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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尽管悲观者认为，职场中永远不可能存在性别平等。但随着人们观念的转变，愈来愈
多的人们相信，职业的选择应只与个人能力相匹配，而不应由个体的性别决定。目前
已经发现自然语言处理的各个任务中都存在着职业性别偏见。但这些研究往往只针对
特定的英文任务，缺乏针对中文的、综合多任务的职业性别偏见测量研究。本文基于
霍兰德职业模型，从中文自然语言处理中常见的三个任务出发，测量了词向量、共指
消解和文本生成中的职业性别偏见，发现不同任务中的职业性别偏见既有一定的共
性，又存在着独特的差异性。总体来看，不同任务中的职业性别偏见反映了现实生活
中人们对于不同性别所选择职业的刻板印象。此外，在设计不同任务的偏见测量指标
时，还需要考虑如语体、词序等语言学要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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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言言言

刻板印象（杳杴来杲来杯杴杹杰来）指的是人们对于特定人或事物相对概括的看法，通常是一种先入为
主的印象。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来自于生长的环境，总是有限的。当遇到不熟悉的人或事物时，
人们倾向于对其分类，或者说为之寻找一个标签木杌杯杣杫杳杬来杹 来杴 条杬朮本 朱朹朸朲朩，以获取信息并迅速建
立其概念，而这种类别标签通常来自于个体过去直接或间接的经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
刻板印象的分类方式是准确和有用的，但也存在种种局限性。因此，刻板印象既有其积极性，
也有可能产生偏见（杢杩条杳），对部分群体造成伤害。且即使是正面的刻板印象也可能会造成不
好的影响木权杺杯杰杰 来杴 条杬朮本 朲朰朱朵朩。关于能力或性格的刻板印象是偏见的常见来源木杈杩杬杴杯杮 条杮杤 杶杯杮
杈杩杰杰来杬本 朱朹朹朶朩，可能会对特定种族、性别和从事某一职业的人不利。语言作为反映人类思维的
镜子，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人类社会中的种种偏见，其中就包括职业性别偏见。
汉语作为孤立语，不会通过词形变化来表达语法意义。在没有语法性别的情况下，汉语职

业名词并不能从其本身看到性别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汉语的职业名词中不存在性别偏见，
其隐含的性别意义难以简单从表面上看出。一方面，人们会在某些情况下对职业名词前面加
上杜男朢、杜女朢，如杜女司机朢、杜男护士朢，强调不符合人们职业性别刻板印象的职业性别关联；
另一方面，在实际语境中对于特定职业和性别的刻板印象或偏见总是内隐地存在着，如存在于
特定的搭配中。汉语的这一特点也就意味着其职业名词中的性别偏见更加隐蔽和难以捕捉。
借助于飞速发展的互联网，这些隐蔽的职业性别偏见随着文字、图像等多种信息媒介迅速

被传递和改变，而这也渗透到以此为数据源的各种自然语言处理算法和下游应用中。例如，一
项研究表明，有关职业的图像搜索结果中存在着偏见，并且进一步影响了人们对现实世界职业
分布的看法木杋条杹 来杴 条杬朮本 朲朰朱朵朩。
目前，已经有学者研究了不同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中的职业偏见，特别是职业性别偏见现

象，发现在不同的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中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职业性别偏见，这与现实生活中的
职业性别隔离是对应的。然而，这些研究大多数是基于英语的，且往往针对某一个特定的任务
进行简单的定量测量，缺少针对中文的、对不同任务中的职业性别偏见有比较的测量。此外，
针对不同的任务设计偏见测量指标时，也未见有研究考量可能会对其造成影响的语言学特征。
本文综合了语言学研究和我国职业的特点，并根据霍兰德职业模型（杈杯杬杬条杮杤 杶杯杣条杴杩杯杮条杬

杭杯杤来杬），选择了六种职业类别，共计朸朱个职业名词作为研究对象。然后，为了全面测量不同
中文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中的职业性别偏见，本文选择了词向量（杷杯杲杤 来杭杢来杤杤杩杮杧）、共指消解
（杣杯杲来杦来杲来杮杣来 杲来杳杯杬杵杴杩杯杮）和文本生成（杴来杸杴 杧来杮来杲条杴杩杯杮），设计了不同的实验和测量指标评价
不同任务中存在的职业性别偏见。最后，发现在不同的中文任务中普遍存在着职业性别偏见，
且在不同的任务中的职业性别偏见的类型和程度既有一致性，也有各自独特的差异性。总体来
看，这些职业性别偏见往往和我们生活中对职业性别的刻板印象是一致的。此外，在设计不同
任务的偏见测量指标时，还需要考虑如词序等语言学要素的影响。

