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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剑桥通用五级考试”是剑桥大学英语考评部设立的英语水平考试，对考生英语

的听、说、读、写能力进行综合考查，为成绩合格者提供由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颁发

的成绩合格证书。PET 青少版和 PET 标准版这两个版本的考试于 2020 年 1 月实行改

革，改革后考试分别更名为 B1 Preliminary for Schools 和 B1 Preliminary，也就是 B1 

Preliminary 青少版和 B1 Preliminary 标准版。其中 B1 Preliminary 青少版考试在话题

和内容上主要涉及在校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是一项针对在校青少年学生的中级英语水平

考试。通过该考试，考生可以证明自己能够在日常生活、学习、旅行时使用英语进行沟通。

B1 Preliminary for Schools 相当于欧洲委员会制定的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 B1 级

别，下表为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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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为 B1 Preliminary for Schools 考试中的一部分，分数占比 25%，重点考查学

生的听说能力。为了帮助考生更好地准备这项考试，我们编写了《新版剑桥 PET 考试·考

官口语·剑桥通用五级考试 B1 Preliminary for Schools（赠音频）》一书。全书共七章：

第一章重点介绍了考试改革前后口语部分的变化；第二章详细介绍了 B1 Preliminary for 

Schools 口语考试及如何展开对话；第三至七章为口语考试模拟练习题。

本书的具体特色如下：

★四部分口语题型，逐一讲解

根据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官方最新发布的 B1 Preliminary for Schools Handbook，口

语考试分为四部分：Part 1、Part 2、Part 3 和 Part 4。本书按考试流程详细介绍了各部

分内容在考试中是如何展开的，能帮助考生更具针对性地学习。

★仿真模拟题，全面演练

本书根据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官方最新发布的 B1 Preliminary for Schools Handbook

中的真题，以及考试要求和考试特点，精心编写了符合考试内容的口语练习，以帮助考

生全面应对考试。

★14类口语题库问答

针对 Part 1 部分，总结了 14 类常考的口语话题。不仅给出了问题，还给出了参考

答句。考生可熟记口语提问句型，并对照参考答句有效学习备考。

★ 23 类官方口语主题词汇

本书涉及的词汇类型十分丰富，其涵盖的范围包括朋友、爱好、旅行、购物等 23

类主题，学生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记忆，帮助自己轻松展开对话。

最后，祝考生们取得理想的成绩！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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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2020 年改革后的 B1 Preliminary for 

Schools 口语考试

关于 B1 Preliminary for Schools

　　B1 Preliminary for Schools，即 B1 Preliminary 青少版（原 PET 青少版），是剑

桥通用英语考试第二级。B1 Preliminary 青少版和 B1 Preliminary 标准版对应的欧洲语

言共同参考框架（CEFR）等级相同，但其考试内容主要针对青少年学习者，而非成人。

此考试非常适合已通过 A2 Key 青少版（原 KET 青少版）考试的考生，可为其今后参加

B2 First 青少版（原 FCE 青少版）考试做准备。

　　通过 B1 Preliminary 青少版考试的学生能够：

　　● 阅读简单的英语课本和文章；

　　● 撰写日常英语信件和英语电子邮件；

　　● 理解事实性信息；

　　● 辨别口头英语和书面英语所表达的观点和态度。

改革前后口语考试变化解读

改革后的 B1 Preliminary for Schools 口语考试内容概览

Speaking

口语

12 minutes
答题时间共 12 分钟

Four parts, as before
跟之前一样，包含 4 部分

改革后未发生变化

Part

部分

Task

任务

Format

形式

1
Introductory phase 
介绍阶段

Candidates show ability to use general interactional and social 
language. Same as old Part 1.
考生展示其使用常用的互动和社交语言的能力；与旧版 Part 1
相同。

同改革前 Part 1，题型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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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部分

Task

任务

Format

形式

2
Individual long turn 
个人陈述

Describing photographs and managing discourse, using 
appropriate vocabulary in a longer turn. Same as old Part 3 
but photos are not necessarily on the same topic.
描述照片，组织语言，用恰当的词汇进行深入阐述；与旧版

Part 3 相同，但照片未必关于同一主题。

改革前为 Part 3，考生拿到的照片不一定关于同一主题。

3
Collaborative task 
合作类任务

Using funct ional  language to make and respond to 
suggestions, discuss alternatives, make recommendations 
and negotiate agreement, based on picture prompts. Same as 
old Part 2.
根据图片提示，使用功能性语言提出建议并对建议做出反馈，

