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卷-四年级英语期末测试 

根据周*同学的本次考试结果，结合本次考试的核心知识点分布，我们认为周*同学应

该优先学习推荐知识点，并预测能在下次考试中提升 13~19分。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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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分析 

学科 试题数量 总分 知识点数量 综合难度系数 

小学英语 25 100 6 难 

                          

成绩分析 

本次测评分数： 

62 

 

难度系数 题目数 占分 做对数 做错数 部分做对 正确率 

极易 0 0 0 0 0 0% 

易 1 3 0 1 0 0% 

一般 20 60 12 8 0 60% 

难 3 9 2 1 0 66.7% 

极难 1 28 0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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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分析 

结合周*同学本次考试知识点进行分析，各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和得分比情况如下 ，为你提供参考。 

本次考试分析：分值小于 1 分时，依据四舍五入原则 

掌握分析 二级知识点 三级知识点 难度系数 题目数 分值 得分比 

已掌握 语音 字母的发音 难 2 6 100% 

未掌握 词法 

名词 一般 1 3 0% 

疑问词 一般 2 6 50% 

部分掌握 名词 

名词的数 一般 1 3 100% 

名词词义辨析 一般 10 30 60% 

未掌握 代词 疑问代词 一般 3 5 67% 

已掌握 形容词 形容词词义辨析 一般 1 3 100% 

未掌握 副词 疑问副词 一般 1 3 0% 

未掌握 动词 be 动词 一般 3 5 67% 

未掌握 词汇 词性 一般 1 3 0% 

未掌握 写作 命题作文 极难 1 28 71% 

未掌握 交际 情景交际 难 1 3 0% 

已掌握 翻译 汉译英 一般 1 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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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分策略 

根据本次考试结果，结合本次考试的核心知识点分布，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基于学科知识点认知图

谱的博弈算法模型，精准推荐快速有效提分的知识点。通过本次测评，我们认为应该优先学习和提升

以下知识点，如果在以下知识点能达到预期掌握水平，在下次考试中可以提升 13~19 分。 

 

表格说明：掌握水平，代表本次测评结果得出的知识点掌握程度评分；将达到水平，代表通过提升策略可达到的水平。 

知识点 掌握水平 将达到水平 提升空间 主要攻破知识点 

名词 56% 81% 7~11 名词词义辨析 

疑问词 56% 80% 2~3 疑问词 

代词 61% 87% 1~2 疑问代词 

动词 61% 87% 1~2 be 动词 

副词 0% 37% 0~1 疑问副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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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试题推荐 

推荐题集目录 

说明： 

针对周*同学提分策略方案，我们为周*个性化定制了练习题集，题集依据知识点掌握水平分为以下阶段： 

1、前置知识点认知阶段，针对前置知识点理解为主，着重对前置知识的运用；难度系数以易为主。 

2、基础阶段，未掌握知识点相关题型为主，着重理解基本知识并对经典题加以练习；难度系数以易为主。 

3、巩固阶段，巩固重难点和变形题为主，着重对解题方法的灵活运用；难度系数以一般为主。 

4、提升阶段，重难点难题强化训练，稳定提升；难度系数以难至较难为主。 

 

知识点一：名词 

主要攻破知识点：名词词义辨析 

1、基础阶段：基础试题与经典试题集；题目数量：10；难度系数：易 

2、巩固阶段：巩固试题与真题演练；题目数量：10；难度系数：一般 

3、提升阶段：各种变形题集；题目数量：5；难度系数：难至较难 

知识点二：疑问词 

主要攻破知识点：疑问词 

1、基础阶段：基础试题与经典试题集；题目数量：5；难度系数：易 

2、巩固阶段：巩固试题与真题演练；题目数量：10；难度系数：一般 

3、提升阶段：各种变形题集；题目数量：2；难度系数：难至较难 

知识点三：代词 

主要攻破知识点：疑问代词 

1、巩固阶段：巩固试题与真题演练；题目数量：10；难度系数：一般 

知识点四：动词 

主要攻破知识点：be 动词 

1、巩固阶段：巩固试题与真题演练；题目数量：10；难度系数：一般 

知识点五：副词 

主要攻破知识点：疑问副词 

1、基础阶段：基础试题与经典试题集；题目数量：10；难度系数：易 

2、巩固阶段：巩固试题与真题演练；题目数量：10；难度系数：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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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 

1． 选出不同类的单词 

 A.noodles B.hamburger 

C.hair  
 

 

2． It's time for breakfast. Let's drink some ____. 

