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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语缺乏词形变化，语法信息需通过词语搭配关系获得，且在语言生活中词语通常在搭配中
发挥交际作用。因此无论是在语言学本体，还是在自然语言处理的各项任务中，词语搭配知识都尤为重要。
各种搭配中，动宾搭配能够反映句子轮廓，并在数量和多样性方面具有优势地位。故本文聚焦于构建现代
汉语动宾搭配知识库，以期为自然语言处理提供基础知识，同时也为语言本体研究、语言教学等提供大量
实例。本文首先从语言本体的角度出发，总结了动宾搭配的知识体系，并根据该体系制定相应形式化检索
式 140 个，从 BCC 语料库中抽取动宾搭配知识，并对抽取结果进行了初步消歧，最终获得动宾搭配 300 万
对，形成动宾搭配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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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Verb-object Knowledge Base Based on BCC Cor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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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is a lack of morphological changes in Chinese, grammatical information needs to
be obtained through collocations, and words often play a communicative role in collocation.
Therefore, word collocation knowledge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n both linguistic ontology an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asks.Among all kinds of collocations, verb-object collocation can
reflect the outline of sentences, and has a dominant position in quantity and diversity.Therefor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verb-object knowledge base to provide basic knowledge for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also provides a large number of examples for language ontology
research and language teaching. This paper first summarizes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verb-object
collo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ontology, and writes 140 effective search formulas
according to the system, and extracts the verb-object collocation knowledge from BCC corpus,
and preliminary disambiguation of the extracted results. In the end, 3 million pairs of verb-object
collocation were obtained to form a knowledge base of verb-object co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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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任何语言里，词语搭配都是一个重要
问题，在汉语中，尤为突出。从语言本体来
看，汉语重“意合”，词语缺乏形态变化，
词与词的搭配有时会超出语法形式的约束，
只要满足意义、逻辑的要求就可以搭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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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无论是语言本体还是语言教学研究，词
语搭配都是言语组装的重要环节。从自然语
言理解来看，要实现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
“理解”，语言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而汉语
缺乏形态变化，不能提供充分的形式化知
识，因此，词语搭配知识也就成为自然语言
理解各子任务中一个重要的知识源。由于词
语搭配描述的是词与词之间的组合情况，既
包含结构知识也有语义知识，更能准确刻画
出句子中词与词之间的联系，在句法分析中
得到了人们广泛的重视。依存句法认为，动

词是句子的中心，依存分析中各个结点都是
词，不存在词和短语或短语之间的关系判定
问题，主要是通过获取句子的核心动词及其
所支配的词语搭配，进而分析句子内词语之
间的依存关系，以建立依存句法树。
一般而言，动宾结构在 SVO 型语言里是
很常见的，是句内的核心成分，处于优势地
位，可以形象地称之为“骨架”，它实际上
映射了整个句子的轮廓。1942 年吕叔湘先生
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就指出“句子的中心
[1]
是一个动词 ”。1959 年法国语言学家特思
尼耶尔（L.Tesniere）在“依存语法”的代
表作《结构句法基础》中明确指出“动词是
句子的中心，他支配着别的成分，而它本身
却不受其他任何成分的支配。动词在句子中
起的作用是关联，就是说动词把句子中其他
[2]
的词连成了一个整体 。”只要能准确识别
出动宾结构，就能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后续
分析，从动词出发，可以向左识别各种状语，
逼近句子的主语成分，从宾语出发，可以向
左识别宾语的各种修饰成分，逼近动词，从
而为实现深层句法分析奠定一定的研究基
础。本文以大数据为支撑，构建动宾搭配知
识库，以期为句法分析提供结构化引导知
识，提高句法分析的准确率，同时该知识库
也可为语言本体、语言教学研究等提供大量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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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现状

