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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eople 个，位 (formal)，条 (hero) 一个人，一位老师，一条好汉 

2 Animals 只， 匹 (horses)， 头 

(livestock)， 条 (long thin)， 峰 

(camel) 

一只狗, 一匹马, 一头牛, 一条鱼, 一

峰骆驼 

3 Organ parts 个, 只, 颗 (bean shaped), 根 

(hair), 张 (mouth), 片 (lip), 条 

(long thin) 

一个脑子,一只眼睛,一只手, 一颗心,

一根头发,一张嘴,一片嘴唇, 一条尾巴  

4 Plants 棵、株 一棵树,一棵草,一株树 一株小草 

5 Fruit 个: exception: 粒 (grape), 

根 (banana) 

一个苹果，一粒葡萄，一根香蕉 

6 Plant parts 朵、片、条、颗、粒 一朵花,一片叶子, 一条根, 一颗种子, 一

粒米 

7 Food 顿 (meals), 份, 根, 个, 片 

(slice), 块, 道 (dish), 粒 

(small round) 

一顿饭,一份早餐 ,一根油条, 一个包

子, 一片肉, 一块牛肉,一道菜, 

,一粒糖果 

8 Tableware 根 (long slender), 把 

(handle), 张 (flat) 

一根筷子 一把叉子 一把汤匙 一张餐纸 

9 Household goods 个,只,块, 张 (flat - 

table), 把 (handle - 

chair), 条 (long thin - 

towel), 根 (long thin – 

match) ,盏 (lamp), 面 

(flat - mirror), 部 

(machines - phone), 台 

(machines – TV set), 盘 

(tape), 帖 (dose – 

medicine), 服 (dose–

medicine) 

一张桌子 一把椅子 一条板凳 一条沙

发 一张床 一条棉被 一条毛巾 一根火

柴 一根蜡烛 一盏灯 一个灯泡 一把牙

刷 一条牙线 一块香皂 一块桌布 一块

手表 一面镜子 一个脸盆 一个桶 一只

桶 一把伞 一条绳子 一部电话 一台电

视机 一台录影机 一盘录影带 一盘录

音带 一个冰箱 一根香 一帖膏药 一服

药 

10 Wearables and 
accesories 

件 (clothes), 条 (long 

thin - trousers),个, 只, 

顶 (things with top – 

hat),枚 (small - ring) 

一件衣服 一件上衣 一条裤子 一个口

袋 一顶帽子 一条围巾 一只手套 一只

袜子 一只鞋 一只眼镜 一只耳环 一枚

胸章 一枚戒指 

11 Buildings 座 (bldg),栋 (bldg) 

条 (long thin - road), 幢 

(house, bldg), 扇 (door, 

window), 面 (wall),堵 

(wall),间 (room) 

一座城 一座桥 一条路 一栋房子 一座

别墅 一座高楼 一幢楼房 一座塔 一座

庙 一扇窗 一扇门 一面墙 一堵墙 一

间房 

12 Vehicles 辆 (vehicles)、列 (series, 

row - pushcart)、架 

(planes),条 (boat), 枚 

(rocket)、艘 (boats, 

ships) 

一辆车 一辆汽车 一辆自行车 一列火

车 一架飞机 一条船 一枚火箭 一艘军

舰 

13 Tool of quantifiers 把 一把锤子 一把锁 一把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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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Stationary 支 and 枝(long, thin, 

inflexible – pen), 张 

(flat - paper), 块 (ink), 

方 (inkstone), 台 

(apparatus, instruments - 

computer) 

一支笔 一枝笔 一张纸 一块墨 一方砚

台 一台电脑 

15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封 (sealed objects – 

letter)、则 (written items 

- diary)、首 (poems, 

songs)、篇 (piece of 

writing, articles - 

report)、道 (questions, 

commands - order)、幅 

(textiles, pictures) 

一封信 一则日记 一首诗 一篇文章 一

幅照片 一张照片 一幅画 一台戏 一道

命令 一首歌 一支曲子 一篇报告 一个

字 一个词 一个句子 

16 Events and actions 件 (matter)、顿 (beatings, 

scoldings - quarrel)、场 

(spell, period - 

disturbance)、通 (instance 

- report),阵 (short 

duration - applause) 

一件事 一个事件 一个动作 一通电话 

一顿毒打 一顿吵架 一顿臭骂 一场球

赛 一场风波 一场战争 一场大火 一个

案例 一通报告 一阵骚动 一阵掌声 

17 Weapons 把 (handle - knife), 面 

(flat - shield), 张 (open 

up, spread - bow), 支 

(guns), 发 (gunshots, 

rounds - bullets), 门 

(large guns - canon), 枚 

(rockets - missile) 

