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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二语教学领域词义标注语料库的研究及构建 
王敬，杨丽姣，蒋宏飞，苏靖杰，付静玲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北京市 100875）
摘要：汉语二语教学领域，词汇教学在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中多义词又是词汇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本
研究通过分析三部经典领域词表，选取了 1181 个重点多义词，以《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为标注体系，制
定了适合实际标注的多义词标注规范和形式，在 197 册经典汉语二语教材上进行了多义词词义标注，构建了一
个规模约 350 万字的面向汉语二语教学领域的词义标注语料库，并在此基础上对 1811 个多义词、4323 个多义
词义项进行了计量统计，分析了多义词不同词义的出现情况及其分布规律。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汉语二语教学，
开发了语料库检索系统，设计并实现了了多义词义项的查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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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of a Word Sense Annotation Corpus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Wang Jing1 , Yang Lijiao1 , Su Jingjie1 , Fu Jingling1
(1.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n field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word teaching is very important, in which polysemous
word teaching is harder and more important. By researching 3 classical word tables in this field, this paper selected 1181
polysemous words, and employed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as the semantic system, and set out a tagging specification
and form for practical annotation. The author tagged 1181 words on 197 classical Chinese textbooks and built a word
sense annotation corpus including over 3.5 million characters. Based on the corpus, 1811 polysemous words and 4323
word senses was counted for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word sense distribution. In order to offer comprehensive reference
for this field, a retrieval system of corpus was developed, which can search for polysemous word senses.
Key words: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corpus；polysemous words annotation

1 引言
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主要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教学，词汇教学在其中占有极为重要
的地位。李如龙，吴茗（2005）认为学习语言，词汇是基础，词汇体现了语音的结构和变化，组
成语句又体现了种种语法关系，词汇教学的效果直接影响着留学生汉语的整体水平。其中多义词
的教学又是词汇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如何识别文本中多义词的词义也一直
是一个重要课题，词义消歧任务最早与 1950 年作为机器翻译的一个任务被提出。随着语料库语
言学的兴起，语料库开始在无论是汉语二语教学领域和自然语言处理领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因此需要建立一个高质量的多义词词义标注语料库。
词义标注语料库是指，根据某个词典对多义词各个义项的定义，在真实语料上标注多义词的
正确义项。Leech（1993）指出词义标注是最实用的语义标注。词义标注语料库是机器翻译、信息
检索等自然语言处理系统的基础性资源，在语言研究、词典编纂等方面也有重要应用。例如，
Sinclair 等（1991）提出在 COBUILD 词典编纂中利用词义标注语料库统计得到词义频率信息编排
义项。
词义标注语料库已经经过了十几年的建设，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都有了自己的词义标注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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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目前已经建设的词义标注语料库主要以采用词义知识库 WordNet 为主，著名的有 SemCor 语
料库、SenseVal 语料库和 DSO 语料库等。采用传统语言词典进行词义标注的语料库数量很少，不
成规模。
汉语的词义标注语料库建设起步较晚，主要有北京大学汉语词义标注语料库（Chinese Word
Sense Tagging Corpus, STC ） 。该语料库由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建设，所选语料是 2000
年 1～3 月和 1998 年 1 月的人民日报，共计 642 万字，所用词典是该所开发的《现代汉语语义词
典》
。该语料库标注了 966 个多义名词和动词的义项。其中名词 794 个、动词 168 个（金澎，2008）；
肖航（2009）将新加坡国立大学“华文教材语料库”中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作为语料库，选择传统
语言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作为词义体系，对该语料库添加词义标记，该语料库
总字数约为 200 万字。
目前，国内的面向汉语二语教学的语料库主要集中在中介语语料上，例如，北京语言大学开
发的“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
，中山大学开发的“汉字偏误标注的汉语连续性中介语语料库”
、南
京大学开发的“外国留学生汉语口语纵向语料库”和“美国学生汉语作文纵向语料库”，中介语
语料库主要是对语料进行字、词、句的偏误标注等。
但是国内目前还没有专门的面向汉语二语教学的词义标注语料库，因此本文选取《现代汉语
词典》
（第六版）为标注词典，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作为补充，在汉语二语教材语料库上进行词
义标注，在标注实践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词义标注体系，规范了词义标注标准，并
对标注结果进行了数据分析和统计，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个多义词词义检索系统。本研究弥补了
汉语二语教学领域语料库类型单一的缺陷，并填补了汉语二语教学领域的基于语料库进行词义研
究的空白。

