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1

范围

本规范规了定了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在生活、学习、工作等领域运用中
文完成文际的语言水平等级。 本规范适用于国际中文教育的学习、教学、测
试与评估，并为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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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本规范。
2.1

rie

国际中文教育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面向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的教育。
2.2

中文水平 Chinese proficiency
学习者运用中文完成某项语言交际任务时所表现出的语言水平。
2.3

2.4

trO

三等九级 Three levels and nine bands
学习者的中文水平从低到高分为三等，即初等、中等和高等，根据水平
差异各分为三级，共“三等九级”。
四维基准 Four-dimension benchmarks
以音节、汉字、词汇、语法四种语言基本要素为衡量中文水平的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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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言语交际能力 Verbal comunication abilities
学习者综合运用听、说、写、译五项语言技能，在不同情境下，就不同
话题，用中文进行交际的能力。

2.6

话题任务内容 Topics and tasks
学习者在生活、学习、工作中运用中文时所涉及的常用话题内容，及在
交际过程中综合运用多项语言技能完成的典型语言交际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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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语言量化指标 Quantitative criteria
学习者达到每一级中文水平应掌握的音节、汉字、词汇、语法的内容和
数量。（见下表） 《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语言量化指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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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高等语言量化指标不再按级细分。

3 等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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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初等
能够基本理解简单的语言材料，进行有效的社会交际。能够完成日常生
活、学习、工作、社会交往等有限的话题表达，用常用句型组织简短的语段，
完成简单的交际任务。能够运用简单的交际策略辅助日常表达。初步了解中国
文化知识，具备初步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完成初等阶段的学习，应掌握音节
608个、汉字900个、词语2245个、语法点210个，能够书写汉字300个。
3.1.1 一级标准
• 言语交际能力
具备初步的听、说、读、写能力。能够就最熟悉的话题
进行简短或被动的交流，完成最基本的社会交际。
• 话题任务内容
话题涉及个人信息、日常起居、饮食、交通、兴趣爱好
等。能够完成与之相关的交际任务，例如：能够对不同交际对象使用最
简单的礼貌用语；能够辨识公共环境中的某些简单信息并询问确认。
• 语言量化指标
音节269个，汉字300个，词语500个，语法点48个。
1）听
能够听懂涉及一级话题任务内容、以词语或单句为主的简短对话（80字以
内），对话发音标准、 语音清晰、语速缓慢（不低于100字/分钟）。能够通
过图片、实物等辅助手段理解基本信息。
2）说
能够掌握一级语言量化指标的音节，发音基本正确。能够使用本级所涉及的词
汇和语法，完成相关的话题表达和交际任务。具备初步的口头表达能力，能够
用词语及常用单句进行简单问答。
3）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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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准确认读一级语言量化指标涉及的音节、汉字和词汇。能够借助图片、拼
音等，读懂涉及本 级话题任务内容的、语法不超出本级范围的语言材料（100
字以内），阅读速度不低于80字/分钟。 能够识别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标识，
从简单的便条、表格、地图中获取最基本的信息。
4）写
能够掌握初等手写汉字表中的汉字100个。基本了解汉字笔画和笔顺的书写规
则以及最常见的标点符号的用法。能够基本正确地抄写汉字，速度不低于10字
/分钟。具备最基本的书面表达能力，能够使用简单的词语和常用单句，填写
最基本的个人信息，书写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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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二级标准
• 言语交际能力
具备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能够就较熟悉的话题
进行简短的交流，完成简单的社会交际。
• 话题任务内容
话题涉及基本社交、家庭生活、学习安排、购物、用
餐、个人感受等。能够完成与之相关的交际任务，例如：能够和朋友在
中餐馆点餐并交流喜好；能够辨识、填写入学表格中的信息。
• 语言量化指标
音节468个（新增199 ）,汉字600个（新增300），词语
1272个（新增772）, 语法点129个（新增81）。
1）听
能够听懂涉及二级话题任务内容、以单句为主或包含少量简单复句的对话或一
般性讲话（150字 以内），对话或讲话发音标准、语音清晰、语速较慢（不低
于140字/分钟）。能够通过手势、表情 等辅助手段理解基本信息。
2）说
能够掌握二级语言量化指标的音节，发音基本正确。能够使用本级所涉及的词
汇和语法，完成相关的话题表达和交际任务。具备基本的口头表达能力，能够
以简单句进行简短的问答、陈述以及社交性谈话。
3）读
能够准确认读二级语言量化指标涉及的音节、汉字和词汇。能够借助拼音、插
图，学习词典等，读懂涉及本级话题任务内容的、语法不超出本级范围的简短
语言材料（200字以内），阅读速度不低于100字/分钟。能够从介绍性、叙述
性等语言材料中获取具体的目标信息。基本读懂一般的通知、 电子消息等。
4）写
能够掌握初等手写汉字表中的汉字200个。能够较好地掌握汉字笔画和笔顺的
书写规则以及常见标点符号的用法。能够较为正确地抄写汉字，速度不低于15
字分钟。具备初步的书面表达能力能够使用简单的句子，在规定时间内，介绍
与个人生活或学习等密切相关的基本信息，字数不低于100字。
3.1.3 三级标准

