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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教育部最新颁布的《高中英语新

课标语法项目表》为依据，通过对国家统编高中

英语教材和国内其他几套高中优秀英语教材的长期研

究，在深入分析历届高考试题的基础上，精心编写而成。

本书对高中英语所涉及的语法知识进行了全面、系统地

归纳、例示，重在阐释难点、考点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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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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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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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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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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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o stormtroopers 
两个冲锋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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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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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lass is for the plan. 全班都赞同这个计划。

   The class are waiting for her. 全班学生都在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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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eople 一个民族

 a large family 一个大家庭

 three teams 3 支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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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na 戴安娜 London 伦敦

 APEC 亚太经合组织 Lost and Found 失物招领处

 the Spring Festival 春节 the Yangtze River 长江

 Treasure Island 《金银岛》( 小说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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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d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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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beauty 美人

 science 科学 → a science 一门科学

 pity 怜悯 → a pity 令人惋惜的事

 danger 危险 → a danger 危险的人或物

 success 成功 → a success 成功的人或事

 joy 高兴 → a joy 令人高兴的人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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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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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ce 力 → forces 军队

 work 工作 → works 工厂，工程

 pain 痛苦 → pains 辛苦

 look 看 → looks 外貌

 people 人们→ peoples 民族

 manner 方式→ manners 方式 , 礼貌

 thing 事物→ things 事物 , 形势 , 情况

 correction 改正→ corrections 批改的地方

 比较 ： 

 Time flies. 光阴似箭。( 指时间，抽象概念 )

They go there three times a month. 他们一个月去那里 3 次。( 指

次数 )

What wonderful times we are living in! 我们生活在多么了不起的

时代啊 !( 指时代、境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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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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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 ordered two lemons. 她要了两个柠檬。

She ordered some lemon. 她要了一些柠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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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n 雨 → rains 大雨，洪水

 glass 玻璃 → glasses 玻璃杯，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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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 沙子 → sands 沙滩，沙堆，沙漠

 比较 ：

  Can I have a sheet of paper? 我可以拿一张纸吗 ?

How many papers do you take? 你订了几份报纸 ?

 (6) rain 和 a 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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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rain 一场雨

 wind 风 → a strong wind 一场大风

 snow 雪 → a snow 一场雪

 glass 玻璃 → a glass 一个玻璃杯

 beer 啤酒 → a beer 一瓶啤酒

 coffee 咖啡 → a coffee 一杯咖啡 → coffees 多杯咖啡

 (7) a boat 和 by boat

 有些个体名词可以转换为抽象名词。

  a boat 一条小船 → come by boat 乘船来

 a room 一个房间 → much room 许多空间

 (8) Mary 和 three Marys

 专有名词可以转换为个体名词。

 One May later, all was different. 过了一个 5 月，一切都变了。

 A Roger is asking to see you. 一个名叫罗杰的人要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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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般单位量词

 常用的有 piece, item, pair 等，搭配能力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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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iece of news 一条新闻 a pair of trousers 一条裤子

 (2) 容积单位量词

 常用的有 ：glass, cup, bag, box, bottle, armful 等。

  a bottle of ink 一瓶墨水 a glass of beer 一瓶啤酒

 a box of pencils 一盒铅笔 an armful of wood 一抱木柴

 (3) 形状单位量词

 常用的有 ：loaf, row, drop, block, bar 等。

  a loaf of bread 一条面包 a row of houses 一排房子

 a drop of rain 一滴雨 a block of ice 一块冰

 a bar of soap 一块肥皂

 (4) 度量单位量词

 常用的有 ：ton, meter, inch, foot, yard, kilo/kilogram 等。

 a meter of cloth 一米布 a foot of cloth 一英尺布

 a kilogram of oil 一公斤油 a pound of meat 一磅肉

 (5) 部分单位量词

 常用的有 ：part, portion, section 等。

  a part of the house 房子的一部分

 a section of the city 城市的一部分

 (6) 集体单位量词

 常用的有 ：group, team, crowd 等。

  a group of trees 一簇树

 a crowd of students 一群学生

 (7) 动态单位量词

 常用的有 ：flash, burst, shower 等。

  a flash of lightening 一道闪电

 a burst of laughter 一阵大笑

 a shower of sparks 一阵洒落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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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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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规则变化

构成方式 读 音 例 词

一般情况在词尾加

-s

在清辅音后读 [s]，

在 t 后与 t 一起读 [ts]

desk → desks[desks]，shop → 

shops[ʃɒps], boat → boats[bəJts]

