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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汉语特殊句型的语义分析是当前中文信息处理的难点之一。现有的传统语义分析方法存在一些问
题，不能很好的反映汉语中各个词语或成分之间的语义关联。本文以汉语连动句为例，提出了基于特征结
构模型的语义标注方法，探讨了连动句的语义标注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个大规模的汉语语义资源。
结果表明，特征结构模型能够对连动句中的主语与多个谓语动词、多个宾语之间的复杂语义关系进行全面
准确的描述，为面向汉语的自然语言处理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语义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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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rsing Chinese Special sentence patterns is one of the major tasks in Chines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
Current conventional approaches in semantic parsing have some defects in that they cannot denote the semantic
relatedness between Chinese words and constituents. In the paper, we choose “Serial-Verbs sentence” as the research
target, propose a semantic annotation approach based on Feature Structure, and study the semantic annotation models of
“Serial-Verbs sentence”. Feature Structure Model provides a different semantic parse approach for Chines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which can represent the complicated semantic relations among the subject, the predicates and the objects of
“Serial-Verbs sen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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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界连动句研究

朱德熙(1985)，黄伯荣(1991)，范晓(1980)，陈昌来(2000)认为，连动句的特点是由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动词短语连用构成了句子的谓语，这些动词短语有一个共同的主语(施事)，动词短语之
间结构紧凑，也不能有句法关系(如：主谓关系、偏正关系、动宾关系、动补关系等)，动词短语
的出现一般是按照动作发生的时间顺序或者动作的逻辑顺序依次排列的。如：
例1. 小宋取了存款去买衣服了。
例2. 小宋看论文看累了。
例3. 小宋有权利打电话投诉。
例 1 中，“取”和“去”、“买”是时间上先后发生的顺序；例 2，“看论文”和“看累了”是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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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是条件关系。
连动句可以描述为：
“主语+动词短语 1+动词短语 2+.......”
语形可以表示为：
“N1+V1+N2+V2+N3+......”
连动句的语义关系包括两大部分：“主语与构成谓语的若干动词短语之间的语义关系”
和“构成谓语的若干动词短语之间的语义关系。
”在语言学领域，关于连动句的语义关系描
述，成果非常丰富。李临定(1986)，邢欣(1987)，杨月蓉(1992)主要研究方法是先用“施事、
受事”等语义格对主语和几个谓语动词进行描述，再用“方式、状态、时间、处所、方面、
依靠、目的、讯号、动作发生时间顺序、因果关系、假设关系、同义或近义”等对谓语动词
之间的关系进行描述。
表1 连动句语义关系研究分类表
主语与谓语之间的语义关系
范晓

2种

陈昌来

3种

主语为主事；主语为客事。
施事-动作、受事-动作;主语是一个 V 的
施事，同时又是另一个 v 的受事。

谓语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
5种

先后；动作方式；目的；因果；互补。

6种

先后、方式、目的、因果、互补、“有”字型

主语为施事、受事、施受同体，非施非
吴启主

杨月蓉

4种

4种

受

先后、目的、方式、原因、工具、手段、处所、
9种

施事-动作；受事-动作;主语是 V1 的施事

时间、情况的说明等等
略

v2 的受事; 主语是 V2 的施事 v1 的受事
同陈六种.还包括两种：V1=V2，V1P 动宾，V2P

黄伯荣

8种

动补，表示动作的对象和结果；V1V2 正反两面
描述主语
方式、状态、时间、处所、方面、依靠、目的、

李临定

2种

施事-动作；受事-动作

12 种

讯号、动作发生时间顺序、因果关系、假设关系、
同义或近义

从表 1 可以看出，语言学上的这种语义关系的描述还是很细致的，对主语（N1）、动词
（V1）、名词（N2）
、动词（V2）、名词（N3）之间的语义关系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尽
管，这种分类在语言学领域很有意义，但是面向自然语言处理时，这种语义分类的成果却
难以形式化或制定严格的分类标准，描述时颗粒度过细会造成研究的复杂和繁琐；描述的
颗粒度过粗又会丧失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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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P 中连动句语义标注难点所在和问题分析

语言处理的分析方法以短语结构分析法和依存分析法为代表。
2.1 连动句的短语结构标注
短语结构语法主要是从表层的句法结构层面进行分析。如：
例4. 我开车去车站接他

