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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阅读理解中多维度词汇知识的直接
与间接作用考察
苗丽霞
（宁波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基于词汇知识三维度理论模型，考察词汇宽度、词汇深度和词汇流利度对二语阅读理解的直接和间
接作用。词汇深度包括词汇语义深度和词法深度两个层面。研究结果发现：词汇宽度和词汇语义深度对二
语阅读理解有直接贡献；词法深度通过词汇宽度和词汇语义深度间接作用于二语阅读理解；词汇流利度通
过词汇宽度间接作用于二语阅读理解。研究结果揭示了多维度词汇在二语阅读理解中的作用机制及其交互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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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是构成篇章意义的基石，篇章阅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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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词汇宽度对二语阅读理解能力具有
[6-7]

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读者的词汇知识。根据

显著的预测力

米拉的词汇知识三维度理论模型，词汇知识包

假说，即词汇宽度是阅读理解能力的直接预测

含词汇宽度、词汇深度和词汇流利度三个维

因子。

[1]

。上述研究结果支持工具主义

度 。词汇宽度指学习者所认识词汇的数量，

词汇深度与二语阅读理解的关联性也得

词汇深度指学习者所掌握词汇知识的质量，词

到一些关注。现有研究在词汇深度的操作性概

汇流利度指学习者对所认识单词的提取速度。

念和测量方法上存在差异。一些研究聚焦于词

三个词汇维度与阅读理解的密切关联分别得

汇语义深度，即词汇语义网络知识和词义精确

[2]

[3]

到工具主义假说 、词汇质量假说 和提取假
[4]

性知识

[8-10]

。词汇语义网络主要指词汇的各种语

说 的理论支持。然而，实证研究尚未能够为

义关系，比如：搭配和近义关系。词义精确性

这三个假说提供充分验证。本研究拟基于词汇

指学习者对单个词汇在多种语境中的具体词

知识三维度理论框架，考察多维度词汇知识在

义以及各词义间内在联系的准确理解 。另一

二语阅读理解中的直接和间接作用。

些研究关注词法深度，即学习者对英语单词词

[11]

[12-14]

一、词汇知识与二语阅读理解的关系

法结构的理解

关于词汇宽度与二语阅读理解的关系，已

义深度对二语阅读理解的显著贡献。第二类研

有研究主要考察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考察

究结论不一。基弗和勒索克斯等发现词法深度

二语阅读理解的词汇阈值。研究表明：一定数

对二语阅读理解能力有直接贡献

[5]

量的词汇知识是二语阅读理解的前提 。第二
个方面的研究考察两个变量的潜在因果关系。
——————————————

。第一类研究揭示了词汇语

[12-13]

；张东波

[14]

和科达却未发现其直接作用 。
关于词汇流利度与阅读理解的关系，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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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研究领域还缺乏实证证据，但提取假说和

络知识中的近义和搭配知识，共包含 40 个目

一语领域的几项研究揭示了二者的潜在关联

标词，每个词 8 个选项，其中 4 个是联想词，

性。首先，贝克等人的教学实验揭示了词汇提

另外 4 个是干扰项。选项被分为两组，每组 4

[15]

取速度对阅读理解的作用 。此外，狄克逊等

个词，一组包含近义联想词，另一组包含搭配

人的研究也为词汇流利度在阅读理解中的作

联想词。每个测试词有 4 个正确选项，选对一

[16]

用提供了证据 。上述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

个得 1 分，最高分即为 4 分，选错答案，不扣

为提取假说提供了一些实证证据。

分。因此，测试卷的满分为 160 分。正式施测

已有研究也对词汇宽度和词汇深度在二
语阅读理解中的贡献程度进行了比较。比较结
果不一，结论有两种。钱大卫的研究表明，词

时，受试被告知每个测试词仅有 4 个正确答案。
本研究中该测试的信度系数是 0.803。
词法深度测试采用笹尾研发的词法水平

[7]

测试 。该测试的原始版本共包含三个部分，

[9]

分别测量词法知识的形式、意义和使用层面。

汇深度的作用更强 ；而李晓的研究则发现，词
汇宽度的贡献更大 。

[19]

