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平行周遍原则的汉语未登录词的知识表示与预测*
康司辰 1，虞梦夏 1,2，刘扬 1
(1.北京大学 计算语言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1；
2.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汉语未登录词的知识表示与预测，包括词性、构词结构、词义等项目，是计算语言学领域中的
基础性问题。该文依据“平行周遍”原则，从现有的语义构词知识中提取“平行条件”，将未登录词潜
在的构词因素与这些“平行条件”进行适应性匹配，从而对其知识表示进行相对完整的预测。该方法
将新的语言学理论与未登录词的理解应用问题结合，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其解释能力、便捷性和精细
程度优于此前方法。这些研究，除了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有实用价值，也有望推动词典编撰、语言研
究与教学等人文领域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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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and prediction of Chinese unknown words, including which of parts of
speech, word-formation structure and word meaning, is a fundamental problem i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Parallel Circumference, this paper extracts Parallel Conditions from the
existing semantic word-formation knowledge, matches the potential word-formation factors of unknown
words with these Parallel Conditions adaptively, and then makes a relatively complete prediction of their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This method combines the new linguistic theory with the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unknown words, and achieves remarkable results. Its explanatory ability, convenience and
precision are better than those of previous methods. These studies not only have practical application value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but also are expected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computational
lexicography, language research and teaching and other humanities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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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交往和科技手段的发展，大量新的可独立运用的汉语片段出现在语料中，给信
息处理带来了极大的麻烦。这些在语料中出现频繁、结合紧密并且还没有进入词典的词，被
称为“未登录词”
。这些未登录词的知识表示与预测，包括词性、构词结构、词义等项目，
是计算语言学领域中的基础性问题。
[1]
未登录词的知识表示与预测工作，在汉语语言学界处于探索阶段。周洪波 对此做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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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性探讨，认为：
“潜在的未登录词的预测应该是基于语素与语素之间的排列组合；新义的
预测应着眼于语素义与语素义之间的排列组合。”他认识到语素在未登录词预测中的重要作
用，但没有将语素“排列组合”的实质和应用讲清楚。换句话说，未能在语义构词层面上解
决汉语语素的聚合与组合问题，不能清晰地说明未登录词的“新义”与语素义“排列组合”
[2]
规则之间的联系。王东海 等对未登录词语义构词的条件和依据做了进一步研究，提出了 8
条依据并做了一些预测。在这些依据中，考虑到了构词义场、隐喻、方言等因素，对语素义
的聚合问题做了初步探讨，但没有注意到构词结构所反映的语素组合问题。此外，该方法由
于可获得的语义构词知识极其受限，只能在部分语义场上做出示例性的预测，这种情况在自
然语言处理领域难以广泛采用。
在计算语言学界，对未登录词的知识表示与预测，近来主要集中在“语义类别”方向上
[3-5]
[6]
，而此类预测往往不能满足精细化的词义表达需求。至于其他方法，基于概念图 的知
[7]
识表示又过于复杂，不够精简。注意到这些问题，在稍早的工作中，田元贺等 给出了一种
新的词义表达方式与预测方法，该方式、方法建立在汉语的语义构词分析的基础之上，其词
义知识表示简单有效，但所采用的神经网络系统的解释性不够，且性能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8]
瞿健菊 在此基础上，对未登录词的知识表示开展了进一步研究，但由于缺乏系统性的语素
义知识，无法利用语素的聚合信息形成覆盖词典的类比条件，也无法对这些类比条件进行有
效合并从而找到语义构词规则，其预测的未登录词数据规模依然偏小。
[9]
另一方面，在相对宏观的语言学理论层面上，陈保亚等 对于语言单位的“组合性”与
[10]
“聚合性”问题做了一般性的探索。在徐通锵 字本位的研究基础之上，陈保亚提出了基于
“平行周遍”原则的“平行周遍对比”方法，指出对满足平行条件的语言单位的组合可进行
规则性地理解。该方法与“同形替换法”都运用了类比的方法，但是相较于后者，强调系统
地利用词性、构词结构、前后构词成分等信息作为“平行条件（Parallel Conditions，简
称 PC）
”的特征，对类比的实质阐述得更为详实。该理论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周上
[11]
[12]
之 、金朝炜 认为“平行条件”的确立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主观性较强，无法形成系
统性的“平行条件”集合，而这恰恰是“平行周遍对比”方法需要着力解决的一大问题。
对以上视角、观念、方法的借鉴，构成了我们对汉语未登录词知识表示与预测的新的语
言学理论基础。
在可用的知识库方面，我们对《现汉》词依据义项先期开展了系统化的语义构词分析研
[13-14]
发工作
。通过大规模的专家标注，获取了《现汉》词的语义构词知识，并对《现汉》中
语义构词的所有构词成分（即语素）的义项，采用“同义语素集”来表征“语素概念”，建
立起结构化的“语素概念系统”
，旨在获得汉语世界中详尽、完备的语义基元集合。这些相
对完整、丰富的语义构词知识、语素概念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为“平行周遍对比”方
法提供批量的数据支持，能够相对客观地找出全体“平行条件”的集合，从而更好地解决汉
语未登录词的知识表示与预测问题。