我

开

车

去

车站

接

他

图 1 例 4 短语结构分析图
短语结构分析法能够很好地把连动句表层的句法结构描述出来，却没有涉及语义信息。
2.2 连动句的依存分析标注
传统依存公理认为，一个句子中有且只能有一个中心动词，其他词语都依存于该中心词。这
个公理在处理汉语连动句时带来很多难题。汉语连动句至少包含两个动词 V1、V2，有时还有更
多的动词 V3、V4 等。如果要运用传统的依存语法来分析汉语连动句，就必须强制地规定出一个
中心动词来，然后其他的动词都依附于它。那么如何来寻找这个中心动词呢？
陈波(2007)研究表明，目前国内建设标注语料库时，大多运用的是传统依存语法。传统依存
语法从法语和英语的标注研究中发展而来，
没有遇到过汉语连动句这种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
短语连用构成句子的情况。国内研究机构在研究汉语连动句时发现，连动句中 V1、V2 之间的语
义关系很复杂，很难确定出这些连续的动词的语义地位孰轻孰重，很难确定哪一个是中心词。但
是如果要运用传统依存分析方法来描述连动句，就必须找一个动词中心词来。
在当前的中文信息处理中，针对连动句，目前采取的方法是：人为地规定，连续出现的若干
个动词 V1、V2 等，第一个动词 V1 被默认为中心词，后面的动词 V2 等都依存于它，如哈工大
(1996)。传统依存语法分析连动句方案如下图：

图 2 连动句传统依存分析方案
因此运用传统依存分析法，例 4 的分析结果为：
开
我

车

去

接
车

他

图 3 例 4 的传统依存分析树
例 4 中，
主语 N1 是“我”；
第一个动词短语 V1 是“开”，
N2 是“车”；
第二个动词短语 V2 是“去”，
N3 是“车站”；第三个动词短语 V3 是“接”，N4 是“他”。
根据语义关联，我们按照语义认知来分析，例 4 中具有语义关系的词语对(word pair)至少有：
(我，开)；(我，去)；(我，接)；(开，车)；(去，车站)；(接，他)。
除了上述信息外，该句还包含其他语义信息。比如，我们还可以提问：

在哪里接？ 答案：车站。因此，可描述为：
[接，(在)，车站]
怎么接？ 答案：用车接。 可描述为：
[接，(用)，车]
怎么去？ 答案：开车。 可描述为：
[去，(方式)，开车]
图 3 是传统依存语法对例 4 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运用依存分析法的分析结果，V1“开”
被默认为中心词，V2 “去”、 V3 “接”都被默认地依存于“开”。主语“我”仅跟 V1 “开”发生语义联
系，而“我”与 V2 “去”、 V3 “接”的语义关系却没有表示出来。而“接”和“车”、“接”和“车站”的语
义关系也没有表示出来。
因此，从例 4 可以看出，现有的传统依存分析法在分析汉语连动句时丢失了很多语义信息，
为进一步的语言处理工作如信息抽取等带来一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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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动句的特征结构标注

3.1 特征结构模型
冯志伟(2004)认为，找出句子中单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才是机器翻译中语义分析的最终目的。
这种语义关系与单词本身的语义特征不同，而且与单词在句子和文中的上下文密切相关。陈波
(2011,2012)提出，对句子或短语内部概念关联和关联的种类的描写是特征结构资源的基本任务。
例5. 从广州飞 飞到武汉
例 5 描述为(飞，从，广州)，(飞，到，武汉)，“飞”和“广州”、“飞”和“武汉”都存在概念关联，
如果在这两个关联对中添加上关联种类的话，就是“飞-从(起点)-广州”，“飞-到(终点)-武汉”，直
观上，这个三元组正好可以理解为“实体、特征、特征值”关系。一般来说，一个短语或句子可表
示成一个由实体(Entity)、特征(Feature)和特征值(Value)组成的三元组(Triple)的集合，这个集合我
们称之为该短语或句子的特征结构(Feature Structure)，如下：
特征结构三元组：[实体，特征，特征值]
Feature Triple: [Entity, Feature, Value]
一个特征三元组反映一对语义关联，例 5 可以用特征三元组表示为：
[飞，从，广州]
[飞，到，武汉]
姬东鸿(2000)提出，通常，一个短语或句子可以用一个特征三元组集合来表示：[实体，特征，
特征值]，我们称之为这个短语结构或句子结构的“特征结构”集合。形式表达上，如图 4 所示，
特征三元组可以用一个无向图来表示，并允许递归。
特征结构
Feature Structure

实体

特征

特征值

Entity

Feature

Value

图4

特征结构三元素组成图
B

A

C

图 5 一个特征三元组形式化表示
如图 5 所示，A 表示实体，B 表示特征，C 表示特征值。B 反映了 A 和 C 之间的语义关联。

上图语义是，实体 A 的特征 B 的值是 C。陈波(2008，2011)提出，特征结构图是一种可递归的、
允许多重关联的、无向的、图结构，如例 6 所示：
例6. “小王说自己是大学教师”
其特征结构三元组如下，特征结构图如图六：
[说， ，小王]
[说， ，自己是大学教师]
[自己小王， ，小王]
[是， ，自己]
[是， ，教师]
[教师， ，大学]

