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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易混淆用错的地方,并通过对大量的实例进行比较,辨明了各种用法差异和正误说法。书

中还对高中英语的句型和某些疑难点做了详细的分析,并以独特的形式列出其特点、相互间的

不同之处及具体用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对高中英语教学质量的要求会越来越高,高中学生英语知识面会越

来越广,因此,本书还对高中英语语法知识和用法要点做了适当超前的拓展。书中涉及了个别

高中英语新课标中没有包含的,但从更高的要求来说,高中学生应了解并掌握的语法知识和惯

用法,为广大高中生平时学习和高考复习扩大了知识空间,提供了知识储备,使他们成竹在胸,
游刃有余。

书中的经典考题大都是历届全真高考试题,覆盖面广,具有一定深度,通过专项练习,能熟

悉高考题型,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提高英语总体水平。
本书的编写,是我们长期英语教学和研究的结晶,并加以不断完善,不断深化,以期为我国

高中学生提供一本内容翔实、切实解决问题的英语语法工具书,使他们尽快地学好英语,给他

们未来的人生之路遮一片阴凉,送一泓清泉。
本书可供广大高中学生平时学习遇到问题时专项查询,攻克难点、考点,也可作系统阅读,

以求全面掌握。
本书的编写曾得到了胡开杰先生的帮助,特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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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名 词

名词的定义和种类 1
1-1 定义

名词是表示人、事物及抽象概念名称的词,例如:mother(母亲),kindness(和善),silk(丝),
China(中国)。
1-2 种类

名词按其意义可分为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两大类。
1) 普通名词

普通名词表示某类人或某类事物的名称,或者指某种抽象概念。普通名词又可分为四类,见
下表:

类 别 定  义 例  词

个体名词 单个的人或事物的名称 tree树,city城市,teacher教师,picture图画,kid
孩子

集体名词 一群人或一些事物的总称

class一个班级的学生,family 家人,people 人

民,faculty 全体教职员,crew 全体船员,team
团队,group 组,committee 委 员 会,police 警

察,army部队

物质名词
无法分为个体的材料、物质、饮料、
食品、气体、液体、金属等的名称

paper纸,bread 面包,light光,steel钢,cloth
布,food食物,gas气体,gold黄金,wool羊毛,
meat肉

抽象名词
品质、情 感、状 态、动 作 等 的 抽 象
概念

truth真理,snowfall降雪,health 健康,money
钱,music音乐,honesty诚实,honor荣誉,love
爱,thirsty口渴,geography地理

(1)集体名词作主语时,如作整体看待,谓语动词用单数,如指一个个成员,谓语动词用复数。详见
本书第二十三章。

  Theclassisfortheplan.全班都赞同这个计划。
Theclassarewaitingforher.全班学生都在等她。

é

ë
êê

Myfamilyisveryclose.我们一家人的关系都很亲密。
Myfamilyarealltall.我一家人个子都很高。

é

ë
êê

(2)people,family,class,team,group等集体名词,一般只有单数形式,但也可用作个体名词,可
有复数形式。

  apeople一个民族             thepeoplesofAsia亚洲各民族

alargefamily一个大家庭 twoclasses2个班级

threeteams3支队伍 fourgroups4个小组
(3)从可数性方面看,名词分为可数名词与不可数名词。个体名词和集体名词是可以计数的,属于

可数名词,有单复数之分,但有一些集体名词只有单数形式,而且常与定冠词连用,如:thepub-
lic,theproletariat,thegentry;物质名词和抽象名词通常是不可计数的,属于不可数名词,一
般只用单数形式。

2) 专有名词
专有名词表示人名、地名、机构名、书名、日期名、节日、某一事物等的专有名称,首字母一般要

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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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na戴安娜 London伦敦

APEC 亚太经合组织 FIFA 国际足球联盟

LostandFound失物招领处 theSpringFestival春节

ChristmasDay圣诞节 theChangjiangRiver长江

TreasureIsland 《金银岛》(小说名) TheFirstSnow 《初雪》(乐曲名)
专有名词的首字母必须大写,但其中的虚词(介词、冠词、连词)的首字母一般不大写。如果介词、冠词、连词位于小说、诗
歌等文学艺术作品的专有名词之首,则要大写。另外,在专有名词的所有字母都大写时,介词、冠词、连词也必须大写。

