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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目前的英语可读性研究主要针对第一语言学习和在英语环境下的英语学习（歅歓歌），
我国学生在中文环境下学习英语（歅歆歌），因此针对第一语言学习、歅歓歌学习及其他
国家的歅歆歌学习的英语文本可读性研究不适合对我国英语文本进行可读性评测。本文
基于人教版小学到高中英语教材设计了英语可读性评测公式，该公式可按我国英语教
学规划对英语文本进行可读性评测，进而为我国学生推荐适合的英语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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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歔歨步 歳歴歵此歹 歯武 歅歮歧歬歩歳歨 歲步歡此歡止歩歬歩歴歹 歭歡歩歮歬歹 武歯正歵歳步歳 歯歮 欌歲歳歴 歬歡歮歧歵歡歧步 歬步歡歲歮歩歮歧 歡歮此 歅歮歧歬歩歳歨
歬步歡歲歮歩歮歧 歩歮 歡歮 歅歮歧歬歩歳歨 步歮歶歩歲歯歮歭步歮歴 欨歅歓歌欩欮 歃歨歩歮步歳步 歳歴歵此步歮歴歳 歬步歡歲歮 歅歮歧歬歩歳歨 歩歮 歡 歃歨歩歮步歳步
步歮歶歩歲歯歮歭步歮歴欬 歩歴 歩歳 歅歆歌欮 歓歯欬 歴歨步 歳歴歵此歩步歳 歯歮 歴歨步 歲步歡此歡止歩歬歩歴歹 歯武 歅歮歧歬歩歳歨 歴步歸歴歳 歡歲步 歮歯歴
歳歵歩歴歡止歬步 武歯歲 步歶歡歬歵歡歴歩歮歧 歴歨步 歅歮歧歬歩歳歨 歲步歡此歡止歩歬歩歴歹 武歯歲 歃歨歩歮步歳步 歅歮歧歬歩歳歨 歬步歡歲歮歩歮歧欮 歁歮 歅歮歧歬歩歳歨
歲步歡此歡止歩歬歩歴歹 步歶歡歬歵歡歴歩歯歮 武歯歲歭歵歬歡 歩歳 此步歳歩歧歮步此 止歡歳步此 歯歮 歴歨步 歅歮歧歬歩歳歨 歴步歸歴止歯歯歫歳 歰歵止歬歩歳歨步此
止歹 歴歨步 歐步歯歰歬步欧歳 歅此歵正歡歴歩歯歮 歅此歩歴歩歯歮 武歲歯歭 步歬步歭步歮歴歡歲歹 歴歯 歨歩歧歨 歳正歨歯歯歬欮 歔歨歩歳 武歯歲歭歵歬歡 正歡歮
步歶歡歬歵歡歴步 歴歨步 歲步歡此歡止歩歬歩歴歹 歯武 歅歮歧歬歩歳歨 歴步歸歴歳 歡正正歯歲此歩歮歧 歴歯 歃歨歩歮步歳步 歅歮歧歬歩歳歨 歴步歡正歨歩歮歧 歰歬歡歮欬
歡歮此 歴歨步歮 歲步正歯歭歭步歮此 歳歵歩歴歡止歬步 歅歮歧歬歩歳歨 歲步歡此歩歮歧 歭歡歴步歲歩歡歬歳 武歯歲 歃歨歩歮步歳步 歳歴歵此步歮歴歳欮

Keywords: 歒步歡此歡止歩歬歩歴歹 武歯歲歭歵歬歡 欬 歅歓歌 欬 歅歆歌

1 引引引言言言

阅读是学习语言的重要途经，文本可读性研究的主要任务是预测文本的阅读难度，并向目
标读者推荐其阅读能力适用的阅读资料，进而提高语言学习者的学习质量和学习效果。
文本可读性研究始于欱欹欲欱年，主要是请有经验的专家或者教师对英语文本的难度进行主观

