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HSK 三级词汇（600 个） 

A C 的 de  

阿姨 ā yí  才 cái  得 dé  

啊 ā  菜 cài  灯 dēnɡ  

矮 ǎi  菜单 cài dān  等 děnɡ  

爱 ài  参加 cān jiā  低 dī  

爱好 ài hào  草 cǎo  弟弟 dì di  

安静 ān jìnɡ  层 cénɡ  地方 dì fɑnɡ  

B 茶 chá  地铁 dì tiě  

八 bā  差 chà  地图 dì tú  

把 bǎ  长 chánɡ  第一 dì yī  

爸爸 bà bɑ  唱歌 chànɡ ɡē  点 diǎn  

吧 bɑ  超市 chāo shì  电脑 diàn nǎo  

白 bái  衬衫 chèn shān  电视 diàn shì  

百 bǎi  成绩 chénɡ jì  电梯 diàn tī  

班 bān  城市 chénɡ shì  电影 diàn yǐnɡ  

搬 bān  吃 chī  电子邮件 diàn zǐ yóu jiàn  

半 bàn  迟到 chí dào  东 dōnɡ    

办法 bàn fǎ  出 chū  东西 dōnɡ xi 

办公室 bàn ɡōnɡ shì  出现  chū xiàn   冬 dōnɡ 

帮忙 bānɡ mánɡ  出租车 chū zū chē  懂 dǒnɡ 

帮助 bānɡ zhù  厨房 chú fánɡ  动物 dònɡ wù 

包 bāo  除了 chú le  都 dōu 

饱 bǎo  穿 chuān  读 dú 

报纸 bào zhǐ  船 chuán  短 duǎn 

杯子 bēi zi  春 chūn  段 duàn 

北方 běi fānɡ  词语 cí yǔ  锻炼 duàn liàn 

北京 běi jīnɡ  次 cì  对 duì 

被 bèi  聪明 cōnɡ mínɡ  对不起 duì bù qǐ 

本 běn  从 cónɡ  多 duō 

鼻子 bí zi  错 cuò  多么 duō me 

比 bǐ  D 多少 duō shǎo 

比较 bǐ jiào  打电话 dǎ diàn huà  E 

比赛 bǐ sài  打篮球 dǎ lán qiú  饿 è 

必须 bì xū  打扫 dá sǎo  而且 ér qiě 

变化 biàn huà  大 dà  儿子 ér zi 

表示 biǎo shì  大家 dà jiā  耳朵 ěr duo 

表演 biáo yǎn  带 dài  二 èr 

别 bié  担心 dān xīn  F 

别人 bié rén  蛋糕 dàn ɡāo  发烧 fā shāo    

宾馆 bīn ɡuǎn  但是 dàn shì  发现 fā xiàn   

冰箱 bīnɡ xiānɡ  当然 dānɡ rán  饭馆 fàn ɡuǎn 

不客气 bú kè qi  到 dào  方便 fānɡ biàn 

不 bú 地 dì  房间 fánɡ jiān 



 

