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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汉办国家汉办国家汉办国家汉办的各类汉语水平考试的各类汉语水平考试的各类汉语水平考试的各类汉语水平考试 
 

HSK, HSKK, YCT, BCT, OCT Plus 

 

 

 

HSK  汉语水平考试 

HSKK  汉语水平口语考试 

YCT  中小学生汉语考试 

BCT  商务汉语考试 

OCT Plus  汉语口语水平考试（非普通话母语华裔在职人士） 

 

 

 

HSK  

项目介绍 

相关下载 

• 项目介绍项目介绍项目介绍项目介绍 

为使汉语水平考试（HSK）更好地服务于汉语学习者，中国国家汉办组织中外汉语

教学、语言学、心理学和教育测量学等领域的专家，在充分调查、了解海外实际汉

语教学情况的基础上，吸收原有 HSK 的优点，借鉴近年来国际语言测试研究最新

成果，推出新汉语水平考试（HSK）。 

新 HSK 是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重点考查汉语非第一语言的考生在

生活、学习和工作中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HSK 包括 HSK（一级）、HSK（二

级）、HSK（三级）、HSK（四级）、HSK（五级）和 HSK（六级）。 

详细详细详细详细 

为使汉语水平考试（HSK）更好地服务于汉语学习者，中国国家汉办组织中外

汉语教学、语言学、心理学和教育测量学等领域的专家，在充分调查、了解海外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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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汉语教学情况的基础上，吸收原有 HSK 的优点，借鉴近年来国际语言测试研究

最新成果，推出新汉语水平考试（HSK）。 

一一一一、、、、考试结构考试结构考试结构考试结构 

新 HSK 是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重点考查汉语非第一语言的考生在

生活、学习和工作中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HSK 包括 HSK（一级）、HSK（二

级）、HSK（三级）、HSK（四级）、HSK（五级）和 HSK（六级）。 

二二二二、、、、考试等级考试等级考试等级考试等级 

新 HSK 各等级与《国际汉语能力标准》《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CEF）》

的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 

 

通过 HSK（一级）的考生可以理解并使用一些非常简单的汉语词语和句子，满

足具体的交际需求，具备进一步学习汉语的能力。 

通过 HSK（二级）的考生可以用汉语就熟悉的日常话题进行简单而直接的交流，

达到初级汉语优等水平。 

通过 HSK（三级）的考生可以用汉语完成生活、学习、工作等方面的基本交际

任务，在中国旅游时，可应对遇到的大部分交际任务。 

通过 HSK（四级）的考生可以用汉语就较广泛领域的话题进行谈论，比较流利

地与汉语为母语者进行交流。 

通过 HSK（五级）的考生可以阅读汉语报刊杂志，欣赏汉语影视节目，用汉语

进行较为完整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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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HSK（六级）的考生可以轻松地理解听到或读到的汉语信息，以口头或书

面的形式用汉语流利地表达自己的见解。 

三三三三、、、、考试原则考试原则考试原则考试原则 

新 HSK 遵循“考教结合”的原则，考试设计与目前国际汉语教学现状、使用教材

紧密结合，目的是“以考促教”“以考促学”。 

新 HSK 关注评价的客观、准确，更重视发展考生汉语应用能力。 

新 HSK 制定明确的考试目标，便于考生有计划、有成效地提高汉语应用能力。 

四四四四、、、、考试用途考试用途考试用途考试用途 

新 HSK 延续原有 HSK 一般（或通用）汉语能力考试的定位，面向成人汉语学

习者。其成绩可以满足多元需求： 

1．为院校招生、分班授课、课程免修、学分授予提供参考依据。 

2．为用人机构录用、培训、晋升工作人员提供参考依据。 

3．为汉语学习者了解、提高自己的汉语应用能力提供参考依据。 

4．为相关汉语教学单位、培训机构评价教学或培训成效提供参考依据。 

五五五五、、、、成绩报告成绩报告成绩报告成绩报告 

考试结束一个月后，考生将获得由国家汉办颁发的新 HSK 成绩报告。 

 

 

 

 

 

 

 

 

 

 

