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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通过自建人文和社科领域中文学术期刊论文语料库（逾嬹嬲嬰万字），运用多维度分析法
对嬱嬱嬱项语言特征的频次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和维度识别，发现人文社科领域学术论文具
有嬷个维度的语言特征共现模式：描述性孶孳嬮阐释性、概念判断孶孳嬮行为再现、铺陈与发
展、已然性表述、计数与测量、模糊性表达、顺序与连接。进而，对语料在上述各维
度的量化表现施以统计检验和聚类分析，发现学术语体在人文与社科两大领域的语言
变异显著体现于除嬐计数与测量嬑、嬐顺序与连接嬑以外的其他嬵个维度；人文领域和社科
领域内部学科的语言变异，各在嬶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为学术汉语写作、汉
语语体语法等提供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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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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孳孴孡孴孥孭孥孮孴嬬 季孯孵孮孴孩孮孧 孡孮孤 孭孥孡孳孵孲孩孮孧嬬 孥學孰孲孥孳孳孩孯孮 孯学 孨孥孤孧孩孮孧嬬 孳孥孱孵孥孮季孥 孡孮孤 季孯孮孮孥季孴孩孯孮嬮
孆孵孲孴孨孥孲孭孯孲孥嬬 孯孮孥嬭孷孡孹 孍孁孎孏孖孁 孡孮孤 季孬孵孳孴孥孲 孡孮孡孬孹孳孩孳 孲孥孶孥孡孬孳 孶孡孲孩孡孴孩孯孮孳 孯学 孡季孡孤孥孭孩季
孃孨孩孮孥孳孥 孪孯孵孲孮孡孬孳 孢孥孴孷孥孥孮 孨孵孭孡孮孩孴孩孥孳 孡孮孤 孳孯季孩孡孬 孳季孩孥孮季孥孳 孥學孩孳孴 孩孮 嬵 孤孩孭孥孮孳孩孯孮孳嬬 孡孬孳孯 孲孥嬭
孶孥孡孬孳 孶孡孲孩孡孴孩孯孮孳 孥學孩孳孴 孷孩孴孨孩孮 嬶 孤孩孭孥孮孳孩孯孮孳 孡孭孯孮孧 孴孨孥 孤孩孳季孩孰孬孩孮孥孳 孯学 孨孵孭孡孮孩孴孩孥孳 孡孮孤 孳孯季孩孡孬
孳季孩孥孮季孥嬮 孔孨孩孳 孲孥孳孥孡孲季孨 孰孲孯孶孩孤孥孳 孭孯孲孥 孯孢孪孥季孴孩孶孥 孡孮孤 孰孥孲孴孩孮孥孮孴 孳孵孧孧孥孳孴孩孯孮孳 学孯孲 孡季孡孤孥孭孩季
孃孨孩孮孥孳孥 孷孲孩孴孩孮孧嬬 孓孴孹孬孩孳孴孩季嬭孒孥孳孩孳孴孥孲 孇孲孡孭孭孡孲嬬 孥孴季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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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言言言

学术期刊论文是学术成果的重要载体，其语体功能是准确记述自然、社会及人类思维现
象，严密论证其内在规律等嬨王德春嬬 嬲嬰嬰嬴嬩，与文学、新闻等相区分。语体动因的功能类型塑造
了语法嬨方梅嬬 嬲嬰嬰嬷嬩，而恰切的语体观察，是说明语法规律的最佳途径嬨张伯江嬬 嬲嬰嬱嬲嬩。语域是
与特定使用情境相联系的一种语言变体嬨孂孩孢孥孲 孡孮孤 孃孯孮孲孡孤嬬 嬲嬰嬱嬹嬩。在学术语体内部，不同学科
领域的语言使用情境不同，从而形成各具差异的学科语域。考察不同学科语域的语言特征及其
变异情况，能够概括汉语学术语体的语法规律。

随着多维度分析法（孍孵孬孴孩嬭孄孩孭孥孮孳孩孯孮孡孬 孁孮孡孬孹孳孩孳）的日臻完善，近年来学者不断借鉴并跟
随其首倡者孄孯孵孧孬孡孳 孂孩孢孥孲嬨嬱嬹嬸嬵嬻 嬱嬹嬸嬶嬻 嬱嬹嬸嬸嬻 嬱嬹嬹嬵嬻 嬲嬰嬰嬶嬻 嬲嬰嬱嬴嬩的研究路径，借助大规模真实语
料库和因子分析的统计方法，得到语言特征在语料中的若干聚合模式（即维度），从而以量化
视角探索跨语体嬯语域的语言变异情况嬨孂孩孢孥孲 孡孮孤 孋孵孲孪孩孡孮嬬 嬲嬰嬰嬶嬻 孂孩孢孥孲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嬱嬶嬻 孂孩孢孥孲 孡孮孤
孅孧孢孥孲孴嬬 嬲嬰嬱嬶嬻 孂孩孢孥孲 孡孮孤 孃孯孮孲孡孤嬬 嬲嬰嬱嬹嬩。雷秀云和杨惠中嬨嬲嬰嬰嬱嬩以及武姜生嬨嬲嬰嬰嬱嬩是国内较早系
统介绍多维度分析法的文献，并籍此引领中国学者对学术英语和其他书面英语的语言变异情况
进行描写嬨武姜生嬬 嬲嬰嬰嬴嬻 潘嬬 嬲嬰嬱嬲嬻 胡春雨嬬 谭金琳嬬 嬲嬰嬲嬰嬩。
在现代汉语语言变异的多维度分析方面，孚孨孡孮孧嬨嬲嬰嬱嬲嬩对汉语书面语的语言变异情况进

行考察；朱晓楠嬨嬲嬰嬱嬴嬩考察嬱嬶个汉语口笔语语域并提取出现代汉语语言变异的嬵个维度；刘艳
春嬨嬲嬰嬱嬹嬩识别出汉语语体的嬷个变异维度；范楚琳和刘颖嬨嬲嬰嬲嬰嬩采用随机森林和孫嬭孭孥孡孮孳聚类算
法定量比较了鲁迅三种文体的语言特征；朱宇和胡晓丹嬨嬲嬰嬲嬱嬩定量考察嬱嬴嬱项连词的共现模式，
创新汉语虚词的量化研究路径。这些文献将多维度分析法运用于汉语研究和自然语言处理领
域，是对汉语语体和语言变异进行实证考察的有益尝试，拓展了汉语语言变异研究的视野。但
总体来看，国内学界罕见运用多维度分析法对学术汉语进行中观和微观视角下的专门描写与研
究。因此，本文基于大规模中文学术期刊语料，尝试分领域、分学科考察学术汉语书面语的语
言变异情况。研究问题如下：