 A.chicken B.milk 

C.bread  
 

 

3． We sing in our ____ class. 

 A.maths B.music 

C.science  
 

 

4． Our maths ____ is Miss Green. 

 A.student B.teacher 

C.doctor  
 

 

5． —What does your ____ do? 

—She is a singer. 

 A.father B.uncle C.mother  
 

 

6． 选出不同类的单词 

 A.green B.rabbit C.brown  
 

 

7． 选出不同类的单词 

 A.post office B.cinema 

C.pizza D.museum 
 

 

8． 选出不同类的单词 

 A.reporter B.plane 

C.boat D.bike 
 

 

9． I am Yifan's ____ teacher. 

 A.house B.art C.flower  
 

 

10． 选出不同类 

 A.park B.grass C.flower D.tree 
 

 

 

名词 

1． I'm going to the ____. I want to buy some books. 

 A.postman B.bookstore 

C.museum  
 

 

2． 选出不同类的单词 

 A.family B.uncle C.aunt  
 

 

3． My father got some ____ from the hotel kitchen. 

 A.beach B.fish 

C.dinosaur  
 

 

4． 找出不同类的单词 

 A.English B.China 

C.PE D.Chinese 
 

 

5． Zhang Peng works in a factory. He is a ____. 

 A.police officer B.businessman 

C.factory worker  
 

 

6． Wait at the ____. 

 A.yellow light B.green light 

C.red light  
 

 

7． 选出不同项 

 A.uncle B.people C.aunt  
 

 

8． 选出不同项 

 A.football B.cousin 

C.basketball  
 

 

9． 找出不同类的单词 

 A.cook B.driver C.uncle  
 

 

10． 找出不同类的单词 

 A.doctor B.brother 

C.nurse  
 

 

 

名词 

1． Who's the inventor (发明家) of paper? 

 A.Chinese people. 

B.American people. 
 

 

2．猜一猜下列描述的是什么动物。 

 

 
(1) 你坐我不坐，我行你不行。你睡躺得平，我睡站到明。 
 
(2) 身穿大皮祅，野草吃个饱。过了严冬天，献出一身毛。 
 
(3) 身子粗壮头长角，大人小孩都爱它。给人奶汁它吃草，浑

身上下净是宝。 
 
(4) 头上没帽子，全身白袍子。说话伸脖子，走路摆架子。 
 
(5) 说它是鸡，是鸡不打鸣。说它是鸟，是鸟飞不高。 
 

 

3． 将下列单词变一个字母或加一个字母，变成表示交通工具的单

词。 

 
 
(1) cat       
 
(2) but       
 
(3) plate       
 
(4) rain       
 
(5) like       
 
(6) shop       
 

 

4． My ____ are going to the supermarket. 

 A.friend B.brother 

C.family  
 

 

5． The baby is thirty ____ old. 

 A.month B.year C.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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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词 

1．  

 
(1) —      watch is that? 

—It's mine. 
 
(2) —      has a birthday in June? 

—Me. 
 

 

2．选择正确的单词，用其正确形式将句子补充完整。 

 

 
 
(1) —      are you going tomorrow? 

—The museum. 

 
 
(2) —      are you going to do? 

—See a film. 

 
 
(3) —      are you going? 

—This morning. 

 
 
(4) —      don't you go to school on foot? 

—Because my home is far. 

 
 

 

3． 请选用方框中的疑问词将下列对话补充完整。 

Where   How   What   When    Who 
 

 
 
(1) —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morning? 