图6

例 6 的特征结构图

3.2 连动句特征结构模型分析
我们以典型意义的连动句为语义描述对象，《现代汉语句型》（李临定，1986）对连动
句分类较详细，我们选取了其中的例句，加上目前语言学界争议较多的语例，共 16 句作为
考察对象，运用特征结构模型细致地分析了这 16 个例句的特征结构三元组和特征结构图。
因篇幅关系，选取三个例句分析如下：
例7. 我推开门走出去。
这是语言学家公认的一个典型的连动句。动词短语 1 是“推开门”，动词短语 2 是“走出去”，
两者是按时间顺序发生的连续动作。它的特征结构三元组和特征结构图如下：
[推， ，我]
[推， ，开]
[推， ，门]
[走， ，我]
[走， ，出去]
图7

例 7 特征结构图

例8. 我买了碗面吃。
例 8 的动词短语 1“买了碗面”，“面”是 V1 的宾语；动词短语 2 没有宾语，只有一个及物动
词“吃”。 例 8 的特点是 V1 的宾语“面”是 V2 吃的受事，两者存在着语义关联。它的特征结构三
元组和特征结构图如下1：

本例的另一特点是“一碗面”中的数词“一”省略了，这也是汉语的一个特点，在图中我们
用“$”表示。
1

[买， ，我]
[买， ，了]
[买， ，面]
[面，碗 ，$]
[吃， ，我]
[吃， ，面]
[买， ，吃]
图 8 例 8 特征结构图
例9. 他穿着一件大衣走进来。
例 9 的动词短语 1“穿着一件大衣”，动词短语 2“走进来”，动词短语 1 是对主语状态的
描述，与动词短语 2 是无语义关联的。它的特征结构三元组和特征结构图如下：
[穿， ，他]
穿
走
[穿， ，着]
[穿， ，大衣]
[大衣，件 ，一]
着 大衣
进来
[走， ，进来]
件
[走， ，他]
一

他
图9

例 9 特征结构图

4 不同理论的连动句标注分析比较
4.1 标注结果对比
我们以例 8 为例，进行特征结构分析与传统依存分析，将分析结果进行对比，来评测对连动
句的语义分析效果。
表2 两种分析结果对比表
传统依存分析树

分析结果对比图：

特征结构图

图 10 两种分析结果对比表
如图，传统依存分析结果没有把“我”和“吃”、“吃”和“面”的语义关系表示出来，但是却把没
有语义关系的“买”和“吃”之间的语义关系标注出来。因此它漏掉了两个语义关系对，还标注了一
个没有语义关系的语义关系对。
4.2 特征结构模型的优点
一、特征结构模型能够描述更多的语义关系对，因此包含更加丰富的语义信息。
（一）传统依存语法无法表示连动句中主语和除第一个谓语动词之外的其他谓语动词之间的
语义关系。特征结构模型可以完整地表示连动句中主语和所有谓语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
如：“我买了碗面吃”中“我”和“吃”的语义关系，传统依存分析无法表示但是特征结构模型可
以表示出来。
（二）传统依存语法无法表示连动句中某个谓语动词的宾语与其他谓语动词之间的语义关
系，特征结构模型可以完整地表示它们之间的语义关系。
如：“我买了碗面吃”中“面”和“吃”的语义关系，传统依存分析无法表示但是特征结构模型可
以表示出来。
（三）连动句中，两个或多个谓语动词之间，有时存在语义关系，有时不存在语义关系。传
统依存语法无法辨析这两种情况，不管实际的语义关系是否存在，为了标注的方便，传统依存语
法强制规定第一个动词为全句中心词，其他动词都直接依存于它。这种处理方法，显然违背了语
言处理的目标“语义理解”。特征结构模型可以按照语言实际情况，如实地反映这些谓语动词之间
的语义关系。
如：例句“他站着吃饭”中“站着”和“吃”之间恰巧有语义关系，传统依存分析方法能把它表示
出来；例句“我买了碗面吃”中“买”和“吃”没有直接的语义关系，而传统依存分析方法仍然把它表
示了出来。特征结构模型的处理结果是前者有语义关系而后者没有语义关系。
二、特征结构模型能够对传统依存分析法不能解释的语言现象做出解释。
（一）有助于对连动句句式的判定
在语言学界，争议较大的连动句类型，一种是“N1+V1+着+V2+N2”，这类句型的争论焦点是：
到底是连动句还是“V1+着”充当状语修饰 V2 的一般主谓句？另一种是有关联词的连动句，到底
是连动句还是紧缩复句？
我们先来看看连动句典型的特征结构图。每一种句式都有着自己的独特特点，即使偶尔有变
形的情况，也是基于独特特点的情况下进行的变形。连动句的典型特征结构图是：

