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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模糊限制语常用来表示不确定性和可能性的含义，由模糊限制语所引导的信息为模糊限制信息。为
进行中文事实信息的抽取，应将模糊限制信息与事实信息区分开来。然而中文模糊限制语语料资源却十分
缺乏，影响了中文模糊限制语和模糊限制信息检测的研究。本文研究了中文模糊限制语的分类，并在生物
医学和维基百科两个领域，设计构建了一个具有 2 万 4 千句规模的中文模糊限制语语料库。统计分析了语
料标注的一致性，以及模糊限制语的类型和领域之间的关系。这些资源对于中文模糊限制信息检测研究，
以及中文事实信息的抽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语言学家从语义和语用等方面进行模糊限制语的研究提
供了强大的知识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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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dge is usually used to express uncertainty and possibility. When authors cannot back up their
statements, they usually use hedge to express uncertain information. To avoid extracting uncertain statements as
factual information, uncertain information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factual information. However, inadequate
Chinese hedge corpus limited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hedg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ategorization of Chinese
hedge, introduces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a 24,000-sentence Chinese hedge corpus in the biomedical and
Wikipedia domains. We calculate agreement rates for the corpus; reveal the domain and genre dependency of
hedg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rpu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hedge detection and
Chinese information extraction. Meanwhile, the resource provides a great support for linguists to study the
semantic hedge and the pragmatic h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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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模糊限制语（Hedges）最早是由G. Lakoff提出的，用来指“把一些事情弄得模模糊糊的
词语”
，表示的是不确定性和临时性的观点[1]。由模糊限制语所引导的信息为模糊限制信息
（Hedge Information）
。当信息的撰写者不能提供完全准确、肯定的信息时，往往使用模糊
限制语，使自己的陈述更客观。模糊限制语广泛地用于自然科学、新闻等各个领域，为进行
事实信息的抽取，应将模糊限制信息与事实信息区分开来，模糊限制信息检测成为信息抽取
的首要步骤。由于网络信息量的迅猛增长，及信息抽取技术的高速发展，作为信息抽取源的
网络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日益受到关注。2010 年国际计算语言学会（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 ACL） 将 模 糊 限 制 语 识 别 和 模 糊 限 制 信 息 检测 定 为 CoNL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Natural Language Learning）共享任务[2]。其中模糊限制语识
别包含生物医学和维基百科两个领域。生物医学领域源语料源自BioScope[3]语料库，该语料
库包括生物医学论文摘要、全文及临床诊断报告三类文献；维基百科语料源自WikiWease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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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
英文模糊限制语语料库的研究与构建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除上述两个语料库外，公开发
表的语料库还有Medlock和Briscoe[4]，Kim等[5]，Settles等[6] ，Shatkay等[7]， Nawaz等[8]，和
Uzuner等[9]构建的生物医学领域语料库；Rubin等[10]，Wilson[11]，Saurí和Pustejovsky [12]，和
Rubin [13]构建的新闻领域语料库。王舟[14]调查了中英文医学论文摘要各80篇，中文论文中模
糊限制语累计出现205次，英文论文中出现305次。中文医学文献中同样包含大量模糊限制语
[15-17]
。除医学文献外，模糊限制语还广泛地用于中文的各个领域。维基百科作为一个以开放
和用户协作编辑为特点的知识系统，其中蕴涵了丰富的信息，成为目前研究人员进行信息抽
取的重要语料资源。但是当撰写者不能提供完全准确、肯定的信息时，往往使用模糊限制语，
使自己的陈述更客观。
语言学界从语义、句法、词性等方面对模糊限制语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中英文研究人员
分别对中英文模糊限制语的表现形式和分类进行了探讨，将模糊限制语从语义、词性、结构
和句法功能等方面进行分类。英文模糊限制语的研究开始于70年代，Prince等[18]从语用功能
上将英语模糊限制语划分为变动型（approximators）和缓和型（shields）
。前者改变原话题的
真值条件，对话题进行某种程度或范围的限制，如“a little bit”
、“almost”等。而后者不能
改变原话题的真值条件，但可以反映说话人对话题所持有的态度，缓和了话题的肯定语气，
如“think”
、“perhaps”等。Szarvas等[19]根据话题在真实世界的真假性，将英文模糊限制语
分为假设型（hypothetical）与认知型（epistemic）两类。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前者认为话题在
真实世界里可能为真、假或者不确定三种情况，如“He believes that the Earth is flat.”。而后
者则是就目前所知无法判断话题在真实世界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It may be raining.”
。
我国英语界于80年代对模糊限制语进行了初步探讨，何自然[20]在Prince等[18]的研究基础
上，将变动型模糊限制语细分为程度变动型和范围变动型，将缓和型模糊限制语细分为直接
缓和型和间接缓和型。认为变动型模糊限制语属于语义范畴，缓和型模糊限制语属于语用范
畴。语言学家对中英文模糊限制语进行了翻译研究[21]，认为中英文模糊限制语存在一定的
差异，很少存在等值译文。苏远连[22]对中文模糊限制语进行了对比研究，他赞同何自然的
观点，认为中文模糊限制语也可以按照同样的方法进行分类，并将变动型模糊限制语细分为
程度变动型，如“有点”
、
“相当”等；范围变动型，如“上下”
、
“左右”等；和频率变动型，
如“经常”
、
“不时”等。缓和型模糊限制语仍然分为直接缓和型，如“我认为”
、
“看来”等；
和间接缓和型，如“听说”
、
“据报道”等。
目前国内模糊限制语呈现出多理论、多角度和多方面的研究[23]。模糊限制语语料库的
构建是模糊限制语研究与模糊限制信息检测的基础，然而中文模糊限制语语料资源缺乏，至
今尚未发现公开发表的模糊限制语语料库。本文研究了中文模糊限制语的分类，设计并构建
了一个具有2万4千句规模的中文模糊限制语语料库。语料选自生物医学和维基百科两个领
域，生物医学文献包括摘要、实验结果、讨论、结论和全文五个部分，维基百科文献选取了
包含国家介绍、历史人物介绍、事件介绍等242篇文章。实验分析了语料标注的一致性，并
统计了不同领域各类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比例。本文构建的中文模糊限制语语料库，涵盖了丰
富的中文模糊现象，为语言学家从语义、语法、语用等方面进行模糊限制语的研究提供了强
大的知识库支持。语料库中的医学文献和维基百科文献分别包含9946个和1958个模糊限制
语，在各自的领域足以训练出一个比较准确的模糊限制语识别模型，用于模糊限制信息检测
研究。同时，还可以应用两个领域的语料库进行跨领域模糊限制语识别研究。
本文组织结构如下：第2节提出了本文对中文模糊限制语分类方法；第3节阐述了语料库
的构建过程；第4节统计分析了语料标注的一致性，以及模糊限制语种类和语料领域之间的
关系；第5节是结论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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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模糊限制语的分类