—I'm going to visit my grandparents. 
 
(2) —      does the dishes? 

—My grandma. 

 
 
(3) —      can we get to the restaurant? 

—Turn left at the library. Then turn right at the school. 
 
(4) —      are you going? 

—Next Thursday. 

 
 
(5) —      is the museum shop? 

—It's next to the park. 

 
 

 

4． ____ many apples do you have? 

 A.How B.What C.Where  
 

 

5． ___ much are those big shoes? 

 A. How 

B. What 

C. Where 
 

 

疑问词 

1． —____ people are there in your family? 

—Three. 

 A.How much B.How many 

C.What's  
 

 

2． —       (How many/How much) birds can you see? 

—One, two…ten. 
 

3． 根据答语填疑问词。 

 
 
(1) A:       does your brother usually go to bed? 

B: At 9:00. 
 
(2) A:       do you like best? 

B: Ping-pong. 
 
(3) A:       do you go to school? 

B: I go to school by bus. 
 
(4) A:       is your little sister? 

B: Lucy. 
 
(5) A:       is your house? 

B: It's next to the post office. 
 

 

4． —____ time is it? 

—It's nine o'clock. 

 A.How B.Where C.What  
 

 

5． —____ is your book? 

—It's red. 

 A.What B.Where 

C.What colour D.When 
 

 

6． —____ is the dress? 

—It's eighty yuan. 

 A.How much B.How many 

C.What's  
 

 

7． —____ is your cap? 

—It's red and black. 

 A.How many B.What 

C.What colour  
 

 

8． —____ is your schoolbag? 

—Green. 

 A.What B.Who 

C.What colour  
 

 

9． ____ colour is it? 

 A.What's B.What 

C.what  
 

 

10． —____ people are there in your family? 

—Nine. 

 A.What B.What colour 

C.How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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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词 

1． 根据所给答句，在横线上写出合适的疑问词完成问句。 

 
 
(1) —            are the pears? 

—They are 20 yuan. 
 
(2) 一      are you going tomorrow? 

—I'm going to the cinema. 
 
(3) —      do you go to school? 

—I go by bus. 
 
(4) —      did he do yesterday? 

—He went swimming. 
 
(5) —      are you going there? 

一 Tomorrow morning. 
 

 

2． 读对话，用合适的特殊疑问词填空，完成句子。 

A:       are you going this afternoon? 

B: I am going to the bookstore. 

A:       are you going to buy? 

B: I'm going to buy a dictionary. 

A:       are you going? 

B: I'm going at 4 o'clock. 

A:       are you going there? 

B: I'm going there by bike. 

A:       are you going with? 

B: I am going there with my sister. 

 
 

 

代词 

1． ____ season do you like best? 

 A.Which B.Why C.When  
 

 

2． —____ can you do? 

—I can speak English. 

 A.Where B.Who C.What  
 

 

3． ____ can you do for the party? 

 A.Who B.What C.When  
 

 

4． —____ she like? 

—She's kind. 

 A.When's B.What's 

C.Where's  
 

 

5． —____ your English teacher? 

—Miss White. 

 A.What's B.Who's 

C.Where's  
 

 

6． —____ your maths teacher? 

—Mr Li. 

 A.What's B.Who's 

C.Where's  
 

 

7． ____ is your PE teacher? 

 A.What B.Who 

C.Who's  
 

 

8． —____ your maths teacher like? 

—He's tall. 

 A.What's B.Who's 

C.Where's  
 

 

9． ____ in the classroom? 

 A.what's B.What's 

C.What  
 

 

10． —____ is for dinner? 

一 Some vegetables. 

 A.Who B.How C.What  
 

 

 

动词 

1． The mice are bad. They ____ people. 

 A. help 

B. run 

C. hurt 
 

2． —____ they tall? 

—Yes, they ____. 

 A.Are; are B.Do; do 

C.Are; do  
 

 

3． I'm going to ____ a film with Mike. 

