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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成人高考统一考试

高起专、本英语科目：考点2



1.清辅音：发音时声带不振动的辅音

2.浊辅音：发音时声带震动的辅音

清辅音

浊辅音

辅音
字母

11个

17个



1.  /p/   

    双唇闭紧，气流突然冲开双唇，冲出口腔。

    map /mæp/地图           pay /peɪ/支付       put/put/放

    Chongqing is famous for its  hot pot.重庆因火锅而闻名。

2.  /t/  

    双唇微开，先用舌尖紧贴上齿龈，形成阻碍，然后突然下降，气流冲出口腔。

     butter/ˈbʌtə(r)/  黄油            teacher/ˈti:tʃə(r)/ 老师           tea/tiː/茶

     Don't  tell  my  teacher, Tom .  汤姆，不要告诉我老师。

3. /k/ 

     舌后部隆起，舌根紧贴软腭，形成阻碍，然后突然张开，气流冲出口腔。

     key/ki:/  钥匙            cake /keɪk/  蛋糕       come/kʌm/ 来

     The  book teaches us how to cook.  这本书教我们烹饪。

清辅音



4. /f/   

   上齿轻触下唇，用力将气流从唇齿之间吹出，引起摩擦成音。

   fish /fɪʃ/  鱼               life /laɪf/  生活         fast  food  快餐

   There are  fifteen girls  in  my class.  我们班有15个女生。

5. /s/  

    舌端靠近齿龈（不要贴住），气流由齿龈之间泄出，摩擦成音。

    smile /smaɪl/ 微笑           mouse /maʊs/ 老鼠，鼠标      sit  /sit/ 坐

     Mother was sitting in her chair in the kitchen. 妈妈坐在她厨房的椅子上。

6. /ʃ/

   舌身抬起靠近硬腭，舌端抬向上齿龈，形成狭长通道，气流由此通过，双唇稍

微收圆并突出。

    wash/wɒʃ/ 清洗             ship /ʃɪp/   船         shame /ʃeim/   羞耻

   This shop sells washing  machines. 这家店卖洗衣机。



7. /θ/

   舌尖轻触上齿背部，气流从舌齿间的缝隙送出

   mouth /maʊθ/ 嘴              thought /θɔ:t/ 思想，认为      third/θəːd/第三

 To tell you the truth,my father never teaches me math

告诉你一个真相，我爸爸从来没有教过我数学。

8. /h/

    发音时口张开，在通过声门时发出轻微摩擦，气流经过口腔时不受阻碍。 

   hand /hænd/ 手             home/həʊm/ 家          have/hæv/ 有

   How  are  you  你好

9. /tʃ/

      舌尖舌端抬高，贴往上齿龈后部形成阻碍，气流冲出阻碍摩擦成音。口形稍

突出略成方形。

chair /tʃeə(r)/ 椅子              cheap /tʃi:p/ 便宜的

Children  always like chicken and French  fries（炸薯条）.

孩子们通常喜欢鸡肉和炸薯条。



10. /tr/

     舌身采取发/r/的姿势，但舌尖上翘贴在齿龈后部，气流冲破这个阻碍发出短促

的/t/后立即发/r/。

    tree /tri:/  树         train/treɪn/ 火车       trick/trik/ 恶作剧    treat  /triːt/对待

  trick or treat  不给糖就捣蛋

 11. /ts/

      舌端先贴住齿龈，堵住气流，然后略微下降，气流随之泄出口腔。

     cats/kæts/ 猫          parents/ˈpeərənts/ 父母

      There are  many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我们班有很多学生。

总结：

清辅音11个：/p/   /t/  /k/ /f/  /s/ /ʃ/ /θ/ /h/  /tʃ/  /tr/  /ts/

 



1. /b/

   双唇紧闭，然后突然放开，使气流突破双唇外泄。

   音标特征：双唇爆破浊辅音

    bat /bæt/ 蝙蝠              bike /baɪk/  自行车       bus/bʌs/公共汽车

   He missed his last bus home. 他错过了最后一趟回家的车。

2. /d/

   双唇微开，先用舌尖紧贴上齿龈，形成阻碍，然后突然下降，气流冲出口腔。

    bed /bed/ 床                  dog /dɒg/ 狗              duck/dʌk/鸭子

   Please,listen to the radio.  请听广播。

浊辅音



3. /g/

   舌后部隆起，舌根紧贴软腭，形成阻碍，然后突然张开，气流冲出口腔。

   grape /greɪp/  葡萄         goat/gəʊt/ 山羊        game/geim/游戏

  I  played  my guitar in the garden again and again.

我在公园一遍又一遍地弹吉他

4. /v/

   上齿轻触下唇，用力将气流从唇齿之间吹出，引起摩擦成音。

   leave /li:v/ 离开             village /ˈvɪlɪdʒ/ 村庄         very/ˈveri/非常

   I  am living in a flat by the river.

我住在河边的公寓里。



5. /z/ 

    双唇微开，上下齿接近于合拢状态，舌端靠近齿龈（不要贴住），气流由

齿龈之间泄出，摩擦成音。

    zoo /zu:/ 动物园                 zero  / ˈzɪərəʊ/  零度，零

   Let's go to the zoo     让我们一起去动物园。

6. /ʒ/

    舌尖和舌端抬向上齿龈较后部分，整个舌身抬起靠近上颚，开成一条狭长

的通道，用力将气流送出来，气流由此通道流过，引起摩擦成音

    television /ˈtelɪvɪʒn/  电视              pleasure/ˈpleʒə(r)/ 愉快

    What do you usually do in your leisure time?

