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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从底向上与自顶向下的中文复杂句人工标注方法

摘要：大规模、高质量的中文树库的建立对中文句法分析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对于字数多、结构
层次复杂的复杂句的标注仍费时费力，严重影响了树库的建立速度，以及中文句法分析的发展。本文提出
了一种融合了从底向上和自顶向下的复杂句标注方法。首先，利用块切分辅助工具，进行句子的语法成分
边界切分，对切分后的块做去重和筛选处理；其次，利用 CCC Parser 对块进行自动分析；再次，利用块校
对辅助工具，对分析器处理过的块进行人工校对；然后，进行块还原，再利用块校对辅助工具，进行针对
整句的人工校对；最后，由校审专家确定最终质量。实验表明，与从底向上的标注方法相比，本文方法的
校对速度是传统方法的2倍多，且整体差异率和分阶段的差异率降低了约20%，证明本文方法在对中文复杂
度的标注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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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nual Annotation Approach to Chinese Complex Sentences
by using Bottom-up and Top-dowm
Abstract: Large-scale developmen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high-quality Chinese Treebank of
Chinese syntactic analysis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but for more words and complex sentences
complex hierarchy of labels is still time-consuming and seriously affecting the speed of the tree
to build the library, as well as Chinese parsing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resents a blend of
bottom-up and top-down complex sentences from tagging methods. First, using the block segmentation
aids segment grammar component boundaries of the sentences, re-do and filter the blocks after
segmentation; Secondly, CCC Parser analyzes the block automatically; once again, using the block
proofing aids proofread manually the parser processed blocks; then, reduce the blocks and reusing
the blocks proofing aids proofread the sentences manually; Finally, determine the final quality
by the review expert.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mark from the bottom up
approach, proofreading speed of this method is two times more than traditional methods, and the
overall difference in the rate and phased difference was reduced by about 20%, indicating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for Chinese complex sentences the label is effective.
Key words: Concept Compound Chunk; bottom-up method of corpus annotation; bottom-up and top-down
method of corpus a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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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自然语言处理的分析技术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浅层分析，如词法分析，词法分析
[1]
一般只需对句子的局部范围进行分析处理 ，目前已经基本成熟，其原因主要为针对词法分
析有很多高质量、大规模的语料库的存在，使得基于这种涵盖绝大部分语言现象和特征的分
析器可以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其标志是它已经被成功地应用于文本检索、文本分类、信息
[2]
抽取等方面 ，并对这些应用产生了实质性的帮助。另一个是深层分析，如句法分析，句法
[3]
分析是对一个汉语的句子进行深层次的、全局的分析与处理 。目前，国内外对此的研究还
很不成熟，没有达到完全实用的程度。与词法分析相比，国内外针对句法分析的语料库很少，
且标准参差不齐，规模不大，这直接制约了句法分析的发展。因此，进行高质量、大规模的
语料标注变得异常重要。
英国的 Lancaster-Leeds 树库在 1984 年到 1988 年的五年间总共加工产生了二百多万词
的树库语料，通过人工标注形成了一个 4.5 万词的小树库，通过一个概率分析器自动加工了
14.4 万词的语料，并进行了人工校对，从 1987 年起,他们开始尝试着采用生成较深（即具
[4]
有较多中间结果）的分析树 。从 1998 年到 2000 年，宾州大学建成了宾州中文树库 CTB-I，
树库以新华社的 10 万词新闻文本为语料；2003 年进一步完成了 CTB-II 的标注，树库增加
[5]
了人民日报、香港新闻电讯和从其他语言翻译过来的中文稿件，规模为 40 万词 。清华汉
语树库（TCT）是以从大规模的经过基本信息标注的汉语平衡语料库中提取出 100 万汉字规
[6]
模的文本为语料，经过自动句法分析和人工校对，形成高质量的汉语句法树库语料 。
概念复合块（Concept Compound Chunk, CCC）是由 2 个或 2 个以上的词语按照一定的
[7]
关联关系组合形成的信息描述单位 ，它采用完全的二叉树结构。CCC 标注的处理目标是对
一句经过词语切分和词性标注处理的句子，分析出其中的不同实义词和功能词组合形成的概
念复合块，确定其外部成分和内部关系标记，以此为基础，组合形成句子中描述不同事件内
容的基本事件句式和变形事件句式描述序列，为进一步进行汉语句子的谓词论元关系分析打
[8]
下基础 。
目前，语料标注的研究成为计算语言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现在，很多人的研
[9]
究集中在标注语料资源的开发以及建立一套标准的语料库标注体系 。语料标注是一个庞大
[10]
的工程，它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且标注质量不一定能够达到人们的要求 。
尤其是复杂句，较简单句来说，结构复杂，逻辑层次多，并列成分多。为了缩短语料标注时
间和提高语料标注质量，本文融合了自顶向下和从底向上的语料标注方法对中文复杂句进行
标注。