1

汉语的语义构词描写

1.1 汉语的构词结构分析
受西方结构主义的影响，汉语语言学家在 20 世纪中期开始了对“词”内部结构的语法
[15]
[16][17]
[18]
[19]
分析，如赵元任 、吕叔湘
、高明凯 、朱德熙 等，强调各个构词成分之间的语法
[20]
[21]
[22]
关系。在稍后的时间，刘叔新 、傅力 、周荐 等将视线聚集到“复合词”内部的语义
关系，力图发掘并利用汉语独特的“意合”特征。
我们希望兼顾这两大流派的优势，并结合自然语言处理的实际需要，形成面向计算应用

[23]

的构词结构体系。杨梅 参考之前“语法构词”和“语义构词”的诸多体系，对此前的标签
集进行了进一步的删改与讨论，形成了一套以“语法构词”标签为主的构词体系，包括：定
中式、数量式、方位式、名量式、状中式、联合式、述宾式、述补式、主谓式、连谓式、复
量式、介宾式、虚配式、截取式、指量式、数构式、重叠式、附加式，共 18 类。在此基础
之上，我们通过对《现汉》词的抽样考察，删去了一些实例过少或计算意义不大的构词标签，
如截取式、虚配式、指量式、数构式，将“附加式”分为了“前附加”与“后附加”
，并增
加“单纯式”以表示缺乏内部结构的单纯词，最终形成了一套面向自然语言处理应用的标签
集。
在此规范基础之上，对《现汉》中的 52108 个二字词，我们按义项区分进行了构词结构
分析与标注。为方便表述，我们称每个词及其一个义项为一个词项（同理，在后文中，将每
个语素及其一个义项称为语素项，以避免可能的歧义）。对二字词的每个词项，请三位专家
对其进行结构标注，标注结果两人及以上的一致率达 93.46%。
1.2 汉语的构词成分分析
构词结构体现了构词成分之间的组合关系，同时，这些构词成分所构成的义场，体现了
[24]
构词成分之间的聚合关系。符淮青认为 ：
“语义单位依次包括：句义、词组义、词义、语
素义。
”语素义是汉语语义构词中的基本单位，汉语的构词大体上是以语素为基础的。通过
对“同义语素”的聚类，并对得到的聚类做高层次的泛化与分类，可以得到汉语语素的义场，
从而解决构词成分基于意义的聚合问题。
参考 Wordnet 采用“同义词集”的方式来表征词义概念，我们采用“同义语素集”来表
征“语素概念”
。对《现汉》中所有的基本构词单位——语素项进行语义相似度考察，来获
得可信的“同义语素集”
。为了便于知识工程开展，避免语素项与语素发生混淆，我们为每
一个语素项赋予唯一的“语素义编码”，如“雨 2_02_01”式样。通过批量数据处理，我们
获得了《现汉》中 8514 个汉字（包括繁体、异体字）的 20855 个语素项信息。考虑《现汉》
释义文本的特点，在语义相似度计算方法的选择上，我们采用“字共现”模型，对于某一特
定语素项的释义文本，按照它与其他语素项的语义相似度值将这些语素项降序排列，并按设
定阈值，将意义相近的语素项推荐给专家遴选。在人工校验的基础之上，经过反复核对、补
充、过滤，语言知识工程覆盖《现汉》中所有的语素项，最终形成了 4450 个“同义语素集”
（或称“语素概念”
）
，这也是汉语世界的语义基元。如表 1 所示，
《现汉》中所有表示“雨”
的语素经过上述操作、整理，形成了一个特定的“语素概念”
，其中包括了 6 个不同的语素
项。
表 1 表示“雨”的语素概念
语素义编码

