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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英语最核心 30 前缀
1、a(n)-无：不、非

acentric 无中心的，anonymous 匿名的。

2、anti-反：antiwar 反战。
3、auto-自动、自己：automation 自动化，autobiography 自传。
4、bi-两、双：bicycle 自行车，biweekly 双周刊。
5、be- 使...成为：beguile 欺骗

beware 注意。

6、co(n、m)-共同：cooperation 合作，combine 联合，conspire 合谋。
7、counter-反：counteract 抵消。
8、de-下、加强：detrain 下火车，decline。
9、di(f、s)-否定、相反：different 不同的，dislike 不喜欢。
10、en(m)一使：enlarge 使......变大，enable-使.....能
11、e(x)一外、出：external 外部的，erupt 爆发
12、extra-以外、超过：extraordinary 格外的，extrasolar 太阳系以外的。
13、intra(o)-在内、内部：intrapersonal 个人内心的 introspect 内省。
14、inter 一在......间 internet 网络
15、mi(a)cro 微小(宏大）Microsoft 微软，macrocosm 宇宙
16、mini-miniskirt 迷你裙。
17、mis 一错、坏 mistake 错误。

18、multi-多 multiparty 多党的
19、non 一否定 nonsmoker 不吸烟者。
20、per-贯通、遍及、完全 perfect 完美的。
21、pre(o)-前 preface 前言，progress 进步。
22、re-回、再 restart 重新开始。
23、sub(f)-下、后 subway 地铁，suffix 后缀。
24、super-超级 supertar 超级明星。
25、sur-超，在上面 surface 表面。
26、tele-远 telescope 望远镜
27、trans-转变、转换 transport 运输
28、un-否定 unfair 不公平的
29、uni-单一 united 一致的；统一的
30、vice 一副 vice-manager 副经理

英语最核心 40 后缀

1、-a(i)ble 能被…的：unable 无能力的，terrible 可怕的。
2、-al 动作，人，事物，..的：manunal 手册，central 中心的。
3、-a(e)nce 性质，状况：importance 重要性，confidence 自信
4、-a(e)ncy 性质，状况：urgency 紧迫性。
5、-a(e)nt....的，人，事物:different 不同的，applicant 申请人，correspondent
通信者。
6、-a(e、o、ee、ie)r(ster、-ator)..人,物。scholar 学者，killer 杀手，
engineer 工程师，doctor 医生，gangster 歹徒，creator 创造者。
7、-arian 主义，职业的，人：humanitarian 人道主义的 utilitarian 功利主义
者。
8、-ary 地点，人，事物:library 图书馆，military 军事。
9、-a(i)tion 动作，性质，状态：visitation 访问，addition 附加物。
10、-craft 工艺、技巧 如 handicraft 手工艺品；woodcraft 木工技术。
11、-crat 支持，参与者：democrat 民主人士 bureaucrat 官僚。
12、-cy 形状，状态，职位：secrecy 秘密，fancy 幻想。
13、-dom 状态，领域：freedom 自由，kingdom 王国。
14、-ed 有..….的：cultured 有教养的，puzzled 迷惑的。
15、-ence(y)行为，性质，状态：difference 差异，frequency 频率。
16、-en 使...变，有...质的：harden 使...变坚硬，golden 金黄色的。
17、-em 地点、方位：eastern 东方的，cavern 洞穴。
18、-hood 状态，身份（构成名词）
：childhood 童年，livelihood 生计。
19、-ic 学术，职业，......的：music 音乐，atomic 原子的。