一把刀 一面盾 一张弓 一支箭 一支枪 

一发子弹 一门大炮 一枚炮弹 一枚导

弹 

18 Geography, 
astronomy and 
climate 

座 (immovable objects - 

mountain), 道 (long narrow 

objects - bridge), 条 

(long, or narrow, or thin 

- river), 个, 轮 (big 

round objects - moon), 颗 

(roundish - star), 朵 

(flowers, clouds), 阵 

(short duration events - 

cloud), 场 (long thin 

things - lightning) 

一座山 一道梁 一条江 一条河 一个池

子 一个湖 一个海 一个月亮 一轮明月 

一颗星星 一个太阳 一朵云 一阵风 一

场雨 一个响雷 一道闪电 

19 Shapes 条、根、支、道、面、片、

张、颗、粒、块．例子请见以

上各类 

 

20 Quantity 匹、张、座、回、场、尾、

条、个、首、阙、阵、网、

炮、顶、丘、棵、只、支、

袭、辆、挑、担、颗、壳、

窠、曲、墙、群、腔、砣、

座、客、贯、扎、捆、刀、

令、打、手、罗、坡、山、

 



岭、江、溪、钟、队、单、

双、对、出（戏）、口、头、

脚、板、跳、枝、件、贴、

针、线、管、名、位、身、

堂、课、本、页 

21 Weight 丝、毫、厘、分、钱、两、

斤、担、铢、石、钧、锱、忽 

 

22 Length 毫、厘、分、寸、尺、丈、

里、寻、常、铺、程 

 

23 Volume 撮、勺、合、升、斗、石、

盘、碗、碟、叠、桶、笼、

盆、盒、杯、钟、斛、锅、

簋、篮、盘、桶、罐、瓶、

壶、卮、盏、箩、箱、煲、

啖、袋、钵 

 

24 Time 年、月、日、季、刻、时、

周、天、秒、分、旬、纪、

岁、世、更、夜、春、夏、

秋、冬、代、伏、辈 

 

25 Shapes 丸、泡、粒、颗、幢 堆、

条、根、支、道、面、片、

张、颗、块 

 

 

  



个 
 

People 一个人 两个小孩 

 Organs in humans 

and animals 

一个脑子 一个鼻子 一个耳朵 一个舌头 一个下巴 一个手指头 

一个拳头 

 Fruit 一个苹果 一个橘子 一个柿子 一个梨 一个李子 

 Planets 一个月亮 一个太阳 

 Lakes and seas 一个湖 一个海 

 Events and 

actions 

一个事件 一个动作 洗个澡 敬个礼 

 Date and time 一个小时 两个月 四个星期 

 Food 一个馒头 一个面包 一个南瓜 一个冬瓜 一个蛋糕 

 Supplies 一个碗 一个盘子 一个瓶子 一个锅 一个镜框 一个枕头 一个

盒子 一个窗户 一个信封 一个壁橱 一个灯泡 一个书包 一个

箱子 一个袋子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一个政府 一个机关 一个办公室 一个医院 一个工厂 一个幼稚

园 一个组织 

 Meetings 一个大会 一个讨论会 一个辩论会 一个委员会 三个议题 一个

决议 一个提案 

 Ideals and ideas 一个理想 一个想法 一个办法 一个主意 一个建议 一个意见 

一个念头 一个梦 一个诺言 一个设想 一个假设 一个惊喜 

 style 一个谜语 两个故事 一个笑话 一个插曲 

 Word 一个字 一个词 一个句子 

位 People (formal) 一位同学 两位老师 三位客人 

只 animals (mostly 

refers to birds, 

beasts and 

insects, 

especially 

animals that 

cannot use 

quantifiers such 

as horses, heads, 

peaks, and bars) 

一只鸡 两只小鸟 三只老虎 一只狮子 四只蝴蝶 

 Pairs of things 两只手 两只耳朵 一只鞋 一只袜子 

 Appliances 一只箱子 一只口袋 一只书包 

 Boats 一只小船 一只游艇 

 

匹 

 

Horses 一匹马两匹骡子 

头 Cattle, donkeys, 

mules, sheep and 

other domestic 

animals 

一头牛 两头骡子 

 a head of garlic 一头蒜 

 Marriage 一头亲事 

峰 

 