（嬱）在人文领域和社科领域之间，中文学术期刊论文的语言变异有哪些异同？
（嬲）在人文领域内部和社科领域内部，中文学术期刊论文的语言变异各有哪些异同？

2 研研研究究究设设设计计计

2.1 语语语料料料库库库建建建设设设

为体现样本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文选取孃孓孓孃孉各学科排名前两位的期刊，建立中文学术
期刊语料库（人文社科子库）。其中，人文领域选取中国文学、历史学和哲学，社科领域选取
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共六门学科。具体抽样方法为：确定孃孓孓孃孉上述六门学科排名前两位
的嬱嬲种期刊，记录其在相同时段内发表的全部学术论文（不含简讯、书讯、征稿启事等），从
各学科随机抽取嬲嬵嬥作为研究语料，共计嬹嬷嬰篇，约嬹嬲嬰万字，见表嬱。

2.2 语语语言言言特特特征征征体体体系系系建建建立立立

本文结合现代汉语特点，参考语体研究成果，建立现代汉语语言特征体系，共嬲嬱类嬱嬱嬱项
（详见附录孁），涉及现代汉语词汇、语法、韵律等多个层面。该特征体系内的语言特征并非
独立，而是存在交叉重叠、容纳包含关系。例如名词中既有按使用频次的分类，又有按抽象或
具体特征的分类，还有按常用领域的分类等。旨在从多元视角，多方位审视学术汉语语言变异
情况。

2.3 语语语料料料清清清洗洗洗和和和处处处理理理

为确保数据准确性，删除各篇学术论文的作者简介、基金项目、图表、附录、参考文献、
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等内容。使用孎孌子孉孒汉语分词系统0对语料进行分词和词性标注。使
用孁孮孴孃孯孮季软件和自编程序孔孥學孴 孁孮孡孬孹孳孩孳对每篇文本中语言特征的频数进行检索与统计，并做
归一化处理，得到每项语言特征在每篇文本内每千字的出现频率，作为语言特征频率数据。

©2022 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
根据《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许可出版

0https://github.com/NLPIR-team/NLP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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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领领域域域 学学学科科科 选选选取取取期期期刊刊刊 篇篇篇数数数 字字字数数数

人文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嬱嬰嬴 嬱 嬳嬲嬷 嬴嬸嬷
《文学遗产》 嬶嬸 嬸嬱嬱 嬰嬸嬱

历史学 《历史研究》 嬵嬷 嬹嬲嬴 嬹嬲嬲
《近代史研究》 嬴嬱 嬷嬲嬱 嬳嬵嬲

哲学 《哲学研究》 嬱嬶嬰 嬵嬰嬷 嬷嬷嬵
《哲学动态》 嬱嬳嬰 嬵嬰嬸 嬳嬰嬶

社科 经济学 《经济研究》 嬱嬰嬹 嬶嬸嬴 嬱嬰嬰
《世界经济》 嬶嬸 嬷嬵嬵 嬳嬲嬱

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 嬴嬷 嬷嬱嬳 嬸嬵嬳
《中国人口科学》 嬵嬳 嬴嬴嬰 嬴嬴嬳

法学 《中国法学》 嬷嬲 嬹嬲嬲 嬸嬳嬲
《法学研究》 嬶嬱 嬸嬷嬴 嬳嬳嬷

总计 嬹嬷嬰 嬹 嬲嬰嬰 嬰嬰嬰

表 嬱嬺 语料库构成及规模

2.4 因因因子子子分分分析析析与与与维维维度度度建建建立立立

使用孓子孓孓 嬲嬲嬮嬰软件对语言特征频率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建立语言特征维度。孋孍孏取样适
切性量数嬰嬮嬸嬸嬴，孂孡孲孴孬孥孴孴球形检验显著性p＜嬰嬮嬰嬰嬱（孁孰孰孲孯學嬮χ2 = 57813.725，df嬽嬴嬶嬵嬶），表明
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运用未加权的最小二乘法提取因子，并以子孲孯孭孡學斜交方式进行因子旋
转。经过对比研判和综合考量，参考碎石图曲线，选取前嬷个因子建立维度（总方差的累积解释
为嬴嬲嬮嬹嬱嬳嬥1），排除载荷绝对值小于嬰嬮嬳的特征项，共得到嬶嬰项语言特征及其载荷值。

3 学学学科科科语语语域域域文文文本本本的的的维维维度度度分分分析析析

通过因子分析，本文成功识别出人文社科中文期刊论文的嬷个维度语言特征集及其载荷值。
按照孂孩孢孥孲嬨嬱嬹嬸嬸嬩嬬载荷值越高说明其对该维度的贡献越大，相关性越强。语言特征根据其载荷值
的正负分为正向特征和负向特征，代表其在同一维度中的两个方向。每个维度既可包含方向相
同的一组特征集（均为正向或负向特征），也可包含方向不同的两组特征集（既有正向也有负
向特征），且该两组特征集在某些特定语域中往往呈现互补分布。

进而，根据语言特征频率数据的标准分，按照各维度不同载荷值进行定量加权，得到每篇
文本在嬷个维度上的维度分数。该分数是标准化之后的值，不受文本篇幅等影响，故能够在同一
基础上进行量化比较。以下参照各维度语言特征及学科语域维度分均值，结合具体文本，分别
对人文社科语域的嬷个维度进行分析和命名。

3.1 维维维度度度一一一：：：描描描述述述性性性vs.阐阐阐释释释性性性

维度一包含嬳嬳项语言特征，见表嬲。其中，正向特征的数量和种类较多，如嬐嵌偶单音词嬑常
见于状语，满足庄典语体需求嬨黄梅嬬 冯胜利嬬 嬲嬰嬰嬹嬩；嬐副词：中度常用嬑2嬐形容词：非常用嬑嬐副
词：最常用嬑等以形容词和副词为主，多用于描写和修饰；嬐动词孠有嬧，表存现嬑和嬐存现动词嬑常
用在描述话语；嬐特指疑问句嬑、嬐第一人称代词孠我嬧 嬑指代确定的人或事物。以上载荷值较高的语
言特征均具有一定的描写和叙述功能。

负向特征中，嬐词长嬑和嬐平均句长嬑是对文本词句的度量，体现词汇和句子的复杂度和丰富
度。嬐名动词嬑嬐名词：最常用嬑嬐抽象名词嬑和嬐集体名词嬑等承载较高信息密度。嬐形式动词嬑在书面

1关于本文中该数值的大小是否合理的问题，笔者曾向多维度分析法的首倡者、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英语系Dr.
Douglas Biber教授发邮件请教，得到肯定答复。在此，特向Dr. Douglas Biber教授致以诚挚感谢！

2根据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词语分词类频率表》，本文将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这四类词语，按照出
现频率排序，各分为三个水平：最常用（前30%）、中度常用（31%-65%）、非常用（后35%）。该12项语言特征
仅从频率角度划分，与其他语言特征存在交叉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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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维维度度度 语语语言言言特特特征征征 载载载荷荷荷值值值 语语语言言言特特特征征征 载载载荷荷荷值值值