评价，该方法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目前广泛采用的方法是使用自然语言处理相关技术对文本的
阅读难度进行定量、自动的分析；而其语种也从最初的英语扩展到汉语、西班牙语、孟加拉
语、印地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俄语、日语等近二十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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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英语可读性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第一语言学习的可读性研究，针对的是
母语学习者，如英国、美国人在本国学习英语；二是歅歓歌（歅歮歧歬歩歳歨 歡歳 歡 歓步正歯歮此 歌歡歮歧歵歡歧步）学
习的可读性研究，针对的是非母语学习者在英语环境中学习英语的群体，如非母语者在英国、
美国学习英语；三是歅歆歌（歅歮歧歬歩歳歨 歡歳 歡 歆歯歲步歩歧歮 歌歡歮歧歵歡歧步）学习的可读性研究，针对非母语学
习者在非英语环境中学习英语的群体，如中国学生在中国学习英语。

我国很早就开始了英语教学，欲欰欰欱年教育部发布了《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欨实验稿欩》，
意味着我国从小学阶段正式开始实施英语教学。为了提升英语教学效果，我国教学领域的研究
者们对教科书进行一定的可读性评估，以甄选出适宜的语言材料 欨辜向东、关晓仙欬 欲欰欰欳欩。由
于我国的英语教学属于歅歆歌，所以进行可读性研究时需要结合我国学生的学习特点，从歅歆歌英
语学习的角度研究英语文本的可读性评测。

本文计划基于我国小学到高中英语教材、选择影响我国学生学习英语效果的特征构建可读
性评测公式。论文的组织结构如下：欱欮介绍文本可读性的研究现状；欲欮使用已有的可读性公式对
我国英语教材进行可读性评测，说明目前的研究无法对我国的英语教材进行正确的评测；欳欮选
择特征、构建符合我国英语教学计划的英语文本可读性公式，并按年级给出评测分值；欴欮利用
本论文设计的公式对英语读物进行可读性评测；欵欮对本文的研究进行总结。

2 研研研究究究背背背景景景

文本可读性研究通常包括三个部分内容：制定分级标准、构建可读性语料库、设计可
读性评测方法，下面首先从这三个方面介绍相关研究现状，最后从第一语言学习、歅歓歌学
习、歅歆歌学习三个方面系统介绍英语文本可读性公式。

2.1 可可可读读读性性性分分分级级级标标标准准准

常见的可读性分级标准有三类：一是按照读者的年龄和年级进行分类，例如儿童英文分
级阅读歒歡歺 歋歩此歳按读者的年龄和年级分为了欲欷个级别。二是按照一定原则将可读性分为定性
的几个等级，如非常容易、容易、难、非常难等。三是按照具体的分值说明文本的可读性或
者阅读难度，例如被广泛运用于标准化考试、出版机构、学术及语言测验的蓝思（歌步歸歩歬步）分
级体系，该分级体系是美国教育科研机构为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而研究出的一套衡量学生阅
读水平和标识文章难易程度的标准，是衡量阅读能力与文章难易度的科学方法，其数值范围
为歂歒欭欲欰欰欰歌。

2.2 可可可读读读性性性语语语料料料库库库构构构建建建

文本可读性评测一般需要带有文本可读性分级信息的数据集来训练评测模型。构建语料库
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基于教材构建可读性语料库，这种语料库主要按照年级给出文本的等
级标准。二是人工进行文本可读性标注，如美国歃歃歓歓（歃歯歭歭歯歮 歃歯歲步 歓歴歡歴步 歓歴歡歮此歡歲此歳）语料
库、歃歅歆歒语料库等 欨歍步歮歧歬歩歮 歘歩歡 步歴 歡歬欮欬 欲欰欱欶欻 歓歡歲歡 步歴 歡歬欮欬 欲欰欱欲欩。

