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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obile learning, as a new digital learning model, improves teaching efficiency; and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ized teaching platform. Taking phonetic teach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smart phone-based mobile learning system 

on English pronunciation teaching. After comparative experiment, the statistics shows that 

integrating mobile learning into traditional phonetic teach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phonetic level; develops their phonological awareness and sense of language. Results from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s indicate that first-year students lack a sufficient knowledge of mobile 

learning; before the activities, teachers’ guidance is needed. During the process, teachers’ remote 

monitoring, strategic instruction an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re also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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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移动学习作为一种新型数字化学习方式,可以提高教学效率，促进信息化教学平台

建设。本文以英语语音教学为例，研究基于Android平台的移动学习系统对英语语音教学的促

进作用。历经十四周对比实验表明：传统教学与移动学习相结合更能有效提高学生语音水平，

培养其语音意识与语感。问卷和访谈结果显示大一学生对移动学习认识不足，在移动学习前

需要教师指导，过程中需要教师的远程监控、策略指导及心理疏导。 

1．引言 

语言是传递人类思想和交流感情的重要工具；语音作为语言的必要组成成分, 也当属于

语言能力的范畴。[1]掌握一门语言准确的发音不仅可以运用它来准确表达思想，也有利于捕

捉确切的信息。因此，语音教学在整个英语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 纵观大学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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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语音教学的现状，一方面,语音在英语教学中被长期忽视； 另一方面，传统课堂的诸多问

题导致语音教学效果不佳。2012 年教育部发布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

指出要推进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建设智能化教学环境，鼓励学生利用信息手段主动学习、

自主学习、合作学习。这份规划使我们看到将现代技术运用于教学中是未来教育发展的总体

趋势。 

2. 移动学习 

移动学习的研究最早始于美国，1994年卡内基梅隆大学开展了Wire Andrew研究项目，使

校内师生享受到网络时代移动学习所带来的便捷，开创了这一研究的先河。目前移动学习没

有统一的概念，本文倾向于从技术和学习者两种方面来定义：即指以手持设备为媒介, 可随

时随地进行的学习,可以是正规学习,也可以是非正规学习 。移动学习模式尤其适合语言学习, 

最早研究采用移动学习模式学习语言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随后，杜克大学和日本德岛大学

都开展了利用移动技术辅助外语教学的研究，利用各种移动设备进行阅读、词汇、口语和听

力教学，移动技术连接课堂内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国移动学习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

迅速。2000年Desmond Keegan的报告《学习的未来：从数字学习到移动学习》首次将这一概

念引入中国，从此开启国内移动学习研究序幕。[2] 国内学者桂清扬最早指出：M-Learning

是继E-learning之后产生的一种新的远程学习方式，是中国外语学习的未来。[3]  

3. 大学英语语音教学的现状及问题 

长期以来，传统的英语专业教学模式以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作为重心，讲授语音、语法、

词汇等系统语言知识，忽视了学生的语用能力。在许多高校的专业课授课中，教师的授课只

停留在语言形式的层面上，要求学生反复掌握语法规则，把语言视为一种静态的事物，没有

让学生理解语言本质；这就造成了许多学生虽然掌握大量语言知识，但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

却未能得到有效的提高。在我国，外语领域的口语测试也只是在最近十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

和对外交流的增多才被提到英语教学的议事日程上来；起步较晚。英语专业的四级口试1994

年试点, 1999年正式向全国推行；而专业八级口语测试2001年才开始实行；或许是由于起步晚，

我国英语专业的口语测试中存在许多的问题。[4]  

4. 将手机移动学习融入语音教学 

4.1 可行性分析 

中国手机网民的规模。CNNIC在京发布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2015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68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94亿，网民上网设备中，手机

使用率达88.9%，继续保持上网第一大终端的地位。这些数据说明中国人，其中包括许多大学

生更倾向于运用智能手机上网及处理事务，这为智能手机成为移动学习工具，支持英语教学

提供了硬件基础。智能手机的多项功能，如：下载学习软件。目前，通过手机可以下载的英

语学习软件有许多，类型也十分丰富：音标学习软件、英语单词学习软件，口语学习软件，

语法学习软件，阅读学习软件，英语游戏等。多媒体功能。智能手机支持拍照、录像、录音

和音频视频播放等媒体功能。学生可以利用录音功能把自己的口语练习过程录下，通过软件

与范例进行对比。好的语音学习软件甚至可以即时对录音进行打分和提供及时反馈。远程沟

通功能。智能手机支持QQ，微信等聊天工具，以及微博等信息分享平台。教师可以利用微信

的语音短信功能发布通知，发起话题讨论，进行指导，甚至可以监控学生学习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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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研究对象与实验过程 

对象为珠海某高校电子信息专业一年级两个自然班，共67人（实验班34人，对照班33人）。

实验班学生均下载安装语音训练软件“英语流利说”。对照班无要求。实施过程为14周。由于

没有设专门的语音课，语音教学内容在英语口语课上完成，每周两学时；每次老师对语音知

识做一个专题培训，约15分钟。前五周培训涉及音位发音，后九周集中在超音位语音上，即

重音(stress)、语调(intonation)、节奏(rhythm)、弱读(weak forms)、连读(linking)、减音(reductions)

