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考英语语法┃冠词 

定冠词、不定冠词及零冠词的 
基本使用规则和常见的习惯用法 

 

 
 

 



 
考点一 定冠词 the 的用法 

1． 特指某(些)人或某(些)事物。如： 
The man in the white car is Tom's father. 
白色小汽车里的那个男人是汤姆的爸爸。 

 
 

 



 
2．指上文已经提到的人或事物。如： 

Lily bought a storybook.  
The storybook is very interesting. 

莉莉买了一本故事书， 

这本故事书很有趣。 
 

 



 
3．指谈话双方都知道的人或物。如： 

—Where are the new books，Jim? 
吉姆，新书在哪里？ 

—They are on the desk. 

它们在课桌上。 
 

 



 
4．用在表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事物的名词前。如： 
The sun is bigger than the moon.    

太阳比月亮大。 

 
 

 



 
5．用在与 play 连用的 

西洋乐器事物名词前。如： 
She often plays the violin after school. 

她经常在放学后拉小提琴。 

 
 

 



 
6．用在方位名词前。如： 

in the east/west/south/north 
在东/西/南/北边 
on the left/right 

在左/右边 
 

 



7．用在序数词和形容词最高级 
(副词最高级前的 the 可省略) 

及形容词 only, very, same 前。如： 
Lin Tao is the tallest boy in his class. 

林涛是他班里个子最高的男孩。 

That's the very thing I've been looking for. 
那正是我一直在找的东西。 

 



[提醒] (1)序数词前通常加 the，但表示在
原来基础上另加一(个)时序数词前加

a(n)。如： 
a second language (除母语外的)第二语言 
The apples are very delicious. I have just 

eaten two of them. Can I have a third one? 
这些苹果非常好吃，我刚吃了两个。 

我能再吃一个吗 ？ 



 
(2)形容词比较级前也有使用 the 的情况：

“the＋比较级， the＋比较级” 
意为“越……越……”。如： 

The more, the better.  

越多越好。 
 

 



8．用在某些形容词前， 
表示一类人或事物。如： 

the old 老人   the young 年轻人 
the poor 穷人     the rich 富人 
the sick 病人      the blind 盲人  

the disabled 残疾人 
 

 



 
9．用在姓氏的复数形式前， 

表示全家人或夫妇二人。 如： 
The Blacks are eating dinner. 
布莱克一家人正在吃晚饭。 

 
 

 



 
10．用在江河、海洋、山脉、 

湖泊、群岛的名称前。如： 
the West Lake 西湖  
the Yellow River 黄河 

 
 

 



 
11．用在由普通名词构成的 

专有名词前。如： 
the Summer Palace 颐和园  

the Great Wall 长城 

 
 

 



 
12．用在一些国家名称、 

机关团体等专有名词前。如： 
the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 

 
 

 



 
13．用在表示“……世纪……年代”的 

结构前，年份后面 加“s”。如： 
in the 1990s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14．用在某些习惯用语中。如： 
in the sky 在天空中   

at the same time 同时 
all the time 总是，一直  
in the end 最后；终于 

in the morning/afternoon/evening    
在上午/下午/晚上 

all (the) year round 一年到头    



all the same 仍然，依然 
in the middle of 在……的中间    

by the way 顺便问一句/说一句 
on the playground 在操场    

during/in the night 在晚上/夜间 

on the Internet 在网上 
in the open air 在户  

the same as…和……一样 



look the same 看起来一样 
in the world 在世界上    

in the daytime 在白天 
at the beginning of…在……的开始 

at the end of…在……的末尾 

in the center of 在……中心 
 

 



考点二 不定冠词 a，an 的用法 
 

不定冠词 a 和 an 
都用在可数名词单数之前。 

1． 表示类别，泛指一类人或物。如： 

A horse is bigger than a rabbit. 
马比兔子大。 

 



 
2． 指某人或某物，但不具体指明 

是哪个人或物。如： 
A woman is waiting for you at the gate. 

