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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小学英语作为整体英语学习中最基础的环节，是培养小学生各种基础知

识的主要阶段。音标作为英语学习中的基础之基础，是学好英语的垫脚石。

同时，在新课标要求下，音标在英语教学中的地位越来越高。音标既然是基

础，在小学阶段养成良好的发音习惯、熟练掌握音标及拼读规律，不仅可以

保证学生能够读准单词，还有助于单词的记忆。

学习国际音标一方面必须学会发音方法，同时还要发音地道、纯正。要

做到这些，就必须扎扎实实地学好语音知识，再通过模仿和强化训练，把语

音规则变成“习惯性”的发音方式。只要发音准确，就能大胆地、大声地、

自信地说出英语。

英语国际音标是英语入门的关键，每位英语初学者都希望能发音准确、

地道纯正，每位英语学习者也都希望能快速学会音标，但学习音标离不开练

习。《迪士尼·小学英语国际音标入门》问世后，备受广大读者青睐。应读

者要求和建议，编者根据中国学生学习英语过程中的问题、难点，总结出一

些适合的方法，通过填词、连线、找不同、填字母等多种方式使学生能训练

到位，从而更有效地掌握音标。

《迪士尼·小学英语国际音标练习册》清晰展示了音标的知识体系，按照

发音特点对其进行分类，通过各种形式的反复练习帮助小学生体会发音规律。

在内容上，本书以适合中国人学音标的方法，体现了易混音标对比练

习，层层剖析，让小学生理解对比发音规则。

本书既可单独使用，配合《迪士尼·小学英语国际音标入门》效果更

佳。建议小学生在学完每个单元的音标之后，及时完成对应的练习，反复诵

读对应的词汇，通过举一反三的练习，以求达到“见词能读，听音能写”的

目标，让自己的语音语调更加准确、地道、优美。

希望这本有实用价值的练习册能给读者们带来更好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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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ː /   / ɪ /
1 	 请选择正确的单词填入相应的圆圈内。

sea read sit feel 

big baby meal see

pig happy is eat

/ i ː / / ɪ /

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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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找出画线部分读音不同的单词，并把标号填入题前括

号内。

(  )  1)  A. seat  B. see  C. the  D. basket

(  )  2)  A. seat  B. bread  C. meal  D. mean

(  )  3)  A. tea  B. meat  C. sweater  D. eat

(  )  4)  A. bread  B. speak  C. cheap  D. leave

(  )  5)  A. sheep  B. be  C. read  D. great

(  )  6)  A. see  B. egg  C. green  D. meet

3 	 写出下列单词所缺音标。

1)  she /ʃ  /  2)  three /θr  / 

3)  little /ˈl  tl/  4)  green /ɡr  n/

5)  read /r  d/  6)  pig /p  ɡ/

7)  live /l  v/  8)  with /w  ð/

4 	 根据音标，将下列单词中所缺的字母补全。

1)  h   /hiː/  2)  sw  t /swiːt/

3)  th  n /θɪn/  4)  s  t /sɪt/

5)  c  t   /sɪtɪ/  6)  monk      /ˈmʌŋkɪ/

7)  pl     se /pliːz/  8)  t     ch /tiːt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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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写出含有所给音标的单词。

 

/ ɪ /

/ i ː /

6 	 根据音标写出单词。

1)  /triː/            2)  /niːd/         

3)  /kiː/            4)  /ɪf/         

5)  /sɪks/            6)  /ɡɪv/         

7)  /sliːp/            8)  /ðɪs/         

7 	 下列所缺字母或字母组合发/i:/或/I/的音，补全单词。

1)  t          

2)    vening

3)  s     son 

4)  bel     ve

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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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tud 

7)  twent     

8)  sw  m

9)  heav       

10)  s  ster

8 	 将下列单词与相应的音标连线。

 

eat /ˈmʌni/ big /wiː/

live /niːd/ key /bɪɡ/

need /iːt/ fish /kiː/

money /lɪv/ we /fɪ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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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  children  /ˈweɪtrəs/  trouble  /drɒp/

  waitress  /ˈtræfɪk/  drop  /ˈstrɔːbəri/

  traffic  /drɔː/  driver  /ˈtrʌbl/

  draw  /ˈtʃɪldrən/  strawberry  /ˈdraɪvə(r)/

第二十课

❶  /ts/  pants  gates  states  crafts  let’s that’s

  /dz/  grades  rides  heads  weekends  child’s guides

❷  1) C  2) A  3) B  4) C

❸  1) ts  2) dz  3) ts  4) ts  5) ts  6) dz  7) dz  8) ts

❹  1) ts  2) ds  3) des  4) ts  5 ) tes  6) des  7) ds  8) ds

❺  /ts/  hats  cats  kites（答案不唯一）

  /dz/  beds  rides  kids（答案不唯一）

❻  1) cats  2) birds  3) friends  4) sports  5) lights  6) roads  7) lots

  8) students

❼  1) ts  2) ds  3) des  4) tes  5) ts  6) ts  7) des  8) ds

❽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❾	 seeds  /ˌwiːkˈendz/  pants  /hedz/

  plants  /swiːts/  roads  /ɑːts/

  sweets  /plɑːnts/  heads  /pænts/

  weekends  /siːdz/  arts  /rəʊdz/

第二十一课

❶	 /m/  mark  mouse  March  manager  tomorrow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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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lephant  English  lantern  lawyer  collect  glad

