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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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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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英语国际音标专项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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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配合《迪士尼·全彩图解小学英语国际音标 + 发

音规则》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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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训练能给读者们带来更好的学习体验。

Preface
前 言



小学英语国际音标专项训练

目录
Contents

第1课

/iː/ /ɪ/    001

第2课

/e/ /æ/    005

第3课

/ɜː/ /ə/    009

第4课

/ɑː/ /ʌ/    013

第5课

/ɔː/ /ɒ/    017

第6课

/uː/ /ʊ/    021

第7课

/eɪ/ /aɪ/ /ɔɪ/    025

第8课

/əʊ/ /aʊ/    029

第9课

/ɪə/ /eə/ /ʊə/    033

第10课

/p/ /b/    037



目录

第11课

/t/ /d/    041

第12课

/k/ /ɡ/    045

第13课

/f/ /v/    049

第14课

/θ/ /ð/    053

第15课

/s/ /z/    057

第16课

/ʃ/ /ʒ/    061

第17课

/r/ /h/    065

第18课

/tʃ/ /dʒ/    069

第19课

/tr/ /dr/    073

第20课

/ts/ /dz/    077

第21课

/m/ /ǀ/    081

第22课

/n/ /ŋ/    085

第23课

/w/ /j/    089

参考答案 

                        093





第 课1



小学英语国际音标专项训练

002

/iː/  /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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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ː/ /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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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l D. basket

(  ) 2) A. bel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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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 D.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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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出下列单词所缺音标。

1) she /ʃ  / 2) three /θr  / 

I

II

III



第 1 课

003

3) little /ˑl  tl/ 4) green /ɡr  n/

5) read /r  d/ 6) pig /p  ɡ/

7) live /l  v/ 8) with /w  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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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ˑmʌŋkɪ/

7) pl   se /pliːz/ 8) t   ch /tiːtʃ/

写出含有所给音标的单词。

/ɪ/

/iː/

根据音标写出单词。

1) /triː/      2) /niːd/     

3) /kiː/      4) /ɪf/     

5) /sɪks/      6) /ɡɪv/     

7) /sliːp/      8) /ðɪ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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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V

VI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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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    6) stud 

7) twent  8) sw m

9) heav  10) s ster

将下列单词与相应的音标连线。

 

eat /ˑmʌnI/ big /wiː/

live /niːd/ key /bɪɡ/

need /iːt/ fish /kiː/

money /lɪv/ we /fɪʃ/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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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æ/

请选择正确的单词填入相应的圆圈内。

smell ready sad help 

dad animal back black

dress let rabbit stand

/e/ /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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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ver B. leg C. red D. he

(  ) 2) A. back B. lamp C. many D. have

(  ) 3) A. family B. camp C. all D. lamp

(  ) 4) A. head B. dead C. deaf D. sea

写出下列单词所缺音标。

1) egg /  ɡ/ 2) hat /h  t/ 

3) sell /s  l/ 4) fat /f  t/

I

II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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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et /ɡ  t/ 6) bad /b  d/

7) man /m  n/ 8) ten /t  n/

根据音标，将下列单词中所缺的字母补全。

1) h bit /ˑhæbɪt/ 2) d sk /desk/

3) l sson /ˑlesn/ 4) h nd /hænd/

5) b d /bed/ 6)  ny /ˑenɪ/

7) b d /bæd/ 8) r bbit /ˑræbɪt/

写出含有所给音标的单词。

/æ/

/e/

根据音标写出单词。

1) /kæt/      2) /hed/     

3) /hæv/      4) /leɡ/     

5) /ˑhæppɪ/      6) /pen/     

7) /ˑæpl/      8) /bred/     

下列所缺字母或字母组合发 /e/ 或 /æ/ 的音，补全单词。
1) l ft 2) d ddy

3) h   d 4) m ny

IV

V

VI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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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ephant 6) s d

7) st mp 8) r   dy

以下每两个单词画线部分发音相同的打√，不相同的打×。

1) fat many (  )

2) bed we (  )

3) map late (  )

4) breakfast eat (  )

5) next get (  )

6) bag sad (  )

7) game has (  )

8) thank father (  )

9) egg he (  )

10) animal ask (  )

将下列单词与相应的音标连线。

hen /mæd/ stamp /flæg/

mad /ˑmenɪ/ deaf /wet/

pet /hen/ flag /def/

many /pet/ wet /stæmp/

VIII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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