2 相相相关关关工工工作作作

2.1 社社社会会会中中中的的的职职职业业业性性性别别别偏偏偏见见见

职业性别隔离，即职业性别偏见，是国内外学术界和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不同领域的学
者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设计出不同的测量职业性别偏见的方法和指标。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
究中，针对不同人群的调查分析都表明了存在着对不同年龄、性别和种族等从业人员和行业
本身的偏见木杗杨杩杴来 条杮杤 杗杨杩杴来本 朲朰朰朶朻 张智勇条杮杤 刘江娜本 朲朰朰朶朩。社会角色理论认为，对性别的
看法是通过观察男性和女性的职能和地位而建立的木杌杯杣杫杳杬来杹 来杴 条杬朮本 朱朹朸朲朩。反过来，职业性别
偏见一旦形成也将影响深远。根据社会学中的交叉性理论（杩杮杴来杲杳来杣杴杩杯杮条杬杩杴杹），个体不能被一
个身份类别所定义，每个人都是社会分类交叉的结果，并且这些不同的类别之间也会相互影
响木杁杮杧杯杵杲杩 条杮杤 杂条杸杴来杲本 朲朰朲朱朩。职业偏见不仅仅是对某一行业或其社会地位的看法，往往与该
对象的性别、种族、地域等信息相关联。经济学的研究中，可以根据收入和职业性别构成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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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据从现实角度测量职业性别偏见木张成刚条杮杤 杨伟国本 朲朰朱朸朩。在语言学的研究中，语料库
词频统计也被证明可以分析职业性别偏见木朱述承来杴 条杬朮本 朲朰朲朱朩。性别偏见常常会对个人认知和
社会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一项关于跨国组织的研究表明职业定型观念会影响个人和同事间的沟
通木杌来杯杮条杲杤杩 条杮杤 杒杯杤杲朓朐杧杵来杺札杌杬杵来杳杭条本 朲朰朱朳朩；另一项研究则挖掘了性别刻板印象在多大程度上
造成了现实就业中的性别隔离木权来杪杫条 条杮杤 杅条杧杬杹本 朱朹朹朹朩。最后，也有不少学者给出方案以消除
职业性别偏见：社会心理学研究显示，中性语言可以缓解职业性别偏见的激活木杌条杳杳杯杮杤来 条杮杤
杏朧杂杲杩来杮本 朲朰朱朳朩；法学学者针对职业性别偏见提出通过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保障女性就业权益等解
决措施木朱懂理本 朲朰朰朴朻 韩红颍本 朲朰朱朱朻 游晓瑜本 朲朰朱朸朩。总而言之，从职业性别偏见的测量分析，
到不良后果，再到解决方法，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从各自学科出发在不同角度作出了多样
的阐释，也表明职业性别偏见是一个复杂，且需要关注的问题。

2.2 自自自然然然语语语言言言处处处理理理中中中的的的职职职业业业性性性别别别偏偏偏见见见

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对职业性别偏见，特别是性别偏见早有关注。从偏见的测量、分析到消
除，都有不同学者采用各种方法进行了探索。而针对自然语言处理中不同任务中的职业性别偏
见，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词向量、共指消解和文本生成三个任务。

词向量作为自然语言处理各任务的一项基础工具，已经发现其中存在着职业性别偏见，
且在不同的词向量模型中普遍存在。有研究已经设计出一些缓解和消除职业性别偏见的方
法木杂杯杬杵杫杢条杳杩 来杴 条杬朮本 朲朰朱朶朩。基于不同时期语料训练的词向量模型还能反映出职业性别偏见的历
时变化，如在朲朰世纪这朱朰朰年的时间里，美国针对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和态度变化明显，
与社会变迁相呼应木杇条杲杧 来杴 条杬朮本 朲朰朱朸朩。

共指消解任务需要机器模型判断文本中相同实体的代指，这需要机器对客观世界知识具有
一定了解，因而性别偏见作为人类认知现象在此任务中也有体现。多个公开的共指消解算法中
存在系统性的性别偏见，并且特定职业的偏见与就业统计数据相关木杒杵杤杩杮杧来杲 来杴 条杬朮本 朲朰朱朸朩。利
用自建的性别偏见数据集评估共指消解算法时，发现模型有过度依赖性别刻板印象的趋势木杌来杶杹
来杴 条杬朮本 朲朰朲朱朩。并且这种现象不局限于某种语言杼杼将共指消解任务数据集运用于多种语言札英
语的机器翻译系统时，当相关职业为女性时，商业和学术翻译系统在性别共指方面表现更
差木杋杯杣杭杩 来杴 条杬朮本 朲朰朲朰朩。还有研究从社会学和语言学角度突出了性别的细微概念差别，强调构
建能够识别性别复杂性的共指消解系统的重要性木权条杯 条杮杤 杄条杵杭朓来杉杉杉本 朲朰朲朱朩。消偏方法中，研究
发现给定足够强的替代线索可以使共指消解系统忽略其中的职业性别偏见木杚杨条杯 来杴 条杬朮本 朲朰朱朸朩。

文本生成任务中构建了数据集并设计出指标用来衡量生成的文本中存在的职业性别偏见。
如建立了文本生成提示数据集并采用多种偏见指标来衡量文本生成系统中的性别偏见木杄杨条杭条杬条
来杴 条杬朮本 朲朰朲朱朩，也有使用对人口统计信息的关注程度作为生成任务中偏见的定义指标木杓杨来杮杧
来杴 条杬朮本 朲朰朱朹朩。至于文本生成中的性别偏见消除，主流的方法是数据增强或者提升训练方
法木杓杨来杮杧 来杴 条杬朮本 朲朰朲朱朩。例如，已有研究面向预训练语言模型来缓解偏见并生成更加中立的文
本木杇条杲杩杭来杬杬条 来杴 条杬朮本 朲朰朲朱朩。除此之外，有学者借用社会学的性别理论等，为系统构建了消除偏
见的概念框架木杓杴杲来杮杧来杲杳 来杴 条杬朮本 朲朰朲朰朩。