一直以来，现代语言学界关于动宾搭配
的研究就层出不穷。一是在格语法的理论视
角下，用宾语的语义角色的来对宾语进行分
[3]
类，主要的研究有李临定（1983） 、马庆
[4]
株（1987） 等。也有学者展开了宾语不同
[5]
语义角色的细致研究，如宋玉柱（1980）
介绍了原因宾语的类型及不同类型中充当
[6]
原因宾语的成分，陈昌来（2001） 否认了
工具成分可以表现为主语、宾语，并介绍了
工具成分可以出现的句法结构，赵旭珍（20
[7]
10） 研究了处所宾语的判别标准、内部小
类以及非典型处所宾语的生成动因；二是以
配价语法为理论支撑，从动词价位的角度来
[8]
考察动词所带的宾语，如罗梦鹿（2001）

指出双宾语句式动词包括大部分三价动词
[9]
和一部分二价动词，王慧（2007） 分析了
二价动词不带宾语、带单宾语和带双宾语的
[10]
情况，袁毓林（2010） 提出了一种基于配
价层级和配位方式的汉语配价语法的描写
模型;用以全面地反映动词在不同的句式中
对名词性成分的支配能力及其句法组配方
式；三是从韵律的角度分析了动宾搭配的规
[11]
律，如吕叔湘（1963） 指出汉语双音化倾
向明显，并分析了单双音节对汉语划分词语
[12]
边界的影响，冯胜利（2009） 系统阐释了
韵律构词学和韵律句法学这两个全新的理
[13]
论系统，骆健飞（2017） 指出单音节动词
一般是强时空动词，倾向于搭配工具、方式
类宾语，双音节动词一般是泛时空动词，倾
向于搭配原因、目的类宾语。四是从宾语的
体谓性来考察动词特征，如宋玉柱（1991）
[14]
提出将动词按宾语的语法性质划分体宾
动词、谓宾动词和体谓宾动词三类，亢世勇
[15]
（1998） 对常用谓宾动词带动宾、形宾、
[16]
小句宾进行了分类统计，陈永莉（2006）
指出形式动词只能带双音节动词宾语，并介
绍了形式动词受事成分的语法位置和宾语
[17]
扩展形式，崔少娟（2011） 、孙萍（2015）
[18]
从动词分类、宾语语义特征等方面对《现
代汉语动词用法词典》中的谓宾动词进行了
[19]
全面研究，梁永红（2017） 研究了及物动
词带名宾情况的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特征
以及影响因素。从笔者的调研情况来看，目
前已有的对动宾搭配的研究，基本都是选取
动宾搭配的某一侧面进行定性研究，且文中
也都是通过举例的方式来验证结论，尚未有
人基于大数据对动宾搭配进行抽取和研究。
相对语言本体领域丰富多彩的研究，中
文信息处理领域关于动宾搭配的研究则比
较单一，主要是从动宾搭配的自动识别角度
[20]
展开研究的，如孙宏林（1997） 从语料库
中归纳了判断“V+N”序列是合法短语的 14
[21]
条语法规则，高建忠（2000） 提出“匹配
+语义限制”和“匹配+词语相似度”计算模
型，用于动宾搭配的自动识别，李晋霞（20
[22]
02） 从内部构成出发以定中“V 双+N 双”
结构类型的识别为突破口提出“V 双+N 双”
[23]
结构类型自动识别的规则，程月（2009）

提出机器学习中的条件随机场方法，用于汉
语动宾搭配的自动识别。也有学者开始从语
[24]
义的角度进行研究，如周卫华（2007）
从动宾之间的语义角色关系、动词对宾语的
语义选择限制这两个方面详尽地考察了 500
个单音节动词和宾语之间的语义搭配情况，
[25]
李斌（2011） 对动宾之间语义选择限制的
多样性和强度差异，做了系统标注和统计分
析。目前学者对动宾搭配所做的研究，无论
是基于结构进行的对动宾搭配的自动识别
和获取，还是跳过结构直接对动宾搭配进行
语义分析和计算的，都是在探究动宾搭配的
一种形式化规律，以方便计算机的处理，但
是这种方法也只能覆盖语言中的一些高频
现象。
此外，围绕中文信息处理构建的知识库
也有很多。如由山西大学建设的汉语框架语
[26]
义知识库（CFN）（郝晓燕等，2017） 是
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FrameNet 为参照、
以汉语真实语料为依据的供计算机使用的
汉语词汇语义知识库，主要包括框架库、句
子库和词元库三部分。其中，词元库记录了
词元的语义搭配模式和框架元素的句法实
现方式。由北京大学开发的《现代汉语语法
[27]
信息词典》（俞士汶，1996） 是为计算机
实现汉语分析和汉语生成而研制的一部电
子词典，全面地描述了所收录词语的语法信
[28]
息。知网（HowNet）（董振东，1998）
是一个以汉语和英语的词语所代表的概念
为描述对象，以揭示概念与概念之间以及概
念所具有的属性之间的关系为基本内容的
常识知识库。北京大学袁毓林主持建设的
《北京大学现代汉语实词句法语义功能信
息词典》（李强等，2014、袁毓林，2016）
[29]
。其中，《动词句法语义功能信息词典》
主要包括动词的语法功能、语义角色及动词
和语义角色组配的句法格式。句法组配格式
提供句法上可搭配的位置，动宾搭配提供语
义上可搭配的词语，二者配合使用，汉语句
法语义分析将获得重大进步。也有学者编纂
过搭配词典，如张寿康和林杏光主编的《现
代汉语实词搭配词典》、赵培痒编著的《常
用词语搭配词典》等。但它们只收录了高频
使用的搭配，规模都相对较小，不能全面地

