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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形名复合词的语义建构: 基于物性结构与概念整合理论 ∗
张念歆，宋作艳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该文利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现代汉语双音节形名复合词的物性修饰关系，发现
形语素有选择地约束名语素的不同物性角色。当形语素修饰名语素的形式角色或构成角色时，语义解读时
常需要补充名词；当形语素修饰名语素的施成角色、功用角色或规约化属性时，语义解读时常需要补充动
词。形名复合词的语义建构是物性结构和概念整合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形语素激活的物性角色或物性值不
止一个时，就会出现多义或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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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ing Construction of Adjective-Noun Compounds in Mandarin: Based on Qualia
Structure and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ZHANG Nianxin, SONG Zuoy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qualia modification relationships of disyllabic adjective-noun compounds in
Mandarin both quantitatively and qualitatively. It reveals that an adjective morpheme selectively constraints the
qualia roles of the noun morpheme. Generally, when the adjective morpheme modifies the formal role or the
constitutive role of the noun morpheme, a noun needs to be added in the proces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When
the adjective morpheme modifies the agentive role, the telic role or the conventionalized attribute, a verb needs to
be added. Furthermore, both qualia structure and conceptual blending contribute to the meaning construction of
adjective-noun compounds. If an adjective morpheme activates more than one qualia roles or qualia values, there
will be polysemy or ambiguity.
Key words: adjective-noun compound; meaning construction; Generative Lexicon Theory; qualia structure;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1 引言
国内外形名组合、形名复合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形名语义关系的类型上，常用转换的方
法，歧义问题一直是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和重点。最新的研究引入了生成词库理论（Generative
Lexicon Theory）中的物性结构（qualia structure）
。总的研究趋势是越来越倾向于形名语义
的双向选择和互动。
1.1 国外形名组合的语义研究
Admoni[1] 认为形名组合中的形容词与名词的核心关系实质上是两个事物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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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jung[2] 发现这类形容词在词典中被定义为包含一个谓语动词和补足语的命题模式，可归纳
为 7 种定义模式。如 polar bear 指的是“在北极生活的熊”
，形容词与名词之间是空间关系。
[3]
Vendler 探讨了形容词与其所修饰的主词是如何建立连接的，归纳了 8 种形名语义关系的转
换句式，如：1）AN——N wh... is A，这类形容词包括 red、fast 等，以 red 为例，a red pen
的意思是 a pen which is red；2）AN——N wh... is A to V，easy 就属于这类形容词，an easy
problem 的意思是 a problem which is easy to solve。Aarts 和 Calbert[4]认为大多数形名组合都
是述谓结构（predicate structure）
，如 angry man 表示“man (who) experience anger”
。其中的
述谓关系可归为 13 种，如 have（clever man）、experience（tired reader）
，show（kind face）
、
[5]
time（hot weather）
、space（bright canyon）
、causal（angry behavior）等。Warren 提出了形
名组合的 5 大语义类型关系（共计 15 小类），如整体-整体、整体-部分、因果、比较等。
歧义问题一直是形名组合研究中的一大难题。比如，old friend可能指“年老的朋友”，
也可能指“很长时间的朋友”。Siegel[6]主张形容词分析法，认为是形容词造成了歧义。按
照这一方法，aged friend和former friend都没有歧义，因为aged是谓语形容词（predicative
adjective），former是定语形容词（attributive adjective）。Old friend有歧义是因为old是双料
形容词（doublets），既可以做谓语形容词，也可以做定语形容词。Larson[7]则主张名词分析
法，认为是名词造成了歧义。old friend有歧义是因为friend既指一个个体，也指“做朋友”
这个事件。Justeson和Katz[8]注意到对多义形容词的解歧需要用到与之相配的名词语境，因
为多义形容词的不同意义在具体语境中与具体名词同现。
生成词库理论[9]用选择性约束（selective binding）这一语义生成机制来解释形名组合的
语义建构：形容词有选择地约束名词物性结构中的某个物性角色值（qualia value）。如图1
所示，在large carved wooden useful arrow（又大又有用的木雕箭）这个词组中，large（大）、
carved（雕刻的）、wooden（木头的）、useful（有用的）四个形容词分别与arrow（箭）
的形式角色（formal role）、施成角色（agentive role）、构成角色（constitutive role）和功
用角色（telic role）相联系，说明箭的大小、产生方式、材料和用途。