2.3 可可可读读读性性性评评评测测测方方方法法法

目前，常用的文本可读性评测方法主要有公式法、传统机器学习方法和深度学习方法三
类 欨吴思远等欬 欲欰欱欸欩。公式法是指通过对文本可读性特征进行量化分析，将其纳入线性方程来
预测文本可读性。传统机器学习方法主要基于可读性语料库、采用文本分类或者排序的方法进
行文本可读性评测 欨歉歳歬歡歭 步歴 歡歬欮欬 欲欰欱欲欻 歋歵歭歩歫歯 步歴 歡歬欮欬 欲欰欱欰欩。深度学习法利用一些神经网络模
型发掘更多的文本特征，从更多层面学习影响文本可读性的难度，进而评测文本的可读性 欨唐
玉玲、于东欬 欲欰欲欰欻 歃歨歡 歍 步歴 歡歬欮欬 欲欰欱欷欻 歔歯歶歬歹 步歴 歡歬欮欬 欲欰欲欰欩。

公式法是可读性评测方法使用最早、最成熟的方法。下面介绍英语可读性公式的研究现
状。

2.4 基基基于于于公公公式式式法法法的的的英英英语语语可可可读读读性性性评评评测测测现现现状状状

根据使用对象的不同，英语可读性公式可以分为两类：针对第一语言学习的可读性公式和
针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可读性公式，针对第二语言学习的英语可读性公式又分为两种：歅歓歌公式
和歅歆歌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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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英英英语语语第第第一一一语语语言言言可可可读读读性性性公公公式式式研研研究究究

针 对 第 一 语 言 学 习 的 英 语 可 读 性 公 式 很 多 ， 常 用 的 有歆歬步歳正歨欭
歋歩歮正歡歩此、歆歯歧、歁歒歉、歃歯歬步歭歡歮欭歌歩歡歵等。歆歬步歳正歨欭歋歩歮正歡歩此公式如下所示：

Y 欽 欰.欳欹 ∗歘1 欫 欱欱.欸 ∗歘2 − 欱欵.欵欹

歙代表文本所适用的美国年级，歘1代表每句平均单词数，歘2代表每词平均音节数。

2.4.2 英英英语语语第第第二二二语语语言言言可可可读读读性性性公公公式式式研研研究究究(ESL)

歅歓歌（歅歮歧歬歩歳歨 歡歳 歡 歓步正歯歮此 歌歡歮歧歵歡歧步）公式主要针对母语为非英语、在英语环境中学习英
语的那些群体，歍正歁歬歰歩歮步 欨欲欰欰欵欩指出：句长和短单词会对非母语学习者产生更大影响，其设计
的歅歓歌可读性公式如下所示：

Y 欽 欨歘1 欫歘2欩/歘3

歙表示阅读指数，歘1表示单词数，歘2为小单词数，歘3为句子数。

2.4.3 英英英语语语第第第二二二语语语言言言可可可读读读性性性公公公式式式研研研究究究(EFL)

歅歆歌（歅歮歧歬歩歳歨 歡歳 歡 歆歯歲步歩歧歮 歌歡歮歧歵歡歧步）公式，是专为处在非英语环境中，不以英语为主要
交流语言的学习群体设计，针对我国英语教学现状，歅歆歌的方式可能更加贴合学生英语学习。

欱欮 日本英语可读性公式
歅歆歌公式中比较知名的有日本学者建立的歍歩歹歡歺歡歫歩 歅歆歌 歒步歡此歡止歩歬歩歴歹 歉歮此步歸 欨歇歲步步歮欌步歬此欬

欲欰欰欴欩：

Y 欽 欱欶欴.欹欳欵− 欨欱欸.欷欹欲 ∗歘1欩− 欨欱.欹欱欶 ∗歘2欩

歙表示阅读指数，歘1为单词长度（按字母数），歘2为每句平均词数。
欲欮 我国英语可读性公式
我国的英语文本可读性评测分为两类：一是使用第一语言公式，如重庆大学的晏生

宏 欨欲欰欰欵欩开发英语可读性测量系统歅歒歍歓时使用的是歆歬步歳正歨公式。王玲 欨欲欰欲欰欩在对初中英语
教科书进行可读性评测时使用了歌步歸歩歬步 歁歮歡歬歹歺步歲，它是美国用于教材可读性评测的工具。二是
构建第二语言公式。林铮 欨欱欹欹欵欩基于单词和句子难度开发了易读性测量系统。其计算公式为：