你业余时间一般做什么？



7. /ð/

    舌尖放在上下齿间，舌尖轻触上齿，气流由齿间窄缝泄出，摩擦成音。

    mother /ˈmʌðə(r)/ 母亲              that/ðæt/  那个

   This book is better than that 。  这本书比那本书更好。

8. /dʒ/

   舌尖和舌端抬起贴住上齿龈后部，憋住气，舌尖稍稍下降，气流从舌

和齿龈间的狭缝冲出，发音时声带需震动

   large /lɑ:dʒ/  大的                  danger/ˈdeɪndʒə(r)/危险的

  Just  have fun   玩得开心点



9. /dr/

   舌身采取发/r/的姿势，但舌尖上翘贴在齿龈后部，气流冲破这个阻

碍发出短促的/d/后立即发/r/

dress/dres/ 衣服，裙子               dream/dri:m/梦想

The driver got out of his bus.   司机从车里出来了。

10. /dz/

     舌端先贴住齿龈，堵住气流，然后略微下降，气流随之泄出口腔，

声带震动，属于浊辅音

   seeds /si:dz/ 种子            seconds /'sekəndz/ 秒，第二名

  All  roads   lead   to    Rome  条条大路通罗马



11. /m/

      双唇紧闭，软腭下垂，气流从鼻腔送出。在词末时，须略延长，以防止吞音

      milk /mɪlk/ 牛奶         move /mu:v/ 移动          map/mæp/地图

     Mum has come back home.  妈妈已经回家了

12. /n/

     这个音就像汉语中的“嗯”，在词末时，须略延长，以防吞音

     nose /nəʊz/  鼻子           nothing /ˈnʌθɪŋ/ 没有东西      nice/nais/好的

    I  spent nine  nights in writing  the  paper.  我花了9个晚上写论文。



13. /ŋ/

     软腭下垂，舌后部向软腭抬起，堵住口腔通道，气流从鼻腔送出。词末时发

音清晰有力，略微延长。

pink /pɪŋk/  粉色的                long/lɒŋ/ 长的

She is good at singing English songs   她很擅长英语歌。

14. /l/

     第一种发音： 清晰音。[ l ]多半位于元音前，发音时舌前部向着硬腭略抬起，

气流从舌的旁边送出。简单的说就是发汉语拼音中L的”了“音，如 little，life, 

long, lion，let , plane 

black/blæk/ 黑色的              light/laɪt/ 光            

a glass of lemonade   一杯柠檬水



第二种发音： 模糊音。[ l ]多半位于元音后，在音标结尾处。发音时舌前

部稍压低，舌后部朝软腭稍微抬高，气流从舌两侧通过产生摩擦。发出类

似"呃欧"音。如call，ball, fill, tall, school, full , mall 

pull/pul/    拉，拖                 wall  /wɔːl/  墙              small /smɔːl/ 小

15. /r/

     舌尖卷起，靠近上齿龈后部，舌两侧侧贴往上齿龈两侧，嘴唇张开并

略收圆，发音时声带震动。

    rain /reɪn/ 雨           raido/ˈreɪdiəʊ/ 收音机          rich /ritʃ/ 富有的

    Today's problem child may be tomorrow's criminal

今天的问题孩子可能是明天的罪犯。



16. /j/

      舌前部尽量向硬腭抬起，双唇平展，口微开，舌面和硬腭稍有摩擦，

该半元音一经发出，立刻向后面的元音滑动，起辅音的作用。

     yellow /ˈjeləʊ/ 黄色            year /jɪə(r) / 年       your/jɔː/ 你们

The  yolk   is  the  yellow  part  in  an  egg.鸡蛋的黄色部分是蛋黄。

17. /w/

      舌后部向软腭抬起，舌位高，口形收圆并稍向前突出，发音短促，一

经发出，立刻向后面的元音滑动，起辅音的作用。

     wait /weɪt/  等待            week /wi:k/ 周         word/wəːd/词，话语

    Do  you  think  your   dog  will   be   lost   in   the  woods?

  你认为你的狗会在森林里丢失吗？



总结： /b/         /d/        /g/        /v/        /z/ 

          /ʒ/         /ð/        /dʒ/      /dr/      /dz/ 

        /m/         /n/        /ŋ/         /l/         /r/   

        /j/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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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ise             B. consist           C.advertise            D.visit

(    )   2. A.reception         B.receipt            C.capture              D.concept  

(    )   3.A.expose             B.phrase             C.accuse                D.loose

(    )   4. A.gain                B. gang                C.giant                 D.grain

(    )   5.A.weapon             B.whole            C.water                 D.wonder

(    )   6.A.honest               B.ghost              C.vehicle               D.hotel

(    )  7.A.exercise             B.box                    C.exact                D.mix

(    ) 8.A.cloth                  B.bathe                 C.with                   D.they

(   ) 9.A. duck                 B.duty                     C.dust                 D.dump

(   )10.A.gather               B.gift                    C.general                D.goat

课堂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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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D       7.C       8.A       9.B       10.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