在浊辅音及元音后

读 [z]， 在 d 后 与 d

一起读 [dz]

girl → girls[ɡɜːlz], sea → seas[siːz], 

field → fields[fiːldz]

以 s, x, ch, sh 结

尾的词加 -es
-es 读 [ɪz]

class → classes['clɑːsɪz]，dish → 

dishes['dɪʃɪz], watch → watches 

['wɔːtʃɪz]

以辅音加 y 结尾的

词， 要 变 y 为 i，

再加 -es

-ies 读 [ɪz]

party → parties['pɑːtɪz]，family → 

fami l ies [ ' fæmɪl ɪz] ,  factory → 

factories['fæktərɪz]

以元音加 y 结尾的

词只加 -s
-s 读 [z]

day → days[deɪz], boy → boys 

[bɔɪz], toy → toys[tɔɪz]

以 se, ce, ge 结

尾的词加 -s
-s 读 [ɪz]

place → places['pleɪsɪz], face → 

faces[feɪsɪz], orange → oranges 

['ɒrɪndʒɪz]

以 辅 音 加 o 结 尾

的词加 -es
-es 读 [z]

hero → heroes['hɪərəʊz]，potato →

potatoes[pə'teɪtəʊz]，tomato → 

tomatoes[tə'mɑːtəʊz]

以 元 音 加 o 结 尾

的 词 或 以 o 结 尾

的某些外来词、缩

写词，只加 -s

-s 读 [z]

radio → radios['reɪdɪəʊz]，zoo → 

zoos[zuːz]，piano→pianos[pɪ'ænəʊz]，

photo→photos['fəʊtəʊz]，bamboo→ 

bamboos[bæm'buːz]

以 f 或 fe 结 尾 的

词， 要 变 f 或 fe

为 v，再加 -es

-ves 读 [vz]
leaf → leaves[liːvz]，thief → thieves 

[θiːvz]，life → lives[laɪvz]

以 th 结 尾 的 词 加

-s

在长元音后 -ths 读

[ðz]，在短元音或辅

音后 -ths 读 [θs]

youth[juːθ] → youths[juːðz]，

bath → baths[bɑːðz], month[mQnθ] 

→ months [mQnθ s ] ,  mo th → 

moths[mɒθs]

 ① house [haʊs] 的复数发音特殊 ：house → houses ['haʊzɪz]

 ② 少数以 f 或 fe 结尾的词变为复数时只加 -s，读作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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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of → roofs  chief → chiefs  proof → proofs
 ③ 有少数名词可以有两种复数形式。

 scarf → scarfs/scarves 围巾

 handkerchief → handkerchiefs/handkerchieves 毛巾

 ④ 以 “ 辅音字母 +y” 结尾的专有名词变为复数时，直接加 -s，读作 [z]。

 Mary → Marys Henry → Henrys Harry → Harrys
  2-2  不规则变化

构成方式 例 词

改变单数名词的元音字母

( 有的还改变词尾的辅音

字母 )

foot→feet, tooth→teeth, man→men, woman→ 

women, policeman→policemen, goose → geese, 

mouse → mice

词尾加 -en 或 -ren ox → oxen, child → children

单复数形式相同

a sheep → two sheep, a deer → five deer, a 

fish → three fish，a means → some means 一

些方法 , a works → ten works 10 家工厂

表示“某国人”的名词，

其单复数变化有三种情况

单复数形式

相同

a Japanese → five Japanese, a 

Chinese → ten Chinese, a Swiss → 

many Swiss

变词尾的

man 为 men

a Frenchman → two Frenchmen， 

an Englishman → some Englishmen

词尾加 -s

a German → five Germans, a  

Russian → ten Russians, an Am- 

erican → six Americans

 2-3  只用复数形式的名词

构成方式 例 词

由两个部分构成

的名词

scissors 剪刀 , trousers 裤子 , gloves 手套 , pants 裤子 , 

shorts 短裤

以 -ing 结 尾 的 

名词

savings 储 蓄 , findings 调 查 结 果 , earnings 收 入 , 

surroundings 环境

goods 等总是用

复数形式

goods 货物 , riches 财富 , customs 海关 , remains 残

余 , forces 军队 , brains 头脑 , woods 树林 , stairs 楼梯 , 

congratulations 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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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在短语中只用复数形式的名词

  do exercises 做操 make repairs 修理

 exchange greetings 相互寒暄 be friends with 同……友好

 the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make preparations for 为……做准备

 be on good terms with 同……相处好

 比较 ： 

  Good heavens! 天哪！ ( 用复数 )

go to heaven 去世，进天国 ( 用单数 )

