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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耳朵英语发音必胜客 

              p    爆破音 

 

 发音面面观 

 发音规则 

//是清辅音、双唇音—— 

舌位：舌身自然放平于口腔中 

唇形：双唇紧闭，气流挡在口腔内，在

形成一定气流压力之后猛张双唇，气流

爆发而出 

声带：不振动 

 发音口型 

 

 

 技巧提示 

 //这个音不同于汉语拼音 p 的发音，不要受汉语母语的影响在其

坡
轻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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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国际音标快速拼读 

后加上元音，发出类似/po/（坡）的音来。 
 //出现在词末时，弱读音节送气较其在词首和重读音节时弱些。 

 形象代言人 

句子代言 图形代言 

// 
We must help// the poor//. 
我们必须帮助穷人。 
Practice// makes perfect//. 
熟能生巧。 

 
apple 

// 苹果 
 

 拼读正反方 

正方 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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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耳朵英语发音必胜客 

正方 反方
     
     
     
     
     
     
     
     
     

 

 外教一对一 

单词跟读 

space // 空间 

Spain // 西班牙 

passport // 护照 

help // 帮助 

apple // 苹果 

deep // 深的 
plain // 平原 

pillow // 枕头 

pocket // 口袋 

cap // 帽子 

people // 人们 
paper /pep/ 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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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国际音标快速拼读 

短语跟读 

Pratice makes perfect.   熟能生巧 

help the poor   帮助穷人 
paint a picture   画一幅画 

play one’s part   做分内的事情 

a piece of paper   一张纸 

a bit of a pity   有点可惜 
 

 模仿句句酷 

1．Put the paper on the desk. 
把纸放在桌子上。 

2．Peter is playing the piano. 
彼得正在弹钢琴。 

3．There is a power plant. 
那里有一个发电厂。 

4．Peter bought me a purse as a present. 
彼得给我买了个钱包做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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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耳朵英语发音必胜客 

              b    爆破音 

 

 发音面面观 

 发音规则 

//是浊辅音、双唇音—— 

舌位：舌身自然放平于口腔中 

唇形：双唇紧闭，气流挡在口腔内，在

形成一定气流压力之后猛张双唇，气流

爆发而出 

声带：振动 

 发音口型 

 

 

 技巧提示 

 //这个音不同于汉语拼音 b 的发音，不要受汉语母语的影响在其

拨
b 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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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国际音标快速拼读 

后加上元音，发出类似/bo/（波）的音来。 
 //出现在词末时，振动较其在词首位置和重读音节时要弱一些。 

 形象代言人 

句子代言 图形代言 

// 
Barking// dog do not bite//. 
吠犬不咬人。 
Where is my bank// book//? 
我的银行存折在哪里？ 

 
bird 

// 鸟 
 

 拼读正反方 

正方 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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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耳朵英语发音必胜客 

正方 反方
     
     
     
     
     
     
     
     
     

 

 外教一对一 

单词跟读 

beach // 沙滩 

web // 网 

bath // 洗澡 

bright // 聪明的 

boat // 船 

cab // 出租车 

bride // 新娘 

bird // 鸟 

herb // 药草 

cabbage // 洋白菜 

beast // 野兽 

build // 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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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国际音标快速拼读 

短语跟读 

behind one’s back   背地里，暗中 

baked beef   烤牛肉 

I beg your pardon.   再说一遍。 

bread and butter   黄油面包 

bag and baggage   总的，整个的 
 

 模仿句句酷 

1．Let bygones be bygones. 
让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 

2．Behind bad luck comes good luck.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3．Bad workmen often blame their tools. 
笨拙的工匠常常怪自己的工具差。 

4．Ben is a boy born in Britain. 
本是一个出生在英国的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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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耳朵英语发音必胜客 

              t    爆破音 

 

 发音面面观 

 发音规则 

//是清辅音、齿龈音 

舌位：舌尖抵住上齿龈，然后放开，使

气流爆破而出，吐气很强 

唇形：微开 

声带：不振动 

 发音口型 

 

 

 技巧提示 

 //这个音不同于汉语拼音 t 的发音，不要受汉语母语的影响在其

后加上元音，发出类似/te/（特）的音来。 

特
轻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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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国际音标快速拼读 

 当//前面是//时，即使是在重读元音前也不吐气，读成//音。例

如：stream //和 study // 

 形象代言人 

句子代言 图形代言 

// 
Ted// is taller// than Tom//. 
泰德比汤姆高。 
Don’t// waste// time//. 
不要浪费时间。 

 

table 
// 桌子 

 