讨论其他可行的方案，通过提议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与旧版

Part 2 相同。

改革前为 Part 2，改革后题型未发生变化。

4
Discussion 
讨论

Talking about likes/dislikes, preferences, habits, opinions and 
agreeing/disagreeing. Similar to old Part 4 but is now linked to 
the collaborative task. In the old paper it was linked to the long 
turn picture description. 
谈论好恶、倾向、习惯、意见以及对意见的态度（同意 / 不同意）；

与旧版 Part 4 相似，但是新版与合作类任务相关联，旧版则与

个人陈述的图片描述相关联。

同改革前 Part 4，改革后题型未发生变化，考生依然就 Part 3
中的图片进行作答。

　　改革后，口语部分题型未发生变化，依然为 Part 1、Part 2、Part 3 和 Part 4，只

是调换了 Part 2 和 Part 3 的顺序，即改革后 Part 2 为改革前的 Part 3。

改革后口语题型介绍

　　新版考试的口语部分还是跟之前一样由 4 部分组成，主要考查内容和具体要求如下

所示：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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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部分

Timing

时间

（分钟）

Interaction

交流

Task types

任务类型

What do candidates have to do?

考生要做什么？

1 2

Interlocutor
考官



Candidate
考生

Interlocutor asks 
questions to each 
candidate in turn
考官对两名考生

依次进行提问

Respond to questions, giving factual 
or personal information
回答问题，提供事实或个人信息

2 3 
Candidate’s 
extended turn
考生深入阐述

Extended turn
深入阐述

Describe one colour photograph, 
talking for about 1 minute
描述一张彩色照片，谈论大约 1 分钟

3 4

Candidate
考生



Candidate
考生

Discussion task 
with visual  stimuli
根据图片提示展

开讨论

Make and respond to suggestions, 
discuss alternatives and negotiate 
agreement
提出建议并对建议做出反馈，讨论其

他可行的方案并协商达成一致

4 3

Interlocutor
考官



Candidate
考生

General 
conversation
一般性对话

Discuss likes/dislikes, experiences, 
opinions, habits, etc.
讨论好恶、经历、意见、习惯等

备考建议

　　关于 Part 1，官方给出的建议是：

　　考生在口语考试开始时感到紧张是很正常的。此部分使用的是简单的日常用语，目

的是帮助考生进入考试状态。

　　考生应该仔细听问题并给出相关答案。

　　考生应当避免用一个词回答问题，要尽量扩展答案，并尽可能地给出原因和例子。

但也要注意，在这个阶段，考生的回答不能过长。

　　关于 Part 2，官方给出的建议是：

　　考生应当言简意赅，不要通过照片推测背景或谈论任何更宽泛的问题。

　　考生应该通过这部分考试来展示他们的词汇量。

　　考生应当尽可能详尽地描述照片中的人物和活动，应该想象自己正在向看不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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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描述照片内容。内容可能包括说出所有对象，以及描述颜色、服装、一天中的时间、

天气等。

　　考生也可以使用简单的连词来展示他们的语言组织能力。

　　如果考生想不起某个单词，但能通过换一种说法的方式或其他策略来处理他们不知

道或记不住的单词，也能得分。

　　关于 Part 3，官方给出的建议是：

　　考生应该集中精力充分参与任务，而不只是完成任务。评分的依据是考生是否使用

了恰当的语言和互动策略，而不是他们的想法。

　　考生应该就对方的想法做出回应，并通过给出自己的看法或提出问题等方式来推进

讨论。

　　考生应该讨论所有的图片提示，不要急于得出结论。如果考生急于得出结论，就会

失去充分展示自己语言能力的机会。

　　如果考生还没有得出结论就被考官打断了，遇到这种情况考生也不必担心。这是因

为考生的答题时间已到，但考官不会根据是否完成任务来打分。

　　关于 Part 4，官方给出的建议是：

　　考生应仔细听问题并给出答案。

　　考生在这部分考试中会被鼓励谈论自己的个人经历，表达自己的好恶，并分享自己的 

观点。

　　考生会被鼓励针对考官提出的问题给出完整的答案。考生可以借助一些有用的疑问

词（比如 why）来做到这一点，这样就能全面地回答问题。如果考生给出的回答没有达

到最低词数要求，考官通常会用“Why?”来引导考生回答问题。

　　考生应当牢记，考官在这部分考试中提出的问题没有正确答案，且他们的评分标准

不是考生的观点，而是考生用来表达自己观点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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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口语评分标准