本文根据 Prince 等[18]和何自然[20]的分类方法，将模糊限制语分为变动型和缓和型两类。
在此基础上，根据模糊限制语的语义和语用功能，将这两大类模糊限制语进行了更细致的划
分，如图 1 所示，各类模糊限制语的定义如下。
（1）变动型模糊限制语
变动型模糊限制语是对话题本身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它能修改话题原来的真值，当说
话人不能准确说出某个话题的真值或有意模糊某个话题的真值时用到变动型模糊限制语。根
据变动话题的类型，此类模糊限制语可细分为数量变动、程度变动、范围变动和频率变动四
个类型。
• 数量变动型：当说话人不能明确地说出具体的数字，但是能估计出一个大概的数量时，
常会用到数量变动模糊限制语。如：
“少数”
，
“大部分”等。
• 程度变动型：把一些接近正确但不敢肯定完全正确的话题说得更得体些，与实际情况更
接近些，避免过于武断，表明话题与真实情况的接近程度。如：
“有点”
，
“稍微”，
“十
分”等。
• 范围变动型：在话题中往往提供了具体数字，使用这类模糊限制语时，听话人不必考虑
具体情况与所说的话题的接近程度如何, 而只考虑范围大小，听话人可以在一定的范围
内去理解话题意义。如：
“大约”，
“在一定范围内”
，
“将近”等。
• 频率变动型：用于反映一个事件发生的频率。如：
“常常”
，
“偶尔”等。
（2）缓和型模糊限制语
当说话人提出某一个论断时，缓和型模糊限制语可以缓和说话人的语气，为说话人留有
余地, 减轻说话人为此论断所应付的责任，这类模糊限制语不改变话题原来的意思。根据缓
和型模糊限制语的语用功能将其细分为主观见解型、探知结论型、客观依据型和条件假设型
四类。
• 主观见解型：用来表示说话人对某事的直接推测及所持的态度，其所阐述的话题只是个
人的主观见解。使用这类模糊限制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说话人对话题所承担的责
任。如：
“我认为”
，
“就我所知”等。
• 客观依据型：通过借助第三方或大家普遍认同的观点，间接地表达说话人对某事所持有
的态度，说话人在一定程度上同意第三方的观点，只是他对此依据究竟有多大程度的赞
同，在话语中看不出来，只能另作推断。如：
“据说”
，“有人说”等。
• 探知结论型：用来表示对某个结论的推测，根据存在的现象推知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或待证明的结论。如：
“表明”
，“可能”，
“调查”，
“仍不清楚”等。
• 条件假设型：通过给出假定的前提条件表明说话人的意愿，但现在事实是怎样的并不知
晓。如：
“如果”
，
“假定”等。
数量变动型
变动型