2 标注语料及多义词选择
2．1 标注语料
本研究使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开发的汉语国际教育动态语料库 1 中的外
汉语教学领域经典教材部分，包括经典教材 58 套，共 189 册，约 350 万字（含字母、数字
和汉字），12 万句。图 1 是教材信息库的部分截图：

图 1 汉语二语教材语料库教材信息库
动态语料库在采集教材时充分考虑了教材类型、适用水平、出版年代、影响因子等属性
特征（杨丽姣，2015）。所选教材分别从出版年份、学习者适用年龄、学习者汉语水平以及
教材性质、教材类型、适用课型等方面做了考虑。所有教材均是 1989 年到 2012 年共 21 年
间的典型教材，学习者的使用年龄覆盖到儿童、小学、中学和成人，学习者的汉语水平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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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动态语料库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和汉语文化学院共同建设，主要收录对外
汉语教学领域经典教材和新 HSK 样卷文本语料，并提供多层次的语言信息标注，目前规模约 14 万句，240
余万词次。

零基础、初级、中级到高级水平，适用课型包括口语、听力、阅读、写作和综合课型，这些
教材大部分是用来教授语言技能的，一小部分是医学汉语和商务汉语。
2．1 多义词的选取
本研究所说的多义词是广义概念下的多义词，即同一词形具有多种词义可能的均视为多义
词。从词义标注和词义消歧角度来说，机器无法只从词形上判断两个词形相同的词是否为两个不
同的词，这对留学生来说是一样的，因此采用广义多义词概念更适用于词义标注和汉语二语教学。
语料库词义标注根据标注词的不同，可分为部分词词义标注和全词（all-words）词义标注两
种类型。本文的研究是部分词词义标注，选取了 1181 个多义词进行标注。这 1181 个多义词来自
《新汉语水平考试大纲 HSK 词汇》（2009）、《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子词汇等级划分》
（2010）、
《1700 对近义词语用法对比》，我们将这 1181 个多义词成为多义词词义标注词表（以
下简称词表）。
词表中双音节词占多数，共 812 个，单音节词占少数，共 517 个，多音节词最少，只有 8 个。
词表中多义词音节数和多义词的 HSK 等级分布如表 1 所示：
表 1 词表多义词音节数和 HSK 词汇等级分布情况
HSK 等级
1级

双音节词

单音节词

多音节词

总计

14

41

0

55

2级

18

47

0

65

3级

66

49

2

117

4级

135

61

1

197

5级

222

91

2

315

6级

296

35

2

333

超纲

50

48

1

99

总计

801

372

8

1181

3 标注体系的选择
语料库词义标注在语义体系和词典资源的选择上有多种不同做法，主要包括传统语言词典
（例如《辞海》《现代汉语词典》）、语义词典（例如《同义词词林》）、用于信息处理用的词义知
识库（例如 WordNet、HowNet）等（肖航，2010）
。本文选择在释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使用最
为广泛的《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
》作为词义体系。《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是汉
语语言研究、研究教学等使用最为广泛的词典。
《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
》对词义和语素义进行了区分。图 2 是《现汉》对多义词“白”
的释义。图 2 中“白”的义项⑴、⑶、⑹、⑺、⑽和⑾是词义，而⑵、⑷、⑸、⑻和⑼是语
素义。符淮青（2004）指出为了分析多义词不同义项的意义，首先要区分词义和语素义，词
义能作为词独立运用，语素义只能存在于它所构成的词和固定结构中。词典对词义和语素义
的区分，便利了语料库的词义标注和计算机的词义消歧。因为计算机词义消歧的输入（通常
情形下）是经过了词语切分，因此真正成为消歧对象的是词义，而语素义则可以在词语或固
定组合中自动得到消解（吴云芳、俞士汶，2009）。因此我们在进行多义词词义标注时，只
标注词义，不标注语素义。