概而言之，已有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

本研究选用了该测试卷的意义部分。测试采用

示了词汇知识在二语阅读理解中的作用，但对

多项选择题型，题干包括一个词缀和两个高频

于多维度词汇在二语阅读理解中的作用机制

例词。测试卷共包含 73 道试题，每题 1 分，满

尚需更为深入的考察。

分 73 分。本研究中该测试的信度系数是 0.747。

二、研究方法

词汇流利度测试采用词汇判断任务，使用
E-prime1.1 版本设计，在计算机上运行。测试

（一）受试
本研究的受试为南方某综合性大学 67 名

共包含 130 个词项，其中 100 个为真词，30 个

二年级英语专业学生，其中女生 60 名，男生 7

为伪词。真词选自词汇宽度测试词表。伪词选

名，平均年龄 19.87（SD=0.76）。受试接受英

自前人研究，同样来自第 1-10 个 1000 高频词

语教育的平均年限为 9.66（SD=0.95）。

频等级，每个词频等级 3 个伪词

（二）研究工具

[20-22]

。测试时，

每个单元的词项随机逐个呈现在电脑屏幕上，

本研究共采用了 5 项工具收集数据，4 项

受试需要判断是否认识该词项。施测时受试被

词汇测试，1 项阅读理解测试。词汇测试分别

提前告知所呈现词项中既包含真词也包含伪

测量词汇宽度、词汇深度和词汇流利度。词汇

词。词汇提取速度为受试对真词的正确反应

深度测量采用 2 项测试，分别测量词汇语义深

时。该测试信度系数为 0.808。

度和词法深度。

阅读理解测试采用标准化的多项选择题

词汇宽度测试选用内申和贝尔加研发的
[17]

型，共包含 8 篇文章，40 个问题，每篇文章 4-

词汇量测试 。该测试的原始版本包含 140 个

6 个问题。文章均选自国内标准化英语测试真

测试项目，测试第 1 到第 14 个 1000 高频词的

题，其中 4 篇选自大学英语六级考试，2 篇选

接受性知识。本研究基于先导性测试结果选用

自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另外 2 篇选自

了前 100 个测试项目，即仅测试第 1 到第 10

英语专业四级考试。阅读篇章的平均长度为每

个 1000 高频词。测试的形式为多项选择题型，

篇 431 个单词（SD=71）。评分时，回答对一

题干是一个包含目标词的非限定性简短语句。

个问题得 1 分，测试卷满分 40 分。该测试卷

本研究对 100 个测试词随机排列。评分时，每

的信度系数为 0.535。

题 1 分，满分 100 分。本研究中该测试的信度

（三）数据收集与分析
词汇宽度、词汇深度和二语阅读理解采用

系数为 0.826。
词汇语义深度采用里德研发的词汇联想
[18]

测试，使用时略作修订 。该测试测量语义网

纸笔测试形式，以班级为单位分三次进行，前
两次测试二语阅读理解，第三次测试词汇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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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为避免受试对测试词的学习效应，词汇流

R 增加至 0.423，表明词汇语义深度在词汇宽

利度测试一个月后在计算机实验室完成，每个

度的基础上对二语阅读理解能力的变化增加

受试单独进行测试。数据分析采用 SPSS18.0 统

了 4.5%的单独贡献；词法深度和词汇流利度进

计软件，统计的显著水平定为 0.05。

入回归方程后，R 分别增加至 0.440 和 0.442，

2

三、结果与讨论

但逐步筛选的结果表明它们对二语阅读理解

（一）多维度词汇的直接作用

的单独贡献程度都未达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

下面是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包括

水平。换言之，在所测量的四个词汇知识变量

平均数、标准差和分数全距（表 1），变量的

中，只有词汇宽度和词汇语义深度对二语阅读

相关矩阵（表 2），因为词汇流利度为负向变

理解能力的变化有显著的预测力，表明其对二

量，在进行相关分析之前先对其数据进行正向

语阅读理解能力的直接贡献，词法深度和词汇

化处理。除了词汇语义深度和词汇流利度不相

流利度对二语阅读理解没有直接贡献。

关之外，其他变量间均呈现显著相关关系。

表 3 以阅读理解为因变量，多维度词汇知识为

表 1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

自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

变量

平均数

标准差

分数全

阅读理解

29.07

3.71

16

1

词汇宽度

进入

0.378

词汇宽度

66.75

9.02

47

2

词汇语义深度

进入

0.423***

0.045*

词汇语义深

122.18

10.28

52

3

词法深度

进入

***

0.440

0.017

词法深度

64.54

4.49

21

4

词汇流利度

进入

0.442***

0.002

词汇流利度

1179.31

288.30

1194.57

剔除

***

步骤

5

词法深度/
词汇流利度

表 2 所有变量的相关矩阵
变量

1

阅读理解

_

词汇宽度

2
***

_

***

0.620***

0.615

词汇语义深度 0.548
词法深度
词汇流利度

0.591*** 0.801***
0.241*

0.246*

3

4

自变量

R2

状态

R2 变化
***

0.423

-0.019

为比较词汇宽度和词汇语义深度的贡献
程度，依据同样的步骤建立了以词汇语义深度
和词汇宽度为自变量，二语阅读理解为因变量

_

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表 4）。

0.573***

_
0.382**

0.212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
表同

数据分析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数据处理
遵循以下步骤：第一步采用强制进入程序处理
第一个自变量，即词汇宽度；第二、三、四步
采用同样的程序分别处理第二、三、四个自变
量，即词汇语义深度、词法深度和词汇流利度，
2