　　考官共两人，一人对考生提问并与考生对话，然后就考生的整体表现进行打分；另

一人只听不提问，但需对考生在语法和词汇、语篇连贯性、语音、互动沟通四方面的表

现进行打分。整体表现和四方面评分细则如下所示。

B1 Global achievement 整体表现

5

Handles communication on familiar topics, despite some hesitation
能就熟悉的话题进行交流，中间偶有迟疑

Organises extended discourse but occasionally produces utterances that lack 
coherence, and some inaccuracies and inappropriate usage occur
能连续组织语言扩展语篇，但偶尔会有缺乏连贯性的话语，并出现一些不准确和不恰

当的用法

4
Performance shares features of Bands 3 and 5
完成情况介于 3 分和 5 分之间

3

Handles communication in everyday situations, despite hesitation
能就日常情景进行交流，中间有迟疑

Constructs longer utterances but is not able to use complex language except in 
well-rehearsed utterances
能组织较长的语句，但除了事先充分准备好的部分，不能使用复杂的语言表达

2
Performance shares features of Bands 1 and 3
完成情况介于 1 分和 3 分之间

1

Conveys basic meaning in very familiar everyday situations
能在非常熟悉的日常情景中传达基本意思

Produces utterances which tend to be very short—words or phrases—with frequent 
hesitation and pauses
语句往往很短（只有单词或短语）并经常出现迟疑和停顿

0
Performance below Band 1
完成情况低于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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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Grammar and 

vocabulary

语法和词汇

Discourse 

management

语篇连贯性

Pronunciation

语音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互动沟通

5

Shows a good 
degree of control of 
simple grammatical 
forms, and attempts 
some complex 
grammatical forms
能很好地运用简单

的语法结构，并能尝

试使用一些复杂的

语法结构

Uses a range 
of appropriate 
vocabulary to give 
and exchange views 
on familiar topics
能使用一系列恰当

的词汇，就熟悉的话

题发表和交换意见

Produces extended 
stretches of language 
despite some 
hesitation
尽管偶有迟疑，但回答

时能深入阐述

Contributions are 
relevant despite some 
repetition
给出的答案与问题相

关，但语句有些重复

Uses a range of 
cohesive devices
能使用一系列衔接手段

Is intelligible
能被理解

Intonation 
is generally 
appropriate
语调一般适当

Sentence stress 
and word stress 
are generally 
accurately placed
句子和单词的重

音一般都落得很

准

Individual sounds 
are generally 
articulated clearly
单个发音通常较

为清晰

Initiates and 
responds 
appropriately
能适当地开始对话

并做出回应

Maintains and 
develops the 
interaction and 
negotiates towards 
an outcome with 
very little support
能在极少的帮助下

保持和展开互动，

并通过协商取得某

种结果

4
Performance shares features of Bands 3 and 5
完成情况介于 3 分和 5 分之间

3

Shows a good 
degree of control of 
simple grammatical 
forms
能很好地运用简单

的语法结构

Uses a range 
of appropriate 
vocabulary when 
talking about 
familiar topics
在讨论熟悉的话题

时能使用一系列恰

当的词汇

Produces responses 
which are extended 
beyond short phrases, 
despite hesitation
尽管有迟疑，但回答时

不仅限于使用短句

Contributions are 
mostly relevant, but 
there may be some 
repetition
答案大部分是与问题相

关的，但语句有一些重复

Uses basic cohesive 
devices
能使用基本的衔接手段

Is mostly 
intelligible, and 
has some control 
of phonological 
features at both 
utterance and 
word levels
大部分能被理解，

且掌握了句子和

单词层面的部分

语音特征

Initiates and 
responds 
appropriately
能适当地开始对话

并做出回应

Keeps the 
interaction going 
with very little 
prompting and 
support
能在极少的提示和

帮助下保持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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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Grammar and 

vocabulary

语法和词汇

Discourse 

management

语篇连贯性

Pronunciation

语音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互动沟通

2
Performance shares features of Bands 1 and 3
完成情况介于级别 1 分和 3 分之间

1

Shows sufficient 
control of simple 
grammatical forms
能基本运用简单的

语法结构

Uses a limited 
range of appropriate 
vocabulary to talk 
about familiar topics
能使用有限的恰当

