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８年５月

Ｍａｙ

现代外语（季刊）

２００８

Ｖ０１．３ｌ Ｎｏ．２

Ｍｏｄｅｍ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第３ｌ卷第２期

口语测试模糊评分方法设计及实验研究木
上海交通大学金檀

琰

王

宋春阳

郭曙纶

提要：本文对口语测试模糊评分方法进行设计及实验研究。在分析不同口语测试评分方法的基
础上，本研究将语言测试理论与模糊控制理论相结合，提出了口语测试的三种模糊评分方法：（１）整
体主观模糊评分法；（２）分项主观模糊评分推理法；（３）分项主观模糊评分加权法。采用这三种模糊
评分方法对３４名汉语言专业留学生进行实验，结果表明．三种方法所得的分数均服从正态分布，之
间没有显著差异，并且与现行评分方法所得的口试分数、笔试分数之间分别呈显著相关及切实相关
关系。
关键词：口语测试、模糊评分、评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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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评价“中”：根据评分员评价的主观或
１．引言

客观性质．评分方法可分为主观评分法和客
观评分法。

１．１选题

（３）评价“后”：根据评分员给出的分数是

评分方法是测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

“数值”还是“范围”，评分方法可分为精确评

（Ｂａｃｈｍａｎ＆Ｐａｌｍｅｒ １９９６）．在现行的１３语测
试评分方法中，评分员往往要根据整体或分

分法和模糊评分法。关于模糊评分法，张文

项评分量表通过某一特定的数值对考生的表

忠、郭晶晶（２００２）提出了模糊评分这一思路，
具有创新意义。
图ｌ是口语测试评分方法分类图，由于

现进行评价（Ｕｎｄｅｒｈｉｌｌ １９８７；Ｆｕｌｃｈｅｒ ２００３；
Ｌｕｏｍａ ２００４）。在实际的口语测试评分操作

现阶段采用真正意义上的客观评分并不现实

中。我们发现仅使用某一特定数值进行评价

并且本文主要研究模糊评分．因而本研究不

较为困难。因而本研究尝试设计口语测试模

考虑“客观评分”和“精确评分”。经过评价的

糊评分方法。先对考生的表现进行“范围”上

“前”“中”“后”三个阶段（虚线框表示），模糊

的评价，而后推算出明确的“数值”。

评分方法具体实现为整体主观模糊评分法和

１．２解题

分项主观模糊评分法。本研究还对分项模糊

口语测试评分方法是评分员根据评分规

评分采用推理和加权两种方法进行处理，因

则对考生表现进行评价的方法。根据评价的

此．本研究中的口语测试模糊评分方法主要

“前”“中”“后”三个阶段，评分方法可有如下

指以下三种：

分类：

（１）整体主观模糊评分法；

（１）评价“前”：根据评分规则（或评分员）
对口语能力是否可分所持的观点（整体或分

（２）分项主观模糊评分推理法；

项）．评分方法可分为整体评分法和分项评分
法。

１．３研究问题

（３）分项主观模糊评分加权法。
本研究中的模糊评分方法主要根据智能

＋感谢《现代外语》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提供的帮助。本文受到上海交
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语水平机助自适应测试系统题库建设理论研究”（编号０４－３１）和上海交通大学文科科研
创新基金项目“留学生汉语口语语料库建设及研究”（编号０７ＱＮ００８）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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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ｌ口语测试评分方法分类图

