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中文句法结构套叠的组合范畴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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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词组入句时发生语法性质转变，词组的句法范畴就应该转换，这种转换依赖词组作为整体进入的更大词组的结构
需要。要解释这种现象，组合范畴语法应该增加相应的转换规则。从集合论角度看，汉语有名词-动词-形容词依次包含，
由此可归纳基本句法结构之间的转类套叠。在类有定职的前提下，得出转类套叠对应的范畴转换规则，形成有范畴转换
机制的组合范畴语法 C2-CCG。示例说明这种基于词组本位的形式语法有希望能解释中文句法中各种转类套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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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a phrase enters into a sentence, its syntactic category should change with the change of its grammatical nature, which
depends on the structural requirements of bigger phrases the phrase joins into. To explain the phenomenon, Combinatory Categorial
Grammar should be augmented with the corresponding conversional rules. In view of set theory, Chinese has noun-verb-adjective
successive inclusion, from which various grammatical nature-changed overlapping between basic syntactic structures could be induced.
Under the premise of grammatical natures having their definite syntactic functions, category-conversional rules corresponding to
nature-changed overlapping were obtained, and the new Combinatory Categorial Grammar C2-CCG with category-conversional
mechanism was formed. Examples show this phrase-based formal grammar is promising in explaining various grammatical
nature-changed overlapping in Chinese syn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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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关，让语言的语法特殊性体现在词范畴设计上。CCG
句法分析伴随 λ-语义演算[3][4][5]，在产生句法树的

组 合 范 畴 语 法 [1][2] （ Combinatory Categorial
Grammar, 缩写 CCG）早期的设计背景是英语和荷兰

同时产生谓词-论元结构。CCG 正成为自然语言句法、
语义形式化的理想工具之一。

语，对范畴语法的显著改进是增加类型提升和函数组

汉语较英语的主要区别是转类时词没有曲折变

合 ， 以 解 释 宾 语 提 取 （ Object Extraction ）、 状 语

化，形成基于词组本位的句法。CCG 用于汉语时应建

（Adverbial Modifier）和补语（Complement）
。后来引

立于词组本位思想之上，词组入句时语法性质发生变

入斜线模态，将范畴结合的精确控制由规则一侧转到

化，词组的句法范畴就应该转换，这种转换依赖词组

词汇一侧，使范畴结合规则尽可能与所施用的语言无

作为整体进入的更大词组的结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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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先生（1948）
《国语入门》[6]阐述了汉语造

np，是名词性词组，正好可做“写”的宾语，这样的

句的基本结构，即主谓、并列、向心、动宾和连动，

套叠可以被组合范畴语法解释[14]。词组需要转变语

丁声树等（1961）把句法结构扩展为六种[7]，朱德熙

法性质（相当于词的转类，下文统称转类）
，才能作为

[8]