• 言语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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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一般的听、说、读、写能力。能够就基本的日常生
活，学习和工作话题进行简短的交流，完成日常的社会交际。
• 话题任务内容
话题涉及出行经历、课程情况、文体活动、节日习俗、
教育、职业等。能够完成与之相关的交际任务，例如：能够与人交流有
关春节等传统节日的出行安排及节日习俗；能够发出比较正式的口头或
书面邀请，回应别人的邀请。
• 语言量化指标
音节608个（新增140），汉字900个（新增300），词语
2245个（新增973）、语法点210个（新增81）

1）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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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听懂涉及三级话题任务内容、以较长单句和简单复句为主的对话或
一般性讲话（300字以内），对话或讲话发音基本标准、语音清晰、语速接近
正常（不低于180字/分钟）。能够通过语音、语调、 语速的变化等辅助手段
理解和获取主要信息。
2）说
能够掌握三级语言量化指标的音节，发音基本正确。能够使用本级所涉
及的词汇和语法，完成相关的话题表达和交际任务。具备一般的口头表达能
力，能够使用少量较为复杂的句式进行简单交流或讨论。
3）读
能够准确认读三级语言量化指标涉及的音节、汉字和词汇。能够读懂涉
及本级话题任务内容的、语法基本不超出本级范围的语言材料（300字以
内），阅读速度不低于120字/分钟。能够理解简单复句, 读懂叙述性、说明性
等语言材料，理解文章大意和细节信息。能够利用字典、词典等，理解生词意
义。 初步具备略读、跳读等阅读技能。
4）写
能够掌握初等手写汉字表中的汉字300个。能够较为熟练地掌握汉字笔画
和笔顺的书写规则以及各类标点符号的用法。能够正确地抄写汉字，速度不低
于20字/分钟。具备一般的书面表达能力，能够进行简单的书面交流，在规定
时间内，书写邮件、通知及叙述性的短文等，字数不低于200字。语 句基本通
顺，表达基本清楚。
3.2 中等
能够理解多种主题的一般语言材料，较为流畅地进行社会交际。能够就
日常生活、工作、职业、社会文化等领域的较为复杂的话题进行基本的成段表
达。能够运用常见的交际策略。基本了解中国文化知识，具备基本的跨文化交
际能力。完成中等阶段的学习，应掌握音节908个（新增300）、汉字1800个

（新增900）、词语5456个（新增3211）、语法点424个（新增214）,能够书写
汉字700个（新增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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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四级标准
• 言语交际能力
具备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和初步的翻译能力。能
够就较复杂的日常生活、学习、 工作等话题进行基本完整、连贯、有效
的社会交际。
• 话题任务内容
话题涉及社区生活、健康状况、校园生活、日常办公、
动物、植物等。能够完成与之相关的交际任务，例如：能够在就医时简
单说明病情，与医生沟通；能够编写简单的兼职广告，回复对方的问
询。
• 语言量化指标
音节724个（新增116）,汉字1200个（新增300）,词语
3245个（新增1000）,语法点286个（新增76）。
1）听
能够听懂涉及四级话题任务内容的非正式对话或讲话（400字以内），对
话或讲话发音自然、略有方音、语速正常（180-200字/分钟）。能够规避其中
不必要的重复、停顿等因素的影响，准确获 取主要信息。能够听出言外之
意，意识到对话或讲话中涉及的文化因素。
2）说
能够掌握四级语言量化指标的音节，发音基本准确，语调比较自然。能
够使用本级所涉及的词汇和语法，完成相关的话题表达和交际任务。具备初步
的成段表达能力，能够使用一些比较复杂的句式 叙述事件发展、描述较为复
杂的情景、简要陈述观点和表达感情，进行一般性交谈，表达比较流利， 用
词比较准确。
3）读
能够准确认读四级语言量化指标涉及的音节、汉字和词汇。能够读懂涉
及本级话题任务内容的、 语法基本不超出本级范围的语言材料（500字以
内），阅读速度不低于140字/分钟。能够理解一般复句，读懂叙述性、说明性
等语言材料及简单的议论文，理解主要内容，把握关键信息，并做出适当推
断, 基本了解所涉及的文化因素。初步掌握快速阅读、猜测联想、跳跃障碍等
阅读技能。
4）写
能够掌握中等手写汉字表中的汉字100个。能够基本掌握汉字的结构特
点。能够使用简单的句式进行语段表达，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简单的叙述性、
说明性等语言材料的写作，字数不低于300字。 用词基本正确，句式有一定的
变化，内容基本完整，表达比较清楚。能够完成常见的应用文体写作， 格式
基本正确。
5）译