维度一

嵌偶单音词 嬰嬮嬹嬷嬴 存现动词 嬰嬮嬳嬲嬶
语气词 嬰嬮嬸嬵嬵 假设复句 嬰嬮嬳嬲嬴

其他第一人称代词 嬰嬮嬷嬲嬶 动词：非常用 嬰嬮嬳嬲嬳
动词嬐有嬑，表存现 嬰嬮嬶嬹嬷 名词：非常用 嬰嬮嬳嬲嬰
目的复句 嬰嬮嬶嬹嬴 特指疑问句 嬰嬮嬳嬲嬰

副词：中度常用 嬰嬮嬶嬷嬱 第一人称代词嬐我嬑 嬰嬮嬳嬱嬲
指示代词 嬰嬮嬵嬸嬷 状态词 嬰嬮嬳嬰嬷

形容词：非常用 嬰嬮嬵嬴嬴 集体名词 嬭嬰嬮嬳嬱嬳
动词：中度常用 嬰嬮嬴嬷嬶 抽象名词 嬭嬰嬮嬳嬱嬸
副词：非常用 嬰嬮嬴嬵嬷 形式动词 嬭嬰嬮嬳嬷嬲
副词：最常用 嬰嬮嬴嬴嬵 名词：最常用 嬭嬰嬮嬳嬹嬲
交流动词 嬰嬮嬴嬲嬱 助词嬐的嬑 嬭嬰嬮嬴嬵嬷
并列复句 嬰嬮嬴嬱嬸 平均句长 嬭嬰嬮嬵嬷嬳

形容词：中度常用 嬰嬮嬴嬰嬷 合偶双音词 嬭嬰嬮嬵嬸嬶
时间副词 嬰嬮嬳嬹嬹 名动词 嬭嬰嬮嬶嬵嬹
增强语 嬰嬮嬳嬴嬱 词长 嬭嬰嬮嬹嬳嬰
介词短语 嬰嬮嬳嬲嬸

表 嬲嬺 维度一的语言特征及其载荷值

语中嬐经常用于庄重、典雅的文体嬑嬨刁晏斌嬬 嬲嬰嬰嬴嬩 ，嬐合偶双音词嬑则是体现书面正式语体功能的
语法结构手段嬨王永娜嬬 嬲嬰嬱嬵嬩。这些特征体现出较强的信息聚集，通常用于阐说和解释。以下通
过具体文本分析：
语料（嬱）节选自历史学期刊论文，其中用不同符号标注出维度一的部分正向特征

（形容词、
::::
副词、指示代词、介介介词词词）。该语料包含许多形容词和副词，描述性强；亦含表示

对象、范围、方式的介词，以保证描述表达的精确和严密嬨袁晖嬬 李熙宗嬬 嬲嬰嬰嬵嬩。
（嬱）这样惨切与残败之余的社会生活感受，我们读到《聊斋》故事，即知其所所所描写的环境

气氛
:::
绝不是偶然的胡思乱想。嬮 嬮 嬮 嬮 嬮 嬮

::
具见其以以以己作作作为为为作品中人物之作，即以以以自己真切深挚的情

感意绪以以以为为为书中人物的描写。即在在在人物创作与描绘中中中，把把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化了进去。
语料（嬲）节选自经济学期刊论文，标注出部分负向特征（

:::::::
名动词、名词：最常用、合合合偶偶偶

双双双音音音词词词）。该语料共两个句子，平均句长嬷嬱，平均词长嬱嬮嬹嬵，实词占嬵嬷嬮嬵嬳嬥，用以解释嬐企业生
产效率分化嬑的作用。可见社科论文对概念和术语的运用较多，解析力求准确、严谨，具有较高
信息负荷，体现出较强的阐释功能。
（嬲）企业之间生产效率的

::::
分化，进而激发了产业层面的

:::::
重组和跨企业的资源再配置过程：

一方面，生产率较低的企业逐渐收收收缩缩缩，并最终退出市场；另一方面，新企业大规模进进进入入入，生产
率较高的企业也开始

::::
扩张。同时，通过促促促进进进跨企业资源

::::
配置效率的

::::
改改改善，银行部门的

:::::::
市场化也

成成成为为为中国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
::::
增长的重要源泉。

对六门学科和两大领域的文本维度分取均值，绘制出图嬱，可知：人文领域，三门学科在维
度一的均值为正，而社科领域三门学科均值为负，呈现出明显分野。根据嬴嬮嬱节事后检验结果，
人文与社科两大领域及各领域内学科之间在维度一均具有显著性差异，这说明学术期刊论文在
维度一嬐描述性孶孳嬮阐释性嬑存在普遍的语言变异情况，也是其最基本的功能。

3.2 维维维度度度二二二：：：概概概念念念判判判断断断vs.行行行为为为再再再现现现

共有嬱嬵项语言特征聚合成维度二，见表嬳，其中嬳项负向特征均属动词词类。嬐副动词嬑和嬐形
式动词嬑用以增强句中谓语的陈述性和宾语的指称性，构成以合偶词为基础的嬐双必合双嬑结
构嬨冯胜利等嬬 嬲嬰嬰嬸嬻 王永娜嬬 嬲嬰嬱嬶嬩，如嬐设设设法法法完成嬑嬐加加加以以以警告嬑等，呈现嬐对行为的再现或重构嬑功
能，一般用于说明类和实证类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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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嬱嬺 维度分均值在维度一和维度二的分布

维维维度度度 语语语言言言特特特征征征 载载载荷荷荷值值值 语语语言言言特特特征征征 载载载荷荷荷值值值

维度二

第三人称代词 嬰嬮嬸嬵嬲 心理名词 嬰嬮嬳嬵嬹
动词嬐是嬑作主要动词 嬰嬮嬷嬴嬴 推测性动词 嬰嬮嬳嬳嬹

介词嬐把嬑 嬰嬮嬷嬴嬴 趋向动词 嬰嬮嬳嬱嬹
代词：它 嬰嬮嬶嬹嬱 插入语 嬰嬮嬳嬱嬵
助词嬐的嬑 嬰嬮嬵嬷嬰 形式动词 嬭嬰嬮嬳嬰嬹
数量词 嬰嬮嬴嬷嬳 副动词 嬭嬰嬮嬳嬱嬰

大学学科专业分类词 嬰嬮嬳嬹嬲 动词：非常用 嬭嬰嬮嬳嬶嬸
比况助词 嬰嬮嬳嬸嬷

表 嬳嬺 维度二的语言特征及其载荷值

维度二的正向特征嬐第三人称代词嬑嬐动词孠是嬧作主要动词嬑嬐代词孠它嬧 嬑等，在书面语中用于对客
观的人、事物或现象进行概念判断或特点概括，是一种嬐下定义嬑式的表达，以突出其固有的、
区别于他者的特点。维度二的其他正向特征，如嬐数量词嬑、嬐大学学科专业分类词嬑、嬐比况助
词嬑等起到限定、指代、说明等作用，让一些抽象概念被解析得更加明确。
语料（嬳）节选自哲学期刊论文，标注出维度二的部分正向特征（代词：它、动动动词词词“是是是”作作作

