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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本文运用语料库和统计方法对汉语语体进行特征的计量研究，并进一步实现自动分类
任务。首先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描述语体特征区别不同语体的作用和功能。其次，选
取其中具有区分度的语言要素拟合逻辑回归模型，量化语体表达形式并观察特征对语
体构成的重要性，并通过聚类计算得到了语体的范畴分类体系。最后，以具有代表性
的机器学习模型为分类器，挖掘不同组合特征的结构对于语体自动分类的影响。得出
在噜词嘲噮嘫词类嘲噮嘫标点符号嘲噮嘫语言特征嘢的组合特征上，取得了最好的分类结果，随
机森林模型达到嘹嘷嘮嘲嘵嘥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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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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噯噮 噴器噥 噡噵噴噯噭噡噴噩噣 噣噬噡噳噳噩嘌噣噡噴噩噯噮 噯噦 噬噡噮噧噵噡噧噥 噳噴噹噬噥噳嘮 噉噴 噩噳 噣噯噮噣噬噵噤噥噤 噴器噡噴 噴器噥 噢噥噳噴 噣噬噡噳噳噩嘭
嘌噣噡噴噩噯噮 噲噥噳噵噬噴 噩噳 噡噣器噩噥噶噥噤 噯噮 噴器噥 噣噯噭噢噩噮噡噴噩噯噮 噦噥噡噴噵噲噥 噯噦 嘢噷噯噲噤嘲噮 嘫 噰噡噲噴 噯噦 噳噰噥噥噣器嘲噮
嘫 噰噵噮噣噴噵噡噴噩噯噮嘲噮 嘫 噬噡噮噧噵噡噧噥 噦噥噡噴噵噲噥嘢嘬 噡噮噤 噴器噥 噡噣噣噵噲噡噣噹 噲噡噴噥 噯噦 噲噡噮噤噯噭 噦噯噲噥噳噴 噭噯噤噥噬
噲噥噡噣器噥噳 嘹嘷嘮嘲嘵嘥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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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言言言

目前嘬自然语言处理的应用已在语言形式和语义上取得长足的进步，面向语用的实现是未来
的发展方向。语体是从语言形式迈向语用的入口，加快语体学与自然语言处理两大领域结合的
研究是学者共同的期望，对语体性质和计算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随着功能语法引入语体研究，学者们开始关注语体在表现形式、表达方法上存在着的系统
性差异。语体由各种语言要素构成，要素的比例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的语体。很多研究均已
证实语言结构在不同语体中的分布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冯胜利（嘲嘰嘱嘱）指出，噜不同的语体（正
式、典雅）有不同的语法（亦即语音、词汇、句法等不同法则），不同的语法反映了不同语体
（不同对象、场合、内容等）的需要嘢。金立鑫（嘲嘰嘱嘲）假设噜语言机制中存在词汇、句法、语
篇和语音的语体模块，它们监控语篇的生成，制约着说写者根据特定语体要求选择相应的词
汇、句法结构、语篇衔接形式以及韵律形式嘢。通过对语言成分分布、语言成分之间的关系进行
计量统计，便能够发现某些语言指标在区别、构成语体时的作用和重要程度，进而探究语体的
组成和特点。可见，语体特征是反映语体风格和功能最主要的因素，也是度量语体之间相似性
与差异性的重要媒介。在现阶段的语体计量研究中，主要从以下四个层面选择特征，代表性研
究如下：

一、语音层面。由于语言运用时需要表达不同的语气和感情色彩，因此在使用标点
方面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林毓霞（嘱嘹嘸嘷）较早从标点符号的运用中指出语体间形式的差
异；噓噴噡噭噡噴噡噴噯噳（嘲嘰嘰嘱）通过使用文本的高频词语作为特征项，认为标点符号具有区分语体
的重要作用；冯胜利（嘲嘰嘱嘰；嘲嘰嘱嘷）考虑到了语体和韵律之间的重要关联，以人工形式标注了
韵律信息和语体信息，发现了单双音节可以区别书面语体和口语语体。

二、词汇层面，包括词类、词和短语特征。噄噯噵噧噬噡噳 噂噩噢噥噲（嘱嘹嘸嘸）首创语域变异的多维
向分析模式（简称噍噄），采用因子分析算法，对不同的语域（主要是书面语体与口语语
体）进行全面、多维度的描写和解释研究。对国内的诸多研究有启示和指引作用，如刘艳
春（嘲嘰嘱嘶、嘲嘰嘱嘷、嘲嘰嘱嘹）使用汉语文本对科技、辩论与演讲、小说等语体进行功能解释；范
楚琳、刘颖（嘲嘰嘱嘹）采用随机森林和噫嘭噭噥噡噮噳聚类算法筛选出区别鲁迅书信、小说和杂文的
语言特征。此外，已有研究证明，仅依靠语言的词汇结构也可以区分文本内容（噐噵噳噴噹噬噮噩噫噯噶
嘲嘰嘰嘶；噌噩噮噤噥噭噡噮噮嘬噃嘮嘦噌噩噴噴噩噧嘬噌嘮 嘲嘰嘰嘶；噇噥噲噭噡噮噹嘮噆噡噮噧 嘲嘰嘱嘵）。在英语文本中，噋噡噲噬噧噲噥噮 噡噮噤
噃噵噴噴噩噮噧（嘱嘹嘹嘴）以词性的频次（如动词、名词、介词）作为区分语体的特征，表明词性信息优
于词语和衍生特征。在汉语文本中，侯仁奎（嘲嘰嘱嘶）通过主成分分析法以词类特征构建文本向
量，通过层次聚类法表明词性特征可以作为汉语不同语体的分类特征。

不少学者也将计量语言学中的词频计量指标引入语体差异的研究。张聪（嘲嘰嘱嘸）、黄伟
（嘲嘰嘱嘷、嘲嘰嘱嘸）的研究均表明词频分布参数可以体现出语体的差异，体现语体演化；陈蕊娜
（嘲嘰嘱嘶）以熵值揭示不同语体的语言差异；侯仁奎（嘲嘰嘱嘹、嘲嘰嘲嘰）分析汉语句子和从句长度的
频率分布、以小句长度计算平均词长的分布，发现不同语体中的参数有所不同，可以作为区分
不同语体的语言特征。

三、句法层面：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往往也是影响语体的重要因素。刘炳丽
（嘲嘰嘱嘲、嘲嘰嘱嘳）利用依存句法树库，探究了各词类在语体中充当的语法功能。陈芯莹（嘲嘰嘱嘳）
以句法复杂网络的边数、节点数、聚类系数、平均最短路径长度、网络中心势等语言特征，应
用于语体分类和聚类。噍噩噮噧噹噵 噗噡噮（嘲嘰嘱嘹）则借助噉噃噅嘭噇噂国际英语语料库英国部分进行内部
句法结构的语体差异研究。近年来，基于机器学习和神经网络的算法语体研究中也有不小的进
展。周浩（嘲嘰嘱嘷）提出了基于层次化神经网络的句法分析模型，能有效提取区别语体的句法结
构。吴海燕（嘲嘰嘲嘰）则结合注意力机制和多层感知机，挖掘区别不同语体的语言特征。

四、语篇层面。除了语音、词汇、句型等实体性的语言成分要素以外，也需要注重要素之
间的联结关系。话题在汉语研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徐烈炯、刘丹青（嘱嘹嘹嘸）提出噜话题正
是结构和功能的一个交汇点嘢，话题能够充当语体统计分析的参项，打破以往句子层面研究话题
的传统，提升到语篇的层面。乐耀（嘲嘰嘰嘷）通过口语和书面语语篇的对比，分析了不同语体语
篇话题的各种表现差异，如名词性话题成分、代词性话题成分的回指、有形回指、无形回指的
使用情况等并给出合理的解释。尚英、宋柔（嘲嘰嘱嘴）则以标点句为基础，从广义话题的角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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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了工作报告语体和小说语体的差异，涉及到了命名实体话题、状行话题、谓性话题、逻辑话
题和关系话题等嘵种类型的话题结构，丰富了语体特征的维度，也为计算机自动分析话题结构工
作打下了基础。

因此，通过选取不同层次的语体特征，说明其区别度和重要性，能够探索语体的构成及本
质，反哺语体学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提取具有代表性的语体特征并开展计量和分类研
究。主要讨论两个问题：嘱）不同的语体特征体现了语体何种风格和功能，诸多特征对语体的区
别度如何？嘲）语体能否以量化形式表征并通过特征取得较好的聚类、分类效果。

