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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征战六级时，单词是必须攻克的一座堡垒，然而却有很多考生在这座堡垒

前损兵折将，甚至缴械投降。看了无数的单词书，只停留在前几页就进行不下

去了，这是因为很多单词书编写枯燥，只是将一个又一个毫无关联的单词堆放

在一起，或是按某一两种方法进行简单分组，很难达到帮助考生快速、轻松记

忆单词的目的，背单词自然成了苦差事。

    基于此，编者策划编写了这本《归纳 & 联想六级必考 5500 词》，力求帮

助考生快速、有效攻克六级单词堡垒，让单词记忆变得轻松、有趣。我们对六

级词汇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归纳和总结出适合记忆六级单词的六大延伸学习构

架，把具有相同特征的词汇整合、归类，使单词记忆不再枯燥乏味，更能帮助

考生在不知不觉中成倍拓展词汇量，达到对单词记忆举一反三的效果。

    全书按字母顺序排序共分为 25 个单元，每个单词下都有拓展学习内容，

包括例句、常考搭配、同义词、反义词、同根词、同类词、用法讲解、词汇辨

析等多项与考试息息相关的内容，全方位解析六级单词，帮助考生自主、轻松

应对六级考试。

本书具体特点如下：

★	核心词汇完整收录，高频词汇重点标出

    本书对六级词汇进行科学选取，收录六级单词 5500 个，其中高频核心词

2000 个，标注 * 号，方便考生重点记忆，让考生有的放矢，避免背诵不必要

的超纲词汇，高效完成六级词汇的备考任务。

★	英文释义，帮助养成英语思维

    每条主词都带有英文释义，用超简单的英文单词解释主词条含义，不仅能

帮助考生轻松理解词义，还能使考生在不知不觉中养成英语思维，在背单词的

同时提高英语综合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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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大延伸学习构架，单词记忆效果倍增

★	丰富的拓展内容，考点、用法全攻克
    每个单词下都配有丰富的学习内容，力求帮助考生在记忆单词的同时，
轻松获悉与六级考试相关的其他知识点。
    【例句】：难易适中的例句，其中包括大量真题例句
    【搭配】：与词条相关的常用、常考短语搭配
    【同义】：相关同义词
    【反义】：相关反义词
    【同根】：相关同根词
    【同类】：与词条同属一个类别的同类词汇
    【用法】：单词的常见用法、考点分析
    【辨析】：同类型词汇的用法辨析

    最后，编者衷心希望本书能帮助广大六级考生打胜六级词汇这场攻坚
战，扫清六级备考道路上的基本障碍，顺利通过六级考试！

编者

1 近义词 收录意思相近，但在使用情景上有细微差别的单词

2 形近词 集中收录拼写易混淆的词汇，提升辨别能力

3 词根词缀 相同词根词缀的单词一起记，举一反三，熟练单词构词法

4 词伙 同一场景或相同体系词汇统一记忆，由一个场景记一组单词

5 一词多义 对含有多个含义的单词进行细分讲解

6 反义词 核心单词的反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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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bulary A