图 2 《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对多义词“白”的释义

4 多义词义项标注实践
4．1 标注形式
对于一个包含 n 个义项 S 的词 WORD，它在一定的上下文中被标注上词义 WS，其标注
形式为：
@DUOYI_WORD/POS#WS（WS = Si、MH、UN）
其中，WORD 代表一个词，@DUOYI 表示这个词需要进行多义词义项标注，POS 是这个
词的词性，WS 是这个词在其所在句子中的词义（WS 的取值将在下文说明）词性和词义用#
隔开。
肖航（2010）从为语料库标注多义词词义的实践来看，词典普遍存在词义可区分性不足
的情况，根据对《现代汉语词典》的分析，他认为词典中多义词的义项之间存在重叠、相离、
包含等关系。本文根据该文献，以及在多义词词义试标注过程中的实践，对多义词在词典中
的义项和语料中的义项进行了形式化的表示，如下：
假设一个多义词在词典中一共有 n 个义项，则其第 i 个义项就表示为 Si（i=1,2,3...n）。
其中，词义 WS 和义项的关系有几种形式：
1、义项 i 可以准确表示词义，则 WS = Si；
2、义项 i 无法准确表示词义，则 WS = MH，其中 MH 的取值有三种：
A 义项 i 和义项 j 的交集表示词义，则 MH = Si+Sj；
B 义项 i 和义项 j 共同表示词义，但是义项 i 包含义项 j，则 MH = Si >> Sj；
C 义项 i 或义项 j 表示词义，则 MH = Si|Sj；
3、无法为语料中的多义词找到合适的义项，则 WS = QS，QS 的取值为：
A 义项 i 释义过窄，则 QS = SiB 合适的没有义项，则 QS = addS(n+i) （其中，QS 参照《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进
行义项补充）
4、义项 i 是语素义，无需进行标注，则 WS = UN（无需标注）
4.2 标注方式
多义词标注采用机器和人工结合的方式进行。首先进行机器标注，再进行人工标注。机
器标注是对多义词中可以通过词性决定词义的义项进行标注，例如：“安定”这个词，凡是
词性是形容词的都选择义项①，凡是词性是动词的都选择义项②。

【安定】

①_【形】（生活、形势等）平静正常；稳定：生活～|情绪很～|～的社会秩序。
②_【动】使安定：～人心。

为了保证多义词词义的标注质量，我们组织了 20 名语言学及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
参与人工标注，标注人员经过培训和试标注检验合格后，进入正式标注。标注结果需要经过
2 次人工校对，存疑处由专家讨论确认。如上文所述的词典中存在的义项重叠、相离、包含
等关系，也在标注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词表修订，以使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具体工作可以分
为以下几个步骤：
步骤 1. 对语料进行分词和词性标注；
步骤 2. 对分词和词性标注记性人工校对；
步骤 3. 对可以通过词性决定词义的义项进行机器标注；
步骤 4. 对剩余的多义词进行人工标注；
步骤 5. 对标注了 MH 和 QS 的义项进行讨论并修订词表；
步骤 6. 根据更新的词表修订标注结果；
步骤 7. 初次校对多义词词义标注结果；
步骤 8. 终校标注结果，收集讨论结果，确认标注词表；
为了方便进行人工标注，我们开发了辅助词义标注的工具，该词义标注工具的界面如图 3
所示：