20、-ice 人，抽象名词：service 服务，novice 新手。
21、-ics 学术(构成名词)：physics 物理学，optics 光学。
22、-ing 总称，抽象名词：clothing 衣服，building 建筑，feeling 感觉。
23、ion(-ation、-ition、-sion、-tion、-xion 物品，抽象名词：cushion 座垫，expression
24、-ism 主义，宗教：Marxism 马克思主义，Islamism 伊斯兰教。
25、-ist.…者（构成名词）
：communist 共产主义者，dentist 牙医。
26、-ive 人，物，...的：native 本地人，attractive 有吸引力的。
27、-less 无..….的：homeless 无家可归的，fearless 无畏的。
28、-logy 学(构成名词)：zoology 动物学，biology 生物学。
29、-ly...的，..…地：daily 每日的，quickly 迅速地。
30、-ment 状况，物，组织/：development 发展，department 部门。
31、-ness 抽象名词：darkness 黑暗，kindness 和蔼。
32、-ous 有....的（构成形容词）：famous 著名的，dangerous 危险的。
33、-s(t)ion 动作，性质，状态 expansion 扩展，description 描述
34、-some 像...的，引起....的 troublesome 讨厌的 lonesome 孤独的
35、-ship 状况，事物(构成名词)/friendship 友谊，leadership 领导能
36、-th 状况，第../youth 青春，health 健康，fifth 第五
37、-ty 状况，.…+/specialty 专业，safety 安全，fifty 五十
38、-ure 状况，物(构成名词)/pleasure 快乐，picture 图画
39、-ward(s)向....的(向...地）forward 向前的，towards 朝
40、-y 状况，学术，小...的/harmony 和谐，botany 植物学，baby 婴儿

英语最核心 50 词根
1、ag,act 做/agent 代理人，actor 演员
2、art 技艺/article 文章
3、bas 低的/basic 基本的
4、bio 生命，生物/biology 生物学
5、ced，ceed,cess 走/recede 退却，proceed 前进，success 成功
6、cid，cis 切/decide 决定，incise 切开
7、cit 唤起/excite 使兴奋
8、clud，clus 关闭/include 包含，conclusive 最终的
9、cord 心/ concord 和睦
10、cred,credit 相信/credible 可信的，discredit 怀疑
11、cult 耕作/agriculture 农业
12、dic，dict 说/indicate 指出，dictator 独裁者
13、doc，doct 教/document 文件，doctor 博士
14、duc,duct 引导/reduce 减少，product 产品
15、fac,fact,fect 做/facile 易做的，factory 工厂，infect 传染
16、fam 名声/famous 著名
17、fer 带来，产生/difference 不同的，suffer 经受
18、fin 末/final 最后的，finish 结束
19、form 形成，组成/reform 改革，inform 通知
20、fort，forc 强/effort 努力，force 力量
21、geo 大地/geography 地理学

22、grad,gress 脚步/graduate 毕业，progress 进步
23、gram 书写/program 节目单，telegram 电报
24、ide 外观，形式/idea 想法，ideal 理想的
25、ject 投掷/object 目标，subject 主题
26、leg,lig,lect 挑选/elegant 高雅的，eligible 合格的，select 选择
27、log，logue 说话/apologize 道歉，dialogue 对话
28、mand,mend 命令/demand 要求，command 命令
29、min 较小，较少/minute 分钟，minority 少数民族
30、mit,miss 送，发/submit 呈交，dismiss 解雇
31、mot,mov,mob 运/remove 移，mobile 移动的
32、nat 出生/native 天生的，nature 自然界
33、nunci,nounc 讲述/pronounce 发音，enunciate 宣布
34、ord，ordin 次序/order 秩序，ordinary 平常的
35、part 部分/apart 分离，department 部门
36、pend，pens 悬挂，支付/depend 依靠，expensive 昂贵的
37、pet,petit 寻求，追求/compete 比赛，competitor 竞争对手
38、pos,posit 放置/deposit 储蓄，propose 提出
39、port 运送/import 进口，report 报告
40、reg,rect 划直线，治理/regular 正规的，correct 正确的
41、sci 知晓/science 科学，scientist 科学家
42、sent，sens 感觉/sentence 句子，nonsense 废话
43、serv 奴仆/servant 仆人，service 服务

44、sid,sess 坐/president 主席，possess 占有
45、spec,spect 看/respect 尊敬，special 特别的
46、st，stat 站立/stay 停留，station 车站
47、tain,ten,tent,tin 持有/contain 容纳，content 满意，continue 继续
48、un 单一/unit 单位，united 联合的
49、ven,vent 发生，来临/event 事件，convent 召集
50、vis，vid，view 看见/visit 参观，evidence 证据，review 复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