 A. see 

B. look 

C. read 
 

4． Autumn is coming. Let me ____ you a story about autumn. 

 A. speak 

B. tell 

C. talk 
 

5． Tomorrow is Mid-Autumn Festival. We are going to ____ 

mooncakes. 

 A. do 

B. drink 

C. make 
 

6． I'm going to ____ my grandparents. 

 A. visit 

B. watch 

C. look 
 

7．  Yellow light means "____". 

 A. Stop 

B.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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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Wait 
 

8． In the USA, people on bikes must ____ a helmet. 

 A. learn 

B. read 

C. wear 
 

9． ___ the No. 623 bus over there. 

 A. Take 

B. Sit 

C. By 
 

10

． 

—He is a teacher .He. ____English 

 A.like B.teachers 

C.teacht  
 

 

 

副词 

1． ____ is the library? 

 A.What's B.Where's 

C.Where  
 

 

2． ____ is the museum shop? 

 A.When B.Where C.Who  
 

 

3． —____ does Ben go to school? 

—By bus. 

 A.How B.What C.Where  
 

 

4． —____ is the hospital? 

—It's near the park. 

 A.When B.Where C.What  
 

 

5． ____ is your school? 

 A.Who B.Where C.When  
 

 

6． —____ is the book shop? 

—It's near the school. 

 

 A.When B.What C.Where  
 

 

7． ____ do you eat lunch? 

 A.Which B.When C.What  
 

 

8． —____ is the cinema? 

—It's near here. 

 A.What B.Where C.When  
 

 

9． ____ is my coat? 

 A.Where B.When C.Who  
 

 

10． ____ is the bus stop, please? 

 A.What B.Where C.Whose  
 

 

 

副词 

1． —____ are you going tomorrow? 

—I'm going to school. 

 A.When B.What C.Where  
 

 

2． —____ is Zip? 

—Zip is in the bathroom. 

 A.What B.Where's 

C.Where  
 

 

3． —____ the science museum? 

—It's in front of the cinema. 

 A.What's B.How's 

C.Where's  
 

 

4． —____ are you? 

—I am in the living room. 

 A.What B.What C.Where  
 

 

5． wh __ n 

 A.e B.o C.a D.i 
 

 

6． wh __ 

 A.u B.a C.y D.i 
 

 

7． —____ can I go to Shanghai? 

—You can go by plane. 

 A.What B.Where C.How  
 

 

8． ____ do you go there? 

 A.Where B.What C.How  
 

 

9． ____ can we get there? 

 A.What B.How C.Which  
 

 

10． —____ are you going? 

—Next week. 

 A.What B.When 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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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 

1． C  【解析】考查名词词义辨析。noodles 面条；hamburger 汉堡包；hair 

头发。hair 与其他食物类单词不同类，故选 C。 
 
2． B  【解析】考查名词词义辨析。句意：到了吃早饭的时间。让我们喝

点牛奶吧。 

chicken 鸡肉，milk 牛奶，bread 面包，其中只有牛奶是喝的，故选 B。 
 
3． B  【解析】考查名词词义辨析。句意：我们在音乐课上唱歌。 

根据“sing”可知是在音乐课上，故选 B。 
 
4． B  【解析】考查名词词义辨析。句意：我们的数学老师是格林小姐。 

student 学生，teacher 老师，doctor 医生。maths teacher 数学老师，

故选 B。 
 
5． C  【解析】考查名词词义辨析。句意：——你的妈妈是做什么的？——

她是一名歌手。 

根据“she”可知是一名女性，mother 母亲，是女性。故选 C。 
 
6． B  【解析】考查名词词义辨析。green 绿色；rabbit 兔子；brown 棕

色。green 和 brown 都是颜色类单词，rabbit 是动物类单词，故选 B。 
 
7． C  【解析】考查名词词义辨析。post office，cinema，museum 都是地

点类名词，pizza 是食物。故选 C。 
 
8． A  【解析】考查名词词义辨析。reporter 是职业类名词，plane，boat，

bike 是交通工具类名词。故选 A。 
 
9． B  【解析】考查名词词义辨析。句意：我是一凡的美术老师。 

house 房子；art 美术，art teacher 美术老师；flower 花。故选 B。 
 
10． A  【解析】考查名词词义辨析。park 是表示地点的名词，grass，flower，

tree 都是表示植物的名词。故选 A。 
 
 

