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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语法是初中英语学习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是语言表达的前提条件，是语言应用能力的基

础。对于中考而言，学生学好语法，不仅能提高语法部分的准确率，同时对于阅读和作文部分

也有很大的帮助。

       本书旨在梳理初中语法的重要知识点，构建清晰明了的知识结构体系，重难点突出，详略得

当，针对性强。

 

漫画图解

用漫画图解的方式讲述重要、难懂的语法规则，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抽象的语法概念变得

容易理解，便于学生一目了然抓住重难点，一

看就懂，一学就会。

思维导图

每一章节前配有思维导图，展示本章重要的知

识点，为学生提供清晰的知识结构，预习和复

习都更为直观和便捷。

中考链接

让学生了解基本学习内容和学习要求。
在初中阶段学生需要能够：

1.  理解不定式的肯定式、否定式结构的使用规则及其意思；2.  理解wh-+不定式、不定式复合结构

的使用规则及其意思；3.  了解不定式在句子中充当的句子成分及其用法；4.  理解动名词肯定式的结构

及其意思；5.  了解动名词在句子中充当的句子成分及其用法。

中考链接 

I discovered that Tom had broken the 
glass. 我发现汤姆打碎了杯子。

过去的过去 过去 现在

I discoveredTom broke the glass

名词的句法功能

作主语
作宾语
作补语
作称呼语
作同位语
作表语
作定语
作状语

只修饰可数名词

只修饰不可数名词

可数和不可数名词都可以修饰

表示个数的单位词

表示形状的单位词

表示容积的单位词

表示度量的单位词

表示成双、成组、成群的集体单位词

名词的修饰语

表示数量的修饰语

单位词修饰语

其他修饰语

名词的格

’s所有格
of所有格
双重所有格

可数名词的数

不可数名词的数

一般情况

以 s, x, ch, sh 结尾

以“辅音字母 +y”结尾

以 o结尾

以 f 或 fe 结尾

改变单数名词中的元音字母

单复数形式相同

在词尾加 -ren 或 -en

多种复数形式的名词

表示“某国人”的名词

复合名词的复数形式

复数形式的规则构成

复数形式的不规则构成

集体名词的单复数

不可数名词作可数名词

不可数名词的量化表达

名词的数

名词的分类

普通名词

专有名词

可数名词

不可数名词

人名

地名

节日、月份、星期

江河湖海名

个体名词

集体名词

物质名词

抽象名词

名词



       最后，希望本书能帮助到各位初中学生，也祝愿大家能顺利进入理想的学校。

中考真题 / 典型考题

每个语法点都会由历年的中考真题或典型考题

引入，再进行详细的梳理和讲解，并给出相应

的例句。

特别提示

针对语法疑难点给予特别提示，如某些疑难句

型、习惯搭配、易错易混的知识点等，便于透

彻掌握。

考点讲解

从中考的命题规律对语法点可能涉及的题型和

重点进行阐述。

状语从句一直是中考的重要考点，也是复合句中变化最多、最难掌握的从句之一，考点主要集中在

单项选择和句型转换中。状语从句的种类繁多，用法也不同，因此同学们必须要注意分析主句和从句之

间的逻辑关系，根据不同的语境灵活运用。

考点讲解

中考真题

  The museum 　　　　 next month to celebrate the Science & Technology Festival. 
A. is decorated     B. will decorate     C. is decorating     D. will be decorated
解答 ：D（博物馆被装饰，用被动语态 ；next month说明句子需用一般将来时）

  The scientists released the picture of a black hole to the world on April 10.（改为被动语态）

 The picture of a black hole 　　　　 　　　　 to the world by the scientists on April 10.
解答 ：was released（released是一般过去时，the picture是第三人称单数，用was+过去分词）

特别提示

1） be used to do sth. 意为“被用来做某事”，是动词use的被动结构，主语一般是物，相当于be used for 
doing sth.。
e.g.  A knife can be used to cut bread. 刀能被用来切面包。