主主主要要要动动动词词词、
:::::::::
介词嬐把嬑、助词嬐的嬑）。语料（嬴）节选自社会学期刊论文，标注出维度二的负向特

征（
::::::::::::::
动词：非常用、副副副动动动词词词、形式动词）。

（嬳）第二种理论主张可称为有意识的倾向主义。它坚持认为，一个命题态度是是是由某些对意
识显现状态倾向所构成的。第三种可称为自然种类主义。它坚持认为，一种命题态度是是是无论什
么自然种类发挥的所有作用，既是是是行为的又是是是现象的，并且我们

:::
把这种作用相关于这种态度。

（嬴）在使用年龄偏好指数进行相相相应应应计算时有一个前提假设条件。同时，单岁组计算时分母
相相相应应应增多，也

:::::
稀释了流动人口集中带来的影响。对此，本文提出对联合国综合指数进行修正，

以单岁组代替嬵岁组为单位进行分析计算。
从图嬱的维度分均值分布可知，中国文学和哲学在维度二均值为正，尤以哲学表现出较强

的嬐概念判断嬑特征；而历史学和社科领域的三门学科为负值，表现出与之对照的嬐行为再现嬑特
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学也是基于史料的论证和探索，包含对先前研究行为的再现，故
一些历史学论文在该维度上呈现出嬐行为再现嬑的功能。这体现了历史学在表达嬐行为再现嬑功能
时区别于其他人文学科的独特性。

CC
L 
20
22

第二十一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论文集，第56页-第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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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计算语言学

3.3 维维维度度度三三三：：：铺铺铺陈陈陈与与与发发发展展展

维度三的语言特征包括四类复句和两种副词，均为正向，且绝对值均大于嬰嬮嬴，见表嬴。在
汉语中，复句各分句之间关系复杂，但表述层次清楚，语意周密嬨吴礼权嬬 嬲嬰嬱嬲嬩。该维度的复句
中，三种属于偏正复句，一种（顺承复句）属于联合复句，使成分之间联系紧密，铺陈接续。

维维维度度度 语语语言言言特特特征征征 载载载荷荷荷值值值 语语语言言言特特特征征征 载载载荷荷荷值值值

维度三

因果复句 嬰嬮嬷嬷嬱 时间副词 嬰嬮嬴嬹嬸
条件复句 嬰嬮嬷嬱嬵 副词：表态度 嬰嬮嬴嬷嬴
顺承复句 嬰嬮嬶嬲嬶 假设复句 嬰嬮嬴嬳嬲

表 嬴嬺 维度三的语言特征及其载荷值

哲学期刊论文在该维度的均值最高（图嬲），节选语料（嬵）标注出两种复句（因果复句、
条条条件件件复复复句句句），体现出较强的逻辑关系。
（嬵）在基督教中，无无无论论论是否亲历基督复活之事，一个人只只只要要要相信此事，他就就就在精神上成

为了圣保罗的当代人，嬮 嬮 嬮 嬮 嬮 嬮之所以是复活而不是回忆，因为历史虽可以回想，却无法在苏格
拉底意义上被回忆。嬮 嬮 嬮 嬮 嬮 嬮只只只有有有开天辟地的造物主才才才能在无宾语状态下仅凭自身而存在。
基于以上特征共同表达的功能，将维度三命名为嬐铺陈与发展嬑。这是一种对客观事实的描

述和看法，强调时间或逻辑上的紧密联系，包含一定程度的主观性与非理性因素，具有人为参
与感。

图 嬲嬺 维度分均值在维度三和维度四的分布

3.4 维维维度度度四四四：：：已已已然然然性性性表表表述述述

维度四由嬐过去式动词嬑和嬐助词孠了嬧 嬑组成，均具有极高载荷值，见表嬵。二者关联性较强，
都是对过去发生的动作或行为的表述。

维维维度度度 语语语言言言特特特征征征 载载载荷荷荷值值值 语语语言言言特特特征征征 载载载荷荷荷值值值

维度四 过去式动词 嬱嬮嬰嬳嬰 助词嬐了嬑 嬰嬮嬹嬸嬸

表 嬵嬺 维度四的语言特征及其载荷值

以汉语为代表的孤立语主要通过虚词的语法手段来表达时间范畴。本文中，嬐过去式动
词嬑的检索方式为嬐表示过去的副词嬫动词嬑，较多分布在陈述性的话语中。助词嬐了嬑是汉语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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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动态助词之一，除了表示过去的意义，还可表达完成的意义。由此可见，维度四的两项语言
特征表达相似的时和体意义，具有高度相关的功能。
语料（嬶）节选自中国文学论文，标注了维度嬴的语言特征（助助助词词词“了了了”、过去式动词），更

加清晰地看出作者对已然性的表述。文中通过对莫言人生经历的回顾，表现作者对莫言及其作
品研究的历程，为文章增添说服力。
（嬶）理论上讲，作家莫言早已成了了了都市人。嬮 嬮 嬮 嬮 嬮 嬮近年来，有诸多研究者已发现莫言与沈

从文经历的相近，嬮 嬮 嬮 嬮 嬮 嬮这一写作模式深刻影响了了了几代中国作家的回乡写作。嬮 嬮 嬮 嬮 嬮 嬮事实上，批
评家们已然注意到，以《红高粱》为标志，莫言已经寻找到他的嬐精神家园嬑嬮 嬮 嬮 嬮 嬮 嬮她嫁了了了个哑巴
丈夫，生了了了个哑巴孩子。
由图嬲可知，人文领域的三门学科在该维度均为正值，而社科领域的三门学科均为负值，呈

现出与维度一类似的学科分野。事后检验结果表明，该维度中人文领域的三门学科之间均不具
有显著性差异，说明嬐已然性表述嬑亦是人文领域的常见表达功能。

3.5 维维维度度度五五五：：：计计计数数数与与与测测测量量量

维度五共嬴项特征，均为数词和量词，见表嬶。在汉语中，二者通常组合成数量短语作句法
成分，因而其出现频率和分布具有正相关。量词具有一定的感情色彩义，对于相同的对象，使
用不同量词会产生不同的感情色彩。由于科学语体在词语运用上排斥描绘形象色彩和感情色彩
等嬨袁晖嬬 李熙宗嬬 嬲嬰嬰嬵嬩，因而法学期刊论文中数词和量词出现频率较低，见图嬳。同理，哲学概
念往往由于其抽象性而无对应的量词，故哲学语域表现出与法学类似的情形。