2 研研研究究究方方方法法法

2.1 语语语体体体语语语料料料库库库建建建设设设

语体的概念体系十分庞杂，语料的种类、内容又是无限的，因此，在处理问题时应以简化
的手段才能使研究具有可行性。本文以具有典型性的八种语体为分析对象，尽可能纳入丰富多
元的语料，达到广度和深度的平衡。在后文中，希望通过代表性的语体特征对语体聚合，形成
层次化的语体范畴的分类体系。语料库内容展示如表嘱：

语语语体体体 篇篇篇数数数 类类类别别别 总总总字字字符符符数数数 总总总词词词数数数 备备备注注注

微博 嘲嘰嘰 嘴 嘲嘲嘲嘸嘷嘵 嘱嘴嘱嘳嘷嘶

歌词 嘲嘰嘰 嘱 嘲嘰嘸嘴嘹嘹 嘱嘴嘳嘴嘵嘵

学术 嘲嘰嘰 嘷 嘲嘱嘹嘷嘸嘹 嘱嘲嘶嘲嘹嘲 涵盖地质、农业等嘵嘴个学科

新闻 嘲嘰嘰 嘶 嘲嘰嘹嘲嘳嘱 嘱嘲嘰嘲嘴嘸 新华社新闻

公文 嘲嘰嘰 嘲 嘳嘰嘵嘱嘶嘴 嘱嘶嘸嘱嘸嘲 《国务院公报》中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等

政论 嘲嘰嘰 嘸 嘳嘱嘶嘵嘹嘲 嘱嘶嘹嘷嘳嘰 历年政府工作报告、总书记讲话

小说 嘲嘰嘰 嘵 嘲嘱嘴嘵嘴嘳 嘱嘵嘴嘷嘱嘴 近现代文学作品，鲁迅、巴金、金庸、茅盾等

散文 嘲嘰嘰 嘳 嘲嘲嘸嘴嘵嘸 嘱嘵嘵嘱嘷嘲 朱自清、林清玄、余秋雨、季羡林等人代表作

表 嘱嘮 语体语料库建设

在语料加工程度的问题上，由于研究语料均来自真实世界中的实际应用场景，原文中存在
结构、标点方面的错误，尤其是在口语化强的语体中。针对微博语料，将无意义和多余的字符
删除，只留下个人所发的信息并集合在一起；对于歌词语料，文本中大多没有标点符号，因此
预先处理为：若每行末尾没有标点，则加上句号，并将文本中的空格断句改为逗号断句。但对
于原始内容中可能存在的词汇句法上的错误，并未加以校对和整理，以还原该语体本身的内容
信息和风格特点。所获取的均是未加工过的生语料，以噪噩噥噢噡进行分词和词性标注。在语料涵盖
的范围问题上，考虑到了文本的同质性的问题，尽可能缩小语料之间的时间跨度。对于小说
和散文等语料，存在作者写作风格差异的因素，但也能够代表文学创作语体的总体特点。另
外，每小类语体下的样本篇数尽量保持一致，均为嘲嘰嘰篇（类别为每类语体编号，便于下文对
比分析）。参考了其他构建语料库的文本长度后（冯胜利嘲嘰嘱嘷、噉噃噅嘭噇噂），每篇语料字数定
为嘹嘰嘰嘭嘲嘰嘰嘰字之间，以保证文本篇幅的完整性和大小相当，便于对比。至此，构建了一个总规
模为嘱嘹嘲万字符的语体语料库。

2.2 语语语体体体特特特征征征的的的选选选取取取

在选取语言特征时，遵循以下两方面的原则：嘱）语体不同于体裁，并非依据文本内容，而
是由于语言风格差异产生的。因此，选取体现噜语体嘢体式结构的形式特征，不以词语的语义内
容或文本主题作为语体分类的标准。同时，诸如噜把嘢字句、噜被嘢字句等由于数据分布稀疏而不
纳入选取范围内。嘲）基于以往的研究成果，选取已验证过的具有较好区别不同类别语体作用的
语言特征，在同一水平上比较区别度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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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文调研的汉语语体特征研究的进展发现：嘱）近年来开始关注语音韵律的信息（冯胜
利嘲嘰嘱嘷），但数量仍较少。因此，本文将标点符号、单双音节动词和形容词比例纳入特征范围
内。嘲）有关句型结构的语体特征研究减少，因此不纳入特征范围内。嘳）词汇层面的特征仍旧
是刻画汉语语体差异最主要的内容，特别是体现词汇丰富程度的特征。因此选取计量语言学中
具有典型性的噔噔噒、重复率、基尼系数、噩噮噤噩噣噡噴噯噲嘭噡。嘴）在语法层面的研究中，由于精标注语
料的限制，本文主要将体现语言风格差异的文本可读性特征噼噼句子破碎度、离散度、平均词
长等纳入特征范围内。由此总结了嘱嘷个语言特征，之后将结合具体数据说明语体特征的计算方
式和体现的语体功能。

2.3 研研研究究究及及及分分分析析析过过过程程程

嘱、在嘱嘷项语体特征上，使用噓噐噓噓中的单因素方差分析和事后检验的方法，一一描述语言
特征区别语体的作用和体现的语体功能。进一步以逻辑回归模型表征语体形式，观察各语体特
征构成语体时发挥的作用和重要性，从语言学角度阐释定量的数据。

嘲、结合嘱的研究，使用噍噩噮噩噴噡噢工具，选取区别性的语言特征对语体加以聚类。

嘳、以机器学习模型随机森林为分类器。除嘱嘷项语体特征外，还采取噎元结构为形式特征。
其表示方法是：以整个语体语料库代表汉语语体，提取语言要素噔噯噰嘳嘰嘰的噎元结构，再根据每
篇文本中该噎元结构出现的频率为值，构造嘱嘶嘰嘰篇文本嘳嘰嘰维的特征项。按照通常做法0，在实
验过程中以嘲嘵嘥的数据样本作为测试集，剩余嘷嘵嘥的数据用作训练，通过不同层次的语言特征
对语体进行分类，挖掘不同组合特征的结构对于语体自动分类的影响。

3 语语语体体体特特特征征征的的的计计计量量量和和和聚聚聚类类类研研研究究究

3.1 特特特征征征的的的方方方差差差分分分析析析

方差分析是研究各随机变量噙对某个变量噘是否有显著变化的统计方法，即检验变
量噘与噙之间的相关性。我们以各语言特征为自变量，八大语体种类为因变量。具体流程如
图嘱所示：

图嘱嘮统计研究流程

从统计结果看，表嘲中的前嘱嘲项特征指标能够作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噰嘽嘮嘰嘰嘰＜嘰嘮嘰嘵，均
对区分语体具有显著差异性。在确定某一因素确实对语体具有显著性的区别和影响后，继续通
过图基噈噓噄事后检验的方法对文本分别进行多重比较检验，这是对每两个组的均值进行两两比
较，确定具体差异。当两两语体间差异检验的噰值小于嘰嘮嘰嘵时，原假设不成立，即两种语体差异
显著；当噰值大于嘰嘮嘰嘵时，原假设成立，即两种语体具有相似性。噰值越大，则表示两种语体越
相似（庞双子嘲嘰嘱嘹）。例如，在噜标点符号比例嘢的语体特征上，歌词（嘱）、散文（嘳）、微博
（嘴）三种语体之间的噰值接近嘱（表格中的数字为语体编号），说明从标点符号的形式特征看，
它们在功能和风格上相似。为了方便查看，主要寻找噰值＞嘰嘮嘸时两两语体的情况。根据语体特
征对语体间的风格和功能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别：

0范淼，李超嘮噐噹噴器噯噮机器学习及实践噛噍噝嘮清华大学出版社，嘲嘰嘱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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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歌歌词词词（（（1））） 公公公文文文（（（2））） 散散散文文文（（（3））） 微微微博博博（（（4））） 小小小说说说（（（5））） 新新新闻闻闻（（（6））） 学学学术术术（（（7））） 政政政论论论（（（8）））