具备初步的翻译能力，能够就本级话题任务内容进行翻译，内容基本完
整，能够意识到翻译中涉及的文化因素。能够完成非正式场合的接待和简单陪
同口译任务，表达基本流利。能够翻译简单的叙述性和说明性等书面语言材
料，译文大体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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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五级标准
• 言语交际能力
具备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和基本的翻译能力。能
够就复杂的生活、学习、工作等话题进行较为完整、顺畅、有效的社会
交际。
• 话题任务内容
话题涉及人际关系、生活方式、学习方法、自然环境、
社会现象等。能够完成与之相关的交际任务，例如：能够就生活中常见
的社会现象进行交流或沟通看法；能够回复邮件，介绍自己的学习方法
及建议。
• 语言量化指标
音节822个（新增98）,汉字1500个（新增300）,词语
4316个（新增1071）,语法点357个（新增71）。
1）听
能够听懂涉及五级话题任务内容的非正式和较为正式的对话或讲话（500
字以内），对话或讲话发音自然、略有方音、语速正常（200—220字/分
钟）。能够规避嘈杂的环境、不必要的重复和停顿等因素的影响，准确获取主
要信息及部分细节内容。能够基本理解对话或讲话中涉及的文化因素。
2）说
能够掌握五级语言量化指标的音节，发音基本准确，语调比较自然。能
够使用本级所涉及的词汇和语法，完成相关的话题表达和交际任务。具备基本
的成段表达能力，能够使用比较复杂的句式进行交谈，较为详细地描述事件，
完整地发表个人意见，连贯表达较为复杂的思想感情，用词恰当，具有一定的
逻辑性。
3）读
能够准确认读五级语言量化指标涉及的音节、汉字和词汇。能够读懂涉
及本级话题任务内容的、 语法基本不超出本级范围的语言材料（700字以
内），阅读速度不低于160字/分钟。能够理解复杂的复句，读懂叙述性、说明
性、议论性等语言材料，理解、概括语言材料的中心意思或论点论据，并进行
逻辑推断，较好理解所涉及的文化因素。较好地掌握速读、跳读、查找信息等
阅读技能。
4）写
能够掌握中等手写汉字表中的汉字250个。能够分析常见汉字的结构。能
够使用较为复杂的句式 进行语段表达，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般的叙述性、
说明性及简单的议论性等语言材料的写作，字数不低于450字。用词较为恰
当，句式基本正确，内容比较完整，表达较为通顺。能够完成一般的应用文体
写作，格式正确，表达基本规范。