2） be / get used to doing sth. 意为“习惯于做某事”，这里的 to是介词，后面

跟名词或动名词。

e.g.  I am still not used to the weather in Beijing. 我还没适应北京的天气。

 Have you got used to driving on the left? 你习惯靠左驾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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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语 音

句子的语调

连读和不完全爆破
不完全爆破

升调

降调

有升有降

连读

单元音
长元音

短元音

/eI/, /aI/, /RI/, /IE/, /eE/, /UE/, /EU/, /aU/

/p/, /t/, /k/, /ts/, /tr/, /tF/, /f/, /W/, /s/, /F/, /h/

/b/, /d/, /g/, /dz/, /dr/, /dV/, /v/, /T/, /z/, /r/, /V/, /j/, /w/, /l/, 

/m/, /n/, /N/

/i:/, /\:/, /R:/, /u:/, /B:/

/I/, /E/,/C/, /U/, /Q/, /e/, /A/

双元音

清辅音

辅音 + 元音

r/re + 元音

辅音 + 半元音

浊辅音

国际音标

基本读音规则

元音字母的读音规则

辅音字母的读音规则

元音

辅音

元音字母组合的读音规则

辅音字母组合的读音规则

a

e

i/y

o

u

/eI/

/A/

/i:/
/e/

/aI/
/I/

/EU/
/C/

/u:/, /ju:/
/Q/, /U/

语音

1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是语言符号系统的载体，负载着一定的语言意义。

在初中阶段学生需要能够：

1.  了解单词的基本读音规则，能根据规则识别单词重音；2.  认识元音、辅音，能借助音标拼读单词；

3.  根据句子重音意群和停顿规则朗读句子；4.  听懂说话人的意思，正确判断说话人的态度；5.  根据连读

和不完全爆破规则朗读句子；6.  正确理解升降调的含义。

在口试部分，学生需要能正确朗读词汇或根据音标朗读单词，能根据句子重音、意群、停顿、连读和

不完全爆破等规则朗读句子。在听力部分，学生需要能听懂词汇和句子，能通过判断说话人的态度理解他

的意思。在词汇和语法部分，单词辨音、看音标写单词、根据单词选择音标、判断句子的升降调等都是常

考题型。

中考链接 

考点讲解 

  一、基本读音规则  

1. 元音字母在重读开、闭音节中的读音规则

中考真题

Which of the following underlined parts is 
different in pronunciation?
A. back B. chat 
C. hate D. taxi
解答：C（C的发音为 /eI/，其他的发音为 /A/）

开音节

skate /eI/

闭音节

ant /A/

字    母 音    节 读    音 例    词

a
开音节 /eI/

waste 浪费

hate 讨厌

闭音节 /A/
travel 旅行

passage 章节

e
开音节 /i:/

metre 米
eve 前夜

闭音节 /e/
letter 信 ；字母

check 检查

i, y
开音节 /aI/

cycle 骑车

kind 善良的 ；种类

闭音节 /I/
dish 盘子 ；菜

library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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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母 音    节 读    音 例    词

o
开音节 /EU/

local 当地的

ago 以前

闭音节 /C/
honest 诚实的

fox 狐狸

u
开音节 /u:/, /ju:/

ruler 尺子

use 使用

闭音节 /Q/, /U/
truck 卡车

put 放

（续表）

2. 辅音字母的基本读音规则

典型考题

Which of the following underlined parts is different 
in pronunciation?
A. although B. birthday  
C. breathe D. either
解答 ：B（B的发音为 /W/，其他的发音为 /T/）

1） 清浊辅音

发音时声带不振动的辅音叫作清辅音，通常与浊辅音相对。

清辅音 例  词 浊辅音 例  词

/p/ piano 钢琴 /b/ button 按钮

/t/ past 过去的 /d/ downstairs 在楼下

/k/ kite 风筝 /g/ glove 手套

/f/ fridge 冰箱 /v/ oven 烤箱

/s/ famous 著名的 /z/ lose 丢失

/W/ theatre 剧院 /T/ together 一起 

/F/ ocean 海洋 /V/ pleasure 愉快

/tF/ cheese 奶酪 /dV/ large 大的

/tr/ trash 垃圾 /dr/ dragon 龙

/ts/ flats 公寓 /dz/ needs 需要

清辅音 浊辅音

th发 /T/ gather th发 /W/ mouth 

2） 字母n在 /k/前或者ng字母组合通常发 /N/

e.g. uncle, 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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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名词或动词词尾加 -s 或 -es的读音规则