名词 

1． B  【解析】考查名词词义辨析。句意：我打算去书店。我想要买些书。 

根据常识可知买书要去书店，故选 B。 
 
2． A  【解析】考查名词词义辨析。family 家庭；uncle 叔叔；aunt 阿姨。

family 与其他家庭成员类单词不同类，故选 A。 
 
3． B  【解析】考查名词词义辨析。句意：我的爸爸从酒店厨房里拿了一

些鱼。 

beach 海滩；fish 鱼；dinosaur 恐龙。故选 B。 
 
4． B  【解析】考查名词词义辨析。English 英语；China 中国；PE 体育；

Chinese 语文。China 与其他学科名称不同类，故选 B。 
 
5． C  【解析】考查名词词义辨析。句意：张鹏在一家工厂工作。他是一

名工厂工人。 

police officer 警察，businessman 商人，factory worker 工厂工人。根据

语境可知选 C。 
 
6． C  【解析】考查名词词义辨析。句意：在红灯的时候等一等。 

yellow light 黄灯，green light 绿灯，red light 红灯。根据常识可知选 C。 
 
7． B  【解析】考查名词词义辨析。uncle 叔叔；people 人；aunt 婶婶。

people 与其他家庭成员类单词不同类，故选 B。 
 
8． B  【解析】考查名词词义辨析。football 足球；cousin 同辈表亲（或

堂亲）；basketball 篮球。cousin 是家庭成员类单词，与其他球类单词

不同类，故选 B。 
 
9． C  【解析】考查名词词义辨析。cook 厨师；driver 司机；uncle 叔叔。

uncle 是家庭成员类单词，与其他职业类单词不同类，故选 C。 
 
10． B  【解析】考查名词词义辨析。doctor 医生，brother 兄；弟，nurse 

护士。brother 是家庭成员类单词，与其他职业类单词不同类，故选

B。 
 
 

名词 

1． A  【解析】考查名词词义辨析。句意：纸的发明家是谁？ 

Chinese people. 中国人；American people. 美国人。根据常识可知纸是

中国人发明的，故选 A。 
 
2． 【答案】(1)horse 

(2)sheep 

(3)cow 

(4)duck 

(5)hen 

【解析】1. horse 马。 

2. sheep 绵羊。 

3. cow 奶牛。 

4. duck 鸭子。 

5. hen 母鸡。 
 
3． 【答案】(1)car 

(2)bus 

(3)plane 

(4)train 

(5)bike 

(6)ship 

【解析】1. 将 cat（猫）中的字母 t 换成 r，即为 car（汽车）。 

2. 将 but（但是）中的字母 t 换成 s，即为 bus（公共汽车）。 

3. 将 plate（盘子）中的字母 t 换成 n，即为 plane（飞机）。 

4. 在 rain（雨）首字母前加上 t，即为 train（火车）。 

5. 将 like（像）中的字母 l 换成 b，即为 bike（自行车）。 

6. 将 shop（商店）中的字母 o 换成 i，即为 ship（船）。 

 
 
4． C  【解析】由 are 可知，主语应为复数，family 作“家人”解时，表复

数概念，符合题意，故选 C。 
 
5． C  【解析】考查名词的数。句意：这个婴儿 30 天大了。 

month 月，year 年，day 日；根据 thirty 可知需用名词的复数形式，

故选 C。 

 
 
 

疑问词 

1． 【答案】(1)Whose 

(2)Who 

【解析】1. 根据答语可知该空是在问“是谁的”，故填 Whose。 

2. 根据答语可知该空是在问“是谁”，故填 Who。 
 
2． 【答案】(1)Where 

(2)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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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hen 

