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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in the private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has been 

commonly used effective means of teaching in the past, English teachers have obvious teaching 

effect and experience summary. In 2019, contemporary have such a hot topic: the layman said 

TMALL, Jing Dong, big data, e-commerce and O2O. Insiders say who has a mobile phone client 

traffic that she can dominate everything in RMB. Scene teaching method in the future, based on 

traffic data, because of its active to stimulate students' money, stimulate students' sensory 

perception, stimulate learners' learning desire and research is of great value, therefore, in the present 

English teaching research in traffic data, into a classroom scenario teaching of the course is the 

author tries to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based on traffic data of English 

teaching, in addition, I also hope that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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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过去，情景教学法在民办学院英语教学中，一直是英语教师常用的教学有效手段，

具有明显的教学效果与经验总结。当代，2018 年，有这样的一个热门话题：外行人说淘宝，

京东，大数据， 电子商务以及 O2O.内行人说谁占有手机客户端流量，谁主宰万能的人民币。

未来，基于流量数据的情景教学法，因其主动的激发学生的金钱欲，激发学生的感觉器官感

知，激发学习者的求知欲望，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因此，在现英语教学中研究流量数据的走

向，融入到课堂情景教学的课程中是笔者试图探讨基于流量数据的英语教学情景教学法的应

用，此外，笔者也希望本论文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些参考英语教学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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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时下，关于高职院校大学英语教学的现状及其分析 

高职院校学生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参加高职升学考试，从中专、技校、职业中学升

入高职院校的学生；这部分学生在中专学习期间积累了一定的电商知识与 IT 英语的知识背景，

对电脑手机流量数据的趋向性比较敏感。如，数据流量的体现方式，排名等。另一部分学生

是经过正式的高考录取的普通高中毕业生， 学生具有一定的 IT 英语基础和知识，但整体水

平不高。目前高职院校的学生底子薄弱，英语基础差、不能内化为自己的东西。情景教学法

能够使学生动起来，有如身临其境，流量数据的指向性，能给与学生实践性的指导。很多学

生想学，从心理上惧怕英语，在学习上缺乏主动性，习惯被动学习，进入高校后，没有高考

的压力，这种状况就更为突出。高职院校的教师普遍年轻，教学经验不足由于扩招，很多高

职院校为了壮大自身的师资队伍，连年从本科院校新进了许多应届毕业生。由于教学经验相

对不足，许多年轻教师在教学方法上基本都是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基于流量数据的情景教

学法孕育而生。 

 
Who are the that guilds ? Do they a salesman ? 

Who is the best one ? Do you know someone there? 

Do u think u could be the one who can 

presenting some products very well ? 

OH! Please help me one thing, come 

back, Focusing here! 

 

新课标要求教学要“以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学生群体端流量的指向性以及英语教

学情景教学法被广泛推广。与其他方法相比，学生群体端流量的指向性为人们交流生活经济

等提供了判断的便利，情景教学法则是一种创新的传统做法。更重要的是，它符合学生获自

然人的生理和心理发展的需要。情景教学法不但帮助学生摆脱了枯燥的机械专业教学风格，

并打开一个生动，舒适的环境，并提前给予了学生们乃至未成年人们巨大的物质成就感收获，

在知识的运用中获得市场认可，毫无疑问，有效地处理课堂教学情景教学法，依托手机客户

端的流量魅力，做到产教相融合，是实实在在的实操，收益，双赢！但情景教学法是什么？

流量应用平台该怎么融入并给予授教者重要的数据参考？“情景教学方法是一种方法选择，安

排，并提出语言项目的情况。换句话说，情景教学法是指创造和提供足够的现实的或人工的

场景，建立其教学目标，围绕学生的生活，培养学生的目的“听，说，读，写能力的实际指挥。

对于民办学院教师，关键是让学生听，说，读，写在合适的模拟实训现实情况。情景教学法

的中心目标很清楚，是来练习语言的情况下，通过丰富多彩的真实性流量输出模拟英语交易

活动，提出和实践在现实活动中相一致的新的教学点。设计的主要技术在实践中，反之也成

立。一般来说，教师带有目的性地预先通过成立各种模拟管理信息，而后使用真实的网络交

易平台，通过 CHAT 聊天，故事，歌曲，图片，游戏交易手段等实现流量，资金的流进与支

出。当在英语教学中，教师采用情景教学法，结构通常在日常商务英语句型和词汇，以及贸

易术语之间切换。以学习者为中心，以趋向性的数据判断的一种全新理念，是打破以往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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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空间、内容的人为割裂，把各固定学生群体限制范围内的趋向性选择、自然的内在联

