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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为外语学习者提供难度合适的文本，需根据文本的复杂程度进行选取与改编，即文本难度调控。本文

对文本难度调控的研究与实践进行综述。文本难度调控的发展历程可分为“可读公式”与“多维特征”两个阶

段。在回顾发展历程基础上，本文指出，文本难度调控已逐步向“智能改编”阶段过渡，并以“英语文本指难

针”为个案讨论这一过渡的研究背景与实践价值。结合我国外语教学与研究情景，本文最后为未来智能改编

的研究发展提供可操作性建议。
关键词: 文本难度调控; 可读公式; 多维特征; 智能改编

Abstract: The selection of reading texts of appropriate difficulty for second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involves
assessing texts for linguistic complexity，which if necessary，should be adjusted by modifying the texts，a process
referred to as text adaptation． This study reviews the history of and current trends in text adaptation research and prac-
tice． The authors start with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two stages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into text
adaptation，namely，“readability formula”and“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The authors then argue that text adapta-
tion research is shifting towards the“data-driven”stage and，by using the case of Eng-Editor，illustrate the conceptu-
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such a transition． The authors conclude by putting forward a research agen-
da for applying the data-driven text adaptation approach in the context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China．
Key words: text adaptation; readability formul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data-driven adaptation

1． 引言

文本难度，在广义上是指一篇文本的难易程度;在狭义上是指一篇文本在语言特征上所呈

现出来的复杂程度，即文本复杂度( text complexity，参见 Mesmer et al． 2012)。对于外语学习

者来说，使用与其语言水平相适应的文本将有助于其语言能力的发展(Crossley et al． 2012;

Hiebert ＆ Mesmer 2013)，使用明显低于或高于其语言水平的文本都将不利于甚至阻碍其语言

能力的发展(Brookhart 2003;Kontovourki 2012)。因此，需要将文本的复杂程度与外语学习者

的语言水平进行适度匹配，以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为此，在为外语学习者选取学习文本时，

需要对文本的复杂度进行量化计算以判断其难度情况，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文本进行适当改编

以调整其复杂程度，这一过程称为“文本难度调控”。
外语教师在文本难度调控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Bunch et al． 2014)。为了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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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外语教师在准备教学素材时，需要根据学生现有水平和实际教学情

景，适度调控文本难度，通常是降低真实文本的难度，以适应外语学习者的语言水平。然而，将

不同难度的文本与不同水平等级进行匹配，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即使对于教学经验丰富的

外语教师来说，也是极具挑战性的(Sung et al． 2015)。目前，在文本难度调控过程中，外语教

师能够获得的帮助或可参考的依据是极少的，他们往往只能凭借教学经验或个人直觉来选取

和改编真实文本(Crossley et al． 2012;Young 1999)。
本文将从研究与实践两个层面，对文本难度调控的发展历程进行综述，回顾文本难度调控

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理论基础、实践应用和阶段特点，并侧重探讨文本难度调控目前的发展状况

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以期为我国文本难度调控研究提供理论参考，并为我国外语教师提供实

践帮助。
2． 文本难度调控发展历程

2．1 “可读公式”阶段

20 世纪 70 年代，文本难度缺乏客观、统一的评判标准，为了向学习者提供难度适合的学

习文本，研究者开始寻找测量文本复杂度的量化指标、探究有效的计算方法，这可以视为文本

难度调控的早期研究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研究者主要通过设定公式来

计算少量能够区分阅读难度的文本表面特征(如平均词长和平均句长等)，进而对文本进行难

度定级，故而这一阶段称为“可读公式”阶段(Klare 1974－1975;Koslin et al． 1987)。这一阶段

初期的 典 型 代 表 为 Flesch-Kincaid 可 读 公 式 ( 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 ( Kincaid et al．
1975)，其本质为一个多元回归方程。其公式内容为:

Grade Level of Text = 0．39* ASL+11．8* ASW－15．59。
其中，自变量包括平均句长(average sentence length，ASL) 和平均词长(average number of

syllables per word，ASW)，前者使用每个句子的单词数来计算，后者使用每个单词的音节数来

计算。在这个等式中，11．8 是赋予词汇难度的权重参数，0．39 是赋予句子难度的权重参数。
通过该公式的计算，可将文本难度划分为 10 个不同难度等级(Grades 1－10)。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研究者对于文本难度的量化计算方式不再局限于小规模的人

工计算，而逐渐转为采用以计算机为辅助工具的大规模计算。尤其是对于词汇特征的计算，由

原来的将文本中的单词与等级词表进行匹配，转变为将单词的平均词频与文本语料库进行匹

配。这一阶段后期的典型代表为 Lexile 阅读框架(Lexile Framework for Ｒeading) (Stenner ＆
Fisher 2013)。Lexile 阅读框架的应用十分广泛，且影响深远，被用于美国共同核心国家标准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中的阅读文本难度分级。Lexile 阅读框架主要依据对目标文本

的单词频率和平均句长等指标的分析，将其套入可读公式，进行对数处理和标准差分析，从而

得到目标文本的难度值，使美国共同核心国家标准拥有了一套完整的文本难度评估体系，由低

到高共包含 12 个难度等级(Grades 1－12)。与初期阶段的可读公式相比，Lexile 阅读框架虽然

在技术手段方面有所提升，但其所聚焦的文本特征仍停留在词汇和句子两个层面，且核心理念

仍为以线性公式来计算文本难度。
由此可见，在可读公式阶段，研究者将线性发展作为学习者语言能力发展的主要理论假设

依据，因而采用线性模型建立文本难度调控公式，并将词汇和句子的核心特征作为主要测量指

标。与此同时，研究者为不同水平阶段划定了参考取值范围，通过公式计算得出结果数值之

后，根据取值范围判断文本难度等级。由于公式简单、使用便捷，在文本难度调控的早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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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读公式得到广泛应用(DuBay 2004)。然而，可读公式仅涵盖语言表层特征，并未涉及文本

类型、文本含义及连贯程度等诸多要素，而这些要素可能会对文本难度判断产生不同程度的影

响。例如，在科普类文章中，通常由于需要介绍某个生僻概念而重复出现某一单词，依照可读

公式，这可能会增加文本的词汇难度值进而影响文本的整体难度值。但实际上，这一生僻单词

并不会影响学生对文本总体内容的理解，生词复现对于学生学习反而有所帮助。因此，众多学

者认为可读公式缺乏阅读能力构念代表性，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定问题 (McNamara et al．
2014)，应继续探索更为可靠的文本难度调控方法。
2．2 “多维特征”阶段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由于自然语言处理、计算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等学科的进

一步发展，文本难度调控开始吸收语义、修辞及连贯性等语言深层特征，对文本进行更为全面

深入的难度定级研究(McNamara ＆ Kintsch 1996)。由于这一阶段的文本难度调控研究包含诸

多特征且具备广泛意义的构念代表性(Ozuru et al． 2009)，故而称为文本难度调控的“多维特

征”阶段。在这一阶段，除了纳入考量范围的语言特征不断丰富之外，伴随着语料库技术的逐

渐成熟，研究者开始使用大规模典型文本语料库，对不同等级的文本复杂度参考范围进行有效

验证。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包括 Ｒeading Maturity Metric (Landauer et al． 2011)，TextEvaluator
(Sheehan et al． 2014)和 Coh-Metrix(Graesser et al． 2011)。

Ｒeading Maturity Metric 主要通过对词汇和多项文本结构特征进行测量，实现文本难度调

控(Landauer et al． 2011)。其中，词汇层面的主要指标为词汇成熟度(word maturity)，其通过模

拟语言学习者的词汇意义发展情况建立数学模型，是对潜在语义分析(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的一种应用。TextEvaluator 通过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选取学术词汇、句
法复杂度、词汇具体度、词汇陌生度、互动或会话风格、叙述程度、词汇连贯性和论证共 8 个维