3) 名词种类的相互转化
名词的分类不是绝对的,往往可以相互转化,如在下文中,有些普通名词既可作可数名词,又

可作不可数名词。
(1)danger和adanger

有些抽象名词可以转换为个体名词,指可以计数的具体人或物,被a/an修饰。
  beauty美 →abeauty美人 science科学 →ascience一门科学

pity怜悯 →apity令人惋惜的事 danger危险 →adanger危险的人或物

failure失败 →afailure失败的人或事 success成功 →asuccess成功的人或事

regret遗憾 →aregret令人遗憾的事 joy高兴 →ajoy令人高兴的人或事

envy羡慕 →anenvy令人羡慕的人或事

surprise惊讶 →asurprise令人感到惊讶的人或事

pleasure快乐 →apleasure令人高兴的事

worry烦恼 →aworry令人烦恼的人或事

shock吃惊 →ashock令人吃惊的事

comfort安慰 →acomfort令人安慰的人或事

honor荣誉 →anhonor令人感到荣耀的人或事

shame耻辱 →ashame令人感到可耻的人或事

wonder惊异 →awonder令人惊异/疑惑的人或事

business商业,生意(dobusinesswithmanycountries)→asmallbusiness一家小商行

Heisagreathonortothefamily.他是全家的骄傲。
Ifindgreatpleasureingoingtothecinema.我觉得看电影很开心。(抽象名词)
Itsapleasuretoteachher.
Sheisapleasuretoteach.教她真是件乐事。(可数名词)

é

ë

ê
ê
ê

Hehatesemptytalk.他讨厌空谈。
Hehadalongtalkwithher.他同她进行了一次长谈。

é

ë
êê

(2)time和times
有些抽象名词、个体名词或集体名词的复数形式,往往具有不同的含义或含义更多。

  time时间→times次数,时代,时期  spirit精神→spirits情绪,酒精

force力→forces军队 work工作→works工厂,工程

pain痛苦→pains辛苦 look看→looks外貌

part部分→parts部分,才能 people人们→peoples民族

game游戏→games游戏,运动会 manner方式→manners方式,礼貌

letter字母→letters字母,文学,证书 thing事物→things事物,形势,情况

compass罗盘→compasses罗盘,圆规 correction改正→corrections批改的地方

weakness软弱,虚弱→weaknesses缺点,弱点

strength力量,长处→strengths长处,优点

space空间→twospaces(词间、行间的)两个空格→aspace一个场地,一点空间

 比较:
Timeflies.光阴似箭。(指时间,抽象概念)
Theygotherethreetimesamonth.他们一个月去那里3次。(指次数)
Whatwonderfultimeswearelivingin! 我们生活在多么了不起的时代啊! (指时代、境况)

é

ë

ê
ê
ê

Lighttravelsfasterthansound.光比声音的速度快。
Lightsareout.灯熄了。

é

ë
ê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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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ope和hopes
有些抽象名词可用复数形式,表示具体的事物或数量多。

  hope希望→hopes(各种)希望 interest兴趣→interests(多种)兴趣,利益

hardship艰难→hardships艰难困苦 difficulty困难→difficulties(种种)困难

 比较:
Ihadgreatdifficulty(in)solvingtheproblem.我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困难。(抽象用法)
Hefacedmanydifficulties.他面临很多困难。(指种种具体困难)

é

ë
êê

(4)fruit和fruits
有些物质名词可用复数形式,表示类别或数量;各种水果的名称是可数名词,但指果肉、果汁

则是不可数的。
  fruit水果→fruits各种水果 fish鱼→fishes多种鱼

steel钢→steels多种钢 tea茶→teas多种茶

food食物→foods多种食品

Sheorderedtwolemons.她要了两个柠檬。
Sheorderedsomelemon.她要了一些柠檬汁。
é

ë
êê

(5)snow和snows
有些物质名词的复数形式表示不同的含义。

  green绿色→greens青菜 ash灰→ashes废墟,骨灰

snow雪→snows积雪,多场雪 wind风→winds大风,多场风

cloth布→clothes衣服 rain雨→rains大雨,洪水

paper纸→papers报纸,文件,论文 glass玻璃→glasses玻璃杯,眼镜

sand沙子→sands沙滩,沙堆,沙漠

water水→waters大片水域(海水,湖水,河水)
Theriverisrisingaftertherains.几场大雨后河水涨了。
Wecouldseesnowshereinwinter.冬天我们在这里能看见雪景。

 比较:

iron铁→
irons镣铐

aniron一块烙铁

anelectriciron一个电熨斗

é

ë

ê
ê
ê

CanIhaveasheetofpaper? 我可以拿一张纸吗?
Howmanypapersdoyoutake? 你订了几份报纸?