系运用、发挥起来，让教学与学习更符合时代特征、自然、生活的要求，更多地吸纳社会、

自然、生活中的精华，提升自己的素质。情景教学法在现英语教学中有许多优点，它可以从

几个方面提高他们的参与积极性，激发学生的认知，满足感等。正如我们都知道，“教育乃百

年大计，她基于流量数据的情景教学法实质是依托社会服务于国家，是社会发展的一种产物，

兴趣与效益是最好的老师。”它是为学生的发展的驱动力。第二，它可以提前培养学生在涉外

管理事务中的实践能力。对于学生的终极目标，掌握一门英语，不一定能转换成收益，学习

是为了创造社会和个人价值，不一定是金钱收益，在流量的背后，个人价值的体现与成功是

这种教学法成功的关键因素。情景教学法强调实际运用英语的能力。因此，英语教学需要的

教学内容设置在一个特定的语言环境。根据一定的教材内容，网络交易平台，教师应始终建

立一个可行的和合适的语境。第三，它可以降低教学的难度，使学生对教师产生崇拜感。 

2. 手机流量化情景教学法在现英语教学中的运用 

“流量数据的情景”是什么？她是手机应用程序 APP，如有道翻译词典，原网页设计的一

种应用程序，现为手机客户端。所谓情景是基于某一种目的而产生的综合排名，投票，自动

的数据分析表，包括年，月，日等。手机流量化与情景教学法之间是什么关系？笔者认为流

量化是情景教学法的依据之一，载体之一。在英语教学的过程当中，学生常常会不可避免的

使用手机，看电脑，接受各种数据，流量的指引，看视频，融入虚拟场景并假想自己在具体

的场合或准实时场景。这就是手机流量与情景教学法的结合，由于它是有别于传统的方法，

我们应该分析其可行性，并知道如何去适应原则或规则，从而创造合适的教学情况。 我们知

道，在现民办学院英语教学中，英语基础较为薄弱的学生大有人在，很多学生能懂得使用有

道翻译软件拼出单词，却不能正确地写出单词。原因在于手机软件程序的设计上，如有道词

典，它根据一定的软件程序法则，把正确单词以最简洁的方式导向或指向了使用者的对象当

中。 

 
为什么“流量数据的情景”能使学生从不确定某一个单词到会使用这个单词？我们应该做

的第一步是探索情景教学法的可行性。情景教学法是一种教学方法，他是一种模拟的正确的

并已经过反复论证与实践，知道结果的教学管理方法，有效的教学管理和原则，可以为学生

提供一个生动的英语教学和学习环境。能多地进行听、说、读、写训练。这是一般情景教学

的意义，1.模拟场景问题教育,以目的为动力,产生强烈的愿望和求知欲,从而积极主动地去学习。

如果学生对学习目的、意义缺乏正确的认识,教师无论花费多大的气力,也难以得到良好的教学

效果。2. 个人努力价值的认可式教育，施教之功,贵在引导。教师应始终以学生为主要对象,

精讲多练,循循善诱,凡学生能自己去想、去做的,教师不要去代劳。3. 情景教学法，著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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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吕淑湘先生也指出:“教学,教学,就是教学生学,主要不是把现成的知识教给学生,而是把学习

方法教给学生,学生就可受用一辈子。”从上我们可以知道，情景教学法有意义，是建立在学

生或用户们知道未来结果的情况下进行的一系列模拟教学活动，就好比在有道词典里，我知

道要查的单词，但是如果学生不知道自己要的是哪个单词，那新的问题来了，如何在未知结

果与对象的情况下找到合适的答案？单词？方法？ 

基于“流量数据的情景”教学法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使教学方法在数据的指引下，呈现

出多个情景或结果，更符合我们在处理现实问题唯一性与解决问题办法的多样性。这就好比，

学生要在有道词典查出困难一词，在词典中，会由常用的数据量告诉学生，有 1 difficulty 2 hard 

3 trouble 三个选择，结果与答案不是唯一！现代电脑器材以及报关 key,交易平台是直接，经

济和有效的方式来建立教学场景，可以使教学活动的比喻，有趣，交际。涌现出更多的选择

性，但这些选择都是数据式，仅用于参考或指引用户到某一选择。当学生接触英语的开头，

它不能避免，他们将干扰他们的母语，英语表达中国模式。视听器材链路的语言的真正目标，

加快教学过程。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们不仅观察器官感的场景，也可以激起他们求知若渴。

民办学院学生在性格上活跃，注意力多数容易分散，尤其是在学习英语的时候，他们会感到

单调乏味的工作。在此利益原则不仅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也提高教学质量的效率。

合理原则，场景必须与日常管理经济类生活紧密相连，民办学院学生熟悉。因此，教学情景

设计场景更加逼真的目的，应该是合理的。多样性原则，由于英语教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受各种因素影响，多元化的教学计划，可能会引起各种多元化学习成果。单一的教学材

料不能与所有的教学情况，因此，我们鼓励教师利用各种教学材料设立的具体场景，以“流量

数据的情景”教学法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使教学方法在数据的指引下，呈现出多个情景或结

果，供给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的场景下做出最合适的判断与选择。 

3. 结语 

基于流量数据的情景教学法，因其主动的激发学生的感觉器官感知，激发学习者的求知

欲望。很显然，他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因此，在现英语教学中这种激发价值得到了体现和

重用。基于流量的情景教学法在现英语教学中取得良好的效果。良好真实的教学情景（需要

强大的社会工作经验以及敏锐的经济嗅觉），不仅可以清楚地传达了教学内容，而且还激活

学生的求知若渴。最终的目标是提前培养学生的综合技能，并促使他们养成良好的成长，使

得民办学院学生更具活力，有别于普通高校学生，真真做到了教书育人。在本文中，笔者试

图探讨基于流量数据的英语教学情景教学法的应用，此外，笔者也希望本论文的研究可以提

供一些参考英语教学的功能。从上面的讨论，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基于客户端流量的情景教

学法是以英语有道词典为例子，有利于现民办学院学生与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取得良好的效果，

做到产教结合，符合国家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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