度对文本难度进行调控(Sheehan et al． 2014)，基于这 8 个维度对文本难度差异判断的准确程

度可以达到 60%以上。Coh-Metrix 主要基于基础计数、文本主构易懂性、指称连贯性、潜在语

义分析、词汇多样性、关联词使用、情景模式、句法复杂性、句法组构密度、词汇和文本可读性等

11 大类，总计 108 项指标，对文本难度进行调控(Graesser et al． 2011)。
由此可见，在“多维特征”阶段，研究者认识到单一维度的难度测量对于提高学习者语言

能力的作用不大，因而选用了多个维度的特征指标对文本难度进行量化计算。同时，研究者使

用了不同级别的基准文本作为参照数据，采用数据挖掘技术，以机器学习作为模型拟合的主要

手段①。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在可读公式阶段还是多维特征阶段，对于文本难度的调

控都忽视了外语教师的主体作用，未将外语教师置于整个过程的核心地位，而是寻求数学公式

或机器工具的绝对支配和权威地位，外语教师只是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不可否认，无论是公

式还是机器，都只能为文本选取与难度定级提供一个统一标准，而不能根据实际情景做出相应

调整，只有外语教师才有能力根据具体的教学情景和学生的现有水平作出判断。此外，在以上

两个阶段中，难度调控只注重对文本难度的最终效果评定，而不能在调控过程中对外语教师改

编文本提供有效支持。因此，本文认为，文本难度调控应该且正在过渡到一个新的发展阶

段———“智能改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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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般将文本特征数值化，以基准文本的级别作为目标值，采用机器学习的分类算法，如支持向量机和随机森林等训练模

型，拟合出一个从特征到目标值的复杂非线性函数。



2．3 “智能改编”阶段

经历前两个阶段之后，研究者发现虽然“可读公式”和“多维特征”可为文本难度调控提供

客观依据，但在难度判断之后，真实文本还需要外语教师来进行确认和改编。因此，研究者逐

渐认识到了外语教师在文本难度调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Jin ＆ Lu 2018)。由于外

语教师在此过程中通常仅仅依靠个人的主观经验(Crossley et al． 2012;Young 1999)，有必要深

入了解外语教师在改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Green ＆ Hawkey(2012)探究了雅思考试命题员文

本改编的主要方式和手段。研究者邀请了 4 位经验丰富的命题员参与研究，他们首先对自己

过往的命题经历进行反思，然后为雅思阅读理解模块命制题目。通过观察，研究者发现，命题

员命题核心环节主要包括资源选取、仔细阅读、文本改编和题目设计等。其中，在文本改编这

一环节，他们通常使用合并、删除、替换、扩充以及插入等方法对文本难度进行调控。然而，不

同教师在改编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在调整低频词比例时，4 位命题员分别将真实文本中

的低频词比例降低了 2%，2．8%，6．5%和 3．9%。由此可见，造成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就

是外语教师在文本改编过程中缺乏量化反馈和有效帮助(Jin et al． 2016)。
因此，Jin ＆ Lu(2018)提出应该实现文本难度调控过程中的“智能改编”，即基于外语教师

在改编过程中的实际需求，将机器工具作为调控过程中的有效辅助，实现人机合作的调控模

式。在智能改编的过程中，机器工具可为外语教师提供“难度等级判断”“量化改编建议”“后

续教学反馈”三个环节的数据驱动支持，帮助外语教师完成对真实文本的难度改编，并最终应

用于实践(Lu ＆ Jin 2017;金檀，郭凯 2018)。如图 1 所示，在“难度等级判断”环节中，机器工

具可为外语教师提供真实文本的核心特征测量指标，并依据所建立的难度等级体系划定文本

的难度情况。在“量化改编建议”环节中，机器工具可依据难度调整目标为外语教师明确需要

改编的对象，并提供量化参考范围。在“后续应用反馈”环节中，机器工具可根据外语教师的

实际需求，为其提供改编文本在后续使用过程中的可行建议。第一和第二个环节主要关注文

本改编过程中的具体操作，而第三个环节主要关注文本改编结束后的结果应用。

图 1 智能改编理论框架图示

“难度等级判断”是指对文本复杂度的核心特征进行量化计算得出文本难度，这是对“可

读公式”阶段和“多维特征”阶段的吸收和继承。21 世纪以来，由于代表性特征研究发展迅速，

可用于调控文本难度的特征不断增多，有时甚至涵盖上百个指标(Crossley et al． 2008;Graesser
et al． 2011)。然而，测量特征的选取并非越多越好，盲目追求指标数量可能会影响文本难度调

