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宝书 网址：www.hongbaoshu.com           通用网址：红宝书 

（红宝书 编辑） 

  考研英语形近词   

 

aboard   在船、火车、飞机或其他客运交通工具上 
abroad   adv.往国外, 到处, 海外, 广泛, 差得远,  

adapt    vt.①使适应, ②改编 
adopt    vt.①采用, ②收养 

access    n.①进入，②使用；接近；〈计〉访问，存取 
assess    vt.估计；评估；评价 
               征（税）；分摊（费用）；处以（罚款） 

argument   n.争论, 辩论, 论据, 论点, 
augment    v／n 增加, 增大 

charity   n.慈善, 施舍, 慈善团体 
clarity   n.清楚，清晰，透明 
clarify   v.澄清, 阐明 

commence    v.开始, 着手 
commend     vt.称赞, 表扬, 推荐, 委托, 吸引 
comment     n.评论, 意见 
                vi.注释, 评论 
commerce    n.商业 

costume   n.装束, 服装 
custom    n.习惯, 风俗  
             v.定制, 承接定做活 
customs   n. 海关，进口税 
customer  n. 顾客 
consume   n.消耗, 消费, 
consumer  n.消费者 

 

conceit   n.自负；骄傲自大 
consent   vi.n 同意, 赞成, 答应 
contain   vt.包含；容纳；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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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n.内容,目录, 满足 
             adj.满足的, 满意的, 愿意 

confident      adj.自信的, 确信的 
confidential   adj.秘密的, 机密的 

dairy   n.牛奶场, 牛奶商店, 奶制品 
diary   n.日记 

delicate   a.精巧的, 脆弱的, 微妙的, 灵敏的, 精密的 
dedicate   vt.献(身), 致力  
dictate   v.n ①口述, 听写； ②指令, 指示, 命令, 规定 

diploma     n.文凭, 毕业证书, 证书, 奖状 
diplomat    n.外交官 
diplomacy   n.外交，外交手腕；  

eruption     n.（火山）爆发，喷发 
rupture      v.n.破裂, 裂开, 断绝(关系等), 割裂 
disruption   n.中断, 分裂, 瓦解, 破坏 
corruption   n.腐败, 贪污, 堕落 

except    vt.除…之外 
expect    vt.①期待, 预期, 盼望；②料想, 认为 
expert    n.专家, 行家 ； 
            adj.老练的, 内行的, 专门的 

flavor    n.味，味道 
favor     n. 喜爱，好感, 宠爱, 关切, 欢心, 好意  
            vt.支持, 赞成, 照顾, 促成, 像, 喜欢, 证实, 赐予 
in favor of   赞成；支持 

forge     v. ①锻造；②伪造 
forget    vt.忘记, 忽略 
forgive   vt.原谅, 饶恕 
freight     n.货物, 货运  
             vt.装货, 使充满, 运送 

 
fright      n.惊骇, 吃惊 
fraction    n.小部分, 微量；分数 1/3 and 5/8 are fractions. 
friction    n.摩擦, 摩擦力 

grasp   v/n.抓住, 抓紧, 掌握, 领会 
grip    vt.紧握, 紧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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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yal   adj.忠诚的, 忠心的  
royal   adj.王室的, 皇家的, 第一流的, 高贵的 

immense   adj.①极大的, 无边的； ②非常好的 
immerse   vt.沉浸, 使陷入 

migrate    移动,迁徙，移居, 移植 
emigrate   迁出，移民外国 
immigrate  移居入境，移来 

natural   自然的, 天生的, 天赋的, 普通的, 正常的,  
neutral   中立的,中性的,不确定的 

principle   n. 原则, 法则, 原理 
principal   n.负责人, 校长, 主犯,  
              adj.主要的, 首要的 

purpose  n.目的, 意图, vt.打算, 企图, 决心 
propose  v.计划, 建议, 向...提议, 求婚，打算 

reveal   vt. 揭示, 展现, 显示, 暴露 
revival  n.苏醒, 复兴, 复活, 再生效, 复苏 

sacred   adj 神圣的, 宗教的, 庄严的 
scared   adj.恐惧的 
scarce   adj.缺乏的, 不足的, 稀有的, 不充足的 
snack    n.小吃, 快餐, 一份 
snake    n.蛇  vi.曲折移动；蜿蜒而行 

statue    n.雕像，塑像 
status    n. ①身份, 地位, ②情形, 状况 
stature   n. ①成就；才干；②身高，身长 

signal    n.信号 v.发信号, 用信号通知 
single    adj.单独的, 单身的, 单纯的, 孤独的, 个别的 

stationary   adj.静止的，固定的；不动的 
stationery   n.文具, 信纸 

terrorist  n.恐怖分子 
territory  n.领土, 版图, 地域 

topical   adj.主题的, 论题的, 地方的，【医】局部的 
tropical  adj.热带的，热情的，比喻的； 转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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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l   n.踪迹, 痕迹, 形迹 
trial   n. ①审讯，审判 ；②考验；试验；③试用,尝试；④令人讨厌的人或事；麻烦事 

vague   adj.含糊的, 不清楚的, 茫然的, 暧昧的 
vogue   n.时尚, 时髦, 流行, 风行 
           adj.流行的, 时髦的 

vacation  n.假期, 休假 
vocation  n.职业；行业 

warship  n.军舰 
worship  v/n 崇拜, 仰慕； 做礼拜 

word    n.词 
ward    n. ①守卫, 保护, 监护； ②牢房, 病房, 行政区 
          v.守护, 保卫, 防止, 挡住, 躲开, 避免 

wealth    n. ①财富, 财产, ②大量，许多 
wealthy   adj.富有的,充分的  
             n. 富人, 有钱人 

worth   adj／prep.值……的；价值……的 
worthy  adj.有价值的, 应……的, 可敬的, 值得的, 相称的 
           n.杰出人物, 知名人士 
worthwhile  adj.值得做的, 值得出力的 

widow       n.寡妇 
window      n.窗；窗口,橱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