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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常考时态

被动语态

比较等级用法 比较等级变化

词义辨析

主谓一致

一
般
现
在
时

描述经常反复的行为，现在的状况

客观真理用一般现在时

主将从现

a. 用 if, as long as, unless 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

b. 用 when, as soon as, after 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

现
在
完
成
时

主语 +have / has+ 延续性动词的过去分词 +for... / since...

He has lived here for 3 years.

It’s+ 时间段 +since+ 动词的过去式

It’s 2 years since he moved here.

时间段 +has passed+ since+ 动词的过去式

Three years has passed since he moved here.

一般过去时 过去发生的动作；过去习惯性、经常性的动作

过去进行时
过去进行时 +when+ 一般过去时； 一般过去时 +while+ 过去进行时； 

过去进行时 +while+ 过去进行时

一
般
将
来
时

无计划客观发生用 will；有计划用 be going to

主将从现 : If the weather is fi ne tomorrow, I will go hiking.

现
在
进
行
时

此刻正在发生的动作 / 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做某事

be doing 可以表将来（动词有 come, go, start, leave, fl y, move, begin）

过
去
完
成
时

过去的过去，注意标志性状语

before/by+ 过去时间

By the end of last month，I had…

Before 1998，I had…

过
去
将
来
时

从过去看将来，常见于宾语从句

a. was/were going to+do

b. would/should+do

基本结构

常用句型

没有被动

没有被动

be done，通过改变 be 动词体现不同时态

It is said/agreed/well known that...

enter，benefi t，cost，take place，happen，break out，appear，fail，last

need/be worth doing，sell well，feel/sound/taste/look/smell good

就近一致 there be/either...or.../neither...nor.../not only...but also...

意义一致 a number of 后谓语为复数，the number of 后谓语为单数

语
法
一
致

Everyone except Jim and Tom is...

Han Mei with her sister is...

动词

代词

形容词副词

句子

冠词 介词

情态动词

名词

连词

不定冠词 a与 an 元音音素前用 an，辅音音素前用 a （重点单词：an hour，an honest...，a European... a useful...）

零
冠
词

节日 日期 星期 月份 季节 三餐 球类及学科名词前

by+ 交通工具

双方都知道的 特指的 上文已提及或独一无二的事物前

姓氏前 — 表示夫妇或一家人；形容词前 — 表示一类人

特指作用的比较级前；序数词、形容词最高级前

组合型专有名词前 e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ted Kingdom

方位及西洋乐器前

定冠词
the

用 and，but，so 等连接的两个独立的句子

can 表示能力、推测，请求、允许，意为“能，会，可能，可以”

could 它是 can 的过去式，意为“能、会”，表示过去的能力，在疑问句中表示委婉的请求

may 表示请求、许可，意为“可以”（表示推测，常用于肯定句中，意为“可能、也许”）

might 它是 may 的过去式，表示推测，常用于肯定句中，意为“可能、也许”

must 表示主观看法，意为“必须”，表示有把握的推测，用于肯定句

need 表示需要，主要用于否定句和疑问句中

should 意为“应该”，表示要求和命令或劝告、建议

will/ would 表示意志意愿、打算、请求

情态动词

简单句

基数词

并列连词的用法

从属连词的用法

序数词

日期与时刻表达法

时刻表达法

分数表达法

并列句

复合句

情态动词表推测 情态动词的提问与回答

can’t ，may，might，must Could I... ？ Yes，you can. No，you can’t.

Must we... ？ Yes，you must. No，you needn’t.

Need I... ？ Yes，you must/should. No，you needn’t.

原级 as+ 原级 +as；not+as/so+ 原级 +as

比较级 两者之间比较或选择，much，a little，far，still 等修饰

最高级 三者及以上之间比较或选择，one of the+最高级 +名词复数

older/elder；alone/lonely；alive/lively；else/other；how long/how soon/how often/how far；

    hard/hardly；much too/too much；sometimes/sometime/some times/some time

不规则变化
bad/ill；many/much；good；

far；old；little

规
则
变
化

直接加 er/est

以不发音 e 结尾加 r/st

辅音字母 +y 结尾的，变 y 为 i，加 er/est

辅元辅，双写末尾字母再加 er/est

多音节和部分双音节前加 more/most

祈使句 让某人去做某事

感叹句
感叹句：What+a/an+ 形容词 + 可数名词单数 +（主 + 谓 )! 

                What+ 形容词 + 可数名词复数 / 不可数名词 +（主 + 谓 )! 

                How+ 形容词 / 副词 + 主 + 谓！

疑
问
句—

反
义
疑
问
句

Let us …，will you? / Let’s …，shall we?

祈使句的反义疑问句用 will you

There is / are …，isn’t / aren’t there?

have 需注意是否是实义动词，I have an apple，don’t I ？ / I have been to Hong Kong，haven’t I ？

有否定含义的词 never/hardly 时，前否后肯

反义疑问句的回答原则：根据事实回答

定
语
从
句

根据先行词选择对应的关系词

a. 指人用 who，whom，that 指物用 which，that

b. 只能用 that 的情况：先行词是不定代词 all，few，little，something 等；先行词被序数词，

    形容词最高级，the only 等修饰时；先行词既指人又指物时

c. whom：只能作宾语，前可加介词

    which：前可加介词

状语从句 准确记忆连接词的含义，when，where，if，unless，so that，since，as，though，although...