Y 欽 欰.欹欸 ∗歘1 欫 欰.欱 ∗歘2

歙欽可读性分数，歘1欽单词难度，歘2欽句子难度。
刘江莉 欨欲欰欱欷欩使用线性回归方法为初中生设计了可读性公式：

Y 欽 欷.欵欹 欫 欰.欶欲 ∗歘1 − 欰.欱欱欸 ∗歘2 欫 欰.欰欲欹 ∗歘3 − 欰.欰欹欸 ∗歘4

其中欬歙欽年级水平，歘1欽连词数，歘2欽主题词数，歘3欽五级词汇数，歘4欽简单句数。（公
式中统计的特征数量都是以每百词为基准）。
综上所述，目前没有可以用于小学到高中全年级的英语可读性公式。因此本文计划使用人

教版小学到高中阶段的教材，设计可供全年级参考的英语可读性公式。

3 基基基于于于已已已有有有公公公式式式对对对我我我国国国英英英语语语教教教材材材的的的可可可读读读性性性评评评测测测

本 文 分 别 选 取 了 第 一 语 言 学 习 （歆歬步歳正歨欭歋歩歮正歡歩此） 、歅歓歌欨歍正歁歬歰歩歮步论 文 公
式欩和歅歆歌（歍歩歹歡歺歡歫歩 歅歆歌 歒步歡此歡止歩歬歩歴歹 歉歮此步歸）的三个公式，对我国人教版小学到高中英
语教材进行可读性评测，表欱所示为应用这三个公式对我国英语教材的可读性评测结果。由表可
见：
（欱）歆歬步歳正歨欭歋歩歮正歡歩此所得分数对应的是美国年级，因此我国小学一、二年级的英语教材可

读性对应于第一语言学习的学前水平；三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的教材的可读性对应于第一语言学
习的小学水平；高中三个年级的教材的可读性对应于第一语言学习的初中水平。
（欲）选用的歅歓歌公式，其分值欱欭欲欰为非常容易、欲欱欭欲欵为容易、欲欶欭欲欹代表困难、欳欰分以上

为非常困难。可见，我国小学一直到高中二年级教材的可读性分值均不大于欲欰，说明其可读性
为非常容易；高中三年级的教材的可读性分值为欲欲，属于容易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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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欳）选用的歅歆歌公式的分数范围为欰欭欱欰欰，分数越高代表文本可读性越好、阅读难度越
低。可见，小学的可读性分值均为约欸欰以上，说明非常容易阅读；初中教材的可读性分值
为欶欰欭欷欰，也属于非常容易阅读的范畴；高中教材的可读性分值为欵欰多，也属于较易阅读的范
围。

阶阶阶段段段 年年年级级级 Flesch-Kincaid评评评测测测 ESL评评评测测测 EFL评评评测测测

欱 欰 美国学前 欹 非常容易 欸欵 容易
欲 欰 美国学前 欹 非常容易 欸欰 容易
欳 欱 美国欱年级 欱欰 非常容易 欷欸 容易

小学 欴 欲 美国欲年级 欸 非常容易 欸欷 容易
欵 欲 美国欲年级 欷 非常容易 欹欳 容易
欶 欳 美国欳年级 欸 非常容易 欸欴 容易

欷 欲 美国欲年级 欱欵 非常容易 欷欰 容易
初中 欸 欴 美国欴年级 欱欲 非常容易 欷欶 容易

欹 欵 美国欵年级 欱欶 非常容易 欶欹 容易

欱欰 欶 美国欶年级 欲欰 非常容易 欵欶 容易
高中 欱欱 欶 美国欶年级 欲欰 非常容易 欵欵 容易

欱欲 欷 美国欷年级 欲欲 容易 欵欱 容易

歔歡止歬步 欱欺 基于已有公式的英语教材可读性评测

以上分析发现：目前已有的一些可读性公式不适合针对我国英语学习的英语文本可读性评
测，因此有必要设计基于我国英语教学规划的英语文本可读性评测模型。

4 面面面向向向我我我国国国英英英语语语学学学习习习的的的英英英语语语文文文本本本可可可读读读性性性评评评测测测模模模型型型研研研究究究

进行可读性评测的前提是有确定的可读性分级标准以及对应的可读性语料库，本文以年级
作为可读性分级标准（从小学到高中一共欱欲个年级）、以人教版小学到高中的英语教材作为可
读性语料库、基于公式法研究面向我国英语学习的英语文本可读性评测模型。具体步骤包括：
英语教材库构建、文本可读性特征抽取、文本可读性公式构建、按年级的文本可读性等级标准
确定。