《现汉》中的语素释义
<名>从云层中降向地面的水。云里的小水滴体积增大到

雨 2_02_01

不能悬浮在空气中时，就落下成为雨。

霡 1_01_01

<名><书>〖霡霂〗(màimù)小雨。

澍 1_01_01

<名><书>及时的雨。

霈 1_02_01

<名><书>大雨：甘～。

溦 1_01_01

<名><书>小雨。

霖 1_01_01

<名>霖雨：秋～｜甘～。

进一步的，我们对这些“语素概念”建立层次和网络结构,形成“语素概念系统”
，增添
面向应用的语义推理和计算能力。参考 WordNet 体系，我们依上下位关系对名语素概念做结

构化梳理。例如，表示“雨”的语素概念{雨 2_02_01、霡 1_01_01、澍 1_01_01、霈 1_02_01、
溦 1_01_01、霖 1_01_01}和表示“潮汐”的语素概念{潮 1_03_01、汐 1_01_01、汛 1_02_01}
均属于“物-具象物-非生物-天然物-水”结构下的结点。对于其他类别的语素概念，借鉴生
成词库理论，在形语素概念和动语素概念中分别建立起相应的结构。大体说来，可以认为，
动语素表达了名语素所指事物的事件，形语素表达了名语素所指事物的性质。由此，名、动、
形等不同语素概念是大致对应的、同构的，形成同语素概念内的聚合关系以及跨语素概念间
的组合关系。
在构词结构标注和语素概念系统构建完成后，我们对《现汉》词按义项区分对构词成分
标注其在《现汉》中的语素义，这样一来，每个构词成分就获得了相应的“语素义编码”
，
也就绑定了相应的语素概念，并在语素概念体系中占有唯一确定的位置，为词义的表达和应
[13][14]
用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语义构词”知识
。
1.3 汉语的语义构词描写
[25]

符淮青 等指出：
“语素义的组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词义”
。因此，利用语义构词知识进
行词义知识表示是一种新的选择。这种表示方法简单、直观，能够全面、充分地反映构词成
分对整体词义的贡献。例如，在“植树”中，
“植”的语素义为“栽种”，
“树”的语素义为
“木本植物的通称”
，以“述宾”结构关系对构词成分进行语义上的组合，能够较为准确地
反映“栽种树木”的词义。以“植树”为例，我们得到的语义构词知识如表 2 所示。
表 2 语义构词知识示例
例词
植树

词性
动词

构词结构
述宾结构

前语素义
植 1_04_01

后语素义
树 1_04_01

为了对各种构词结构提供表达词义的一般指导，并获得系统化的诱导词义的方法，需要
[26]
在构词结构和词义表达之间搭建意义关联的模式。亢世勇 曾给出包括八种形式的意义结构
体系，该体系分类详细，词义知识的表示和获取有较大的难度。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我
们采取了一种相对简单、方便计算的意义结构形式，如表 3 所示。在这里，暂时只考虑词的
[27]
字面意义，即本义。关于词的引申义问题，见此前的相关工作 ,本文不做进一步探讨。
表 3 意义结构与构词结构的对应关系
意义结构
00 型
01 型
10 型
11 型

