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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对于教材编辑过程中的文章选择，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科学性的评测标准，本研究在网络上将自

然语言处理技术与语料库检索技术相结合，以 HSK 单词语料库中的难度级别为基准，对文章语料的难度进

行自动分析，对教材编辑中文章选择的量化标准制定进行了尝试。 

关键词： 

语料库，教材编辑，HSK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on Auto-Evaluation Tool for 
Article Corpus’ Difficulty in Textbook Editing 

--Based on HSK Word Corpus 
Song Liu, Yoshiyori Urano 

 Global Informa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 Institute, Waseda University, 1690072 
Abstract:  

Currently, there is still no accepted scientific evaluation standard for the choice of articl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textbook editing. In this study, online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echnology and corpus retrieval technology 

will be combined. Based on the difficulty level in HSK words Corpus, the difficulty of article corpus will be 

automatically analyzed. This study will give an attempt on quantitative standard-setting of articles selection for 

text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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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在教材编辑的过程中，如何选择适合于学生水平的文章，是很多教师比较头疼的

问题。目前大多数教师还是基于自身的经验，从庞大数量的文章中摘选出符合自己教

材的文章，这样不仅耗费了很大精力，而且无法保证所选择的文章在难度上符合学生

的阅读水平，缺少科学性的依据。 

本研究正是基于这种背景，在网络上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与语料库检索技术结合，



以 HSK 单词库中难度级别为基准，对文章语料难度进行自动分析，并对文章中单词进

行再次排序和检索，为教材编辑过程中文章语料的选择提供了科学性的量化依据。 

二.系统设计 

2.1 系统的环境 

本系统参照 Web2.0 的设计理念，采用了 Apache+PHP+Mysql+COM 的设计环境，

这是一整套开源的设计环境，而且保证在任何操作系统下都可以正确运行。另外我们

还通过 XML 来控制输出格式，实现了系统的可扩张性和灵活性。 

2.2 系统的结构 

系统主要由四个模块组成：单词分析模块，难度分析模块，XML 转换模块，数据

存储模块。图 1 显示了这四个模块之间的关系。 

 

单词分析模块，其功能是将输入的文章分解为以单词为单位的语料。句子将被分

解为单词，并且单词和单词之间用空格来分隔。经过这一步骤，我们将把一些对判断

文章难度的通用词汇和辅助词汇进行滤除，比如：“的”等等。 

难度分析模块，其功能是接受单词分析模块传递过来的单词序列，参照内置于系

统的具有单词难度级别信息的语料库，将双方进行匹配，得到文章中每个单词的难度，

然后把所有单词难度进行加权平均，得到整个文章的难度值。本系统中使用的内置单

词语料库是基于已公开的 HSK 单词表而建成的。 

XML 转换模块，其功能主要是控制输出格式，将分析得到的单词难度，文章难度

等结果转换为 XML 格式，有利于灵活地显示所分析的内容，同时，XML 所固有的 TAG

功能还可以比较方便地实现检索和排序等功能。 

数据存储模块，其功能主要是将分析得到的单词和文章相关信息，按照难度，发

图 1 系统结构 



音等各个参数进行排序，并且存储到数据库中。 

2.3 系统的实现 

系统的工作流程如下图所示， 

第一步：服务器通过网络从客户端得到用户输入的文章数据，传送给单词分析模

块； 

第二步：单词分析模块将文章分割为单词序列，以数组的格式传送给难度分析模

块； 

第三步：难度分析模块将文章中的单词数组与 HSK 单词库进行匹配，得到每个单

词的难度级别，计算所有单词的加权平均值，作为整个文章的难度值； 

第四步：XML 转换模块将分析得到的结果转变为 XML 格式，传送给数据存储模

块； 

第五步：数据存储模块，将原始文章，文章中的单词数祖，单词和文章的难度，

用户相关信息保存入数据库，为将来的进一步分析以及数据共享作准备。 

 图 2 系统流程 



 

三.系统考察 

    为了考察系统的准确性，我们采用了市面上公开的 HSK 考试题目进行测试，从

初级考试中选取 5 篇文章，中级考试中选取 8 篇文章，上级考试中选取 10 篇文章，输

入本系统进行测试，所得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4 结果分析 

图 3 系统界面 



    将所有文章综合统计， HSK 词汇的出现率达到 85.9%。由图所示，随着考试难

度的增加（初级 中级 上级），简单的词汇（1 级 2 级）所占比率下降，难度高的词

汇（3 级 4 级）所占比率上升。 

    采用以下公式，将整个文章中的单词难度进行加权平均，得到文章的难度值。 

 

    公式中，k 为单词难度值，Xk 为难度值为 k 的单词数，Pk 为难度加权值，本实

验中，难度加权值为： 。由此，得到的分析结果如

下图所示： 

 
如图所示，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结果，初级，中级，上级考试中出现的文

章的难度值，比较明显地分布到不同范围之中。由此，我们假设难度级别和通过本系

统计算得出的难度值具有如下的关系： 

 

LEVEL DIFFICULTY VALUE HSK LEVEL 

Too Easy 1<= <1.2  

Elementary 1.2<= <1.5 Elementary 

Basic-Middle 1.5<= <1.8 Basic-Middle 

图 5 难度分布 



Advanced 1.8<= <2.2 Advanced 

Over Advanced 2.2<=   

 

通过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单纯从单词难度级别这个角度来看，HSK 考试所采

用的文章都比较具有科学性的依据。 

四.总结和展望 

在本文所介绍的文章语料难度自动评测软件中，结合 HSK 的单词语料库，并利用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得到量化的文章难度值。利用同样方法，只要改变所参照的语料

库，比如将 HSK 单词语料库转变为其他具有难度级别信息的单词语料库，就可以得到

不同基准的难度值。 

    今后我们将首先扩大实验的测试对象，增加测试文章的数量，提高测试结果的可

信度。另外，我们还将增加评测的参数，除单词难度之外，语法点的难度，句子长度，

段落长度等信息都将作为参数来评测文章难度。在分析方法上，我们也将采用重回归

分析方法，来增加评测结果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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