图 1 形容词对物性角色的选择性约束

物性结构描写词项所指对象的外形特征、由什么构成、怎么产生以及有什么用途，分别对应
形式角色、构成角色、施成角色和功用角色。具体说来，形式角色描写事物在更大的认知域
内区别于其他对象的属性，如形状、方位、大小等；构成角色描写事物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
关系，如重量、材料、组成成分等；施成角色描写事物是怎样形成或产生的；功用角色描写
事物的目的（purpose）和功能（function）。除了上面 4 种物性角色，最近规约化属性
（conventionalized attributes）也被纳入广义的物性结构。规约化属性指事物的典型特征，主

要是与事物相关的常规活动等。比如“叫”是“狗”的规约化属性，“消化”是“食物”的
规约化属性 [10] [11]。物性结构实际上是语言中结构化的世界知识，将一些重要的概念知识纳
入到了词汇表征（lexical representation）中。
Paradis[12]从选择性约束的角度，以 absolute、awful、complete 等 10 个词为例，研究了
与增强型形容词（reinforcing adjective）组合的名词的语义特征，以及这类形容词解读中的
结构制约。张辉、范瑞萍 [13]认为形名之间的关系不是事先存储好的，而是一种在线解释和
推理相互作用的过程，提出了将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和物性结构理
论结合的杂合分析模式。并以 red pencil、fast car 和 fake gun 为例，利用这一模式，分析了
不同语义类型的形名组合意义建构的动态过程。从而证明了形容词心理空间和名词心理空间
之间的概念整合是由名词物性结构中的 4 个物性角色帮助建立和完成的。
1.2 国内形名组合与形名复合词的语义研究
吕叔湘 [14] 最早从词和句转换的角度研究偏正式复合名词内部语义关系，他认为“形+
名”与“名+形”有转换关系，如“高山”—“山高”，只是整个词组的意义都特殊化了，
如“甘草”不是任何“甜的草”
。关于形名组合的语义关系，刘丹青 [15]采用“句式变换法”
和“词语增减法”
，根据转换语法中深层与表层的划分理论，研究了双向和单向形容词与名
词的同现规律，进而提出了 4 种形名语义关系：属性拥有者、属性的方面、属性的外在体现
者、属性的导致因素。刘叔新 [16]坚持纯语义角度的研究，认为复合词结构只是词汇性质的，
没有句法性，主张侧重复合词内部语素间的语义关系研究。比如，他将质限格（定中）分为
领属（如“国土、车轮”
）和定性。又把定性分为定质量（如“劣品、钢板”）
、定功能（如
“耕牛、花篮”
）和定形态（如“恶相、美人、红果、方桌、通途、暗洞”）三种。
关于形名组合的个案研究有：祁峰 [17]沿着形名双向选择的思路，基于语料库考察了单
音节性质形容词直接修饰名词的现象；左双菊 [18]以“老/旧+N”为例研究了形名组配的语义
互动性，指出形名匹配的基础是语义兼容；陈青松 [19]在小句语境下考察了形容词和名词构
成粘合结构的条件和类型；赵春利 [20]从语义和句法两个角度研究了现代汉语性质形容词与
名词的组合规律及；赵雅清、储泽祥 [21]将语义特征定义为语义接口，从语义对接的角度以
“高/深+N”结构为例分析了形名之间的语义组配过程及其制约因素。
汉语方面基于物性结构的研究有：宋作艳 [22]对形名搭配中一价名词的隐含做了研究，
如“花白的头”中隐含的“头发”是“头”的构成角色；宋作艳 [23]从事件强迫的角度分析
了隐含谓词的形名结构，如“舒服的椅子”中隐含了“椅子”的功用角色“坐”；李强 [24]
考察了语义上并不直接相关的两个成分能够组合在一起的原因和动因，以及这个组合的语义
分析和识解过程。
综上，形名组合（复合词）的语义建构与形名都有关系，基于物性结构的选择性约束很
好地体现了这一点。物性结构只提供静态的概念知识，形名的语义建构则是动态的，还需要
概念整合才能实现。物性结构和概念整合互为补充，一个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知识，一个提
供语义建构的机制，从而使形名的语义建构更加形式化，具有可操作性。[13] 这种杂合模式
非常有启发性，
但尚未涉及形名复合词，基于物性结构的复合词研究主要涉及名名复合词 [25]
[26] [27]
。且目前的研究多是举例式，并未进行大规模语料的统计和分析。鉴于此，本文以
HowNet 词典（2000 版）为语料来源，人工选取可作为研究对象的双音节形名复合词，排除
了方言词、文言词和无法分析构词理据的词。每个义项列一个词条，共得到 1174 个形名复
合词。之后，我们标注了每个词条的物性修饰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统计分析。