等。两个班的教师及教学内容相同，不同的是向实验班灌输移动学习理念；详细介绍手机语

音训练软件的功能及使用步骤；从第一周开始要求实验班利用该软件进行移动学习，每周至

少三次，每次时间累计不少于20分钟, 具体学习时间和地点由学生决定。并要求他们每周周

末将训练结果通过微信发给教师。 

4.3 研究工具 

4.3.1 语音试卷：为了检验学习效果，进行了实验前和实验后测试，两套题题型和难度一

样。题目分四个部分：20个英标（元音10个，辅音10个），20个单词，10个句子，一篇短文。

由于语音评分具有一定主观性，考试由三位具有四六级口语考试考官资格的教师同时评分；

针对前测成绩进行了肯德尔和谐系数分析（Kendall’s w =0.913），发现三位的评分一致性较

高。4.3.2 问卷：这批学生学期末完成了一份调查问卷；部分学生还接受了笔者访谈。问卷分

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调查学生对语音学习的态度和看法，第二部分调查学生对移动学习的认

识和看法。在正式调查前，问卷进行试用，根据反馈对问卷中测量项目进行了修正。 

5 结果与分析 

5.1 两班班内与班间前后测试成绩对比 

从表1看，两班前测平均分十分接近，学期初语音程度在同一水平。后测显示两班相对前

测都有进步，前后两次测试的T检验结果显示两班都有显著性差异，可以说经过14周的语音学

习和训练，两班都有明显的进步。（实验班 t = 7.675，控制班t = 5.163）。 

表1  班内前测与后测T检验结果 

 前测 后测 班内T检验 

总人数 = 67  平均分 标准差 平均分 标准差 t p 

实验班 = 34 64.35 6.332 85.71 5.824 7.675 0.000 

控制班 = 33 63.88 7.873 76.52 6.869 5.163 0.000 

     

值得注意的是，表2显示实验班的后测成绩高于控制班，且两班之间在后测成绩上有显著

性的差异（t = 4.235），也可以说虽然两班都有进步，但实验班同学学习更加有效果，进步更

为明显。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教师为主导的传统语音知识讲解，结合借助手机软件移动

学习后的英语语音训练方式能更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英语发音质量。 

表2 班间后测T检验结果 

 后测试 组间T检验 

总人数= 67  平均分 标准差 t p 

实验班= 34 85.71 5.824 
4.235 0.000 

控制班= 33 76.52 6.869 

5.2 实验班高分与低分组移动学习次数与时间对比 

通过对学生每周微信反馈信息（学习次数及时间）的统计，发现实验班高分组4名同学与

低分组的4名同学进行移动学习的次数上有差异。表3显示：高分组同学每周平均训练9.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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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训练时间达到21.5分钟；而低分组的同学平均每周训练约2.75次，每次18.5分钟，仅达到

老师的基本要求。很显然高分组每周用在语音训练上的时间比低分组要多。这也验证了有学

者提出的语音训练的程度对学习效果会产生影响，语音成功者比不成功者接受的语音训练更

多。 

表3 高分与低分组每周平均学习次数及每次平均时间 

 后测平均分 每周平均次数 每次平均时间 

高分组 92.5 9.50次 21.5分钟 

低分组 71.5 2.75次 18.5分钟 

6. 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 

问卷发放67份，全部收回, 均有效。根据问卷和访谈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6.1 大一新生对移动学习了解程度较低。 

问卷显示只有45%的同学在进入大学前，听过“移动学习”这个学习概念并对此有所了解。

这一结果比王伟等[5]的调查结果要稍好一些，他们的调查中98%学生第一次听“移动学习”这

一概念。两次调查相距五年，学生在这段时间对移动学习的认识有所提高。访谈中我们了解

到高中应试教育影响较大，手机、手提电脑及掌上电脑被认为会分散注意力，在高中不提倡

使用。因此针对大一同学，教师开展移动学习活动前，应该全面介绍相关理念，并对移动学

习策略和方法进行培训。 

6.2 对移动学习的热情高，认为对语音学习有促进作用。 

问卷中有93%的同学，其中包括对照组的同学，表示对移动学习感兴趣，认为对语音学

习有促进作用。通过访谈了解到对照班同学虽然这次没有加入到语音移动学习的活动中，但

大部分表示如果有机会很愿意参与。实验班的同学们表示移动学习减缓了他们在传统课堂出

现的焦虑和紧张的情绪，增加了他们大声大胆练习语音的机会，82%的同学认为传统教学方

式与移动学习相结合，效率事半功倍。 

6.3 对于新生，移动学习过程中需要老师的监控和指导。 

问卷结果表明87%的学生认为移动学习需要老师的监控。访谈中了解到实验班大部分学

生认为每周发微信向老师汇报学习情况很有必要，对学习有督促作用。低分组四位同学一致

认为这种做法对于他们尤为重要，因为学习自主性较差。因此，移动学习过程中，教师应利

用现代技术对学生学习进行远程的监控和指导，以确保移动学习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连续性，

学生注意力集中，知识印象清晰；如出现焦虑的情绪，教师应适时针对个别学生作有效的学

习策略指导与心理方面的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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