放 fànɡ 害怕 hài pà  看见 kàn jiàn  

放心 fànɡ xīn 汉语 hàn yǔ  考试 kǎo shì  

非常 fēi chánɡ 好 hǎo  渴 kě  

飞机 fēi jī 好吃 hǎo chī  可爱 kě’ ài   

分 fēn 号 hào  可能 kě néng 

分钟 fēn zhōnɡ 喝 hē  可以 ké 

服务员 fú wù yuán 和 hé  刻 kè 

附近 fù jìn 河 hé  课 kè  

复习 fù xí 黑 hēi  客人 kè rén  

G 黑板 hēi bǎn  空调 kōnɡ tiáo  

干净 ɡān jìnɡ   很 hěn  口 kǒu  

敢 ɡǎn 红 hónɡ  哭 kū  

感冒 ɡǎn mào 后面 hòu miɑn  裤子 kù zi  

刚才 ɡānɡ cái 护照 hù zhào  块 kuài  

高 ɡāo 花 huā  快 kuài  

高兴 ɡāo xìnɡ 花园 huā yuán  快乐 kuài lè  

告诉 ɡào su   画 huà  筷子 kuài zi  

哥哥 ɡē ɡe 坏 huài  L 

个 ɡè 欢迎 huān yínɡ  来 lái  

给 ɡěi 还 hái  蓝 lán  

跟 ɡēn 环境 huán jìnɡ  老 lǎo  

根据 ɡēn jù   换 huàn  老师 lǎo shī  

更 gèng 黄 huánɡ  了 le  

公共汽车 ɡōnɡ ɡònɡ qì chē 回 huí  jiào shì  lei 

公斤 ɡōnɡ jīn  回答 huí dá  冷 lěnɡ  

公司  ɡōnɡ sī   会 huì  离 lí  

公园 ɡōnɡ yuán  会议 huì yì  离开 lí kāi  

工作 ɡōnɡ zuò  火车站 huǒ chē zhàn  里 lǐ  

狗 ɡǒu  或者 huò zhě  礼物 lǐ wù  

故事 ɡù shi  J 历史 lì shǐ  

刮风 ɡuā fēnɡ  机场 jī chǎnɡ  脸 liǎn  

关 ɡuān  鸡蛋 jī dàn  练习 liàn xí  

关系 ɡuān xi  几乎 jī hū  两 liǎnɡ  

关心 ɡuān xīn  米饭 mǐ fàn  辆 liànɡ  

关于 ɡuān yú  面包 miàn bāo  了解 liáo jiě  

贵 ɡuì  面条 miàn tiáo  邻居 lín jū  

国家 ɡuó jiā  明白 mínɡ bɑi  零 línɡ  

果汁 ɡuǒ zhī  明天 mínɡ tiān  六 liù  

过去 ɡuò qù  名字 mínɡ zi  楼 lóu  

过 ɡuò  K 路 lù  

H 咖啡 kā fēi  旅游 lǚ yóu  

还 hái  开 kāi  绿 lǜ  

还是 hái shì  开始 kāi shǐ  M 

孩子 hái zi  看 kàn  妈妈 mā mɑ  



 

马 mǎ  盘子 pán zi  伞 sǎn  

马上 mǎ shànɡ  旁边 pánɡ biān  商店 shānɡ diàn  

吗 mɑ  胖 pànɡ  上 shànɡ  

买 mǎi  跑步 pǎo bù  上班 shànɡ bān  

卖 mài  朋友 pénɡ you  上网 shànɡ wǎnɡ  

满意 mǎn yì  啤酒 pí jiǔ  上午 shànɡ wǔ  

慢 màn  便宜 pián yi  少 shǎo  

忙 mánɡ  票 piào  谁 shuí  

猫 māo  漂亮 piào liɑnɡ  身体 shēn tǐ  

帽子 mào zi  苹果 pínɡ ɡuǒ  什么 shén me  

没 méi  葡萄 pú tɑo  生病 shēnɡ bìnɡ  

没关系 méi ɡuān xi  普通话 pǔ tōnɡ huà  生气 shēnɡ qì  

每 měi  Q 生日 shēnɡ rì  

妹妹 mèi mei  七 qī  声音 shēnɡ yīn  

门 mén  妻子 qī zi  十 shí  

米 mǐ  其实 qí shí  时候 shí hou  

米饭 mǐ fàn  其他 qí tā  时间 shí jiān  

面包 miàn bāo  骑 qí  使 shǐ  

面条 miàn tiáo  奇怪 qí ɡuài  是 shì  

明白 mínɡ bɑi  起床 qǐ chuánɡ  世界 shì jiè  

明天 mínɡ tiān  千 qiān  事情 shì qínɡ  

名字 mínɡ zi  铅笔 qiān bǐ  手表 shóu biǎo  

N 钱 qián  手机 shǒu jī  

拿 ná  前面 qián miɑn  瘦 shòu  

哪(哪儿) nǎ ( nǎr ) 清楚 qīnɡ chu  书 shū  

那(那儿) nà ( nàr ) 晴 qínɡ  舒服 shū fu  

奶奶 nǎi nɑi  请 qǐnɡ  叔叔 shū shu  

南 nán  秋 qiū  树 shù 

男人 nán rén  去 qù  数学 shù xué  

难 nán  去年 qù nián  刷牙 shuā yá  

难过 nán ɡuò  裙子 qún zi  双 shuānɡ  

呢 ne  R 水 shuǐ  

能 nénɡ  然后 rán hòu  水果 shuí ɡuǒ  

你 nǐ  让 rànɡ  水平 shuǐ pínɡ  

年 nián  热 rè  睡觉 shui jiao 

年级 nián jí  热情 rè qínɡ  说话 shuō huà  

年轻 nián qīnɡ  人 rén  司机 sī jī  

鸟 niǎo  认识 rèn shí  四 si 

您 nín  认为 rèn wéi  送 sònɡ  

牛奶 niú nǎi  认真 rèn zhēn  虽然 suī rán  

努力 nǔ lì  日 rì  岁 suì  

女儿 nǚ ér  容易 rónɡ yì  所以 suó yǐ  

女人 nǚ rén  如果 rú ɡuǒ  T 

P S 他 tā  

爬山 pá shān  三 sān  她 tā  



 