2 形名复合词的物性修饰关系
根据选择性约束的观点，形语素有选择地约束名语素的不同物性角色，修饰名语素的不

同方面。这种修饰有时是直接的，在语义理解时不需要补充额外词，我们称之为“一级修饰”。
有时是间接的，在语义理解时需要补充额外的名词或动词，根据补充词语的数量多少，分为
“二级修饰”和“三级修饰”
，我们统称之为“多级修饰”。“二级修饰”是跨一级的语义传
递，
“三级修饰”是跨两级的语义传递，很少见。
在我们考察的复合词中，
“一级修饰”
（即直接修饰）的复合词有 13 个：
“低价”
“低温”
“高温”
“恒温”
“高龄”
“低压”
“高压”
“雄风”“雄姿”“苦味”“咸味”
“香味”“美貌”
。
[28]
其中的名语素来源于一价名词中的属性名词（property noun） ，如“温度”
“年龄”
。其它
的都是多级修饰（间接修饰）
，共有 1161 个，下面我们根据形语素修饰的物性角色对其进行
分类分析。
2.1 物性修饰关系
形名复合词的物性修饰关系有 5 种：形式修饰关系、构成修饰关系、施成修饰关系、功
用修饰关系和规约化修饰关系。分别指形语素修饰名语素的形式角色、构成角色、施成角色、
功用角色或规约化属性。表 1 显示了 5 种修饰关系的比例 ①，其中，形式修饰关系最多，接
近一半，其次是功用修饰关系。
表 1 语料库中 5 种物性修饰关系的分布情 况
物性修饰关系
具体数值/比例
1161/100%

形式

功用

施成

构成

规约化属性

505/43%

343/30%

185/16%

105/9%

23/2%

形式修饰关系中常见的形语素有：“苦”“甜”
“酸”
“香”“长”
“大”“短”“平”“曲”
“软”“硬”“斜”
“直”“红”“白”
“黑”等。如“苦瓜”中“苦”指的是“味道苦的瓜”，
“苦”实际修饰的是“瓜”的“味道”，而不是“瓜”
。隐含的“味道”是“瓜”的形式角色，
在语义建构中需要补出来。根据形式角色的具体值，形式修饰关系可以分 3 小类：颜色、外
在形式和抽象属性。分别如：
“赤豆”“黑板”
“乌云”；“薄板”“扁虫”“大饼”
“小腿”
“尖
刀”
；
“苦瓜”
“甘露”
“笨人”
“蠢材”
“懒人”
。
功用修饰关系中，形语素并不是直接修饰名语素本身所表示的事物，而是其功用，在语
义解读时需要补充表功用的动词。形语素是对名语素所表事物的功用或目的的评价，常见的
相关形语素有“好”
“坏”
“庸”
“废”“次”“假”“难”“便”
“美”
“佳”等。如“好手”是
指“精于某种技艺的人”
，也就是做某事做得好的人，
“做饭的好手”是就“做饭”而言的。
“庸医”在词典中的解释为“医术低劣的医生”，形语素“庸”不是直接修饰名语素“医”，
而是修饰名语素“医”的功用角色“治病”
。
“废品”的词典释义为“破的、旧的或失去原有
使用价值的物品”
，形语素“废”选择性修饰名语素“品”的功用角色，在具体解读时需要
补充一个具体的动词的“使用”类动词。如“锅”不能“做饭”了，就会成为“废品”。
“假
币”是试图冒充“货币”来购买商品、实际上没有“购买”功能的东西。
“假”主要涉及“币”
的功能，虽然在材料上也可能有假。
施成修饰关系中，形语素不直接修饰名语素本身所表示的事物，而是与其产生方式有关，
在语义解读时需要补充表施成的动词。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补充的动词作中心语被形语
素做状语修饰。如“旱稻”的词典释义为“陆稻”
，即“干着种的稻”
，形语素“旱”实际修
饰的内容不是名语素“稻”
，而是名语素“稻”的施成角色“种”，形语素“旱”作状语修饰
补充的动词“种”
。相关的形语素有“草”
“旧”
“老”
“土”
“实”
“新”
“鲜”
“原”
“真”等。