图 3 多义词词义标注工具
该软件将多义词词义标注词表加载于其中，通过点选的方式对每个词进行词义标注。
4．3 标注过程中特殊语言现象的处理
在多义词词义标注过程中，会涉及到很多特殊语言现象，需要有一定的规范对这些现象
进行统一处理，才能对多义词进行标注。
1. 多义离合词的处理：多义的离合词在没有分离时和普通的多义词一样进行标注，当
离合词分离之后，只对分离出来可以单独成词的那一部分进行标注，不成词的部分不进行标
注，另外，可离合的趋向动词在分离后都不进行标注。
表 2 多义离合词的标注规范及示例
离合情况

标注规则

实例

不离合时

正常标注。

1. 父亲/n 是/vl 一/m 个/q 胖子/n ，
/w @DUOYI_ 走 /v# ① @DUOYI_ 过 去
/vd#[3]-① 自然/d @DUOYI_要/vu#[2]-

⑧ 费事/v 些/q 。/w
分离时，两个部分
都可单独成词

两个部分单独进行标注。

2. 他/r 上班/v 时/nt 完成/v @DUOYI_
工作/n#③ ，/w @DUOYI_下/v#[1]-⒆
了/u @DUOYI_班/n#② 就/d 闲着/v 。
/w

分离时，一个可单
独成词，一个不可

可单独成词的部分，按照该词
进行标注，不可单独成词的部

单独成词

分，词性改为语素，并标注 UN。 /u#[3]-① 澡/g 以后/nd

分离时，两个部分
都不单独成词

词性修改为语素 g，并标注 UN。 4. 一些/m 人 /n @DUOYI_确实/d#②
替/v @DUOYI_你/r#① 帮/g 了/u 个/q

可离合的 趋向动

大/a @DUOYI_忙/g#UN
5. 便/d @DUOYI_回/v#[1]-③ @DUOYI_

两个词都不进行标注。

词分离时

3. 可 /vu @DUOYI_ 一 起 /d# ②
@DUOYI_ 洗 /v#[1]- ① @DUOYI_ 过

过 /g#UN @DUOYI_脸/n#① @DUOYI_
去/g#UN ，/w 不/d @DUOYI_再/d#①

理会/v 。/w
例 1 中，多义离合词“过去”没有分离，因此按照词典，将此句中的“过去”标注上词
义。例 5 中，多义离合词“过去”分离为“过”和“去”，那么此时就将它们的词性标注为
“语素 g”，并标注上“UN”表示无需标注。
2. 多义重叠词的处理：一个多义重叠词是否要进行标注，要看这个词的重叠形式是否
能拆分成独立的词，能拆分出独立的词就进行标注，不能拆分或拆分后不能独立成词就不进
行标注，是否拆分以《现汉》的收词标准进行判断，拆分规则如表 3 所示：
重叠形式 动词重叠
AA 式
AAB 式

表 3 多义重叠词的标注规则及示例
形容词重叠
量词重叠

数词重叠

走/v 走/v

慢慢/d 慢慢儿/d

个/q 个/q

一/m 一/m

跑/v 跑步/v

早早/d 早早儿/d
红/a 红/a 的/u

/

/

香喷喷/a

一/m 个/q 个/q

/

听/v 听/v 音乐/n
ABB 式

好好/a 的/u
雪白/a 雪白/a 的/u

ABAB 式

打扫/v 打扫/v

轻松/a 轻松/a

一/m 个/q 一/m 个/q

/

AABB 式

/

干干净净/a

/

/

5 多义词义项分布情况的统计和分布
按照上述步骤，我们将在 340 万字语料上进行 1181 个多义词的词义标注，并对这 1181
个多义词的义项标注数据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希望从中能够挖掘出其中的规律，并解释其中
的原因，希望对汉语教学尤其是教材编写提供一定的参考。
1.多义词义项复现情况统计
词表中共 1181 个多义词，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共包括 4213 个义项，平均
每个义项出现 3.57 次。在所有语料中，待标注多义词共 538159 词次，其中需要标注的多义
词共 537493 词次，无需标注的多义词共 666 词次。本文将每个义项出现的次数按照 100 的距
离进行了统计，其结果如图 4a)所示。