①  -s在清辅音后读作 /s/，在其他辅音或元音后读作 /z/。

e.g. desks /s/　　　　　speaks /s/　　　　　seasons /z/ 
②  在单词结尾加 -es读作 /Iz/。

e.g. classes, watches, washes
③  在以se，ce，ge结尾的单词后加 -s，词尾 -es读作 /Iz/。

e.g. nurses, oranges, changes, faces
④  在 /t/或 /d/后面的 -s与前面连读为 /ts/或 /dz/。

e.g. cats /ts/　　　　　 reads /dz/ 
4） 动词的过去式词尾加 -ed的读音规则

①  在清辅音后读作 /t/，在其他辅音或元音后读作 /d/。

e.g. worked /t/　　　　  finished /t/　　　　    stayed /d/

②  在 /t/或 /d/后面的 -ed读作 /Id/。

e.g. wanted, needed 

3. 常见元音字母组合的读音规则

think 字母n在 /k/前通常发 /N/

chooses /Iz/

典型考题

Which of the following underlined parts is different in pronunciation from others?
A. Smoking is harmful to our health. 
B. There is a warning sign on the wall. 
C. Tom is a big fan of cartoon films. 
D. My mother bought some fish in the market.
解答 ：B（B的发音为 /R:/，其他的发音为 /B:/）

字母组合 读  音 例  词 字母组合 读  音 例  词

ai
ay

/eI/
pain 疼痛

clay 黏土
ar

/B:/

/R:/

/E/

card 卡片

quarter 四分之一

dollar 美元

al
/R:/ 
/R:l/

/B:/

walk 走
always 总是

half 半
au

/R:/ 
/B:/

cause 原因

laugh 大笑

air
are

/eE/
hair 头发

careful 小心的
ee /i:/ teeth 牙齿

ea
/i:/

/e/

/eI/

peanut 花生

death 死亡

break 打破

ei
/i:/

/eI/

receive 收到

weigh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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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组合 读  音 例  词 字母组合 读  音 例  词

ck, ch
/k/

/tF/

/F/

pocket 口袋

rich 富有的

machine 机器

gh /f/

不发音

laugh 大笑

high 高的

ph /f/ physics 物理 qu /kw/ quiet 安静的

sh /F/ shine 照耀 wh
/w/

/h/

while 一会儿

whose 谁的

4. 常见辅音字母组合的读音规则

字母组合 读  音 例  词 字母组合 读  音 例  词

er
/\:/

/E/

term 学期

member 成员
ear

/IE/ 
/eE/ 
/\:/

year 年
wear 穿着

learn 学习

ere
/IE/ 
/eE/ 

here 这儿

there 那儿
ew

/u:/

/ju:/

blew 吹
few 少

ie
/i:/

/aI/

field 田
lie 说谎 ；躺

ir /\:/ shirt 衬衫

oa
/EU/

/R:/

goal 目标

abroad 在国外
oo

/U/

/u:/ 
/Q/

cook 做饭

root 根
flood 洪水

or
/R:/

/\:/

/E/

sport 运动

worker 工人

actor 男演员

ow
/aU/

/EU/

however 然而

throw 扔

ou

/aU/ 
/u:/ 
/Q/

/U/

loud 响亮的

group 小组

rough 粗糙的

could 能

our
/aUE/

/R:/

/\:/

hour 小时

course 课程

journey 旅程

（续表）

典型考题

Which of the following underlined parts is different 
in pronunciation?
A. light B. enough 
C. flight D. though
解答 ：B（B的发音为 /f/，其他不发音）

night gh不发音cough gh发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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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国际音标  