反映动宾的搭配情况。目前已有的知识库主
要提供语义、语法、常识知识，对动词各方
面的知识有详尽描写，具有一定的形式化能
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
发展。但这些知识库仍旧以对语言学知识的
抽象表征为主，计算机使用起来不够便捷。
本文拟基于 BCC 语料库构建动宾搭配知
识库。BCC 语料库语料来源领域较多，有文
学、科技、报刊、博客等，能覆盖更多的语
言现象，且 BCC 语料库处于动态更新状态，
能及时捕获新的语言现象。基于该语料库构
建的动宾搭配知识库更具全面性、时效性，
对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而言，具有更高价
值。动宾搭配知识抽取也是信息抽取的一项
子任务，能够用于词义消歧、信息检索、机
器翻译、句法分析、自然语言生成等多个方
面。如词义消歧方面，人能够正确无误地理
解某个词语，就是利用了词语的上下文信
息，而词语搭配正是确定词语义项的上下
文，动宾搭配知识为动词歧义消解提供了知
识源。机器翻译方面，由于不同语言的搭配
规律不同，造成不同语言词语之间的对等翻
译极为困难，词语搭配的翻译将有助于提高
翻译质量。句法分析方面，动宾搭配作为句
法、语义双重关系的载体，能够帮助确定句
子的核心成分关系，提高分析精度。
本文的研究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开
展：首先，从语言本体的角度出发，总结动
宾搭配知识体系；其次，根据动宾搭配知识
体系制定 BCC 语料库的检索式，获得动宾搭
配知识对；最后，根据检索结果优化检索式，
并对获得动宾搭配知识进行消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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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宾搭配知识体系

前人从语言学角度对动宾搭配所做的
研究相对较多，但前人研究多是从语义角度
展开的，不利于形式化抽取。本文主要从宾
语由哪些词类或结构充当的角度整理动宾
搭配知识体系，首先从宏观的角度将动宾搭
配分为三大类型，根据宾语的体谓性将动宾
搭配分为“动+体宾”和“动+谓宾”两大类，
又因为双宾语的情况比较特殊，故没有将
“动+双宾”归为上述两类中，单独归为一

类；其次，对每一大类下的宾语构成做细致
区分，并列举相应例句，该过程以朱德熙、
李临定、刘月华先生的宾语语义分类为主，
结合高校使用的现代汉语教材中对宾语构
成成分的说明（详见表 1），最终形成一个
动宾语义全面且便于形式化检索的知识体
表1

系。本文在抽取动宾搭配知识时，考虑到语
言层层递归的复杂性以及抽取方式的局限，
只对一般名宾、代词宾语、数量名宾语、简
单定中作宾语、动词宾语、形容词宾语进行
了抽取。