(4)Why 

【解析】1. 句意：——明天你打算去哪里？——博物馆。根据答语可

知是在询问地点，故填 Where。 

2. 句意：——你打算做什么？——看电影。根据答语可知是在询问做

什么，故填 What。 

3. 句意：——你打算何时去？——今天早上。根据答语可知是在询问

时间，故填 When。 

4. 句意：——你为什么不走路去学校？——因为我的家很远。根据答

语可知是在询问原因，故填 Why。 

 
 
3． 【答案】(1)What 

(2)Who 

(3)How 

(4)When 

(5)Where 

【解析】1. 根据答语可知该空是在问“打算做什么”，故填 What。 

2. 根据答语可知该空是在问“是谁”，故填 Who。 

3. 根据答语可知该空是在问“如何”，故填 How。 

4. 根据答语可知该空是在问“何时”，故填 When。 

5. 根据答语可知该空是在问“在哪里”，故填 Where。 

 
 
4． A  【解析】考查疑问词。句意：你们有多少个苹果？ 

how many 多少，故选 A。 
 
5． 【答案】A 

【解析】考查疑问词。句意：那双大鞋多少钱？ 

how much 多少钱，用于询问物品的价格，故选 A。。 

 
 

疑问词 

1． B  【解析】考查疑问词。句意：——你家有几口人？——三口人。 

根据答语可知问句是对数量提问，people 是表示集体概念的名词，应

用 how many 提问，故选 B。 
 
2． 【答案】How many 

【解析】句意：——你能看到多少只鸟？——一，二……十。询问可

数名词的数量用 how many；询问不可数名词的数量用 how much。根

据 birds（可数名词）判断出选 How many。 
 
3． 【答案】(1)When 

(2)What 

(3)How 

(4)Who 

(5)Where 

【解析】1. 根据“At 9:00.”可知是在询问时间，故填 When。 

2. 根据“Ping-pong.”可知是在询问喜欢什么，故填 What。 

3. 根据“I go to school by bus.”可知是在询问交通方式，故填 How。 

4. 根据“Lucy.”可知是在询问是谁，故填 Who。 

5. 根据“ It's next to the post office.”可知是在询问地点，故填 Where。 
 
4． C  【解析】考查疑问代词。句意：—现在几点了？——九点钟了。 

根据答语可知是在问时间，What time 几点，故选 C。 
 

5． C  【解析】考查疑问词。句意：——你的书是什么颜色的？——它是

红色的。 

由答语可知问句就颜色提问，应用“What colour”，故选 C。 
 
6． A  【解析】考查疑问词。句意：——这件连衣裙多少钱？——80 元。 

根据答语可知问句询问价钱，应用 how much 提问。故选 A。 
 
7． C  【解析】考查疑问词。句意：——你的帽子是什么颜色的？——它

是红色和黑色的。 

How many 多少；What 什么；What colour 什么颜色。根据答语可知

问句询问颜色，故选 C。 
 
8． C  【解析】考查疑问词。句意：——你的书包是什么颜色？——绿色。 

由答语可知问句应该询问颜色，what colour 可用来询问“颜色”，故选

C。 
 
9． B  【解析】考查疑问词。句意：它是什么颜色的？ 

what colour 什么颜色，用于询问颜色，句首单词首字母要大写，故选

B。 
 
10． C  【解析】考查疑问词。句意：——你家有几口人？——九口人。 

what 什么；what colour 什么颜色；how many 多少。根据答语可知

问句询问数量，故选 C。 
 
 

疑问词 

1． 【答案】(1)How        much 

(2)Where 

(3)How 

(4)What 

(5)When 

【解析】1. 根据答语可知是在询问“多少钱”，故填 How much。 

2. 根据答语可知是在询问“明天打算去哪里”，故填 Where。 

3. 根据答语可知是在询问“怎么去学校”，故填 How。 

4. 根据答语可知是在询问“他昨天做了什么”，故填 What。 

5. 根据答语可知是在询问“你打算何时去那里”，故填 When。 

 
 