语素义和词义的关系
词义与前后语素义相关性均较低
词义只与后语素相关性较高
词义只与前语素相关性较高
词义与前后语素相关性均较高

构词结构
单纯
前附加
后附加、名量
主谓、连谓、联合、述宾、述补、定中、
状中、介宾、数量、方位、复量

词例
沙发、名堂
老虎、仔细
忘却、船只
植树、红旗

在此基础上，我们依据意义结构与构词结构的对应关系给出词的“意义序列”输出形式。
该序列为构成语素的“语素义编码”的特定排列，其内容和顺序基本由构词结构决定。还以
“植树”为例，其“意义序列”为“<植 1_04_01,树 1_04_01>”。此外，允许在需求中依据
强调与约定改变序列顺序，以表达计算应用的灵活性，如“<树 1_04_01，植 1_04_01>”也
可认为是一个合法的“意义序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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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义构词平行条件的获取

基于“平行周遍”原则的“平行周遍对比”方法力图把语言单位间类推的实质描写清楚
[28]
并给出严格的标准，其核心在于“平行条件”的确定。陈保亚 对于“平行条件”的性质做

了详细的阐述：
“被替换的部分具有平行特征；在被替换部分保持平行特征的前提下,组合关
系平行；整个组合在分布上平行。
” 从这三条“平行条件”性质中，我们看到，“平行周遍
对比”相较于之前的研究，强调语法和语义两个层面上的要求，在这些要求之下，推导单位
的平行条件是有约束的，并且有效地反映了类推的规则。相同平行条件下的词是满足于相同
的语义构词规则的。对于未登录词而言，只要与既有的特定平行条件进行适应性匹配，就可
以找到其语义构词规则。这种看法，为未登录词的知识表示预测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29]
平行条件的获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平行特征的选取。陈保亚 认为平行特征可以在语
音、语法、语义等层面展开，但也没有给出系统性的准则。在本研究中，我们实证性地选定
“词性”
、
“构词结构”
、
“前语素义”
、
“后语素义”作为特征，用来归纳平行条件。基于之前
的汉语语义构词研究成果，我们将在《现汉》中具有相同特征取值的词归拢到一起，自然地
形成了平行条件，这些平行条件构成了平行条件集合。例如：
“民办、民营、私营”等词的
词性为“形容词”
，构词结构为“状中”
，前、后语素义分别表达“民间、私有”
、
“管理、经
营”的含义。通过对词的以上这些特征取值的归纳，便获取到了如表 4 最后一个记录所示的
一个平行条件。显然，表 4 里总共列举了 6 个不同的平行条件，“词性”
、“构词结构”、“前
语素义”
、
“后语素义”即为这些平行条件下的平行特征。
表 4 二字词的平行条件用例示意
平行条件
词性
构词结构
名词
定中

前语素义
农历一季度
月的名称
中国地方简
称

后语素义
季节

名词

定中

戏剧

动词

联合

集中、汇集

集中、汇集

动词
形容词
形容词

述补
后附加
状中

说明、解释
安静
民间、私有

清楚、明白
形容词后缀
管理、经营

满足平行条件的《现汉》词
仲冬、仲夏、仲春、仲秋、孟冬、孟夏、孟春、孟
秋、季冬、季夏、季春、季秋
京剧、京戏、川剧、晋剧、桂剧、楚剧、沪剧、湘
剧、滇剧、琼剧、粤剧、苏剧、豫剧、赣剧、闽剧、
陇剧、黔剧
会聚、凑集、团聚、团聚、屯聚、屯集、归总、拼
凑、攒聚、攒集、汇集、聚会、聚集、萃聚、集聚、
集萃、麇集
标明、申明、说明、阐明
寂然、悄然、阒然、默然
民办、民营、私营

