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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雅思征服战中，单词是必须攻克的一座堡垒，然而却有很多考生在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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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联想雅思必考 8000 词》，力求帮

助考生快速、有效攻克雅思词汇，让单词记忆变得轻松、有趣。

    我们通过对雅思词汇的研究与分析，归纳和总结出最适合记忆雅思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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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书共分 24 个单元，按字母顺序排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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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内容，全方位解析雅思单词，帮助考生自

主、轻松应对雅思考试。

本书具体特点如下 ：

★ 核心词汇完整收录，高频词汇重点标出

    本书对雅思词汇进行科学选取，收录雅思单词 8000 个，高频核心词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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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完成雅思词汇的备考任务。

★ 英文释义，帮助养成英语思维

    每条主词都带有英文释义，用最简单的单词解释主词条的含义，不仅能

帮助考生轻松理解词义，还能帮助考生在不知不觉中养成英语思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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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化获悉雅思考试相关的其他知识点。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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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词

    【反义】：反义词

    【同根】：相关同根词

    【同类】：与词条同属一个类别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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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思考生打胜雅思词汇这场攻坚

战，扫清雅思备考道路上的基本障碍，顺利通过雅思考试。

1 近义词
收录意思相近的，但在使用情景上有一些细微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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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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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单词的反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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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bulary A

1 abandon* [] v. 放弃，遗弃

to leave something permanently or for a long time

搭配   abandon oneself 
to 纵情于，沉溺于

  with abandon  
放纵地，放任地；纵
情地

同根   abandonment  
n. 放弃，遗弃

l Culture should also be subject to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advan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Like everything else, 
many traditional practices have been abandoned and 
people are forming new customs all the time.
文化也应受到科技进步和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变化的影响。正如
其他一切事物一样，许多传统的做法已经遭到废弃，人们在不断
形成新的习俗。

必备词汇  A 

cancel
[l] v. 取消，废除；抵消，对消；

删去，划掉

搭配   cancel out 抵偿
同根   cancellation n. 取消；删除

abolish*
[lF] v. 废止，废除

同义  annul v. 废除，取消
  destroy v. 破坏，消灭

junk*
[VQN] v. 丢弃，废弃； n. 废旧物品，

破烂；毒品

搭配   junk food 垃圾食品
同根   junky n. 吸毒者；毒品贩子；

废旧品商人

forsake*
[] v. 遗弃，抛弃；摒绝

搭配   forsake of ownership 所有
权的抛弃

同义  yield v. 放弃

quit*
[t] v. 停止，放弃；离开，辞 (职 )

搭配   quit doing sth. 放弃做某事
同根   quitter n. 轻易停止的人，懦夫

desert*
[t;\:t] v. 舍弃；遗弃； 开小

差；逃掉； n. 沙漠； a. 沙漠的
搭配   desert island 荒岛
   desert climate 沙漠气候，荒

漠气候

同根   deserted a. 荒芜的；被遗弃的

discard*
[:] v. 丢弃，抛弃，遗弃

搭配   discard sth. for sth. else 舍
此取彼

同义  get rid of 摆脱，除去，处理掉

  throw away 丢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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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bide* [] v. 容忍，忍受；遵守

to tolerate something or someone

搭配   abide by a pro‑ 
mise 遵守诺言

  abide by an agree‑
ment 履行协议

   abide at a place 
住在某地

同义  tolerate v. 容忍 

stay v. 逗留
同根   abiding a. 持久的

l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have the citizens abide by the 
law in order to keep a country orderly and peaceful. 
After all, we as the citizens would be the ones to 
benefit if we do that.
为了维持一个国家的秩序和和平，让市民们遵纪守法是非常必要
的，毕竟作为市民，我们才是遵守法律的受益者。

comply*
[pl] v. 遵从；服从

搭配   comply with sth. 遵从……
  comply with the law 守法
同义  abide v. 遵守
同根   compliance n. 听从，遵守

succumb*
[Q] v. 屈服，屈从；因……死亡，

死亡

搭配   succumb to 屈服于

compromise*
[p] n. 妥协，折中办法；

v. 妥协，危及；放弃 (原则、理想等 )