在某些短语中，名词用单数或复数均可。

 make faces/a face 做鬼脸

have talks/a talk with 同……会谈

play jokes/a joke on sb.  开某人的玩笑

 2-5  常用不可数名词(包括物质名词和抽象名词)

 money 钱 milk 牛奶

 grass 草 sugar 糖

 work 工作 progress 进步

 education 教育 literature 文学

 sadness 悲哀 weather 天气

 homework 家庭作业 traffic 交通

 rubbish 垃圾 luck 幸运

 fun 乐趣 equipment 装备

 luggage 行李 leisure 空闲 

 2-6  复合名词的复数形式

构成方式 例 词

一般将主要成分即主体名词变为复数
looker-on → lookers-on 旁 观 者 , 

father-in-law → fathers-in-law 岳父

由无主体名词组成的复合名词，将后

一个构成部分变为复数

grown-up→grown-ups, go-between 

→ go-betweens 中间人

将两个构成部分均变为复数 ( 当第一

个构成部分为 man 或 woman 时 ) 

man writer → men writers，woman 

singer → women si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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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缩写、数字、字母和单词在后面加 -s 或 ’s 构成复数。

 Ph D’s 哲学博士们 some VIPs/VIP’s 一些要人

 There are two  t’s in the word “letter”. “letter” 这个词有两个 “t”。

 They came in two’s and three’s. 他们三三两两地来了。

②  页次的缩写是 p.(=page)，行次的缩写是 l.(=line), p. 的复数形

式为 pp., l. 的复数形式为 ll.。

 pp.4—10(=pages 4 to 10) 第 4 页至第 10 页

 ll.15—25(=lines 15 to 25) 第 15 行至第 25 行

③ 公制度量衡的名称用字母表示，单复数同形。

 
m 表示

  metre

    metres 
④ 注意下面几个专有名词的复数形式：

 the Smith brothers 史密斯兄弟

 the Wangs 王家全家人

名词的所有格  3

 英语中的名词可以作主语 ( 称为主格 )，作宾语 ( 称为宾格 )，也可以

在词尾加 ’s，修饰另一个名词，作定语，表示所有关系，称为所有格。

某个名词对后一个表示事物的名称起分类作用时，通常用 ’s 所有格，如：

children’s books ( 儿童读物 )。

 3-1  名词所有格的构成

构成方式 例 词

一般情况，在单数名词词尾加’s。’s

在清辅音 ( 除 [s，ʃ，tʃ] 外 ) 后读

[s]，在浊辅音 ( 除 [z，ʒ，dʒ] 外 )

和元音后读 [z]，在 [s, z，ʃ，ʒ, tʃ, 

dʒ] 等音后读作 [ɪz]

Mike’s pen 迈克的钢笔 , the boy’s mother

男 孩 的 母 亲 , her father’s study 她 父 亲

的书房 , the student’s book 学生的书 , a 

horse’s hoofs 马蹄 , the box’s color 箱子

的颜色

以 s 结尾的单数名词或专有名词，

加“’”或“’s”构成所有格，读

作 [ɪz]

Thomas’(s) ['tɒməsɪz]book 托马斯的书 , the 

bus’(s) seats 公共汽车的座位 , Paris’(s) 

old buildings 巴黎的老建筑

kg 表示
  kilogram

    kil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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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方式 例 词

以 -s 或 -es 结尾的复数名词只加

“，”

the workers’ suggestion 工人们的建议 , 

a two hours’ walk 两小时的散步

不规则复数名词在词尾加 ’s the children’s mother 孩子们的母亲

复合名词和名词词组的所有格在

最后一个名词后加 ’s。不定代词、

疑 问 代 词 +else 的 所 有 格， 在

else 后加 ’s

many passers-by’s help 许多过路人的

帮助 , somebody else’s guitar 别人的吉

他 , a grown-up’s anxiety 成人的烦恼

在 for...sake( 为了……) 这一习语中 , sake 前的名词词尾如果发音

是 [s]，常常只加 “’”。

 for peace’ sake 为了和平  for convenience’ sake 为方便起见

比较： the teacher’s books 那位教师的书 ( 一位教师 )

   the teachers’ books 那些教师的书 ( 多位教师 )