5）译
具备基本的翻译能力，能够就本级话题任务内容进行翻译，内容完整，
能够对翻译中涉及的文化因素进行基本处理。能够完成非正式场合的简单交替
传译任务，表达比较流利。能够翻译一般的叙述性、说明性或简单的议论性等
书面语言材料，译文比较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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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六级标准
• 言语交际能力
具备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和一般的翻译能力。能
够就一些专业领域的学习和工作话题进行较为丰富、流畅、得体的社会
交际。
• 话题任务内容
话题涉及社会交往、公司事务、矛盾纷争、社会新闻、
中外比较等。能够完成与之相关的交际任务，例如：能够在非正式场合
谈论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中外差异；能够大致读懂社会新闻，做出评
论。
• 语言量化指标
音节908个（新增86）,汉字1800个（新增300）,词语
5456个（新增1140）,语法点424个（新增67）o
1）听
能够听懂涉及六级话题任务内容的对话或讲话（600字以内），对话或讲
话发音自然、略有方音、语速正常或稍快（220-240字/分钟）。能够规避话语
中的语病、修正等因素的影响，较为准确地理解说话者的真实意图。能够基本
理解对话或讲话中涉及的文化内容。
2）说
能够掌握六级语言量化指标的音节，发音基本准确，语调比较自然。能
够使用本级所涉及的词汇和语法，完成相关的话题表达和交际任务。具备一般
的成段表达能力，能够准确使用复杂的句式详细描述事件和场景，进行较为流
利的讨论和简单的协商，较充分地表达个人见解和思想感情，表达顺畅，用词
丰富，基本得体，逻辑性较强。
3）读
能够准确认读六级语言量化指标涉及的音节、汉字和词汇。能够读懂涉
及本级话题任务内容的、语法基本不超出本级范围的语言材料（900字以内），
阅读速度不低于180字/分钟。能够厘清语言材料的结构层次，准确理解内容，
撷取主要论点和信息；能够通过上下文猜测词义、推断隐含信息，基本理解所
涉及的文化内容。具有较强的跳读、查找信息、概括要点等阅读技能。
4）写
能够掌握中等手写汉字表中的汉字400个。能够较为熟练地分析汉字的结
构。能够使用较长和较为复杂的句式进行语段表达，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常见
的叙述性、说明性、议论性等语言材料的写作，字数不低于600字。用词恰
当，句式正确，内容完整，表达通顺、连贯。能够运用常见的修辞方法。能够
完成多种应用文体写作，格式正确，表达规范。

5）译
具备一般的翻译能力，能够就本级话题任务内容进行翻译，内容完整，
符合中文表达习惯，能够对翻译中涉及的文化内容进行处理。能够完成非正式
场合的口译任务，表达顺畅，能够及时纠正或重译。能够翻译常见的叙述性、
说明性、议论性等书面语言材料，译文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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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高等
能够理解多种主题和体裁的复杂语言材料，进行深入的交流和讨论。能
够就社会生活、学术研究等领域的复杂话题进行规范得体的社会交际，逻辑清
晰，结构严谨，篇章组织连贯合理。能够灵活运用各种交际策略。深入了解中
国文化知识，具备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完成高等阶段的学习，应掌握
音节1110个（新增202）、汉字3000个（新增1200）、词语11092个（新增
5636）、语法点 572个（新增148）,能够书写汉字1200个（新增500）。
高等（七-九级）语言量化指标不再按级别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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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七级标准
• 言语交际能力
具备良好的听、说、读、写能力和初步的专业翻译能
力。能够就较为广泛和较高层次的话题进行基本规范、流利、得体的社
会交际。
• 话题任务内容
话题涉及社交礼仪、科学技术、文艺、体育、心理情
感、专业课程等。能够完成与之相关的交际任务，例如：能够在比较正
式的会议上，与参会者进行交流；能够基本读懂专业课程的学习资料，
完成课程作业。
1）听
能够听懂涉及七级话题任务内容、语速正常或较快的一般性讲座和社会
新闻（800字左右）。能够基本不受环境等因素的干扰，较为准确地把握主要
事实和观点，理解其中的逻辑结构。能够基本理解所涉及的社会文化内涵。
2）说
能够运用高等语言量化指标的音节、词汇和语法，完成本级所涉及的话
题表达和交际任务。具备初步的语篇表达能力，能够灵活使用复杂的句式表达
个人见解，进行讨论或辩论，内容较为充实，表达流畅，语句连贯，逻辑性
强。发喑准确，语调自然。能够根据交际场景表达方式，语言表达得体。能够
使用修辞手段增强口头表达效果，体现一定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3）读
能够准确认读高等语言量化指标涉及的音节、汉字和词汇。能够读懂涉
及本级话题任务内容的各类体裁的文章，阅读速度不低于200字/分钟。对中文
的思维与表达习惯有一定理解与掌握，能够准确把握语篇的结构关系，对语篇
内容进行分析、判断与逻辑推理，能够理解所涉及的文化内容，掌握各种阅读
技能，基本能够独立地检索、査找所需信息。