词汇谈论熟悉的话

题

Produces responses 
which are 
characterised by short 
phrases and frequent 
hesitation
回答时仅限于使用短句

并且经常迟疑

Repeats information 
or digresses from the 
topic
重复信息或偏离主题

Is mostly 
intelligible, 
despite limited 
control of 
phonological 
features
尽管语音特征掌

握有限，但基本

上能被理解

Maintains simple 
exchanges, despite 
some difficulty
尽管有一些困难，

但仍能保持简单的

沟通

Requires prompting 
and support
需要提示和帮助

0
Performance below Band 1
完成情况低于 1 分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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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四个部分的考查要点及应答策略

Section 1　口语 Part 1 基础问答

改革后的 B1 Preliminary for Shools 口语考试形式与改革前一样，都是两人一组一

起进行测试。Part 1 仍分成两个阶段：Phase 1，考生将回答与个人信息相关的问题；

Phase 2，考生对日常生活话题进行作答。此部分考生只与考官对话，不涉及与另一个

考生交流。考生只需要回答问题即可，不需要进行提问。

口语 Part 1 考什么？

1. 考试内容

Part 1 的关键词是 chat，即“聊天”。首先，负责提问的考官会介绍自己和另一位

考官，然后问你和你的搭档一些关于个人信息的问题，比如你们的日常生活、喜好、过

去的经历和将来的计划。考试时长为 2 分钟左右，考试分为两个阶段。

Phase 1：

考官会轮流问考生 4 个相同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与个人信息相关。需要注意的是，

考生不能只回答一个单词，应该回答完整的句子并适当补充信息。

如：

考官：What’s your name? 

考生：Lily.  （×）

考生：My name is ...  （√）

考官：How old are you?

考生：Thirteen.  （×）

考生：I am ... years old.  （√）

考官：Where do you live? 

考生：Beijing.  （×）

考生：I live in Beij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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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官：Who do you live with? 

考生：My parents.  （×）

考生：I live with my parents.  （√）

Phase 2：

考官会提出一系列问题，考生 A 和 B 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考生作答时，尽量说

2~3 个句子，给出具体的例子或说说你的经历。此部分主要围绕日常生活、家庭、兴趣

爱好、过去的经历以及将来的计划等话题进行提问。

例：Tell us about your favourite food and drink.

　　What do you usually do during break times at school? (Why?)

　　What did you do last weekend?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weekend?

考官在问完问题之后，考生不能只回答 Yes/No, 或者只回答一个单词，要尽量扩展

答案并给出详细信息，如解释原因和进行举例。

考官：Do you study English at school?

考生 A：Yes.  （×）

考生 B：Yes, I study English twice a week at school and I really enjoy it.  （√）

根据问题扩展的完整的答案（考生 B 的回答）比一个词的答案（考生 A 的回答）

要好得多，因为完整的答案听起来更自然、更亲切，而且可以展示你的语言能力。完整

的答案包括细节、感觉、理由、具体事例等。

2. 注意事项

(1) 见到考官时，要有礼貌，保持微笑；

(2) 当考官问问题时，需仔细聆听；

(3) 说话时音量适中，吐字清晰；

(4) 如果考官先问的是你的搭档，你需要仔细听他 / 她是如何回答的，这会对你很

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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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art 1 围绕“你自己”展开谈论，问题并不难，所以不要紧张，自信地回答每

一个问题；

(6) 要熟记口语提问句型，听清考官的问题。考生如果一时想不到答案，可以先说“Let 

me think.”“Let me see.”“Oh, well ...”等，给自己留出思考的时间。

备考小技巧

● Practise giving information about yourself.
 练习给出关于你自己的信息。

● You can give short answers, but it is good to give some longer answers, too.
 你可以给出简短的回答，但最好也给出一些较长的回答。

口语 Part 1 常用表达

1. 补充更多信息

● ... as well as ...

● ... also ...

● ... and sometimes ...

2. 举例

● ... for instance ...

● ... like ...

● ... for example ...

● ... such as ...

3. 说明原因

● ... because ...