HS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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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相关下载 

• 项目介绍项目介绍项目介绍项目介绍 

汉语水平口语考试 HSKK 主要考查考生的汉语口头表达能力，包括 HSKK（初级）、

HSKK（中级）和 HSKK（高级），考试采用录音形式。 

一一一一、、、、 考试对象考试对象考试对象考试对象 

HSKK（初级）主要面向按每周 2-3 课时进度学习汉语一到两个学期，掌握 200

个左右最常用词语的考生。 

HSKK（中级）主要面向按每周 2-3 课时进度学习汉语一到两学年，掌握 900

个左右常用词语的考生。 

HSKK（高级）主要面向按每周 2-3 课时进度学习汉语两学年以上，掌握 3000

个左右常用词语的考生。 

二二二二、、、、 考试等级考试等级考试等级考试等级 

HSKK 各等级与汉语水平考试 HSK 和《国际汉语能力标准》的对应关系如下

表所示： 

汉语水平口语考试 

HSKK 

汉语水平考试 

HSK 

国际汉语能力标

准 

HSK（六级） 
HSKK（高级） 

HSK（五级） 
五级 

HSK（四级） 四级 
HSKK（中级） 

HSK（三级） 三级 

HSK（二级） 二级 
HSKK（初级） 

HSK（一级） 一级 

通过 HSKK（初级）的考生可以听懂并用汉语口头表达较为熟悉的日常话题，

满足基本交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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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HSKK（中级）的考生可以听懂并用汉语较为流利地与汉语为母语者进行

交流。 

通过 HSKK（高级）的考生可以听懂并用汉语流利地表达自己的见解。 

三三三三、、、、 考试内容考试内容考试内容考试内容 

HSKK（（（（初级初级初级初级））））分三部分，共 27 题。 全部考试约 17 分钟（含准备时间 7 分

钟）。 

第一部分是听后重复，共 15 题。每题播放一个句子，考生听后重复一次。考

试时间为 4 分钟。 

第二部分是听后回答，共 10 题。每题播放一个问题，考生听后做简短回答。

考试时间为 3 分钟。 

第三部分是回答问题，共 2 题。试卷上提供两个问题（加拼音），考生回答问

题，每题至少说 5 句话。考试时间为 3 分钟。 

HSKK（（（（中级中级中级中级））））分三部分，共 14 题。全部考试约 21 分钟（含准备时间 10 分

钟）。 

第一部分是听后重复，共 10 题。每题播放一个句子，考生听后重复一次。考

试时间为 3 分钟。 

第二部分是看图说话，共 2 题。每题提供一张图片，考生结合图片说一段话。

考试时间为 4 分钟。 

第三部分是回答问题，共 2 题。试卷上提供两个问题（加拼音），考生回答问

题。考试时间为 4 分钟。 

HSKK（（（（高级高级高级高级））））分三部分，共 6 题。全部考试约 24 分钟（含准备时间 10 分钟）。 

第一部分是听后复述，共 3 题。每题播放一段话，考生听后复述。考试时间为

7 分钟。 

第二部分是朗读，共 1 题。试卷上提供一段文字，考生朗读。考试时间是 2 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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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是回答问题，共 2 题。试卷上提供两个问题，考生读后回答问题。考

试时间是 5 分钟。 

四四四四、、、、 成绩报告成绩报告成绩报告成绩报告 

考试结束一个月后，考生将获得由国家汉办颁发的 HSKK 成绩报告。HSKK 成

绩长期有效。作为外国留学生进入中国院校学习的汉语能力证明，HSKK 成绩有效

期为两年（从考试当日算起）。 

HSKK（初级）、HSKK（中级）、HSKK（高级）满分均为 100 分，60 分为

合格。 

满分 合格分 你的分数 

100 60   

 

 

 

 

 

 

 

 

 

 

 

YCT  

项目介绍 

相关下载 

• 项目介绍项目介绍项目介绍项目介绍 

为鼓励汉语非第一语言的中小学生学习汉语，培养、提高他们的汉语能力，自 2004

年以来，中国国家汉办组织中外汉语教学、语言学、心理学和教育测量学等领域的

专家，在充分调查、了解海外中小学实际汉语教学情况的基础上，开发了新中小学

生汉语考试（Y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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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YCT 是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考查汉语非第一语言的中小学生在