控制理论中模糊控制的原理设计而成。模糊

用５个等级表示：不及格、及格、一般、良好、

控制是扎德在１９６５年首次提出的，它是一种

优秀。所有的模糊集合都用这５个元素及其

应用模糊集合理论的控制方法，它不仅提出

隶属度来表示（图２是隶属度函数示意图）。

了一种用于实现基于知识（规则）甚至语义描

隶属度表示对应分数属于某个概念的程度。

述的控制规律，而且为非线性控制器提供了

例如，某评分员对考生口语整体水平的５个

一个比较容易设计的方法（蔡自兴１９９８）。本

模糊概念的隶属度进行打分：考生在１０％的

文尝试将模糊控制原理运用到口语测试评分

程度上属于“不及格”概念，在６５％的程度上

中，旨在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属于“及格”概念，在２０％的程度上属于“一

（１）评分方法设计：三种模糊评分法具

般”概念，在５％的程度上属于“良好”概念，在

体如何设计？

ｏ％的程度上属于“优秀”概念。其实，模糊概

（２）评分方法效果：三种模糊评分法的

念的评分就是语言变量Ｔ（整体评价）＝｛不及

实验结果如何？

格，及格，一般，良好，优秀｝中每个元素的隶
属度。应当指出，所有元素的隶属度之和须为

２．口语测试模糊评分方法设计

定值，本研究中隶属度之和取１００，便于评分
员理解和操作。同理，分项主观模糊评分即为

２．１整体主观模糊评分法

４个考察项目（语音、内容、准确度和流利度）

整体主观模糊评分法是对考生表现的整

分别进行类似的操作。由于整体主观模糊评

体评价。由“模糊化”和“清晰化”两个步骤组

分和分项主观模糊评分的等级标准是一致

成。“模糊化”过程是指评分员通过模糊集合

的，因此两者的模糊集合隶属度函数图也相

对考生的表现打分。本研究将每个模糊集合

同。

ｕ（ｏ

１

６０

７０

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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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清晰化”主要通过重心法进
行，通过取模糊隶属度函数曲线同基础变量

２０，５，０｝，化为标准隶属度表示为｛ｏ．１０，

轴所围面积的重心的横坐标作为清晰值。例

０．６５，０．２０，０．０５，０．００｝，图３中的阴影部分
就是这个隶属度函数曲线与基础变量轴所围

如，某评分员采用整体主观模糊评分法对某

成的图形。这个图形重心的横坐标就是清晰

考生的表现进行整体评价，结果为｛１０，６５，

值，也就是该考生的精确分数。

４０

５０

∞

７０

８０

图３清晰化过程

２．２分项主观模糊评分推理法

辑理论和推理规则将多个模糊集合推理成

分项主观模糊评分推理法由“模糊

一个模糊集合的过程。“它是在二值逻辑三

化”、“模糊推理”和“清晰化”三个步骤组

段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蔡自兴１９９８：

成。首先获取考生“语音”、“内容”、“准确

１１９）。本研究在推理过程中采用两级推理
的方法（如图４）：４个输入先两两分别进行

度”和“流利度”四个分项的模糊集合分数．
即“模糊化”过程（同２．１模糊化方法）。然
后进行模糊推理．模糊推理是通过模糊逻

固１．
匹三，‘
固▲
湮窭／’

一级推理，其结果进行二级推理，然后再进
行“清晰化”。

巨堕乎一匝巫）一

图４分项评分两级模糊推理

本文使用Ｍａｍｄａｎｉ直接推理算法进行
推理（易继锴、侯媛彬１９９９）。以下以某评分
员对某考生“语音”和“内容”的评分为例进行

要制定模糊推理规则（见表２），将表１中的
结果对应到表２中可得到表３。对表３中的
２５个结果按照所属的“不及格”、“及格”、“一

说明。首先对表ｌ中对应的两个模糊集合的

般”、“良好”、“优秀”分别进行归类，可得：不

隶属度两两进行取小操作，然后根据研究需

及格＝｛０｝，及格＝｛ｏ，０，５，５，１５，１５，６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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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

般＝｛０，０，５，５，５，５，２０，２０，３０｝，良好＝

５｝－－５，ｍａｘ优秀＝ｍａｘ｛０，０，５｝＿５。因此，该

｛０，０，５，５，５｝，优秀＝｛０，０，５｝。然后对每
个类别进行取大操作：ｍａｘ不及格＝ｍａｘ｛０｝

考生语音和内容推理结果为｛０，６０，３０，５，
５｝。“准确度”和“流利度”的推理同上述方法．

＝０，ｍａｘ及格＝ｍａｘ｛０，０，５，５，１５，１５，６０｝

再将两个推理的结果进行二级推理（同上述方

＝６０，ｍａｘ一般＝ｍａｘ｛０，０，５，５，５，５，２０，

法），得到的结果再进行“清晰化”（同２．１清晰

２０，３０｝＝３０，ｍａｘ良好＝ｍａｘ｛０，０，５，５，

化方法），可得到该考生的精确分数。

表１某考生语音和内容分数的推理（１）

２．３分项主观模糊评分加权法

得到一个加权后的模糊集合后再进行“清晰

分项主观模糊评分加权法由“模糊化”、

化”（同２．１清晰化方法）。

“加权”和“清晰化”三个步骤组成。首先获取

以下用某评分员对某考生的评分为例

考生“语音”、“内容”、“准确度”和“流利度”四
个分项的模糊集合分数．即“模糊化”过程（同

进行说明（见表４），加权后的模糊集合为

２．１模糊化方法）。然后将四项模糊分数按照

｛５，３８．７５，４６．２５，８．７５，１．２５｝，然后将该
模糊集合进行清晰化．可得到该考生的精确

设定的权系数（本研究中均取１）进行加权，

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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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口语测试模糊评分方法实验