图图图基基基HSD

标点符号

比例

3 嘱嘮嘰嘰 6 嘰嘮嘰嘵 1 嘱嘮嘰嘰 1 嘰嘮嘹嘹 1 嘰嘮嘱嘳 1 嘰嘮嘶嘲 1 嘰嘮嘵嘴 2 嘰嘮嘹嘰

4 嘰嘮嘹嘹 8 嘰嘮嘹嘰 4 嘰嘮嘹嘸 3 嘰嘮嘹嘸 3 嘰嘮嘱嘱 2 嘰嘮嘰嘵 3 嘰嘮嘴嘹 6 嘰嘮嘶嘹

5 嘰嘮嘱嘳 5 嘰嘮嘱嘱 5 嘰嘮嘶嘱 4 嘰嘮嘶嘱 3 嘰嘮嘶嘷 4 嘰嘮嘹嘶

6 嘰嘮嘶嘲 6 嘰嘮嘶嘷 6 嘰嘮嘱嘴 7 嘱嘮嘰嘰 4 嘰嘮嘱嘴 5 嘱嘮嘰嘰

7 嘰嘮嘵嘴 7 嘰嘮嘴嘹 7 嘰嘮嘹嘶 8 嘰嘮嘶嘹

词汇密度 5 嘰嘮嘰嘸 7 嘱嘮嘰嘰 3 嘰嘮嘰嘸 8 嘰嘮嘹嘷 4 嘱嘮嘰嘰 6 嘰嘮嘹嘷

噍噖噒 4 嘱嘮嘰嘰 1 嘱嘮嘰嘰 4 嘰嘮嘰嘵

噔噔噒
2 嘰嘮嘷嘹 1 嘰嘮嘷嘹 6 嘰嘮嘹嘷 7 嘰嘮嘰嘵 3 嘰嘮嘹嘷 1 嘰嘮嘹嘹 3 嘱嘮嘰嘰

7 嘰嘮嘹嘹 7 嘰嘮嘲嘷 8 嘱嘮嘰嘰 8 嘱嘮嘰嘰 2 嘰嘮嘲嘷 6 嘱嘮嘰嘰

平均词长 5 嘰嘮嘷嘵 8 嘰嘮嘷嘷 1 嘰嘮嘷嘵 2 嘰嘮嘷嘷

单音节形

容词比例

3 嘰嘮嘲嘹 1 嘰嘮嘲嘹 1 嘰嘮嘷嘸 6 嘰嘮嘸嘵 5 嘰嘮嘸嘵 4 嘰嘮嘵嘹 1 嘱嘮嘰嘰

4 嘰嘮嘷嘸 8 嘰嘮嘷嘵 7 嘰嘮嘵嘹 3 嘰嘮嘷嘵

8 嘱嘮嘰嘰 8 嘰嘮嘳嘱 4 嘰嘮嘳嘱

单音节动

词比例

6 嘰嘮嘹嘵 5 嘰嘮嘲嘴 4 嘰嘮嘲嘴 3 嘰嘮嘹嘵

6 嘰嘮嘳嘹 5 嘰嘮嘳嘹

双音节动

词比例
4 嘰嘮嘳嘶 5 嘰嘮嘹嘹 1 嘰嘮嘳嘶 3 嘰嘮嘹嘹 7 嘰嘮嘳嘸 6 嘰嘮嘳嘸 2 嘱嘮嘰嘰

噩噮噤噩噣噡噴噯噲

嘭噡
2 嘰嘮嘸嘵 1 嘰嘮嘸嘵 8 嘰嘮嘷嘲 6 嘱嘮嘰嘰 5 嘱嘮嘰嘰 3 嘰嘮嘷嘲

噒嘱
7 嘰嘮嘹嘶 5 嘰嘮嘳嘲 8 嘰嘮嘴嘶 3 嘰嘮嘳嘲 3 嘰嘮嘳嘰 2 嘰嘮嘹嘶 4 嘰嘮嘴嘶

6 嘰嘮嘳嘰 8 嘰嘮嘳嘲 6 嘰嘮嘳嘲

噒噒噭噣

7 嘰嘮嘱嘱 5 嘰嘮嘷嘶 8 嘰嘮嘶嘰 3 嘰嘮嘷嘶 8 嘰嘮嘸嘶 2 嘰嘮嘱嘱 4 嘰嘮嘶嘰

7 嘱嘮嘰嘰 7 嘰嘮嘳嘰 3 嘱嘮嘰嘰 6 嘰嘮嘸嘶

5 嘰嘮嘳嘰

噇
2 嘰嘮嘳嘳 1 嘰嘮嘳嘳 6 嘱嘮嘰嘰 3 嘱嘮嘰嘰 1 嘰嘮嘱嘱 3 嘱嘮嘰嘰

7 嘰嘮嘱嘱 7 嘱嘮嘰嘰 8 嘱嘮嘰嘰 8 嘱嘮嘰嘰 2 嘱嘮嘰嘰 6 嘱嘮嘰嘰

非非非参参参数数数

Kruskal

-Wallis

破碎度
3 嘱嘮嘰嘰 6 嘱嘮嘰嘰

6 嘱嘮嘰嘰

双音节形

容词比例

4 嘱嘮嘰嘰 6 嘰嘮嘶嘱 1 嘱嘮嘰嘰 2 嘱嘮嘰嘰 3 嘰嘮嘹嘴 7 嘱嘮嘰嘰

4 嘰嘮嘰嘷 6 嘰嘮嘲嘶

平均句长

（字）
8 嘰嘮嘱嘰 4 嘱嘮嘰嘰 2 嘰嘮嘵嘳

离散度

（词）
4 嘱嘮嘰嘰 8 嘰嘮嘶嘸

平均句长

（字）
4 嘱嘮嘰嘰 2 嘱嘮嘰嘰 3 嘱嘮嘰嘰

离散度

（词）

4 嘱嘮嘰嘰 3 嘱嘮嘰嘰

4

表 嘲嘮 多重比较检验的噰值结果

（一）篇章韵律、语气特点

噁嘮标点符号比例：所有标点数量与词语数量的比例。结合附录噁统计的各语言特征的均值
来看，在篇章韵律、语气特点方面，各语体按照标点符号比例均值的排序从大到小依次为：小
说＞学术＞歌词＝散文＝微博＞新闻＞政论＞公文。此外，在表嘲中也能看到，基本上可以将
语体分为两大类：小说、学术、歌词、散文、微博，公文、政论、新闻。标点符号比例高的文
本往往具有篇章结构、句子语气丰富的特点。在歌词、微博中，多有句间停顿，因而标点符号
的比例也高；在小说、散文语体中，作者一般是叙事或者抒情，往往需要借用标点符号的停顿
表达丰富的内容和感情，因此在这方面，能够聚为一类相似性的语体。从表格中发现，学术语
体的标点占比也较高。从根本上来说，学术文献是要准确、系统地描述解释自然社会以及思
维现象，在论证这些现象规律的基础上，理性地反映客体，因而不能够带有谈话语体的随意
性、艺术语体的形象性的风格特征。选取部分语料得知，摘要中常常使用英文字符与标点，
如噜噌噁嘭噉噃噐噍噓嘢噜噃噯嘯噎噩嘢等标记符号，使话语表述更加通用、简洁；或者在展示结果数据时，
多使用噜嘥嘢噜嘺嘢等；也有使用特别序号如噜①嘢的，均被标记为标点符号，因此标点的停顿也较
多。公文、政论、新闻由于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上传下达的一类表达方式，具有断字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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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正规的特点。由上述分析可以得知，除了限于分词技术，未能区分出学术语体，标点停
顿仍然是一个比较好的区别性特征。

噂嘮单双音节占比：一般用来考察文本的正式程度，双音节词占比高则正式程度高；反之，
则常用单音节词。在单双音节占比方面看，各语体的比值中，动词占比总是高于形容词占比，
且单音节词语的比例总是高于双音节词语的比例。以双音节动词为例，语体的比例均值排序为
政论＞公文＞新闻＞学术＞微博＞歌词＞散文＞小说，结合表嘲，语体主要可以聚集为四类，分
别是：政论、公文，歌词、微博，散文、小说，新闻、学术。而单音节的区分作用并不明显，
由于分词准确程度所限，并非较好的语言特征。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双音节动词比例或可
继续应用到其他语体的分类中，对广泛的语体都有一定鉴别性。

（二）描写性分析

噃嘮词的型例比（噔噔噒）：词语的数量与词语种类数量的比例，值越大，用词也越丰富。

噄嘮噩噮噤噩噣噡噴噯噲嘭噡：将文本的词语（噸）按照其频次噦（噸）降序排列，排列后词语的次序
为秩，记为噲（噸）。噐噯噰噥噳噣噵（嘲嘰嘰嘹）提出，器点与文本长度噎之间存在噎嘽噡器噞嘲的关系，参
数噡（噩噮噤噩噣噡噴噯噲嘭噡）与实词、虚词使用频率有关。噩噮噤噩噣噡噴噯噲嘭噡不受文本长度的影响，具有较好
的区别书面语体、口语语体的作用。