图 4a)

图 4b)
图 4 多义词义项在语料中的分布情况

从图中可以看出，出现次数在 100 以内的义项是最多的，为 2831 个，共占总义项的 78.70%。
其中出现次数排在前 10 位的词的义项分为别：在 1000 次以上的词分别为“在/p#⑦”
（20173 次）、
“你/r#①”
（18191 次）、
“有/v#①”
（8796 次）
、
“和/c#[2]-③”
（7790 次）
、
“看/v#[2]-①”
（7288 次）、
“有/v#②”
（6664 次）
、
“能/vu#④”
（6180 次）、
“会/vu#[2]-⑤”
（5403 次）、
“把/p#[1]-⑾”（5124
次）、“什么/r#①”
（5079 次），其中，
“在/p#⑦”出现次数最多，为 20173 次。
再此基础上，本文又统计了出现次数在 1-100 次之间的义项，并以 10 为距离再次进行了统计，
其结果见图 4b)。其结果表示，出现次数在 1-10 的义项最多，一共出现了 1466 次，占总义项的
51.78%，并且随着出现次数的增加，义项逐渐减少。
随后，本文继续统计了出现次数在 1-10 次之间的义项，其结果如图 5 所示。

图 5 出现次数小于 10 的义项在语料中的的分布情况
这表明，所有义项中，出现一次的义项最多，为 370 个，占总义项的 25.44%。
2. 高频义项及低频义项的分布统计及分析
根据对多义词在真实语料下的词义情况分析，绝大部份多义词的义项频率分布是不均衡的。
具体表现为只有个别义项高频，其他义项低频，对义项进行义频的统计分析，可以反映出教材中
选择词义的状况，结合新汉语水平考试（HSK）词汇等级大纲中的词汇等级，可以为以后的编写
者提供客观的数据基础。以下的数据，本文只统计了 773 个复现次数在 100 次以上的义项。高频
义项及低频义项的统计如表 4 所示：

表 4 语料中高频及低频义项分布情况
频率阈值 总义
项数

义项总
占比

1 级义
项数

2 级义
项数

=100.00%
>=90%

35
189

4.53%
24.45%

3
16

1
21

>=80%

274

35.45%

25

>=70%

348

45.02%

<=30%

220

<=20%
<=10%
=0

3 级义
项数

4 级义
项数

5 级义
项数

6 级义
项数

超纲义
项数

7
41

12
59

10
42

0
4

2
6

30

64

77

63

5

10

33

38

75

105

78

5

14

28.46%

83

52

41

19

5

0

20

150

19.40%

70

36

24

7

0

0

13

90

11.64%

48

22

14

1

0

0

5

1367

/

87

113

118

227

364

312

146

从上表可以看出，当高频阈值设置为 70%时，有 45.02%的多义词义项是高频义项，并且当词
汇的等级是 4 级时，高频义项出现的最多。通过低频义项的分布可以看出，无论低频阈值设置为
30%、20%还是 10%，词汇等级是 1 级的词汇所包含的低频义项最多。
多义词义项频率分布的两个极端情况是：①一个多义词有多个词典义项但除一个 高 频 义
项 外其 他 义 项 不 出 现 ；②一个多义词中个别义项不会出现在语料中。
对于第一种情况，通过调查发现，共有 35 个多义词只在语料中出现了一个义项，其他义项
没有出现，并且这 35 个多义词只包括 2-3 个义项，除了出现的那个义项，剩下的 1-2 个义项基本
都是不常见义项。
在所有的义项中，一共有 1367 个义项没用出现在语料中，涉及到 699 个多义词，这 1367 个
义项所属词汇的 HSK 等级分布如表 5 所示：
表 5 词表中多义词的 HSK 等级分布