é

ë
êê

(6)rain和arain
有些物质名词可以转化为可数名词,表示可数概念(有些意义上有改变)。

  rain雨→arain一场雨 wind风→astrongwind一场大风

snow雪→asnow一场雪 glass玻璃→aglass一个玻璃杯

tea茶→atea一杯茶 beer啤酒→abeer一瓶啤酒

cloth布→acloth擦桌布

paper纸→apaper一张报纸,一篇论文,一张试卷

coffee咖啡→acoffee一杯咖啡→coffees多杯咖啡

Whichdoyoulikebetter,teaorcoffee? 茶和咖啡,你更喜欢哪一样?
Twocoffees,please.请来2杯咖啡。

(7)aboat和byboat
有些个体名词可以转换为抽象名词。

  aboat一条小船→comebyboat乘船来

aplane一架飞机→gobyplane乘飞机去

aroom 一个房间→muchroom 许多空间

awonder一个奇迹→fullofwonder充满惊奇

ayouth一个(男)青年→youth青春

apresent一件礼物→present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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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
Shesawarabbitrunintotheroom.她看见一只兔子跑到房间里去了。(兔子)
Shelikestoeatrabbit.她喜欢吃兔肉。(兔肉)
é

ë
êê

Heputhishandsup.他举手投降。
Heputhishandup.他举手以引起注意。

é

ë
êê

ShewenttoseethesightsoftheWestLake.她去游览西湖的风景。(风景)
Shehasnear/shortsight.她患了近视。(视力)
é

ë
êê

Therewerethreesurvivalsintheaccident.事故中有3个幸存者。(幸存者)
Thesurvivalofthefittestisthelawofnature.适者生存是自然界的规律。(生存)

é

ë
êê

(8)Mary和threeMarys
专有名词可以转换为个体名词。

  TherearethreeMarysandtwoTomsintheclass.这个班上有3个玛丽和2个汤姆。
OneMaylater,allwasdifferent.过了一个5月,一切都变了。
ARogerisaskingtoseeyou.一个名叫罗杰的人要见你。
TheyoungmanwishestobeaThomasEdison.那个青年渴望成为托马斯·爱迪生那样的人。

4) “a+单位量词+of+物质名词/抽象名词”→物质名词、抽象名词量的表示法
物质名词和抽象名词一般没有单复数之分,表示具体数量时,要用“a+单位量词+of+物质名

词/抽象名词”结构,物质名词、抽象名词只用单数。of后的名词也可以是可数名词,要用复数形
式。表示单位的量词可分为下面几种。
(1)一般单位量词

常用的有piece,item,pair,bit,article,slice等,搭配能力最强。
  apieceofnews一条新闻        apieceofchalk一支粉笔

apieceofmusic一段乐曲 apieceofcloth一块布

apieceofpaper一张纸 apieceofadvice一条建议

apieceofmeat一块肉 apieceofcake一块蛋糕

apieceoffurniture一件家具 apieceofwork一份工作

anitemofinformation一条消息 anitem/articleofclothing一件衣服

abit/sliceofcake一(小)块蛋糕 aslice/pieceofbread一片面包

abitofadvice一点建议 abitofbread一点面包

anarticleofdailyuse一件日用品 anarticleofclothes一件衣服

abitofwood一块木头 anarticleofluggage一件行李

apairoftrousers一条裤子 apairofshoes一双鞋

apairofglasses一副眼镜 apairofshots一条短裤

aninterestingitemofnews一条有趣的新闻
(2)容积单位量词

常用的有:glass,cup,bag,box,bottle,basin,pile,basket,pail,room,basketful,spoonful,
roomful,armful等。这类单位量词可修饰不可数名词或可数名词。
  abottleofink一瓶墨水 abottleofwine一瓶酒

aglassofbeer一瓶啤酒 abagofflour一袋面粉

aboxofpencils一盒铅笔 abagofsand一袋沙子

acupoftea一杯茶 abasinofwater一盆水

aroomofpeople一屋子人 apileofplates一堆碟子

apileofbooks一堆书 abasketofeggs一篮鸡蛋

abusofpupils一车小学生 aroomfulofclothes一屋子衣服

anarmfulofwood一抱木柴 aspoonfulofsugar一匙糖

abasketfuloffruit一篮水果 apailofwater一桶水
(3)形状单位量词

常用的有:loaf,row,ball,grain,sheet,mountain,drop,block,bar等。
  aloafofbread一条面包 arowoftrees一排树

arowofhouses一排房子 aballofstring一团线

❙▶ 课本中不会教你的 高中英语语法讲座与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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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ainofsand一粒沙 agrainofrice一粒稻谷