4.1 可可可读读读性性性语语语料料料库库库构构构建建建

本文基于人教版小学、初中、高中英语教材，通过歏歃歒识别和人工校对的方法对教材文
本进行整理。其中歏歃歒识别使用了百度翻译功能对图片内容进行提取，该功能的精度可达
到欹欰欥以上，后期再进行人工校对，保证文本的准确性。

经过整理，本文建立了一个英语文本语料库，共包含欴欷欰篇英语课文，语料库基本情况见
表欲。本实验将语料库分为实验集与测试集两部分，其中实验集文本欳欱欵篇用于可读性公式的构
建，测试集文本欱欵欵篇用于可读性公式的验证。

阶阶阶段段段 年年年级级级 文文文本本本数数数 阶阶阶段段段 年年年级级级 文文文本本本数数数

欱 欲欴 初中 欷 欴欲
欲 欲欴 欸 欴欸

小学 欳 欳欴 欹 欴欱
欴 欵欳 高中 欱欰 欳欹
欵 欵欵 欱欱 欴欱
欶 欴欹 欱欲 欲欰

歔歡止歬步 欲欺 我国英语教材基本情况

4.2 我我我国国国英英英语语语文文文本本本可可可读读读性性性特特特征征征

文本可读性特征一般分为三个层次 欨歈步歩歬歭歡歮 步歴 歡歬欮欬 欲欰欰欷欩：词级、句级及篇章级，结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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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研究及技术可实现，本文计划抽取以下三类欵个可读性特征：词级（平均词长、名词种数占
比、动词种数占比）、句级（平均句长）、篇章级（人称代词比例）。
此外，我们通过问卷调查了影响我国学生阅读英语的可读性特征，共收集有效问卷欴欸欷份，

除了已经选择的三类五个特征，还有以下三类特征是影响我国学生进行英语阅读的主要因素。
（欱）从句。从句不仅使句子长度增加，并且给学生阅读理解文本造成一定困难，因此本文

计划引入两个反映从句的文本特征：从句比例和从句平均句长。
（欲）外国命名实体。命名实体通常指文本中的人名、地名机构名，歉歴歺歩歡歲 欨欲欰欱欴欩在论文中

将命名实体作为可读性特征之一。由于文化差异以及翻译特点，学生反映英语中的外国命名实
体会降低文本的可读性，因此本文引入外国命名实体比例作为可读性特征。

（欳）常用词表级别。特定的单词列表可以很好地区分不同阶段的学习群体。教育部为不同
阶段学生制定了对应的单词表。本文计划将这些词表引入到可读性评测中，使用的具体特征有
两个：常用词占比欽文本中的常用词种数欯文本的词种数，常用词覆盖率欽文本常用词种数欯常用
词总数。
综上所述，本文使用欱欰个可读性特征，分别为：欱欮词级特征欵个：平均词长、名词种数占

比、动词种数占比、常用词占比和常用词覆盖率；欲欮句级特征欳个：平均句长、从句比例和平均
从句句长；欳欮篇章级特征欲个：人称代词比例、外国命名实体比例。

4.3 基基基于于于线线线性性性回回回归归归模模模型型型的的的英英英语语语可可可读读读性性性模模模型型型设设设计计计

4.3.1 实实实验验验文文文本本本集集集处处处理理理

在特征抽取之前首先对文本进行预处理，包括标点符号的处理，缩写单词的还原
如歜歉欧歭欢、歜正歡歮欧歴欢等。特征抽取时用到了词性标注、命名实体识别等技术，主要使用的是斯
坦福大学开发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歓歴歡歮武歯歲此 歃歯歲步歎歌歐 欨歍歡歮歮歩歮歧 步歴 歡歬欮欬 欲欰欱欴欩。

