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卓越·360 学能综合评定（3 年级组） 

英语  参考答案       

 

一、苹果盒子对对碰：请选出树上苹果与盒子单词划线部分发音相同的选项。 
（每小题 1 分，共 5 分） 

1. B  解析：like 发音/aɪ /与 B 选项的字母 I/aɪ /发音一致。 

2. A  解析：play 发音/eɪ /与 A 选项的 face /eɪ /发音一致。 

3. C  解析：seven 发音/e /与 C 选项的 head /e /发音一致。 

4. E  解析：tea 发音/i: /与 E 选项的 evening /i: /发音一致。 

5. D  解析：food 发音/u: /与 D 选项的 do /u: /发音一致。 

 

二、词汇部分。（共 12 分） 

（一）选出与例词同类的单词。（每小题 1 分，共 7 分） 

6. A  解析：black 意为黑色，黑色的，A 意为白色，白色的，B 意为哪一个，C 意为钢笔，因此只

有选 A. white 和 black 同是颜色类。 

7. B  解析：cousin 意为表兄弟，表姐妹，A 意为鸡，B 意为兄弟，C 意为矮的，因此只有选项 B. 

brother 和 cousin 同是亲属类词汇。 

8. C  解析：bear 意为熊，A 意为小船，B 意为球，C 意为青蛙，因此只有选项 C. frog 和 bear 同

是动物类。 

9. B  解析：zero 意为零，A 意为好的，B 意为八，C 意为也，只有选项 B. eight 和 zero 同是数字

类。 

10. A  解析：near 意为在„„附近，A 意为在„„下面，B 意为在哪里，C 意为椅子，只有选项

A. under 和 near 同是方位介词。 

11. B  解析：ruler 意为尺子，A 意为整洁的，B 意为橡皮，C 意为使用，因此只有选项 B. rubber

和 ruler 同是文具用品。 

12. A  解析：put 意为放，A 意为看，B 意为在„„上面，C 意为但是，因此只有选项 A. look 和

put 同是动词。 

（二）请根据图片和首字母，用词的适当形式补全句子。（每小题 1 分，共 5 分） 

13. mice       解析：由图和句意可知，两只老鼠很可爱，老鼠的复数是 mice. 

14. telephone   解析：由图和句意可知，这个是电话。 

15. feet        解析：由图和句意可知，请清洗你的双脚，脚的复数是 feet。 

16. beautiful    解析：由图和句意可知，她非常漂亮。 

17. plane      解析：由图和句意可知，我乘坐飞机去北京。 

 



三、单项选择。（每小题 2 分，共 28 分） 

18. B  解析：题意“你的哥哥（或弟弟）叫什么名字？” 男生用人称代词 he。 

19. A  解析：本题关键词 are，与之搭配的是复数主语 children。 

20. A  解析：本题意“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士是我的英语老师，刘老师。”主语 The lady in a white 

dress 是单数，所以 be 动词用 is。 

21. A  解析：题意“布朗先生，有人在敲门，是谁呢？”“噢，是我女儿啊”已经打开门看到是

女儿，是 she 指代。 

22. B  解析：题意“让我给你看看一些玩具吧。”let 后接动词原形，表示让某人做某事。 

23. C  解析：题意“我看不到我的狗，它在哪儿呢？”“它在门后面。”根据题意，看不见狗是 

因为狗在门后。in the door 在门里面和 on the door 在门上面都不合逻辑。 

24. B  解析：题意“那只兔子有两只长长的耳朵。”have/ has 表示“有”，the rabbit 是三单主语， 

应该选 B。 

25. C  解析：题意“你经常看电视吗？”do 问 do 答，肯定回答：Yes, I do. 否定回答：No, I don’t.  

26. A  解析：从答句 There are ten.可知问数量，所以用 how many 提问。How much 问价格，what 

问什么。 

27. B  解析：日常交际用语，对别人的帮助要说 Thank you！ 

28. C  解析：日常交际用语，问候别人用 How...?提问。 

29. B  解析：日常交际用语，给某人用 for sb.。 

30. A  解析：日常交际用语，借东西用“May I use...?”句型。 

31. B  解析：外国文化常识。A 选项合手鞠躬是泰国人的打招呼方式，B 选项握手是美国人的打 

招呼方式，C 选项碰鼻子是中东人的打招呼方式。 

 

四、连词成句写在横线上，并把相应的图片编号写在括号内。（每题 2 分，共 10 分） 

（ C ）32. Don’t pick the flower. 

（ A ）33. Is this your room? 

（ E ）34. There is a pencil-case on the table. 

（ B ）35. Can I have some milk? 

（ D ）36. I love my mother very much. 

 

五、智力题。（每小题 1 分，共 5 分）   

37. B  解析：题意“红色加蓝色是什么颜色？”根据色彩知识，red+blue=purple. 

38. C  解析：题意“如果 3☆5=15，4☆6 是多少？”根据 3☆5=15 可知☆代表乘号，所以： 

4☆6=4×6=24 



39. C  解析：根据常识可知，C 选项 P 的意思是 park 停车。 

40. A  解析：足球，古时称蹴鞠，起源于中国。 

41. 根据字母和符号对照表可知通关密码是 a happy dog。 

 

六、根据上下文，选择适当的句子把对话补充完整。（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42. C       43. B       44. E       45. D       46. A 

 

七、阅读理解。（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A．根据图文信息选择正确的选项。 

47. C   解析：本题题意“the earth 的中文意思是什么？” 根据图文信息可知是地球。 

48. A   解析：本题题意“图片中的孩子们爱护地球吗？” 根据第 2 幅图中句子“The chilren want 

to do something for the earth.” 可知他们很爱地球，想做一些保护地球的事。 

49. B   解析：根据第 3 幅图中句子“They also go to school by bike” 可知是 by bike。 

50. A   解析：本题题意“在家中，他们可能用洗衣服的水做什么？”A 选项浇树，B 选项洗苹果，

C 选项喝。本题最佳选项是 A。 

51. C  解析：本题题意“每年他们为地球做什么事情？” A 选项他们画画。B 选项他们打扫屋子。 

C 选项他们种树。根据第 5 幅图和句子“They plant trees every year.”本题选 C。 

B. 根据短文内容，将下列信息补充完整。 

52. brown        53. the Rabbit House        54. the Duck House      

55. orange         56. the Pig House 

 

八、看图写作，请将作文写在答卷上。（10 分）  

参考范文：  

My Family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Kate Green. I’m a cute girl. I have a happy family. My father is Sam 

Green. He’s strong. And my mother is Jane Green, she is a pretty woman. I love my grandfather. He is a 

happy old man. His name is Jim Green. And my grandmother is Mary Green. She’s very nice. I really 

love my family.  

 

评分要求： 

1. 作文应包含每个人物名字和特点。少一个要点扣 0.5 分。  

2. 两处错误，扣 0.5 分。 

3. 作文格式错误，扣 2 分。 

4. 出现真实姓名和学校名称，扣 2 分。 

5. 离题或通篇时态错误，最多给 1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