1 abandon* [] vt. 离弃，丢弃；放弃

n.	放任，放纵

to leave something for a long time

搭配   abandon oneself 
to 纵情于，沉溺于

  with abandon  
放纵地；纵情地

同根   abandonment 
n. 放弃，抛弃

l Jenny and Tony are abandoning themselves to the 
sweet love. 珍妮和托尼正沉浸在甜蜜的爱情之中。

必背词汇  A 

junk*
[]  n. 废旧物品，破烂

搭配   junk food 垃圾食品

同根   junky a. 质量低劣的 n. 吸毒者 desert*
[] v. 舍弃，抛弃；开小差

[e] n. 沙漠	a. 沙漠的；荒芜的

搭配  desert island 荒岛 

 desert climate 沙漠气候

同根 deserted a. 荒芜的；被遗弃的

forsake
[e] vt. 遗弃，抛弃；摒弃

搭配  forsake the ownership of 
 放弃对……的所有权

同义 yield vt. 屈服；放弃

近义词

deflate
[le] v. 收缩；(通货)紧缩

搭配   deflate prices 降低价格

shrink
[Fr] vi. (使)起皱，(使)收缩；退

缩，畏缩

搭配   shrink from doing sth. 畏缩，
不敢做某事 

shrink up 畏畏缩缩 

shrink away/back from 退缩

同根  shrinkage n. 收缩；缩水

2 amplify* [mpla] vt. 放大 (声音等 )，增强；

扩大，详述，进一步阐述

to make a sound, speech, music, etc. louder

搭配   amplifying lens 放
大镜

同义  magnify v. 放大 

expand vt. 扩张 

increase vt. 增加

同根  amplification n. 扩
大，充实 

amplifier n. 放大
器，扩音器

l They used mirrors to amplify the amount of light in 
the room. 他们用镜子来增强房间里的光线。

反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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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bstract* [r] a. 抽象的；抽象派的；

n. 摘要，梗概；抽象派艺术作品
[r] vt. 摘录；提取，抽取

a sketchy summary of the main points of an argument or 
theory

反义  concrete a. 实在的，

具体的

同根  abstracted a. 提取
的，被分离的 

abstraction n. 抽象
概念，抽象化

l The author was required to submit an abstract of 
about 200 words together with his research paper.  
这名作者被要求提交研究论文和一份 200字左右的摘要。

4 abundance* [] n. 大量，丰富，充足

a large quantity of something

搭配   an abundance of 大
量的 

in abundance 充足，
丰富

同义  affluence n. 富足 

wealth n. 财富；大量

反义  scarcity n. 缺乏，不足 

deficiency n. 缺乏

同根  abundant a. 丰富的，
充裕的

l From science to Shakespeare, excellent television 
and video programs are available in abundance to 
teacher.	从科学到莎士比亚，老师可以利用的优秀电视和视频
节目资源很丰富。

absent*
[] a. 缺席的，不在场的；心

不在焉的

搭配   be absent from 缺席 

absent look 心不在焉的神情

反义  present a. 出席的

multitude*
[mlju] n. 大量，许多；大众

搭配   a multitude/multitudes of 
许多，大量

同义  mass n. 大量

substantial*
[Fl] a. 大量的，可观的；物

质的；坚固的；实质的，真实的

搭配   substantial evidence 实质性
证据 

substantial order 大宗订单

absurd*
[] a. 荒谬的，荒唐的

同义  ridiculous a. 荒谬的，可笑的

反义  rational a. 合理的；理性的

同根  absurdity n. 荒谬

adequate
[w] a. 足够的；可以胜任的

搭配   be adequate for 对……而言
足够的

同义  sufficient a. 足够的 

ample a. 丰富的；足够的

同根  adequacy n. 足够，充分

abound
[aJ] vi. 富于；充满

搭配   abound in/with 充满，富于

同根  abounding a. 丰富的；大量的

形近词

词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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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bulary A

5 abuse [ju] 1) vt. 辱骂，侮辱

to make rude and offensive remarks

同义  insult v. 侮辱

同根  abusive a. 辱骂的；
滥用的；虐待的

l I will get angry if you abuse my professor. 如果你毁谤我
的教授，我会生气的。

6 access [e] n. 接近；通道，入口；接近 (或进	

入、享用)的机会	vt.	存取 (计算机文件)

