例分析-智慧教研

Case analysis



案例分析-精准扶贫

Case analysis



   结合聪明米奇在线英语教育平台推广部署计划，认定2-5
各典型区域、10所标杆学校、百堂示范课程，汇聚优秀案例，
推广典型经验。
        建立2-5个典型区域。通过推荐遴选本省不同地区的典型
区域，培育一系列聪明米奇在线英语教育平台整体推进的样本
区，探索在乡村地区、欠发达地区利用聪明米奇在线英语教育
平台供给的典型路径，为同类区域的发展提供参照，引领全省
中小学英语教学提质升级发展。
       培育10所标杆学校。分批组织遴选本省不同地区的中小学，
探索在信息化条件下实现差异化教学、个性化学习、精细化管
理、智能化服务的典型途径。
        遴选百堂示范课例。汇聚本省中小学英语资源课堂共享平
台、聪明米奇在线英语教育平台等资源，以“一师一优课、一
课一名师”活动、本省中小学英语教学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设定专门制作标准和评价标，遴选百堂优秀课堂教学案例。
           汇聚推广优秀案例。总结典型经验，汇聚优秀案例，分
批发布英语教育信息化创新应用系列案例集，并通过在本省教
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各地市电视台等渠道开设专门栏目、召
开现场会、举办应用展览活动等方式进行推广。

本省部署方案

Deployment plan



案例分析-民办学校、培训机构

Case analysis

1、塑造品牌，加速招生

（1）树立双语外教教学品牌形象，引领双师制课堂

实现差异化竞争

（2）树立以数据支撑教学的品牌形象，以数据支撑

教学决策，打造智慧数字课堂实差异化竞争

（3）借助教育部影响力，帮助学校提升公信力

（4）学生的学习成绩和语言能力提高，用实力竞争

2、降低学校、机构运营成本

（1）节约外教成本

（2）节约教师资源（减少对个别专职老师依赖）

3、帮助学校、机构增收创效

（1）聪明米奇在线英语教育平台和学校是合作关系，

其费用不高，但是对教学帮助很大，并且我们可将一

部分学费直接与校方返还，实现共赢。此外，这个学

生毕业以后在软件上的付费也与学校持续相关。

（2）学校可以借助聪明米奇开设第二课堂或兴趣课

堂，自主定价，持续创收。



聪明米奇在线英语教育平台本省推广部署计划路线图本省部署方案

Deployment plan



合作伙伴

Cooperative Partner



合作伙伴

Cooperative 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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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1818弄53号2楼 
电话：021-34780877
网址：www.smartmick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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