日常生活和学习中运用汉语的能力。新 YCT 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笔试和口试是相

互独立的。笔试包括 YCT（一级）、 YCT（二级）、YCT（三级）和 YCT（四级）；

口试包括 YCT（初级）和 YCT（中级）。 

详细详细详细详细 

为鼓励汉语非第一语言的中小学生学习汉语，培养、提高他们的汉语能力，自

2004 年以来，中国国家汉办组织中外汉语教学、语言学、心理学和教育测量学等领

域的专家，在充分调查、了解海外中小学实际汉语教学情况的基础上，开发了新中

小学生汉语考试（YCT）。 

一一一一、、、、考试结构考试结构考试结构考试结构 

新 YCT 是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考查汉语非第一语言的中小学生在

日常生活和学习中运用汉语的能力。新 YCT 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笔试和口试是相

互独立的。笔试包括 YCT（一级）、 YCT（二级）、YCT（三级）和 YCT（四级）；

口试包括 YCT（初级）和 YCT（中级）。 

 

二二二二、、、、考试等级考试等级考试等级考试等级 

新 YCT 各等级与《国际汉语能力标准》《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CEF）》

及新 HSK 的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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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YCT（一级）的考生可以理解并使用最常用的汉语词语和句子，具备进一

步学习汉语的能力。 

通过 YCT（二级）的考生可以理解并使用一些非常简单的汉语词语和句子，满

足具体的交际需求。 

通过 YCT（三级）的考生可以用汉语就熟悉的日常话题进行简单而直接的交流，

达到初级汉语优等水平。 

通过 YCT（四级）的考生可以用汉语完成生活、学习中的基本交际任务，在中

国旅游时，可应对遇到的大部分交际任务。 

三三三三、、、、考试原则考试原则考试原则考试原则 

新 YCT 以增强考生学习汉语的自信心和荣誉感为目标，遵循“考教结合”的原

则，考试设计与目前国际中小学生汉语教学现状、使用教材紧密结合，“以考促教”“以

考促学”。 

四四四四、、、、考试用途考试用途考试用途考试用途 

新 YCT 面向汉语非第一语言的中小学生，其成绩： 

1．可为考生了解、提高自己的汉语能力提供参考依据。 

2．可为学校的汉语教学提供参考依据。 

3．可为相关汉语教学单位、培训机构评价教学或培训成效提供参考依据。 

4．可为考生参加 HSK 考试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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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成绩报告成绩报告成绩报告成绩报告 

考试结束后 3 周内，考生将获得由国家汉办颁发的新 YCT 成绩报告。 

 

 

 

 

 

 

 

 

 

 

BCT  

项目介绍 

相关下载 

• 项目介绍项目介绍项目介绍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项目介绍项目介绍项目介绍 

商务汉语考试是为测试第一语言非汉语者从事商务活动所应具有的汉语水平

而设立的国家级标准化考试，由国家汉办研制开发，英文名称为 Business Chinese 

Test，简称 BCT。 

商务汉语考试考查应试者在与商务有关的广泛的职业场合、日常生活、社会交

往中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实用性、交际性是考试的主要特色。考试由 BCT（听

•读）和 BCT（说•写）两种相对独立的考试组成。可以单独参加其中一种考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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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同时参加两种考试。BCT 考试对应试者的年龄、学历或学习汉语的时间没有任

何限制。 

国家汉办全权领导商务汉语考试，并颁发《商务汉语考试证书》。 

商务汉语考试每年定期在中国和海外举行。 

BCT 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商务汉语考试是为测试第一语言非汉语者从事商务活动所应具有的汉语水平