搭配   reach a compromise over 
sth. 就某事达成妥协

   compromise with sb. on 
sth. 就某事与某人妥协

concede*
[:] v. 让步；(不情愿地)承认；

给予；容许

搭配   concede to 让步
  concede points 让球
   concede right to sb. 把权利

让给某人

  concede on 专心于，集中在

pliable*
[pll] a. ( 指人或思想 )容易受影

响的；顺从的；易弯的，柔韧的

同义  flexible a. 柔韧的
  ductile a. 有延伸性的

withstand*
[t,t] v. 抵 挡；

经受

搭配   withstand voltage 耐压
  withstand wind 抗风
同义  oppose v. 反抗，反对
  defy v./n. 挑战，对抗
  resist v. 抵抗，反抗

swallow*
[lJ] v. 吞咽 ; 忍受 ;（使）消失 ; 

n. 燕子

搭配   swallow up 淹没；吞下去

  swallow hastily 匆忙地咽下

  swallow down 抑制，（使）
不流露

   swallow one’s anger 强忍
怒火

 swallow one’s words 食言

32

词伙



Vocabulary A

3 abode* [J] n.  房屋，家，住所

a place where people live

搭配   right of abode 居
住权

   fixed abode 固定
住所

   permanent 
abode 永久住所

l I do not dare to linger in that gloom‑hidden abode.
我不敢在那个隐藏黑暗的房屋中逗留。

v. 遵守（abid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

同义  observed v. 遵守

  abidance n. 持续；遵守

v. 停留（abid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

搭配   abode with sb. 和某人待在
一起

v. 忍受（abid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

同义  borne v. 忍受一词多义

4 absorb* [:; :] v. 吸引……的注意，

（使）全神贯注；吸收；把……并入，同化

to interest someone very much so that they pay all their 
attention to it 

搭配   be absorbed 
into/in 全神贯注
于……

   absorb sb.’s atten‑ 
tion 吸引某人的注
意力

   absorb carbon 
dioxide 吸收二氧
化碳

同根   absorption n. 吸收

l I tend to think the argument that the country would 
be fascinating and progressing rapidly in a sensible 
way, especially when seeing modern young people 
absorb novel things from international visitors and 
cultures.
我偏向用理智的方式思考这个国家将繁荣昌盛并快速发展的言
论，特别是当看到现代的年轻人从外国游客和文化中吸收了各种
新奇知识的时候。

tempt*
[tpt] v. 吸引；引诱

搭配   tempt to do sth. 引诱做某事
同根   temptation n. 引诱；诱惑物
   temptingly ad. 诱惑人地；迷

人地

engross*
[gJ] v. 吸引，（使）全神贯注，

独占；用大写体书写

搭配   engross oneself in 沉溺，
沉醉

同根   engrossing a. 引人入胜的

engage*
[gV] v. 吸引 (某人的注意力等 )

搭配   engage sb.’s attention 引起
某人注意

同根   engagingly ad. 动人地；吸引
人地

fascinate*
[t] v. 迷住，强烈地吸引

搭配   be fascinated by 被……迷住
同义  charm v. （使）陶醉
  captivate v. 迷住

近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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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bstract* [tt] a.  抽象的；抽象派的；  

n. 摘要，梗概

being based on general ideas and principles rather than 
on particular things and events