控的效果。Sung et al．(2015)研究发现，在众多文本测量指标中，仅有 7 项指标对难度测量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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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度的影响程度较高，且综合测量准确度可以达到 70%以上。继续增加测量指标，对于提高

测量准确度非但没有明显效果，指标超过 25 个之后甚至会降低综合准确度。因此，在智能改

编的文本难度调控中，对于语言特征的选取尤为重要，应通过语料库挖掘技术考察不同文本特

征在不同文本类型和各个水平等级的影响作用，进而建立预测模型、确立最优方法( James et
al． 2013;Sung et al． 2015)，并形成基准难度等级体系，将目标文本与之匹配，从而对文本难度

进行初步判断。由此，帮助外语教师解决“这篇文本是否需要改编”的问题。
“量化改编建议”是指使用文本特征的参考标准明确文本改编的目标对象，通过挖掘基准

文本提供改编的量化范围与调控建议。Green ＆ Hawkey(2012) 研究发现，雅思考试命题员在

文本改编过程中，主要通过对词汇、句子和篇章 3 个层面的调整控制文本难度。因此，机器工

具应基于这 3 个层面为外语教师提供改编建议，例如文本的低频词汇、平均句长和篇章长度在

不同难度等级上的比例范围。划定比例范围，应先根据真实文本改编之后的应用情景确定基

准文本并建立基准文本语料库，而后通过数据挖掘和分析得出目标情景下的量化范围。例如，

真实文本改编之后将应用于我国初中英语教材编写，则应系统收集我国中小学英语教材典型

文本并建立语料库，从而获得我国中小学英语教材在不同阶段的文本难度等级，以及难度情况

在词汇、句子和篇章层面的反映，以此为基准提供真实文本的量化改编建议。因此，在智能改

编的文本难度调控中，应通过对典型文本语料库的数据挖掘，建立量化参考标准，用以明确改

编对象及调控范围。由此，帮助外语教师解决“这篇文本应该如何改编”的问题。
“后续应用反馈”是指根据外语教师的实际需求，提供有助于辅助后续应用的重要信息，

并为外语教师提出可行建议。智能改编在这一方面所提供的支持，已不仅仅局限于具体改编

的行为和过程，更着眼于后续应用的可能和结果，也就是在改编过程中就应考虑到改编之后的

使用问题。想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应该了解外语教师的具体需求和改编文本的主要目的。
例如，如果改编文本将要用于课堂词汇教学，那么机器工具就应该为外语教师提供文本中生词

的释义和例句等有利于辅助教师进行词汇教学的反馈信息。如果改编文本将要用于课堂词汇

测试，那么机器工具就应该为外语教师提供文本中单词的频率和难度等关于试题命制的反馈

信息。因此，在智能改编的文本难度调控中，应对一线外语教师的实际需求进行调查，在此基

础之上，对机器工具的具体功能进行设计和完善，从而在文本改编的过程中解决后续应用可能

产生的问题、满足外语教师需求。由此，帮助外语教师解决“文本改编之后怎么使用”的问题。
在“智能改编”这一阶段，研究者聚焦文本改编过程中的人机合作，强调外语教师在难度

调控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并关注机器工具在“难度等级判断”“量化改编建议”“后续教学反