前人的宾语分类体系

朱德熙

李临定

刘月华

黄廖本

北大本

受事宾语

受事宾语

受事宾语

名词

名词

施事宾语

对象宾语

结果宾语

代词

代词

工具宾语

处所宾语

工具宾语

数量词

偏正短语

结果宾语

结果宾语

处所宾语

的字短语

联合短语

终点宾语

工具宾语

方向宾语

联合短语

的字短语

时间宾语

目的宾语

原因宾语

动词

数量短语

处所宾语

原因宾语

目的宾语

形容词

动词（短语）

存现宾语

方式宾语

存现宾语

动宾短语

形容词（短语）

虚指宾语

致使宾语

主谓短语

主谓短语

程度宾语

角色宾语

复句宾语

准宾语

动宾

双宾语

小句宾

谓词性宾语

前人对体词性宾语的语义类研究较多，
谓词性宾语一般是分为动宾和小句宾。为便
于书写形式化的检索式，本文从充当宾语的
词类出发，对宾语进行重新分类，尽可能覆
盖所有的宾语语义角色。宾语的常用语义角
色基本是一般名词（n）作宾语，本文把能
用词性区分出来的处所宾语（ns）单独划分
为一类，其余都归入一般名宾；数量结构作
宾语，本文认为动量短语是对动作的补充说
明，是补语不是宾语，将名量短语和时量结
构作宾语划分为数量宾语；代词和联合短语
作宾语，根据体谓性将其分别归入体宾和谓
宾中；存现句是一种特殊句法现象，且存现
动词是一个封闭的类，故将存现宾语划分为

一类。只有朱德熙先生的分类中有程度宾
语，本文认为其是程度补语，不纳入宾语范
围。体词性宾语中其它小类划分情况较为一
致，这里沿用前人分类。谓词性宾语中，过
去都只是粗略分为动宾、形宾、小句宾，本
文将可以充当宾语的谓词性结构均单独分
类，更加细致，便于从形式上区分。另只有
黄廖本的《现代汉语》中提到了复句作宾语
的情况，鉴于复句也是谓词性的，将其划分
为谓宾下的一类。双宾动词也是一个封闭词
表，根据双宾中两个宾语的类型划分为“真
宾+准宾”、“真宾+真宾”两类。综上，本
文定义的动宾搭配知识体系表如表 2 所示。

表 2 动宾搭配知识体系表
宾语小类
动 体
+宾

一般名宾
代词宾语（名）
数词宾语

举例
“吃饭”“写信”
“相信他们”“你找谁？”“去那”
“二加二等于四”

数量名结构
数量宾语

“住了三年”“等一会儿”

处所宾语

“到家”“去南京”

存现宾语

“黑板上写着字”“来了一个人”

“的”字结构
定中结构
联合结构（名）
动词宾语
形容词宾语
代词宾语（动）

“买木头的”“不吃冷的”
“穿新衣服”“得到群众的响应”
“有哥哥、弟弟”
“喜欢笑”
“爱干净”“觉得很好”
“他同意这样吗”

动 谓+宾

主谓结构

“希望他来”“听说她回来了”

状中结构

“感到不舒服”“觉得十分快意”

动补结构

“同意研究一下”“感觉好点了吗”

动宾结构

“看打球”“赞成讨论这个问题”

联合结构

“给予表扬和鼓励”
“他憎恶虚伪和怯懦”

连动结构

“他希望进来歇一会”

兼语结构

“大家都主张邀请他参加会议”

复句宾语

“发现风停了，浪也静了”

V一V

“去看一看”

V了V

“去看了看”
“去看看”

VV
动 双
+宾

真宾+真宾

真宾+准宾

3

“提高 M 个百分点”

给予类动词

“送你一本书”

获取类动词

“买了他一所房子”

称谓类动词

“叫他老大哥”

“等他一会儿”“拍了他一下”

的复杂查询，且检索速度较快。基于该语料
库抽取动宾搭配知识，需要制定相应的 BCC
检索式，接下来将详细介绍检索式的构成。

动宾搭配获取

3.1. 检索系统

3.1.1. 简单检索

本文获取动宾搭配知识的语料库是对
外开放的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 BCC(http://
bcc.blcu.edu.cn)的延伸版，它包括报刊、
文学、科技、微博等各领域的语料，数据规
模较公开版要更大，约 1.1 万亿字。该语料
库能够支持集字符、属性和结构信息为一体