噅嘮重复率（噒噒）嘺是描述集中程度的统计量，重复率越高即意味着有更多的词重复出现，
词汇丰富度小。

噆嘮基尼系数（噇）：噐噯噰噥噳噣噵（嘲嘰嘱嘱噢）研究证实基尼系数越小，文本中词的使用就越不均
匀，词汇丰富度越低；反之，文本中的词的使用就越趋于平均。

在描写性分析层面，首先选取了四种不同的词汇丰富度特征。根据以上四类指标在不同语
体上的均值来看，可以得到相对较为一致的排序，其中：微博的词汇丰富度总是最高的，其次
是新闻和政论，再次是散文与小说，而学术、公文和歌词的词汇使用相对均匀，丰富性较低。
仔细查看显著性值，基于词汇丰富性的特征噜重复率嘢噜词的型例比嘢噜基尼系数嘢，新闻与政论语
体的用词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具有相似性，可聚为一类。但在其他情况下，词汇
丰富度的特征体现在不同语体上存在冲突，如在噜重复率嘢的特征下，散文和学术语体具有相似
性，但在噜基尼系数嘢特征下，公文语体和学术语体具有相似性，与理想状态不符合，因而不是
很好的区别性特征。

噇嘮噍噖噒：是文本中具有修饰性的词语数量与动词数量的比例。从在不同语体上的均值看，
从大到小依次为：散文＞小说＞歌词＞微博＞学术＞新闻＞政论＞公文。不同语体对应于不同
的交际目的，因而在话语的叙述上具有不同程度的描写性、议论性的风格。噍噖噒值高，体现了
文本的描写性和修饰性作用强，语言更加生动，表述灵活多变，具有文学性。反之则更加体现
了政论与公文文本的说明性和指令性意味，话语表达可能较为平淡单一。在图凯检测中，将歌
词与微博两类语体聚合，体现了口语化的风格，但却未能够将其余语体聚合，或许是由于不同
于歌词和微博语体的句子普遍较短，其他文本的数值分布不够均衡，因而较难归类。

噈嘮词汇密度：指文本中的实词数量与词汇总数量的比例。学者噕噲噥（嘱嘹嘷嘱）的研究表明词
汇密度越高，实词数量越多，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文本的书面化与正式的程度。词汇密度高，
表明文本中出现的含有实际意义的词语更多。从词汇密度上看，均值的排序为：公文＞政论＞
新闻＞学术＞微博＞歌词＞小说＞散文，大致符合我们对于语体的印象。前四类具备书面语体
的正式性特点，具有传达信息、指导的性质；微博与歌词作为以网络为媒介的非传统形式上的
书面语，介于中间。从词汇密度的角度也发现，语体是一个连续统，处于正式语体嘯非正式语体
的连续体中。小说、散文中，前者叙述故事刻画人物，后者议论抒情，可以认为是书面语中的
非正式语体。从显著性值观察，语体主要聚集为两类，分别是：政论、公文，歌词、小说。

（三）句子可读性分析

噉嘮平均词长：总词数数量与总字数数量的比值，能够代表语言单位的复杂程度，反映了文
本用词的平均长度。从平均词长的均值看，可知政论＞公文＞学术＞新闻＞微博＞散文＞小说
＞歌词。平均词长越短，文本更加简单易读。图凯检测中将歌词与小说，政论与公文两种语体
聚集在一起，分别代表了文本阅读难易程度的两极。

噊嘮句子破碎度：指句子中间因断句而停顿的次数，也即一句话的零散程度。一般来说，句
中标点符号越多，停顿也就越多，破碎度也就越高，语言口语性越强，反之，则句子流畅通
达，书面性越强。从破碎度的均值可知，学术、新闻、公文、散文、政论语体的句子流畅通
达，书面性较强，而微博、小说与歌词三种语体偏向于口语化，也印证了小说在正式语体嘯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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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语体的连续体中，偏向于口语化表达的语体。

噋嘮句子离散度和平均句长：离散度指文本中句子句长偏离平均句长的程度，反映了文本节
奏上的变化，离散度小则表明句子富有韵律性，平稳有秩；反之则跌宕起伏、富于变化。其
中，平均句长指文本中的所有句子的长度之总和与句子总数之比。两者可用汉字或词语进行相
应的统计。从离散度及句子长度的均值比较八类语体，排序从大到小为：学术＞公文＞新闻＞
政论＞散文＞微博＞小说＞歌词。可以看到语体依据文本的韵律节奏分为了两大类，学术与公
文都有明确的写作规范和指导，对于语言的规整性和书面化的程度约束性极强，因而文本节奏
趋于稳定；歌词的文本一般篇幅相对较短，句子与句子之间的长度变化不一，音乐旋律的节奏
对其有约束性；从另一方面来说，歌曲也属于诗歌，是富有韵律性的语体，在节奏乃至押韵方
面都有特色。根据噋噲噵噳噫噡噬嘭噗噡噬噬噩噳检验的成对比较可知，散文、微博、政论语体之间差异性不显
著，这三种语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都具有评述性和议论性，因而文本的节奏较为相似。

结合单因素方差分析，以上的部分计量指标能够较好地区分出不同的语体，分别是：标点
符号、噔噔噒、噍噖噒、平均词长、词汇密度、平均句长（词）、平均句长（字）、破碎度、离
散度（词）、离散度（字）、双音节动词等嘱嘱个语言特征。将上述分析体现的语体的风格特点
与功能归纳为表嘳：

歌词 公文 散文 微博 小说 新闻 学术 政论

语气丰富 嘫 嘫 嘫 嘫 嘫

正式性 嘫 嘫 嘫 嘫

词汇丰富 嘫 嘫 嘫

描写性 嘫 嘫 嘫 嘫

议论、抒情性 嘫 嘫 嘫 嘫

文本可读性 嘫 嘫 嘫 嘫

口语性强 嘫 嘫 嘫

文本节奏韵律性 嘫 嘫 嘫 嘫

表 嘳嘮 语体风格汇总表

3.2 基基基于于于逻逻逻辑辑辑回回回归归归模模模型型型的的的语语语体体体表表表达达达

不同的语体能够因不同的语言成分聚集在一起，印证了语体与语体之间并非绝对互斥，而
是由于语言特征的分布和比例各有差异，因此形成了具有独特语言风格的语体。那么语体是否
能够通过语言特征及其各自的系数进行量化表达呢？我们借助噓噐噓噓进行逻辑回归分析，能够探
讨对因变量产生影响的自变量，以及这些自变量的权重。

在逻辑回归分析中，自变量的选择应遵循少而精的原则，需剔除显著性不高的变量，
以从诸多变量因子中找到更具影响的要素。因此，先采取逐步回归法确认主要变量，能够
确保加入新变量之前，回归方程中始终都包含显著的变量。将上述的嘱嘱种特征传入后，逐
步回归进行了嘱嘰步，其中离散度（字）被自动除去。表嘴是逐步回归最终模型的拟合优度信
息表，显示噐＝嘰嘮嘰嘰嘰，拒绝原假设，因而认为回归模型显著有效。其中，嘭嘲 对数似然的值越
小，拟合效果越好。从结果中看出，加入了自变量后的模型比仅有常数项的模型拟合更优秀
（嘶嘶嘵嘴嘮嘲嘱嘳＞嘹嘵嘰嘮嘱），显示出具有统计学意义。

模模模型型型拟拟拟合合合信信信息息息

模型
模型拟合条件 似然比检验

嘭嘲 对数似然 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仅截距 嘶嘶嘵嘴嘮嘲嘱嘳

最终 嘹嘵嘰嘮嘱嘰嘰 嘵嘷嘰嘴嘮嘱嘱嘳 嘷嘰 嘮嘰嘰嘰

表 嘴嘮 多分类逻辑回归拟合优度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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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得到了每类语体的线性回归函数表达式（具体数值详见附录噂），初
步认为每种语体由以下的语言特征和其回归系数组合构成。例如，噙为小说语
体，噘嘱噘嘲嘮 嘮 嘮 嘮 嘮 嘮 噘嘱嘰为语言特征，构成如下表达式：噙嘽嘷嘰嘮嘶嘴嘴噘嘱嘭嘵嘮嘴嘴噘嘲嘫嘲嘮嘲嘲嘲噘嘳嘭嘵嘰嘮嘰嘴嘱噘嘴嘭
嘰嘮嘳嘷嘵噘嘵嘭嘰嘮嘱嘳嘹噘嘶嘫嘰嘮嘰嘴嘵噘嘷嘫嘰嘮嘰嘵嘱噘嘸嘭嘹嘹嘮嘵嘹嘶噘嘹嘭嘱嘶嘮嘵嘶嘰噘嘱嘰嘫嘱嘱嘷嘮嘷嘵嘸

其中，噅噸噰（噂）是逻辑回归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用以度量某个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程
度。在理想条件下，值越高，则对应的自变量越为重要。将每种语体下语言特征的噐值依次进
行排序，整理于表嘵。发现标点符号、词汇密度对于大部分语体都十分重要，排于前列，而双音
节动词稍弱。例如歌词语体，体现文本节奏和韵律的语言特征噼噼标点符号和双音节动词，对
于区别该语体更为重要；而小说语体中，噔噔噒显著，更能突出与其他语体的相异之处。