馈”3 个方面为外语教师提供实时的、数据驱动的有效支持，依次帮助教师解决“这篇文本是否

需要改编”、“这篇文本应该如何改编”和“文本改编之后怎么使用”的问题。笔者接着以“英

语文本指难针”为例，讨论智能改编实现工具的研究背景与实践价值。
3． 智能改编工具

为实现智能改编，金檀，李百川(2016) 主持研制了“英语文本指难针”( 以下简称“指难

针”)。这是一项基于数据驱动的在线文本难度调控工具( Jin ＆ Lu 2018)。其研发初期，研究

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搜集并了解我国外语教师在文本难度调控过程中所需获得的支持类

型。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外语教师期望获得的支持主要可归为两类:第一，对真实文本的难度

判断，希望通过机器自动分析计算快速了解一篇文本的难度情况。第二，对真实文本的特征标

注，希望机器能够对一篇文本中的低频词汇、复杂句子和文本长度进行标注，并依据不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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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提供文本特征的量化参考范围。研究者认为，我国外语教师的这两类需求分别属于智能

改编中的“难度等级判断”和“量化改编建议”。
3．1 需求一: 难度等级判断

为满足我国外语教师的这一需求，研究者建立了“英语试题语料库”作为“指难针”的基准

语料库，系统收集、整理并储存了国内大规模考试的试题素材文本，为我国特定水平等级的阅

读文本难度分析和基准设定提供了语料基础。自 2012 年始建至今，该语料库已系统收集了历

年国内大规模考试的试题素材文本三千余篇，包括基础教育阶段的中考、高考英语试题和高等

教育阶段的大学英语四、六级与考研英语试题。语料库中所有文本样本均由经验丰富的测试

专家和外语教师严格挑选(Jin ＆ Lu 2018)。通过对语料库中样本文本的数据挖掘，研究者建

立了与国内大规模考试阅读文本难度相对应的难度等级体系，包括“中考”“高考”“四级”“六

级”“考研”5 个等级。基于此，外语教师可以了解真实文本的难度情况，并将其与不同阶段水

平的学生进行有效匹配。
3．2 需求二: 量化改编建议

为满足我国外语教师的特征标注需求，“指难针”首先将需要改编的真实文本与符合目标

难度的词表进行对比，对超出词表范围的单词(即超纲词) 进行标注。这里使用的是国家教育

部颁布的英语课程标准中提供的对应不同学习阶段和能力水平的词表( Jin et al． 2016)。其

次，“指难针”对真实文本中的句子长度进行计算，并对最长的句子进行标注以引起外语教师

的注意。需要说明的是，句法复杂度是一个多维结构，存在多个测量指标(Lu 2011，2017)，研

究者之所以选择句子长度而非句法复杂度作为标注对象，是因为句子长度是一个被广泛使用

的有效指标，且最为直观，相比之下更易于教师的理解和操作(Gamson et al． 2013)。鉴于外语

教师在文本难度调控过程中对文本长度的特别关注，“指难针”可以计算并显示文本的总词

数。
为满足我国外语教师的参考范围需求，研究者对基准语料库中的文本样本进行了超纲词、

最长句和总词数的特征标注，并基于样本文本的数据分析，针对不同水平等级分别设立了此 3
个维度的量化参考范围(Jin et al． 2017)，为教师提供原文难度、参考基准、改编提示与改编后

难度等信息。例如，用于难度等级为“四级”的文本，超纲词比例应该控制在 3%到 7%之间。
如果 3 篇真实文本的超纲词比例分别为 2%，5%和 8%，“指难针”将分别提示“偏少”“适中”
“偏多”。基于此，外语教师可以实时了解文本的改编程度和难度情况，并依据不同指标的参