V1

V2

N2

N3

N1
图 11 连动句的典型特征结构图
如图 11 所示，连动句的特点是要求主语 N1 与动词 V1、动词 V2 之间必须存在语义关联。
先来看第一种“N1+ V1+着+V2+N2”句式，这类句式的例句有很多：
例10. 他站着吃饭
例11. 他躺着看小说。
例12. 他穿着一件大衣走进来。
这三句是不是连动句呢？我们先不管动词 V1 和动词 V2 之间的语义关系，
关键来看主语“他”
和动词短语 1 中的“动词”是否存在语义关联。这三个句子的特征结构图是：

图 12 例 10-12 的特征结构图
显然，这三个例句中主语和第一个动词之间存在着语义关联，因此，这三个例句应该都属于
连动句。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有关联词语的句式的辨析，下面有四个例句：
例13. 张三一来李四就走了。
例14. 张三一来就哭了。
例15. 李四拿了笔记本就走了。
例16. 李四拿了笔记本走了。
按照有的学者的观点，例 13-15 三句中含有关联词语“一......就”和“就”，所以是紧缩复句；例
16 句没有关联词语，所以是连动句。这种观点是否有道理呢？
如果运用传统依存分析法，这四句的依存分析如下：
由于传统依存分析法无法处理成对的关联词语“一......就”，例 13、14 两句的分析结果为：

图 13 例 13-14 的依存树
例 15、16 两句的依存分析树为：

图 14 例 15-16 的依存树
通过图 13、图 14 的四个依存分析树我们可以发现，传统依存分析法无法分析有着成对关联
词语的句子，因而无法分析这些分句之间的语义关系。在分析有着单个关联词语的句子时，也无
法表示出主语和两个谓语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而且不管这两个动词之间是否具有语义关系，都
把二者标注在一起。
我们运用特征结构模型来分析例 13-16，结果如图 15：

图 15 例 13-16 的特征结构图
根据分析图我们发现，很明显例 13 不符合典型的连动句特征结构图，应该属于紧缩复句，
而例 14-16 三句虽然互不相同但是都具有连动句的特点，因此应该属于连动句的类型。
（二）有助于对杂糅句式的分析
汉语与其他语言相比，特别注重意合，是一种语义关系非常复杂的语言。有时，一个句子可
能杂糅着若干个句型，句中各个词语之间的语义关系错综复杂。如例 17：
例17. 首长要他们派车送二排长入院。
例 17 由四个动词短语构成，每个动词短语各自带有宾语，这些词语之间是什么语义关系呢？
这个句子包含哪些句型呢？
如果运用传统依存分析法，它的依存树如下：

图 16 例 17 的依存树
如图 16，传统依存分析法无法表示出句子中“他们”和“派”、“车”和 “送”、“他们”和“送”、 “二

排长”和“入”之间大量的语义关系。
运用特征结构模型，它的特征结构图如下：

图 17 例 17 的特征结构图
通过特征结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该句中的“他们派车送二排长”这部分属于连动句式。整个
句子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首长要他们派.......”是一个兼语句式，中间“他们派车送二排长”是
一个连动句式，第三部分“送二排长入院”又是一个兼语句式，因此通过特征结构分析，我们可以
辨析出：该句由两个兼语句式和一个连动句式杂糅而成。

5 结论
本文回顾了语言学界对连动句的研究成果和争论焦点，总结了汉语连动句的语法特点，然后
分析了面向自然语言处理时连动句的标注难点。运用特征结构模型对语言学界讨论较多的 16 个
连动句分别进行了细致地语义描述和分析，总结出了四类语义模型。将现有的传统依存分析方法
和特征结构分析方法对连动句的分析结果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传统依存语法无法表示连动句
中主语和除第一个谓语动词之外的其他谓语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
无法表示连动句中某个谓语动
词的宾语与其他谓语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也无法准确表示两个或多个谓语动词之间的语义关
系。与传统依存分析法相比，特征结构模型能够描述更多的语义关系对，因此包含更加丰富的语
义信息。另外，特征结构模型能够对传统依存分析法不能解释的语言现象做出解释，比如对连动
句句式的判定、对连动句和紧缩复句的区分、对复杂的杂糅句式的语义分析等。特征结构模型为
面向汉语的自然语言处理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语义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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