歌词 标点符号、双音节动词、破碎度、平均句长（字）、噍噖噒、离散度
（词）、平均句长（词）、词汇密度、噔噔噒、平均词长

公文 标点符号、词汇密度、平均句长（字）、离散度（词）、平均句长
（词）、破碎度、平均词长、噍噖噒、双音节动词、噔噔噒

散文 标点符号、破碎度、平均句长（词）、离散度（词）、噔噔噒、平均句长
（字）、词汇密度、噍噖噒、平均词长、双音节动词

微博 标点符号、词汇密度、噔噔噒、破碎度、离散度（词）、平均句长
（字）、平均句长（词）、噍噖噒、平均词长、双音节动词

小说 标点符号、噔噔噒、离散度（词）、平均句长（词）、平均句长（字）、
破碎度、词汇密度、噍噖噒、平均词长、双音节动词

新闻 标点符号、词汇密度、噔噔噒、平均句长（字）、离散度（词）、破碎
度、平均句长（词）、噍噖噒、平均词长、双音节动词

学术 平均词长、词汇密度、平均句长（词）、破碎度、离散度（词）、平均
句长（字）、标点符号、噍噖噒、噔噔噒、双音节动词

表 嘵嘮 各语体特征重要性排序

3.3 语语语体体体的的的聚聚聚类类类

在前两部分中，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与逻辑回归模型，得到了具有较好区别性的嘱嘱 类语体
特征。为了验证计量特征区别语体的可行性，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语体进行聚类研究，并
从计算的角度观察和分析语体的范畴分类体系。筛选后的嘱嘱个特征分别为：标点符号比例、双
音节噶比例、噔噔噒、噍噖噒、词汇密度、平均词长、破碎度、平均句长（字）、离散度（词）、
平均句长（字）、离散度（词）。使用的聚类方法原理是：以每种特征的平均值为依据，根据
值的相似程度来合并不同的语体，适用于暂不确定语体应当分为几大类别时的情况。设定统一
参数为：相似性水平（噉）为嘹嘵嘥，联结法为最长距离，距离度量为噅噵噣噬噩噤噥噡噮平方，标准化变
量。聚类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嘲嘮语体聚类（嘱嘷类语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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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嘳嘮语体聚类（嘱嘱类语言特征）

通过对比发现，在嘱嘱类语言特征的基础上明显具有较好的聚类效果，分为了三个层次。首
先，八类语体共分为两大类别：第一个聚类的集合中有歌词、散文、小说、微博。其中散文和
小说语体的文本相似度为嘹嘵嘮嘶嘶嘥，微博与其相似度为嘹嘰嘮嘶嘸嘥，歌词与其相似度为嘸嘱嘮嘴嘸嘥噼噼也
即第一大聚类的文本间相似度；第二个聚类的集合中有公文、新闻、政论和学术，新闻和政论
语体的文本的相似度为嘹嘱嘮嘶嘰嘥，公文与其相似度为嘸嘲嘮嘷嘴嘥，学术与之相似度为嘳嘹嘮嘰嘶嘥。据此，
我们对语体体系进行了归纳总结，构建了基于计算的语体范畴分类体系。如下图所示，语体自
上而下，口语性逐渐增强，非正式性程度加深。在正式性的程度上：公文＞学术文献＞政论＞
新闻报道＞小说＞散文＞微博＞歌词＞谈话＞问答。

图嘴嘮语体范畴分类

通过计算获得的聚类结果符合传统语体学对于语体范畴分类的认知，并且在前文相关性分
析的章节中也有体现，但也有与经验认知相异之处。首先，在第一层次上，语体二分为噜正式语
体和非正式语体嘢。这里的命名方式借鉴了冯胜利（嘲嘰嘱嘰）的语体体系，正式度是最基本、最原
始的语体范畴，是话语的本质属性。我们不以媒介载体（书面语嘯口语）为分类依据，而是以特
征体现出来的风格为标准，这也是语体形成的内在语言学根据。其次，从聚类的结果看，内部
还有更进一步、更深层次的合并。在讨论语体的语言属性时，语体所体现出来的风格归根结底
是由于其交际性来定义的。因此在第二层次上，从交际目的出发进行了抽象的概括。命名方式
上借鉴了国际英语语料库噉噃噅嘭噇噂的名称。

正式性的语体下嘬分为指导性和信息性语体，前者包含公文、学术等具有指导、规范性质的
语体，一般是给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人员查阅，因而专业性、正式性强，读者在阅读时较为晦
涩、困难；后者包含政论、新闻等由上至下传达信息的语体，这类语体由于需要对更加广泛的
群体进行信息的传播，一定程度上要求通顺易读，所以正式性相比指导性语体稍弱。非正式语
体包含创作性语体、独白性语体和对话性语体。其中，散文和小说虽为书面语形式，但从前文
的分析中能够看到，特征所显示的风格是有口语化倾向的。尤其是小说的破碎度、离散度高，
口语性强，节奏韵律强。不同于指导、信息性语体具有抽象性和说明性，创作性语体多叙述，
多刻画描写细节。为了表达上的通俗易懂，语言可以说是经过一定修整和加工的口语化表达。

新的分类体系帮助我们认识了语体之间的连续性，在进行多种语体分类时，提供了新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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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手段。相比于以往的分类体系，进一步摈弃了从内容上对语体进行区分的刻板印象，以语
言特征的分布和功能上重新调整，更加具有客观性。

4 基基基于于于机机机器器器学学学习习习模模模型型型的的的语语语体体体分分分类类类

不同于上一小结探讨语体特征与语体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语体风格的分析，这一部分开
展语体的自动分类，希望纳入更加丰富的语言信息，以查看这些语言要素的组合在分类中的作
用，提高分类的准确率。

首先，以嘱嘷种语体特征为特征项，取得随机森林（噒噆噃）总体准确率为嘹嘱嘮嘲嘵嘥。可见从
语言结构的计量特征上已经能够较好地区分各类语体。观察分类结果，在八类语体上，歌词
的噆嘱值始终是最高的，政论语体次之。说明所选择的语言特征已经有较好的区别和解释作用。
特别是歌词语体，能够全部被分类正确。观察语料，这是由于歌词语体本身的形式十分有特
点：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我们俩的回忆

就像一本青春手册

有过天真有过痛

也有很多快乐快乐

嘮 嘮 嘮 嘮 嘮 嘮

在格式上，每一小句构成一行，极为工整；每一句小句的字数、词语数也基本相同，因而
正确率高。体现了这两类语体的结构稳固，形式化的特征最为明显；而散文的分类结果较低，
这是由于作者的写作风格差异，且创作性语体也不需要遵循过多的格式规范，因而在语体分类
上表现稍差。

观察错例发现，公文语体主要是被错误归类到了新闻、学术和政论语体中，政论和学术语
体也是一样，说明这四种书面、具有正式性语体的相似度强。新闻语体分类的正确率最低，错
例分布范围最广，这是因为其种类多样，一般有消息、通讯、新闻特写、调查报告、专访、社
论、述评、思想评论、理论文章、副刊等。其中，思想、理论性强的社论、理论文章易与政论
混淆；而报道人物、具有文艺色彩的专访、副刊也易与创作性语体混淆。下两例分别被错误划
分至了小说和散文，例嘴具有小说的叙事性质，口语化较强；例嘵具有散文的议论性质，均具有
文艺色彩：

例嘱：这一聊，竟聊出了感情。噜他天天来我家附近找活做，空闲的时候就和我聊天，有时
有人想用他的残疾摩托车，他就送人家过去，回来后又跟我接着聊天，渐渐就有了感情。嘢方老
说。

例嘲：安倍噜拜鬼嘢之日，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正在欧洲兜售日本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的噜独
特嘢主张。但安倍在靖国神社为军国主义招魂的深深一躬，使得玄叶的一切外交言辞都加倍苍
白，也加倍讽刺。倘若心障不除，纵然舌绽莲花，也无法把噜魔影嘢打扮成噜魅影嘢。

微博也被错误归类到不同语体。微博是社交平台，涵盖了官方、自媒体、个人的发布的各
类消息。如下方例嘶被分至新闻语体，例嘷被归类到散文语体：

例嘳：嘲嘰嘱嘰年嘱嘲月，湖南农民李清及妻子李红英被带至内蒙古鄂尔多斯看守所。嘲嘰嘱嘱年嘹月
当地法院以噜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嘢，判处李清有期徒刑嘵年，并处罚金嘲嘱嘵嘱万元。