简单检索的检索式只有 Query 部分，可
以包含字符串、词性符号、离合符号*、单
个词语标识符~、空格等内容，对上下文的
限制较少，只能表达简单的结构和语义信
息。BCC 简单检索式构成具体介绍如表 3 所
示。

表 3 BCC 简单检索式构成说明
符号
字符串
词性符号

含义
中英文字符

举例
“吃饭”，检索“吃饭”出现的情况

主要包括 a、d、v、n、r、p、q、u、m、w 等， “不 v”，检索“不”与动词共现的情况
与北大词性标注集一致

“d v”，检索副词与动词共现的情况

一般情况下，检索式表示连续的语言片段，如
*

果需要查找离合情况时，需要用*号。形式为 A

“洗*澡”，来检索“洗澡”离合出现的情况

*B，表示查找 A 的后面离合出现 B 的单句。
~

表示一个词，在检索式中间数量不超过 5 个，
在两边数量不限

“洗~澡”，表示表示“洗”+ 一个词 +“澡”
。

与通常搜索引擎含义不同，在模式中，有歧义
空格

表达时，起到分割作用。在检索式中，输入的

“一 q n”，检索“一”后面连着一个量词，

英文字符与词性符号一致时，计算机处理为词

量词后面是一个名词的实例。多个词性相连

性，否则按普通英文串处理，如果有表达歧义

时，用空格隔离

时，用空格分开。

3.1.2. 复杂检索规则
复杂检索的检索式包括 Query 和 Condi
tion 两部分，形如“Query{condition1;co
ndition2;...;print($i)}”。从功能上看，
复杂检索式可以对上下文进行条件约束，对
抽取部分进行韵律结构限制、词属性类限
制，同时可以实现同一个检索式中词表的实
例化检索，提高检索效率。从形式上看，复
杂检索式的 Query 部分可以出现()，表示被
限定的部分，condition 部分表示条件限制，
print 表示输出语句。如“不(v) (n) W{le
n($1)=2;len($2)=2;print($1$2)}”，表示
“不+双音节 v+双音节 n+标点”
共现的情况，

用“()”括起来的部分表示需要予以限定的
部分，“$1”表示第一个被括起来的部分，
可以用词表对其进行类的限制，“[S_T_体
谓准_体]”为自定义词表，表示体宾动词，
也可对音节进行限制，“len($1)=2”表示
第一个元素即 v 是双音节的；“W”表示标
点符号，这里是指以标点结尾的动名搭配；
“print($1$2)”这里表示输出 query 部分
被括起来的内容，即只输出 v n 搭配，没有
print 语句时，默认输出整个检索式的检索
结果。同时，复杂检索式可以使用“$V”表
示实例化检索式词表中的词，如“$V=[S_V_
趋_趋向动词]”，表示将趋向动词表中的词
语逐个放入检索式中$V 的位置进行检索。

表 4 简单检索与复杂检索抽取结果对比
检索式

v n
简单检索
复杂检索

2

频次

逛街

730471

看电影

695285

*采访时

643536

分享图片

629963

1

542207

* 参与方式
2

打 * n

1

检索例举

不(v)(n) W{len($1)=2;len($2)=2;print($1$2)}

*在搭配之前时，表示该搭配不是动宾搭配
*在搭配的词语之间时，表示离合情况

打* 电话

15030

打*球

2795

打*热线

1912

打*人

1886

打*比赛

1591

需要理由

33901

喜欢世俗

26433

相信爱情

24459

知道真假

10665

相信眼泪

10057

$V 过(n) W{$V=[S_V_趋向动词_趋];len($1)=2}

简单检索式抽取结果和复杂检索式抽
取结果对比如表 4 所示。简单检索式“v n”
抽取的搭配中“采访时、参与方式”并不是
动宾搭配，“采访时”的韵律构成是 2+1，
冯胜利指出“2+1”式动宾组合容易导致“抑
扬”结构，普通重音无法实现，不易构成动
宾搭配，因此，可以分别采用不同的韵律构
成单独检索。“参与方式”是动词作定语构
成的定中结构，而动词作定语时，一般是不
能受否定副词修饰的，可以在检索式中加入
否定副词“不”进行限制，如复杂检索式“不
(v)(n) W{len($1)=2;len($2)=2;print($1
$2)}”，则可以避免上述情况的出现，提高
检索的准确性。简单检索式“打 * n”只能
抽取关于动词“打”的离合型名词宾语，而
不同属性类的动词带宾的上下文情况不同，
需要根据动词小类及宾语上下文情况细化
检索式。复杂检索式“$V 过(n) W{$V=[S_V
_趋向动词_趋];len($1)=2}”中，“$V”表
示动词某一属性类的词表，该检索式可以对
词表内的词语进行实例化检索，大大提高检
索效率。经过对比可知，复杂检索效果要好