遗憾的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英语，少数关于其他语言的研究也通常被用于和英语作比
较，尤其缺乏针对中文自然语言处理任务的职业性别偏见研究。而且，少有研究对职业领域内
部的性别偏见作更加系统的阐释，以及缺乏针对不同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中的职业性别偏见全面
和有对比的测量，在设计指标时也未考虑可能会对偏见测量造成影响的语言学特征。基于此，
本文将以汉语的职业名词为分析对象，研究词向量、共指消解和文本生成中的职业性别偏见，
针对不同的任务设计出不同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以衡量出不同任务中的职业性别偏见，并考量
可能会对偏见测量指标造成影响的语言学因素。

3 职职职业业业词词词表表表

我们首先构造了一个中文职业名词表，并按照霍兰德职业模型木杈杯杬杬条杮杤本 朱朹朵朹朩对其进
行分类。所选职业名词主要来自从《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朲朰朱朰）中
挑选的常用词木马伟忠本 朲朰朱朵朩，并根据从调查问卷获取的词表加以补充木黄俊伟条杮杤 钟毅平本
朲朰朱朱朩，在杂权权等大型语料库中筛选剔除了词频相对较小的职业名词。霍兰德职业模型中
共有六大类型：（朱）社会型（杳杯杣杩条杬）喜欢与人打交道，重视社会义务和社会道德；（朲）
经管型（来杮杴来杲杰杲杩杳杩杮杧）追求权力和成就，具有领导才能，喜欢竞争和冒险；（朳）事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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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杣杯杮杶来杮杴杩杯杮条杬）喜欢按计划、有条理办事，通常较为谨慎保守；（朴）技能型（杲来条杬杩杳杴杩杣）偏
好具体、有操作性的工作，动手能力强，比起和人社交更擅长和事物打交道；（朵）研究型
（杩杮杶来杳杴杩杧条杴杩杶来）喜欢观察和分析事物，求知欲强，善于思考；（朶）艺术型（条杲杴杩杳杴杩杣）有创造
力，渴望表现个性，追求完美。这些类别并非完全对立、互不相关，实际上是六个维度，维度
之间可能存在着相同点或是对立面。最终所选的朸朱个职业名词及其类别如表朱所示。

类类类型型型 职职职业业业

技能型 农民，工人，司机，杀手，民工，保姆，船员，水手，厨师，猎人，保镖，牧民，电工

经管型 律师，法官，大使，发言人，董事长，商人，检察官，导游，个体户，店员，外交官，
权杅杏，小贩，零售商

社会型 教师，警察，运动员，教授，护士，球员，民警，军人，公务员，教练，顾问，交警，
保安，老师，公关

事务型 秘书，会计，编辑，服务员，看守，管理员，代理人

研究型 医生，学者，科学家，大夫，裁判，工程师，兽医，侦探，飞行员，宇航员

艺术型 记者，作家，演员，导演，翻译，诗人，艺术家，主持人，画家，歌手，设计师，模特，
摄影师，艺人，编剧，经纪人，魔术师，建筑师，音乐家，小说家，评论员，书法家

表 朱机 所选的职业名词及其所属的霍兰德职业模型类型

4 任任任务务务一一一:词词词向向向量量量中中中的的的职职职业业业性性性别别别偏偏偏见见见测测测量量量

4.1 研研研究究究方方方法法法

首先，我们从相关研究中选取了朱朸个男性词和朱朸个女性词木李条杤来来杭 来杴 条杬朮本 朲朰朲朰朩，构建了一
个性别词词表，如表 朲所示。这些性别词在汉语中是词汇性别（杬来杸杩杣条杬 杧来杮杤来杲）词或指称性别
（杲来杦来杲来杮杴杩条杬 杧来杮杤来杲）词。其中包括了区别词、代词、亲属称谓词和性别称谓词等等。

性性性别别别 词词词语语语

男性 他，男，男士，男孩，男子，男性，先生，男人，爸爸，父亲，姥爷，儿子，男友，
叔叔，哥哥，弟弟，爷爷，外公

女性 她，女，女士，女孩，女子，女性，小姐，女人，妈妈，母亲，姥姥，女儿，女友，
阿姨，姐姐，妹妹，奶奶，外婆

表 朲机 朱朸对性别词

然后，为了考察职业与性别之间的关系，我们在一个使用杷杯杲杤朲杶来杣模型训练的中文词向量
中计算了性别词和职业名词之间的语义相似度。该项目0木杌杩 来杴 条杬朮本 朲朰朱朸朩在百度百科、人民日
报、微博和文学语料四种语体上进行训练，可以反映各领域人们对职业与性别关系的看法。基
于上下文语境的预训练语言模型词向量（如杂杅杒杔）或许能更加准确地反映动态语境中职业与
性别的关系，我们期望在后续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探索。在每种语体的词向量上，根据公式木 朱朩计
算可得到某一个职业名词W词向量与所选择的性别词G词向量之间的余弦相似度，即代表了我
们数据集中职业名词W和性别词G之间的语义相似度S。其中，n表示每个词向量的总维度，
即朳朰朰。我们取一个职业名词W与全部女性词词向量的余弦相似度的平均值作为该词的女性词
相似度Sf，男性词相似度Sm计算同理。语义相似度S的值越接近于朱，表明该职业名词的词向
量越偏向某一个性别；语义相似度S的值越接近于朰，表明该职业名词的词向量越偏向中性。

