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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动词语义角色一直是国内外语言学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相关的语言资
源也在逐步构建。于汉语而言，国内大部分工作集中在语义角色标注上。该文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三元搭
配的动词语义角色知识表征形式，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语义角色分类体系。在该体系指导
下，对汉语动词进行了穷尽式地语义角色认定及相关知识加工，以构建汉语动词语义角色知识库。截至目
前，该工程考察了 5260 个动词，加工了语义角色及引导词的动词数量为 2685 个，加工认定语义角色 430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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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semantic roles has always been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in the field of linguistics. Some
resources on the semantic relations have been constructed; however, most of the domestic researches on Chinese
word semantic relations focuses on the labeling. This paper proposes a novel structure, the ternary collocation, to
store the semantic relations with verbs at the core. The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a semantic rol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es, under which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semantic roles that can be assigned to the
arguments of a Chinese verb and related knowledge processing are carried out in an exhaustive manner to construct
the semantic role bank around Chinese verbs. So far, the project has examined 5,260 verbs. With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 described in the paper, the arguments of 2,685 verbs are assigned with 4,307 semantic r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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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动词一直以来是语法研究的中心及重
心。句子的理解也主要是围绕动词性成分与
其周围所支配从属成分的句法语义关系展
开的。动词语义角色一直以来都是中外语言
学领域着重关注的研究对象。与此同时，在
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动词语义角色划分体系
及相关知识库的构建工作，也是许多学者持
续关注的研究重点。
构建动词为中心的语义角色知识资源

对于语言本体、教学及自然语言处理研究有
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该资源能够为语言
本体的动词句法语义研究提供数据支撑。另
一方面，于自然语言处理而言，其对语义角
色标注模型构建、复述技术及深层句法语义
分析任务等都有着重要的价值。结合具体应
用任务，该资源能够为信息抽取任务提供引
导性知识，部分解决歧义问题。对话及聊天
系统任务中，核心问题是能够对于用户问句
进行理解，并在知识库中进行答案搜索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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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生成合适的句子予以反馈。动词为核心
的框架性语义角色知识能够有效呈现句子
的核心框架，有效赋能句子理解和生成。
本文创造性地提出一种三元搭配的动
词语义角色知识表征形式，并在前人研究的
相关成果上，提出了一套语义角色分类体系。
在该体系指导下，以大规模语料为支撑，对
汉语动词进行穷尽性地语义角色认定、语义
角色实例提取及相关知识加工，以构建汉语
动词语义角色知识库。
本文的后续组织如下：第 1 节对动词语
义角色体系及知识加工相关研究现状进行
综述；第 2 节介绍了本研究确立的动词语义
角色知识表征形式及语义角色体系；第 3 小
节是对目前知识库构建进展情况的一个总
结；第 4 小节对知识库的呈现形式及其应用
进行了介绍；最后对全文工作进行了总结。

1

相关研究

1.1 动词语义角色体系相关研究
国外，动词语义角色分类体系的相关研
究按照其术语体系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主
要类型。一种是特思尼耶尔在《句法结构基
础》中提出的动词配价研究，根据动词所支
配名词成分，将动词分为一价动词、二价动
词和三价动词。另外一种主要是以菲尔莫为
代表的“格”语法的研究。菲尔莫在其著作
《
“格”辨》
（The case for case）中提出
了格语法。主要包括 6 种格：施事格、工具
格、客体格、处所格、承受格和使成格。有
[1]
学者 在对菲尔莫研究工作进行总结基础
上提出，
菲尔莫后期的格数量扩展到 13 个，
主要为 施事格、工具格、客体格、处所格、
承受格、感受格、源点格、终点格、时间格、
行径格、受益格、伴随格和永存格。还有一
种工作聚焦在语义角色的分类研究上。宾西
法尼亚大学构建 PropBank 时，定义了 20 多
个语义角色，其中核心的语义角色为 Arg0Arg5 六种。
国内动词语义角色的研究工作主要聚
[2]
焦在语义角色认定及分类上。袁毓林 界定
了汉语中常见的 17 种论元角色，并给出了
其宽泛的语义定义。主要包括:施事、感事、
致事、主事、受事、与事、结果、对象、系