搭配   abstract noun 抽
象名词

   abstract science 
抽象科学

反义  concrete a. 具体的
同根   abstracted a. 抽象的

   abstraction n. 抽象 
概念，抽象化状态

l I like looking at abstract and colorful paintings just 
as I like looking at portrait paintings. I also like clay 
sculptures the same way that I enjoy looking at ice 
sculptures.
我喜欢看抽象且色彩丰富的油画，也喜欢看肖像绘画。我还喜欢
黏土雕塑，正如我喜欢冰雕一样。

attractive*
[ttv] a. 有吸引力的

搭配   attractive offer 有吸引力的
工作

   attractive personality 吸引
人的个性

同根   attractively ad. 迷人地，动人地

   attractiveness n. 魅力，吸引力
反义  unattractive a. 不引人注意的

detract*
[tt] v. 降低；贬损

搭配   detract from 贬低，减损； 
（使）逊色

同根   detractive a. 诽谤的；减损的

extract
[tt, tt] v. 取出，拔 

出；提取，榨取 ; n. 摘录，选段；提出物

搭配   extract from 从……中提取
同义  remove v. 移开，挪走

  cull v. 挑选，精选

subtract*
[tt] v. 减去；扣除

搭配   subtract from 从……中减去
同根   subtractive a. 减去的；负的；

有负号的

distract*
[tt] v. 分散；（使）混乱

搭配   distract sb. from sth. 使某
人分心做某事

同义  divert v. 转移
反义  attract v. 吸引，引起注意

  concentrate v. 全神贯注
同根   distracted a. 精神不能集中的

  distracting a. 分散注意力的

  distraction n. 分心；娱乐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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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buse* [j:] v.  滥用； n. 滥用，陋习

to use something in a wrong and harmful way

搭配   drug abuse 滥用
药物，吸毒

   abuse one’s 
authority 滥用权威

   child abuse 虐待
儿童

   verbal abuse 口头
谩骂

l Biometrics may raise thorny questions about privacy 
and the potential for abuse.
生物测定学可能会引起与隐私有关的棘手问题，也可能导致滥用。

abusive*
[j:v] a. 滥用的；谩骂的，毁谤

的；虐待的

同义  insulting a. 侮辱的
同根   abusively ad. 滥用地；辱骂地

disuse
[7j:] n. 废弃，停止使用

搭配   fall into disuse 淘汰；废弃不用
同根   disused a. 废弃不用的

misuse*
[7j:] v. 错用；滥用；虐待

搭配   misuse of authority 滥用职权
  drug misuse 药物误用

utility*
[j:tlt] n. 效用，有用，实用；公

用事业

搭配   public utility 公用设施

utilitarian
[7j:tlt] a. 功利主义的

搭配   utilitarian study 功利性学习
同根   utilitarianism n. 功利主义；

实用主义

utilize*
[j:tl] v. 利用

同根   utilizable a. 可利用的

  utilization n. 利用

词根词缀

Tips：us, ut, util= to use 表示“用”

7 accompany* [Qp] v.  陪伴，伴随；

伴奏

to go somewhere with sb.

搭配   fever accompanied 
with delirium 发烧
且说胡话

   accompany sb. on/
at sth. 给某人伴奏

   accompany with 伴
有，兼有

   accompany 
training 陪练

   accompany a 
singer 伴唱

同义  escort v. 陪同

l We have more chances and time to serve our 
elderly people, and it’s the happiest time of all our 
life to accompany our parents, grandparents and 
great grandparents.
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为老年人服务，陪伴自己的父母、祖
父母和曾祖父母是我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accumulate*
[j:jlt] v. 积累

搭配   accumulate funds 积累资金
同根   accumulation n. 积累

accelerate*
[lt] v. 加速，加快

搭配   accelerate the develop‑
ment of various industries 
加速各行各业的发展

同根   acceleration n. 加速，促进

词根词缀

Tips：ac‑ 表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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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ccurate* [jJt] a. 正确无误的；精确的

correct and true in every detail

搭配   an accurate clock 
准确的时钟

   take an accurate 
aim 瞄得准

同义  exact a. 准确的
反义  inaccurate a. 不准确

的；错误的
同根   accuracy n. 正确度；

精确性

l You may have read or heard about something but 
you can never get an accurate picture of it until you 
see it by yourself.
你可能读过或者听过相关的描述，但是只有亲自去看，你才能
得出准确的画面。