 3-2  名词所有格的用法
 1) 主要用于表示有生命的东西

  the chairman’s speech 主席的讲话

 the bird’s song 鸟的鸣叫

The Millennium Falcon flew away from the monster’s mouth. 
千年隼号从怪物的口中飞出去了。

 2) 用于表示时间、节日、距离、国家、城镇、地区、重量、价值、

自然现象等

  New Year’s Day 元旦

 a mile’s distance 1 英里的距离

续表



11

第一章  名词

提  示

 China’s development 中国的发展

 a pound’s weight  1 磅的重量

 the city’s parks  城市的公园

 the river’s bank  河岸

 half an hour’s operation 半小时的手术

 ten dollars’ value 10 美元的价值 ( 不是 dollar’s)

 3) 用于表示文化艺术及工业、科技等名词

  science’s wonders 科学的奇迹 

 the book’s cover 书的封面

 industry’s development 工业的发展

“师范学院”有下列 3 种译法：teachers’ college, teachers college,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

 4) 用于习语或拟人化

  a stone’s throw 一箭之遥 at death’s door 濒临死亡

 at one’s  wit’s end 智穷计尽

 for God’s/heaven’ sake 务必，千万

 5) 用于集体名词

 the government’s policy 政府的政策

 6) 用于表示“某人的家”或“某店铺”等的名词

 这时，所有格后的名词常常省略。

  at the Zhang’s 在张家

 at the doctor’s (office) 在诊所

 at the barber’s=at the barber’s shop 在理发店

 at the tailor’s=at the tailor’s shop 在裁缝铺

 比较 ： 

   The Smiths are leaving for Africa. 史密斯一家人即将动身去非洲。

I called at the Smith’s. 我到史密斯先生家拜访。

 We had a party at the Smiths’. 我们在史密斯一家的住址举行了

一个聚会。( 史密斯一家的住址 )
 7) 用于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共有一样东西

 这时，只需最后一个名词用所有格形式 ；但是，表示各自拥有某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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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时，则每个名词都要用所有格形式。比较 ：

   Tom and Henry’s room faces north. 汤姆和亨利的房间朝北。(2
人共用一个房间 )

Tom and Henry’s rooms face north. 汤姆和亨利的房间朝北。(2
个或更多的房间 )

Tom’s and Henry’s rooms face north. 汤姆的房间和亨利的房间

都朝北。( 两人都有自己的房间，共两个或更多的房间 )

 8) 带同位语的名词的所有格

 带同位语的名词，只将其同位语变为所有格。

  This is my friend, Dick’s e-dictionary. 这是我朋友迪克的电子词典。

  I met the girl at my uncle Brown’s room. 我是在我叔叔布朗的房

间里遇见这个女孩的。

 9) “2 个月的假期”的英语表示法

 表示 “ 多少时间的、多长 / 宽 / 高的 ” 概念时，英语中常用两种方式

表示 ：“’s 所有格 + 名词 ” 或 “ 数词 - 单数名词 + 名词 ”。

  2 个月的假期 ：two months’ holiday → a two-month holiday

 5 分钟的谈话 ：five minutes’ talk → a five-minute talk

 10 小时的休息 ：ten hours’ rest → a ten-hour rest

这类概念不用 of 所有格结构，一般也不可用名词直接修饰名词。

一个月的假期：the holiday of a month( 误 ) → a month’s holiday( 正 )

 3-3  “of+名词”构成的所有格

 1) 无生命东西的名词一般用“of+ 名词”结构，表示所有关系

  the top of the hill 山顶

 the cover of the dictionary 词典的封面

 2) 有生命东西的名词，在两种情况下通常可用“of+ 名词”结构表

示所有关系

 (1) 名词本身较长时

 the death of Dr. Norman Bethune 诺尔曼 · 白求恩大夫的逝世

 (2) 名词的定语较长时

  What’s the name of the student sitting near the window? 坐在

窗边的那位学生叫什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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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名词化的词用“of+ 名词”表示所有关系

  the education of the young 青年的教育

 the life-style of the rich 富人的生活方式

 4) 用’s所有格还是用 of 所有格

 (1) 如果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可用 ’s 所有格或 of 所有格

  the university’s president →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大学

校长

 China’s foreign trade →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中国的外贸

 (2) 当 ’s 所有格表示事物类别或属性时，不可与 of 所有格互换

 比较 ： 

  硕士学位

a master’s degree ( 正 )

the degree of a master ( 误 )

  儿童杂志

children’s magazine ( 正 )

the magazine of children ( 误 )

常用 of 所有格表示 “ 某人发生的遭遇或事情 ”，也可用 ’s 所有格。

 母亲去世之后，她就离开家去南方了。

After the death of her mother, she left home and went to the south. 