维维维度度度 语语语言言言特特特征征征 载载载荷荷荷值值值 语语语言言言特特特征征征 载载载荷荷荷值值值

维度五
动量词 嬭嬰嬮嬳嬱嬵 数词 嬭嬰嬮嬸嬲嬲
时量词 嬭嬰嬮嬶嬷嬸 量词 嬭嬰嬮嬸嬶嬷

表 嬶嬺 维度五的语言特征及其载荷值

语料（嬷）和（嬸）分别来自经济学和历史学，标注了维度五的全部四项语言特征
（量词、

::::
数词、时时时量量量词词词、动量词），从中可见对嬐计数与测量嬑表达的严密性和客观性。

（嬷）利用中国
::
嬸嬵个大中城市的环境污染和房价数据，嬮 嬮 嬮 嬮 嬮 嬮这是首次运用发展中国家的数

据检验城市化进程中嬮 嬮 嬮 嬮 嬮 嬮近
::
嬱嬰年年年来，中国经历了快速的房价上涨，嬮 嬮 嬮 嬮 嬮 嬮这

:
嬴个城市的房价分

别上涨了
::::
嬲嬮嬱嬸倍、

::::
嬱嬮嬸嬹倍、

::::
嬲嬮嬱嬶倍和

:::
嬱嬮嬸嬱倍。

（嬸）每在黄道上移动
::
嬱嬵度时，即定为

::
一节气的日期。嬮 嬮 嬮 嬮 嬮 嬮以致有可能出现

::
一月月月之中

有
::
三气，偶而也会出现

::
一年年年之内有

::
两个无中气之月的现象。嬮 嬮 嬮 嬮 嬮 嬮清初以来

:::::
三百

::::
五十年年年间，

平均每
::
半个世纪才发生

::
一次的闰八月，嬮 嬮 嬮 嬮 嬮 嬮将是社会天文学史研究的另

:::
一重要内容。

图 嬳嬺 维度分均值在维度五、维度六和维度七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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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维维维度度度六六六：：：模模模糊糊糊性性性表表表达达达

维度六包含嬴项语言特征，见表嬷。其中嬐模糊限制语嬑和嬐副词：表可能嬑载荷值均大于嬰嬮嬵，
二者分别是对模糊性和可能性的表达，且存在一定重叠，在使用中具有较高关联性和替代
性。嬐转折复句嬑通过关联词语表达转折关系范畴，在语义特征方面具有相对性和补充性，体现
信息的翻转和婉转嬨赵岩嬬 嬲嬰嬲嬱嬩，反映交互双方的信息不确定或不对称。嬐插入语嬑属于独立语范
畴，用于补足句义，使句子表意更加严密，如嬐据说嬑嬐在我看来嬑等。

维维维度度度 语语语言言言特特特征征征 载载载荷荷荷值值值 语语语言言言特特特征征征 载载载荷荷荷值值值

维度六
模糊限制语 嬰嬮嬸嬶嬸 转折复句 嬰嬮嬴嬹嬱
副词：表可能 嬰嬮嬶嬴嬳 插入语 嬰嬮嬳嬵嬰

表 嬷嬺 维度六的语言特征及其载荷值

以上特征共同实现对事物发展变化的模糊性推断和判断，表示不肯定或不确切的意味。由
图嬳，中国文学和历史学在该维度体现明显。语料（嬹）节选自历史学期刊论文，标注维度六的
全部特征（模糊限制语、副副副词词词：：：表表表可可可能能能、转折复句、

:::::::
插入语），表达因年代久远而对历史事件

的推测或假设。
（嬹）这

::::
当然只是胡适和陈垣个人之间的争论，其中或或或许许许有胡适和陈垣之间的瑜亮心结，

所以话题变得比比比较较较敏感。但是，在现代中国的佛教道教研究史中嬮 嬮 嬮 嬮 嬮 嬮不过，
:::::::
事实上彼此也还

是有些在意。嬴月嬱嬰日，陈垣写了一封似似似乎乎乎是高挂嬐免战牌嬑的信，嬮 嬮 嬮 嬮 嬮 嬮
:::::::::
换句话说，即佛教传到

中国，嬮 嬮 嬮 嬮 嬮 嬮是否还可可可能能能经由南海到达交、广地区这一途径？

3.7 维维维度度度七七七：：：顺顺顺序序序与与与连连连接接接

维度七由载荷值均较高的嬐顺序词嬑和嬐句内并列连词嬑组成，见表嬸。在汉语中，二者都可
归为连词范畴，都是虚词。顺序词体现先后的逻辑，并列连词是对具有并联关系成分间的连
接。该两项特征均属于明晰化手段，能让文本的层次、语义关系变得明白确切嬨袁晖嬬 李熙宗嬬
嬲嬰嬰嬵嬩，增强表达的精确性。

维维维度度度 语语语言言言特特特征征征 载载载荷荷荷值值值 语语语言言言特特特征征征 载载载荷荷荷值值值

维度七 顺序词 嬱嬮嬰嬹嬷 句内并列连词 嬰嬮嬸嬹嬷

表 嬸嬺 维度七的语言特征及其载荷值

由图嬳，哲学论文在该维度的表现尤为突出。语料（嬱嬰）节选自哲学期刊论文，标注维度七
的语言特征（顺序词、句句句内内内并并并列列列连连连词词词）。句中并列连词和顺序词对文本架构进行梳理和推动，
使行文在叙述抽象概念时更有逻辑和层次。

嬨嬱嬰嬩对于确定性的追问首先表现在对世界存在、变化和和和发展的始基、根据和和和解答
上。嬮 嬮 嬮 嬮 嬮 嬮其次，经过实在与与与表象、本质与与与现象二元论的剥离，嬮 嬮 嬮 嬮 嬮 嬮最后，以同一性排斥
差异性，并并并最终导致嬮 嬮 嬮 嬮 嬮 嬮人类认识的起始和和和真理标准及及及意义界限等嬮 嬮 嬮 嬮 嬮 嬮

4 学学学科科科语语语域域域的的的差差差异异异检检检验验验及及及聚聚聚类类类分分分析析析

4.1 基基基于于于方方方差差差分分分析析析的的的差差差异异异检检检验验验

通过维度分均值对比和语料分析，本文从嬷个维度对不同学科语域的差异进行分析。为了验
证以上差异在哪些方面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显著性，本文使用多变量方差分析（孍孁孎孏孖孁）对各
文本的嬷个维度分数据进行差异检验。
首先，使用基于马氏距离（孍孡孨孡孬孡孮孯孢孩孳 孤孩孳孴孡孮季孥孳）的方法对多元异常值进行检测并剔

除。结果显示，数据中有嬱嬷项异常值，剔除后剩余嬹嬵嬳篇有效语料。同时，使用皮尔逊相关系数
对多因变量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3，发现各因变量间相关系数的最大值r嬽嬰嬮嬵嬹嬱＜嬰嬮嬹嬰，即因
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不强，满足进行后续统计分析所需条件。

3Tabachnick and Fidell(2013)指出，具有较强相关性的因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其相关系数为r=0.90或更
高。故使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对多因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若r值小于0.90，则可认为因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较
弱，对结果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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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以领域（人文、社科）、人文学科（文、史、哲）和社科学科（经、社、法）分别
作为分组变量，对各组内的文本维度分进行三次协方差矩阵齐性假设检验，发现三个孂孯學嬧孳 孍协
方差齐性检验结果均显著。进而采用子孩孬孬孡孩嬧孳 孴孲孡季孥校正统计量4分别再次检验，发现三次子孩孬孬孡孩嬧孳
孴孲孡季孥检验的p值均接近嬰，说明三种分组情况下的文本维度分在本文建立的嬷个维度上具有显著
性差异。
随后，为验证各单一维度下的学科语域差异是否显著，使用单变量方差分析，将单一维度