有位妇女在门口等你。 

 
 

 



 
3． 表示数量“一”， 

但数的概念不如 one 强烈。如： 
I have a book. 
我有一本书。 

 
 

 



 
4．表示职业、身份、宗教等。如： 

Her brother is a doctor. 
她哥哥是一名医生。 

 

 
 

 



5. 用在某些习惯用语中。如： 
a few 一些；几个          

in a hurry 匆忙，急于 
a lot 很，非常  

have a swim 游泳 

have a good time 过得愉快；玩得高兴 
have a rest/ break 休息一下 

have a word with 与……说句话 



have a cold/ headache/ toothache  
感冒/头痛/牙痛 

give somebody a hand 帮某人一个忙 
make a face 做鬼脸 

have a look (at…) 看一看(……) 

half an hour 半小时     
have a try 试一试 

a waste of money/time 浪费钱/时间 



6．an 和 a 的用法：  
an 用在以元音音素开头的单数可数名词

前，a 用在以辅音音素开头的单数可数名
词前。[提醒] 在某些短语中，有定冠词与

无定冠词意义不同。 如： 

in the class 在班里 
in class 在课堂上，在上课 

 



in front of his house 
在他房子的前部（内部） 

in the front of his house 
在他的房前（外面） 
go to school 去上学 

go to the school 到学校去 
go to bed 就寝 

go to the bed 走到床前 



in hospital 住院 
in the hospital 在医院里 

at table 在吃饭 
at the table 在桌子旁边 

at school 在上学 

at the school 在学校里 
in future 今后 

in the future 在未来 



next year 明年 
the next year 第二年 

by sea 乘船 
by the sea 在海边 

on earth 究竟 

on the earth 在地球上 
 

 



考点三 不用冠词的情况（零冠词） 
1．有些专有名词(包括人名、国名、地

名、以 Day 结尾的 节日、星期、月份、
季节)前不用冠词(表特指的情况除外)。

如： 

in China 在中国；  
on Sunday 在星期天；  

in winter 在冬天。 



4． 物质名词和抽象名词前 
一般不加冠词。如： 

time 时间；  
water 水；  
fruit 水果。 

 
 

 



 
5． 表示一类人或事物的 

复数名词前不用冠词。如： 
They are nurses.  
她们是护士。 

 
 

 



 
4．人名、称呼语、头衔、职务等 

名词前一般不加冠词。如： 
Mr Wang 王先生；  

Alice 爱丽丝 。 

 
 

 



5.三餐、球类、棋类、牌类、 
游戏、语言、学科名称前不用冠词。如： 

Have lunch 
吃午饭；  

play football 

踢足球。 
 

 



6． 在某些固定词组中， 
名词前常不用冠词。如： 

at home 在家   at school 在上学  
at work 在上班    at once 马上  
on business 出差   on time 按时，准时 

on foot 步行      in time 及时              
on duty 值日/班    on fire 着火  

go to work 去上班   go to bed 上床睡觉 



listen to music 听音乐  in hospital 住院  
in space 在太空       in trouble 有麻烦    

in danger 有危险  
on show(＝on display)展览 
at night (＝in the night)在晚上 

by air/plane/ship/train/bus/bike  
乘飞机/飞机/轮船/火车/公共汽车/骑自行车 

 



7.名词前有物主代词、指示代词、不定代
词或名词所有格修饰时不用冠词。如： 

That is Mary's book.    
那是玛丽的书。 

My ruler is on the desk.     

我的尺子在课桌上。 
 

 



考查冠词练习： 
 
1. Zhang Li is wearing _______orange coat. 
She looks active. 
   A. a         

B. an             
C. the 
 



 
 

【答案】B 
考点:考查元音因素开头的单词前面的不定
冠词 
 
 
 



2.   
—Can I help you, Sir? 
—______ egg and a glass of juice, please. 
 A. A     
B. An    
C. The 
 

 



【答案】B 
【解析】句意：先生，能帮您什么忙吗？

——请来一个鸡蛋和一杯果汁。结合语境
可知本句中冠词表示数量一的含义，故用
不定冠词。Egg 词首音素是元音，故不定

冠词用 an，选 B。考点: 考查元音因素开
头的单词前面的不定冠词 
 



3. Mrs. Smith has ______ 8-year-old 
daughter who has won two national painting 
prizes. 
A. a           
B. an         
C. the         
D. 不填 
 



【答案】B 
【解析】句意：史密斯先生有一个八岁的

女儿，曾经两次赢得国家绘画比赛。结合
语境可知本句中泛指某一类人，故用不定
冠词。8 词首音素是元音，故不定冠词用

an，选 B。 
考点：考查元音因素开头的单词前面的不

定冠词 



 
4.  ----what’s this in English，Maria ? 
    -----It's ________map． 
A．a             
B．an              
C. The  
 
 



【答案】A 
【解析】句意：-- Maria，这个用英语怎么

说？--它是一张地图。这里表示一张地
图，是泛指，map 是以辅音因素开头的单
词，故选 A。 
考点：考查辅音因素开头的单词前面的不
定冠词 
 



 
5. Yesterday my father bought me____MP5. I 
like it very much. 
  A．／     

B．a     
C．an 
 
 