中考真题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rds is pronounced /prI5vent/?
A. present B. pretend C. prevent D. pleasant
解答 ：C（A /5prez(E)nt/, B /prI5tend/, D /5ples(E)nt/）

元    音（20）

单元音
长元音 /i:/, /\:/, /R:/, /u:/, /B:/

12
短元音 /I/, /E/, /C/, /U/, /Q/, /e/, /A/

双元音 /eI/, /aI/, /RI/, /IE/, /eE/, /UE/, /EU/, /aU/ 8

辅    音（28）

清辅音 /p/, /t/, /k/, /ts/, /tr/, /tF/, /f/, /W/, /s/, /F/, /h/ 11

浊辅音
/b/, /d/, /g/, /dz/, /dr/, /dV/, /v/, /T/, /z/, /r/, /V/, /j/, /w/, /l/, /m/,  
/n/, /N/

17

常见题型

1. 根据音标写单词

e.g. /5B:tIst/　artist 艺术家 /5tFCkElIt/　chocolate 巧克力

2. 根据音标选择单词

e.g.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rds is pronounced /FeIp/? 
 A. shape B. sheep C. shop D. ship
答案 ：A 

3. 根据单词选择音标

e.g.  My uncle is a policeman.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correct for the underlined word in the 
sentence? 

 A. /5pEli:smEn/ B. /pE5li:smEn/ C. /5pUlIsmEn/ D. /pU5li:smEn/

答案 ：B

常 见 题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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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连读和不完全爆破  

1. 连读

类    型 示    例

辅音+元音
look at it
an hour

r/re+元音
for ever

look for it

辅音+半元音 Could you help me?

Nice to meet you. 连读

2. 不完全爆破

在朗读句子或某些单词时，爆破音 /p/，/b/，/t/，/d/，/k/，/g/ 
在一定情况下不必爆破出来，就是说气流不必冲破阻碍，而只是发音

器官在口腔中形成阻碍，稍作停顿后马上过渡到后面的音，这种现象

叫不完全爆破。

e.g. foo(t)ball 足球 the re(d) coat 红色外套

  四、句子的语调  

a bi(g) car 不完全爆破

典型考题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right?
A. How hard Tom works! ↗ B. I don’t know his name. ↗
C. Is this your ruler? ↗   D. Where is Tom’s desk? ↗
解答 ：C（C为一般疑问句，应该用升调，其他句子用降调）

英语的语调来自音调的变化，主要分为升调和降调。

1. 升调

升调用于一般疑问句来表达提问或者表达不肯定、委婉的含义。

e.g. Are you from Beijing? ↗　你来自北京吗？

2. 降调

降调一般用于陈述句、特殊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等，表示结束或肯定。

e.g. I can draw beautiful pictures. ↘　我会画漂亮的图画。

 What’s your nationality? ↘　你的国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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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升有降

1） 反意疑问句

①   提问者对所提问题没有把握，希望对方回答，前面陈述部分用降调，

后面疑问部分用升调。

e.g.  The boy is good at playing chess ↘ , isn’t he ↗?　这个男孩擅长下

棋，是吗？

②   提问者对所提问题很有把握，希望对方证实，前面陈述部分和后面疑

问部分都用降调。

e.g. Bob will leave for Tokyo next week ↘ , won’t he ↘?　鲍勃下周要去东京了，是吧？

2） 选择疑问句

在选择疑问句中，前面的选择事项用升调，最后一项用降调。

e.g. Is this kite yours ↗or Tom’s ↘?　这只风筝是你的还是汤姆的？

  Which is your favourite subject, English ↗ , Chinese ↗or maths ↘?　哪个是你最喜欢的学

科，英语、语文还是数学？

3） 列举几个并列的事物，前几项都用升调，最后一项用降调

e.g.  I’d like to buy some fish ↗ , some ice cream ↗and a packet of nuts ↘ .　我想买些鱼、一些