S 朽

∑n
i=1Wi ×Gi√∑n

i=1木Wi朩2 ×
√∑n

i=1木Gi朩2
木朱朩

最后，我们使用比值比杏杒（杏杤杤杳 杒条杴杩杯）木杓杺杵杭杩杬条杳本 朲朰朱朰朩计算每个职业名词W词向量的
性别值OR木w朩，如公式木 朲朩所示。其中，N是数据集中职业名词总数。OR值越大，这个职业名
词就越男性化；OR值越小，这个职业名词就越女性化。

0https://github.com/Embedding/Chinese-Word-V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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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木w朩 朽
Sm木W 朩∑N

j=1 Sm木Wj朩
/

Sf 木W 朩∑N
j=1 Sf 木Wj朩

木朲朩

4.2 研研研究究究结结结果果果

语语语体体体 与与与男男男性性性最最最相相相关关关的的的前前前5个个个职职职业业业名名名词词词 与与与女女女性性性最最最相相相关关关的的的前前前5个个个职职职业业业名名名词词词

百度百科 保安，董事长，工程师，顾问，权杅杏 导游，公关，大使，护士，保姆
文学作品 裁判，农民，牧民，评论员，科学家 导游，保姆，护士，艺人，公关
人民日报 保安，经纪人，农民，警察，顾问 服务员，护士，厨师，主持人，演员
微博 权杅杏，猎人，侦探，建筑师，董事长 编辑，模特，设计师，律师，顾问

表 朳机 不同语体训练出的词向量中分别与男性和女性最为相关的前朵个职业名词

在不同语体训练出的词向量中，最男性和最女性的前五个职业如表 朳所示。可以看出，在
不同语体中，具有强烈性别偏见的职业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总体来看，不同语体中，保安、董
事长、权杅杏、农民等职业名词与男性更相关，表明词向量建立起了男性与权力有关的管理层职
业，以及需要从事体力劳动的职业之间的联系；而导游、护士、保姆、服务员等职业名词与女
性更相关，表明词向量建立起了女性与服务型职业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女性角色常从事室内
或传统工作，而男性通常从事户外或声望较高的工作木杓板杯朕杧板杵杴本 朲朰朱朸朩。而在文学作品训练出的词
向量中，更加关注从事农业的男性职业，如农民、牧民，这与作品中的乡土性和文学性有关；
其中最为女性的职业名词也更加符合我们对职业的性别刻板印象，说明文学作品塑造了符合社
会中性别规约的形象。人民日报训练出的词向量中最为男性化的职业和最为女性化的职业均比
较多样化，说明人民日报更加关注多种多样的职业。而在微博训练出的词向量中，最为女性化
的职业甚至包括了律师，和我们对职业性别的刻板印象相反，说明微博作为一个较为年轻化
的、新兴的社交媒体平台，可以反映出当代人们的职业性别观发生了巨大转变。

(a) (b)

图 朱机 各职业类型木条朩和各语体木杢朩的OR值平均值（柱状图）和标准差（折线图）

根据职业名词所属的霍兰德职业类型，我们对每一类职业名词在不同语体中的OR值取平均
值，得到这一类职业的平均性别值OR，六种职业类型的OR值和标准差如图 朱木条朩。对六种职业
类型的OR值进行杋杲杵杳杫条杬札杗条杬杬杩杳检验发现，两两之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其中，研究型职
业（杍朽朱朮朰朵朴）最偏向于男性，事务型职业（杍朽朰朮朹朶朳）最偏向于女性。有研究表明，虽然在
校期间女生的杓杔杅杍（杓杣杩来杮杣来 杔来杣杨杮杯杬杯杧杹 杅杮杧杩杮来来杲杩杮杧 杍条杴杨来杭条杴杩杣杳）成绩始终超过男生，但
从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相关职业的女性比例却低于男性，这反映了社会中的职业性别偏
见，人们普遍认为男性更擅长于理工科，而女性更加适合于从事服务性的事务型职业木杏朧杄来条 来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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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杬朮本 朲朰朱朸朩。我们还对四种语体的OR均值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其中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分布
如图 朱木杢朩。这一研究结果说明，不同语体中的职业性别偏见较为一致。
最后，我们分别对各语体中六种职业类型的OR值进行统计分析及杋杲杵杳杫条杬札杗条杬杬杩杳检验，结

果如图 朲所示。小提琴图中，某类型职业的性别偏见越集中，其图形越杜矮胖朢；性别偏见越离
散，其图形越杜瘦高朢。我们发现，不同语体中不同的职业类型的性别偏见具有一定的差异。其
中，百度百科的社会型与艺术型职业名词的OR值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社会型职业比艺术型
职业名词显著偏向于男性。其余三种语体中，两两职业类型之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社会
型、研究型和技能型职业名词更偏向于男性，而经管型、艺术型和事务型更偏向于女性。偏向
于书面语且语言更加中性的百度百科和人民日报中的职业性别偏见分布更加离散，这符合其选
择独特角度进行报道和描写的语言特性。而文学作品中的职业性别偏见则更为集中，表明文学
作品多塑造那些符合人们职业性别偏见认知的典型人物形象。

(a) (b)

(c) (d)