上过大学

4333

出过家门

1569

出过问题

1388

去过医院

994

下过大雨

648

于一般检索，故本文在抽取时大多采用复杂
检索。
3.2. 动宾搭配规则
上文详细介绍了动宾搭配的分类情况，
本节将详细为抽取动宾搭配知识制定的检
索式情况。现代汉语语法具有递归性，不同
结构类型层层嵌套形成的动宾结构比较复
杂，故本文目前只抽取了简单类型的宾语，
即体词性宾语中的一般名宾、代词宾语、数
量名宾语的连续类型和离合类型，谓词性宾
语中的动词宾语和形容词宾语的连续类型
和离合类型。根据这几种情况，再分别从属
性类、上下文、韵律结构和自然标注信息等
方面添加限制条件，共制定检索式 223 个。
3.2.1. 连续型动宾搭配规则
连续型动宾主要抽取了动词后紧邻宾
语的情况，在检索时重点关注动词的上下
文，从动词的修饰语、属性类，动宾的韵律
构成和标点信息等方面来添加限制条件，尽
可能使抽取的搭配能够构成动宾关系。连续
型动宾检索情况如表 5 所示。

表 5 连续型动宾检索情况
类型

检索内容

举例

用标点 W 限定，避免宾语

以标点结尾的 v n

“打击敌人”

位置的词语与后一词语

以标点结尾的 v r

“相信自己”

构成搭配

以标点结尾的 v v

“准备睡觉”

双音节 v+双音节 n

“解决问题”

单音节 v+单音节 n

“买菜”

单音节 v+双音节 n

“接电话”

双音节 v+双音节 v

“感谢分享”

单音节 v+双音节 v

“爱打架”

双音节 v+双音节 a

“感觉不错”

体宾动词+n

“看电影”

体宾动词+r

“打他”“吃什么”

系动词+m

“等于四”

用音节限定

用词属性表限定

用“不、没、很”限定

“在”“正在”限定

用能愿动词限定

谓宾动词+v

“禁止停车”

谓宾动词+a

“给予幸福”

不+体宾动词+n

“不知道真相”“不打架”

没+体宾动词+n

“没发现问题”“没吃饭”

很+心理动词+n

“很喜欢白色”

很+心理动词+v

“很喜欢打球”

在+体宾动词+n

“在看电视”

正在+体宾动词+n

“正在吃饭”

能愿动词+谓宾动词+v

“要加以固定”

能愿动词+谓宾动词+a

“要足够强大”

3.2.2. 离合型动宾搭配规则
离合型动宾主要抽取了动词和宾语之
间有其他词语出现的情况，抽取时重点关注

能出现在动宾之间的不同离合成分，抽取了
离合成分为“着了过”、“了个”、数量、
宾语的定语成分等的动宾搭配。离合型动宾
检索情况如表 6 所示。

表 6 离合型动宾检索情况
类型

“着了过”离合

“了个”离合

“M、q、mq”离合

“~ 的”离合

检索内容

举例

体宾动词+着+n

“听着音乐”

体宾动词+了+n

“打了电话”

体宾动词+过+n

“参加过战争”

谓宾动词+了+v

“避免了挥霍”

谓宾动词+了+a

“感到了恐惧”

谓宾动词+着+a

“象征着勇敢”

双音节 v+了个+n

“发现了个秘密”

单音节 v+了个+n

“做了个梦”

v +了个+ 一个词 +的+ n

“取了个好听的名字”

动词+量词+名词

“请教个问题”

动词+数词+名词

“持续三小时”

动词+数词+量词+名词

“买两斤大米”