2． 【答案】Where        What        When        How        Who 

【解析】1. 根据答语“B: I am going to the bookstore.”可知该空询问的是

“去哪里”，故填 Where。 

2. 根据答语“B: I'm going to buy a dictionary.”可知该空询问的是“要买

什么”，故填 What。 

3. 根据答语“B: I'm going at 4 o'clock.”可知该空询问的是“何时去”，故

填 When。 

4. 根据答语“B: I'm going there by bike.”可知该空询问的是“怎么去”，故

填 How。 

5. 根据答语“B: I am going there with my sister.”可知该空询问的是“和

谁去”，故填 Who。 

 
 
 

代词 

1． A  【解析】考查疑问代词。句意：你最喜欢哪个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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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哪个，Why 为什么，When 什么时候。故选 A。 
 
2． C  【解析】考查疑问代词。句意：——你会做什么？——我会说英语。 

由答语可知问句询问对方会做什么，故选 C。 
 
3． B  【解析】考查疑问代词。句意：你能为派对做什么？ 

询问“能做什么”疑问词用 what。故选 B。 
 
4． B  【解析】考查疑问代词。句意：——她什么样？——她很慈祥。 

根据答语可知问句询问性格特点，可使用句型“What be+主语+like?”，

故选 B。 
 
5． B  【解析】考查疑问代词。句意：——你的英语老师是谁？——怀特

小姐。 

根据答语可知问句询问人物，故选 B。 
 
6． B  【解析】考查疑问代词。句意：——你的数学老师是谁？——李老

师。 

What's 是什么；Who's 是谁；Where's 在哪里。根据答语可知问句询

问人物，故选 B。 
 
7． B  【解析】考查疑问代词。句意：你的体育老师是谁？ 

What 什么；who 谁；Who's 是谁。这句话中已有谓语 is，故选 B。 
 
8． A  【解析】考查疑问代词。句意：——你的数学老师什么样？——他

很高。 

根据答语可知问句问的是他人的外貌特征，询问他人外貌特征的句型

为“What be+主语+like?”，故选 A。 
 
9． B  【解析】考查疑问代词和 be 动词。句意：教室里面有什么？ 

询问某地里面有什么用“What's in+某地?”，句首单词首字母要大写，故

选 B。 
 
10． C  【解析】考查疑问代词。句意：——晚餐吃什么？——一些蔬菜。 

“What is for dinner?”用来询问晚餐吃什么，故选 C。 
 
 

动词 

1． 【答案】C 

【解析】句意：老鼠很坏。它们伤害人们。 

help 帮助，run 跑，hurt （使）受伤，由句意可知选项 C 符合语境，

故选 C。 
 
2． A  【解析】考查 be 动词。句意：——他们高吗？——是的，他们很

高。 

问句缺少谓语动词，且主语 they 是第三人称复数，此处应用 be 动词 

are 构成系表结构；一般疑问句“Are they...?”的肯定回答通常为“Yes, 

they are.”，故选 A。 
 
3． 【答案】A 

【解析】句意：我要和迈克看电影。表示看电影，英语通常是用动词 see，

故选 A。 
 
4． 【答案】B 

【解析】speak 说，后常跟语言名称；tell 讲述，经常用作及物动词，

后面常跟双宾语；talk 说话，一般用作不及物动词，着重指连续地说

话或与人交谈，对比选项可知，“讲故事”应为 tell a story，故选 B。 
 
5． 【答案】C 

【解析】句意：明天是中秋节。我们打算做月饼。make mooncakes 做

月饼，故选 C。 
 
6． 【答案】A 

【解析】句意：我打算去看望我的祖父母。visit 拜访；看望，符合题

意，故选 A。 
 
7． 【答案】C 

【解析】考查动词词义辨析。句意：黄灯意味着“等待”。 

stop 停下来；go 行走；wait 等待。根据常识可知黄灯要等一等，故

选 C。。 
 
8． 【答案】C 

【解析】句意：在美国，骑自行车的人必须戴头盔。 

learn 学习，read 阅读，wear 穿；戴，对比选项可知，选项 C 符合语

境，故选 C。 

 
 