❷  1) B  2) C  3) D  4) A

❸  1) l  2) m  3) m  4) l  5) m  6) m  7) l  8) l

❹  1) l  2) mm  3) m  4) ll  5 ) l  6) m  7) m  8) l

❺  /m/  money  mother  man（答案不唯一）

  /l/  little  late  letter（答案不唯一）

❻  1) fly  2) milk  3) map  4) late  5) like  6) many  7) much  8) long

❼  1) m  2) ll  3) l  4) m  5) m  6) l  7) l  8) m

❽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❾	 marry  /mætʃ/  later  /ˈnɒlɪdʒ/

  children  /ˈkɒlɪdʒ/  autumn  /ˈleɪtə(r)/

  college  /ˈmærɪ/  matter  /ˈɔːtəm/

  match  /ˈtʃɪldrən/  knowledge  /ˈmætə(r)/

第二十二课

❶	 /n/  China  net  native  nation  notice  many  nature

  /ŋ/  uncle  monkey  something  fishing  smoking 

❷  1) A  2) B  3) D  4) B

❸  1) n; n  2) ŋ  3) ŋ  4) n  5) n  6) ŋ  7) ŋ  8) n

❹  1) n; n  2) n; ng  3) ng  4) n  5 ) nn  6) n  7) ng  8) n

❺  /n/  nice  no  not（答案不唯一）

  /ŋ/  sing  ring  song（答案不唯一）

❻  1) ring  2) funny  3) night  4) thank  5) young  6) next  7) north

  8) ang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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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1) ng  2) nn  3) n  4) n  5) n  6) ng  7) ng  8) n; n

❽  /nəʊ/  no    know

  /nəʊz/  nose  knows

  /sʌn/  sun  son

❾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第二十三课

❶	 /w/  wallet  wedding  weak  window  wait  wheat  waste  when

  /j/  yard  yellow  yes  youth

❷  1) B  2) C  3) D  4) A

❸  1) w  2) j  3) w  4) w  5) j  6) j  7) w  8) w

❹  1) w  2) wh  3) w  4) y  5 ) wh  6) y  7) wh  8) w

❺  1) what  2) work  3) walk  4) you  5) why  6) wash  7) yellow

  8) which

❻  1) wh  2) y  3) w  4) y  5) wh  6) y  7) w  8) w

❼  /weə/  wear  where

  /wiːk/  week  weak

  /wʌn/  one  won

  /ˈweðə(r)/  weather  whether

❽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❾	 white  /jʌŋ/  world  /ˈjestədeɪ/

  question  /ˈwelkəm/  yesterday  /ˈweðə(r)/

  young  /ˈkwestʃən/  weather  /jɪə(r)/

  welcome  /waɪt/  year  /wɜː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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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音

辅音

Well begun is half done.
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bee 
/biː/ 

蜜蜂

dinner 
/ˈdɪnə(r)/ 

晚餐

moon 
/muːn/ 

月亮

goat 
/ɡəʊt/ 

山羊

fish 
/fɪʃ/ 

鱼

egg 
/eɡ/ 

鸡蛋

cat 
/kæt/ 

猫

girl 
/ɡɜːl/ 

女孩

money 
/ˈmʌnɪ/ 

钱

car 
/kɑː(r)/ 

汽车

draw 
/drɔː/ 

绘画

shop 
/ʃɒp/ 

商店

book 
/bʊk/ 

书

cake 
/keɪk/ 

蛋糕

sky 
/skaɪ/ 

天空

boy 
/bɔɪ/ 

男孩

cow 
/kaʊ/ 

奶牛

hear 
/hɪə(r)/ 

听到

pear 
/peə(r)/ 

梨

tour 
/tʊə(r)/ 

观光

apple 
/ˈæpl/ 

苹果

bike 
/baɪk/ 

自行车

cat 
/kæt/ 

猫

dog 
/dɒɡ/ 

狗

duck 
/dʌk/ 

鸭子

guitar 
/ɡɪˈtɑː(r)/ 

吉他

fox 
/fɒks/ 

狐狸

view 
/vjuː/ 

风景

teeth 
/tiːθ/ 

牙齿

father 
/ˈfɑːðə(r)/ 

父亲

prince 
/prɪns/ 

王子

zebra 
/ˈzebrə/ 

斑马

fish 
/fɪʃ/ 

鱼

television 
/ˈtelɪvɪʒn/ 

电视机

robot 
/ˈrəʊbɒt/ 

机器人

hen 
/hen/ 

母鸡

child 
/tʃaɪld/ 

儿童

orange 
/̍ ɒrɪndʒ/ 

橙子

train 
/treɪn/ 

列车

draw 
/drɔː/ 

绘画

kites 
/kaɪts/ 

风筝（复）

friends 
/frendz/ 

朋友（复）

camel 
/ˈkæml/ 

骆驼

lion 
/ˈlaɪən / 

狮子

monkey 
/ˈmʌŋkɪ/ 

猴子

white 
/waɪt/ 

白色的

yellow 
/ˈjeləʊ/ 

黄色

elephant 
/ˈelɪfənt/ 

大象

国际音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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