动词+n 的 n

“远离城市的喧嚣”

动词+r 的 n

“牵你的手”

动词+一个词+ 的 n

“喜欢漂亮的衣服”

3.3. 动宾搭配消歧
在第一轮抽取工作结束后，笔者详细观
察了抽取到的动宾搭配知识，发现抽取的知
识长尾效应明显，且由于语料的分词错误、
词性标注错误和检索式的局限性，抽取到的
动宾搭配数据中也存在着一些非动宾搭配
的类型。动宾搭配知识作为句法分析中最基
础的资源，其准确性直接影响着整个句法分

析器的效果，因此，为了获得更为准确的动
宾搭配知识，本文从检索式书写、动词、宾
语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消歧。
3.3.1. 检索式优化
为提高检索结果的准确率，笔者对初步
制定的 223 个检索式人工进行了有效性评
估，分别用 1 到 5 来表示检索式有效性从低
到高，对于有效性低于 3 的检索式从限制动
词和宾语两个方面进行改进，若改进后检索

效果有所提升，则保留改进后的检索式，若
改进后检索效果仍不理想，则舍弃该检索
式。如简单检索式“(v)(n) W{len($1)=2;l
en($2)=2}”的有效性只有 2，虽然该检索式
能够召回大量的 VN 对，但非动宾搭配的负
例情况也较多，比如“联系电话”“购买地
址”这种最典型的动词作定语修饰名词的例
子也会被当作动宾搭配抽取出来，故在动词
前用典型否定副词“不、没”加以约束，并
对 V 和 N 进行属性类的约束，构造出更有效
的检索式“不(v)(n)W{$1=[S_V_体谓准_体];
$1!=[S_V_趋向动词_趋];len($1)=2;$2=[P
_N_宾语_可];len($2)=2;print($1$2)}、没
(v)(n)W{begin($1)!=[有];$1=[S_V_体谓
准_体];len($1)=2;$2=[P_N_宾语_可];len
($2)=2;print($1$2)}”，一定程度上减少
了非动宾搭配对。经评估改进后，共得到 1
40 个检索效果相对较好的检索式。
3.3.2. 动词部分消歧
动词部分引起歧义主要是由两方面的
原因导致的，一是动词方面，即动词不能带
宾语或抽取出来的是动词作定语的情况；二
是语料库方面，即 BCC 语料库的分词错误、
词性标注错误以及分词粒度等原因。
针对动词方面的原因，笔者在抽取语料
时根据前人研究整理了及物动词表、体宾动
词表、谓宾动词表、可作定语的动词表、
《现
代汉语词典（第 7 版）》中的动词表、心理
动词表、趋向动词表等一系列动词子类表。
一方面在书写检索式时可以使用这些词表
作为限制条件，提高检索效果，另一方面可
以对抽取结果进行筛选。如“不起精神”虽
然符合检索式“不(v)(n)W{$1=[S_V_体谓准
_体];len($1)=1;$2=[P_N_宾语_可];len
($2)=2;print($1$2)}”，“起”也可以带
体宾，比如“起作用”“起血泡”等。但观
察语料发现，“不起精神”并不是动宾搭配，
而是“打不起精神”的一部分，而且“起”
作补语的情况要更为普遍，所以笔者利用趋
向动词表将趋向动词的搭配从检索结果中
抽取出来，人工校验。
针对语料库方面的原因，笔者以《现代
汉语词典（第 7 版）》的动词为标准，将与