4）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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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手写高等语言量化指标要求书写的汉字。能够撰写一定篇幅的应用
文、说明文、议论文和专业论文。观点基本明确，层次基本清晰，语句通顺，
格式正确，表达得体，符合逻辑。能够正确运用多种修辞方法。
5）译
具备初步的专业翻译能力，能够就本级话题任务内容进行翻译，内容完
整准确。能够完成正式场合的交替传译和陪同口译任务，表达流畅。能够翻译
一定篇幅的应用文、说明文、议论文等，译文基本忠实原文，格式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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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八级标准
• 言语交际能力
具备良好的听、说、读、写能力和基本的专业翻译能
力。能够就各类高层次或专业话题进行较为规范、流利、得体的社会交
际。
• 话题任务内容
话题涉及语言文字、政治经济、法律事务、哲学、历史
等。能够完成与之相关的交际任务，例如：能够就哲学、宗教、时事等
话题进行比较有深度的讨论和交流；能够在遇到纠纷时表达观点，提出
质疑，申诉理由。
1）听
能够听懂涉及八级话题任务内容、语速正常或较快的专业性讲座和专题
新闻（800字左右）。能够不受环境等因素的干扰，跳跃障碍，总结概括要
点，准确把握细节，理解逻辑结构。能够较好地理解所涉及的社会文化内涵。
2）说
能够运用高等语言量化指标的音节、词汇和语法，完成本级所涉及的话
题表达和交际任务。具备较好的语篇表达能力和灵活运用语言的能力。能够进
行演讲、即兴发言或答辩，充分而得体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和思想，发音准确，
语调自然，表达流畅，逻辑性强。能够恰当运用修辞手段增强口头表达效果，
体现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3）读
能够准确认读高等语言量化指标涉及的音节、汉字和词汇。能够读懂涉
及本级话题任务内容的各类体裁的文章,阅读速度不低于220字/分钟。基本掌
握中文的思维与表达习惯,熟练掌握各种阅读技能, 准确理解文章的思想与社
会文化内涵，能够发现文章的语言问题、逻辑缺陷等。
4）写
能够手写高等语言量化指标要求书写的汉字。能够撰写篇幅较长的应用
文、说明文、议论文和专业论文。观点明确，层次清晰，语句流畅，格式正
确，表达得体，逻辑清楚。能够正确运用比较丰富的成语、习用语和多种修辞
方法。
5）译

具备基本的专业翻译能力，能够就本级话题任务内容进行翻译, 内容完
整准确。能够完成正式场合专业内容的交替传译，表达流畅,符合中文表达习
惯。能够翻译篇幅较长的应用文、说明文、议论文等，译文准确，修辞手段和
语言风格忠实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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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九级标准
• 言语交际能力
具备良好的听、说、读、写能力和专业翻译能力。能够
综合 情境下，就各类话题进行规范、流利，得体的社会交际。
• 话题任务内容
话题涉及学术研究、政策法规、商业贸易任务，国际事
务等。能够完成与之相关的交际任务，例如：能够参与正式场合的商业
谈判，与对方交流辩论；能够读懂政策法规、研究报告等正式语体的文
件，充分得体地发表评论。
1）听
能够听懂涉及九级话题任务内容、语速正常或较快的各类语言材料（800
字左右）。能够分析、推断所需信息，准确理解所涉及的社会文化内涵。
2）说
能够运用高等语言量化指标的音节、词汇和语法，完成本级所涉及的话
题表达和交际任务。具备良好的语篇表达能力和灵活运用语言的能力。能够完
整准确、流畅得体地表达思想和见解，内容充实，逻辑严密。发音准确，语调
自然。能够灵活运用修辞手段增强口头表达效果,体现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
力。
3）读
能够准确认读高等语言量化指标涉及的音节、汉字和词汇。能够读懂各
类题材、体裁的文章，阅读速度不低于240字/分钟。能够熟练掌握中文的思维
与表达习惯，综合运用各种阅读技能，深刻理解文章的思想与社会文化内涵。
4）写
能够手写高等语言量化指标要求书写的汉字。能够完成学位论文及多种
文体的写作。观点明确，语篇连贯，格式正确，表达得体，逻辑性强。能够正
确使用各种复杂句式、综合运用多种修辞方法，言之有物，富有文采。
5）译
具备专业翻译能力，能够熟练地就本级话题任务内容进行翻译，内容完
整准确。能够完成正式场合专业内容的同声传译任务，表达流畅。能够翻译各
种文体的文章，译文通顺，格式正确，语篇连贯，修辞手段和语言风格忠实原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