①

含三级修饰的词会涉及两个物性角色，这里只统计第一级涉及的物性角色。

另一种是补充的动词作中心语被作补语的形语素补充说明。如“暴风”的词典释义为“猛烈
而急速的风”
，即“
（刮得）迅猛而急速的风”，
“暴”实际修饰的不是“风”所指的事物，而
是补充说明“风”的施成角色“刮”
。相关形语素有“草”
（草图、草案）
、
“糙”
（糙米）
、
“干”
（干贝、干酪）
、
“精”（精盐）等。
构成修饰关系中常见的形语素有“纯”
“净”
“肥”
“厚”
“清”
“全”
“杂”等。如“纯金”
中“纯”指的是“质地纯”
，形语素“纯”实际修饰的是“金”的“质地”这一构成角色，
并非直接修饰“金”
。直接受形语素“纯”所表示的属性值修饰的属性名词“质地”被隐含
了。类似的还有“纯利”
“稀粥”
“肥肉”“污水”等。
规约化属性描写事物的典型特征，主要是与事物相关的常规活动。如“稀客”的词典释
义为“很少来的客人”
，形语素“稀”选择性修饰名语素“客”的规约化属性“来”
。
综上，形式修饰关系和构成修饰关系在语义建构的过程中常常需要补充名词，这个名词
通常是是表属性的一价名词。施成修饰关系、功用修饰关系和规约化修饰关系在语义建构的
过程中常常需要补充动词，这个动词是中心名语素的施成角色、功用角色或规约化属性。其
中形式修饰关系和构成修饰关系两者和占间接修饰总数的 52%，施成修饰关系、功用修饰
关系和规约化修饰关系的和占间接修饰总数的 48%，说明在具体语义建构时，补充名词的
情况和补充动词的情况大致相当。
2.2 三级修饰
个别词在解读时需要补充两个名词，我们称之为“三级修饰”。三级修饰只涉及形式和
构成两种物性修饰关系。具体来看，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三级修饰中的每一级修饰涉
及形式角色的不同值。例如，
“丽人”意为“美貌的女子”，“丽”实际修饰的是“女人的容
貌”
，并非“人”
。
“容貌”和“性别”都是“人”的形式角色，需要在语义建构时补出。类
似的还有“美人”
“佳人”
。第二种，三级修饰中每一级修饰涉及不同物性角色。例如，“黑
人”意为“黑种人”
，指的是“肤色黑的人”。
“黑”实际修饰的是“人的肤色”
，并非“人”
。
“皮肤”是人的构成角色，
“颜色”是皮肤的形式角色，都被隐含了，在语义建构时需补出。
2.3 语义类和物性修饰关系
物性结构之于名词，就像论元结构之于动词。物性结构决定了名词的语义，就像论元结
构决定了动词的语义 [29]。基于物性结构，生成词库理论区分了自然类（natural type）和人
造类（artifactual type）名词 [30] [31]：
1）自然类：只与形式角色和构成角色相关的概念。例如：兔子、石头、树、女人。
2）人造类：与功用角色和/或施成角色相关的概念。例如：刀、啤酒、医生、老师。
两类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后者具有“意向性”（intentionality），融入了人的意图和目的。
表 2 语义类与物性修饰关系
物性关系
形式

构成

施成

功用

规约化属性

人造类 736/63%

248/34%

84/11%

128/17%

268/36%

8/1%

自然类 396/34%

246/62%

20/5%

48/12%

68/17%

14/4%

不确定类 29/2%

11/38%

1/3%

9/31%

7/24%

1/3%

语义类

从表 2 可以看出，形名复合词的语义类和物性修饰关系具有相关性：人造类在形名复合
词中占了近三分之二，其中功用修饰关系最常见，其次是形式修饰关系；自然类形名复合词
中，形式修饰关系最多。在形语素和名语素的 5 种物性修饰关系中，都同时涉及人造类、自