图 朲机 百度百科木条朩、文学作品木杢朩、人民日报木杣朩和微博木杤朩中不同职业类型的OR值分布

5 任任任务务务二二二:共共共指指指消消消解解解中中中的的的职职职业业业性性性别别别偏偏偏见见见测测测量量量

5.1 研研研究究究方方方法法法

在共指消解任务中，如果模型对于指代不同职业名词的性别代词的识别在准确率上存在差
异，那么就表明共指消解模型中存在着性别偏见。为了便于计算和测量共指消解模型中的职业
性别偏见，我们设计了朵组模板句，如附录 杁所示。其中每一组都有近指和远指两个类型，这
些句子均能够根据语义判断出性别代词和两个职业名词之间的指代关系。其中一组模板句如
表 朴所示。在近指关系中，根据语义关系可以判断出性别代词指代的是距其较近的职业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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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指关系中，根据语义关系可以判断出性别代词指代的是距其较远的职业名词。在近指关系
和远指关系中，我们又分别调换了所选的两个职业名词的位置关系，并选择了杜他朢和杜她朢两种
性别代词。因此，分别得到了两个职业名词的朴个句子。

为了可以直接测量共指消解模型中的性别偏见，我们根据提示学习（杰杲杯杭杰杴 杬来条杲杮杩杮杧）的
原理，设计了模板句，如表 朴所示的杜性别代词和占位符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朢。然后我
们利用微调的杂杅杒杔模型木杋来杮杴杯杮 来杴 条杬朮本 朲朰朱朹朩直接获取占位符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的概率。由于中
文的杂杅杒杔模型以字为单位进行切分，因此双字职业名词和三字职业名词在概率比较上会有较
大差异。所以我们在这里只选择了朵朴个双字职业名词进行两两比较，最后共生成了朵朷朲朴朰个句子
进行比较。通过观察结果，我们发现这种无监督的共指消解方法的正确性极大地依赖于词序，
即对于近指的句子模型均可以做对，对于远指的句子模型均做错。

类类类型型型 句句句子子子

近指 记记记者者者请教教教师师师吃饭，因为他他他帮了自己一个大忙，他他他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近指 记记记者者者请教教教师师师吃饭，因为她她她帮了自己一个大忙，她她她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近指 教教教师师师请记记记者者者吃饭，因为他他他帮了自己一个大忙，他他他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近指 教教教师师师请记记记者者者吃饭，因为她她她帮了自己一个大忙，她她她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远指 记记记者者者请教教教师师师吃饭，因为他他他想对对方表示感谢，他他他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远指 记记记者者者请教教教师师师吃饭，因为她她她想对对方表示感谢，她她她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远指 教教教师师师请记记记者者者吃饭，因为他他他想对对方表示感谢，他他他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远指 教教教师师师请记记记者者者吃饭，因为她她她想对对方表示感谢，她她她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表 朴机 共指消解任务中的一组模板句（以杜记者朢和杜教师朢为例，分别包括近指和远指）

使用填写候选答案概率的方法解决共指消解问题除了可以简化问题外，还可以获取量化
正确性的程度。以表 朴中近指类型杜记者朢和杜教师朢为例，第一行句子杛杍杁杓杋杝部分填杜记者朢的
概率为Pm1，填杜教师朢的概率为Pm2，第二行句子杛杍杁杓杋杝部分填杜记者朢的概率为Pf 1，填杜教
师朢的概率为Pf 2。同理，第三行杜教师朢和杜记者朢的概率分别为Pm3和Pm4，以及第四行分别
为Pf 3和Pf 4。我们计算这两个职业名词之间的这一组句子的性别比值G，如公式木 朳朩所示。G越
大，教师比记者越接近于男性；G越小，教师比记者越接近于女性。对根据朵组模板句构造的
近指和远指句子分别取平均值，最后得到每两个职业名词间近指和远指的平均性别比值，分别
为 朖Gp和 朖Gd。

G 朽
Pm2/木Pm1 末 Pm2朩

Pf 2/木Pf 1 末 Pf 2朩
/
Pm4/木Pm3 末 Pm4朩

Pf 4/木Pf 3 末 Pf 4朩
木朳朩

5.2 研研研究究究结结结果果果

我们将每一个二字职业名词相较于另外朵朳个职业名词的 朖G值取平均，得到这一职业名词的
性别值OG，其中分为近指OGp和远指OGd两个类型。六种职业类型平均OGp和OGd值分布如
图 朳所示。经检验，两两之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在近指和远指类型中，最偏男性的职业
类型均是艺术型、事务型和技能型，而最偏女性的职业均是社会型、研究型和经管型。不论是
近指还是远指，各类型的职业整体上呈现任务内的一致性。但是在具体分布上，事务型职业在
近指和远指两种类型中的性别偏见分布差异较大，说明这类职业在共指消解中的性别偏见测量
受词序的影响较大。