而设立的国家级标准化考试，由国家汉办研制开发，英文名称为 Business Chinese 

Test，简称 BCT。 

商务汉语考试考查应试者在与商务有关的广泛的职业场合、日常生活、社会交

往中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实用性、交际性是考试的主要特色。考试由 BCT（听

•读）和 BCT（说•写）两种相对独立的考试组成。可以单独参加其中一种考试，也

可以同时参加两种考试。BCT 考试对应试者的年龄、学历或学习汉语的时间没有任

何限制。 

国家汉办全权领导商务汉语考试，并颁发《商务汉语考试证书》。 

商务汉语考试每年定期在中国和海外举行。 

一一一一、、、、考试对象考试对象考试对象考试对象 

商务汉语考试的考试对象为第一语言非汉语者。任何一个第一语言非汉语者，

从能用汉语进行最基本的交流到能用汉语进行熟练交流的人都适合参加 BCT 考试。

BCT 考试对应试者的年龄、学历或学习汉语的时间没有任何限制。 

二二二二、、、、考试用途考试用途考试用途考试用途 

商务汉语考试面向全球，服务于需要评估有关人员的商务汉语水平的各类机构

及个人。其主要用途包括： 

1．为用人单位在人员招聘、选拔、安置、晋级等决策过程中评价相关人员的

商务汉语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2．帮助相关教学、培训机构在招生、入学分班等决策过程中认定学生的商务

汉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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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价相关教学单位、培训机构的教学、培训的成效； 

4．为那些求职、应聘、或希望提升职位的人士提供商务汉语水平的证明； 

5．帮助汉语学习者了解、发展自己的商务汉语水平。 

三三三三、、、、考试的组成及形式考试的组成及形式考试的组成及形式考试的组成及形式 

BCT 考试由 BCT（听•读）和 BCT（说•写）两种相对独立的考试组成。可以

单独参加其中一种考试，也可以同时参加两种考试。 

BCT 考试目前有纸笔考试（Paper-based Test）和计算机自适应考试

（Computer Adaptive Test）两种考试形式供你选择。BCT 自适应考试现只在新加

坡举办。 

四四四四、、、、BCT 的等级标准的等级标准的等级标准的等级标准 

商务汉语考试用五个等级描述应试者的商务汉语水平，这五个等级是： 

1 级 尚未具备在商务活动中运用汉语进行交流的能力。 

2 级 在商务活动中可以运用汉语进行基本的交流。 

3 级 在商务活动中可以比较有效地运用汉语进行交流。 

4 级 在商务活动中可以比较熟练地运用汉语进行交流。 

5 级 在商务活动中可以自如、得体地运用汉语进行交流。 

五五五五、、、、考试成绩与证书考试成绩与证书考试成绩与证书考试成绩与证书 

商务汉语考试由“BCT（听•读）”和“BCT（说•写）”两种相对独立的考试组成。

听、读、说、写各单项成绩的分数范围是 0－500 分，每级 100 分。BCT（听•读）

总分为听、读单项分之和，BCT（说•写）总分为说、写单项分之和，两种考试的总

分范围都是 0－1000 分，每级 200 分。 

考生按考试要求参加听读或说写考试，均可得到相应的成绩单。 

BCT（听•读）总分达到 201－400 分者可以获得 2 级《商务汉语考试证书（听

•读）》，BCT（说•写）总分达到 201－400 分者可以获得 2 级《商务汉语考试证书

（说•写）》，3 级、4 级、5 级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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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汉语考试不设 1 级证书。 