程度变动型
范围变动型
频率变动型

模糊限制语分类

主观见解型
缓和型

客观依据型
探知结论型
条件假设型

图 1 中文模糊限制语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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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模糊限制语语料库构建

3.1 语料的选取与预处理
本文构建的中文模糊限制语语料库覆盖了生物医学与维基百科两个领域。生物医学领域
语料选自《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和《生物医学工程学
杂志》等权威性中文生物医学类期刊的2011-2013年间的科研论文。分别摘取部分文献的摘
要、实验结果、讨论、结论并选取部分文献的全文，分别标注以便统计分析模糊限制语在文
献不同章节的使用频率。
维基百科的组成单元称为“概念”或“词条”
，每个词条对应一篇文章，由不同用户一
次次编辑形成。本文选取国家介绍、历史人物介绍、事件介绍等方面的242篇词条构建维基
百科语料库。
从CNKI（中国期刊网）上下载的文献需要转化为文本格式。人工修正文本转化产生的
乱码，并将其中的所有英文及数字统一为半角格式，去掉多余的空格。由于存在中英文标点
符号混合使用的情况，将所有标点符号统一为中文格式。
3.2 结构设计与一般标注规则
标注语料采用一种特定的 XML 格式，每一个句子显示为一行，如图 2 所示。首先，标
注句子号，如“S38.9”
，其中“38”为文章号，
“9”为该句在文章中的序号。然后，标注该
句的模糊限制类型，其中“certain”为确定性句子，
“uncertain”为模糊限制性句子，当一个
句子包含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模糊限制语时，这个句子就是模糊限制性句子。对于模糊限制
性句子，标注模糊限制语。分别使用标记“<ccue>”和“</ccue>”标注模糊限制语的起始
和结尾，同时给出模糊限制语的标号，如 “S38.9.1”
，和细分类，如“探知结论”
。文章号、
句子序号和模糊限制语标号采用层次结构，并有且仅有一个标号。
<Document type="Wikipedia_text_weasel">
<DocID> 38</DocID>
<DocumentPart type="Title">……</DocumentPart>
<sentence id="S38.1" certainty="certain">……</sentence>
……
<sentence id="S38.9" certainty="uncertain">希波克拉底使用体内平衡理论来解释
为 何 疾 病 和 压 力 <ccue id="38.9.1" type=" 频 率 变 动 "> 总 是 </ccue><ccue
id="38.9.2" type="探知结论">被定义</ccue>为一种对威胁一个系统的平衡或生
理平衡的状况的反应。</sentence>
图 2 模糊限制语标注语料示例
模糊限制语的标注遵循最小原则：标注能表明模糊限制性的最小单元为模糊限制语，多
个模糊限制语组合起来表示模糊限制性时，分别标注每个模糊限制语，如图 2 中，“总是”
和“被定义”被分别标记为模糊限制语，而不是将“总是被定义”作为一个模糊限制语。
3.3 特殊词语标注规则
除了一些明确具有模糊限制含义的词语外，还有一些词语需要根据上下文语境判断其是
否表模糊性，这是模糊限制语标注的一个难点。判断一个词语是否是模糊限制语，主要是看
它对所陈述的命题是否产生不确定的影响。为减少标注错误，提高标注速度，增加标注语料
的一致性，我们研究制定了一些特殊词语标注规则，这些规则随着标注过程动态更新。部分
特殊词语标注规则如下：

词语“根据”引用的是第三方的观点或理论，间接地表达说话人对某事所持有的态
度时，认为是模糊限制语，如例句（1）中的“根据”是模糊限制语；当命题中未表达个人
观点时，认为不是模糊限制语，如例句（2）
。
例句（1）
： <ccue>根据</ccue>染色体分离机理，Cdc20 的表达是 PBEⅠ所必需的。
例句（2）
：大部分代表是直接民选产生，100 人则是根据政党得票率按比例分配。

