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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小学阶段是学习英语的初始阶段，也是打基础的重要阶段。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中也指出自然规范的语音、语调将为有

效的口语交际打下良好的基础。本书循着培养兴趣、寓教于乐的理

念，按照“音素—单词—字母及组合—词组—句子—情景对话—绕

口令”的顺序编排，带领孩子们循序渐进地学习语音知识。本书具

有以下特色。

★内容全面，循序渐进

本书由重点小学一线教学名师精心打造，全方位剖析每个音

标发音特点，总结发音规律、字母组合，再到单词、句子、会话练

习，内容一层一层加深，系统学习、阶梯训练！

★全彩四色印刷，内容有趣

本书配有孩子们喜欢的迪士尼图片，用图片辅助学习，激发孩

子学习兴趣，强化记忆效果！

★外教发音朗读，扫码即听

本书配有美音外教朗读音频，在每个章节最前面都设有二维

码，手机扫一扫即可跟读、正音，非常便捷！

本书还可以与《小学英语国际音标专项训练》配套使用，学练

结合、巩固所学，效果更佳！

读一读、记一记、练一练，轻松三步掌握国际音标！



前元音 … 006

/iː/     006 /ɪ/     008 /e/     010 /æ/     012

/ɜː/     014 /ə/     016 /ʌ/     018

/ɑː/     020 /ɔː/     022 /ɒ/     024 
/uː/     026 /ʊ/     028

/eɪ/     032 /aɪ/     034 /ɔɪ/     036 /əʊ/     038 
/aʊ/     040 /ɪə/     042 /eə/     044 /ʊə/     046

第3章  元音音素——双元音 … 031

目录
Contents

第1章  音标基础知识 … 001

第2章  元音音素——单元音 … 005

中元音 … 014

后元音 … 020



第4章  辅音音素 … 049

第5章  语音语调 … 107

/p/     050 /b/     052 /t/     054 /d/     056

/k/     058 /ɡ/     060

/f/     062 /v/     064 /θ/     066 /ð/     068 
/s/     070 /z/     072 /ʃ/     074 /ʒ/     076 

/r/     078 /h/     080

/tʃ/     082 /dʒ/     084 /tr/     086 /dr/     088 
/ts/     090 /dz/     092

/m/     094 /n/     096 /ŋ/     098

/ǀ /     100

/w/     102 /j/     104

爆破音 … 050

摩擦音 … 062

破擦音 … 082

鼻音 … 094

舌侧音 … 100

半元音 … 102

附录　国际音标随查表 … 122





音标基础知识

第 章1



002

大写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小写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读音

/eɪ/

/biː/

/siː/

/diː/

/iː/

/ef/

/dʒiː/

/eɪtʃ/

/aɪ/

/dʒeɪ/

/keɪ/

/el/

/em/

大写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小写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读音

/en/

/əʊ/

/piː/

/kjuː/

/ɑː(r)/

/es/

/tiː/

/juː/

/viː/

/ˑdʌbljuː/

/eks/

/waɪ/

/zed/

英语是一门神奇的语言，通过它我们可以进入一个奇妙的世

界。音标就是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一把金钥匙。现在就让我们开始

寻宝之旅吧！

一. 认识26个字母

二. 认识48个国际音标

音素是英语语音的最小单位，音标是音素的书面形式。英语共

有48个音素，其中元音音素20个，辅音音素28个。

● 什么是元音？

发音时声带振动、口腔中气流不受阻碍的音素是元音。元音

又可分为单元音和双元音。单元音就是一个元音，发音时舌位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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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双元音是由两个元音组合而成的元音，发音时舌头和口唇都会

发生变动，由一个元音滑向另一个元音。

● 什么是辅音？

无论声带振动与否，发音时气流通过口腔或鼻腔时受到阻碍，

这样的音素是辅音。根据发音时声带是否振动，辅音可以分为清辅

音和浊辅音。发音时声带不振动并且送气的音素叫清辅音；发音时

声带振动、不送气的音素叫浊辅音。按照气流受阻碍时发音的不同

方法和造成的听觉印象来分类，又可将辅音音素分为爆破音、摩擦

音、破擦音、鼻音、舌侧音和半元音。

元音

辅音

单元音
（12个）

双元音
（8个）

爆破音
（6个）

摩擦音
（10个）

破擦音
（6个）

鼻音
（3个）

舌侧音
（1个）

半元音
（2个）

前元音
（4个）

中元音
（3个）

后元音
（5个）

48个国际音标





元音音素 
单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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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音小窍门

