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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e Pairs: T3+T1 
 
HSK SIMPLIFIED TRADITIONAL PINYIN ENGLISH 

1 北京 北京 běijīng Beijing 
1 老师 老師 lǎoshī teacher 
2 好吃 好吃 hǎochī good to eat 
2 手机 手機 shǒujī mobile phone 
3 北方 北方 běifāng north 
3 简单 簡單 jiǎndān simple 
3 起飞 起飛 qǐfēi take off 
3 小心 小心 xiǎoxīn be careful 
4 饼干 餅乾 bǐnggān biscuits 
4 打针 打針 dǎzhēn injection 
4 堵车 堵車 dǔchē traffic jam 
4 广播 廣播 guǎngbō broadcast 
4 果汁 果汁 guǒzhī fruit juice 
4 奖金 獎金 jiǎngjīn bonus 
4 紧张 緊張 jǐnzhāng tension 
4 烤鸭 烤鴨 kǎoyā roast duck 
4 可惜 可惜 kěxī unfortunately 
4 首都 首都 shǒudū capital 
4 首先 首先 shǒuxiān first of all 
4 小吃 小吃 xiǎochī snack 
4 小说 小說 xiǎoshuō fiction 
4 许多 許多 xǔduō a lot of 
4 演出 演出 yǎnchū show 
5 本科 本科 běnkē bachelor 
5 补充 補充 bǔchōng supplement 
5 产生 產生 chǎnshēng produce 
5 打工 打工 dǎgōng working 
5 感激 感激 gǎnjī grateful 
5 拐弯 拐彎 guǎi wān turn 
5 海关 海關 hǎiguān customs 
5 海鲜 海鮮 hǎixiān seafood 
5 假装 假裝 jiǎzhuāng pretend 
5 剪刀 剪刀 jiǎndāo scissors 
5 酒吧 酒吧 jiǔbā bar 
5 卡车 卡車 kǎchē tr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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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启发 啟發 qǐfā inspire 
5 取消 取消 qǔxiāo cancel 
5 始终 始終 shǐzhōng always 
5 手工 手工 shǒugōng manual 
5 鼠标 鼠標 shǔ biāo mouse 
5 损失 損失 sǔnshī loss 
5 体贴 體貼 tǐtiē thoughtful 
5 统一 統一 tǒngyī unite 
5 展开 展開 zhǎn kāi expand 
5 指挥 指揮 zhǐhuī command 
5 主观 主觀 zhǔguān subjective 
5 主张 主張 zhǔzhāng advocate 
5 总之 總之 zǒngzhī in short 
5 组织 組織 zǔzhī organization 
6 把关 把關 bǎ guān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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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e Pairs: T3+T2 
 
HSK SIMPLIFIED TRADITIONAL PINYIN ENGLISH 

1 女儿 女兒 nǚ’ér daughter 
2 可能 可能 kěnéng may 
2 旅游 旅遊 lǚyóu tourism 
2 起床 起床 qǐ chuáng get up 
2 小时 小時 xiǎoshí hour 
3 检查 檢查 jiǎnchá an examination 
3 解决 解決 jiějué solve 
3 水平 水平 shuǐpíng level 
3 选择 選擇 xuǎnzé select 
3 以前 以前 yǐqián before 
3 有名 有名 yǒumíng famous 
4 本来 本來 běnlái originally 
4 比如 比如 bǐrú such as 
4 表格 表格 biǎogé form 
4 表扬 表揚 biǎoyáng praise 
4 打折 打折 dǎzhé discount 
4 导游 導遊 dǎoyóu tourist guide 
4 否则 否則 fǒuzé otherwise 
4 感觉 感覺 gǎnjué feel 
4 感情 感情 gǎnqíng feeling 
4 海洋 海洋 hǎiyáng ocean 
4 减肥 減肥 jiǎnféi lose weight 
4 警察 警察 jǐngchá policemen 
4 举行 舉行 jǔxíng hold 
4 可怜 可憐 kělián poor 
4 旅行 旅行 lǚxíng travel 
4 网球 網球 wǎngqiú tennis 
4 演员 演員 yǎnyuán actor 
4 养成 養成 yǎngchéng develop 
4 以为 以為 yǐwéi think 
4 语言 語言 yǔyán language 
4 准时 準時 zhǔnshí on time 
4 总结 總結 zǒngjié to sum up 
5 保持 保持 bǎochí maintain 
5 保存 保存 bǎocún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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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留 保留 bǎoliú reserved 
5 表达 表達 biǎodá expression 
5 表明 表明 biǎomíng show 
5 表情 表情 biǎoqíng expression 
5 彩虹 彩虹 cǎihóng rainbow 
5 倒霉 倒霉 dǎoméi unlucky 
5 等于 等於 děngyú equal 
5 躲藏 躲藏 duǒcáng hide 
5 耳环 耳環 ěrhuán earring 
5 反而 反而 fǎn’ér instead 
5 仿佛 彷彿 fǎngfú as if 
5 改革 改革 gǎigé reform 
5 果然 果然 guǒrán really 
5 果实 果實 guǒshí fruit 
5 火柴 火柴 huǒchái ma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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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e Pairs: T3+T3 
 