我们将每两个职业名词之间的OGp值和OGd值绘制成两个热力图，如图 朴所示。每一个格
子颜色的深浅表示横坐标上的职业性别值比上纵坐标的职业性别值。颜色越深，代表共指消解
模型中横坐标的职业相较于纵坐标上的职业更偏向于男性。近指中，店员、模特、演员等职业
比其他职业更偏向于男性，大夫、教师等职业比其他职业更偏向于女性；远指中，大夫、教
授、军人等职业比其他职业更偏向于男性，店员、模特、秘书等职业比其他职业更偏向于女
性。近指和远指中不同职业的性别偏见差异较大，甚至部分职业在近指和远指中呈现了完全相
反的性别偏见。这说明模型的性别偏见还会受词序的影响，在今后设计模版句和评价模型时要
特别考虑词序等语言学特征的影响。最后，考虑到预训练语言模型在共指消解任务上目前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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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朳机 六种职业类型的近指OGp值（条）和远指OGd值（杢）分布

在一些局限性，模型训练方式和代词本身语义薄弱的特性等都可能对实验结果产生一定影响，
这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尝试更多种类和数量的模板句。

(a) (b)

图 朴机 每两个职业名词之间的近指OGp值木条朩和远指OGd值木杢朩

6 任任任务务务三三三:文文文本本本生生生成成成中中中的的的职职职业业业性性性别别别偏偏偏见见见测测测量量量

6.1 研研研究究究方方方法法法

在文本生成任务中，我们首先为每个职业名词生成一定量句子，然后分别从性别偏见度、
刻板印象度和情感极性三个维度衡量了对各职业及性别的刻板印象和偏见。文本生成领域目前
已有不少比较成熟的方法，如杇材杔、杂杅杒杔和杔朵等，在这里只探究了中文杇材杔朲模型1的表现，
后续可以尝试采用多种模型并对生成效果加以比较。以职业名词为开头生成长度为朳朰字符的文
本，每个职业名词生成了朱朰朰朰句，并根据标点符号等判定方法修剪了句末语义不完整的部分，
使每条句子长度在朱朵至朳朰字符之间。此外还设置了重复惩罚参数，避免针对某职业模型生成的
句子过于重复。

我们首先计算了每种职业的性别偏见度。对生成的文本使用微调的杂杅杒杔模型木杋来杮杴杯杮 来杴
条杬朮本 朲朰朱朹朩检测职业名词被遮盖掉后，模型预测为杜男人术他朢和杜女人术她朢的概率，如公式木朴朩所

1https://github.com/Morizeyao/GPT2-Chinese

CC
L 
20
22

第二十一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论文集，第510页-第522页，南昌，中国，2022年10月14日至16日。
(c) 2022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517



计算语言学

示。其中，针对生成的每一条句子s，Pman(s)为填入男性词（杜男人术他朢）的概率，Pwoman(s)为

填入女性词（杜女人术她朢）的概率。得到的性别偏见度Biass大于朰则模型预测偏向男性，小
于朰则偏向女性。对每个职业名词，其生成的所有句子的性别偏见度取平均值，值越大越偏向男
性，值越小越偏向女性。

Biass 朽 log
Pman(s)

Pwoman(s)
木朴朩

针对不同职业或性别的偏见通常是相互交织的，除了将特定（类型）职业和性别联系起
来，人们对各职业的认知和态度也可能存在差别。因此我们还基于生成文本计算了对不同职
业的刻板印象程度和情感极性。在刻板印象程度上我们采用的指标是型例比杔杔杒木杔杹杰来札杔杯杫来杮
杒条杴杩杯朩。如公式木 朵朩所示，Type为某一职业名词生成的句子的型符数，Token为例符数。该指标
会受文本长度的影响，但我们在这里已经控制了生成句子的数量和每个句子的长度，因此可以
排除文本规模对指标的影响。TTR值的大小可以代表词汇丰富度。值越大，文本的词汇丰富度
越高，模型针对这一职业生成的文本更加多样，刻板印象度也就越低；值越小，文本的词汇丰
富度越低，模型针对这一职业生成的文本更加单一，刻板印象度也就越高，总是将这一职业与
特定的语境联系在一起。

TTR 朽
Type

Token
木朵朩

最后，对各职业生成文本的情感极性度，我们采用了材杹杴杨杯杮上的中文自然语言处理工具
库杓杮杯杷李杌材2中的情感分析模型对每条句子进行分析。该模型预测文本情感极性的值在杛朰本朱杝，
越接近于朱情感更积极，越接近于朰情感更消极，一般以朰朮朵区分该句为积极还是消极情感。

6.2 研研研究究究结结结果果果

图 朵机 根据性别词杜男人札女人朢和杜他札她朢计算出的各职业名词生成的朱朰朰朰句文本的性别偏见度平
均值及标准差

2https://github.com/isnowfy/snown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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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别偏见度方面，根据杂杅杒杔模型预测杜男人札女人朢和杜他札她朢性别词计算出的性别偏见
度情况有所不同。如图朵所示，越靠近圆心则偏见值越小，职业名词越偏向女性，反之则更
偏向男性。我们发现，当性别词为杜男人札女人朢时，大部分职业名词偏向女性；而当性别词
为杜他札她朢时，多数职业名词则偏向男性。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在不确定或不指定性别时常常使
用杜他朢，因此在语料库中杜他朢的词频更高，使用这一对性别词时更偏向于男性。同时，使用杜男
人札女人朢这一对性别词进行计算时，其标准差更小，各职业名词生成的文本的内部一致性更
强。我们计算了使用这两组性别词计算的各职业名词的性别偏见度之间的相关性，皮尔逊相关
系数为朰朮朲朷朹，经检验得呈显著的弱正相关性，说明我们所选择的这两组性别词计算的各职业
名词的性别偏见度具有一定的一致性，能反映出生成文本中较为稳定的职业性别偏见。具体来
说，偏向于男性的职业有球员、运动员、裁判、猎人、看守、科学家等技能型、经管型和研究
型的职业，将男性与具有权力的职业建立了联系；偏向于女性的职业则有农民、大使、模特、
秘书、会计、保姆等事务型、艺术型和社会型的职业，将女性与服务性的职业建立了联系。