下的误差方差进行分解。方差齐性检验表明，各单一维度下的方差同质性孌孥孶孥孮孥嬧孳检验结果均
显著。为此，使用修正方法字孥孬季孨嬧孳 孁孎孏孖孁对三种分组方式下每个维度的文本维度分数据进行
组间差异性检验，领域分组检验结果如表嬹所示，学科分组主体间效应检验结果见附录孂。

来源 因变量 孉孉孉类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p值 η2

领域 维度一分数 嬳嬰嬰嬮嬲嬵嬳 嬱 嬳嬰嬰嬮嬲嬵嬳 嬴嬹嬱嬮嬱嬰嬵 嬰嬮嬰嬰 嬰嬮嬳嬴嬱
分组 维度二分数 嬳嬶嬵嬮嬷嬱嬰 嬱 嬳嬶嬵嬮嬷嬱嬰 嬶嬵嬶嬮嬰嬶嬷 嬰嬮嬰嬰 嬰嬮嬴嬰嬸

维度三分数 嬱嬰嬸嬮嬲嬲嬱 嬱 嬱嬰嬸嬮嬲嬲嬱 嬱嬴嬴嬮嬶嬴嬶 嬰嬮嬰嬰 嬰嬮嬱嬳嬲
维度四分数 嬵嬵嬮嬴嬶嬸 嬱 嬵嬵嬮嬴嬶嬸 嬵嬸嬮嬰嬰嬴 嬰嬮嬰嬰 嬰嬮嬰嬵嬷
维度五分数 嬰嬮嬰嬶嬹 嬱 嬰嬮嬰嬶嬹 嬰嬮嬰嬸嬷 嬰嬮嬷嬶嬸 嬰嬮嬰嬰
维度六分数 嬳嬮嬸嬰嬸 嬱 嬳嬮嬸嬰嬸 嬴嬮嬵嬳嬸 嬰嬮嬰嬳嬳 嬰嬮嬰嬰嬵
维度七分数 嬰嬮嬱嬸嬸 嬱 嬰嬮嬱嬸嬸 嬰嬮嬱嬹嬶 嬰嬮嬶嬵嬸 嬰嬮嬰嬰

表 嬹嬺 人文社科领域嬷个维度文本维度分的主体间效应检验结果

结果显示，人文和社科领域之间的语域变异显著存在于嬵个维度（p值小于嬰嬮嬰嬵），分别
是：维度一嬐描述性孶孳嬮阐释性嬑、维度二嬐概念判断孶孳嬮行为再现嬑、维度三嬐铺陈与发展嬑、维度
四嬐已然性表述嬑和维度六嬐模糊性表达嬑。同时，文、史、哲期刊论文或经、社、法期刊论文各
有嬶个维度呈现显著性差异，说明这两大领域内部学科亦存在凸出的语言变异情况。
为了探究人文和社科两大领域内部的学科在嬷个维度上各自存在哪些差异，本文以上述结果

为基础，在嬹嬵嬥置信区间内采用孄孵孮孮孥孴孴嬧孳 孔嬳检验法5进行事后检验，各学科的多重比较显著性
结果可概括为表嬱嬰，详细结果见附录孃。

中国文学 历史学 经济学 社会学

历史学 孉嬬孉孉嬬孉孉孉 嬯 社会学 孉嬬孉孉嬬孖 嬯
哲学 孉嬬孉孉嬬孖嬬孖孉嬬孖孉孉 孉嬬孉孉嬬孉孉孉嬬孖嬬孖孉嬬孖孉孉 法学 孉嬬孉孉嬬孉孉孉嬬孉孖嬬孖嬬孖孉 孉嬬孉孉孉嬬孉孖嬬孖

表 嬱嬰嬺 事后检验呈现显著差异的维度简表

以上结果表明，人文领域内部学科在除维度四嬐已然性表述嬑外均具有显著差异，而社科领
域内部学科在除维度七嬐顺序与连接嬑外均具有显著差异。其中，哲学与中国文学在嬵个维度存在
显著差异，与历史学在嬶个维度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哲学语域跟同属人文领域的中国文学、历史
学语域存在较大差异；法学与经济学在嬶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与社会学在嬴个维度上存在显
著差异，说明法学语域与同属社科领域的经济学、社会学语域差异较大。

4.2 学学学科科科语语语域域域的的的聚聚聚类类类分分分析析析

为了进一步量化比较不同学科语域之间的差异，本文使用孍孩孮孩孴孡孢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具体
方法为：以构成嬷个维度的嬶嬰项语言特征的均值为依据，通过计算值间距离，对六门学科语域进
行聚类。相关参数设定为：联结法为最长距离法，距离度量为孅孵季孬孩孤孥孡孮平方，标准化变量，相
似性水平为嬹嬵嬥。聚类结果如图嬴所示。

4对于Pillai’s trace校正统计量，Pillai(1955)指出该方法通常被认为是最有效且稳健的，是在不满足协方差矩阵
同质性假设的情况下进行MANOVA的最佳选择。

5根据Sauder and DeMars(2019)，在不满足方差齐性的情况下，使用Dunnett’s T3进行事后检验能够有效控制第
一类错误，是一种比较保守的多重比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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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嬴嬺 学科语域的聚类

由图可知，六门学科的聚类结果分明，共有两个层次。首先，六门学科被分为两大聚类集
合：第一大聚类集合包括中国文学、历史学、哲学，第二大聚类集合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法
学嬖嬖这与本文选取的嬐人文嬑和嬐社科嬑两大领域下的学科分布完全一致。其次，在人文领域内
部，中国文学与历史学的相似度为嬷嬶嬮嬸嬹嬥，哲学与其相似度较低，仅为嬴嬳嬮嬸嬵嬥；在社科领域内
部，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相似度为嬹嬱嬮嬴嬶嬥，法学与其相似度为嬷嬱嬮嬳嬱嬥。以上数据实现了对六门学
科之间文本相似性的度量，相关结论与事后检验结果一致，从而量化反映出人文社科领域语域
及其内部学科语域之间的差异大小。

5 结结结语语语及及及展展展望望望

语体语法是现代汉语领域新近形成的重要语法研究流派。该流派秉持嬐大语法观嬑，认为语
体语法的特征体现于嬐音系、韵律、词法、句法、篇章、语义嬑各层面语言表达中嬨冯胜利嬬 施春
宏嬬 嬲嬰嬱嬸嬩，凡语言系统中某种结构形式的变化和某项特征的有无或差异能够体现为语体功能的
对立或改变，都可成为实现语体的表现手段和方式。

以上观点与本文所使用的语域多维度分析法的底层逻辑存在高度一致性。具体而言，本文
发现：汉语学术语体内部存在显著的语言形式与功能差异，仅以其中的人文社科期刊语域而
言，其语法范畴层面的语言特征在使用频数上具有明显差异，这些差异经过因子分析可概括
为嬷个语言功能差异维度（即：描述性孶孳嬮阐释性、概念判断孶孳嬮行为再现、铺陈与发展、已然性
表述、计数与测量、模糊性表达、顺序与连接）。并且，人文与社科语域在其中五个维度的表
征上存在显著差异，人文或社科内部各自在其中六个维度的表征上存在显著差异。