事、工具、材料、方式、场所、源点、终点、
[3,4]
范围和命题。鲁川 则将格关系分为 7 大
[5]
类，22 小类。朱晓亚 界定了 14 种语义角
[6]
色关系。孟琮 在《动词用法词典》中从动
宾结构中名词宾语类别出发，划分出了 14 种
类别，其中提出了一种“杂类”的语义分类。
[7,8,9]
后续的学者
也在语义角色数量的认定
上有着不同的认识，在格的性质认定及分类
上做了一系列研究工作，总体上呈现出一种
“大框架稳定，小细节灵活”的面貌。然而，
对于语义角色的分类研究，鲜有结合具体应
用场景的落地化考虑。服务于知识库构建，
国内相关研究机构也定义了自己的语义角
色标注体系。山西大学建设的汉语框架语义
知识库（CFN）[10]定义了 31 种常用的动词
周边语义角色。董振东先生[11]构建的知网则
提出了事件内部语义关系总计为 83 类。
从调研情况看来，国内外学者都围绕动
词构建了相应的语义角色知识体系。各家的
分类数量有多有少，具体语义角色术语的使
用上有交叉也有差别。不同体系之间术语和
内涵的对应呈现出“名同实异”及“名异实
同”的特点。然而，过于细粒度的语义角色
划分体系中部分语义角色之间区分性不是
特别显著，给知识库构建者增加区分负担，
不利于大规模语言资源的快速构建。同时，
语义角色体系的构建需要面向具体的应用
场景，而非仅追求学理逻辑上的严密性，如
此才能够做到与领域问题的有效嫁接。
1.2 动词语义角色相关知识库构建现状
动词语义角色知识库构建的相关研究
可以根据其知识的形式分为两种主要类型。
一种是标注资源。国外较早进行语义角色知
[12]
识库构建的工作应属 U.C.Berkeley 基于
框架语义学理论开发的 FrameNet。该库选取
英语国家语料库进行标注，重点在于刻画每
个谓词的语义框架。然而，该工作定位为一
种标注工作，采用数据标注的方式来承载框
架语义知识，囿于标注语料规模及语体限制，
知识库的全面性及应用上的鲁棒性可进一
步提升。国内的语义角色标注树库主要有北
[13]
[14]
大依存树库 、哈工大依存树库 、
[15]
CPB(Chinese Proposition Bank) 、北大

中文网库等。另一种是词典资源，围绕具体
动词进行语义角色刻画。胡佛汉顿大学研究
[16]
组
基于语料库模式分析技术，建立了
PDEV(Pattern Dictionary of English
Verbs)。对英语中动词出现的常用语义模式
进行了总结归纳。该工作计划建立 5369 个
英文动词模式数据库，
目前已经完成 1364 个
动词模式和例句库的构建工作。北京大学中
文系袁毓林主持建设的《北京大学现代汉语
[17]
实词句法语义功能信息词典》 是一个电子
化的语言知识资源，知识内容主要是现代汉
语常用形容词、动词和名词的句法功能、语
义角色及其组配方式、主要句型及其典型例
句；收入常用形容词 3 千个，4 千个义项条
目；收入常用动词 6 千多个，8 千个义项条
目；收入常用名词 1 万多个，1.2 万个义项
条目，该资源目前还没有开放。鲁川和林杏
[4]
光先生编撰了《动词大词典》 ，对常用动
词的 3000 多义条能够支配语义角色进行了
刻画。该词典目前仍旧是一种辞书形式，没
有转换成系统的服务于自然语言处理需求
的形式化语言资源。
目前国内外动词语义角色相关知识库
构建工作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在语义角色
知识的知识规模和表征形式上都有待进一
步提升。以标注数据来承载语义角色知识的
形式由于受到语料标注规模及领域适用性
的限制，会产生重复标注高频动词而极少刻
画低频动词语义角色的问题，且对人力成本
的高消耗导致了语义角色标注树库规模较
小的现状。在词典资源构建方面，大部分以
语义角色或对应语义类与动词的组合配位
方式来表征具体知识，比如：施事+把+受事
+v，human+吃+food。对语义角色对应具体实
例化知识缺乏有规模的获取。同时，从资源
构建规模来说，语义角色标注树库规模通常
维持在几万句左右，对动词及其语义角色的
覆盖面较小。本研究则初步以《现代汉语词
典》
（第 5 版）的 15891 个双音节动词为对
象，从大数据出发，进行语义角色认定及语
义角色对应实例的加工工作。