4.3.2 特特特征征征筛筛筛选选选

对本文选取的欱欰个文本特征进行相关性分析，普遍认为当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大
于欰欮欸时，两者高度相关。实验发现，欱欰个变量中存在欳组变量高度相关，分别是：平均句长与
平均从句句长欺欰欮欸欵欶；平均句长与从句比例欺欰欮欸欲欵；平均从句句长与从句比例欺欰欮欸欰欴。本文从我
国学生特点和与文本等级的相关性考虑，保留了平均句长特征，最终可读性特征从欱欰个变为
了欸个（常用词占比、常用词覆盖率、平均词长、名词种数占比、动词种数占比、平均句长、人
称代词比例、外国命名实体比例）。

4.3.3 线线线性性性回回回归归归模模模型型型建建建立立立

为了尽可能使用多个变量来预测文本难度，本文采用向后选择法进行回归分析。在回归过
程中模型依次排除了动词种数占比、人称代词比例和平均词长三个特征，最终提供了欴个模型，
四个模型的歆值越来越大（歆欱欽欱欷欳欮欸欵欵，歰<欰欮欰欵；歆欴欽欲欷欸欮欳欰欴，歰<欰欮欰欵），说明方程的回归效
果越来越好。最终方程使用了欵个预测变量，分别是常用词占比、常用词覆盖率、名词种数占
比、平均句长、外国命名实体比例。在建立可读性模型之后对其进行检验，检验过程如下：

欱欮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拟合优度检验一般是通过调整后的歒方来判断自变量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因变量。歒方越

接近欱，公式的解释力越强。模型中拟合优度歒方欽欰欮欸欱欸，表示方程能够解释欸欱欮欸欥的变异，拟
合效果较好。调整歒方＝欰欮欸欱欵，拟合度也比较理想。

欲欮回归方程歆检验
回归方程歆检验，是检验所有自变量总体对因变量的影响，回归方程的歆值越大，自变

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越大。只有当歰值小于欰欮欰欵时，模型的歆检验才能通过。本实验中最终模型
的歆欽欲欷欸欮欳欰欴，歰欽欰欮欰欰欰，小于欰欮欰欵，说明该模型的歆检验通过。

欳欮回归系数歔检验
歆检验之后，还需要对自变量进行单独检验。当自变量的显著性歰值小于欰欮欰欵时，则说明

该变量对模型有显著影响。如表欳所示，本实验中模型所用的欵个变量的歰值都小于欰欮欰欵，均
通过了歔检验。并且各个变量的共线性容忍度都大于欰欮欱，方差膨胀因子（歖歉歆）都小于容差
的欱欰倍，表明不存在共线性。
本文设计的英语可读性公式为：

Y 欽 欲欳欴.欱欲欹− 欲欶欷.欱欹欲 ∗歘1 − 欱欶欴.欱欰欱 ∗歘2 欫 欳欳欲欵.欳欶欱 ∗歘3 欫 欱欳.欳欱 ∗歘4 欫 欴欴欵.欴欹欴 ∗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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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模模型型型
非非非标标标准准准化化化系系系数数数 标标标准准准系系系数数数

t sig
共共共线线线性性性统统统计计计量量量

歂 标准误差 试用版 容差 歖歉歆

欨常量欩 欲欳欴欮欱欲欹 欵欸欮欱欷欳 欴欮欰欲欵 欮欰欰欰
名词种数占比 欭欲欶欷欮欱欹欲 欴欷欮欱欳欲 欭欮欱欴欳 欭欵欮欶欶欹 欮欰欰欰 欮欹欳 欱欮欰欷欵
常用词占比 欭欱欶欴欮欱欰欱 欵欴欮欵欱欸 欭欮欱欱欲 欭欳欮欰欱 欮欰欰欳 欮欴欲欶 欲欮欳欴欸