考试成绩，从考试当日算起，有效期为两年。 

国家汉办颁发《商务汉语考试证书》。 

六六六六、、、、考试时间和地点考试时间和地点考试时间和地点考试时间和地点 

BCT 考试每年定期在中国内地和海外举行。 

除此之外，BCT 考试还可以根据有关企业或组织的特殊需要单独提供考试服

务。 

BCT 考试日期及考点信息请登录汉语考试服务网 www.chinesetest.cn 查询。 

七七七七、、、、考试费用考试费用考试费用考试费用 

BCT 考试的费用在世界各地不同，具体费用请向当地考点咨询。 

中国国内的考试费用为：BCT（听•读）120 元人民币，BCT（说•写）180 元

人民币。 

八八八八、、、、考试内容考试内容考试内容考试内容 

BCT 考试内容主要包括商务活动及与商务有关的日常生活及社会交往活动。具

体项目参看《商务汉语考试大纲•商务汉语交际功能项目》。《大纲》是备考的指导

用书，书中有商务汉语考试介绍、等级标准、评分标准、样题、交际功能项目、常

用词语表，并配有听力考试样题的光盘。 

九九九九、、、、考试报名考试报名考试报名考试报名 

BCT 考试有考点报名和网上报名两种方式： 

考点报名 

1．请携带有效证件（护照或 ID）到有关考点直接报名。 

2．填个人信息，获取登录账号和密码。 

3．交一张你本人的 40mm×30mm 的照片，或数码照片的电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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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考试费。 

5．在规定的时间打印准考证或到考点领取准考证。 

网上报名 

考生可以登录汉语考试服务网（www.chinesetest.cn）在网上报名。 

十十十十、、、、考场规则考场规则考场规则考场规则 

考试当天，请一定携带： 

（1） 准考证； 

（2） 报名时使用的同一身份证件(护照或 ID)。如果你没有带这些证件，你

不能入场； 

（3） 2B 铅笔、橡皮。 

如果你丢失了准考证，请至少提前一天通知考点，以便考点帮助你打印准考证。 

1．录音机、照相机、词典、笔记本、教科书及其他与考试无关的用品请不要

带入考场。 

2．入场时你要将手机、MP3 等关闭，放在书包内，并将书包放到指定的地方。 

3．请不要迟到。在听读考试中，如果你迟到时听力考试还没有开始，可立即

进入考场参加考试；如果迟到时听力考试已经开始，要等听力考试结束后才能入场

参加阅读考试。在说写考试中，如果你迟到时口语考试还没开始，可立即进入考场

参加考试；如果迟到时口语考试已经开始，要等口语考试结束后才能入场参加写作

试。 

考试规则考试规则考试规则考试规则 

1．进入考场后，请把 BCT 准考证和身份证件放在桌子的右上方，主、监考会

随时检查。 

2．BCT（听•读）的考试时间约为 100 分钟，BCT（说•写）的考试时间为 50

分钟。请合理分配答题时间。 

3．在答题以前，请按照要求填写答卷上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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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考试开始后一般不得离场，如有特殊原因，需要离场，要经过主考同意。 

5．考生不得提前打开试卷、不能撕扯、更换、抄录试卷内容，不能把试卷和

答卷带出考场及进行其他作弊为。 

6． 请遵守考场纪律和考试规则。考生若违反考场规定，主考会给以警告直至

取消考试资格。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咨询与服务咨询与服务咨询与服务咨询与服务 

国家汉办考试处： 

电 话：0086-10-58595933 

传 真：0086-10-58595937 

Email：kaoshi@hanban.org 

汉考国际: 

电 话： 0086-10-59307696 

传 真： 0086-10-59307680 

Email：kaoshi@chinesetest.cn 

 

 

 

 

 

 

 

OCT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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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相关下载 

• 项目介绍项目介绍项目介绍项目介绍 

OCT Plus – Oral Chinese Test Plus，汉语口语水平考试，是特别针对母语非普通

话的在职人士，包括学界、教育界及企业界等推出的普通话水平认证考试。 

OCT Plus 由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认证，并

由汉语口语水平考试委员会组织实施及推广。OCT Plus 旨在通过听、说、读、相结

合的形式，在科学、客观、实用的测评机制下，检验应试者对普通话的实际应用能

力。此考试有效针对社会各界特别是在职人士的需求， 主要考察考生在生活、工作、

社交中所具备的汉语口语沟通能力，并为大、中学生以及在职人士求职、晋升的道

路上提供极具权威性的能力认证。 

OCT Plus 以口试方式进行，采用电脑测试。考试满分为 100 分，根据成绩从

高到底分为 5 级，共 8 等。 

国家汉办将根据应试者的考试成绩颁发国家级 － “汉语口语水平证书”。 

汉语口语水平考试委员会： 

地址：香港九龙官塘成业街 7 号宁晋中心 33 楼 E 室 

电话：(852) 3102 1388 

网址：http://www.oct-plu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