【答案】C  
【解析】句意：昨天我的爸爸给我买了一

个 MP5，我非常喜欢它。这里表示的是泛
指，所以应该用不定冠词，因为字母 M
是以元音因素开头的读音，所以应该用

an,故选 C。 
考点：考查元音因素开头的单词前面的不

定冠词。 



6. I like apples. _______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you know. 
  A. A    

B. An    
C. The    
D. 不填 
 
 



 
【答案】B  
考点：考查元音因素开头的单词前面的不
定冠词。 
 
 
 
 



7. Do you know a spaceship flies at about 
nineteen kilometers _______ second? 
A. the       
B. a     
C. /     
D. an 
 
 



【答案】B 
【解析】句意：你知道宇宙飞船以每秒十

九千米的速度飞行吗？结合语境可知本句
中泛指任何一秒，故用不定冠词。Second
词首音素是辅音，故不定冠词用 a，选

B。 
考点：考查不定冠词。 
 



 
8. — What's in the box? 
  —There is ______ apple and   

some oranges in it. 
A. a                 
B. an             
C. The 
 



 
【答案】B 
考点：考查不定冠词。 
 
 
 
 
 



9. This is _______ 3-D printer. And this is an 
artificial (人工的) ear. Can you believe that 
scientists printed this artificial ear by this 3-D 
printer? 
 A. a       
B. an       
C. the     
D. / 



【答案】A 
【解析】句意:这是一台 3D 打印机.这是一

只人工耳朵.你能相信科学家们用 3D 打印
机打印了这只人工耳朵吗?结合语境可知
本句中泛指的是任何一台 3D 打印机,故用

不定冠词.three 词首音素是辅音,故不定冠
词,用 a.选 A. 考点：考查不定冠词。 
 



10.－This is a useful dictionary, I think. 
  －So it is, and it’s ______ unusual one. 
   A. the            

B. an           
C. a         
D. 不填 
 
 



【答案】B 
【解析】句意：我认为这是一本有用的词

典——确实是，它是一本与众不同的词
典。结合语境可知下文泛指任何一本与众
不同的词典。故用不定冠词。Unusual 词

首音素是元音，故不定冠词用 an，选 B。 
考点：考查不定冠词。 
 



11. Jim is __________ good basketball 
player. He plays in our school team. 
          A.a              

B.an           
C.the            
D./ 
 
 



 
【答案】B 
 考点：考查不定冠词。 
 
 
 
 
 



12.  
---What do you think of A Bite of China on 
CCTV? 
---It's one of _______ best programs that I've 
ever seen. 
A．a           
B．the       
C．／ 



【答案】B   
【解析】句意：--你认为中央电视台的

《舌尖上的中国》这个节目怎样?—它是
我曾经看过的最好的节目之一。因为空格
后有形容词的最高级，所以前面用定冠

词。故选 B。 
考点：考查定冠词 the 的用法。 
 



 
13. I guess _______ hat with flowers belongs 
to Kate. 
A. a                    
B. an                
C. the 
 
 



【答案】C  
【解析】句意：我带花的那顶帽子是凯特

的。guess 后是宾语从句，连词 that 省略
掉了；因为有 with flowers 所以那顶帽子
就是特指的，所以应该用定冠词。故选

C。 
考点：考查定冠词 the 的用法。 
 



 
14. -- Would you like to come my party this 
afternoon？ 
—— I'd like to, but my mother is ill in ____ 
hospital . I will go to _____ hospital to see 
her. 
A. 不填; a          B. a; the         
C. the; the          D.不填; the 



【答案】D 
【解析】句意：你今天下午愿意来参加我

的聚会吗？——我想来，但是我的母亲生
病住院了．我要去医院看她。结合语境可
知前一空 hospital 表示抽象含义，故前面

不用冠词，后一空特指母亲住的医院，故
用定冠词，选 D。 
考点：考查零冠词 



15. Now it is 7 o’clock in ____morning in 
Beijing and 11 o’clock at ____night in 
London. 
A. 不填；the      
B. the；the      
C. the；不填      
D. the；a 
 



 
【答案】C 
 考点：考查零冠词 
 



如果你在学习英语当中遇到问题 

或需要免费下载中考英语语法自测题 

或需要学习规划和学校选择帮助时， 

请扫描下面的微信二维码同盛老师联系。 

电子邮箱 593195679@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