并分别观察回归系数 R 的变化，得到它们在其
他自变量的基础上对二语阅读理解能力变化

表 3 和表 4 数据的比较显示，词汇语义深
度对二语阅读理解能力有 30%的解释量，而词
汇宽度的解释量则为 37.8%；前者在后者的基
础上对二语阅读理解能力的变化有 4.5%的单
独贡献，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对二语阅读理解
能力的变化则增加了 12.3%的预测量。两组数
据的比较表明：词汇宽度对二语阅读理解能力
的直接贡献程度高于词汇语义深度，在三个词
汇知识维度中对二语阅读理解能力的预测力
最强。

的单独贡献；最后利用逐步筛选程序剔除回归

表 4 以阅读理解为因变量，以词汇语义深度和词汇

方程中不合格的自变量，即对二语阅读理解能力

宽度为自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

的解释力没有达到显著水平的词汇维度（表 3）。
2

当词汇宽度进入回归方程时，R 为 0.378，
表明词汇宽度对二语阅读理解能力的解释量
为 37.8%；当词汇语义深度进入回归方程后，

步骤

自变量

1

词汇语义深度

2

词汇宽度

R2

R2 变化
***

0.300

0.423***

0.123***

词汇宽度和词汇语义深度对二语阅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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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能力有直接贡献，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相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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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对于词汇量小的学习者，其词汇宽度和

，这进一步说明词汇宽度和词汇语义深度

词汇语义深度尚能保持相对平衡的发展态势，

均是影响二语阅读理解能力的重要词汇知识

即其词汇量的扩增会伴随着词汇语义深度的

维度。但本研究也得出了与前人研究结果不

累积。然而随着学习者词汇量的扩大，其词汇

尽一致的发现，即关于词汇宽度和词汇语义

宽度和词汇语义深度之间的差距会逐渐增大，

深度贡献程度的比较。钱大卫对加拿大成人

后者的发展会愈加明显地滞后于前者。这意味

二语学习者的研究表明：词汇语义深度对二

着，一方面学习者的词汇量快速增长，另一方

符

[7]

语阅读理解能力的贡献程度大于词汇宽度 。

面其词汇语义深度却发展缓慢，远远落后于前

本研究的发现与李晓的研究结果更为相似，

者。事实上，不同类型词汇知识发展失衡的现

即词汇宽度与二语阅读理解能力的相关程度

象在前人的研究中曾有过报道

[9]

[9，23]

。比如：在李

更高 。对于这种分歧，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我

晓的研究中，词汇量高组的词汇宽度与词汇深

国外语语境下中级水平英语学习者在两类词

度甚至出现了负相关，说明学习者的词汇宽度

汇知识上的发展不尽均衡，词汇语义深度的

和词汇语义深度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词汇语

发展滞后于词汇宽度，因而在二语阅读理解

义深度并没有随着词汇量的扩大而增长 。也

中所起的作用较小。

许正是由于词汇语义深度发展的滞后性使得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研究者将受试依据其
词汇宽度得分分为两组：词汇宽度高分组和词
汇宽度低分组。分组的依据是该项测试的平均

[9]

本研究中受试的词汇宽度在二语阅读理解中
起着更大的作用。
（二）多维度词汇的间接作用

值（M=66.75），得分高于平均值的受试归为词

采用逐步法分别检验了词法深度和词汇

汇宽度高分组（N=34），得分低于平均值的受

流利度对二语阅读理解可能产生的间接效应。

试归为词汇宽度低分组（N=33）。独立样本 T

逐步法是采用逐步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检验

检验显示组间差异显著（T=13.832，p<0.001），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中介效应或间接效应 。具