构词结构反映了语素项间的组合关系，语素义体现了语素概念内的聚合关系，相应的平
行条件表达了汉语世界中语素成词的客观、现实规则。易见：平行条件是对语义构词知识的
形式化描写，处于同一个平行条件下的词，表达的语义往往相同或相近，其形成的词集刻画
了确定的概念含义。通过对不同平行条件的探寻，实际上是在汉语的语素层面上，对词的“词
性”
、
“构词结构”
、
“前语素义”、
“后语素义”的再组合。这些先验性的词义合成规则，对于
未登录词的知识表示与预测具有显著的指导价值。通过对现有语义构词成果的此类归纳，我
们在《现汉》词中，一共得到了 36141 个平行条件。
获取的这些平行条件，有助于进一步探寻汉语构词中的语法与语义状况。
我们在“词性”
、
“构词结构”的层面上，将平行条件的分布与二字词的分布进行对比，
研究不同语义构词规则的覆盖情况。在二字词的词性中，“名词”、
“动词”、“形容词”占比
最高，在构词结构中，
“联合”
、
“定中”、“状中”占比最高。我们对上述词性、构词结构进
行分析，二字词的词性-结构分布统计见图 1，平行条件的词性-结构分布统计见图 2。可以
看到，二字词的词性-结构分布和平行条件的词性-结构分布大体一致。这说明，对于特定词
性-结构的词来说，这些词所对应的平行条件数量没有大的差异，换句话说，汉语词的构词
规则数量在词性和构词结构的联合分布上是基本均匀的。这也是通过对现有语义构词成果的
实证分析，得到的一些新的看法。

名

名

动

动

形

形
0%

50%
联合

定中

0%

100%

50%
联合

状中

图 1 二字词的词性-结构分布

100%

定中

状中

图 2 平行条件的词性-结构分布

除了上述语法层面的探讨，我们也在语义层面上进行了研究。例如，对这 36141 个平行
条件中的语素概念进行分析，可以观察特定语素概念所表达的义项在汉语世界中的重要性。
如果一个平行条件中涵盖某个语素概念，则称该语素概念涉及了该平行条件。我们统计每个
语素概念所涉及的平行条件，其分布统计见表 5。从表中可以看出，大体上，语素概念所涉
及的平行条件数量成快速递减的趋势，说明那些覆盖相对较多构词规则的语素概念仍是少数，
而这些语素概念，往往表达了汉语中较为重要或显著的语素级义项。

语素概念 (个)

表 5 语素概念涉及平行条件统计
2000
1500
1000
500
0

语素概念涉及的平行条件 (个)

以涉及平行条件数量排名靠前的语素概念及其所表达的义项为例，情况见表 6。这些语
素概念涉及更多的平行条件，在更多的语义构词规则中出现。而那些相对不常用的语素概念
虽然数量较多，但涉及的语义构词规则相对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素概念的构词
能力。需要说明的是，在表 6 中，基于可以理解和简化描述的原因，在语素概念示例里均省
略了相应的“语素义编码”，仅以字代表它的某个语素项，不排除相同字的出现，表中相同
的字表示的是不同的语素项。
表 6 语素概念涉及平行条件示意
语素概念涉及
平行条件数量
229

语素概念含义

语素概念示例

所含语素个数

表示聚集、汇集

34

187

人称代词

醵空归麇会讌并团搭拼捏攒
接挤注撮汇汪总丛辏簇勼凑
存槱屯综纠集聚萃致钟
卬予余吾咱伲俺俺咱咱侬朕
我我菲窃敢辱忝卿卿妾仆晚
臣钦尊职贫愚愚己舍家鄙敝
贱小拙奴自身
垄堩峤嶝径歧涂畛程行路蹊
迒途逵道阡陌
兵军士师戎旅卒帅兵