先生（1982）
《语法讲义》 明确阐述了词组本位思想，

整体在更大的词组里充当所需的句法成分，意味着该

即可以把各类词组（主谓、述宾、述补、偏正、联合、

词组的句法范畴发生了改变，例如结构套叠<1>中“发

连动）作为抽象的句法格式来描写它们的内部结构以

表文章”的范畴是 s\np，是动词性词组，需要转名词

及每一类词组作为一个整体在更大的词组里的分布状

性词组，把范畴转为 np，才能做“同意”的宾语，这

况，这种思想在陆俭明先生（1990）论著[9]中也被表

种转类之后的套叠不能被组合范畴语法解释。本文分

述为结构包孕（或套叠）
，即结构的基本类型虽然很有

析结构套叠中的词组转类，通过增加相应的范畴转换

限，但每一种结构都可以包孕与它自身同类型或不同

规则，使扩展后的组合范畴语法能解释各种经由转类

类型的结构，这些被包孕的结构又可以包孕与它自己

的结构套叠。

同类型或不同类型的结构，如结构套叠<1>、<2>。刘

1 汉语句法基本结构的套叠

乃仲老师对同构套叠（见下文定义 2）中句法成分的
相对位置关系进行了分析[10]。句法上的这种递归性，

一 般 认 为 ， 句 法 成 分 有 主 （ Subject ）、 谓

无疑产生于汉语缺乏系统的形态标记这一基本事实

（ Predicate ）、 宾 （ Object ）、 定 （ Attribute ）、 状

[11]。

（Adverbial）、补（Complement）、述（Verb）等，句

<1> 同意 发表 文章
述

宾
述

<2> 写 一篇 文章
述

宾

法基本结构有主谓（Subject-Predicate，SP）、定中

宾
定

（ Attribute-Headword ， AHn ）、 状 中 （ aDverbial-

中

Headword ， DHv 或 DHa ）、 中 补 （ Headword-

自清末学者马建忠（1898）参照拉丁语法建立汉

Complement，HvC 或 HaC）
、述宾（Verb-Object，VO）、

语词类系统，词类的基本格局至今未变，而划分词类

连谓（Coordinate-Predicate，PP）
、联合（Coordination，

的标准始终在争议中。汉语语法学界以前认为的，词

XX）等，中心成分 H 的语法性质可以是名词（n）
、

类根据词的意义和词的语法特点来划分，造成名词做

动词（v）和形容词（a），用下标来区分。联合结构要

谓语、动词做主语等“类无定职”现象，即一类词可

求成分间使用连词或顿号，用连词或顿号的句法范畴

充当多种句法成分[12]。随着结构主义语法理论深入

(X\*X)/*X 解释联合[1]，使基本结构中可去掉联合。连

人心，现在的主流共识是，词类的划分只依赖分布特

谓中的两个谓语不能颠倒顺序，之间没有连词或顿号，

点或语法功能，即“类有定职”
。缺乏曲折变化的汉语

不能归入联合，但可以归入状中，即第 1 谓语修饰第

较英语有更多的兼类词[13]，其本质就是类有定职情

2 谓语，用转类解释连谓。一个具体的句子是由这些

况下词根据句法需要发生了转类。

抽象的基本结构通过套叠构造出来的。假设 Γ={S, P, O,

既然词按句法功能归类，而且“类有定职”
，就可

A, D, C, V}，Ω={SP, AHn, DHv, VO, HvC, HaC}，变量

以建立“词类-句法成分-范畴”的简单映射。例如对

X, Y, W, Z∈Γ 且 XY, WZ∈Ω，有下面的定义。

充当述语的动词指派范畴 s\np/np，为充当宾语的名词

定义 1. 左套叠和右套叠

指派范畴 np，动词和名词拼接时发生函数 s\np/np 应

基本结构 XY 中的左边成分 X 本身就是一个基本

用于 np 的运算，形成述宾结构，其范畴是 s\np，语法

结构 WZ，可表示为产生式 XY → WZY，这种情况称

性质是可充当谓语的动词性词组。词组的语法性质与

为左套叠。相应地，XY → XWZ 称为右套叠。

该词组作为一个整体在更大的词组里充当的句法成分

定义 2. 同构套叠和异构套叠

相对应，例如结构套叠<2>中“一篇文章”的范畴是

XY → WZY 或 XY → XWZ，其中 WZ=XY 时称
2

为同构套叠，而 WZ≠XY 时称为异构套叠。

S | O → n/v → DHv | VO | HvC

（3）

S | O → n/a → DHa

（4）

V | P → DHv | VO | HvC

（5）

这与词类、中心扩展规约 （Head Feature Convention）

V | P → v/a→ DHa

（6）

有关。

A → DHa | HaC

（7）

A → a/n → AHn

（8）

一种结构
（如 XY）左或右套叠某种结构
（如 WZ）
，
其实是其左（X）或右（Y）成分重写为那种结构（WZ）
，
[12]

在“类有定职”前提下，词类（名词 n、动词 v、
形容词 a 和副词 d）与句法成分有简单的对应关系如

定义 3. 同类套叠和转类套叠

图 1 上半部分。补语由“得”字短语、介词短语、数

经由语法性质转变的句法成分到基本句法结构的

量短语、趋向动词等充当，没有哪类词或短语它的典

重写，称为转类重写，反之称为同类重写，相应的套

型功能是做补语，暂用 y 标记补语对应的语法性质。

叠称为转类套叠和同类套叠。

按中心扩展规约考虑基本结构的语法性质，即以一个

由转类重写（1）、
（3）、
（4）
、
（6）和（8），得到

成分为中心加以扩展，扩展后的结构的语法性质与中

基本结构之间的左套叠和右套叠，如表 1 和 2。状语、

心成分的语法性质一致，得到图 1 下半部分。主谓结

补语的重写一般需要用助词完成语法性质的显式转

构是两心相照，语法性质记为 s（注意不要与范畴符

变，范畴语法能解释这种经由助词的套叠，只需给助

号 s 混淆）
，作为整体充当名词性成分时，按转类考虑。

词指派反映语法性质转变的范畴符号[15]。

副词一般都不受其他词类修饰，很难被扩展。

表 1 结构 s1 转类后被结构 s0 左套叠
s0

S|O

s

V|P

n

v

A

a

D

d

s1

成分

C

y

SP
AHn
DHv
VO
HvC
DHa

词类
(语法性质)