考范围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控。
3．3 需求补充: 后续教学反馈

基于上述两类需求，研究者完成了“指难针”试用版的研发，并邀请外语教师使用，辅助其

完成文本难度调控。他们表示，“指难针”为改编提供了丰富的参考，使文本难度调控得到了

有效支持(Jin ＆ Lu 2018)。与此同时，部分外语教师也对试用版提出了一些疑问，主要集中于

改编文本的后续使用问题，希望机器能够针对课堂教学提供反馈意见。例如，有的教师认为，

虽然已经能够判断文本难度并将其改编到需要的难度范围，但是将改编文本用于课堂教学时，

常常很难把握应该对哪些超纲词进行重点讲解，应该提供哪些信息帮助学生理解。基于这些

有价值的反馈意见，研究者发现，应将改编文本在后续使用中的问题纳入考虑范围，也就是智

能改编中的“后续教学反馈”。因此，研究者对“指难针”进行了修订。
修订后的“指难针”可为外语教师的课堂教学提供有效的帮助。例如针对词汇教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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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针”首先可对每个超纲词在基准语料库中的出现频率进行标注 ( 参见 Gardner ＆ Davies
2014)，并提供语料库中包含该单词的句子。基于此，外语教师可以了解文本中的超纲词在真

实语料中的使用情况，在日常教学时可以将其作为例句参考，并对比超纲词在不同水平等级基

准语料中的义项与用法。其次，基于标记出的超纲词，“指难针”可以直接为外语教师生成按

基准语料库中出现频次排序的超纲词表，从而实现对一篇文本中超纲词的优先程度排序，教师

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过程中的重点词汇。最后，“指难针”还可以提供每个超纲词的英文

释义和同义词等信息，外语教师可以十分便捷地对文本中的超纲词进行替换或添加注释，并在

课堂教学时将这些信息提供给学生。
由此可以发现，针对我国外语教师的实际需求所研发的“指难针”，可以分别帮助我国外

语教师解决在文本难度调控过程中“这篇文本是否需要改编”“这篇文本应该如何改编”“文本

改编之后怎么使用”的 3 个问题，与智能改编理论框架中的“难度等级判断”“量化改编建议”
“后续教学反馈”3 个方面相符合，可以视为智能改编的典型实现工具。
4． 结语与建议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文本难度调控的研究与实践已经历多个发展阶段。在发展初期，

即“可读公式”阶段，研究者以线性发展为理论假设，主要选取词汇和句子的核心特征作为测

量指标，并建立线性公式对文本复杂度进行判断。随着代表性特征研究迅速发展，文本难度调

控逐步进入了“多维特征”阶段，研究者开始选用来自多个维度的众多特征指标进行量化计

算，并对不同级别的基准文本进行数据挖掘得出参照指数，从而对文本复杂度进行判断。如

今，文本难度调控已经逐渐过渡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智能改编”阶段，这一阶段突出强调

外语教师在文本难度调控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提倡采用人机合作的调控模式，使机器真正成为

教师的有效辅助。
然而，新的时期和阶段也为文本难度调控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仔细思考不难发

现，仍存在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本文针对文本智能改编的未来发展提出 3 点研究建议。第一，

建立文本难度调控的“语料数据联盟”。目前国际上已成立数据联盟(Mandinach ＆ Gummer
2016)，我国也可面向英语教学与测试资源建立文本的“语料数据联盟”———长期、全面地收

集高质量文本资源，进行多维度语料标注，作为高质量的语料基准。第二，分别从改编过程和

改编结果两个角度进一步检验“智能改编”的效度问题，并为其优化提供实证证据( Jin ＆ Lu
2018)。改编过程研究应聚焦教师在文本改编过程中的认知，从而检验智能改编的运行机制、
组成要素和反馈维度等方面是否需要进一步优化。改编结果研究应聚焦学生使用改编文本时

的学习表现，从而检验智能改编的效果影响和教师的改编行为等方面是否需要进一步优化。
第三，发展外语教师的“数据素养”，培养外语教师基于语言的“数据意识”“数据知识”“数据

工具”“数据使用”，帮助教师将数据转化为有效信息，并将信息应用于教学实践，从而进一步

促进外语教师的专业发展(金檀等 2018)。
文本难度调控的发展，应基于面向我国外语教学与测试情景的、高质量的“文本语料基

础”，应进一步检验并完善“智能改编”的效度，应认可外语教师在文本难度调控中的主体地

位，并进一步提升外语教师的数据素养，从而有力推动外语教师的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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