冰激凌和一包坚果。

8

漫画图解 超好记超好用初中英语语法



Chapter 2 名 词

9

名词的句法功能

作主语
作宾语
作补语
作称呼语
作同位语
作表语
作定语
作状语

只修饰可数名词

只修饰不可数名词

可数和不可数名词都可以修饰

表示个数的单位词

表示形状的单位词

表示容积的单位词

表示度量的单位词

表示成双、成组、成群的集体单位词

名词的修饰语

表示数量的修饰语

单位词修饰语

其他修饰语

名词的格

’s所有格
of所有格
双重所有格

可数名词的数

不可数名词的数

一般情况

以 s, x, ch, sh 结尾

以“辅音字母 +y”结尾

以 o结尾

以 f 或 fe 结尾

改变单数名词中的元音字母

单复数形式相同

在词尾加 -ren 或 -en

多种复数形式的名词

表示“某国人”的名词

复合名词的复数形式

复数形式的规则构成

复数形式的不规则构成

集体名词的单复数

不可数名词作可数名词

不可数名词的量化表达

名词的数

名词的分类

普通名词

专有名词

可数名词

不可数名词

人名

地名

节日、月份、星期

江河湖海名

个体名词

集体名词

物质名词

抽象名词

名词



名词是表示人、事物、地点或抽象概念名称的词。

e.g. I like my school because the teachers are very friendly. 我喜欢我的学校因为老师们都很友好。

Aunt Betty works in a company in Beijing. 贝蒂阿姨在北京的一家公司工作。

在初中阶段学生需要能够：

1.  识别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2.  识别可数和不可数名词；3.  掌握可数名词复数形式的构成规则；

4.  了解可数和不可数名词数量表达的方式；5.  知晓名词所有格；6.  了解名词所有格的构成规则；7.  了解

名词在句中的成分。

名词的考查形式非常多样，从选择题到词性转换再到完形填空，都有可能涉及，但是难度一般都不

大。其中，识别可数和不可数名词、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名词的数量表达和名词所有格是中考的重点。

中考链接 

考点讲解

  一、名词的分类  

名词可以分为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

1. 普通名词 

普通名词指某一类人、某一类事物、某种物质或抽象概念的名称，可分为个体名词、集体名词、

物质名词和抽象名词。

类    别 定    义 例    词

可数名词

个体名词 表示单个人或事物的名词
company 公司
number 数字
museum 博物馆

集体名词 一群相似相关的个体结合而成的集合体的名称

family 家庭
team 队
people 人们
class 班级
army 军队
police 警察

不可数名词

物质名词
表示无法分为个体的实物，包括材料、食品、饮

料、固体、液体、气体、金属等

cotton 棉花

beef 牛肉

water 水

抽象名词
表示性质、品质、动作、状态、学科等抽象概念的

名词

health 健康

courage 勇气

physics 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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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有名词

专有名词表示具体的人、事物、地点、团体或机构的专有名称。

1） 人名

e.g.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　Miss White 怀特小姐

2） 地名

e.g. China 中国　Beijing 北京

3） 节日、月份、星期

e.g. October 十月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端午节

4） 江河湖海名

e.g. the Yangtze River 长江　the West Lake 西湖

特别提示

1.  专有名词的第一个字母要大写，但是其中的虚词（包含5个或少于5个字母的单词），如冠词、介词、

连词等一般不大写。

 e.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

2.  一般情况下，专有名词前不能用不定冠词a/an，由两个以上的普通名词组成的专有名词前一般要用定冠

词 the。

 e.g. the Great Wall 长城　the White House 白宫

  二、名词的数  

名词根据其可数性可分为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可数名词即指可以分为个体，且可直接用数目

进行计数的名词 ；不可数名词指不能以数目来计算、不可以分成个体的词，如概念、状态、品质、感

情或物质材料。

不可数名词可数名词

物质名词 water 抽象名词 health个体名词 museum 集体名词 family

1. 可数名词的数

中考真题

Mr. Smith bought three 　　　　 of local snacks for the exchange students. (box)
解答 ：boxes（根据 three得知要用复数，box的复数形式为bo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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