前元音

读一读

A sheep meets a bee under a green tree.
一只绵羊在一棵绿树下遇见了一只蜜蜂。

● sheep /ʃiːp/  绵羊  /ʃ/+/iː/+/p/→/ʃiːp/
● bee /biː/  蜜蜂  /b/+/iː/→/biː/
● green /ɡriːn/  绿色  /ɡr/+/iː/+/n/→/ɡriːn/
● tree /triː/  树  /tr/+/iː/→/triː/

常见字母及字母组合

e he /hiː/ 他  secret /ˑsiːkrət/ 秘密  evening /ˑiːvnɪŋ/ 夜晚

i ski /skiː/ 滑雪  machine /məˑʃiːn/ 机器  magazine /ˌmæɡəˑziːn/ 杂志

ee need /niːd/ 需要  agree /əˑɡriː/ 同意  teenager /ˑtiːneɪdʒə(r)/ 青少年

ea eat /iːt/ 吃  season /ˑsiːzn/ 季节  meat /miːt/ 肉

ie believe /bɪˑliːv/ 相信  field /fiːld/ 田地  niece /niːs/ 侄女  
ey key /kiː/ 钥匙  keyboard /ˑkiːbɔːd/ 键盘 
ei receive /rIˑsiːv/ 收到  seize /siːz/ 抓住

短语、句子

嘴唇向两旁张开，

舌尖抵下齿，

流露出微笑的表情，

与字母 E 发音相同。

Track 01 

/iː/

● speak Chinese 说中文

● leave me alone 不要打扰我

● free tea 免费的茶水

● a piece of meat 一块肉

● a deep sleep 深睡

● keep a secret 保守秘密

● She is as busy as a bee.  

   她很忙。

● It’s not a big deal.  

   没什么大不了的。

● Read after me.  

   跟我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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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交际对话

 What can you see in the canteen?
	 你能看到食堂里有什么？

 I can see a piece of meat.
	 我能看到一块肉。

绕口令

I scream, you scream, we all scream for ice cream!  
我叫喊，你叫喊，我们都喊着要冰激凌!

Do you agree, if you are free, to come to tea with me by the sea?
如果你有空，来海边和我一起喝茶，你同意吗？

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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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ee D. evening

2. (    ) A. seat B. cream C. sweater D. 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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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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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A. sheep B. bee C. bread D.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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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1. D     2. C     3. A     4. A     5. C     6. D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患难见知己。



008

发音小窍门

前元音

● a big city 大城市

● a big bridge 大桥

● miss it 错过它

● magic tricks 魔术

● capital city 首都

● Sit down, please.  请坐。

●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 What a pity!  真可惜。

/ɪ/
Track 02 

嘴唇微微张开，

舌尖抵下齿，

舌前部提高，嘴形扁平，

发音时短促而轻快。

读一读

A big fish doesn’t wish to live with a witch.
一条大鱼不希望和女巫住在一起。

● big /bɪɡ/  大的  /b/+/ɪ/+/ɡ/→/bɪɡ/
● fish /fɪʃ/  鱼  /f/+/ɪ/+/ʃ/→/fɪʃ/
● live /lɪv/  居住，生活  /l/ +/ɪ/+/v/→/lɪv/
● witch /wɪtʃ/  女巫  /w/ +/ɪ/ +/tʃ/→/wɪtʃ/

常见字母及字母组合

e forest /ˑfɒrɪst/ 森林  expensive /ɪkˑspensɪv/ 昂贵的

i if /ɪf/ 如果  picnic /ˑpɪknɪk/ 野餐  medicine /ˑmedɪsn/ 药

u busy /ˑbɪzɪ/ 忙碌的  minute /ˑmɪnɪt/ 分钟  business /ˑbɪznəs/ 商业 

y copy /ˑkɒpɪ/ 抄写  company /ˑkʌmpənɪ/ 公司  family /ˑfAmLlI/ 家庭

ey money/ˑmʌnɪ/钱  honey/ˑhʌnɪ/蜂蜜  journey/ˑdʒɜːnɪ/旅行

短语、句子

日常交际对话

 What’s your hobby? 你的爱好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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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ke listening to music and having a picnic.
	 我喜欢听音乐、外出野炊。