9． 【答案】A 

【解析】句意：在那边乘 623 路公共汽车。take 乘坐，符合语境，故

选 A。 

 
 
10． 【答案】B 

【解析】考查动词词义辨析和主谓一致。句意：他是一名老师。他

教英语。 

like 喜欢；teaches/teach 教。此句时态为一般现在时，主语是第三人

称单数，表示“教”谓语动词要用 teaches，故选 B。 
 
 

副词 

1． C  【解析】考查疑问副词。句意：图书馆在哪里？ 

根据“is the library”可知句子只缺少疑问词，故选 C。 

 
 
2． B  【解析】考查疑问副词。句意：博物馆商店在哪里？ 

when 什么时候；where 在哪里；who 谁。询问博物馆商店在哪儿，

疑问词用 where。故选 B。 
 
3． A  【解析】考查疑问副词。句意：——本怎么去上学？——坐公交车

去。 

根据答语可知该空是在询问方式，故选 A。 
 
4． B  【解析】考查疑问副词。句意：——医院在哪里？——在公园附近。 

when 什么时候；where 在哪里；what 什么。根据答语可知问句询问

位置，故选 B。 
 
5． B  【解析】考查疑问副词。句意：你的学校在哪里？ 

who 谁；where 在哪里；when 什么时候。此句询问学校在哪里，疑

问词用 where，故选 B。 
 
6． C  【解析】考查疑问副词。When 什么时候，What 什么，Where 在

哪儿。根据答语“It's near the school.”可知问句询问地点，故用 where 提

问。故选 C。 
 
7． B  【解析】考查疑问副词。句意：你何时吃午饭？ 

Which 哪一个，When 何时，What 什么。故选 B。 

 
 
8． B  【解析】考查疑问副词。句意：——电影院在哪里？——它在这附

近。 

what 什么；where 在哪里；when 什么时候。由答语可知问句就位置

进行提问，疑问词用 where。故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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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  【解析】考查疑问副词。句意：我的外套在哪里？ 

where 在哪里；when 什么时候；who 谁。where 意为“在哪里”，用于

询问地点，符合题意。故选 A。 
 
10． B  【解析】考查疑问副词。句意：请问公交站台在哪里？ 

What 什么，Where 在哪里，Whose 谁的。故选 B。 

 
 
 

副词 

1． C  【解析】考查疑问副词。句意：——你明天打算去哪里？——我打

算去学校。 

When 什么时候，What 什么，Where 哪里；由答语可知问句问的是

地点，故选 C。 
 
2． C  【解析】考查疑问副词。句意：——兹普在哪里？——兹普在浴室

里。 

根据答语可知问句问的是地点，疑问词用 where，故选 C。 
 
3． C  【解析】考查疑问副词。句意：——科学博物馆在哪里？——它在

电影院的前面。 

what 什么；how 怎样；where 在哪里。根据答句可知是问地点，故选

C。 
 
4． C  【解析】考查疑问副词。句意：——你在哪里？——我在客厅。 

由答语可知问句询问位置，故选 C。 
 
5． A  【解析】考查疑问副词。when 什么时候，故选 A。 
 
6． C  【解析】考查疑问副词。why 为什么，故选 C。 
 
7． C  【解析】考查疑问副词。句意：——我怎么去上海？——你可以坐

飞机去。 

根据答语可知问句是在问出行方式，故选 C。 
 
8． C  【解析】考查疑问副词。句意：你怎样去那里？ 

Where 在哪里，What 什么，How 怎样。根据语境可知选 C。 
 
9． B  【解析】考查疑问副词。句意：我们怎么到达那里？ 

问句问的是如何到达，疑问词用 how。故选 B。 
 
10． B  【解析】考查疑问副词。句意：——你打算什么时候去？——下

周。 

根据答语可知问句是在问时间，故选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