185
185

表示道路
表示军队

42

18
9

通过对系统化、实证性获取的诸多平行条件的分析，不难看出，这些平行条件中蕴含着

大量的语法、语义甚至外部世界知识，这对汉语研究以及理解应用都是大有裨益的。

3

汉语未登录词的知识表示与预测

对于一个二字未登录词，找到其前、后字分别可能涉及的语素项集合 M1={m11, m12, ……,
m1n}、M2={m21, m22, ……, m2m}，它们构成的全部组合有|M1M2|=|M1|*|M2|= n * m 个，对于其
中的任意组合 m1im2j，如果 m1i 处于某一条平行条件 P 的前语素义中（即：选定了语素项，依
据“语素义编码”的绑定，也落入相应概念语素中。下不赘述）
，m2j 处于相同平行条件 P 的
后语素义中，那么我们称构成这个未登录词的语素组适应性地匹配上了平行条件 P。理论上，
m1im2j 有可能对应多个平行条件，相应的，未登录词则可能符合多个语义构词规则，这些规
则也对未登录词的多义性问题了提供帮助。
我们以《人民日报》
（1998 年 1 月）分词并标注词性的语料为例，未登录词指那些不包
含在《现汉》中但出现在语料中的词。其中，词性标注为“名词”、
“动词”、
“形容词”的二
字未登录词共 5255 个。在这 5255 个未登录词中，有 1990 个约四成的词可以直接从现有平
行条件集合中直接找到，获得知识表示与预测，我们以这 1990 个未登录词作为考察对象。
对于那些不满足既有平行条件的词，则需要做进一步的扩展研究，比如采取构词结构
下的语素概念相似度分析与判定策略。实际上，未登录词的产生可能伴随随着新的构词模式
[30]
产生 ，因此，对于这一部分未登录词的研究，有助发现新的语义构词模式，即新的平行条
件。这些新的平行条件也可以追加到既有的平行条件集合中去，此类工作，在语言知识工程
上应该是迭代进行的。
3.1 未登录词的词性预测
考察满足既有平行条件的 1990 个未登录词，以语料中的词性标注作为标准答案，我们
正确预测出了其中 1683 个词的词性，具体结果如表 7 所示。可以看到，本文提出的基于“平
行周遍”原则的方法，在名词上正确率最高，动词次之，形容词最低。在总体上，正确率达
到了 84.6%。
表 7 未登录词词性预测统计
词性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总计

预测词数
980
933
77
1990

预测正确词数
847
776
60
1683

预测正确率
86.4%
83.2%
77.9%
84.6%

在未登录词的词性预测方面，基于统计的方法主要依赖于词的外部知识，部分方法也用
[31]
[32]
到了内部知识 。基于统计的方法目前得到的最好结果为 85.48% 。本文方法仅仅利用了
现有语义构词成果，不依赖于任何外部语料，其结果略逊于统计方法，但是本文方法更加简
[31]
洁自然，采用了易于理解的语言学规则，不需要复杂的算法和海量的语料。此外，张海军
表明基于统计的方法如果加入词的内部信息，可以提高词性预测的准确率。将规则方法和统
计方法结合，在未登录词词性预测上达到更好的效果，这也是我们未来的工作。
如前所述，本文方法也可以预测出未登录词可能存在的多个词性，解决实际应用中的
兼类问题。比如未登录词“著书”
，在预测结果中就有“名词”和“动词”两个词性。之所
以会出现这种兼类的情况，是因为在《现汉》中，“著作”一词的前、后语素与“著书”的
前、后语素分别处于相同的语素概念中，满足相同的平行条件。
“著作”是兼类词，相应的，
“著书”也有资格作为兼类词。在未登录词的兼类问题上，本文方法也存在着不尽如意的地

方。比如“造成”一词虽然正确地预测出了“动词”词性，但是也错误地预测出了“名词”
词性，其原因在于“造化”和“造成”满足相同的平行条件，“造化”一词具有名词性，但
显然“造成”不具有名词性。对于这一类错误预测的处理，还需做进一步的研究与修正。
3.2 未登录词的构词结构预测
对上述 1990 个未登录词，按本文方法做出的构词结构预测结果如表 8 所示。未登录词
的构词结构预测，因为相关标注语料和知识库系统的欠缺，以往的工作鲜有涉及，而且难有
标准答案做评判。本文仅以未登录词的构词结构预测分布略作分析，各构词结构的分布与我
们标注的《现汉》词的分布大致相同，见表 8。据此，大致上可以认为构词结构的预测是基
本准确的。
表 8 未登录词构词结构预测分布及对比
构词结构