2.复杂句的特点
通过分析语料库中复杂句的主、状、谓、宾成分，以及复杂句的特殊句式，得到复杂句
的特点如下：
（1）结构复杂，逻辑层次多
（2）常须根据上下文作词义的引申；
（3）常须根据上下文对代词的指代关系做出判断；
（4）并列成分多；
（5）修饰语多，特别是后置定语很长；
（6）习惯搭配和成语经常出现。
为了更好的描述复杂句的复杂程度，我们进行了如下定义：
定义 1 小句分析难度（Clause Processing Difficulty, CPD），为一个小句的人工
[11]
标注处理以及机器自动分析的困难程度 。
针对小句的自动分析难度估计，主要考虑了汉语中可以找到明显形式标记的两类常用的
小句内容复杂化操作：

并列复合结构：不同描述块通过顿号和并列连词(cC)组合形成的内容复合结构，以小句
中出现的顿号和并列连词数量(CPN)作为分析难度定量估计依据；
子句嵌套结构：表示不同事件内容的子句嵌套形成的复杂层次结构，以小句出现的核心
动词数量(KVN)作为难度估计依据。下面对其中的核心动词定义方法进行简要说明：
a）小句中的普通动词(v)作为核心动词；
b）名动词(vN)和助动词(wM)不作为核心动词；
c）趋向动词(v)（通过特殊趋向动词表判定），只有在小句中的动词数目为 1 时，才作
为核心动词；在其他情况下，不作为核心动词；
这样，对每个小句，可以得到以下的小句分析难度(CPD)估计：CPD=CPN+KVN。
定义 2 句子分析难度（Sentence Processing Difficulty, SPD），为句子的人工标
注处理以及机器自动分析的困难程度。
SPD 的处理方法为，对每个句子，首先排除其中所有词语长度为 1 的小句，得到其他有
效小句（词语长度>=2）总数，然后计算其中全部有效小句的分析难度估计的算术平均值，
作为该句子的自动分析难度估计值。
定义 3 平均分析难度（Averaged Processing Difficulty, APD），为全部句子的句
子分析难度的算术平均值。
APD 的计算方法为，每个句子的句子分析难度总和除以句子总数。
相比于简单句，复杂句的复杂程度，如表 1、图 1 和图 2 所示：
表 1 复杂句与简单句量化指标的比较
句数

总词数

平均词数

APD

复杂句

9087

497781

54.78

2.87

简单句

36348

781280

21.49

1.79

表 1 说明了复杂句和简单句的句数、总词数、平均词数和 APD。简单句的句数是复杂句
的 4 倍，简单句总词数也比复杂句总次数多，复杂句的平均词数是简单句的 2 倍以上，平均
句子分析难度也比简单句高很多。因此，可以看出复杂句比简单句复杂的多。

图 1 APD 范围内复杂句句数变化趋势图

图 1 说明了 APD 在（2.0,3.0）范围内复杂句的句数最多，体现了复杂句的复杂程度。

图 2 APD 范围内复杂句词数数变化趋势图

图 2 说明了 APD 在（2.0,3.0）范围内复杂句的词数最多，体现了复杂句的复杂程度。

3.从底向上的语料标注方法
从底向上的语料标注方法，采用从底向上、从左到右的层次关系来标注语料。利用句子
中的逗号、分号、句号等点号信息，将句子分成若干个小句，分析每个小句的主、状、谓、
宾成分，形成了各个 CCC 可能的分析终点位置，然后进行标注。
为了更清楚地描述从底向上的语料标注方法，本文做了如下 5 个解释说明：
（1）标注者：语料校对人员。
（2）校审专家：确定最终标注质量的专家。
（3）CCC Parser：实现自动语料标注的分析器。
CCC Parser 采用移进-规约块分析方法来实现语料标注，输入是经过分词和词性标注的
[12]
句子，输出是有成分标记和关系标记的句子 。CCC Parser 主要关注的是局部语境并且分
析速度快，对于简单句来说有更好的分析效果。
CCC 标注示例图 3 所示：

图 3 CCC 标注示例

CCC 分析标注的“硬伤”在于 CCC 本身标注错误和对标注句子中小句层面上的特殊从句
[13]
结构不太准确，需要对其边界和标记进行人工分析与标注 。CCC 本身标注错误主要有层次