● The reason why ... is that ...

Part 1 场景演练之标准对话

Phase 1

Interlocutor：  Good morning. Can I have your mark sheets, please? I’m Sarah and 

this is Kerry. What’s your name, please?

John： My name is John.

Interlocutor： How old are you?

扫一扫，听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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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I’m thirteen.

Interlocutor： And what’s your name, please?

Lily：  My name is Lily.

Interlocutor： And how old are you?

Lily：  I’m twelve years old.

Interlocutor： Lily, where do you live?

Lily：  I live in Shanghai.

Interlocutor： Who do you live with?

Lily：  I live with my parents and my elder brother.

Interlocutor： And, John, where do you live?

John：  I live in Beijing.

Interlocutor： Who do you live with?

John：  I live with my parents.

Interlocutor： Thank you.

阶段 1

考官：  早上好。请给我你们的评分表好吗？我是萨拉，这是克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约翰：  我叫约翰。

考官：  你多大了？

约翰：  我 13 岁了。

考官：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莉莉：  我叫莉莉。

考官：  你多大了？

莉莉：  我 12 岁了。

考官：  莉莉，你住在哪里？

莉莉：  我住在上海。

考官：  你和谁住在一起？

莉莉：  我和我的父母、哥哥住在一起。

考官：  约翰，你住在哪里？

约翰：  我住在北京。

考官：  你和谁住在一起？

约翰：  我和父母住在一起。

考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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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 2

Interlocutor: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what you like to eat with your friends.

John:  Well, I sometimes go to restaurants with my friends on weekends and 

I like hamburgers, sandwiches, and chips. Last Sunday, we went to a 

fast food restaurant together.

Interlocutor: Where do you usually have lunch?

John:  On weekdays we have to stay at school for lunch. There is a school 

canteen. We usually have lunch there.

Interlocutor: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Saturday?

Lily:  Well, it depends. If the weather is nice, I might go climbing with my 

friends. But if it isn’t, I will stay at home.

Interlocutor: What activity would you like to try in the future?

Lily:  My parents always take me to the seaside in summer. This summer, 

I would like to try beach volleyball. There is a place to play it on the 

beach and we will have a good time.

Interlocutor: Thank you.

阶段 2

考官：  告诉我们你喜欢和朋友一起吃什么。

约翰：  嗯，我有时周末和朋友去餐馆吃饭，我喜欢汉堡包、三明治和薯条。上星期天，

我们一起去了一家快餐店。

考官：  你通常在哪里吃午饭？

约翰：  周一到周五我们得在学校吃午饭。学校里有一个食堂。我们通常在那里吃午饭。

考官：  这个星期六你打算做什么？

莉莉：  嗯，得看情况而定。如果天气好的话，我可能和我的朋友去爬山。如果天气不好，

我就待在家里。

考官：  你将来想尝试什么活动？

莉莉：  夏天，我父母总会带我去海边。今年夏天，我想试试沙滩排球。海滩上有个玩

沙滩排球的地方，我们会玩得很开心的。

考官：  谢谢。


	前 言
	目　 录
	Chapter 1 2020 年改革后的B1 Preliminary forSchools 口语考试
	Chapter 2 四个部分的考查要点及应答策略
	Section 1　口语Part 1 基础问答
	Section 2　口语Part 1 题库Q&A
	Section 3　口语Part 2 照片描述
	Section 4　口语Part 3 看图讨论
	Section 5　口语Part 4 拓展提问
	Chapter 3 B1 Preliminary for Schools 口语百宝箱
	Section 1　日常口头语——让表达更地道
	Section 2　高分副词——让表达更高级
	Section 3　连接语——让表达更缜密
	Section 4　B1 Preliminary for Schools 官方话题词汇
	Chapter 4 Part 1 每日一练
	Exercise 1
	Exercise 2
	Exercise 3
	Exercise 4
	Exercise 5
	Exercise 6
	Chapter 5 Part 2 每日一练
	Exercise 1
	Exercise 2
	Exercise 3
	Exercise 4
	Exercise 5
	Chapter 6 Part 3 每日一练
	Exercise 1
	Exercise 2
	Exercise 3
	Exercise 4
	Exercise 5
	Chapter 7 Part 4 每日一练
	Exercise 1
	Exercise 2
	Exercise 3
	Exercise 4
	Exercis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