例嘴：征税是一项艺术，如同拔鹅毛，把鹅都快拨裸体了，鹅还舒服的一声不叫，那真叫顶
级艺术家。

从上述错误分类的内容看，难以从外在格式线索辨别差异，需进一步挖掘其他语言特征
作为分类依据。因此，除了主观地选取语言成分外，还采取噎元结构为形式特征，这是将文本
中连续噎个语言要素组成的字符串作为特征，可以体现语体中语言成分联结的紧密程度和搭配
关系，并弥补词和词、句与句之间关系省略的问题。理论上认为，噎值越大，越贴近真实的语
言组成特点，但实际上噎值的增加会带来数据的稀疏。例如，本研究中由于歌词语体格式具有
特殊性，大部分文本每行只有嘱嘭嘲句句子，如果以嘳元结构及以上作为特征，则可能产生较多空
值，对于文本分类意义弱。因此主要选择了词、词类、标点符号及其嘲元结构为比较研究的对
象，并选择语言要素噔噯噰嘳嘰嘰的特征项，理由如下：

CC
L 
20
21

第二十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论文集，第398页-第412页，呼和浩特，中国，2021年8月13日至15日。
(c) 2021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计算语言学

图嘵嘮噎元结构组合准确率

上图中，横坐标为噎元结构，纵坐标为随机森林分类器的噆嘱值，不同颜色的折线代表了
不同的维度在此特征上的准确率。由于标点符号没有嘵嘰嘰维的数据，因此数据为嘰（词类仅
有嘳嘲维，同理）。可以看到，当选取噔噯噰嘱嘰嘰时，分类的准确率不稳定；当选取噔噯噰嘲嘰嘰时，准确
率偏低。因此，最终选取噔噯噰嘳嘰嘰维，将每一种语言特征都尽可能保持在嘳嘰嘰维度左右。

结合多种语言层面的特征，观察分类效果，所选择的语体特征及对应的准确率列表如下：

语语语体体体特特特征征征 准准准确确确率率率（（（%））） 语语语体体体特特特征征征 准准准确确确率率率（（（%）））

词 嘹嘲嘮嘸嘱 语体特征 嘹嘱嘮嘲嘵

词类 嘸嘴嘮嘰嘶 词嘲噮嘫词类嘲噮 嘹嘳嘮嘷嘵

标点符号 嘸嘷嘮嘱嘹 词嘲噮嘫标点符号嘲噮 嘹嘵嘮嘰嘰

词嘲噮 嘹嘴嘮嘰嘶 词嘲噮嘫词类嘲噮嘫标点符号嘲噮 嘹嘶嘮嘰嘰

词类嘲噮 嘸嘵嘮嘹嘴 词嘲噮嘫词类嘲噮嘫标点符号嘲噮嘫语体特征 嘹嘷嘮嘲嘵

标点符号嘲噮 嘸嘸嘮嘵嘹

表 嘶嘮 语言特征组合准确率（嘥）

第一、二列数据展示了词、词类及标点符号的一元和二元的分类效果，比较来看，准确率
由高到低依次是：词的嘲元结构＞词＞语言特征＞标点符号的嘲元结构＞标点符号＞词类的嘲元
结构＞词类。从分类结果可以明显看到，首先，这几类单从形式上表征文本的特征均具有一定
的分类效果，但区别的效果不同。在词层面的区别效果最佳，词是组成语句、篇章的具有一定
意义的最小结构单元，关于语体定义的噜词语类别嘢说（乐秀拔嘱嘹嘵嘹）认为，语体是指在运用上
受各种范围所限制的词语类别，根据文章的性质和内容、根据接受的对象，选择适合于我们所
需要的词语。虽然不足以定义语体的概念，但通过分类实验，我们验证了在单一的形式表征层
面，词语的区分效果最好。语言特征略次于词及词的二元结构，高于其他的形式结构，再次说
明了其在语体分类中的重要作用。标点符号是语篇中辅助词语表达的一种手段，可以表示句子
的停顿和连贯、句子疑问、感叹、陈述等语气，体现了语句组织连贯性的特点；词类是词按照
句法功能进行的分类，表示词语的属性类别，相比于标点符号，其在文章中的作用较弱，因而
分类准确率较低。其次，从词、词类和标点符号来说，嘲元结构的分类作用均高于单一的结构特
征，一般认为，嘲元体现了语言单位前后组合的相互关系，包含了更多信息，因而分类结果更
优。

第三、四列数据体现了语言的组合结构，我们发现，在词嘲噮的基础上依次增加一种形式特
征，分类的准确率就有逐步地提升。词嘲噮嘫词类嘲噮嘫标点符号嘲噮嘫语体特征＞词嘲噮嘫词类嘲噮嘫标
点符号嘲噮＞词嘲噮嘫标点符号嘲噮＞词嘲噮＞词嘲噮嘫词类嘲噮。噜词嘲噮嘫词类嘲噮嘫标点符号嘲噮嘫语体特
征嘢的组合具有目前最优的分类效果，准确率达嘹嘷嘮嘲嘵嘥。根据分类结果查看组合特征的有效
性，发现在语体的构成中，每一种语言层级都是构筑成语篇的一种建筑材料，具有不可或缺的
重要性。如微博文本（截取片段）在噜词嘲噮嘫词类嘲噮嘢的特征上被错分为了新闻语体：

例嘵：嘱嘰月嘴日嘲嘱时许，甘肃省庆城县三十铺镇阜城村一刚满嘲个月男婴在家中被盗。经当地
公安机关工作，嘱嘲日抓获王家彦等嘴名犯罪嫌疑人，安全解救被盗婴儿。昼夜奋战三天，刚刚回
到北京。圆满完成抓捕解救任务，心情舒畅。送上鲜花，向辛苦奔波的全体打拐民警致以诚挚
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今晚工作进展顺利，可以睡个安稳觉了。诸位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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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噜词嘲噮嘫标点符号嘲噮嘢和噜词嘲噮嘫词类嘲噮嘫标点符号嘲噮嘢等组合特征下均能够被分类正
确，可能是由于标点符号的使用体现了微博文本的特点。又如小说《幸福的家庭》被错分为微
博，说明仅从词语、标点嘲噮的组合关系难以区分这类口语化程度较高的文本：

例嘶：他的笔立刻停滞了；他仰了头，两眼瞪着房顶，正在安排那安置这噜幸福的家庭嘢的地
方。他想：噜北京？不行，死气沉沉，连空气也是死的。假如在这家庭的周围筑一道高墙，难道
空气也就隔断了么？简直不行！江苏浙江天天防要开仗；福建更无须说。四川，广东？都正在
打。

从上述的分类结果，能看到组合特征的重要性和区别度。部分文本即使在人工判断时也可
能出错，但在客观的语言规律和统计数据的支持下，语体分类系统能够较好地平衡经验与理性
的不一致问题，从而为语体的计量和分类研究提供了一种量化的方法和参考。

5 结结结论论论和和和展展展望望望

本文开展了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语体研究，兼顾语体学的基本理论和统计机器学习的方
法。使用了量化的方法对语体加以形式化的表达，并探索语体间的差异和语体的基本构成，使
研究反哺语体学理论的发展。主要可以总结为下列两个方面：嘱、语言特征的组合构成了语体，
其权重的差异表现为不同语体的风格和功能有差异。嘲、语体又因语言特征的差异加以明显区
分，从分类的角度来看，不同层次的语言特征具有不同的区别度，说明对文本的重要性不同。

限于对语体学理论知识和分类算法的知识，目前仅考虑到从语言特征层面、分类的角度来
研究自然语言处理中的语体学，仍较为浅薄。在未来的研究中，有两个可以探索的方向。首
先，目前选取的语言特征还较有限。语体监控着语篇整体的形成，每一种层面都是不可或缺
的。虽然从语音韵律、词语、词类层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说明，但未涉及到句法结构层面以及
语篇层面。其次，在选取代表性的语言特征时，主要是基于前人的研究和自身的知识结构，较
为主观。是否可以运用深度学习自动挖掘语言特征，突破人工选取的经验性，形成新的发现。

但文本能够在噜词嘲噮嘫词类嘲噮嘫标点符号嘲噮嘫语体特征嘢上被分类正确，可能是由于虽然文本
的破碎度较高，但其离散程度和平均句长具有小说的特点，能够体现小说语体的韵律性和节奏
性。从上述的分类结果，能看到组合特征的重要性和区别度。部分文本即使在人工判断时也可
能出错，但在客观的语言规律和统计数据的支持下，语体分类系统能够较好地平衡经验与理性
的不一致问题，从而为语体的计量和分类研究提供了一种量化的方法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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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噁嘮各语体特征均值

