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英语语法--合成词+练习

学有趣的英语 做考试的达人
---卓卓老师
许多英语单词的构成都有一定的规律，这种规律被称为构词法。掌握构词法知识对我们更好地理解词义、
认识新词和扩大词汇量都有重要意义。英语中的构词法有合成法、派生法、转化法和缩略法四大类。
一、合成法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词合成的词叫合成词，这种构词法称为合成法。最常见的合成法包括：合成名词、
合成形容词、合成动词。词与词之间有的用连字符连接，有的直接连接在一起。
1．合成名词的常见结构
(1)名词＋名词

bedroom 卧室；sportsman 男运动员；lifeboat 救生船

(2)名词＋动词 ing
(3)形容词＋名词

handwriting 书法；sightseeing 观光；sunbathing 日光浴
hardware 硬件；midnight 午夜；gentleman 绅士

(4)动词 ing＋名词

writing paper 信纸；hiding place 藏身处；swimming pool 游泳池

(5)动词＋名词

watchdog 看门狗；pickpocket 扒手；playground 操场

(6)名词＋动词

snowfall 降雪；daybreak 黎明；sunrise 日出

(7)名词＋动词＋er storyteller 讲故事的人；lawmaker 立法者；troublemaker 搬弄是非者
(8)名词＋介词＋名词

motherinlaw 岳母，婆婆；soninlaw 女婿

(9)动词＋副词

gettogether 聚会；breakthrough 突破；tryout 选拔赛

(10)副词＋动词

outbreak 爆发；income 收入；downpour 倾盆大雨

(11)过去分词＋副词

grownup 成年人

2．合成动词的常见结构
(1)名词＋动词

sleepwalk 梦游；sunbathe 日光浴；typewrite 打字

(2)形容词＋动词
(3)副词＋动词

broadcast 广播；illtreat 虐待；whitewash 粉饰
overwork 过度劳累；outnumber 数目超过

3．合成形容词的常见结构
(1)名词＋动词 ing

Englishspeaking 讲英语的；peaceloving 爱好和平的

(2)名词＋过去分词
(3)名词＋形容词

heartbroken 伤心的；manmade 人造的；watercovered 被水覆盖的

snowwhite 雪白的；icecold 冰冷的；worldfamous 世界闻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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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形容词＋名词＋ed

warmhearted 热心的；whitecolored 白色的；absentminded 心不在焉的

(5)形容词＋动词 ing

ordinarylooking 长相一般的；farreaching 影响深远的；easygoing 随和的

(6)形容词＋名词

longdistance 长途的；shortterm 短期的；parttime 兼职的

(7)副词＋动词 ed

wellknown 著名的；newlypublished 新出版的

(8)数词＋名词

oneway 单行的

(9)数词＋名词＋ed

oneeyed 独眼的；threestoreyed 三层的；fourlegged 四条腿的

(10)数词＋名词＋形容词

threeyearold 三岁的；300meterlong 300 米长的；twofootdeep 两英尺深的

二、派生法
派生法指在词根之前加前缀或在词根之后加后缀构成一个与原来单词意义相近或相反的单词。除少数前缀
外，前缀一般改变单词的意思，不改变词性；后缀一般改变单词的词性，但是并不引起词义的变化。
1．动词变名词后缀
(1)y

discover→discovery 发现；injure→injury 伤害

(2)er/or/ar/ee
(3)ess

beg→beggar 乞丐；work→worker 工人；educate→educator 教育工作者；lie→liar 撒谎者

act→actress 女演员；host→hostess 女主人

(4)al

arrive→arrival 到达；refuse→refusal 拒绝

(5)ion/sion/ation

attract→attraction 吸引(力)；pollute→pollution 污染；decide→decision 决定；

invite→invitation 邀请
(6)ment

agree→agreement 协议；move→movement 运动

(7)ance/ence appear→appearance 外表；refer→reference 参考
(8)ure/ture
(9)ing

fail→failure 失败；mix→mixture 混合物

hear→hearing 听力，听觉；begin→beginning 开始

(10)其他

choose→choice 选择；think→thought 思想；思考

2．形容词变名词后缀
(1)y/ty/ity

difficult→difficulty 困难；safe→safety 安全；able→ability 能力

(2)cy

fluent→fluency 流利；efficient→efficiency 效率

(3)th

warm→warmth 温暖；true→truth 真理

(4)age

short→shortage 缺少；marry→marriage 婚姻

(5)ship

hard→hardship 艰苦

(6)dom

wise→wisdom 智慧；free→freedom 自由

(7)ness

happy→happiness 幸福；kind→kindness 仁慈

(8)ence

silent→silence 沉默；different→difference 差异

3．动词、名词变形容词后缀
(1)y

health→healthy 健康的；taste→tasty 美味可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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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y