词典词性不一致的视为词性标注错误，但也
有一些特殊情况除外。如词典中没有“看到”
一词，这主要是因为“看到”可以理解为动
词“看”与趋向动词“到”组合形成的述补
结构，但由于二者结合比较紧密，高频使用，
故语料库往往将其切分为一个词。针对这种
不一致，仍保留该词为动词。而“达”在词
典中为一个语素，但是在语言中经常会有
“人口达 13 亿”“产值达 290 亿元”“竹
制品已达 200 多个”等“达”作动词，后常
跟数量短语的用法，因此也将其视为一个
词。“把把”应该是“把把关”，是“把关”
一词的变形，虽然语料库中将“把把”切分
为一个动词，但抽取动宾搭配时不宜将其视
为一个词。
3.3.3. 宾语部分消歧
宾语部分引起歧义也分为宾语自身和
语料库两方面的原因。前者主要是宾语部分
不能与动词构成动宾搭配，如“时候”“台
风”“产品”不能与动词“打”构成动宾搭
配，但这类现象几乎在每个动词的搭配表中
都会出现，分布较为离散，本文目前只将低
频部分舍去，尚未对高频部分进行过滤。后
者主要也是分词错误和词性标注错误。经观
察语料发现词性标注错误主要表现为英文
字母、标点符号、数字、其它词性的词等都
有被标为名词的现象，比如语气词“吗”、
代词“那”等等。分词错误主要表现为把标
点和词语切分在一个词语内，如“W 酸奶”、
“眼病 W”等。对于词性错误和标点切分错
误，统一采用正则表达式对抽取结果进行剔
除。
3.3.4. 人工校对
正如齐夫律（Zipf’s Law）揭示的那
样，针对于一种语言的词汇分布来说，极少
数高频词（型）的出现次数已经覆盖一个语
料库总词数的绝大部分，而词（型）总数中
大约一半的词（型）在这个语料库中却只出
现一次。词语搭配的分布同样也遵循齐夫
律，因此，本文在上述消歧结束后选取了动
宾搭配中高频 80%的部分，进行了人工消歧，
最终获得动宾搭配 300 万对。动宾搭配知识
库各子类分布情况如表 7 所示。

表 7 动宾搭配知识库各子类分布情况
动宾搭配

动+体宾

动+谓宾

搭配对数

5760639
(89.74%)

658581
(10.26%)

动词数

5856

829

宾语类型

检索式个数

语料条数

占比

连续型名宾

80

42977937

0.94

离合型名宾

28

1362558

0.03

代词宾语（体）

4

10774

0.001

简单定中作宾语

4

1045309

0.023

数量名宾语

4

281631

0.006

连续型动词宾语

9

2053745

0.876

连续型形容词宾语

5

247757

0.106

离合型动词宾语

2

11472

0.005

离合型形容词宾语

4

29650

0.013

图 1 体宾各子类分布情况

从上表可知，能够带体词性宾语的动词
数量要比能够带谓词性宾语的动词多，动宾
搭配知识库中“动+体宾”的搭配对数占总
搭配数的 89.74%，要远远高于“动+谓宾”
的 10.26%，这说明了体词比谓词更容易被支
配，人们在语言生活中表达较多的是动作行
为与客观事物、对象的关系，人们对客观事
物、对象的观点、看法等，表达较少的是动
作行为与动作行为的支配关系。其中，体词
性宾语中连续型名宾的数量最多，占了体宾
总数的 94%，其次是离合型宾语，占体宾总
数的 3%；谓词性宾语中连续型动词宾语的数
量最多，占了谓宾总数的 87.6%，其次是连
续型形容词宾语，占谓宾总数的 10.6%。体
宾与谓宾相比，离合型宾语更多，即“动+
体宾”中更容易添加“着、了、过”等词语，
以表示动作发生的时态，而“动+谓宾”中，

图 2 谓宾各子类分布情况

动词大多数是心理动词，时态性较弱，更倾
向于紧邻搭配。
3.4. 动宾搭配知识库
本文将抽取到的 300 万对动宾搭配按层
级入库，即先按“动+体宾”、“动+谓宾”
分类，再将每一类下每个动词的所有宾语按
频次高低排序，具体如下图所示。“VN”表
示“动+体宾”，“VP”表示“动+谓宾”。
且本文抽取的动宾搭配已建立检索服务，可
以查询某一个动词的全部宾语，也可查询两
个词语是否是动宾搭配。

完善和改进。第一，采用计算的方法对抽取
结果再次进行消歧，提高动宾搭配知识库的
质量；第二，利用已有知识库建立深度学习
模型，自动抽取本文目前尚未覆盖的其它动
宾搭配类型，不断完善动宾搭配知识库；第
三，探索将动宾搭配方面更多语言知识形式
化的方法，降低知识抽取的难度。
本文资源将逐步以合宜方式在学术界
和工业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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