然类、不确定类的情况，其中以人造类和自然类居多；在形语素修饰名语素的构成角色、施
成角色、功用角色时，人造类远多于自然类，约为自然类的 3-4 倍；在形语素修饰名语素的
规约化属性时，自然类多于人造类；在形语素修饰名语素的形式角色时，人造类和自然类的
情况相差不大，人造类稍多于自然类。总的来说，人们对自然类名词的关注多集中于形式角
色，对人造类名词的关注多集中于功用角色，同时对形式角色的关注也很多。

3 从物性结构和概念整合看形名复合词的语义建构
概念整合[32] [33]是匹配两个输入空间（input space）
，并利用这两个输入空间的共享结构
所构成的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有选择地将这两个输入空间的内容投射到合成空间
（blend space）中去。整合是创建心理空间之间的连接网络的过程，通过心理映现或投射来
实现。形名复合词的语义建构就是物性结构和概念整合共同作用的结果：形语素和名语素各
自的概念结构是两个心理输入空间，物性结构为两个输入空间的映现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
进而唤起二者之间有选择的投射，两个输入空间中的某些成分有选择地被投射到新的整合空
间中去。选择名语素的不同物性角色导致概念整合网络中不同映现关系的产生，从而产生形
名复合词语义建构的不同方式。形容词的多义性和形名复合词的多义性（和歧义性）最能说
明物性结构和概念整合的作用，下面做具体分析。
3.1 从物性结构和概念整合看形容词的多义性
从物性结构和概念整合的角度看，形容词（形语素）的多义性实际上是同形的形语素可
以激活不同名语素中的不同物性角色或同一物性角色的不同值，从而整合出不同的概念空
间。以“白”为例，
“白”在“白板”“白布”中指的都是“颜色白”
，形语素修饰名语素的
形式角色，即颜色。概念整合过程如图 2 所示，名词心理空间中的点代表名词的物性角色：

图 2 “白板”
“白布”的概念整合过程

“白”在“白饭”
“白卷”
“白水”中指的是“没有添加什么东西的”，可以理解为“纯
的”
。具体来看，
“白饭”
“指不加菜、糖等做成并且不就菜吃的米饭”，“白卷”指“没有写
出文章或答案的考卷”
，
“白水”指“白开水，不加茶叶或其他东西的开水”。②形语素“白”
修饰名语素的构成角色，二者是构成修饰关系，在语义解读时需要补充一个名词指名语素的

②

文中的释义均引自《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

构成。概念整合过程见图 3：

图 3 “白饭”
“白卷”
“白水”的概念整合过程

总体来看，形语素“白”的多义实质上是可以激活不同名语素的不同物性角色，形名之
间的物性修饰关系不同。当“白”激活名语素的形式角色时，可以理解为“颜色白”；当“白”
激活名语素的构成角色时，可以理解为“没有添加什么东西的”。整合过程中选择的物性角
色不同，投射产生的合成空间自然也不同。从这个角度看，形名其实是相互选择、约束，共
同呈现彼此的语义。类似的，
“大”与不同的名语素组合，也会呈现出不同的语义，是因为
激活了不同名语素的不同物性角色或同一物性角色的不同值。“大”可以激活不同名语素形
式角色中的不同值，因而可以理解为“
（面积/体积/年龄）大”，如“大饼”
“大姑”；当“大”
激活名语素的构成角色时，可以理解为“整个的、整体的”，如“大局”
；当“大”激活名语
素的施成角色时，可以理解为“动作的程度大”，如“大风”（刮得猛烈的风）
。
3.2 从物性结构和概念整合看形名复合词的多义性
当同一名词的不同物性角色或相同物性角色的不同值被激活时，概念整合会建构出多个
合成空间，复合词表现为多义。
首先探讨因为物性修饰关系不同而造成的多义。
“巨浪”是形式修饰关系，
“巨”是就尺
寸而言的；
“巨资”指“大量的钱财，巨额的资金”，是构成修饰关系，“巨”是就数量而言
的；
“巨头”指“有较大势力、能左右局势的人”，“巨子”指“在某方面卓有成就、有声望
的人物”
，都是功用修饰关系，
“巨”是就其功用而言的。
“巨”的多义缘于可以激活不同名
语素的不同物性角色。
“巨人”的多义则缘于可以激活同一语素“人”的不同物性角色。
“巨
人”有三个意思：1）身材高大异于常人的人；2）童话里指比一般人高大，而往往有神力的
人物；3）指有巨大影响和贡献的人物。前两个意思都是形式修饰关系，
“巨”是就尺寸而言
的；第三个意思则是功用修饰关系，
“巨”是就功用而言的。其实，
“神力”也表现了一定的
功用义。
“巨星”也是多义的，既指“光度大、体积大、密度小的恒星”，也指“在某一方面
有成就、影响大的人物”
。这两个意思分别表现为形式修饰关系和功用修饰关系。再以“老
+N”为例。
“老农”指“年老而有农业生产经验的农民”
，同时存在两种物性修饰关系。也
就是说，形语素“老”可以同时激活“农”的形式角色“年龄”和功用角色“从事农业生产”。
“老农”实际上不是多义词，而是兼有两种意思，两种角色同时被激活，被整合到了一个概
念空间中。概念整合过程如图 4 所示：