friend→friendly 友好的；order→orderly 整洁的

(3)al

nature→natural 自然的；tradition→traditional 传统的

(4)able

reason→reasonable 合理的；comfort→comfortable 舒适的

(5)ive

act→active 活跃的；effect→effective 有效的

(6)ful

forget→forgetful 健忘的；wonder→wonderful 精彩的；极好的

(7)ous

danger→dangerous 危险的

(8)ern

east→eastern 东方的；south→southern 南方的

(9)ish

self→selfish 自私的；fool→foolish 愚蠢的

(10)en

wood→wooden 木制的；wool→woollen 羊毛的

4．形容词变副词后缀
(1)直接加ly

certain→certainly 肯定地；natural→naturally 自然地

(2)以y 结尾的词，变 y 为 i 再加ly
(3)以le 结尾的词，去 e 加 y

happy→happily 高兴地；lucky→luckily 幸运地

terrible→terribly 非常；simple→simply 简单地；gentle→gently 温柔地

5．形容词变动词的前缀和后缀
(1)en able→enable 使能够；large→enlarge 扩大
(2)en

wide→widen 使变宽；sharp→sharpen 使锋利

(3)ize/ise
(4)ify

modern→modernize 使现代化；real→realize 实现

simple→simplify 简化；pure→purify 净化

6．否定前缀
(1)un

healthy→unhealthy 不健康的；fair→unfair 不公平的

(2)im

possible→impossible 不可能的；polite→impolite 不礼貌的

(3)dis like→dislike 不喜欢；agree→disagree 不同意
(4)non

native→nonnative 非本土的；stop→nonstop 不停顿的；直达的

(5)mis

understand→misunderstand 误解；lead→mislead 误导

(6)in

formal→informal 非正式的；convenient→inconvenient 不方便的

(7)il

legal→illegal 非法的

(8)ir

regular→irregular 不规则的

7．其他意义的前缀、后缀
(1)re(重新)

write→rewrite 重写；build→rebuild 重建

(2)inter(交互的)
(3)co(共同)

act→interact 互动；phone→interphone 对讲机

writer→cowriter 联合作者；operate→cooperate 协作

(4)auto(自动) play→autoplay 自动播放
(5)bi(两个)

cycle→bicycle 自行车；lingual→bilingual 双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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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ess(无) harm→harmless 无害的；use→useless 无用的
三、转化法
在词形不变的情况下，把一个单词由一种词性转换成另一种词性，而不加任何词缀，这种构词方法称为转
化法。转化法种类很多，但数量最多的是由名词转化为动词和由动词转化为名词两大类。转换后的词义与转换
前的词义通常有密切的联系，但有时差异也很大。例如：
dream v．做梦→n.梦
look v．看→n.相貌
back n．后背→v.支持
air n．空气→v.通风
1．许多名词可转化为动词，意思也随之有些改变。如：
chair(n.椅子→v.主持)
hand(n.手→v.递，交)
land(n.土地→v.着陆)
cook(n.厨师→v.烹调)
order(n.命令→v.订购)
name(n.名字→v.取名)
lift(n.电梯→v.举起)
picture(n.画→v.描绘)
press(n.报刊→v.挤压)
nurse(n.护士→v.照料)
smoke(n.烟→v.吸烟)
stand(n.看台→v.站)
2．大量动词可转化为名词，有时意思没有太大改变。如：
try(v.尝试→n.尝试)
swim(v.游泳→n.游泳)
sigh(v.叹气→n.叹气)
cry(v.哭→n.哭)
shout(v.呼喊→n.呼喊)
kiss(v.吻→n.吻)
3．形容词转化为动词。如：
better(adj.更好的→v.胜过；超过)
calm(adj.平静的→v.使平静)
cool(adj.凉快的→v.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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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e(adj.空闲的→v.节省)
own(adj.自己的→v.拥有)
close(adj.亲密的→v.关闭)
slow(adj.慢的→v.减慢)
last(adj.最后的→v.持续)
4．形容词转化成名词。如：
cold(adj.冷的→n.感冒)
back(adj.后面的→n.背部)
quiet(adj.安静的→n.安静)
calm(adj.平静的→n.平静)
5．形容词转化成副词。如：
deep(adj.深的→adv.深深地)
wide(adj.宽的→adv.广泛地)
hard(adj.困难的→adv.努力地)
well(adj.健康的→adv.很好地)
四、缩略法
缩略法是指把原词的章节加以省略或简化，从而在拼写和读音上都呈现出新的形式的构词方法。缩略法最
常见的一种形式就是首字母缩略。例如：
UN——the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BBC——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英国广播公司
IOC——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国际奥委会
MTV——music television 音乐电视
AIDS——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艾滋病
NATO——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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