说明两组受试在词汇宽度水平上存在明显差

体步骤如下：第一步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

异。为了进一步考察两类词汇知识的发展路

归总效应；第二步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效

径，分别对两个组内的词汇宽度和词汇语义深

应；第三步检验中介变量在控制了自变量的影

度进行了相关分析（表 5）。

响后对因变量的效应；第四步检验自变量在控

表 5 不同词汇宽度组内词汇宽度与词汇语义深度的

制了中介变量的影响后对因变量的效应。如果

相关分析

前三步检验的回归系数都显著，则中介效应显

[24]

词汇语义深度

著。第四步检验用来区分完全中介和部分中

词汇宽度（高分组）

0.313

介，如果其回归系数不显著，则表明自变量对

词汇宽度（低分组）

0.480*

词汇宽度（总体）

0.620***

因变量的作用受到中介变量的完全中介，否则

变量

就总样本而言，词汇宽度和词汇语义深度
存在高度正相关，表明它们具有正向的线性关
系，即词汇宽度的增长会伴随着词汇语义深度
的增加；但分组后二者的相关关系发生了显性
变化，两个组别内二者的相关程度均明显降
低，在词汇宽度高分组内二者的相关系数甚至
不再显著。这说明，虽然两类词汇知识总体而
言具有较高程度的正向线性关系，但这种正相
关关系会随着学习者词汇宽度水平的变化而

就是部分中介。逐步法检验中，第一步检验的
[25]

必要性受到了一些统计学家的质疑 ，因而本
研究也未将其作为中介效应的必要条件予以
考虑（表 6）。
表 6 词法深度和词汇流利度的间接效应检验
自变量

中介变量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词法深度

词汇宽度

0.801***

***
词法深度 词汇语义深度 0.573

词汇流利度

词汇宽度

0.246*

0.394* 0.275ns
0.312*

0.412**

0.591*** 0.095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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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派生词，一条为整词加工，另一条是分解加

1. 词法深度的间接作用

工，两条通道并存，学习者对加工方式的选择

以词法深度为自变量，词汇宽度为中介变

受到派生词相对熟悉度的影响，高熟悉度单词

量，二语阅读理解为因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显

整词加工，低熟悉度单词分解加工。根据该观

示：第二、三步效应显著，
各自的回归系数 0.801

点，词法深度对二语阅读理解的作用主要反映

和 0.394 均达到显著水平，说明词法深度通过

在其对低频词汇的习得和加工上。

词汇宽度对二语阅读理解的间接效应显著，然

2. 词汇流利度的间接作用

而第四步的回归系数 0.275 未达到显著水平，

以词汇流利度为自变量，词汇宽度为中介

说明该中介效应为完全中介，即词汇宽度完全

变量，二语阅读理解为因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了词法深度对二语阅读理解的贡献。以词

显示：第二、三步效应显著，各自的回归系数

法深度为自变量，词汇语义深度为中介变量，

0.246 和 0.591 均达到显著水平，说明词汇流利

二语阅读理解为因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显示

度通过词汇宽度对二语阅读理解的间接效应

词汇语义深度部分中介了词法深度对二语阅

显著，然而第四步的回归系数 0.095 不显著，

读理解的影响。

说明该中介效应为完全中介，即词汇宽度完全

词法深度对二语阅读理解没有直接贡献
的研究结果与前人的发现相符

[7，14]

中介了词汇流利度对二语阅读理解的影响。

。比如：钱大

二语习得领域对词汇流利度的关注不多，

卫的研究表明：在词汇宽度和词汇语义深度的

但两项一语相关研究可为本研究结果的解读

基础上，词法深度对二语阅读理解能力的贡献

提供一些参照

[7]

不再显著 。然而，前期研究也汇报过词法深度
对二语阅读理解的直接作用

[12-13]

[16，27]

。首先，与上述两项研究结

果相符，本研究也未发现词汇流利度对阅读理

。比如：全恩熙

解的直接贡献。其次，本研究关于词汇宽度完

对韩国十年级学生的研究表明：即使在控制了

全中介的发现与狄克逊等人的研究结果较为

包括词汇宽度在内的其他变量的影响之后词

接近 ，但与坦南鲍姆等人的结论存在分歧 。

法深度对二语阅读理解仍然具有显著的预测

狄克逊等人研究中所揭示的词汇流利度、词汇

[13]

[16]

[27]