SP

AHn

DHv VO HvC DHa

SP

AHn

DHv

VO

HvC

*

DHaO

DHaC

DHa

SPP
AHnHn
DHvP
VOP
HvCP
DHaP

*：s1 须加“地”才能被 s0 套叠。

基本结构

图 1 汉语的类有定职与中心扩展规约

表 2 结构 s1 转类后被结构 s0 右套叠
s0
s1

按沈家煊先生“名-动-形”依次包含的思想[12]，

SP
AHn
DHv
VO
HvC
DHa

形容词都可转动词或名词，动词都可转名词，如图 1
中虚线箭头。名词都可以省略后接的助词“的”直接
做修饰语，即可转形容词，这样虚线箭头构成一个环，
这不意味着名词都可转动词、动词都可转形容词，因

SP

VO

HvC

ASP

AHn

DHv

VSP

*

ADHv
AVO
AHvC
ADHa

VDHv
VVO
VHvC
VDHa

*
*

DHa
DAHn

SDHa

DDHa

*

*：s1 须加“得”才能被 s0 套叠。

为违背了“名-动-形”依次包含，即不存在经过两个

2 句法成分的范畴指派

虚线箭头实现的转类。必须加助词“的”
、
“地”
、
“得”
才能改变语法性质的，属于曲折变化，不考虑为转类。

用范畴结合解释句法的基本结构，在两个成分输

一个句法成分沿箭头逆向可达的终结点，就是它可重

入、一个结构输出对应的三个范畴中，给定其中两个

写为的基本结构，在该路径上允许出现至多一个虚线

范畴可得出第三个范畴。先给定句子范畴 s 和主宾语

箭头，用 x/y 表示虚线箭头完成的 y 到 x 的转类，得

范畴 np，由后向应用（<）
、前向应用（>）、前向组合

到如下重写规则。
S | O → n/s → SP

（1）

S | O → AHn

（2）

（>B）、后向组合（<B）可得到谓语范畴 s\.np、述语
范畴 s\.np/.np、定语范畴 np/.np、状语范畴 s\.np/ ◇
(s\.np)、补语范畴 s\.np\×(s\.np)，状补语范畴中斜线模
3

态使用“◇”或“×”是考虑中心成分为述语的情况。

进而得到相应的范畴转换规则（10）和（11），其中规

用范畴类型逻辑[3]（CTL）的斜线引入和交换规则也

则标记“X/x”表示语法性质 x 的结构充当句法成分 X。

能推出上述成分的范畴。这种仅考虑结构内在得出的

s →S/s np

（10）

范畴，可称为成分的典型范畴。若句中结构套叠都是

s →O/s np

（11）

同类套叠，即每个基本结构的结果范畴正好是其参与

将规则（3）逆置得到动词性结构转类充当主、宾

外层结构所需的范畴，各成分的范畴是固定不变的。

语的规则（12）
。

若存在转类套叠，即内部结构的结果范畴不是外部结

DHv | VO | HvC → n/v → S | O

构所需的范畴，可以有两种做法：一是转变内部结构

在各成分只采用其典型范畴前提下，得到依赖上

的结果范畴为外部所需的范畴，这时各成分的范畴保

下文 SP 和 VO 的范畴转换规则（13）和（14），其中

持不变，如图 2(a)中述语“提出”的范畴仍是 s\.np/.np，

“$1”为空或 np 时分别对应谓语和述语，斜线模态“.”