HSK 等级 双音节词 单音节词 多音节词 总计
1级
14
41
55
2级
18
47
65
3级
66
49
2 117
4级
135
61
1 197
5级
222
91
2 315
6级
296
35
2 333
超纲
50
48
1
99
总计
801
372
8 1181
通过分析语料，发现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该义项为其所在词的不常用义项，比如“扒”的第[2]-④个义项：烹调方法，现将原料煮
到半熟，再用油炸，最后用文火煮烂：～羊肉|～白菜。这些义项主要是方言义、文言文义等，通
过统计，这 1381 个义项中，共有方言义 63 个，文言义 24 个，口语义 11 个，旧时义 12 个，少
数民族用语 1 个，用作姓氏 180 个，统计 291 个；
2）多义词义项释义太窄，导致该义项的适用范围太小，比如：
“编辑”的第二个和第三个义
项：
“②_【名】做编辑工作的人”；
“③_【名】新闻出版机构中编辑人员的中级专业职称。”第三
个义项就是将义项限定的太窄，导致语料中出现“编辑/n”90%都都会选择义项②，只有在上下
文很明确的条件下，才会选择义项③；
3）语料的限制，因为语料是来自汉语二语教学的教材，有一部分语料是面向初中级的留学
生，一小部分是面向高级留学生，所以语料中出现的多义词的义项总是会集中在一些基本义或词
的最常用义。例如， 义项“把/p#[1]-⑾”就一共出现了 5000 多次，而其他词义基本上很少出现

或不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教材选词和词义的局限性，以及程度不均的词义复现率。

6 多义词义项查询功能的实现
通过系统的、大规模的语料标注实践，我们构建了一个面向汉语二语教学的词义标注语
料库。资源的开发需要面向实际的需求，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汉语二语教学及相关的研究工作，
我们对该领域的用户需求进行了分析，开发了语料库检索系统，并依此设计并实现了了多义
词义项的查询功能。图 6 不完全显示了多义词词表，通过词表可以查询某个多义词的义项。
如图 7 所示，在检索框中输入“阿姨”，会显示出“阿姨”这个词所包含的义项。点击“阿
姨”的义项 1，将会显示出义项 1 所包含的所有语料，如图 8 所示。

图 6 汉语国际教育动态语料库检索系统——多义词检索功能

图 7 多义词“阿姨”的检索结果

图 8 标注了“阿姨”义项 1 的语料详情
如图 8 所示，
“阿姨”的义项 1 共包含 13 条语料，在所有包含“阿姨”的中占比 7.34%。
当点击第一条语料时，会显示出这条语料的详情，包括该语料的来源、词性标注信息、多义
词标注信息，以及该语料所包含的语法点信息。

7 结论
多义词是汉语二语教学领域词汇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本文根据三张经典领域词表，筛
选出 1181 个重点多义词，在 197 册经典汉语二语教材上，以《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为
标注体系进行了标注，制定了一套多义词标注规范和形式，构建了一个包含约 350 万字的面
向汉语二语教学的词义标注语料库。在该语料库上，本文对 1181 个多义词及其 4323 个多义
词义项进行了数量统计，分析了多义词义项复现情况、高频及低频义项分布情况及其规律。
并在此基础上研发了一个原料库检索系统，实现了多义词词义查询功能。
基于上述研究工作，我们希望从一下几个方面做出尝试，以改进和提升现有的资源，并
探索新的应用空间：第一：扩大语料库规模，目前语料库仅包含汉语二语教学领域的教材语
料，并未包含真正的母语语料，希望以后的工作中能够加入一些新闻语料、网络语料等，使
语料覆盖更广；第二：加入更多的多义词，实现全词标注。因为人力物力有限，目前仅在语
料上实现了部分词标注，有很多多义词并没有被标注上；第三：在第二部的基础上，开展多
义词词义消歧研究，以节省人力，丰富现有的资源库建设维度和应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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