绕口令

Will you come in? He’s swimming in the river with Tim.
你进来吗？他正在和蒂姆在河里游泳。

I wish to wish the wish you wish to wish.  
我希望梦想着你梦想中的梦想。

相似发音对比分析 /i:/ 与 /ɪ/
长元音 /i:/ 发音稍长，上下唇微开，上下齿分开，舌尖稍抵住下齿，

嘴角尽量往两旁移动，做微笑状。

短元音 /ɪ/ 发音短促有力，舌前部比 /i:/ 稍低，舌尖抵下齿，嘴唇

扁平分开。上下齿之间的距离大约可以容纳一个小指尖，使下颚

稍稍下垂，舌前部也随之稍稍下降，即可发出短促 /ɪ/ 音。

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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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 B. six C. nice D. miss

2. (    ) A. baby B. many C. goodbye D. company

3. (    ) A. fish B. find C. give D. little

4. (    ) A. ship B. right C. English D. picture

5. (    ) A. this B. sit C. nice D. fit

答案： 1. C     2. C     3. B     4. B     5. C
A fall into a pit, a gain in your wit. 

吃一堑，长一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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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音小窍门

● very well 很好

● get ready 准备好

● left leg 左腿

● second lesson 第二节课

● get ahead 进步

● best friend 最好的朋友

● Go ahead!

   去吧！（说吧！）

● Better late than never.

   迟做总比不做好。

● Let’s go and get some fresh air.

   我们去呼吸点新鲜空气吧。

/e/
Track 03

嘴形扁平，

舌尖抵下齿，

舌前部稍抬起。

读一读

The wet pet smelled the fresh egg on the desk.
湿漉漉的宠物闻了闻桌上那枚新鲜的鸡蛋。

● wet /wet/  湿的  /w/ +/e/+/t/→/wet/
● smell /smel/  闻  /sm /+/e/+/l/→/smel/
● egg /eɡ/  鸡蛋  /e/+/ɡ/→/eɡ/
● desk /desk/  桌子  /d/+/e/+/sk /→/desk/

常见字母及字母组合

e bed /bed/ 床  menu /ˑmenjuː/ 菜单  develop /dɪˑveləp/ 发展 

a any /ˑenɪ/ 任何的  many /ˑmenɪ/ 许多的

ea deaf /def/ 聋的  headache /ˑhedeɪk/ 头痛  

 headmaster /ˌhedˑmɑːstə(r)/ 校长

ai said /sed/ 说，讲（say的过去式、过去分词）

ie friend /frend/ 朋友  friendly /ˑfrendlɪ/ 友好的  

 friendship /ˑfrendʃɪp/ 友情，友谊

短语、句子

前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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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交际对话

 Where’s my red pen?
	 我的红色钢笔在哪里？

 It’s on the left desk.
	 在左边的桌子上。

绕口令

The eggs he sells every day are better than the ones everybody else 

sells. 他每天卖的鸡蛋比其他人卖的都要好。

Ted sent Fred ten hens yesterday so Fred’s fresh bread is ready 

already. 特德昨天给弗雷德送去了十只母鸡，所以弗雷德的新鲜面包已

经准备好了。

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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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 B. great C. desk D. leg

2. (    ) A. spell B. dress C. secret D. desk

3. (    ) A. many B. get C. any D. hat

4. (    ) A. red B. desk C. hen D. me

5. (    ) A. head B. bread C. sea D. heavy

答案： 1. B     2. C     3. D     4. D     5. C

Health is better than wealth.
健康胜过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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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音小窍门

前元音

● a bad habit 坏毛病

● catch a cat 抓住一只猫

● that sad man 那个伤心的男人

● a happy family 快乐的家庭

● national flag 国旗

● animal stamps 动物邮票

● In fact, it’s a map of China.

   事实上，这是一幅中国地图。

● Sally has a bad cough.

   萨莉咳嗽得厉害。

● Mary came back at last.