After her mother’s death, she left home and went to the south.

 3-4  双重所有格结构
 当 a, an, this, that, these, those, some, any, several, no, every, 

such, another, which, what 等与名词所有格共同修饰一个名词时，两

者不能同时都放在该名词前面，而要用双重所有格表示，其结构是 ：a/

this/some...+ 名词 +of+’s 所有格，但 of 前的名词不能用限定词 the
修饰。这种结构表示 “ 部分 ” 概念。

  several friends of Susan’s 苏珊的几个朋友

some friends of Susan’s 苏珊朋友中的一些朋友

  He is my father’s a friend. ( 误 )

He is a my father’s friend. ( 误 )

He is a friend of my father’s. ( 正 ) 他是我父亲的一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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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双重所有格和 of 所有格有时可互换使用，意义区别不大。比较：

  a friend of her mother’s 她母亲的一位朋友 ( 强调只是她母亲朋 

 友中的一位 )

a friend of her mother 她母亲的朋友 ( 强调对她母亲友好 )
② 有时两种形式表示的意义不同。比较：

  a picture of his brother’s 他弟弟的一张照片 ( 他弟弟所拥有的一张 

 照片，但不一定是他本人，可能是别人送给他的照片 )

a picture of his brother 他弟弟本人的一张照片 ( 是他本人 )
③ of 所有格的介词宾语为专有名词时，一般只用双重所有格。比较：

 a poem of Keats’(s) ( 正 ) 济慈的一首诗

  a poem of Keats ( 误 )

① 双重所有格的另一种结构是 “a/this/some+ 名词 +of+ 名词性物

主代词 ”。

a friend of mine 我的一位朋友

that pen of his 他的那支钢笔

②  双重所有格中的 ’s 所有格必须是特指，而且一般只指人，不指物。

a pencil of my sister’s ( 正 ) → a pencil of a student’s ( 误 )

the cover of the book ( 正 ) → the cover of the book’s ( 误 )

复合名词  4

 英 语 中 有 大 量 的 复 合 名 词， 常 用 3 种 书 写 形 式 ：① 连 写， 如 ：

turntable 转盘；②分开写，如：book review 书评；③中间加连字号，如：

ice-cream 冰激凌。复合名词的重音一般在第一个音节上。

 比较 ： 

   a 'greenhouse 温室

a 'green 'house 绿色房子

   an 'English teacher 英语教师

an 'English 'teacher 英国教师

 英语复合名词主要有下列几种构成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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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名词 + 名词 :  fire-engine 消防车 , bookworm 书呆子 , teahouse 
茶馆

 ② 名词 + 副词： lookout 留心 , passer-by 过路人 , breakdown  
损坏

 ③ 名词 + 动词 ： hairdo 发型 , haircut 理发

 ④ 动词 + 副词 ：  take-off 起飞 , try-on 试穿 , look-over 检查 , 

flyover 立交桥

 ⑤ 动词 + 名词 ： turntable 转盘

 ⑥ 动名词 + 名词 ： bathing-suit 游泳衣 , sitting-room 起居室 , 

chewing-gum 口香糖

 ⑦ 形容词 + 动名词 ： dry cleaning 干洗

 ⑧ 形容词 + 名词 ： highway 公路 , blueprint 蓝图 , goodwill 善意

 ⑨ 副词 + 动词 ： output 结果 , income 收入 , upset 混乱

 ⑩ 副词 + 名词 ： bystander 旁观者 , onlooker 旁观者

 〇11 副词 + 动名词 ： upbringing 抚育 , outgoing 外出 , onlooking 
旁观 

名词的用法  5

 5-1  作主语

  The children are playing under the tree. 孩子们在树下玩耍。

 5-2  作宾语
 (1) 作及物动词的宾语

  She opens the window at five every morning. 她每天早上 5 点钟

打开窗户。

 (2) 作介词的宾语

  He came from across the river. 他从河对岸来。

 5-3  作表语

 He looks a scholar. 他看上去像一位学者。

 5-4  作宾语补足语

  They named the boy Tom. 他们给那个男孩取名汤姆。

 5-5  作主语补足语

 This kind of flower is called lilac. 这种花叫作丁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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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作定语
  That is a bicycle factory. 那是一家自行车厂。