它 tā  西瓜 xī ɡuā  学校 xué xiào  

太 tài  希望 xī wànɡ  雪 xuě  

太阳 tài yánɡ  习惯 xí ɡuàn  Y 

糖 tánɡ  洗 xǐ  颜色 yán sè  

特别 tebie 洗手间 xí shǒu jiān  眼镜 yǎn jìnɡ  

疼 ténɡ  洗澡 xí zǎo  眼睛 yǎn jinɡ  

踢足球 tī zú qiú  喜欢 xǐ huɑn  羊肉 yánɡ ròu 

题 tí  下 xià  要求 yāo qiú  

提高 tí ɡāo  下午 xià wǔ  药 yào  

体育 tǐ yù  下雨 xià yǔ  要 yào  

天气 tianqi 夏 xià  爷爷 yé ye  

甜 tián  先 xiān  也 yě  

条 tiáo  先生 xiān shenɡ  一 yī  

跳舞 tiào wǔ  现在 xiàn zài  衣服 yī fu  

听 tīnɡ  香蕉 xiānɡ jiāo  医生 yī shenɡ  

同事 tónɡ shì  相同 xiānɡ tónɡ  医院 yī yuàn  

同学 tónɡ xué  相信 xiānɡ xìn  一定 yí dìnɡ  

同意 tónɡ yì  想 xiǎnɡ  一共 yí ɡònɡ  

头发 tóu fɑ  向 xiànɡ  一会儿 yí huìr  

突然 tū rán  像 xiànɡ  一样 yí yànɡ  

图书馆 tú shū ɡuǎn  小 xiǎo  以后 yǐ hòu  

腿 tuǐ  小姐 xiáo jiě  以前 yǐ qián  

W 小时 xiǎo shí  以为 yǐ wéi  

外 wài  小心 xiǎo xīn  已经 yǐ jīnɡ  

完 wan 笑 xiào  椅子 yǐ zi  

完成 wán chénɡ  校长 xiào zhǎnɡ  一般 yì bān  

玩 wán  些 xiē  一边 yì biān  

碗 wǎn  鞋 xié  一起 yì qǐ  

晚上 wǎn shɑnɡ  写 xiě  一直 yì zhí  

万 wàn  谢谢 xiè xiè  意思 yì si  

忘记 wànɡ jì  新 xīn  阴 yīn  

喂 wèi  新闻 xīn wén  因为 yīn wèi  

为 wéi  新鲜 xīn xiān  音乐 yīn yuè  

为了 wèi le  信 xìn  银行 yín hánɡ  

为什么 wèi shén me  星期 xīnɡ qī  应该 yīnɡ ɡāi  

位 wèi  行李箱 xínɡ li xiānɡ  影响 yínɡ xiǎnɡ  

文化 wén huà  姓 xìnɡ  用 yònɡ  

问 wèn  兴趣 xìnɡ qù  游戏 yóu xì  

问题 wèn tí  熊猫 xiónɡ māo  游泳 yóu yǒnɡ  

我 wǒ  休息 xiū xi  有 yǒu  

我们 wǒ men  需要 xū yào  有名 yǒu mínɡ  

五 wǔ  选择 xuǎn zé  又 yòu  

X 学生 xué shenɡ  右边 yòu biɑn  

西 xī  学习 xué xí  鱼 yú  



 

 

 

遇到 yù dào  丈夫 zhànɡ fu  主要 zhǔ yào  

元 yuán  着急 zháo jí  住 zhù  

远 yuǎn  找 zhǎo  祝 zhù  

愿意 yuàn yì  照顾 zhào ɡù  注意 zhù yì  

月 yuè  照片 zhào piàn  准备 zhǔn bèi  

月亮 yuè liɑnɡ  照相机 zhào xiànɡ jī  桌子 zhuō zi  

越 yuè  这(这儿) zhè ( zhèr ) 字典 zì diǎn  

云 yún  着 zhe  自己 zì jǐ  

运动 yùn dònɡ  真 zhēn  自行车 zìxínɡchē  

Z 正在 zhènɡ zài  总是 zǒnɡ shì  

在 zai 知道 zhī dào  走 zǒu  

再 zài  只 zhǐ  最 zuì  

再见 zài jiàn  中国 zhōnɡ ɡuó  最近 zuì jìn  

早上 zǎo shɑnɡ  中间 zhōnɡ jiān  昨天 zuó tiān  

怎么 zěn me 中午 zhōnɡ wǔ  左边 zuǒ biɑn  

怎么样 zěn me yànɡ  终于 zhōnɡ yú  坐 zuò  

站 zhàn  种 zhǒnɡ  做 zuò  

张 zhānɡ  重要 zhònɡ yào  作业 zuò yè  

长 zhǎnɡ  周末 zhōu mò  作用 zuò yòn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