asheetofpaper一张纸 alineofcoats一排大衣

asheetofglass一张玻璃 amountainofrubbish一大堆垃圾

adropofrain一滴雨 adropofblood一滴血

ablockofice一块冰 abarofchocolate一块巧克力

abarofsoap一块肥皂 abarofgold一根金条

amountainofdirtyclothes一大堆脏衣服
(4)度量单位量词

常用的有:ton,meter,inch,foot,yard,kilo/kilogram,gallon,pound,sum等。
  atonofsteel一吨钢 ameterofcloth一米布

aninchofland一英寸土地 afootofcloth一英尺布

ayardofcloth一码布 akilogramofoil一公斤油

agallonofgasoline一加仑汽油 apoundofmeat一磅肉

asumofmoney一笔钱
(5)部分单位量词

常用的有:part,portion,section,segment等。
  apartofthehouse房子的一部分 aportionofthebook书的一部分

asectionofthecity城市的一部分 asegmentoftheprogram 节目的片段
(6)集体单位量词

常用的有:group,team,crowd,throng,troop,swarm,gang,queue等。
  agroupoftrees一簇树 ateamofresearchers一组研究人员

acrowdofstudents一群学生 athrongofvisitors一群游人

atroopofmonkeys一群猴子 agangofrobbers一群抢劫犯

aqueueofpeople一列排队的人 aswarmofbees一群蜜蜂
(7)动态单位量词

常用的有:flash,burst,fit,flush,gust,rumble,peal,shower,roar等。
  aflashofhope一丝希望 aflashoflightening一道闪电

asuddenflashofwit机智的闪现 aburstoflaughter一阵大笑

aburstofthunder一阵雷鸣 aburstofapplause一阵掌声

afitoflaughter一阵笑 aflushofanger勃然大怒

afitofcoughing一阵咳嗽 agustofwind一阵风

agustofanger一阵怒火 arumbleofthunder雷声隆隆

apealofthunder一阵隆隆的雷声 apealoflaughter一阵笑声

ashowerofcriticism 一阵批评 ashowerofsparks一阵洒落的火花

①除用a/an外,这种结构中单位量词前可根据具体数量用two,three,some,several等,这时,
单位量词要用复数形式。
                             fourbasketsoforanges4篮橘子 threeboxesofeggs3箱鸡蛋

somebunchesofflowers几束花 twosetsoffurniture2套家具

②有些和数词连用,表示复数的单位名词,要用单数形式。
twodozeneggs2打鸡蛋 twentyheadofcattle20头牲口

名词的数 2
  可数名词有单数形式和复数形式,其中,复数形式分为规则变化和不规则变化两种。

第一章 名  词 ◀❙




	第一章 名词
	1 名词的定义和种类
	2 名词的数
	3 名词的所有格
	4 名词的性
	5 复合名词
	6 名词的用法
	7 名词的几种习惯搭配
	8 名词化
	9 名词的后缀
	10 几个疑难用法
	11 经典测试

	第二章 冠词
	1 不定冠词的用法
	2 定冠词的用法
	3 不用冠词的情况
	4 冠词的3种疑难结构
	5 几个疑难用法
	6 经典测试

	第三章 数词
	1 基数词
	2 序数词
	3 分数词
	4 小数的表示法
	5 百分数的表示法
	6 数学算式的表示法
	7 币制表示法
	8 倍数表示法
	9 温度表示法
	10 度量表示法
	11 时刻、时间、编号等的表示法
	12 数词的用法
	13 几个疑难用法
	14 经典测试

	第四章 代词
	1 代词的种类
	2 几个疑难用法
	3 经典测试

	第五章 形容词
	1 形容词的语法功能
	2 形容词在句中的位置
	3 形容词的比较等级
	4 几个疑难用法
	5 经典测试

	第六章 副词
	1 副词的分类
	2 副词在句中的位置
	3 副词的比较等级
	4 副词的语法功能
	5 几个疑难用法
	6 经典测试

	第七章 介词
	1 介词的宾语
	2 介词短语的用法
	3 常用介词用法要点
	4 常用介词搭配荟萃
	5 易混介词的用法比较
	6 几个疑难用法
	7 经典测试

	第八章 动词
	1 动词的种类
	2 几个疑难用法
	3 经典测试

	第九章 时态
	1 一般现在时
	2 现在进行时
	3 一般将来时
	4 将来进行时
	5 一般过去时
	6 过去进行时
	7 现在完成时
	8 现在完成进行时
	9 过去完成时
	10 过去完成进行时
	11 过去将来时
	12 将来完成时
	13 经典测试

	第十章 被动语态
	1 构成
	2 用法
	3 被动语态的疑难问题
	4 经典测试

	第十一章 虚拟语气
	1 虚拟语气的用法
	2 几个疑难用法
	3 经典测试

	第十二章 动词不定式
	1 构成与特点
	2 用法
	3 不定式的否定式
	4 不定式的被动语态
	5 不定式可以同哪些从句进行转换
	6 不带to的不定式
	7 不定式的疑难结构
	8 经典测试