   玛丽最后回来了。

/æ/
Track 04

读一读

The fat cat in a bad hat is sad.
戴着一顶破帽子的那只肥猫很不开心。

● fat /fæt/  胖的  /f/+/æ/+/t/→/fæt/
● cat /kæt/  猫  /k/+/æ/+/t/→/kæt/
● hat /hæt/  帽子  /h/+/æ/+/t/→/hæt/
● sad /sæd/  悲哀的  /s/+/æ/+/d/→/sæd/

常见字母及字母组合

a mad /mæd/ 疯狂的  daddy /ˑdædɪ/ 爸爸  happy /ˑhApI/ 幸福的

短语、句子

嘴张大，

嘴角尽量拉向两边，

成扁平形，

舌尖抵下齿。

日常交际对话

 Where is Jack?
	 杰克在哪儿？

 He is at the back of the snack bar.
	 他在小吃店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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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口令

The cat is eating a fat rat on the mat.
那只猫正在垫子上吃一只肥老鼠。

That lad was sad because his dad died in a bad accident.
那位小伙子非常悲伤，因为他的爸爸在一场严重的事故中丧生了。

相似发音对比分析 /e/ 和 /æ/

短元音 /e/ 发音时舌尖抵下齿，舌前部稍抬起，舌后接近硬腭，

比 /i:/ 低。口形扁平，比 /i:/ 宽，整体做微笑状。上下齿之间的距

离大约相当于一个食指尖。

短元音 /æ/ 发音时舌前部最低，双唇向两旁平伸，成扁平行。口

形开的最大。软腭升起，唇自然开放，上下齿之间的距离大约相

当于一个食指加中指。

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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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p B. stamp C. face D. cat

2. (    ) A. hand B. cake C. map D. bag

3. (    ) A. many B. animal C. apple D. man

4. (    ) A. take B. bad C. have D. mad

5. (    ) A. hat B. black C. game D. cat

答案： 1. C     2. B     3. A     4. A     5. C
Handsome is he who does handsomely.  

行为漂亮才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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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音小窍门

中元音

● a dirty curtain 肮脏的窗帘

● an early bird 早到者

● serve dessert 上甜点

● a perfect world 完美的世界

● her first skirt 她的第一条裙子

● return her purse 归还她的钱包

●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 He’s a nervous person.  他容易紧张。

● It’s the first day of the new term.  今天是新学期的第一天。

/ɜː/
Track 05

读一读

The dirty girl likes the fur skirt.
那个脏兮兮的小女孩喜欢那条毛裙子。

● dirty /ˑdɜːtɪ/  脏的  /ˑd/+/ɜː/+/t/+/ɪ/→/ˑdɜːtɪ/
● girl /ɡɜːl/  女孩  /ɡ/+/ɜː/+/l/→/ɡɜːl/
● fur /fɜː(r)/  毛皮  /f/+/ɜː/+/(r)/→/fɜː(r)/
● skirt /skɜːt/  裙子  /sk/+/ɜː/+/t/→/skɜːt/

常见字母及字母组合

er certain /ˑsɜːtn/ 当然  commercial /kəˑmɜːʃl/ 商业的

 nervous /ˑnɜːvLs/ 担忧的

or word /wɜːd/ 单词  world /wɜːld/ 世界

ir birth /bɜːθ/ 出生  birthday /ˑ bɜːθdeɪ/ 生日  circus /ˑ sɜːkəs/ 马戏表演

ur surf /sɜːf/ 浏览  surface /ˑsɜːfɪs/ 表面  furniture /ˑfɜːnɪtʃə(r)/ 家具

ear pearl /pɜ lː/ 珍珠  earth /ɜːθ/ 地球  early /ˑ ɜ lːI/ 早的

our journey /ˑdʒɜːnɪ/ 旅行

短语、句子

嘴形扁平，

上下齿微开，舌身平放，

舌尖抵下齿底部，

舌中部稍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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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交际对话

 What is the worker doing?
	 那个工人在做什么？

 He is learning words.
	 他正在学单词。

绕口令

The first girl preferred dessert. 
第一个女孩更喜欢甜点。

A dirty worker returned the purse to the nurse.
一名脏兮兮的工人将钱包还给了护士。

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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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ther B. shirt C. first D. girl

2. (    ) A. word B. doctor C. worker D. world

3. (    ) A. birth B. circus C. answer D. hurt

4. (    ) A. early B. heart C. learn D. pearl

5. (    ) A. curl B. survey C. certain D. later

答案： 1. A     2. B     3. C     4. B     5. D

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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