错误和边界错误。
层次错误是指 CCC Parser 没有正确分析出句子的合理逻辑、合法的句法结构和实际意
义而造成的块内成分混乱。
边界错误是指 CCC Parser 没有正确分析出句子主、状、谓、宾成分的整体边界，而是只
分析出成分中的一部分，从而造成句义错误。
特殊从句结构主要包括：不同功能词核心控制的补足语，包含典型的主状谓宾结构事件
句式片段，增加 EC1 特征标记；并列结构内部的并列成分为特殊的事件句式片段表示，增加
EC1 特征标记；复杂定语从句，不包含助词“的”，增加 EC21 特征标记；复杂定语从句，
包含助词“的”，定语部分包含动词谓语、中心语部分是体词块，增加 EC22 特征标记；修
饰主体省略的定语从句变形句式，即“的”字结构，增加 EC23 特征标记。
（4）标注手册：制定标注规范的文档。
标注手册主要从基本标注流程、关系标记的分析、成分标记的确定、功能词控制核心的
[14]
分析处理、CCC 事件内部的标注方法 5 个方面来描述 CCC 标注的准则 。它指导标注者如何
[15]
来校对语料，文档可以直接影响标注的速度和标注质量 。
（5）辅助文档：辅助标注者标注的文档。
尽管标注手册已经定义了一些标注的规范，但由于汉语语言的丰富性、复杂性、多样性，
对于一些口语化的词语、固定用法、古汉语、省略句等句子信息，在标注的过程中常常会遇
一些标注规范中没有涵盖的新的句式、结构。因而在标注的同时，定期举行标注工作总结讨
论会，将各个标注者在标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有歧义，在标注规范中没有的一些句式，结构
抽取出来，进行讨论，之后将这些有歧义的句式，结构制定一个统一的标注标准。将这个标
注标准反馈给校审专家进行审议，审议后将结果返回给标注者，作为新加的标注规范，在以
后的标注工作中进行引用。
为了更清楚地描述从底向上的语料标注方法，本文做了如下定义：
定义 4 差异率：标注者标注的 CCC 与标准库中的 CCC 相比较正确与否的衡量标准。
差异率=（1－标注正确的 CCC 总数/标准库 CCC 总数）×100%
定义 5 一校：利用校对辅助工具，标注者发现并改正 CCC 分析标注“硬伤”。
在一校过程中，标注者要注意发现标注句子中小句层面上的特殊从句结构，对其边界和
标记进行人工分析和标注。
定义 6 二校：利用 CCC 差异比较工具，发现并确定标注错误。
标注者形成一个环状结构，每个标注随机抽出一校标注语料的 30%给其前面一个标注者
进行校对，如果两个标注者的 CCC 标注差异率>2%，则返回一校标注者并重新校对其余 70%
的文本。
二校的目的是将标注者在标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标注错误以及对歧义句子的标注方法
进行统一，把这些歧义句子以及一些标注错误总结为一份标注文档，并将正确标注结果反馈
给标注者，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以提高标注的质量，减少返工。
定义 7 校审：确定最终标注质量。
随机抽样所有标注者标注语料的 5%给校审专家审查，如果 CCC 标注错误率>1%，则返回
重新校对其余的文本，否则标注质量合格，该部分的语料校对结束。
为了更清晰、直观地描述从底向上的语料标注方法，本文采用流程图的方式来体现从底
向上的语料标注方法的整个标注过程，如图 4 所示：

图 4 从底向上的语料标注方法流程图

将语料放到 CCC Parser 进行自动分析后，将得到的全部语料给标注者一校，然后标注
者随机抽取 30%给另一标注者进行二校，如果二校的差异率小于 2%，则可以送给校审专家校
审，否则，一校人员返回校对之前的句子。如果校审的差异率小于 1%，则校对质量合格，
该部分语料的校对结束，否则，语料返回到一校人员重新校对。
由于复杂句的句子较长、结构比较复杂等特点，导致在采用从底向上的语料标注方法时
标注速度较慢、标注质量不高，所以本文提出了融合从底向上和自顶向下的的语料标注方法。

4.融合从底向上和自顶向下的语料标注方法
首先，利用句子中的逗号、分号、句号等点号信息，采用自顶向下的方法将复杂句子分
解为若干小句，再把小句切分成主、状、谓、宾四个成分；然后对切分出来的句子成分按照
从底向上的语料标注方法标注；最后，将标注过的句子成分还原成原来的复杂句，再根据小
句之间的关系对复杂句采用自顶向下的语料标注方法进行标注。为了更清晰、直观地描述融
合从底向上和自顶向下的语料标注方法，增加了如下新的定义：
定义 8 块切分辅助工具：将复杂的句子切分成小块的系统工具。
按照句子中的逗号、分号、句号等点号信息，将复杂的句子切分成主、谓、宾、状四个
成分，然后提取长度大于等于 2 的块同时去掉重复的块，并记录块的位置信息。由于复杂句
的句子比较长，并且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经过块切分辅助工具切分之后，就可以