Camel 一峰骆驼 



枚 Small physical 

thing 

一枚戒指 一枚五分的硬币 一枚邮票 一枚纪录章 三枚奖章 

具 Coffins and 

corpses 

一具棺材 一具尸体 

 Artifacts 一具钟 

棵 To plant 一棵树 一棵草 一棵牡丹 

株 For plants 一株树 两株桃树 

根 Slender things 一根管子 两根筷子 一根火柴 一根绳子 

枝 Stuff for rod 

shaped 

一枝铅笔 两枝毛笔 三枝蜡烛 四枝枪 一枝箭 

支 Rod shaped things 一支笔 一支箭 一支香烟 

 Songs or music 一支曲子 一支歌 

 Team and fleet 一支军队 一支抢险队 一支救火队 一支舰队 

管 Elongated 

cylindrical 

things 

一管毛笔 一管牙膏 

条 thin, long and 

narrow things 

一条线 两条腿 三条鱼 四条黄瓜 一条床单 

 Used in Jianghe 

streets 

一条大河 一条大街 

 long strips 

synthesized in a 

fixed amount 

一条肥皂 一条香烟 

 sub-items 一条妙计 两条建议 三条新闻 四条办法 

 People 一条好汉 一条人命 

道 rivers or some 

long strips 

一道河 一道沟 一道擦痕 一道缝儿 万道霞光 

 doors, walls 一道围墙 两道门 三道防线 

 commands, 

questions 

一道命令 十道数学题 

 the number of 

times 

一道手续 三道漆 

 Meals 一道汤 一道甜点心 四道菜 

面 Flat things 一面镜子 一面锣 一面鼓 两面旗子 

片 Slice 一片面包 两片药 三片饼乾 

 Ground and water 
surface 

一片草地 一片汪洋 

 Scenery, weather, 
voice, language, 
mind 

一片新气象 一片欢腾 一片脚步声 一片胡言 一片真心 

张 Flat things 

(paper and 

leather) 

一张纸 一张地图 两张画 三张木板 十张皮子 

 Furniture with flat 
surfaces (beds, 
tables) 

一张床 一张桌子 

 Face and mouth 一张脸 一张嘴 

 Bow 一张弓 



领 Seat 一领席 

颗 Granular things 一颗珠子 一颗黄豆 一颗子弹 一颗牙齿 

粒 Small pieces or 

small bead-shaped 

shaped (with 

"stars") 

一粒米 一粒珠子 一粒子弹 一粒沙 一粒药丸 一粒盐 

块 Things for some 

bulk or sheet 

form 

一块桌布 两块香皂 三块手表 

方 Square things 一方手帕 三方图章 几方石碑 

朵 Flowers, clouds 

or something 

similar miracle 

两朵玫瑰 一朵白云 一朵浪花 

轮 Mostly used for 

red sun, bright 

moon 

一轮红日 一轮明月 

 Competition for 

talks 

第一轮比赛 新的一轮会谈 

茎 Elongated things 数茎小草 数茎白发 

缕 Fine things 一缕麻 一缕头发 一缕烟 

份 Match things in 

groups 

一份饭 一份礼 

 Used in newspapers 一份报纸 一份杂志 

 Feelings 一份情意 

把 Utensils with 

handles 

一把刀 一把剪子 一把茶壶 一把扇子 一把椅子 

 Quantity picked 

up by one hand 

一把米 一把花儿 

 Some abstract 

meaning 

一把年龄 加把劲 有一把力气 一把好手 帮他一把 

部 Used in books, 

works, etc. 

一部字典 一部影片 

 machines or 

vehicles 

一部机器 两部汽车 

台 Used in drama 一台戏 一台话剧 一台歌舞 

 For machinery, 

equipment, 

appliances 

一台机器 一台拖拉机 一台显微镜 一台电脑 一台电视机 一台

收音机 一台洗衣机 

出 For drama 一台戏 

堂 For complete sets 

of furniture 

一堂家具 

 For the course is 

divided into 

sections 

一堂课 

节 Courses used for 

sub-sessions 

三节课 

 Things used for 

segmentation 

两节车厢 三节电池 四节甘蔗 



盘 Used in dishes 四盘菜 

 Used for grinding 一盘磨 

 Things used for 

reeling 

一盘录影带 一盘录音带 一盘电线 一盘蚊香 

 Used in sports 

competitions 

两盘单打 

贴 for plaster (with 

the "post") 

一贴膏药 

剂 for a number of 

herbs and 

together 

decoction 

一剂药 

服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ith the 

"agent") 