述宾结构对应的范畴 s\.np 转为宾语对应的 np，再参

允许词范畴中斜线使用任意模态[1]。
s\.np →S/v np

（12）

与外部计算（此规则记为 O/v）
；二是传统做法，不考

s\.np/.$1

虑 转类和 相应的 范畴转换 ，述语 增加非 典型范畴

s\.np/.np s\.np/.$1 →O/v s\.np/.np

s\.np/.(s\.np)，如图 2(b)。要列出述语或其他任一成分

同理，重写规则（4）应用于上下文 SP 和 VO，

的可能范畴是很难完全的，因为要考虑它所有可能的

np/.np

数减一，范畴下方是其谓词-论元结构[14]。

s\.np/.np

0:
1:
2:
3:

提出
---------------s\.np/.np
:提出’

1:
2:
3:

s\.np/.$1 →S/a np s\.np/.$1

（15）

np/.np →O/a s\.np/.np np

（16）

范畴转换规则（17）
。
np np/.np →P/a np s\.np

（17）

重写式（8）应用于上下文 AHn，得转换规则（18）
。
np

np →A/n np/.np np

（18）

对范畴转换（13）至（18）的右边，施用函数应
用或类型提升连用函数组合，得范畴结合规则（19）

(a) 引入范畴转换后述语范畴保持不变

0:

（14）

重写式（6）应用于上下文 SP（罕见于 VO），得

修改
算法
---------------- ---------------s\.np/.np
np
:修改’
:算法’
--------------------------------->
s\.np
:修改’算法’
-----------------------------------------------O/v
s\.np
:提出’( 修改’算法’)
-------------------------------------------------------------------<
s
:提出’( 修改’算法’) 马修’

马修
---------------np
:马修’

np

得范畴转换规则（15）和（16）
。

结合对象。图 2 中左侧数字是规则跨度，即线上范畴

马修
---------------np
:马修’

（13）

s\.np

至（24）
。

提出
----------------------s\.np/.(s\.np)
:提出’

修改
算法
---------------- ---------------s\.np/.np
np
:修改’
:算法’
--------------------------------->
s\.np
:修改’算法’
---------------------------------------------------------->
s\.np
:提出’( 修改’算法’)
---------------------------------------------------------------------------<
s
:提出’( 修改’算法’) 马修’

s\.np/.$1

(b) 拒绝范畴转换时述语被迫采用非典型范畴

s\.np →S/v s

（19）

s\.np/.np s\.np/.$1 →O/v s\.np

（20）

np/.np

s\.np/.$1 →S/a s/.$1

（21）

s\.np/.np

np/.np →O/a s\.np

（22）

np

np/.np →P/a s

（23）

np

np →A/n np

（24）

在“类有定职”
、各成分只采用典型范畴的前提下，

图 2 述宾结构右套叠述宾结构的两种句法分析

转类伴随着范畴转换。动词、形容词都不对应范畴 np，

3 基于结构上下文的范畴转换

在主宾语位置转名词才有对应的范畴 np；形容词不对
应范畴 s\.np，在谓语位置转动词才有对应范畴 s\.np；

考虑第 1 节经转类的重写规则，将规则（1）逆置

名词不对应范畴 np/.np，在定语位置转形容词才有对

得到主谓结构转类充当主、宾语的规则（9）
。
SP → n/s → S | O

应范畴 np/.np。
（9）

CCG 原有的函数应用、函数组合和类型提升是用
4

范畴变量表示的对各语言通用的范畴运算规则，规则
（19）至（24）是用范畴常量表示的反映汉语词组本

0:

位的运算规则，显然这些范畴常量的结合规则不是通

1:

用规则的实例，而是对通用规则的补充。这种允许范
2:

畴 按 结 构 需 要 而 转 换 的 CCG 可 称 为 范 畴 转 换 式
（Category Conversional）CCG，缩写 C2-CCG。

4:

增加
规则
解释
结构
套叠
---------------- ---------------- ---------------- ---------------- ---------------s\.np/.np
np
s\.np/.np
np
np
:增加’
:规则’
:解释’
:结构’
:套叠’
--------------------------------->
------------------------------A/n
s\.np
np
:增加’规则’
:结构’套叠’
-------------------------------------------------->
s\.np
:解释’( 结构’套叠’)
----------------------------------------------------------------------------------S/v
s
:解释’( 结构’套叠’) ( 增加’规则’)

(a) C2-CCG 的分析

4 范畴转换的解释能力
0:

给定两个词范畴，应先尝试通用规则，再尝试补
充规则，以尽量限制 C2-CCG 的解释能力。函数应用、

1:

函数组合的六条规则有互斥性，都不可用时尝试类型

2:

提升[15]。遇到范畴 s\*np/*np 和 s\*np 毗连，规则 S/v、
4:

O/v 都可用，按句法歧义处理。遇到结果范畴 s，句法

增加
规则
解释
结构
套叠
---------------- ---------------- --------------------- ---------------- ---------------s\.np/.np
np
s\.(s\.np)/.np
np/.np
np
:增加’
:规则’
:解释’
:结构’
:套叠’
--------------------------------->
-------------------------------->
s\.np
np
:增加’规则’
:结构’套叠’
------------------------------------------------------>
s\.(s\.np)
:解释’( 结构’套叠’)
-----------------------------------------------------------------------------------------<
s
:解释’( 结构’套叠’) ( 增加’规则’)

(b) CCG 的分析

树尚未形成，使用规则 S/s 或 O/s。规则选择算法如图

图 4 例句 1 的分析对比

3 所示。

例句 2“谦虚使人进步”中述宾结构右套叠主谓

开始

结构。C2-CCG 的分析如图 5(a)，内部的主谓结构先由
用规则产生
结果范畴

Y
函数应用
函数组合
N
类型 Y
提升
N
Y
规则
S/v和O/v
N
规则 S/a、
O/a、P/a或A/n
N

规则“<”形成范畴 s，后完成“O/s”蕴含的主谓结
构到名词性成分的范畴转换，跨度 3 形容词做主语也

规则S/s Y
或O/s
N

发生了规则“S/a”蕴含的范畴转换。CCG 分析例句 2

用规则产生
结果范畴

时，述语被赋予了非典型范畴 s\.(np/*np)/.s，满足形容
词做主语、句子做宾语，如图 5(b)。

结束

谦虚
---------------0: np/*np
:谦虚’

叠”产生相同结构的分析树，如图 4，区别是前者比

人
进步
---------------- ---------------np
s\.np
:人’
:进步’
---------------------------<-O/s
np
1:
:进步’人’
-------------------------------------------------->
s\.np
2:
:使’( 进步’人’)
-----------------------------------------------------------------S/a
3: s
:使’( 进步’人’) 谦虚’

后者多用了规则 A/n、S/v 蕴含的范畴转换，使前者的

(a) C2-CCG 的分析

Y
Y: 规则可用
N: 规则不可用

图 3 C2-CCG 中的规则选择算法

C2-CCG 和 CCG 对例句 1“增加规则解释结构套

动词“解释”和名词“结构”保持采用其典型范畴，
而后者的“解释”用非典型范畴 s\.(s\.np)/.np，
“结构”

0:

用非典型范畴 np/.np，才能支持述宾结构做主语、名

1:

词做定语。
2:
3:

使
---------------s\.np/.np
:使’

谦虚
---------------np/*np
:谦虚’

使
人
进步
------------------------- ---------------- ---------------s\.(np/*np)/.s
np
s\.np
:使’
:人’
:进步’
---------------------------------<
s
:进步’人’
----------------------------------------------------------->
s\.(np/*np)
:使’( 进步’人’)
----------------------------------------------------------------------------<
s
:使’( 进步’人’) 谦虚’

(b) CCG 的分析
图 5 例句 2 的分析对比
5

例句 3“大家的意见不一致”在 C2-CCG 看来是

部结构，这符合词组本位思想。作为一个语法系统，

主谓结构右套叠状中结构（DHa）
，DHa 经规则“P/a”

C2-CCG 解释转类套叠的范畴转换规则是否简约和完

把范畴 np/.np 转为 s\.np，再参与构成主谓结构，如图

备？需要在一定规模的真实汉语语料下进行验证。

6(a)。而在 CCG 看来，此句是主谓结构右套叠状中结

CCG 通用规则支持范畴类型透明性，即每个句法范畴

构（DHv）
，形容词“一致”被指派非典型范畴 s\.np，

与一个逻辑式相关联，逻辑式的语义类型完全由句法

如图 6(b)。

范畴决定，与句法范畴的衍生过程无关，这种透明性

0:
1:
2:
4:

在 C2-CCG 里是否还存在？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大家
的
意见
不
一致
---------------- ---------------- ---------------- ------------------------ ---------------np
np/.np\.np np
np/.np/.(np/.np) np/.np
:大家’
:的’
:意见’
:不’
:一致’
---------------------------------<
----------------------------------------->
np/.np
np/.np
:的’大家’
:不’一致’
-------------------------------------------------->
np
:的’大家’意见’
------------------------------------------------------------------------------------------P/a
s
:不’一致’( 的’大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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