数量

结构预测分布

《现汉》结构标注分布

定中

724

36.38%

40.41%

联合

459

23.07%

20.76%

述宾

275

13.82%

14.22%

状中

207

10.40%

7.38%

连谓

98

4.92%

3.24%

述补

76

3.82%

1.57%

后附加

61

3.07%

4.19%

主谓

30

1.51%

2.21%

介宾

15

0.75%

0.25%

重叠

12

0.60%

0.48%

复量

7

0.35%

0.04%

前附加

7

0.35%

1.10%

单纯

6

0.30%

3.59%

方位

6

0.30%

0.33%

名量

4

0.20%

0.13%

数量

3

0.15%

0.11%

3.3 未登录词的词义知识表示与预测
本文方法能够在新的知识表示下，对未登录词给出相对精准的词义预测结果。以未登
录词“支局”为例，在确定了其所对应的平行条件之后，可以迅速地输出其语义构词知识表
示：
词性为“名词”
、
构词结构为
“偏正”
，前语素义为“支 2_02_01”
，
后语素义为“局 2_04_02”
。
这种表示结果，一方面人很容易理解，另一方面也方便基于构词结构和成分意义的计算应用。
对于多义词，本文方法也同样适用。例如，“著书”一词对应多个平行条件，依据每个
平行条件，均可以对“著书”进行词义知识表示的预测。结果见表 9，表明“著书”一词有
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多义词，可输出不同的表示结果。其多义性源于词性、构词结构以及构词
成分意义上的些微差异。比如，在词性上，可以描述“著书”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名词性”
物件或是一种“动词性”行为；在“动词”中，通过对构词结构的进一步区分，可以表达“著
书”一词是描述抽象的写作行为，还是表达具体写作某种特殊文体的意义；在最细微的相同
构词结构“述宾”之下，还可以表达其写作文体的不同。能够预测并表达词义的潜在的细微
差别，这无论对计算问题，还是对语言学本体研究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该过程也有

可能引入错误，和本文 3.1 中所述的情况类似，其原因和解决办法在此不做赘述）
。这也是
先前的研究由于方法和数据所限而无法达到的效果。
表 9 “著书”词义知识表示与预测结果
平行条件
词性
构词结构
名词
联合
动词
述宾
动词
述宾
动词
联合

前语素义
写作
写作
写作
写作

后语素义
写字；记录
装订成册的著作
文件
写字；记录

满足条件的《现汉》词
写作
修书
修书
写作、撰写、撰著、编写、编撰、编著、著作

此外，本文方法还能够迅捷地获取与未登录词意义形同或相近的所有词及其知识表示，
这对理解、处理未登录词的语义是十分有益的，而以往的方法同样很难达到这种效果。比如，
未登录词“静寂”满足如表 10 所列平行条件，我们在获取其知识表示的同时，顺便也得到
了《现汉》中具有相同知识表示的多个汉语同义词。
表 10 “静寂”平行条件用例示意
平行条件
词性
构词结构
形容词
联合

4

前语素义
安静，无声

后语素义
孤单，冷清

满足条件的《现汉》词
冷寂、冷清、寂寞、寂寥、悄寂、清冷、清寂

结语

未登录词的词法和语义预测是计算语言学领域中的基础性问题。我们依据“平行周遍”
原则，从现有词的语义构词知识中提取“平行条件”
，将未登录词潜在的构词因素与这些“平
行条件”进行适应性匹配，对未登录词的词性、构词结构、词义等知识表示进行相对完整的
预测。该方法将新的语言学理论与未登录词的理解应用问题结合，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其解
释能力、便捷性和精细程度优于此前方法；换个角度看，这些面向计算的工作，也首次在大
规模汉语语义构词成果的基础上，对“平行周遍”语言学理论和观点，进行了系统化、实证
性的梳理和校验。这些研究，除了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有实际应用价值，也有望推动词典编
撰、语言研究与教学等人文领域的进展。
目前，对于涉及转义的未登录词，其资格判定以及语义预测容易出现偏差，在后续，我
[27]
们希望和此前相关工作 结合，从而提高准确率；在“平行条件”获取的问题上，未登录词
的前、后语素或许也可以不限于铆定单一语素概念，在语素概念系统中适当引入相似度计算
的手段，以增加“平行条件”的弹性，扩大对未登录词的覆盖；结合现有语义构词成果，除
了对语料中出现的未登录词做知识表示与预测外，我们也可以在语素概念上直接合成“新词”
，
这也是新催生的研究课题；此外，我们采取分层迭代分析的技术路线，对《现汉》中的三字
及以上词，语义构词知识标注的工作也在开展中，并将应用于未登录词的知识表示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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