引导宾语从句的连接词的选择

a. 陈述句用 that

b. 一般疑问句用 if/whether (or not)

c. 特殊疑问句用原疑问词

宾语从句使用陈述句语序

宾语从句的时态

a. 主句为现在时，从句根据语境使用对应时态

b. 主句为过去时，从句为过去的某一时态

c. 宾语从句表示客观真理时始终使用一般现在时

d. 主句里情态动词 should，would，could 表示委婉语气时，从句不受主句约束

宾
语
从
句

时
间
介
词

in，on，at， from，after，until，by，before 等

特殊：修饰具体某一天上下午用 on：on the afternoon of July 18th，on a cold morning

for+ 一段时间；since+ 过去时间点表示自从（完成时）

地
点
介
词

in+ 大地点； at+ 小地点；on；over；above；below；under；before；behind；at the back of；by；

beside；near；between；among；around；into；out of；through；across；towards；along；

in front of/in the front of

特殊：on TV；on the Internet； e-mail at

介词的固定搭配 介词 + 名词 in time/on time，be+ 形容词 + 介词 be different from，动词 + 介词 laugh at

on 和 in； in，on，to 表示地点的区别； between 和 among；

across，through，over 和 past； for，to 和 towards； after 和 behind；

in，with，by 表示用的时候的区别； except 和 besides； at 和 to；

of 和 in 用于最高级结构中的区别； by，in 和 on 表示出行方式的区别；

in 和 after； with 和 without； of sb. 和 for sb.

易
混
介
词
的
区
别

引导名词性从句 that，if，whether，what ，who ，which， when

表示并列关系 and，both… and，neither…or，not only… but also… ，as well as

表示选择关系 or，either…or

表示因果关系 so，for

数词

1/3 one third、2/3 two thirds、1/4 a quarter、1/2 a half
具体数目 hundred、thousand、million 不加 s：two hundred

表示不确定数目时，hundreds、thousands、millions + of

序数词前要加 the

eg. In the fi rst year，all students take six courses.

序数词前有代词或名词所有格修饰时，不加 the

eg. Beijing has become her second hometown.

表某月某日时，日要用序数词 July tenth/the tenth of July

某年某月时，用介词 in ；某日时，介词用 on

eg. in July，on July 10th.

顺读法 7:25 seven twenty-fi ve

6:10 ten past six

7:50 ten to eight

7:30 half past seven

7:15 a quarter past seven

7:45 a quarter to eight

逆
读
法

由 when，while，as soon as，since，as，before，after，until/till 等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

由 if，unless，as long as 等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

由 as，since，because 等引导的原因状语从句

由 in order that，so that 等引导的目的状语从句

由 although / though，even if / even though 等引导的让步状语从句

由 so...that，so (that) 等引导的结果状语从句

由 where，wherever 等引导的地点状语从句

由 as...as...，not as / so...as...，than 等引导的比较状语从句

由 as，as if / as though 等引导的方式状语从句

引
导
状
语
从
句

非谓语动词

作宾补 I found her dancing.（正在发生） I found it changed.（已经被完成）

作
主
语

非谓语动词直接做主语

不定式常用 it 做形式主语

作
宾
语

只接 to do 的动词 hope，want，offer，fail，wish，ask，decide…

只接 ing 的词 can’t help，feel like，succeed in…

接 doing 和 to do 意义不同：stop to do/stop doing

构词法

前缀、后缀

转化法

合成法

缩写和简写

表示否定的前缀。如：un-，dis- 等 unhappy，dishonest

表示程度或大小的前缀。如：super-，mini- 等 supermarket，miniskirt

表示位置、时间和顺序的前缀。如：pre-，re- 等 preview，rewrite

其他前缀。如：a-，kilo- 等 alive，kilometer

名词后缀。如：-er，-ion ，-ness 等 worker，action

动词后缀。如：-en ，-ize，等 widen，modernize

形容词后缀。如：-ful，-y 等 useful

副词后缀。如：-ly 等 happily

名词转化为动词 water the fl owers

动词转化为名词 have a look

形容词转化为名词 the rich

形容词转化为动词 Have you cleaned the bedroom?

合成名词 newspaper，highway，living room

合成形容词 kind-hearted，hard-working

合成代词 nothing，everyday

合成动词 sightsee，overcome

合成副词 upstairs

剪切法 examination-exam

首字母缩略法 centimeter=cm

反身代词 myself，yourself，himself，herself，itself，ourselves，yourselves，themselves

指示代词 this/these，that/those

不定代词
some/any；many/much；both/all/either/neither；each/every；a few/few/a little/

    little；other/others/another/the other/the others

主格 I，you，he，she，it，we，you，they

宾格 me，you，him，her，it，us，you，them人称代词

形代 my，your，his，her，its，our，your，their

名代 mine，yours，his，hers，its，ours，yours，theirs
物主代词

不可数名词 用 a piece of，a bottle of 等描述数量

可
数
名
词

一般直接加 s

以 s，x，ch，sh 结尾的，加 es

辅音字母加 y，去 y 加 ies

f/fe 结尾的部分名词，去 f/fe 加 ves

特殊记忆：negroes，heroes，potatoes，tomatoes

不规则变化：man-men，foot-feet

单复数同形： sheep，fi sh，deer

加’s 或’的所有格

加 of 的所有格

双重所有格：a friend of mine

名词所有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