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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音

         语音部分学习目标：了解英语26个字母，熟悉英语音素及其发音，掌握常用的元音字

母组合以及辅音字母组合的读音规则。

    学习目标



1.音标是什么？

音标是用来标注单词读音的，它帮助我们正确的读出英文单词。就像中文的拼

音是由声母和韵母组成的一样，英文中的音标是由元音和辅音构成的。

如

中文：   猫       mao                          电脑      dian nao         

英文：   cat   [kæt]                           computer      [kəmˈpjuːtə]

2.音标和音素的关系

音标是记录音素的符号，是音素的标写符合。一个音素只用一个音标表示，而一个音标并

不是只表示一个音素

如： [ti:]，就是由[t]和[i:]两个音素组成的。

音素

3.音标分为元音和辅音

元音就像汉语拼音中的韵母，辅音就像汉语拼音中的声母，他们一起组合可以读出任何一个英文单词。

音素共有48个，元音音素20个，辅音音素28个。

音标



音标



元音



音标特征：舌位高，不圆唇，长元音发音时舌尖轻抵下齿，前舌部

向上鄂抬起，口形扁而平。发音时间延续较长。

ee          beef            deep

ea          meat           reason

e             me             even

ie           achieve （获得，实现）       grief （悲伤）

ei          deceive （欺骗）        conceive（设想、怀孕）

音标特征：半高音，扁平唇，短元音，发音时舌尖抵下齿，舌前部向硬腭

尽量抬起，抬起高度比【i:】低；口形扁平，发音时间短促。

【i:】

【i】

i         sit          picture

u       build      business

y       many      dictionary

e       pretty       blanket （毛毯）



【æ】

舌尖抵下齿，舌前部稍抬，双唇开口可容纳食指和中指两个手指的宽度，

发音短促。

a      family        thank

【e】

舌尖抵下齿，前舌部向硬腭抬起，口形扁平，气流从口腔泄出，声带振

动，上下齿之间的距离大约相当于一个食指尖。发音时间短促

e          pen          ten

ea        bread        head

a          marry （嫁...,  与...结婚）       many



【ə:】

舌位抬高，舌身后缩并放平，口形微张，双唇扁平，双唇肌肉较紧张。

or        work        worm （蠕动，寄生虫）

ir          girl            bird

er        person      term

ur        turn            burn（ 燃烧）

ear       early         pearl

【ə】

舌身放平，舌中部抬起，舌位比【ə:】略低，口形微开，双唇扁平，双唇肌肉放松

a          banana            away

er        teacher            under

or        doctor            forget

o         together         lesson

ure       picture



【ʌ】

双唇平放，牙床半开，双唇向两旁平伸。

u         luck           run

o         money        onion（洋葱）

ou       trouble       rough（粗糙的）

oo       blood （血液）         flood（淹没，充满）

【u:】

舌身后缩，舌后部尽量抬起，口形较小较圆，较突出。【u:】与

汉语中”屋”相似，但是是长元音，所以发音要足够长，要到位。

oo             school               fool

ou             soup                  group

u               rule                   pollute   [pəˈluːt]    （污染 ）     

oe            shoe                       

ui             fruit                    juice

ew           chew [tʃuː]  （咀嚼 ）              jewel （宝石）



【u】

舌尖不触下齿，舌后部向软腭抬起，舌身后缩，双唇成圆形，稍向前突出，牙床近于半合

oo          foot            good 

u            pull             sugar

ou          group          should

【ɔ:】

双唇向外突出成圆形，稍稍收圆

al              ball                    talk

oo            door                  floor

aw            law                    saw

ou           bought              thought

ore           before              ignore  [ɪɡˈnɔː]忽视，不理

au           caught               naughty [ˈnɔːti] 淘气的

or            force                  born [bɔːn]天生的

oar          blackboard         soar [sɔː] 飞翔



【ɔ】

口张大，舌身尽量降低并后缩，舌端离下齿，舌身低平后缩，舌后部稍抬高。

o          hot           cock （公鸡）

a          want         wash 

【ɑː】

舌身微离下齿牙床大开，口张大，双唇张开而不圆。记得要将嘴巴尽量张大。

a      class          fast

ar      arm          garden 

ear     heart

al        half             calm



ei           neighbor         weight

a             fate （命运）             famous

ai            paid （付清的）             main

ay           day               may

y          cry             dry

i           kite             high

uy        buy             guy

oy           toy           joy

oi           voice         point

【ei】

【ai】

【ɔi】



ou           sound            noun

ow          town              tower

o         host [həʊst] 主人       tone 音调、音质

ow        bowl   碗                    yellow

oa         boat                        coat