１６１

次口语澳０试实验，表５是被试的总体情况。
３．２实验工具
（１）测试工具：试题、评分标准及评分

３．１实验对象

表１，口语测试说明、准考证及考场情况记录

本研究以上海某高校汉语言专业二年级

表，录音设备。

留学生为实验对象（被试），共３４人参加了本

（２）数据处理工具：ＭＡＴＬＡＢ ７．０和

表５被试总体情况一览表

ＳＰＳＳ １３．０。

３．５结果检验

３．３实验过程

３．５．１正态性检验

２００７年７月９日和７月１０日实施口语

对三种方法所得的实验结果通过ＳＰＳＳ

测试，考生分别通过候考教室、准备教室及测

１３．０进行正态性检验。表７正态性检验表中

试教室完成ｉ贝０试任务，两名评分员独立评分，

包括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检验和Ｓｈａｐｉｒｏ—

测试后将相关材料存档，并完成评分数据的

Ｗｉｌｋ检验的结果。从表７中可知，这两项检

输入和校对工作。使用ＭＡＴＬＡＢ ７．０为评分
方法编写程序并获取实验结果．图５是程序

验的结果都没有拒绝零假设，显著值均远远
大于０．０５，因此。这三种方法所得分数的分布

流程图。

均服从正态分布。

３．４实验结果

３．ｓ．２单因素方差检验

实验得到以下结果（见表６）：（１）整体主

这三种方法所得的分数是否存在显著差

观模糊评分法结果（记为“整体”）；（２）分项

异？我们通过ＳＰＳＳ １３．０进行单因素方差检

主观模糊评分推理法结果（记为“推理”）；

验来回答这个问题。表８是方差齐性检验表。

（３）分项主观模糊评分加权法结果（记为“加
权”）。

表中显著值为ｏ．５６３，大于ｏ．０５，表明各组方
差是同质的。可以进行单因素方差检验。表９

试题题型参照《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教学大纲》对二年级学生言语能力中“说”的要求（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
小组办公室２００２：１３）设计；评分标准参照“口语考试五级标准”（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水平考试中心２００３：１４）及英语专业
四级口试“评分标准”（文秋芳１９９９：１０６—１０７）制定了整体和分项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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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２

图５程序流程图

表６实验结果数据表

表７正态性检验表

’真显著性的下限。ａ Ｌｉｌｌｉｅｆｏｒｓ显著性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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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方差齐性检验表

是单因素方差检验表。表中显著值为０．５５５，大
于０．０５。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三种模糊评
分方法所得的分数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即三
种不同的方法对评分结果没有显著影响。
表９单因素方差检验表

３．５．３相关分析

末考试．因而还选取了该批学生“汉语口语”

在语言测试中．四项技能存在着实质上

的期中考试分数（采用现行评分方法。以下记

的相关联系（Ｗｏｏｄ １９９３）２０本研究选取“汉语

为“汉语口语”）进行相关分析。

视听”、“汉语口语”、“汉语阅读”和“汉语写

表ｌｏ是相关分析数据，从表中可知。三

作”分数（采用现行评分方法）与三种模糊评

种模糊评分方法所得的分数与“汉语口语”分

分法所得的分数进行相关分析。应当指出，本

数的相关系数均在ｏ．０１水平上显著，分别为

实验的口语测试于２００７年７月９日和７月

ｏ．８０６、０．７６１、ｏ．７９９，平均值为０．７８９（保留小

１０日进行。该批考生在２００７年７月９日和７

数点后３位），与笔试分数的相关系数均在

月１１日还参加了“汉语视听”、“汉语写作”和

ｏ．０１或ｏ．０５水平上显著，最低为ｏ．３９８，最高

“汉语阅读”的期末笔试，具有较好的共时效

为０．５０５，平均值为０．４５９（保留小数点后３

度：同时考虑到本次实验是“汉语口语”的期

位）。

表１０相关分析数据

注：一表示相关在ｏ．０１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表示相关在ｏ．０５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
：笔者认为，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测试研究中，由于汉字的因素以及学生第一语言背景的不同（例如日韩学生的汉字认读
能力较强、欧美学生口语表达能力较强等），相关联系程度的大小也不一样。

万方数据

ＩＳｌ语测试模糊评分方法设计及实验研究
Ｆｕｌｃｈｅｒ，Ｇ．２００３．Ｔｅｓｔｉｎｇ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ａｒｓｏｎ

４．结论

Ｌｕｏｍａ，

在第二语言口语测试实际的评分过程
中．仅用某一特定的数值来评价考生的表现
较为困难，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本文尝试先
对考生的口语表现进行“范围”的评价而后进
行特定“数值”的推算，以期提高口语测试评
分质量。口语测试模糊评分法是将模糊控制

Ｓ．

２００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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