(a) (b)

图 朶机 各职业类型的刻板印象度木条朩及随样本数量的变化的情感极性度木杢朩

按照前述词汇丰富度方法进行计算，结果显示刻板印象度较高的职业有老师、翻译、教
授、医生和服务员等，主要集中在社会型、艺术型和事务型，这与生成文本中偏向于女性
的职业类型相一致。经检验，根据杜他札她朢性别关键词计算的每种职业生成文本的性别偏见
度Biass均值与词汇丰富度呈显著的正相关，皮尔逊相关系数为朰朮朲朲朱。这表明，偏向于男性的
职业生成的文本更加丰富，刻板印象程度更低；偏向于女性的职业生成的文本更加单一，刻板
印象程度更高。对各职业类型的刻板印象度使用杋杲杵杳杫条杬札杗条杬杬杩杳检验，发现不同类型职业刻板
印象度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如图朶木条朩所示，技能型和经管型等文本生成中的男性职业刻板
印象度较低，这些职业一方面是社会讨论广泛的职业，如工人、农民，另一方面是许多经常出
现在媒体平台的大使、发言人等职业；社会型、艺术型和研究型等文本生成中的女性职业刻板
印象度较高，主要是老师、医生等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职业，和人们常常会对作品做出评价
的各类艺术家。在生成模型中，男性职业生成的文本更加多元，女性职业生成的文本则更加单
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女性职场生活的束缚。
而对于情感极性的测量，我们分别在朱朰、朲朰、朵朰、朱朰朰、朲朰朰、朵朰朰和朱朰朰朰样本上进行考察，

如图朶木杢朩所示，各类型职业整体平均情感都是积极的，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随着样本量的
增加，这种差异趋于稳定，情感极性最高的是艺术型，其次是研究型，最低的则是技能型和事
务型职业。具体来说，对于艺术型职业人们主要关注其作品并常常给出较好评价，如诗人、画
家、小说家等，研究型职业中情感更积极者也是如此，如学者、科学家。与具体事务打交道的
技能型或事务型职业则可能会收到更多负面评价，如服务员、民工。除此之外，一些社会型
职业如交警、保安的情感值很低，可能是因为常常与含消极义的社会案件、事故等联系在一
起。我们还计算得到各职业的词汇丰富度与情感极性值呈显著的负相关性，皮尔逊相关系数
为札朰朮朲朷朳。即人们刻板印象程度较深的职业，情感态度很积极的可能性更大。对于那些总是生
成积极文本的职业，我们倾向于认为其符合固定的模式，这印证了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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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娜》开篇中提到的那句经典名言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朢。

7 结结结论论论

本文根据不同任务的特点，设计了不同的方法和指标测量了词向量、共指消解和文本的职
业性别偏见。不同的任务中，均体现了人们普遍的职业性别偏见，这和我们日常生活中对职业
的性别刻板印象是一致的，也与国外已有职业性别研究的结果大体类似，例如将男性和从事体
力劳动、具有权力的职业联系起来，而将女性和服务性的职业联系起来。词向量、共指消解和
文本生成中均认为技能型职业属于男性职业，而在女性职业上则不能达成一致。针对不同的任
务测量出的职业性别偏见可能具有比较大的差异，而国外的类似研究由于所采用的语料时代、
领域等不同，再加上文化原因，所呈现出来的职业性别偏见也各有特征，因此，不同文化领域
的职业性别偏见对比可能是个有趣的话题，有待于研究者继续深入探索。本文在汉语领域的探
究发现这些差异除了跟任务本身有关，还可能和一些语言学特征有关，如文体特征、词序和性
别词的词频等。这启示我们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要更加审慎地考虑不同任务的特点，设计出更
加合理科学的方法和指标对职业性别偏见进行衡量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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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杩杫杨杩杬 杇条杲杧本 杌杯杮杤条 杓杣杨杩来杢杩杮杧来杲本 杄条杮 杊杵杲条杦杳杫杹本 条杮杤 杊条杭来杳 杙朮 杚杯杵朮 朲朰朱朸朮 杗杯杲杤 来杭杢来杤杤杩杮杧杳 東杵条杮杴杩杦杹 朱朰朰
杹来条杲杳 杯杦 杧来杮杤来杲 条杮杤 来杴杨杮杩杣 杳杴来杲来杯杴杹杰来杳朮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本 朱朱朵机杅朳朶朳朵
杻 杅朳朶朴朴朮