歌歌歌词词词 公公公文文文 散散散文文文 微微微博博博 小小小说说说 新新新闻闻闻 学学学术术术 政政政论论论

标标标点点点符符符号号号

比比比例例例
嘰嘮嘲嘴 嘰嘮嘲嘰 嘰嘮嘲嘴 嘰嘮嘲嘴 嘰嘮嘲嘶 嘰嘮嘲嘲 嘰嘮嘲嘵 嘰嘮嘲嘱

单单单音音音节节节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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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单音音音节节节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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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比比例例例
嘰嘮嘰嘳 嘰嘮嘰嘲 嘰嘮嘰嘲 嘰嘮嘰嘳 嘰嘮嘰嘲 嘰嘮嘰嘲 嘰嘮嘰嘳 嘰嘮嘰嘳

双双双音音音节节节v

比比比例例例
嘰嘮嘱嘴 嘰嘮嘲嘶 嘰嘮嘱嘲 嘰嘮嘱嘵 嘰嘮嘱嘱 嘰嘮嘱嘸 嘰嘮嘱嘷 嘰嘮嘲嘷

TTR 嘰嘮嘲嘸 嘰嘮嘲嘸 嘰嘮嘳嘴 嘰嘮嘳嘷 嘰嘮嘳嘳 嘰嘮嘳嘵 嘰嘮嘲嘸 嘰嘮嘳嘴

indicator

-a
嘱嘰嘮嘰嘳 嘹嘮嘵嘷 嘱嘳嘮嘹嘸 嘱嘶嘮嘳嘰 嘱嘲嘮嘴嘳 嘱嘲嘮嘵嘲 嘸嘮嘰嘷 嘱嘴嘮嘵嘲

RR 嘰嘮嘰嘲 嘰嘮嘰嘱 嘰嘮嘰嘱 嘰嘮嘰嘱 嘰嘮嘰嘱 嘰嘮嘰嘱 嘰嘮嘰嘲 嘰嘮嘰嘱

G 嘰嘮嘴嘵 嘰嘮嘴嘶 嘰嘮嘳嘷 嘰嘮嘳嘱 嘰嘮嘳嘹 嘰嘮嘳嘷 嘰嘮嘴嘷 嘰嘮嘳嘶

MVR 嘰嘮嘵嘵 嘰嘮嘲嘲 嘰嘮嘶嘷 嘰嘮嘵嘴 嘰嘮嘶嘱 嘰嘮嘴嘲 嘰嘮嘴嘹 嘰嘮嘳嘲

词词词汇汇汇密密密度度度 嘰嘮嘷嘳 嘰嘮嘸嘰 嘰嘮嘶嘸 嘰嘮嘷嘵 嘰嘮嘷嘰 嘰嘮嘷嘷 嘰嘮嘷嘵 嘰嘮嘷嘸

平平平均均均词词词长长长 嘱嘮嘸嘰 嘲嘮嘲嘷 嘱嘮嘸嘶 嘱嘮嘹嘶 嘱嘮嘸嘲 嘲嘮嘱嘰 嘲嘮嘱嘸 嘲嘮嘲嘹

破破破碎碎碎度度度 嘱嘮嘲嘲 嘳嘮嘳嘸 嘳嘮嘳嘲 嘲嘮嘴嘸 嘲嘮嘱嘴 嘳嘮嘵嘳 嘶嘮嘱嘴 嘲嘮嘹嘰

平平平均均均句句句长长长

（（（字字字）））
嘸嘮嘶嘵 嘵嘷嘮嘵嘴 嘳嘰嘮嘱嘰 嘲嘲嘮嘰嘰 嘱嘹嘮嘶嘷 嘴嘸嘮嘶嘲 嘹嘱嘮嘱嘶 嘳嘵嘮嘳嘶

离离离散散散度度度

（（（字字字）））
嘲嘮嘷嘶 嘳嘹嘮嘲嘱 嘱嘹嘮嘲嘴 嘲嘰嘮嘰嘶 嘱嘶嘮嘲嘸 嘲嘸嘮嘲嘰 嘶嘰嘮嘵嘹 嘲嘴嘮嘴嘴

平平平均均均句句句长长长

（（（词词词）））
嘵嘮嘵嘵 嘲嘷嘮嘹嘰 嘱嘸嘮嘵嘴 嘱嘲嘮嘷嘹 嘱嘲嘮嘵嘸 嘲嘶嘮嘱嘱 嘴嘸嘮嘷嘸 嘱嘷嘮嘰嘹

离离离散散散度度度

（（（词词词）））
嘲嘮嘰嘷 嘲嘱嘮嘳嘰 嘱嘲嘮嘹嘲 嘱嘲嘮嘵嘸 嘱嘱嘮嘰嘴 嘱嘶嘮嘶嘳 嘳嘵嘮嘵嘶 嘱嘳嘮嘲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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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噂嘮多分类逻辑回归参数表

种种种类类类a B 显显显著著著性性性 Exp(B) 种种种类类类a B 显显显著著著性性性 Exp(B)

歌歌歌词词词

截截截距距距 嘸嘳嘸嘮嘸嘴嘷 嘮嘹嘹嘸

小小小说说说

截截截距距距 嘱嘱嘷嘮嘷嘵嘸 嘮嘰嘰嘰

标标标点点点 嘵嘳嘹嘮嘸嘹嘸 嘮嘹嘹嘷 嘲嘮嘹嘸噅嘫嘲嘳嘴 标标标点点点 嘷嘰嘮嘶嘴嘴 嘮嘰嘰嘱 嘴嘮嘷嘸嘸嘰嘶噅嘫嘳嘰

词词词汇汇汇密密密度度度 嘭嘷嘷嘮嘳嘶嘶 嘮嘹嘹嘹 嘲嘮嘵嘲噅嘭嘳嘴 词词词汇汇汇密密密度度度 嘭嘵嘮嘴嘴嘰 嘮嘶嘴嘹 嘰嘮嘰嘰嘴

TTR 嘭嘱嘶嘱嘮嘰嘴嘱 嘮嘹嘹嘹 嘱嘮嘱嘵噅嘭嘷嘰 TTR 嘲嘮嘲嘲嘲 嘮嘸嘸嘰 嘹嘮嘲嘲嘲

平平平均均均词词词长长长 嘭嘴嘰嘵嘮嘲嘷嘴 嘮嘹嘹嘸 嘹嘮嘸嘱噅嘭嘱嘷嘷 平平平均均均词词词长长长 嘭嘵嘰嘮嘰嘴嘱 嘮嘰嘰嘱 嘱嘮嘸嘵噅嘭嘲嘲

破破破碎碎碎度度度 嘲嘲嘮嘷嘸嘵 嘮嘹嘹嘹 嘷嘸嘵嘶嘵嘸嘱嘲嘳嘶 破破破碎碎碎度度度 嘭嘮嘳嘷嘵 嘮嘶嘴嘳 嘰嘮嘶嘸嘸

平平平均均均句句句长长长（（（字字字））） 嘲嘲嘮嘵嘴嘶 嘮嘹嘹嘸 嘶嘱嘸嘷嘰嘰嘵嘴嘳嘹 平平平均均均句句句长长长（（（字字字））） 嘭嘮嘱嘳嘹 嘮嘸嘶嘷 嘰嘮嘸嘷

平平平均均均句句句长长长（（（词词词））） 嘭嘳嘹嘮嘴嘷嘲 嘮嘹嘹嘹 嘷嘮嘲嘱噅嘭嘱嘸 平平平均均均句句句长长长（（（词词词））） 嘮嘰嘴嘵 嘮嘹嘷嘵 嘱嘮嘰嘴嘶

离离离散散散度度度（（（词词词））） 嘭嘲嘶嘮嘵嘶嘹 嘮嘹嘹嘶 嘲嘮嘸嘹噅嘭嘱嘲 离离离散散散度度度（（（词词词））） 嘮嘰嘵嘱 嘮嘶嘴嘳 嘱嘮嘰嘵嘲

双双双音音音节节节动动动词词词比比比例例例 嘲嘱嘴嘮嘸嘱嘷 嘮 嘱嘮嘹嘷噅嘫嘹嘳 双双双音音音节节节动动动词词词比比比例例例 嘭嘹嘹嘮嘵嘹嘶 嘮嘰嘰嘰 嘵嘮嘵嘷噅嘭嘴嘴