	第十三章 分词
	1 构成与特点
	2 用法
	3 分词独立主格结构
	4 现在分词和动名词作定语的区别
	5 分词和不定式的用法比较
	6 generallyspeaking等独立作状语的分词短语
	7 veryexcited还是muchexcited
	8 垂悬分词问题
	9 现在分词还是动名词
	10 经典测试

	第十四章 动名词
	1 构成与特点
	2 用法
	3 动名词的逻辑主语与复合结构
	4 用动名词或不定式作宾语的动词、介词等
	5 几个疑难用法(不定式、分词和动名词)
	6 经典测试

	第十五章 句子的成分
	1 主语
	2 谓语
	3 宾语
	4 宾语补足语
	5 表语
	6 定语
	7 状语
	8 同位语
	9 独立成分
	10 经典测试

	第十六章 句子的分类
	1 陈述句
	2 疑问句
	3 祈使句
	4 感叹句
	5 therebe结构
	6 经典测试

	第十七章 句子的类型
	1 简单句
	2 并列句
	3 复合句
	4 几个疑难用法
	5 经典测试

	第十八章 名词性从句
	1 主语从句
	2 表语从句
	3 宾语从句
	4 同位语从句
	5 经典测试

	第十九章 定语从句
	1 that从句之一
	2 that从句之二
	3 who从句
	4 which从句
	5 when从句
	6 where从句
	7 why从句
	8 as从句
	9 限制性定语从句和非限制性定语从句
	10 “介词+关系代词”结构
	11 thesame...as,thesame...that和such...as
	12 which和as的区别
	13 that作关系副词
	14 fromwhere和fromwhich
	15 定语从句的转换
	16 定语从句和同位语从句的区别
	17 其他几种形式的定语从句
	18 关系代词的省略
	19 关系副词的省略
	20 way后的定语从句形式
	21 经典测试

	第二十章 状语从句
	1 时间状语从句
	2 地点状语从句
	3 条件状语从句
	4 原因状语从句
	5 比较状语从句
	6 方式状语从句
	7 目的状语从句
	8 结果状语从句
	9 让步状语从句
	10 几个疑难用法
	11 经典测试

	第二十一章 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
	1 直接引语变为间接引语的规则
	2 直接引语变为间接引语的方法
	3 经典测试

	第二十二章 倒装结构
	1 17种常用倒装结构
	2 经典测试

	第二十三章 主语和谓语的一致
	1 主语和谓语一致的34种情况
	2 经典测试

	第二十四章 独立主格结构
	1 独立主格结构的特点
	2 名词/代词+现在分词
	3 名词/代词+过去分词/完成式
	4 名词/代词+介词短语
	5 名词/代词+形容词
	6 名词/代词+副词
	7 名词/代词+不定式
	8 名词/代词+数词
	9 名词/代词+名词
	10 with/without+名词/代词+形容词
	11 with/without+名词/代词+副词
	12 with/without+名词/代词+不定式
	13 with/without+名词/代词+现在分词
	14 with/without+名词/代词+过去分词
	15 with/without+名词/代词+介词短语
	16 there+现在分词+名词+形容词
	17 being和havingbeen的省略
	18 经典测试

	第二十五章 插入语结构
	1 使用插入语的4种情况
	2 经典测试

	第二十六章 强调结构
	1 Itis/was+被强调成分+that/who/whom
	2 whatever等
	3 onearth等
	4 do表示的强调
	5 What..i.s/was和What...does/did
	6 goodand...等
	7 其他形式的强调
	8 经典测试

	第二十七章 省略
	1 介词和冠词的省略
	2 连词的省略
	3 主语的省略
	4 谓语的省略
	5 表语的省略
	6 关系代词who,which,that的省略
	7 助动词和连系动词的省略
	8 不定式的省略
	9 状语从句中的省略
	10 ifpossible,ifnecessary和whennecessary结构
	11 what/howabout结构
	12 ifonly结构
	13 whatif/though结构
	14 why/whynot结构
	15 经典测试

	第二十八章 分隔结构
	1 主语和谓语分隔
	2 动词和宾语分隔
	3 定语和修饰语分隔
	4 介词和宾语分隔
	5 先行词和同位语分隔

	综合测试 语法填空
	答案与解析
	附录A 词类转换一览表
	附录B 同义词/近义词一览表
	附录C 反义词一览表
	附录D 常用英语短语动词分类表
	附录E 构词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