杁杰条杲杮条 杇条杲杩杭来杬杬条本 杁杫杨条杳杨 杁杭条杲杮条杴杨本 杋杩杲条杮 杋杵杭条杲本 杁杫条杳杨 材杲条杭杯杤 杙条杬杬条本 杁杮条杮杤杨条杶来杬杵 李条杴条杲条杪条杮本
李杩杹条杴杩 权杨杨条杹条本 条杮杤 杂条杬条杪杩 杖条杳条杮 杓杲杩杮杩杶条杳条杮朮 朲朰朲朱朮 杈来 杩杳 杶来杲杹 杩杮杴来杬杬杩杧来杮杴本 杳杨来 杩杳 杶来杲杹 杢来条杵杴杩杦杵杬朿 杯杮
杭杩杴杩杧条杴杩杮杧 杳杯杣杩条杬 杢杩条杳来杳 杩杮 杬条杮杧杵条杧来 杭杯杤来杬杬杩杮杧 条杮杤 杧来杮来杲条杴杩杯杮朮 杉杮 FINDINGS朮

杊条杭来杳 杌朮 杈杩杬杴杯杮 条杮杤 杗杩杬杬杩条杭 杶杯杮 杈杩杰杰来杬朮 朱朹朹朶朮 杓杴来杲来杯杴杹杰来杳朮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本 朴朷木朱朩机朲朳朷杻
朲朷朱朮 材杍杉杄机 朱朵朰朱朲朴朸朲朮

杊杯杨杮 杌 杈杯杬杬条杮杤朮 朱朹朵朹朮 杁 杴杨来杯杲杹 杯杦 杶杯杣条杴杩杯杮条杬 杣杨杯杩杣来朮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本 朶木朱朩机朳朵朮

杍条杴杴杨来杷 杋条杹本 权杹杮杴杨杩条 杍条杴杵杳杺来杫本 条杮杤 杓来条杮 杁 杍杵杮杳杯杮朮 朲朰朱朵朮 杕杮来東杵条杬 杲来杰杲来杳来杮杴条杴杩杯杮 条杮杤 杧来杮杤来杲
杳杴来杲来杯杴杹杰来杳 杩杮 杩杭条杧来 杳来条杲杣杨 杲来杳杵杬杴杳 杦杯杲 杯杣杣杵杰条杴杩杯杮杳朮 Proceedings of the 33rd Annual ACM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朮

杊条杣杯杢 杄来杶杬杩杮 杋来杮杴杯杮本 权杨条杮杧 杍杩杮杧札杗来杩本 条杮杤 杌来来 杋杲杩杳杴杩杮条 杔杯杵杴条杮杯杶条朮 朲朰朱朹朮 杂来杲杴机 材杲来札杴杲条杩杮杩杮杧 杯杦 杤来来杰
杢杩杤杩杲来杣杴杩杯杮条杬 杴杲条杮杳杦杯杲杭来杲杳 杦杯杲 杬条杮杧杵条杧来 杵杮杤来杲杳杴条杮杤杩杮杧朮 杉杮 Proceedings of NAACL-HLT本 杰条杧来杳 朴朱朷朱杻
朴朱朸朶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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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附附录录录

组组组别别别 类类类型型型 句句句子子子

1

近指

记者保护教师，因为他很懦弱，他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记者保护教师，因为她很懦弱，她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教师保护记者，因为他很懦弱，他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教师保护记者，因为她很懦弱，她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远指

记者保护教师，因为他很勇敢，他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记者保护教师，因为她很勇敢，她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教师保护记者，因为他很勇敢，他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教师保护记者，因为她很勇敢，她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2

近指

记者请教师吃饭，因为他帮了自己一个大忙，他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记者请教师吃饭，因为她帮了自己一个大忙，她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教师请记者吃饭，因为他帮了自己一个大忙，他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教师请记者吃饭，因为她帮了自己一个大忙，她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远指

记者请教师吃饭，因为他想对对方表示感谢，他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记者请教师吃饭，因为她想对对方表示感谢，她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教师请记者吃饭，因为他想对对方表示感谢，他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教师请记者吃饭，因为她想对对方表示感谢，她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3

近指

记者对教师说谢谢，因为他帮了自己一个大忙，他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记者对教师说谢谢，因为她帮了自己一个大忙，她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教师对记者说谢谢，因为他帮了自己一个大忙，他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教师对记者说谢谢，因为她帮了自己一个大忙，她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远指

记者对教师说谢谢，因为他想对对方表示感谢，他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记者对教师说谢谢，因为她想对对方表示感谢，她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教师对记者说谢谢，因为他想对对方表示感谢，他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教师对记者说谢谢，因为她想对对方表示感谢，她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4

近指

记者尊重教师，因为他是一个勤奋的人，他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记者尊重教师，因为她是一个勤奋的人，她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教师尊重记者，因为他是一个勤奋的人，他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教师尊重记者，因为她是一个勤奋的人，她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远指

记者尊重教师，因为他知道这份工作有多难，他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记者尊重教师，因为她知道这份工作有多难，她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教师尊重记者，因为他知道这份工作有多难，他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教师尊重记者，因为她知道这份工作有多难，她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5

近指

记者经常取笑教师，因为他常出差错，他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记者经常取笑教师，因为她常出差错，她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教师经常取笑记者，因为他常出差错，他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教师经常取笑记者，因为她常出差错，她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远指

记者经常取笑教师，因为他是个恶霸，他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记者经常取笑教师，因为她是个恶霸，她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教师经常取笑记者，因为他是个恶霸，他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教师经常取笑记者，因为她是个恶霸，她和杛杍杁杓杋杝杛杍杁杓杋杝是同一个人。

表 朵机 共指消解任务中的五组模板句（以杜记者朢和杜教师朢为例，分别包括近指和远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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