MVR 嘷嘮嘶嘲嘹 嘱嘮嘰嘰嘰 嘲嘰嘵嘷嘮嘰嘹嘱 MVR 嘭嘱嘶嘮嘵嘸嘰 嘮嘰嘰嘰 嘶嘮嘳嘰噅嘭嘰嘸

公公公文文文

截截截距距距 嘳嘱嘮嘴嘳嘶 嘮嘰嘸嘶

新新新闻闻闻

截截截距距距 嘴嘵嘮嘰嘷嘲 嘮嘰嘱嘳

标标标点点点 嘳嘳嘮嘰嘳嘳 嘮嘰嘰嘸 嘲嘮嘲嘱嘹嘱嘲噅嘫嘱嘴 标标标点点点 嘵嘷嘮嘶嘶嘵 嘮嘰嘰嘰 嘱嘮嘱嘰嘵嘹嘱噅嘫嘲嘵

词词词汇汇汇密密密度度度 嘲嘶嘮嘲嘷嘸 嘮嘰嘰嘰 嘲嘮嘵嘸嘵嘲嘹噅嘫嘱嘱 词词词汇汇汇密密密度度度 嘲嘵嘮嘶嘳嘵 嘮嘰嘰嘰 嘱嘮嘳嘵嘸嘴嘲噅嘫嘱嘱

TTR 嘭嘶嘲嘮嘳嘹嘷 嘮嘰嘰嘰 嘷嘮嘹嘷噅嘭嘲嘸 TTR 嘴嘮嘳嘱嘲 嘮嘶嘳嘲 嘷嘴嘮嘶嘰嘳

平平平均均均词词词长长长 嘭嘱嘳嘮嘵嘱嘶 嘮嘱嘲嘰 嘱嘮嘳嘵噅嘭嘰嘶 平平平均均均词词词长长长 嘭嘲嘹嘮嘹嘷嘸 嘮嘰嘰嘰 嘹嘮嘵嘷噅嘭嘱嘴

破破破碎碎碎度度度 嘭嘱嘮嘳嘰嘱 嘮嘰嘰嘵 嘰嘮嘲嘷嘲 破破破碎碎碎度度度 嘭嘮嘳嘵嘷 嘮嘴嘴嘹 嘰嘮嘷

平平平均均均句句句长长长（（（字字字））） 嘮嘵嘲嘲 嘮嘱嘲嘷 嘱嘮嘶嘸嘶 平平平均均均句句句长长长（（（字字字））） 嘮嘴嘶嘳 嘮嘱嘶嘷 嘱嘮嘵嘸嘹

平平平均均均句句句长长长（（（词词词））） 嘭嘮嘵嘶嘵 嘮嘴嘲嘷 嘰嘮嘵嘶嘸 平平平均均均句句句长长长（（（词词词））） 嘭嘮嘴嘱嘴 嘮嘵嘵嘳 嘰嘮嘶嘶嘱

离离离散散散度度度（（（词词词））） 嘭嘮嘰嘸嘹 嘮嘱嘲嘶 嘰嘮嘹嘱嘵 离离离散散散度度度（（（词词词））） 嘭嘮嘲嘵嘳 嘮嘰嘰嘰 嘰嘮嘷嘷嘶

双双双音音音节节节动动动词词词比比比例例例 嘭嘳嘰嘮嘰嘹嘸 嘮嘰嘰嘰 嘸嘮嘴嘹噅嘭嘱嘴 双双双音音音节节节动动动词词词比比比例例例 嘭嘶嘰嘮嘵嘹嘰 嘮嘰嘰嘰 嘴嘮嘸嘶噅嘭嘲嘷

MVR 嘭嘱嘹嘮嘷嘰嘴 嘮嘰嘰嘰 嘲嘮嘷嘷噅嘭嘰嘹 MVR 嘭嘱嘲嘮嘷嘶嘲 嘮嘰嘰嘰 嘲嘮嘸嘷噅嘭嘰嘶

散散散文文文

截截截距距距 嘶嘶嘮嘹嘱嘰 嘮嘰嘰嘷

学学学术术术

截截截距距距 嘭嘱嘱嘮嘳嘳嘵 嘮嘵嘹嘴

标标标点点点 嘳嘹嘮嘴嘵嘲 嘮嘰嘵嘲 嘱嘮嘳嘶嘰嘵嘵噅嘫嘱嘷 标标标点点点 嘭嘱嘱嘮嘰嘱嘰 嘮嘴嘷嘵 嘱嘮嘶嘵噅嘭嘰嘵

词词词汇汇汇密密密度度度 嘭嘱嘴嘮嘵嘷嘱 嘮嘲嘱嘹 嘴嘮嘷嘰噅嘭嘰嘷 词词词汇汇汇密密密度度度 嘲嘮嘹嘶嘰 嘮嘶嘸嘴 嘱嘹嘮嘲嘹

TTR 嘭嘱嘮嘰嘲嘳 嘮嘹嘴嘲 嘰嘮嘳嘶 TTR 嘭嘵嘱嘮嘶嘴嘹 嘮嘰嘰嘰 嘳嘮嘷嘱噅嘭嘲嘳

平平平均均均词词词长长长 嘭嘱嘸嘮嘴嘱嘶 嘮嘱嘷嘳 嘱嘮嘰嘱噅嘭嘰嘸 平平平均均均词词词长长长 嘱嘶嘮嘶嘶嘸 嘮嘱嘰嘶 嘱嘷嘳嘲嘶嘲嘰嘲嘮嘱

破破破碎碎碎度度度 嘳嘮嘴嘴嘴 嘮嘰嘰嘰 嘳嘱嘮嘳 破破破碎碎碎度度度 嘮嘲嘸嘰 嘮嘵嘸嘵 嘱嘮嘳嘲嘳

平平平均均均句句句长长长（（（字字字））） 嘭嘱嘮嘴嘲嘲 嘮嘰嘲嘸 嘰嘮嘲嘴嘱 平平平均均均句句句长长长（（（字字字））） 嘭嘮嘷嘸嘶 嘮嘰嘳嘷 嘰嘮嘴嘵嘵

平平平均均均句句句长长长（（（词词词））） 嘲嘮嘳嘲嘸 嘮嘰嘳嘹 嘱嘰嘮嘲嘵嘷 平平平均均均句句句长长长（（（词词词））） 嘲嘮嘰嘹嘲 嘮嘰嘰嘷 嘸嘮嘱

离离离散散散度度度（（（词词词））） 嘭嘮嘳嘴嘴 嘮嘰嘰嘲 嘰嘮嘷嘰嘹 离离离散散散度度度（（（词词词））） 嘭嘮嘱嘹嘲 嘮嘰嘰嘲 嘰嘮嘸嘲嘵

双双双音音音节节节动动动词词词比比比例例例 嘭嘱嘱嘱嘮嘵嘵嘴 嘮嘰嘰嘰 嘳嘮嘵嘷噅嘭嘴嘹 双双双音音音节节节动动动词词词比比比例例例 嘭嘷嘵嘮嘴嘶嘶 嘮嘰嘰嘰 嘱嘮嘶嘸噅嘭嘳嘳

MVR 嘭嘱嘶嘮嘸嘱嘲 嘮嘰嘰嘰 嘵嘮嘰嘰噅嘭嘰嘸 MVR 嘭嘱嘱嘮嘷嘵嘴 嘮嘰嘰嘱 嘷嘮嘸嘶噅嘭嘰嘶

微微微博博博

截截截距距距 嘶嘴嘮嘱嘰嘵 嘮嘰嘰嘶

标标标点点点 嘴嘰嘮嘴嘷嘳 嘮嘰嘲嘶 嘳嘮嘷嘷嘵嘸嘸噅嘫嘱嘷

词词词汇汇汇密密密度度度 嘳嘱嘮嘶嘰嘰 嘮嘰嘰嘱 嘵嘮嘲嘹嘴嘸嘷噅嘫嘱嘳

TTR 嘲嘴嘮嘵嘲嘵 嘮嘰嘵嘴 嘴嘴嘸嘰嘰嘰嘲嘲嘶嘶嘰

平平平均均均词词词长长长 嘭嘳嘸嘮嘶嘳嘳 嘮嘰嘰嘲 嘱嘮嘶嘷噅嘭嘱嘷

破破破碎碎碎度度度 嘲嘮嘱嘸嘸 嘮嘰嘰嘵 嘸嘮嘹嘱嘴

平平平均均均句句句长长长（（（字字字））） 嘮嘲嘲嘷 嘮嘶嘹嘷 嘱嘮嘲嘵嘴

平平平均均均句句句长长长（（（词词词））） 嘭嘱嘮嘲嘷嘳 嘮嘲嘳嘵 嘰嘮嘲嘸

离离离散散散度度度（（（词词词））） 嘮嘳嘵嘴 嘮嘰嘰嘰 嘱嘮嘴嘲嘵

双双双音音音节节节动动动词词词比比比例例例 嘭嘶嘳嘮嘱嘵嘵 嘮嘰嘰嘰 嘳嘮嘷嘳噅嘭嘲嘸

MVR 嘭嘱嘵嘮嘸嘸嘱 嘮嘰嘰嘰 嘱嘮嘲嘷噅嘭嘰嘷

CC
L 
20
21

第二十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论文集，第398页-第412页，呼和浩特，中国，2021年8月13日至15日。
(c) 2021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