力 。上述研究结论上的分歧可能与词汇宽度

宽度和阅读理解三个变量间的线性关系趋向

这一中介变量的评估方式有关联。两类研究在

于词汇宽度的完全中介作用。 在坦南鲍姆等

词汇宽度的测量上存在明显的差异。第一类研

人的研究中，与词汇流利度关系更为密切的是

究，即未发现词法深度直接贡献的研究，对词

词汇深度而不是词汇宽度。本研究及两项一语

汇宽度的测量既涵盖高频词汇也包括低频词

研究所提供的实证证据未能够完全支持提取

汇；而第二类研究仅覆盖了高频词汇。换言之，

假说的观点。本研究结果表明，词汇流利度对

包含低频词汇的词汇宽度完全中介了词法深

二语阅读理解的作用主要通过其他词汇知识

度对二语阅读理解的影响，而只涵盖高频词汇

维度的中介效应。上述三项研究在中介变量上

的词汇宽度则仅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这说

的分歧，即词汇流利度究竟是通过词汇宽度还

明词法深度对二语阅读理解的贡献可能与低

是词汇深度作用于阅读理解，可能与词汇流利

频词汇有关，其贡献可能主要借助于低频词汇

度的测量工具有关联。本研究与狄克逊等人的

的中介作用。此外，本研究发现的词汇语义深

研究都采用了词汇判断任务评估词汇流利度，

度对词法深度的部分中介作用也为该解释提

该任务旨在于评估单词识别速度，即基于单词

供了佐证。词汇语义深度的评估聚焦于高频词

的形式快速提取其语义知识的能力 。坦南鲍

汇，因而未能够对词法深度的作用产生完全中

姆等人对词汇流利度的评估侧重于词汇语义

介。该解释也符合二语词汇双通道加工的观

知识的产出。很显然，这两类任务所测量的词

[26]

点 。该观点认为学习者采用两条通道加工英

[28]

汇流利度在构念上有差异。也许正是词汇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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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操作构念和测量方法上的差异导致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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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晓. 词汇量、词汇深度知识和语言综合能力关系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7, 39(5): 352-359.

结论上的分歧。

［10］ 张学宾, 邱天河. 词汇知识和阅读关系的实证研究[J]. 外

四、结语

语教学, 2006, 27(1): 38-42.

本文基于词汇知识三维度理论框架，实证

［11］ PROCTOR C, UCCELLI P, DALTON B, et al. Understanding

考察多维度词汇在二语阅读理解中的直接和

depth of vocabulary online with bilingual and monolingual

间接作用，以深入理解二语阅读理解中多维度

children[J]. Reading and writing quarterly, 2009, 25(4): 311333.

词汇知识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词

［12］ KIEFFER M, LESAUX N. The role of derivational morphology

汇宽度和词汇语义深度对二语阅读理解有直

in the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Spanish-speaking English

接作用，其中词汇宽度对二语阅读理解的贡献

language learners[J]. Reading and writing, 2008, 21(8): 783-

最大；（2）词法深度和词汇流利度对二语阅读
理解没有直接作用；（3）词法深度通过词汇宽
度和词汇语义深度间接作用于二语阅读理解，
其中通过词汇宽度的间接效应被完全中介，而
通过词汇语义深度的间接效应仅被部分中介；

804.
［13］ JEON E. Contribution of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to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comprehension[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11, 95(2): 217-235.
［14］ ZHANG D, KODA K. Contribution of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and lexical inferencing ability to L2 vocabulary knowledge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among advanced EFL learners: testing

（4）词汇流利度通过词汇宽度间接作用于二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J]. Reading and writing, 2012, 25(5):

语阅读理解，但该间接效应也被完全中介。研

1195-1216.

究结果揭示了多维度词汇在二语阅读理解中
的作用机制及其交互关系。

［15］ BECK I, PERFETTI C, MECKEOWN M. Effects of long-term
vocabulary instruction on lexical access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82,
75(4): 506-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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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word knowledge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 third-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Contributions of Multi-dimensional Vocabulary
Knowledge in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Comprehension
MIAO Li-xia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vocabulary knowledge of three dimensions,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s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contributions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vocabulary knowledge, namely vocabulary breadth, vocabulary depth and
vocabulary fluency, to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comprehension. Vocabulary depth involves semantic depth and morphological
depth.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ree finds. Firstly, both vocabulary breadth and semantic depth contribute directly to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comprehension, where vocabulary breadth have a stronger effect. Secondly, morphological depth contributes
indirectly to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comprehension via both vocabulary breadth and semantic depth, where the indirect effect
via vocabulary breadth is fully mediated but that via semantic depth partially mediated. Thirdly, vocabulary fluency makes indirect
contribution to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comprehension via vocabulary breadth, which is also fully mediated. The results suggest
how the multi-dimensions of vocabulary knowledge contribute to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also how the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in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comprehension.

Keywords: vocabulary knowledge,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comprehension, direct contribution, indirect 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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