词语“或者”是在每个领域都经常出现的词，通过研究我们认为当“或者”连接的

同位词只有一个正确的时候，是模糊限制语，如例句（3）
，不确定是“第三或者第四大”
，
但对的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所以是模糊限制语；而当“或者”连接的同位语无论选哪个都
正确的时候，认为不是模糊限制语，如例句（4），选 择“tartuffolo”或“小松露”，命题都
正确，所以认为不是模糊限制语。
例句（3）
：美国的国土面积是世界第三<ccue>或者</ccue>第四大。
例句（4）
：在十五世纪时，马铃薯在意大利被叫做“tartuffolo”或者“小松露”。

词语“表明”在生物医学文献中常用于推测某个结论，当根据某些现象或条件，推
测出一个结论时，认为是模糊限制语，如例句（5）
，
“表明”连接的是一个推测性的结论，
所以认为是模糊限制语；当只是客观地描述了一个结果或现象时，认为不是模糊限制语，如
例句（6）
，只是客观地陈述了一个实验的结果，所以认为不是模糊限制语。
例句（5）
：在晚期动脉相因子图中，肿瘤完全增强，并且周围组织也增强，<ccue>表明
</ccue>有肝动脉血流开始进入周围组织区域。
例句（6）
：通过对 30 位受试者的对比实验，结果表明，本监护仪的测量验证的平均准
确率达到 92.2%。

词语“证明”常出现在生物医学文献中，后面跟随一个命题。我们规定，当该命题
需要加以证明时，
“证明”是模糊限制语，如例句（7）
，
“b 和 c 两条带为 Pil1 磷酸化状态”
这一命题在此例句中是有待证明的命题，所以认为是模糊限制语；而命题已得到证明了，则
“证明”不是模糊限制语，如例句（8）
，
“高糖可以通过线粒体凋亡途径诱导成骨细胞凋亡”
这一命题已经通过实验得到了验证，所以认为不是模糊限制语。
例句（7）
：为了<ccue>证明</ccue>这 b 和 c 两条带为 Pil1 磷酸化状态，Fig.2C 表示将
蛋白提取物加入磷酸酶处理后作免疫印记检测。
例句（8）
：本研究证明，高糖可以通过线粒体凋亡途径诱导成骨细胞凋亡。
3.4 语料库的构建
基于已有的英文模糊限制语语料，和中文待标注语料，收集各类中文模糊限制语，整合
成为一份完备的模糊限制语词典。为了减轻标注人员的负担，采用正向最大匹配算法，标注
中文语料中的词典词，形成初始标注语料。
本文参照英文生物医学领域的 BioScope[3]语料库的标注过程进行标注。首先，分别由两
名语言学专家按照标注规则，判断初始标注语料中的词典词在句子中是否表示模糊性，人工
修正初始标注语料的错误，形成两份标注结果。然后，规则的制定者对两份标注结果中不一
致处进行统一，形成最终语料。具体标注过程如图 3 所示。

语料收集

语料预
处理

模糊限制语
分类

词典构
建

初
始
标
注
语
料

人工修正
专家1

标注结果1

专家2

标注结果2

统
一
不
同
的
标
注

最
终
语
料

图 3 语料标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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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的统计数据与分析

4.1 语料库的统计数据
语料库的统计信息如表 1 所示，生物医学和维基百科两个领域共标注语料 24,414 句，
约 100 万词。其中模糊限制性句子 8160 句，模糊限制语 11904 个。维基百科文章中，33.78%
的句子包含模糊限制信息；生物医学文献中，摘要中 25.28%的句子，全文中 35.09%的句子
包含模糊限制信息，可见中文模糊限制语广泛地存在于中文文献中。此规模的语料库足够用
于模糊限制信息检测的研究。

表 1 语料库的统计信息
文献领域

生物医学
总数

维基
百科

总数

16

2210

242

2452

655

989

20127

4287

24414

37.41

35.09

33.35

33.78

33.42

摘要

实验
结果

讨论

结论

全文

篇章数

1316

388

349

141

句子数

8089

4277

6117

模糊限制性
句子比例（%）

25.28

27.08

47.69

统计条目

1622
4674
353
538
9946
1958
11904
模糊限制语个数 2759
4.2 不同领域模糊限制语的分布
模糊限制语的分布具有领域性[19]，为了探究不同类型的模糊限制语在生物医学和维基
百科领域的分布，对语料库中的各类模糊限制语进行统计，结果如图 4 所示。
100%