欴 常用词覆盖率 欳欳欲欵欮欳欶欱 欳欱欱欮欴欹欴 欮欴欴欸 欱欰欮欶欷欶 欮欰欰欰 欮欳欳欴 欲欮欹欹欱
平均句长 欱欳欮欳欱 欱欮欲欹欴 欮欴欱欶 欱欰欮欲欸欴 欮欰欰欰 欮欳欵欹 欲欮欷欸欳

外国命名实体比例 欴欴欵欮欴欹欴 欱欱欲欮欰欳欲 欮欱欰欴 欳欮欹欷欷 欮欰欰欰 欮欸欵欴 欱欮欱欷欱

歔歡止歬步 欳欺 回归系数歔检验

其中歙＝可读性分数，歘1＝名词种数占比，歘2＝常用词占比，歘3＝常用词覆盖率，歘4欽平
均句长，歘5欽外国命名实体比例。常数项可以看作是值恒为欱的一个虚拟变量的系数。为了避免
实验过程中忽视掉一些虚拟变量，本文选择加入常数项来对公式进行优化。最终公式的分数越
高，代表文本难度越高。从标准系数的绝对值结果来看，该公式中常用词覆盖率是最重要的预
测变量。

4.3.4 基基基于于于年年年级级级的的的可可可读读读性性性等等等级级级确确确定定定

本文使用公式对语料库的实验集文本进行计算，根据得分情况，按照分布频率大致划分小
学到高中的各个阶段的得分区间，如下表欴所示。由于初一英语的难度与六年级相差不大，本文
将欵欭欷年级划分到了一个等级。

年年年级级级 得得得分分分区区区间间间

欱欭欲年级（小学低年级段） 欰欭欱欰欰

欳欭欴年级（小学中年级段） 欱欰欰欭欱欶欰

欵欭欷年级（小学高年级段、初一） 欱欵欰欭欲欳欰

欸欭欹年级（初二、初三） 欲欱欰欭欳欶欰

欱欰欭欱欲年级（高中） 欳欶欰欭欵欰欰

歔歡止歬步 欴欺 年级划分标准

5 实实实验验验

5.1 实实实验验验设设设计计计

该部分使用本论文设计公式对人教版英语教材以及为我国小学生设计的英语分级读物《攀
登英语阅读系列》进行验证。同时本文还对在我国普遍使用的英语课外读物《剑桥国际少儿英
语》和《书虫》系列图书进行了评测。

5.2 评评评测测测结结结果果果

欱欮对人教版教材的可读性评测使用本文公式对测试集的欱欵欵篇文本进行评测来验证公式的准
确性，结果如表欵所示。

年年年级级级 文文文本本本数数数 得得得分分分范范范围围围 准准准确确确率率率

欱欭欲 欱欰 欲欳欭欱欱欰 欸欰欥
欳欭欴 欳欰 欷欲欭欱欷欳 欸欸欥
欵欭欷 欵欱 欱欳欶欭欲欴欴 欸欴欥
欸欭欹 欲欹 欲欰欳欭欳欸欷 欷欴欥

欱欰欭欱欲 欳欵 欳欲欴欭欴欷欸 欸欰欥

歔歡止歬步 欵欺 测试集可读性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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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欵可知，本文公式的准确率大部分都在欸欰欥以上，整体准确率为欸欱欮欲欥，公式的预测效
果较好。由于欹年级处于向高中过渡阶段，文本中句子长度有所增加，导致部分文本的分数高
于欳欶欰分，所以该阶段的准确性略低一些。接下来将使用该公式对部分英语课外读物进行可读性
评测。

欲欮《攀登英语阅读系列》
歜攀登英语阅读系列欢是歜国家攀登计划欢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研究项目科研成果，是北京

师范大学歜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欢国家重点实验室系统专门为促进我国欵欭欱欲岁儿童英语阅读能力
发展而研发的英语分级阅读图画书。它包括歜关键阅读技能训练欢和歜分级阅读欢两个部分。歜分级
阅读欢共包括六个级别的阅读资源，覆盖了国家《英语课程标准》要求掌握的主要词汇、句式和
语法点，能满足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英语水平的孩子的英语阅读需求。本文使用不同公
式对六个级别的欶欰篇文本进行了评测，评测的结果如表欶所示。