a way of entering a place

搭配   access to 通往……
的道路 

have access to 有
机会、权利享用或接
近……

同根  accessible a. 可接
近的，可进入的 

accessibility n. 易接
近，可到达

l The tax inspector has complete access to the 
company files. 税务检查员有权查阅公司档案。

2) v. 滥用

搭配   abuse one's authority 滥用
权力

accuse
[ju] vt. 指责，指控；归咎于

搭配   accuse sb. of doing sth. 指控
某人做某事

同根  accusation n. 指控，指责 

accused a. 被控告的 n. 被告

4) [ju] n. 滥用；虐待；辱骂

搭配   abuse of power 滥用职权

同根  disabuse v. 纠正，打消……的
错误念头

excess*
[e] n. 超越，过量，过度

[ee] a. 过量的，额外的

搭配   in excess of 超过 

to excess 过度，过分，过量 

an excess of 过多的，过量的

同根  excessive a. 极过分的

3) [ju] n. 虐待

搭配   child abuse 虐待儿童

exceed
[i] vt. 超过，胜过

同根  exceeding a. 超过的，过度的 

exceedingly ad. 非常

一词多义

形近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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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djacent* [e] a. 邻近的，毗连的

(of two things) being next to each other

搭配   adjacent to 与……
相邻

同义  adjoining a. 邻接的

用法  adjacent 表示“毗
连的，邻近的”，常

与介词 to 连用。

l They lived in a house adjacent to the railway. 他们住在
靠近铁路的一座房子里。

7 adapt [p] vt. 使适应；改编

to change in order to be able to deal with a new situation 
successfully

搭配   adapt to 适应…… 

adapt oneself to 
使自己适应……

同义  accustom vt. 使习

惯于

同根  adaptation n. 适
应；改编，改写本 

adaptable a. 能适
应的；可修改的 

adaptive a. 适应的；
适合的

l Nowadays many people are bilingual to adapt to the 
competitive society. 现在，很多人为了适应这个充满竞争的
社会都会说两种语言。

detached
[F] a. 分开的，分离的

搭配   detached house 独立式住宅

同义  separated a. 分开的

反义  attached a. 附加的

accommodate*
[Rme] vt. 使适应，顺应；容

纳；向……提供住处(或膳宿)

搭配   accommodate...to... 使……适
应…… 

accommodate sb. with sth. 
向某人提供某物

同根  accommodation n. 住宿

separate
[epr] a. 分离的，分开的

搭配   separate bedrooms 单独的卧
室 

separate system 分流制；分
离系统

suit*
[ju] v. 适合，使适应 n. 诉讼；一套

(衣服)

搭配   business suit 西装 

file/bring a suit against sb. 
对某人提起诉讼

同义  fit v. 合身；相称

orient*
[Crie] vt. 使适应；使朝向，以……

为方向(目标) n. 东方(尤指中国和日

本)

搭配   orient to/toward 以……为方
向 (目标 )

同根  culture-oriented a. 以文化为
导向的

近义词

反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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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bulary A

10 aesthetic* [iWe] a. 美学的，审美的；悦目

的，雅致的

related to beauty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beautiful things

搭配  aesthetic 
education 审美教
育

同根  aesthetically ad. 审
美地 

aesthetics n. 美学
l Professor Thomas is an aesthetic person and he always 

sees a thing from an aesthetic point of view. 托马斯教
授非常具有审美眼光，他通常从美学的角度看事情。

first-rate*
[re] a. 一流的，优秀的

搭配   first-rate product 优等品 

first-rate facilities 一流的设备

finely*
[ali] ad. 精细地；美好地

搭配   finely processed 加工精细的

同根  fineness n. 美好；纯度；细微

词伙

9 alleviate* [livie] vt. 减轻，缓解，缓和

to make pain, suffering, or an unpleasant condition less 
intense or severe

同根  alleviation n. 减轻，
缓和；镇痛物 (药 )

l The doctor gave the patient an injection to alleviate 
the pain. 医生给病人注射药物以缓解疼痛。

aggravate*
[grve] vt. 使恶化，加剧；激怒

搭配   aggravate poverty 加重贫困

同义  burden vt. 使负重 

increase v. 增加

反义  decrease v. 减少 

lessen v. 减少，减轻

同根  aggravation n. 恶化，激怒；
恼人的事物

exacerbate
[ge] v. 恶化，加剧

同根  exacerbation n. 恶化，加剧；
激怒

反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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