HSK SIMPLIFIED TRADITIONAL PINYIN ENGLISH 
1 水果 水果 shuǐguǒ fruit 
2 可以 可以 kěyǐ can 
2 手表 手錶 shǒubiǎo watch 
2 所以 所以 suǒyǐ and so 
3 打扫 打掃 dǎsǎo clean 
3 了解 了解 liǎojiě to understanding 
3 洗澡 洗澡 xǐzǎo bathing 
3 影响 影響 yǐngxiǎng influences 
3 只有 只有 zhǐyǒu only 
4 表演 表演 biǎoyǎn performance 
4 打扰 打擾 dǎrǎo disturb 
4 管理 管理 guǎnlǐ management 
4 减少 減少 jiǎnshǎo cut back 
4 尽管 儘管 jǐnguǎn in spite of 
4 老虎 老虎 lǎohǔ tiger 
4 理解 理解 lǐjiě understanding 
4 理想 理想 lǐxiǎng ideal 
4 偶尔 偶爾 ǒu’ěr occasionally 
4 所有 所有 suǒyǒu all 
4 往往 往往 wǎngwǎng often 
4 也许 也許 yěxǔ maybe 
4 引起 引起 yǐnqǐ cause 
4 永远 永遠 yǒngyuǎn forever and always 
4 勇敢 勇敢 yǒnggǎn brave 
4 友好 友好 yǒuhǎo friendly 
4 语法 語法 yǔfǎ grammar 
4 允许 允許 yǔnxǔ allow 
4 整理 整理 zhěnglǐ sort out 
4 只好 只好 zhǐhǎo had to 
5 保险 保險 bǎoxiǎn insurance 
5 本领 本領 běnlǐng ability 
5 彼此 彼此 bǐcǐ each other 
5 采访 採訪 cǎifǎng interview 
5 采取 採取 cǎiqǔ take 
5 产品 產品 chǎnpǐn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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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处理 處理 chǔlǐ deal with 
5 导演 導演 dǎoyǎn director 
5 岛屿 島嶼 dǎoyǔ islands 
5 辅导 輔導 fǔdǎo counseling 
5 赶紧 趕緊 gǎnjǐn hurry 
5 感想 感想 gǎnxiǎng impression 
5 古典 古典 gǔdiǎn classical 
5 鼓舞 鼓舞 gǔwǔ inspire 
5 鼓掌 鼓掌 gǔ zhǎng applaud 
5 广场 廣場 guǎngchǎng square 
5 缓解 緩解 huǎnjiě ease 
5 老板 老闆 lǎobǎn boss 
5 老鼠 老鼠 lǎoshǔ mouse 
5 了不起 了不起 liǎobuqǐ amazing 
5 领导 領導 lǐngdǎo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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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e Pairs: T3+T4 
 