图 4 “老农”的概念整合过程

“老伴”
“老汉”只有形式修饰关系，其中的“老”只有表“年老”的意思；
“老手”
“老兵”
则只有功用修饰关系，
“老手”指“对某事富有经验的人”，
“老兵”指“入伍久的兵”
，其中
的“老”只有表“做某事时间长”的意思。词组“老司机”中的“老”也是这个意思。
“农”
“手”
“兵”
“司机”的共同特点是都指专门做某种事的人，都是凸显功用角色的人造类名语
素或名词。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多义性不只是形容词或名词的问题，而是二者双向选择、整
合的结果。
物性修饰关系相同，但物性角色值不同也会导致多义。以“红笔”为例，
“红笔”通常
指“笔芯”是红色的笔。而实际上，在一定的语境下，
“红笔”也可以指“笔帽”
“笔壳” “笔
水”等是红色的笔，三者都是“笔”的构成角色，而“颜色”又是这些词的形式角色，这里
存在三级修饰。物性角色本身又有自己的物性结构，隐含的名词是“笔”的某个构成角色和
这个构成角色的形式角色“颜色”
。与前文的例词不同，“红笔”不是一个典型的“词”
，而
是介于“词”与“词组”之间，因此它的意思更依赖于语境，语义的建构更具有动态性。准
确地说，具有歧义性。其概念整合过程见图 5：

图 5 “红笔”的概念整合过程

4 结语
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本文主要探讨了形名复合词中的物性修饰关系。研究发现，
形式修饰关系最多，其次是功用修饰关系，然后是施成修饰关系，再次是构成修饰关系，最
后是规约化属性修饰关系。当形语素修饰名语素的形式角色或构成角色时，语义建构时常需
要补充名词；当形语素修饰名语素的施成角色、功用角色或规约化属性时，语义建构时常需
要补充动词。物性修饰关系存在一级修饰、二级修饰和三级修饰。物性修饰关系与复合词的
语义类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自然类多是形式修饰关系，人造类多是功用修饰关系，形式修饰
关系也不少。
形名复合词的语义建构是形、名语素建立不同物性修饰关系并加以整合的结果。形容词
（形语素）的多义和形名组合（复合词）的多义（歧义）现象都可以由此得到新的解释：前
者是因为可以激活不同名词的不同物性角色或同一物性角色的不同值，后者是因为可以激活
同一名词的不同物性角色或同一物性角色的不同值，从而整合出不同的概念空间。有时，两
种角色可以被同时整合到一个概念空间中，显示了形名语义选择的双向互动性。
物性结构和概念整合理论的结合为形名复合词的语义建构提供了可操作的形式化模式，
为多义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与前人的研究相比，本研究还考虑了基于物性结构的语义
类在语义建构中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为语义更透明的形名词组的语义建构和自动释
义奠定基础，提供参考。目前关于物性结构到底有几种物性角色，每种物性角色到底包含哪
些内容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在物性修饰关系的分类上可能还存在一些有争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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