一服药 

味 Used in Chinese 

medicine 

这个方子有八味药 

付 for Chinese 

medicine 

三付药 

顶 used for things 

with a top 

一顶帽子 一顶帐子 

座 for larger or 

fixed objects 

一座山 一座高楼 一座水库 一座灯塔 一座桥 一座铜像 

栋 For building 一栋房 

幢 For building 一幢房 

扇 For windows, 

doors 

一扇门 两扇窗 一扇磨 

堵 For the wall 一堵墙 

间 The smallest unit 

for the house 

一间卧室 一间客厅 三间门面 

处 For residence 几处人家 

 For typographical 

errors 

两处印刷错误 有几处笔误 

所 For residence 一所房屋 

 For institutions 一所医院 一所学校 

辆 For vehicles 一辆汽车 三辆自行车 

架 Used for things 

with pillars or 

machinery 

一架照相机 一架飞机 一架钢琴 

 For the mountain 一架山 

艘 For ship 一艘远洋货轮 一艘大客船 

趟 For Trains 一趟火车 最后一趟车 好几趟车 

副 Used in a 

complete set of 

things 

一副象棋 一副担子 全副武装 

 For facial 

expressions 

一副笑容 一副庄严的面孔 



爿 Used in 

factories, shops, 

hostels 

一爿水果店 一爿店咖啡 一爿面粉厂 

 A field 一爿地 

手 For skill, 

ability and the 

like 

一手好字 一手好菜 一手绝活 

件 For clothing 一件衬衫 

 Used for things 一件大事 

 For furniture and 

luggage 

两件家具 三件行李 

桩 For things 一桩心事 一桩大事 一桩买卖 

宗 used for things 一宗心事 一宗事 大宗货物 大宗款项 

项 Applied to things 一项任务 三项纪律 第一项议题 

笔 For payments 

business 

一笔钱 一笔账 一笔生意 

通 For action 打了一通鼓 挨一通骂 

顿 For dinner, rap, 

persuasion, 

beatings and 

other acts number 

三顿饭 一顿打 一顿骂 

场 For what happened 一场透雨 一场大雪 一场大战 一场大病 一场大干 一场大哭 

阵 represent things 

or actions 

through 

paragraphs 

一阵风 几阵雨 一阵剧痛 一阵掌声 

记 The actions used 一记耳光 

喷 For flowering and 

fruiting, 

effective 

harvesting 

头喷棉花 二喷豆角 

则 Used for sub-

items or separate 

paragraphs Number 

of text 

三则试题 两则新闻 四则寓言 

封 Things up for 

seal 

一封信 一封电报 

首 For poetry 一首诗 两首词 三首曲子 

篇 For article 一篇论文 两篇报告 

幅 Used for pictures 一幅画 

 For fabric 一幅布 

本 for books, thin 

books 

一本书 一本笔记本 一本日记 一本账 一本名册 

发 for bullets, 

artillery shells 

(with "stars") 

一发子弹 十发炮弹 

门 For the cannon 一门大炮 



 For homework, 

technology, etc. 

一门功课 两门技术 

 For marriage, and 

other relatives 

一门亲事 一门亲戚 

家 For a home or 

business 

一家人家 两家商店 三家饭店 四家银行 一家电影院 

盏 Used to light 一盏灯 

口 For family 

population 

一家五口人 

 For pigs 一口猪 

 Used for utensils 一口锅 两口井 三口缸 一口钟 一口钢刀 

孔 For cave 

dwellings 

一孔土窑 

尊 Used for statues 

of gods and 

Buddhas 

一尊佛像 

 Used for 

artillery 

五十尊大炮 

股 Things used to 

form a strip 

一股线 两股道 一股泉水 

 Used for gas, 

smell, strength, 

etc. 

一股热气 一股香味 一股烟 一股劲 

 For people in 

groups 

一股敌军 两股土匪 

席 used for 

conversation and 

banquets 

一席话 一席酒 

Mostly used measure words 
一匹马 yī pǐ mǎ a horse 
一幅画 yī fú huà a painting 
一条裤子 yī tiáo kùzi a pair of pants 
一双鞋/毛/筷子 yī shuāng xié/máo/kuàizi a pair of 

shoes/hair/chopsticks 
一块蛋糕 yī kuài dàngāo a piece of cake 
一碗米饭 yī wǎn mǐfàn a bowl of rice 
一本（个）本子 yī běn (gè) běnzi a book 
一本书 yī běn shū a book 
一辆车 yī liàng chē a car 
一支笔 yī zhī bǐ a pen 
一份报纸 yī fèn bàozhǐ a newspaper 
一张纸 yī zhāng zhǐ a paper 
一杯水 yī bēi shuǐ a cup of water 
一盘饺子 yī pán jiǎozi a plate of dumplings 
一家餐厅 yī jiā cāntīng a restaurant 
一个学生 yī gè xuéshēng a student 



一只狗/猫 yī zhǐ gǒu/māo a dog/cat 
三口人 sānkǒu rén three people 
一位老师 yī wèi lǎoshī a teacher 
一瓶酒 yī píng jiǔ a bottle of wine 
一间厨房 yī jiàn chúfáng a kitchen 
一套房子/衣服/西服 yī tào fángzi/yīfú/xīfú a house/child/clothes/suit 

一件衣服 yī jiàn yī fú a piece of clothing 
一部电影 yī bù diànyǐng a movie 
一场音乐会/足球比赛 yī chǎng yīnyuè huì/ zúqiú 

bǐsài 
a concert /football match. 

一篇文章/课文 yī piān wénzhāng/kèwén an article/text 
一束花 yī shù huā a bunch of flowers 
一枝花 yī zhī huā a flow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