文文文本本本等等等级级级 本本本文文文公公公式式式评评评测测测

一级 欹欴 我国欱欭欲年级
二级 欹欷 我国欱欭欲年级
三级 欱欴欳 我国欳欭欴年级
四级 欱欵欷 我国欳欭欴年级
五级 欲欰欹 我国欵欭欷年级
六级 欲欲欵 我国欵欭欷年级

歔歡止歬步 欶欺 《攀登英语阅读系列》可读性评测

从表欶可知，《攀登英语》的平均难度比较符合我国小学各阶段阅读。本文设计公式的评测
结果也符合图书的实际使用建议。

欳欮 《书虫》
歜书虫欢系列是外研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为中国英语学习者出版的系列图书。书目主题

多元，包含名著简写、自然科学、名人传记等多种题材。图书按照难度分为入门级到欶级共七
个级别，覆盖我国小学高年级到大学低年级，分别对应为：入门级（小学高年级）、欱欭欲级（初
中）、欳欭欵级（高中）、欶级（大学）。
从该系列中选取了欲本推荐初中和高中阅读的名著进行评测，分别是《爱丽丝梦游仙境》、

《双城记》第一部。其评测结果如表欷所示，由于两本图书为国外经典名著，虽然在内容方面已
经进行了简化，但是词汇以及句子等仍然较为复杂，所以难度也更高。可见：《书虫》系列所
推荐的阅读材料难度偏高，更加适合高年级学生阅读。

书书书目目目 推推推荐荐荐我我我国国国年年年级级级 词词词汇汇汇量量量 本本本文文文公公公式式式评评评测测测

《爱丽丝梦游仙境》 初中 欳欲欶欶 欵欰欲 我国高中以上
《双城记》 高中 欳欴欷欰 欶欵欲 我国高中以上

歔歡止歬步 欷欺 《书虫》系列读物的可读性评测

欴欮《剑桥国际少儿英语》
由于《剑桥国际少儿英语》第一册的内容是听说，所以评测只包含欲欭欶年级文本，应用第一

语言学习评测公式（歆歬步歳正歨欭歋歩歮正歡歩此）、歅歓歌评测公式欨歍正歁歬歰歩歮步论文公式欩、以及本文设计的公
式对《剑桥国际少儿英语》欲欭欶年级文本进行评测的结果如表欸所示。
由表欸可知，该系列图书适合美国欱欭欵年级学生阅读；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较为容易。

本文所设计公式的评测结果显示，该图书适合欳年级以上，即有一定英语基础的学生使用。综上
所述，该套图书更加适合我国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学生使用。

6 总总总结结结

本文根据我国学生学习英语的特点，基于人教版小学到高中一共欱欲年级的英语教材设计了
一个可读性公式，该公式除了常用的文本可读性特征名词种数占比、平均句长以外，还使用了
反映我国歅歆歌学习特点的特征：常用词占比、常用词覆盖率和外国命名实体比例，因此更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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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年级级级 Flesch评评评测测测 ESL评评评测测测 本本本文文文公公公式式式评评评测测测

欲 欱 美国欱年级 欸 非常容易 欱欲欴 我国欳欭欴年级
欳 欳 美国欳年级 欱欴 非常容易 欲欰欱 我国欵欭欷年级
欴 欴 美国欴年级 欱欵 非常容易 欲欲欷 我国欵欭欷年级
欵 欵 美国欵年级 欱欷 非常容易 欲欶欳 我国欸欭欹年级
欶 欵 美国欵年级 欱欹 非常容易 欳欰欳 我国欸欭欹年级

歔歡止歬步 欸欺 《剑桥国际少儿英语》可读性评测

我国英语教学的特点，实验证明，该公式的评测结果能更好地为我国学生推荐适合的英语阅读
文本。
由于时间有限，本文仅基于欱欰个文本可读性特征、采用线性回归的方法设计了英语可读性

公式，今后还可以在可读性特征抽取以及可读性评测模型设计两方面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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