条件假设
90%

探知结论

80%

客观依据
主观见解

70%

频率变动

60%

范围变动

50%

程度变动
数量变动

40%
30%
20%
10%
0%
摘要

实验结果

讨论

结论

全文

维基百科

图 4 语料中模糊限制语的类型分布
由图 4 可见，生物医学文献中缓和型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较高，维基百科文章中变
动型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较高。其中，在生物医学领域，探知结论型模糊限制语较多。因
为在生物医学论文写作中，当作者根据实验现象推测结论时，常常使用探知结论型模糊限制
语。在维基百科领域，客观依据型模糊限制语所占比例明显高于生物医学领域。其主要原因
是本文选取了国家介绍、历史人物介绍、事件介绍的文章，所以往往借用别人的观点来表述
自己态度。一般而言，程度变动型和数量变动型模糊限制语在各个领域都比较常用，因此，
这两类模糊限制语在生物医学和维基百科中都占有较大的比重。
4.3 一致性分析
标注完成后，对标 注语料进行一致性分析。先比较两份独立标注的语料，将其中一份语
料作为标准语料；再分别将两份独立标注的语料（标注结果 1，标注结果 2）与最终语料进
行比较，最终语料作为标准语料。采用公式（1）、
（2）和（3）计算获得 F 值作为一致率。

P=

TP
TP + FP

（1）

TP
TP + FN
2 PR
F值 =
P+R
R=

（2）
（3）

上式中，TP（True Positives）表示两份语料中相同的模糊限制语的个数。FP（False Positives）
表示评测语料中被标注为模糊限制语，而标准语料中未被标注为模糊限制语的个数。FN
（False Negatives）表示评测语料中未被标注为模糊限制语，而标准语料中被标注为模糊限
制语的个数。一致性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一致性分析结果
模糊限制语级别 F 值（%）

句子级别 F 值（%）

摘要

58.50 / 64.86 / 58.86

74.41 / 77.95 / 74.46

实验结果

60.59 / 71.03 / 75.55

72.58 / 80.88 / 82.27

讨论

64.57 / 71.29 / 77.50

83.23 / 89.56 / 88.27

结论

58.57 / 66.67 / 78.31

80.20 / 87.30 / 90.13

全文

67.09 / 68.39 / 74.36

82.86 / 84.32 / 88.35

维基百科

67.18/ 83.11/ 81.75

82.86/ 90.80 / 91.57

模糊限制语级别的 F 值采用精确匹配，即左、右边界完全匹配时认为识别正确，而句子
级别的 F 值只需句子的模糊性判断正确即可。各列中的第一项表示两份独立标注的语料间的
一致率，第二项和第三项表示两份独立标注语料与最终语料间的一致率。由表 2 可见，模糊
限制语级别的一致性明显低于句子级别的一致性，说明模糊限制语的识别比模糊限制性句子
识别更具难度。同时，由于模糊限制语没有明确的定义，有一些词语需要根据上下文语境判
断其是否表模糊性，模糊限制语的标注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导致一致性不高。但是，规则的
制定者对前两份独立标注语料的不一致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因此最终语料具有较高的质
量。这也说明中文模糊限制语具有较大的歧义性，中文模糊限制信息检测存在较大的难度。
两份独立标注的语料间的一致性低于它们分别与最终语料间的一致性。因为最终语料是规则
的制定者对两份独立标注语料的不同之处再修改获得的，所以有可能和二者之一相同。当然，
规则的制定者也对全部语料进行了审查，修改了部分独立标注语料的相同标记。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根据中文模糊限制语的语义和语用功能，对其类型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在生物医
学和维基百科两个领域，设计构建了中文模糊限制语语料库。在语料库构建过程中，从语料
收集、标注规范制定和语料标注等多方面提高语料库的质量。目前已标注完成了一个具有 2
万 4 千句规模的中文模糊限制语语料库。统计表明，生物医学文献全文中 35.09%的句子，
维基百科中 33.78%的句子包含模糊限制信息。两个领域中，由于词语的使用频率不同，所
以模糊限制语的类型分布具有较大的差异。实验检测了语料标注的一致率，其中模糊限制语
的一致率较低，表明中文模糊限制语具有歧义性，中文模糊限制语识别存在较大的难度。语
料库的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标注规范，改进标注质量，扩
大语料规模。此外 ，本文仅标注了中文模糊限制语及其所属类别，标注模糊限制语的限制范
围也将是本文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最后，我们希望尽快推出一个语料库的在线版本，为中文
模糊限制语的研究提供共享资源。并基于中文模糊限制信息语料库，进行模糊限制信息检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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