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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
发音要领：音标 /p/ 的发音口型和汉语拼音【p】相似——双唇紧闭，气

流挡在口腔内，在形成一定气压之后猛张双唇，气流爆发而出。两者的区别在

于发 /p/时，只有气流喷出，声带不震动；而发【p】时，后面带有【o】的尾音，

声带要震动。

 模仿外教读单词

page
/peIdZ/  页

park
/pAk/  公园

Paul
/pl/  保罗

pen
/pen/  钢笔

person
/5psn/  人

picture
/5pIktS/  图片

please
/pliz/  请

pole
/pUl/  柱，杆

post
/pUst/  邮寄

price
/praIs/  价格

 模仿外教读短语

a bit of a pity 有点可惜

a piece of paper 一张纸

a pretty present 一件漂亮的礼物

a very expensive purse 一个非常贵的钱包

001.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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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发音要领：音标 /b/ 的发音口型和汉语拼音【b】相似——双唇紧闭，气

流挡在口腔内，在形成一定气压之后猛张双唇，气流爆发而出。不同的是发 

/b/ 时，气流喷出，声带轻微震动，时间较短。

 模仿外教读单词

back  
/bQk/  在后面

bad  
/bQd/  坏的

bag  
/bQg/  手提包

basis  
/5beIsIs/  基本的

best  
/best/  最好的

big  
/bIg/  大的

bit  
/bIt/  一点

black  
/blQk/  黑色的

block  
/blk/  堵塞

box  
/bks/ 箱子

 模仿外教读短语

as blind as a bat 瞎得厉害

bag and baggage 总的，整个的

baked beef 烤牛肉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与野兽

002.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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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b/ 对比练习 

 
/p/ /b/

类

型
清辅音、双唇音 浊辅音、双唇音

舌

位
舌身自然放平于口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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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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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震动 震动

口

型

图

技

巧

/p/ 这个音不同于汉语拼音 p
的发音，不要受汉语母语的

影响在其后加上元音，发出

类似 /po/（坡）的音来

/b/ 这个音不同于汉语拼音 b
的发音，不要受汉语母语的

影响在其后加上元音，发出

类似 /bo/（波）的音来

1）对比发音放大镜

这两个音在发音时口型基本一致，唯一的区别就是发 /p/时，声带不震动，

而发 /b/ 时，声带要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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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ep /pip/ vi.（从缝隙中）偷看

beep /bip/ vi. 吹号，发出哔哔声

pit /pIt/ n. 坑 

bit /bIt/ n. 一点，一些

pen /pen/ n. 钢笔

Ben /ben/ n. 本（人名）

pack /pQk/ vt. 捆扎；挤满 n. 包 

back /bQk/ adv. 回（原处）；向后

plow /plaU/ n. 犁 vt.&vi. 犁，耕 

blow /blU/ vt.&vi. 吹

2）情景会话练发音

A:  How is Bill's company?

 比尔的公司怎么样了？

B:  Oh, it's big and busy. He got helped by many people.

 哦，很大也很忙。他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模仿外教大声读句子

Bad workmen often blame their tools.

笨拙的工匠常常怪自己的工具差。

Barking dogs do not bite. 

吠犬不咬人。

Behind bad luck comes good luck.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Ben is a boy born in Britain. 

本是一个出生在英国的男孩。

003.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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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 Peter pass the exam? 

彼得通过考试了吗？

I want to make pineapple pie. 

我想做菠萝派。

Peter bought me a purse as a present. 

彼得给我买了个钱包做礼物。

Peter is playing the piano. 

彼得正在弹钢琴。

绕口令

Peter Potter splattered a plate of peas on Patty Platt's pink plaid 

pants.

彼得 •波特将一碟豌豆洒在帕蒂 •普拉特的粉红色格呢短裤上。

A bachelor botched a batch of badly baked biscuits.

一个单身汉修补一炉烤糟的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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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发音要领：音标 /t/ 的发音口型和汉语拼音【t】相似——舌尖抵住上齿龈，

然后放开，使气流爆破而出，吐气很强。两者的区别在于发 /t/时，只有气流喷出，

声带不震动；而发【t】时，后面带有【e】的尾音，声带要震动。

 模仿外教读单词

take
/teIk/  拿，取

tale
/teIl/  故事

tea
/ti/  茶

teacher
/5titS/  教师

time
/taIm/  时间

tomato
/t5mAtU/  西红柿

tooth
/tuT/  牙，齿

town
/taUn/  城镇

type
/taIp/  类型

better
/5bet/  更好的

 模仿外教读短语

an important meeting 一个重要的会议

at times 有时

not at all 一点儿也不

put on your coat 穿上你的外套

004.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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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发音要领：音标 /d/的发音口型和汉语拼音【d】相似——舌尖抵住上齿龈，

然后放开，使气流爆破而出，吐气较弱。不同的是发 /d/ 时，气流喷出，声带

轻微震动，时间较短。

 模仿外教读单词

dad  
/dQd/  爸爸

dance  
/5dAns/  跳舞

day  
/deI/  天

deep  
/dip/  深的

delight  
/dI5laIt/  高兴

dog  
/dg/  狗

done  
/dn/  do 的过去分词

doom  
/dum/  注定

double  
/5dbl/  双（重）的

building  
/5bIldIN/  建筑物

 模仿外教读短语

a cold day 寒冷的天气

a different idea 一个与众不同的想法

a good child 一个好孩子

after death, the doctor 马后炮

005.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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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对比练习

/t/ /d/

类

型
/t/ 是清辅音、齿龈音 /d/ 是浊辅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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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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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开

声

带
不震动 振动

口

型

图

技

巧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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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t/ 前面是 /s/ 时，即使是在

重读元音前也不吐气，读成 /
d/ 音。例如：stream /str5im/
和 study /st5dI/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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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音后面

紧跟着 /b/、/p/、/d/、/t/、
/k/、/g/ 等音时，气流被阻

碍，声带不震动。例如：

bedtime /5bedtaIm/ 和 redcap 
/5redkQp/。

新手这样学发音zw.indd   9 2015/7/8   9:50:35



国际音标及语音语调快速突破

10 

1）对比发音放大镜

这两个音在发音时口型基本一致，唯一的区别就是发 /t/ 时，声带不震动，

而发 /d/ 时，声带要震动。

teach /titS/ vt. 讲；教育 vt. 教书

beach /bitS/ n. 海滩，湖滩，河滩

tie /taI/ vt.（用绳等）系，栓

by /baI/  adv. 经过 , 在旁边 , 靠近

take /teIk/ vt. 拿 , 抓 , 取

bake /beIk/ vt. 烤，烘，焙；烧硬

foot /fut/ n. 脚 , 英尺

food /fud/ n. 食物

hot /ht/ adj. 热的；刺激的；辣的

pod /pd/ n. 豆荚，v. 剥掉（豆荚）

2）情景会话练发音

A: Why did Tom look so sad?

 为什么汤姆看上去很难过？

B: He has failed the test.

 他考试不及格。

A: Oh, it is really a pity.

 哦，真是很遗憾。

 模仿外教大声读句子

A promise made is a debt unpaid.

许下的诺言，是一笔未还的债务。

006.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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