 拼读正反方 

正方 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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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耳朵英语发音必胜客 

正方 反方
     
     
     
     
     
     
     
     
     

 

 外教一对一 

单词跟读 

table // 桌子 

cotton // 棉花 

hot // 热的 

stair // 楼梯 

eat // 吃 

star // 星星 

water // 水 

tea // 茶 

team // 队伍 

fat // 胖 
 



 

 
17 

小学生国际音标快速拼读 

短语跟读 

turn tail   退走，逃跑 

an important meeting   一个重要的会议 

tell tales   讲人坏话，搬弄是非 

at times   有时 

put on your coat   穿上你的外套 

not at all   一点儿也不 
 

 模仿句句酷 

1．Time is limited, so time is money. 
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时间就是金钱。 

2．Tim told us Tom’s story in tears. 
蒂姆留着眼泪讲述了汤姆的故事。 

3．Peter wanted to drink water. 
彼得想喝水。 

4．Take the word as it is. 
顺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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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耳朵英语发音必胜客 

              d    爆破音 

 

 发音面面观 

 发音规则 

//是浊辅音，齿龈音 

舌位：舌尖抵住下齿，然后放开，让气

流爆破而出，吐气较弱 

唇形：微开 

声带：振动 

 发音口型 

 

 

 技巧提示 

 //这个音不同于汉语拼音 d 的发音，不要受汉语母语的影响在其

后加上元音，发出类似/de/（德）的音来。 
 在单词中，当//音后面紧跟着//、//、//、//、//、//等音时，

得
一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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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国际音标快速拼读 

气流被阻碍，声带不震动。例如：bedtime //和 redcap 
//。 

 形象代言人 

句子代言 图形代言 

// 
Don’t// depend// on anybody//. 
不要依靠任何人。 
I like bread// instead// of rice. 
我喜欢面包而不是米饭。 

 
dog 

// 狗 
 

 拼读正反方 

正方 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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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耳朵英语发音必胜客 

正方 反方
     
     
     
     
     
     
     
     
     

 

 外教一对一 

单词跟读 

stand // 站立 

better // 更好的 

day // 仍然 

good // 好的 

doctor // 医生 

dark // 黑 

dare // 敢 

dance // 跳舞 

dog // 狗 

deep // 深的 

code // 代码 

dip // 浸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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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国际音标快速拼读 

bad // 坏的 

短语跟读 

after death the doctor   马后炮 

a different idea   一个与众不同的想法 

day by day   每日，逐日 

a cold day   寒冷的天气 

cry aloud suddenly   突然大声喊 
 

 模仿句句酷 

1．Danger itself is the best remedy for danger. 
危险本身就是对付危险的最好办法。 

2．Do as you would be done by.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Diamond cuts diamond.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4．A promise made is a debt unpaid. 
许下的诺言，是一笔未还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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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耳朵英语发音必胜客 

              k    爆破音 

 

 发音面面观 

 发音规则 

//是清辅音，软腭爆破音 

舌位：舌后位向上升，抵住软腭，然后

放开，使气流爆破而出，吐气较强 

唇形：自然张开 

声带：不振动 

 发音口型 

 

 

 技巧提示 

 //这个音不同于汉语拼音 k 的发音，不要受汉语母语的影响在其

后加上元音，发出类似/ke/（可）的音来。 

克
轻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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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国际音标快速拼读 

 当//出现在//之后时，吐气较弱，读音浊化，发//音。例如：sky 
/a/，school //。 

 形象代言人 

句子代言 图形代言 

// 
Mike’s// back// aches//. 
麦克的后背痛。 
Jack// likes// chocolate//. 
杰克喜欢巧克力。 

 
key 

// 钥匙 
 

 拼读正反方 

正方 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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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耳朵英语发音必胜客 

正方 反方
     
     
     
     
     
     
     
     
     

 

 外教一对一 

单词跟读 

seek // 寻找 

cream // 奶油 

lake // 湖 

key // 钥匙 

character // 性格 

car // 汽车 

cool // 凉爽的 

work // 工作 

clean // 干净的 

clock // 钟 

kill // 杀死 

kite // 风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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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国际音标快速拼读 

短语跟读 

pick up   捡起 

quite a character   很有性格的人 

as clear as crystal   非常清楚 

take care   当心 

beg for  祈求 

back countries   穷乡僻壤 
 

 模仿句句酷 

1．No cross, no crown. 
不经历风雨，无法见彩虹。 

2．Keep some till more come. 
手下留底，再来不愁。 

3．A cat may look at the king. 
猫也有权利看国王。 

4．Keep your breath to cool your porridge. 
不要多管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