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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奇 2015 年管理类专业学位联考辅导 

基础班英语周测解析（综合一） 

名词性从句 

（一）主语从句 

1. 【答案】D 

【解析】It is +形容词+that 引导的主语从句，从句要用正常语序。 

句意：很显然，我们应该把钱花在重要事情上。 

2. 【答案】C 

【解析】It is +名词+that 引导的主语从句 

句意：众所周知，硬水不与肥皂混合。 

3. 【答案】C 

【解析】It is believed that 引导的主语从句，据认为….. 

句意：据认为，每个磁铁的周围都有一个磁场。 

4. 【答案】B 

【解析】What 引导的主语从句，此处的 what 在主语从句中做成分，作主语。 

句意：真正使他感兴趣的是返校。 

5. 【答案】A 

【解析】It seems that 固定的主语从句句型，似乎…看起来好像…. 

句意：似乎你的人没有我允许就在我的地盘上。 

6. 【答案】C 

【解析】That 引导的主语从句，it 作形式主语，it occurred to sb 某人突然想到… 

句意：我从没想过你可以成功劝服他改变心意。 

7. 【答案】C 

【解析】What 引导的主语从句，该从句缺少主语成分，既可以引导主语从句又在从句

中做成分的只能是 what 来引导。 

句意：她告诉我，对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她的家庭。 

8. 【答案】B 

【解析】That 引导的主语从句，后面从句不缺任何成分。 

句意：很显然，学生们应该为了未来而好好准备。 

9. 【答案】D 

【解析】It appears that 固定的主语从句句型，好像，似乎…. 

句意：好像我没有安排处理这样的事情。 

10. 【答案】C 

【解析】It is+过去分词+that 引导的固定的主语从句句型 

句意：据认为，第一份奶酪是由亚洲的游牧部落在 4000 多年前制作出来的。 

 

（二）宾语从句 

1. 【答案】B 

【解析】What 引导的宾语从句，而且 what 在从句中作宾语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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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意：他问我毕业后打算做什么。 

2. 【答案】B 

【解析】What 引导的宾语从句，要用陈述句语序。 

句意：上课认真听老师讲的内容意味着课下可以少做很多工作。 

3. 【答案】B 

【解析】When 引导的宾语从句，“什么时候”。 

句意：John 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但我推测他晚餐会回来的。 

4. 【答案】A 

【解析】That 引导的宾语从句，从句中不缺任何成分，所以选择 that。 

句意：事故发生后，我睁开眼睛意识到我还活着。 

5. 【答案】B 

【解析】How 引导的宾语从句，也是要用陈述句语序。 

句意：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演讲是如何开始的。 

6. 【答案】D 

【解析】宾语从句要用陈述句语序。 

他想知道他妻子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 

7. 【答案】A 

【解析】该句子中缺谓语成分，而且主语是第三人称，所以要用单数。 

句意：人们通常认为广播和电视使得美国各地的语言趋于同一。 

8. 【答案】B 

【解析】该从句不缺成分，但是根据句子意思理解，应该是“是否”的意思，因此应该

由 Whether or not 引导的宾语从句 

句意：我不在乎是否我们被邀请。 

9. 【答案】C 

【解析】It 作形式宾语，后面 that 引导的从句是真正的宾语。 

句意：中国官员已经很清楚，除非美国结束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否则中美关系

不会正常化。 

10. 【答案】A 

【解析】Whether or not 引导的宾语从句，if 不能与 Not 连用，译为“是否”。 

句意：他正在想是否应该去看医生。 

（三）表语从句 

1. 【答案】D 

【解析】该表语从句不缺成分，但是根据句子意思理解应该有“是否”，因此由 whether

引导的表语从句。 

句意：问题是我们下周是否还要举行运动会。 

2. 【答案】B 

【解析】表语从句的固定句型 the reason why…is that… 

句意：他失败的原因是他太不小心了。 

3.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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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表语从句要使用陈述句语序，而且句中的 Ted 是人，应该由 who 来引导。 

句意：问题是谁将会代替 Ted。 

4. 【答案】C 

【解析】该表语从句不缺少成分，但根据意思理解应该由 whether 引导的表语从句，“是

否”。 

句意：我想知道的是他是否喜欢我们送的礼物。 

5. 【答案】A 

【解析】the reason is that….，“原因是”固定句型。 

句意：原因是我错过了公车。 

6. 【答案】C 

【解析】that’s why+表语从句，“原因是。。。”，固定句型。 

句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迟到的原因。 

7. 【答案】D 

【解析】该表语从句不缺少成分，但是根据意思的理解，as though “好像” 

句意：她看起来好像要年轻 10 岁。 

8. 【答案】D 

【解析】it is because..固定句型，“因为” 

句意：我感觉恶心。----我想应该是你吃太多了。 

9. 【答案】C 

【解析】the reason is that…原因是 

句意：他没来的原因是因为他妈妈生病了。 

10. 【答案】C 

【解析】that’s why+表语从句，“原因是。。。”，固定句型。 

句意：他在这里出生。---这就是为什么他这么喜欢这个地方的原因。 

（四）同位语从句 

1. 【答案】A 

【解析】语法规定同位语从句如果不缺任何成分，应该用 that 来引导,修饰的名词是 the 

fact。 

句意：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她很努力。 

2. 【答案】A 

【解析】语法规定同位语从句如果不缺任何成分，应该用 that 来引导,修饰的名词是 the 

fact。 

句意：他的成功已证明了他的能力。 

3. 【答案】B 

【解析】语法规定同位语从句如果不缺任何成分，应该用 that 来引导,修饰的名词是 the 

news. 

句意：他被绑架的消息让我们很吃惊。 

4. 【答案】B 

【解析】语法规定同位语从句如果不缺任何成分，应该用 that 来引导,修饰的名词是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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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 

句意：他建议延迟会议，该建议被拒绝了。 

5. 【答案】A 

【解析】同位语从句，该从句缺少成分，根据意思理解应该是何时他开始，因此选择

when,“什么时候”。 

句意：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 

6. 【答案】B 

【解析】语法规定同位语从句如果不缺任何成分，应该用 that 来引导,修饰的名词是 a 

message.。 

句意：我去了趟政府得知明天不会开会。 

7. 【答案】D 

【解析】语法规定同位语从句如果不缺任何成分，应该用 that 来引导,修饰的名词是 the 

thought. 

句意：他有可能会考试不及格，这让他很担心。 

8. 【答案】C 

【解析】语法规定同位语从句如果不缺任何成分，应该用 that 来引导,修饰的名词是 the 

order. 

句意：该犯人将会被释放的消息来得太迟了。 

9. 【答案】A 

【解析】语法规定同位语从句如果不缺任何成分，应该用 that 来引导,修饰的名词是 fear. 

句意：护士们正在努力减轻病人的恐惧，他担心自己会死于这种疾病。 

10. 【答案】A 

【解析】whether“是否”，该句是同位语从句，从句意思理解不完整，因此用 whether

来引导，译为“是否”。 

句意：他总问我是否这个工作值得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