oe         woe  [wəʊ]悲哀        hoe [həʊ]  锄头

【au】

【əʊ】



eer           beer                                          sneer 嘲笑

ear           hear                                          fear

ere           sincere [sɪnˈsɪə] 真诚的             atmosphere [ˈætməsˌfɪr]  环境

ea            area                                           really

air              hair              chair

ear             bear              swear 保证

are             dare   敢            hare 野兔，飞奔

ere            there              where

oor             poor                                    moor 荒野

ure             ensure [ɪnˈʃʊr] 保证               sure

our             tour 旅行

【iə】

【eə】

【uə】



元音字母的发音规则

1、元音字母在重读开音节、闭音节中的读音规则

（1）元音字母在重读开音节中一般读字母的名称音

a /ei/    e /i/     i(y) /ai/    o /əu/    u  /ju:/

1）开音节：

 ① 辅+元     he       me       we

② 元+辅+e   name     take     hate

字母a读作/ei/   blame/bleim/     play        baby   cake

字母e读作/i：/  be/bi:/            these        me       Chinese

字母i（y）读作/ai/ five/faiv/       time      drive      kite

字母o读作/ əu/    close/kləuz/      those    go       home

字母u读作/ju:/    huge/hju:dʒ/        excuse        duty      student



（2）元音字母在闭音节中读所规定的短元音

a/ae/     bag        dad       had      map

   e/e/        bed   let     pen   desk   

 i（y）/i/       fish           big         sit      milk   

o/ɔ/      clock    not     shop      sock

u/ʌ/或/u/     bus      cup      jump   much



常见元音字母组合的读音

ar 读作 /ɑː/  如：car/kɑː/    hard/hɑːd/    park/pɑːk/       

or 读作/ɔ：/  如：horse/hɔ：s/    sport/spɔ：t/    north/nɔ:θ/

er，ir，ur均读作/ ə：/  如：term/tə：m/     shirt/ʃə：t/    burn/bə：n/

ee 读作/i:/  如：feel/fi:l/     sleep/sli:p/    see/si:/    

ea  读作/i:/  如：meat/mi:t/     peace/pi:s/    clean/kli:n/    

ei ，ie 读作/i:/  如：field/fi:ld/    deceive/dɪˈsi:v/    piece/pi:s/

ear  读作/iə/ 或 /ɛə/   

(/iə/    tear /tiə/    hear/hiə(r)/    year/jiə(r)/)

( /ɛə/    wear/weə(r）/    bear/beə(r)/    pear/peə(r)/)

ear后有辅音时读作：/ ə：/   （learn/lə：n/    early/ˈə：li]/）

ew, eu 读作：/ju:/    new/nju:/    few/fju:/    feudal/ˈfju:dl/    封建的

neutral/ˈnju:trəl/  中立的

 au , augh, aw 读作/ɔ：/     cause/kɔ:z/    daughter/ˈdɔ:tə(r)/    saw/sɔ:/       



ig,  igh  读作 /ai/    bright/brait/    high/hai/    sign/sain/         

ai , ay 读作 /ei/     play/plei/    way/wei/    main/mein/         

ind  读作/aind/    mind/maind/    kind/kaind/    find/faind/          

ou 读作/au/ 或 /ʌ/    house/haʊs/    about/əˈbaʊt/    sound/saʊnd/        

al 读作/ɔ：/   或 /ɔ：l/    talk/tɔ:k/    walk/wɔ:k/    ball/bɔ:l/            

oi, oy  读作/ɔi/   voice/vɔis/    point/pɔint/    joy/dʒɔi/         

ia , ie, io 读作/aiə/    dialogue/'daiəlɒɡ/    quiet/ˈkwaiət/    

violence/ˈvaiələns/            

oo 读作/u:/ ，有时也读作/u/    food/fu:d/    school/sku:l/    good/gʊd/        

oo 后面为K时，读作/u/   book/bʊk/    look/lʊk/

oor,  oar 读作 /ɔ：/    board/bɔ:d/     floor/flɔ:(r)/    door/dɔ:(r)/

oa 读作 /əu/    road/rəʊd/    coat/kəʊt/     load/ləʊd/         

ow 读作 /au/ 或 /əu/    know/nəʊ/   grow/grəʊ/     now/naʊ/             

our 读作 /ɔ：/ 或 /auə/    pour/pɔ:(r)/    course/kɔ:s/    our/aʊə /   



课堂练习：

在下列每组单词中，有一个单词的划线部分与其他单词的划线部分的读音不同，

找出这个词

(    )   1. A.cut                B. human           C.luck             D.fun

(    )   2. A.value              B.family             C.baby               D.cat  

(    )   3. A.feather              B. head              C.bread           D.beach

(    )   4.A.lab                 B.table               C.math               D.attack

(    )  5.A.cousin            B.south             C.ground            D.thousand



参考答案

B   C  D  B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