这为语体语法理论的发展完善提供了具体的资料与例证。尤其是考虑到当前汉语语体语
法的研究更多采用讨论某一语法特征在两种特定语体中嬐合法嬑或嬐不合法嬑的两极判断范式，而
以本文所示的研究范式，则可有助于构建语法特征在不同的语体嬯语域中由嬐不合法嬑到嬐合法嬑的
连续统，同时也可以看到多个语法特征使用频数的差异是如何实现不同的差异维度（语言功
能），而若干语言功能的定量表达又是怎样构建了不同的语域嬯语体，这对于丰富和发展汉语语
体语法理论有重要启示作用。

此外，本文的发现对人文社科领域的人才培养，特别是学术写作教学实践也具有指导作
用。当前国内高校对学术写作的教学指导多停留在学位论文写作方面。诚然，学位论文固然重
要，但其仅仅是学术写作诸多形式之一，况且当前学位论文写作的教学重点更多强调学位论文
的程序性和规范性，而非学术汉语语言特征的使用。本文通过人文社科中文学术期刊语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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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发现，凸显了学术汉语语言表征的多样化功能及形式的丰富性，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人
文和社科领域六个具体学科的学术语言表征特点，对于学术写作教学有具体的参照借鉴意义。

后续工作可从以下方面继续深入：嬱）在学科语域选择方面，引入更多领域和学科进行对
比，如人文社科与理工学科的对比，语言学、心理学等跨领域多栖学科的对比等；嬲）在语料
库建设方面，除了继续扩充学术期刊、学位论文、学术教材等书面语语料外，亦可增添学术讲
座、课堂授课、研讨会发言等学术口语语料，丰富学术汉语语料库的类型和规模，从而更加全
面地考察学术汉语语域变异情况。嬳）另外，相关应用研究也可开展，如：基于学科语域变异
规律的国内高校学术写作教学研究、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术语体教学研究、嬐中文嬫职业教
育嬑分科教材编写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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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录录录A.现现现代代代汉汉汉语语语语语语言言言特特特征征征体体体系系系

名名名词词词及及及其其其特特特殊殊殊属属属类类类：嬱嬮名词：最常用；嬲嬮名词：中度常用；嬳嬮名词：非常用；嬴嬮抽象名
词；嬵嬮立场名词；嬶嬮心理名词；嬷嬮大学学科专业分类词；嬸嬮指人名词；嬹嬮集体名词；嬱嬰嬮具象名
词；嬱嬱嬮具象科技名词；嬱嬲嬮度量衡名词
动动动词词词及及及其其其特特特殊殊殊属属属类类类：嬱嬳嬮动词：最常用；嬱嬴嬮动词：中度常用；嬱嬵嬮动词：非常用；嬱嬶嬮动作行

为动词；嬱嬷嬮使役动词；嬱嬸嬮存现动词；嬱嬹嬮心理动词；嬲嬰嬮肯定动词；嬲嬱嬮交流动词；嬲嬲嬮推测性动
词；嬲嬳嬮可能性动词；嬲嬴嬮趋向动词；嬲嬵嬮副动词；嬲嬶嬮形式动词
形形形容容容词词词及及及其其其特特特殊殊殊属属属类类类：嬲嬷嬮形容词：最常用；嬲嬸嬮形容词：中度常用；嬲嬹嬮形容词：非常

用；嬳嬰嬮大小形容词；嬳嬱嬮常用形容词：相关性；嬳嬲嬮状态词；嬳嬳嬮区别词
数数数词词词和和和量量量词词词：嬳嬴嬮数词；嬳嬵嬮数量词；嬳嬶嬮量词；嬳嬷嬮动量词；嬳嬸嬮时量词
代代代词词词和和和代代代动动动词词词：嬳嬹嬮第一人称代词嬐我嬑；嬴嬰嬮第一人称代词嬐我们嬑；嬴嬱嬮其他第一人称代

词；嬴嬲嬮第二人称代词；嬴嬳嬮第三人称代词；嬴嬴嬮代词：它；嬴嬵嬮普通名词嬫们；嬴嬶嬮指示代词；嬴嬷嬮不
定代词；嬴嬸嬮句首代词；嬴嬹嬮代动词
副副副词词词及及及其其其特特特殊殊殊属属属类类类：嬵嬰嬮副词：最常用；嬵嬱嬮副词：中度常用；嬵嬲嬮副词：非常用；嬵嬳嬮副词：

表必然性；嬵嬴嬮副词：表可能；嬵嬵嬮副词：表态度
介介介词词词及及及其其其短短短语语语：嬵嬶嬮句首介词；嬵嬷嬮介词短语
助助助词词词：嬵嬸嬮助词嬐的嬑；嬵嬹嬮助词嬐地嬑；嬶嬰嬮助词嬐得嬑；嬶嬱嬮助词嬐等嬑嬯嬐等等嬑；嬶嬲嬮比况助词
其其其他他他词词词汇汇汇属属属类类类：嬶嬳嬮语气词；嬶嬴嬮顺序词；嬶嬵嬮句内并列连词；嬶嬶嬮小品词；嬶嬷嬮口语词；嬶嬸嬮儿

化词；嬶嬹嬮嵌偶单音词；嬷嬰嬮合偶双音词；嬷嬱嬮古语词；嬷嬲嬮增强语；嬷嬳嬮模糊限制语
名名名词词词形形形式式式：嬷嬴嬮名物化；嬷嬵嬮名动词；嬷嬶嬮名形词
状状状态态态形形形式式式：嬷嬷嬮动词嬐是嬑作主要动词；嬷嬸嬮动词嬐有嬑，表存现
时时时态态态和和和体体体标标标记记记：嬷嬹嬮进行式动词；嬸嬰嬮过去式动词；嬸嬱嬮助词嬐着嬑；嬸嬲嬮助词嬐了嬑；嬸嬳嬮助词嬐过嬑
情情情态态态动动动词词词：嬸嬴嬮必要性情态动词；嬸嬵嬮情态动词：表未来
地地地点点点和和和时时时间间间状状状语语语：嬸嬶嬮时间副词；嬸嬷嬮副词：表处所；嬸嬸嬮处所词；嬸嬹嬮方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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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缩缩略略略形形形式式式：嬹嬰嬮缩略语
否否否定定定形形形式式式：嬹嬱嬮否定词
独独独立立立语语语：嬹嬲嬮叹词；嬹嬳嬮拟声词；嬹嬴嬮插入语
疑疑疑问问问句句句：嬹嬵嬮特指疑问句
被被被动动动形形形式式式：嬹嬶嬮被动；嬹嬷嬮无施事者被动句；嬹嬸嬮介词嬐把嬑
复复复句句句：嬹嬹嬮并列复句；嬱嬰嬰嬮顺承复句；嬱嬰嬱嬮解说复句；嬱嬰嬲嬮选择复句；嬱嬰嬳嬮递进复句；嬱嬰嬴嬮条