 These are children’s clothes. 这些是童装。

     

   probe droid    work droid
   探测机器人    工作机器人

 

① 名词作定语修饰另一个名词时，一般用单数形式。但具有特殊复

数形式的名词作定语时，要用复数形式。

film tickets 电影票 heart attack 心脏病

afternoon tea 下午茶 apple pie 苹果馅饼

weather forecast 天气预报 women teachers 女教师

② 有些名词作定语时常用复数形式。

a glasses store 眼镜店 a clothes shop 服装店

a goods train 货物列车 students dress 学生服

a sales manager 营业主任 a trousers pocket 裤兜

a jeans shop 牛仔裤店 a sports meet 运动会

 5-7  作状语

 He has been waiting here hours. 他在这里等了好几个小时了。

 5-8  作同位语

 We students should not smoke. 我们学生不应该抽烟。

 5-9  作呼语

 Well, what’s the matter, young man? 怎么了，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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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的几种习惯搭配  6

  6-1  of+表示大小、长短、年龄、颜色、材料、高度、深度

的名词

  The two coats are of the same materials. 这两件外套用的布

料相同。

 The trees are of different height. 这些树高矮不一。

  She bought three shirts of the same size. 她买了 3 件同样尺寸

的衬衫。

 6-2  in+size/height/length/depth/width

 这种结构大都用于表示具体数字的名词之后。

  The garden is six meters in width. 这个花园 6 米宽。

 The field was about ten acres in size. 这块地的大小约 10 英亩。

 6-3  of+抽象名词
 这种结构的功能相当于形容词，抽象名词如 ：wealth, value, sense, 

character, courage, importance, wisdom, ability 等。

  He is a man of experience. 他是个有经验的人。(an experienced 

man)

 He is a young man of great wisdom. 他是个智力超群的青年。

 He is a man of character. 他是个品格高尚的人。

 6-4  in+抽象名词

  in time 及时 (=early enough) in anger 气愤地 (=angrily)

 in private 私下地 in wonder 惊奇地

 in despair 失望地 in surprise 惊异地

 6-5  by+抽象名词、单数名词

  by chance 偶然地 by mistake 错误地

 by the day 按天 by the dozen 按打

 sleep by day 白天睡觉 
6-6  with+抽象名词

 with calmness 镇定地 with care 仔细地

 with difficulty 困难地 with great interest 津津有味地

 6-7  on+(the/a)抽象名词、单数名词

  on arrival 到达时 on time 准时



18

超强大高中英语语法必备

 on purpose 故意地 on fire 着火

 on holiday 在度假 on sale 供出售的 

 6-8  all+抽象名词
 本结构相当于 “very+ 同根形容词 ”。

  Andy is all energy. 安迪精力充沛。(=very energetic)

 He is all politeness. 他很有礼貌。(=very polite)

 6-9  all+复数名词

  He was all ears. 他洗耳恭听。

 He is all thumbs. 他总是笨手笨脚的。

  6-10  抽象名词+itself

 本结构相当于 “very/extremely+ 同根形容词 ”。

  He is honesty itself. 他为人很诚实。 (=very honest)

 The queen was a beauty itself. 王后是个绝代佳人。

名词化  7

 除各种名词外，还有一些其他词类构成的名词，如形容词、分词、

动名词、数词等。这种现象称为名词化。名词化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

 ① 表示抽象概念，如 ：thinking 思想，hearing 听力。

 ② 表示动作，如 ：take a sleep 睡一觉，have a rest 休息一下。

 ③ 指一类人或物，如 ：the rich 富人，the good 善人。

 ④ 表示特殊含义，如 ：a nobody 小人物。

 7-1  名词化的形容词(the+形容词)

  the new 新生事物 the rich 富人

 the best 最好的人或物 the sick 病人 
 7-2  名词化的过去分词(the+过去分词)

 the wounded 伤员 the unemployed 失业者

 the aged 老年人

 7-3  名词化的动名词

  finding 发现，发现物 writing 作品

 feeling 情感 thinking 思想

 7-4  名词化的不定代词

  He is not a somebody, but a nobody. 他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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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无名之辈。