得到简单的块，充分利用 CCC Parser 对块的分析效果更好和分析速度快的优势，得到标注
质量高的块。
定义 9 块校对：对切分出来的块进行校对。
块的大小相对于复杂句来说，长度较短以及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简单，校对速度提高。
定义 10 还原：将块还原到原先句子的位置当中。
块校对分析的是块内的关系，而还原之后分析的是块间成分之间的关系，两者属于不同
的层次的校对，前者属于块层次，后者属于小句层次。
定义 11 句校对：对还原后的句子进行校对。
句校对的目的是通过分析小句之间的关系，发现切分和块校对过程中出现的层次错误、
边界错误信息等并及时修改，确保标注质量。
为了更清晰、直观地描述自顶向下的语料标注方法，本文采用流程图的方式来体现融合
从底向上和自顶向下的语料标注方法的整个标注过程，如图 5 所示：

图5

融合从底向上和自顶向下的语料标注方法流程图

利用块切分辅助工具将复杂句切分成块，将块放到 CCC Parser 里进行自动分析，对分
析结果实行块校对，块校对完成之后，要将块还原到原来的复杂句中。再对还原后的句子进
行句校对。标注者随机抽取 5%给校审专家，如果校审的差异率大于 1%，则语料返回到句校
对人员重新校对，否则校对质量合格，该部分语料的校对结束。

5.实验分析
5.1 实验数据

目前的标注语料来源主要有三大部分：(1)从现有的汉语句法树库 TCT 中自动提取得到
的 CCC 标注库；(2)从北京大学计算语言所标注的人民日报 2000 年语料库按照不同版面提取
的语料文件；(3)从山西大学标注的 973 语料库中按照不同体裁提取的语料文件。其中(1)
中保留了 TCT 中提取的比较准确的 CCC 标注结果，不需要进行人工校对。(2)、(3)为待标注
校对语料，它们的标注规模分别是：(2)200 万词左右；(3)100 万词左右。
5.2 实验结果
表2

两种标注方法所用时间对比表
bottom-up

bottom-up and top-down

100 句

约 41h

约 17h30min

平均每句

约 24min36s

约 10min30s

表 2 是两种标注方法所用时间的比较。对复杂句来说，采用从底向上语料标注方法标注
一句的时间约是融合从底向上和自顶向下方法的 2 倍，说明了融合从底向上和自顶向下的语
料标注方法节省了大量的时间，解放了人力、物力。
表3

两种标注方法分阶段所用时间对照表

bottom-up

bottom-up and top-down

Parser 整句

约 1h

切分整句

约 45min

一校整句

约 30h

Parser 切分块

约 45min

二校整句

约 10h

校对块

约 11h

校对整句

约 5h

表 3 是两种标注方法分阶段所用时间的比较。从表中可以看出，虽然融合从底向上和自
顶向下的语料标注方法的步骤多于从底向上的，但是总时间却比从底向上的语料标注方法少
了很多，说明融合从底向上和自顶向下的语料标注方法对复杂句来说是可行的。
表4

两种方法分阶段差异率

bottom-up

bottom-up and top-down

Parser--一校

40.58%

一校--二校

34.16%

二校--审校

36.03%

Parser--块校对

27.66%

整句校对--审校

11.29%

表 4 是两种方法的差异率的比较。从表中可以看出，虽然从底向上的语料标注经过了两
次校对，但是从底向上方法中的 Parser--一校和二校--审校的差异率都比融合从底向上和
自顶向下方法中的 Parser--块校对和整句校对--审校的差异率高很多，说明融合从底向上
和自顶向下的语料标注方法标注质量更高。

图6

机器与标注者、标注者和校审专家的差异率在两种方法中的体现

图 6 是机器与标注者、标注者和校审专家的差异率在两种方法中的体现。从图中可以看
出，自顶向下方法中机器与标注者、标注者与校审专家的差异率都比从底向上的低，说明了
自顶向下标注方法的标注质量更好，同时也体现了标注者在语料标注中的重要性。

6.未来与展望
本文通过自顶向下和从底向上的语料标注方法的比较，证明了自顶向下方法对语料标注
的有效性，同时也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缩短了语料标注时间和提高了语料标注质量。
为了更好的提高标注质量，我们在继续改进 parser 算法的同时，将标注质量合格的语料作
为 parser 的训练语料，通过训练使 parser 学习到更多的句式结构，这将是以后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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