件复句；嬱嬰嬵嬮假设复句；嬱嬰嬶嬮因果复句；嬱嬰嬷嬮目的复句；嬱嬰嬸嬮转折复句
词词词汇汇汇丰丰丰度度度：嬱嬰嬹嬮类符嬯形符比；嬱嬱嬰嬮词长；嬱嬱嬱嬮平均句长

附附附录录录B.学学学科科科分分分组组组主主主体体体间间间效效效应应应检检检验验验结结结果果果

文史哲三学科嬷个维度文本维度分的主体间效应检验结果

来源 因变量 孉孉孉类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p值 η2

人文 维度一分数 嬱嬲嬲嬮嬹嬴嬳 嬲 嬶嬱嬮嬴嬷嬱 嬸嬷嬮嬶嬸嬶 嬰嬮嬰嬰 嬰嬮嬲嬴嬵
分组 维度二分数 嬱嬳嬵嬮嬴嬳嬱 嬲 嬶嬷嬮嬷嬶嬱 嬱嬳嬷嬮嬷嬳嬶 嬰嬮嬰嬰 嬰嬮嬳嬳嬸

维度三分数 嬱嬵嬮嬴嬸嬹 嬲 嬷嬮嬷嬴嬴 嬸嬮嬹嬷嬹 嬰嬮嬰嬰 嬰嬮嬰嬳嬲
维度四分数 嬳嬮嬶嬴嬵 嬲 嬱嬮嬸嬲嬳 嬱嬮嬵嬸嬲 嬰嬮嬲嬰嬶 嬰嬮嬰嬰嬶
维度五分数 嬱嬳嬸嬮嬱嬴嬷 嬲 嬶嬹嬮嬰嬷嬴 嬹嬶嬮嬲嬸嬴 嬰嬮嬰嬰 嬰嬮嬲嬶嬳
维度六分数 嬱嬱嬱嬮嬱嬰嬴 嬲 嬵嬵嬮嬵嬵嬲 嬶嬶嬮嬵嬷嬱 嬰嬮嬰嬰 嬰嬮嬱嬹嬸
维度七分数 嬲嬱嬱嬮嬵嬷嬲 嬲 嬱嬰嬵嬮嬷嬸嬶 嬱嬱嬹嬮嬹嬳嬴 嬰嬮嬰嬰 嬰嬮嬳嬰嬸

经社法三学科嬷个维度文本维度分的主体间效应检验结果

来源 因变量 孉孉孉类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p值 η2

社科 维度一分数 嬱嬵嬮嬰嬴嬱 嬲 嬷嬮嬵嬲嬰 嬴嬷嬮嬱嬷嬹 嬰嬮嬰嬰 嬰嬮嬱嬸嬸
分组 维度二分数 嬱嬱嬮嬴嬱嬸 嬲 嬵嬮嬷嬰嬹 嬱嬹嬮嬷嬲嬸 嬰嬮嬰嬰 嬰嬮嬰嬰嬸

维度三分数 嬲嬱嬮嬰嬹嬶 嬲 嬱嬰嬮嬵嬴嬸 嬲嬰嬮嬵嬲嬱 嬰嬮嬰嬰 嬰嬮嬰嬹嬲
维度四分数 嬱嬱嬮嬳嬹嬵 嬲 嬵嬮嬶嬹嬸 嬸嬮嬵嬱嬶 嬰嬮嬰嬰 嬰嬮嬰嬴嬰
维度五分数 嬴嬹嬮嬱嬵嬴 嬲 嬲嬴嬮嬵嬷嬷 嬵嬶嬮嬷嬵嬳 嬰嬮嬰嬰 嬰嬮嬲嬱嬸
维度六分数 嬱嬱嬮嬴嬰嬳 嬲 嬵嬮嬷嬰嬱 嬱嬰嬮嬳嬱嬴 嬰嬮嬰嬰 嬰嬮嬰嬴嬸
维度七分数 嬰嬮嬰嬶嬶 嬲 嬰嬮嬰嬳嬳 嬰嬮嬰嬶 嬰嬮嬹嬴嬲 嬰嬮嬰嬰CC

L 
20
22

第二十一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论文集，第56页-第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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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计算语言学

附附附录录录C.人人人文文文社社社科科科领领领域域域内内内部部部学学学科科科在在在7个个个维维维度度度的的的事事事后后后多多多重重重比比比较较较显显显著著著性性性结结结果果果（（（p值值值）））

维度一：描述性孶孳嬮阐释性
中国文学 历史学 经济学 社会学

历史学 嬰嬮嬰嬰嬰 嬯 社会学 嬰嬮嬰嬰嬰 嬯
哲学 嬰嬮嬰嬰嬰 嬰嬮嬰嬰嬰 法学 嬰嬮嬰嬰嬰 嬰嬮嬰嬲嬱

维度二：概念判断孶孳嬮行为再现
中国文学 历史学 经济学 社会学

历史学 嬰嬮嬰嬰嬰 嬯 社会学 嬰嬮嬰嬰嬸 嬯
哲学 嬰嬮嬰嬰嬰 嬰嬮嬰嬰嬰 法学 嬰嬮嬰嬰嬰 嬰嬮嬳嬶嬸

维度三：铺陈与发展

中国文学 历史学 经济学 社会学

历史学 嬰嬮嬰嬳嬷 嬯 社会学 嬰嬮嬰嬷嬴 嬯
哲学 嬰嬮嬱嬰嬶 嬰嬮嬰嬰嬰 法学 嬰嬮嬰嬰嬰 嬰嬮嬰嬱嬶

维度四：已然性表述

中国文学 历史学 经济学 社会学

历史学 嬰嬮嬵嬲嬱 嬯 社会学 嬰嬮嬵嬴嬳 嬯
哲学 嬰嬮嬲嬳嬸 嬱嬮嬰嬰嬰 法学 嬰嬮嬰嬰嬰 嬰嬮嬰嬳嬹

维度五：计数与测量

中国文学 历史学 经济学 社会学

历史学 嬰嬮嬲嬱嬴 嬯 社会学 嬰嬮嬰嬰嬹 嬯
哲学 嬰嬮嬰嬰嬰 嬰嬮嬰嬰嬰 法学 嬰嬮嬰嬰嬰 嬰嬮嬰嬰嬰

维度六：模糊性表达

中国文学 历史学 经济学 社会学

历史学 嬰嬮嬲嬸嬲 嬯 社会学 嬰嬮嬳嬱嬰 嬯
哲学 嬰嬮嬰嬰嬰 嬰嬮嬰嬰嬰 法学 嬰嬮嬰嬰嬰 嬰嬮嬰嬶嬳

维度七：顺序与连接

中国文学 历史学 经济学 社会学

历史学 嬰嬮嬲嬵嬱 嬯 社会学 嬰嬮嬹嬹嬹 嬯
哲学 嬰嬮嬰嬰嬰 嬰嬮嬰嬰嬰 法学 嬰嬮嬹嬹嬳 嬰嬮嬹嬸嬴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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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022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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