precise*
[p] a. 精确的，准确的；严谨的

搭配   to be precise 准确地说
   precise measurement 准确

的测量

   a very precise man 一个非
常严谨的人

同义  accurate a. 精确的
同根  precisely ad. 正好

precision*
[pV] n. 准确，精确，精确度

搭配   precision instruments 精密
仪器

  high precision 高精度

accuracy*
[jJ] n. 准确性，精确性

同义  exactitude n. 精确

词伙

9 acquaint* [t ] v. 告知，（使）熟悉

to make someone be familiar with or aware of something

搭配   acquaint with  
（使）了解

同义  inform v. 通知，告诉
   familiarize v. （使）

熟悉；（使）认识
l In a word, since each coin has two sides, we should 

be acquainted clearly with the reasons why the size 
of the cities has grown enormously and what it will 
bring us. Thus, we c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positive 
effects and overcome the negative ones.
总之，既然凡事都有两面性，我们应该清楚地了解城市面积为何
大幅扩张，以及这将带给我们什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充分发挥
其积极作用，克服其消极影响。

acquaintance*
[t] n. 熟悉；熟人

搭配   make one’s acquaintance 
of sb. 结识某人

   have acquaintance with 
sb. 与某人相识

   nodding acquaintance  点
头之交

quaint
[t] a. 奇妙的，古怪的

同根   quaintly ad. 离奇有趣地
   quaintness n. 离奇有趣；古怪

之事物

acquainted*
[t] a. 有知识的，知晓的

搭配   be acquainted with 熟悉；
了解；与……相识

Tips：quaint=to know 表示“知道”

词根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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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dapt* [pt ] v. ( 使 ) 适合；改编

to change sth. to make it suitable for a new situation

搭配   adapt to 适应……
   adapt from 根据……

改编

   adapt oneself to 
sth. 使……适应……

   adapt for 改变……以
适应

同根   adaptable a. 能适应
的；可修改的

l All those older buildings in the city have been 
adapted to present‑day use.
城里的旧建筑已经全部经过改造，以方便现在使用。

apt
[pt] a. 易于……，有……倾向的，

适当的；聪明的，反应敏捷的

搭配   be apt at 善于
同义  fit a. 恰当的
  quick a. 快速的

aptitude*
[pttj:] n. 适应能力，才能

搭配   aptitude for ……的才能
   academic aptitude 学术才能

adaptable*
[ptl] a. 有适应能力的；可修

改的

搭配   adaptable enemy 适应性强
的敌人

同根   adaptability n. 适应性；可变性

adaptation
[7ptF] n. 适应；改编；改

制物

搭配   social adaptation 社会适应

  cultural adaptation 文化适应

Tips：apt=to fit, ability 表示“适应；能力”

词根词缀

11 additional* [Fl ] a. 附加的；追加的

being extra

搭配   additional charges 
附加费用 

additional outlay 
额外开支 

additional to 添加
于，附加于 

additional cost 额外
费用，新增成本

l Some additional entertainment will make our life 
more colorful.
一些额外的娱乐活动将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supplementary*
[7Qplt] a. 增补的，补充的

搭配   supplementary measures 
配套措施

同义  extra a. 额外的
同根   supplementation n. 增补，

补充

secondary
[] a. 次要的，二级的；(教

育、学校等 )中等的；辅助的，从属的

搭配   be secondary to 仅次于……
  secondary school 中学
同根   secondarily ad. 其次

subsidiary*
[] a. 次要的；辅助的，附

设的； n. 子公司；附属机构；支流
搭配   subsidiary unit 从属单位
   subsidiary company 分公司
同义  subordinate a. 次要的，下属的
  affiliate n. 分支机构
  branch n. 分支，分部

词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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