HSK SIMPLIFIED TRADITIONAL PINYIN ENGLISH 
1 米饭 米飯 mǐfàn rice 
1 怎么样 怎麼樣 zěnmeyàng how about it 
2 考试 考試 kǎoshì examination 
2 跑步 跑步 pǎobù run 
2 准备 準備 zhǔnbèi ready 
3 比较 比較 bǐjiào comparison 
3 比赛 比賽 bǐsài game 
3 打算 打算 dǎsuàn intend 
3 感冒 感冒 gǎnmào cold 
3 可爱 可愛 kě’ài lovely 
3 礼物 禮物 lǐwù gift 
3 马上 馬上 mǎshàng immediately 
3 满意 滿意 mǎnyì satisfaction 
3 努力 努力 nǔlì work hard 
3 请假 請假 qǐngjià leave 
3 体育 體育 tǐyù physical education 
3 饮料 飲料 yǐnliào drink 
3 主要 主要 zhǔyào main 
3 总是 總是 zǒngshì always 
4 保护 保護 bǎohù protection 
4 保证 保證 bǎozhèng guarantee 
4 表示 表示 biǎoshì express 
4 打印 打印 dǎyìn print 
4 短信 短信 duǎnxìn SMS 
4 法律 法律 fǎlǜ legal 
4 反对 反對 fǎnduì oppose 
4 改变 改變 gǎibiàn change 
4 感动 感動 gǎndòng moving 
4 感谢 感謝 gǎnxiè thank 
4 鼓励 鼓勵 gǔlì encourage 
4 广告 廣告 guǎnggào ad 
4 好像 好像 hǎoxiàng like 
4 解释 解釋 jiěshì explanation 
4 景色 景色 jǐngsè view 
4 举办 舉辦 jǔbàn 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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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考虑 考慮 kǎolǜ consider 
4 可是 可是 kěshì but 
4 肯定 肯定 kěndìng sure 
4 恐怕 恐怕 kǒngpà i am afraid 
4 冷静 冷靜 lěngjìng calm 
4 礼貌 禮貌 lǐmào courtesy 
4 理发 理髮 lǐfà haircut 
4 美丽 美麗 měilì beautiful 
4 免费 免費 miǎn fèi free 
4 普遍 普遍 pǔbiàn universal 
4 使用 使用 shǐyòng use 
4 讨论 討論 tǎolùn discuss 
4 讨厌 討厭 tǎoyàn hate 
4 网站 網站 wǎngzhàn website 
4 眼镜 眼鏡 yǎnjìng g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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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e Pairs: T3+T0 
 

HSK SIMPLIFIED TRADITIONAL PINYIN ENGLISH 
1 我们 我們 wǒmen we 
1 喜欢 喜歡 xǐhuan like 
1 小姐 小姐 xiǎojie miss 
1 椅子 椅子 yǐzi chair 
1 怎么 怎麼 zěnme how 
2 姐姐 姐姐 jiějie sister 
2 晚上 晚上 wǎnshang at night 
2 眼睛 眼睛 yǎnjing eye 
2 已经 已經 yǐjing already 
2 早上 早上 zǎoshang morning 
2 左边 左邊 zuǒbian left 
3 耳朵 耳朵 ěrduo ear 
3 奶奶 奶奶 nǎinai grandmother 
3 起来 起來 qǐlai stand up 
4 打扮 打扮 dǎban dress up 
4 好处 好處 hǎochu benefit 
4 饺子 餃子 jiǎozi dumplings 
4 马虎 馬虎 mǎhu careless 
4 母亲 母親 mǔqin mother 
4 暖和 暖和 nuǎnhuo warm 
4 主意 主意 zhǔyi idea 
5 尺子 尺子 chǐzi ruler 
5 打听 打聽 dǎting inquire about 
5 点心 點心 diǎnxin dessert 
5 骨头 骨頭 gǔtou bone 
5 管子 管子 guǎnzi tube 
5 讲究 講究 jiǎngjiu pay attention to 
5 老实 老實 lǎoshi honest 
5 姥姥 姥姥 lǎolao 姥姥 
5 脑袋 腦袋 nǎodai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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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嗓子 嗓子 sǎngzi voice 
5 舍不得 捨不得 shěbude reluctant 
5 尾巴 尾巴 wěiba tail 
5 委屈 委屈 wěiqu wronged 
5 显得 顯得 xiǎnde look 
5 影子 影子 yǐngzi shadow 
6 把手 把手 bǎshou handle 
6 本事 本事 běnshi ability 
6 比方 比方 bǐfang for example 
6 打量 打量 dǎliang look 
6 恶心 噁心 ěxin nausea 
6 喇叭 喇叭 lǎba horn 
6 码头 碼頭 mǎtou pier 
6 免得 免得 miǎnde lest 
6 曲子 曲子 qǔzi song 
6 嫂子 嫂子 sǎozi sister in law 
6 妥当 妥當 tuǒdang appropriate 
6 枕头 枕頭 zhěntou pillow 
6 指甲 指甲 zhǐjia nail 
6 种子 種子 zhǒngzi se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