 7-5  名词化的副词

  It’s comfortable in here. 这里很舒适。

 7-6  名词化的基数词

  I’m at sixes and sevens about what to do. 我心中七上八下，拿

不定主意该怎么办。

 7-7  名词化的序数词

  We need a fourth in the game. 我们三缺一。

 7-8  名词化的介词

 Did you say “for” or “against” ？ 你说的是赞成还是反对？

 7-9  名词化的连词

 But me no buts. 你不要对我说 “ 但是 ”“ 但是 ” 了。

名词的后缀  8
 
 名词有多种后缀形式，衍生出众多的词，掌握这些词缀，对于扩大

词汇量极有帮助。名词后缀主要有 ：

 ① -er: painter 画家 , climber 攀爬者 , foreigner 外国人 , officer
官员

 ② -or: actor 演员 , donor 捐赠人 , conductor 售票员 , generator 发

电机 , director 导演

 ③ -an: Asian 亚洲人 , historian 历史学家 , republican 共和党人 , 

Canadian 加拿大人

 ④ -ist: tourist 游人 , journalist 记者 , pianist 钢琴家 , artist 艺术家

 ⑤ -ess: goddess 女神 , actress 女演员 , poetess 女诗人 , waitress
女服务员

 ⑥ -ese: Japanese 日本人 , Portuguese 葡萄牙人 , Cantonese
广东人

 ⑦ -ion: construction 建设 , connection 连接 , celebration 庆祝

 ⑧ -ness: goodness 善 , sadness 悲伤 , kindness 善意 , helpfulness
有帮助

 ⑨ -ment: treatment 对待 , merriment 快乐 , agreement 同意

 ⑩ -hood: likelihood 可能性，childhood 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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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〇11 -ship: friendship 友谊 , hardship 艰难 , leadership 领导

 〇12 -dom: kingdom 王国 , wisdom 智慧 , freedom 自由

 〇13-age: marriage 婚姻 , baggage 行李 , postage 邮费

 〇14-th: birth 出生 , bath 洗澡 , truth 真理 , depth 深度 , width 宽度

 〇15-ance: performance 演出 , importance 重要性

 〇16-ence: confidence 信心 , dependence 依靠 , excellence 优秀

 〇17-ure: exposure 揭露 , pleasure 快乐 , failure 失败

 〇18-ity: ability 能力 , possibility 可能性 , authority 当局

 〇19-ing: driving 驾驶 , fighting 战斗 , banking 银行业务 , wedding
婚礼

几个疑难用法  9

 1) why 可以用作名词

 翻译 ：Parents should be patient with their child’s hows and whys.
 [答案] 做父母的应耐心回答孩子提出的问题。

 why 有时可以用作名词，意为 “ 原因，理由 ”。例如 ： I don’t know 

the whys of his doing that way.( 我不知道他那样做的原因。)

 2) work 和 job

 She had much      to do yesterday.
 [答案] work。

 work 可用作名词，作 “ 工作 ” 解时，为不可数名词 ；而作 “ 工

厂，工程，工事，机件 ” 解时，要用复数形式，单复数同形。例如 ：

two works( 两家工厂 )。job 为可数名词。例如 ：She has a job as a 

cook. ( 她是炊事员。)

表示 “ 著作，作品 ” 时，常用 works，但也可说 a work。

works of art 工艺品

Her works include novels, poems and plays. 她的著作包括小说、

诗歌和戏剧。

 a work by Mark Twain 马克 · 吐温的一部作品

  two works by Mark Twain 马克 · 吐温的两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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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ype, kind 和 sort

 “a type/kind/sort of+ 单数可数名词 / 不可数名词 ” 为正确用法，of
后跟单数可数名词时，通常不用冠词。

  What kind of tree is it? 这是一棵什么样的树？

 It is a new type of camera. 这是一款新式照相机。

☞	当 type，kind 和 sort 为复数形式时，of 后的名词可用复数形式。

  I like those sorts of book/books. 我喜欢那一类书。

  That kind/sort of question is very difficult. 那种问题很难。

Questions of that kind/sort are very difficult.

 4) zero degrees 和 zero degree

  Water freezes at      centigrade.
 [答案] 两者均正确。

 “ 零 度 ” 一 词 中 “ 零 ” 为 zero，“ 零 度 ” 英 语 为 zero degrees 或

zero degree。另外，“ 零点钟 ” 可以说 zero hour 或 zero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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