2

动词语义角色知识表征形式及分
类体系构建

2.1 动词语义角色知识表征形式
当前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动词语义角
色资源构建工作，大部分以数据标注形式来
呈现具体知识，部分学者则以语义角色或对
应语义类与相应动词的组合配位方式来对
具体知识进行表征。
本研究在大数据背景下，注重对语义角
色实例化知识的刻画，同时强调语义角色形
式化标记的语义凸显作用。大部分语义角色
能够通过“格标记”或与动词的相对位置
来显化，
“格标记”
“语义角色”
“动词”的三
元搭配能够呈现出句子基本语义结构模式；
在实际语言中，句子语义模式更为多变，但
大多数仍可以通过基本模式的变形得到；且
由“动词”“格标记”“语义角色”三元
组合构成的知识表征形式形式化特征强，易
提取。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一种三元搭配
的动词语义角色知识表征形式，以期能够涵
盖实际语言中的语义角色。
三元搭配的语义角色知识表征形式：由
1
典型引导词 、核心谓词及谓词相关语义角色
构成的跟动词密切相关且高频的具备强搭
配性的形式、意义自足的语义表征组合。三
元 搭 配有 “引 导 词+ 语 义角 色 + 动词 ”及
“动词+引导词+语义角色”两种形式。
通常情况下，引导词由介词充当，也可
由动词充当，谓词相关语义角色一般为名词
性实体概念。同时，考虑到语义角色的通用
性及其结构特征，本研究仅提取其中心语部
分。因此三元搭配的主要表征形式如表 1：
表 1 三元搭配动词语义角色知识示例
引导词+语义角色

动词+引导词

+动词

+语义角色

向_记者_透露

上涨_至_80%

用_混凝土_建造

移交_给_下属

以_肩膀_支撑

走路_到_学校

往_南方_奔跑

相比_于_电影

按照引导词与动词的结合程度可将“引
导词”
“语义角色”
“动词”的三元组合分为
1

引导词，对应到格语法中，主要是指格标记。在汉语中，

动词语义角色主要由介词牵引出来，这里也包括部分动词。

几种类型：
a) 引导词和动词相关度较高，但引导
的语义角色不固定；
b) 引导词和动词低相关，在实际语料
中可与较多类别动词搭配；
c) 引导词和动词结合不紧密，多数通
过变形放在句首，呈现为“句饰语”
的形式；
d) 由单个动词所组成的三元搭配语

义上不自足，形式上不完整。
因此在概念界定和后续工作中，本研
究着重突出三元搭配的两个特征，一是
“动词密切相关性”
，另一个是“强搭配
性”。
“动词密切相关性”在这里主要指三元
搭配的语义组合与动词相关。引导词的确定
是跟具体动词有关的，该引导词一般只能和
该动词或该动词的同类动词相搭配。

引导词可搭配动词种类数
在

42

被

22

把

19

跟

8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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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图 1 引导词与不同类别动词搭配性分布
表 2 引导词与不同类动词搭配示例
A跟

B 把

C 被

D 在

-

把_电视_关掉

被_老师_关掉

在_上午_关掉

-

把_学生_责骂

被_主人_责骂

在_早上_责骂

-

把_头发_吹乱

被_大风_吹乱

在_刚才_吹乱

跟_别人_诉苦

-

-

在_时机_诉苦

跟_同学_转告

把_某事_转告

被_朋友_转告

在_当天_转告

通过图 1 和表 2，以引导词
“跟”“把”“被”“在”的对比，可以发
现不同三元组内部的搭配能力有高低，在朱
晓 亚 提 出 的 42 个 动 词 小 类 中 ，
“把”“被”“在”相比“跟”能够引导
更多的动词类别，在与具体动词的搭配上较
“跟”而言更为泛化，跟动词相关度相对较
差。A 组的例子中，通过引导词的介引作用，
牵引出来了后边动词所表示动作行为涉及
到的对象成分。具体引导词的选择是由动词
所表示含义限制决定的。本文围绕具体动词
进行语义知识构建时，主要是考虑的是 A 组
那样与动词密切相关的引导词及语义角色
实例知识的构建。
“强搭配性”主要是指“引导词”、
“语
义角色”及“动词”能够组成形式上完整、
意义上自足且与动词连接紧密的三元搭配。
比如：
“跟_自己人_协商”
、
“送_给_自己人”
。

表3
A
对于这件事情，
老师发表了看法
就本问题，全组
展开了探讨
关于这件事，我
没什么看法

搭配强弱对比示例
B
C
为 x 打
为 x 打水
与 x 发生
跟x 过

与 x 发生冲
突
跟 x 过不去

对比 AC 两组例子，可以发现，A 组的三
元搭配组合更为松散，体现为大多能将“引
导词+语义角色”通过变形提到句首，成为
“句饰语”，整体上修饰整个句子。而 C 组
中三元搭配较为紧密，一般不会将语义角色
提前。
对比 BC 两组例子，可以发现 B 组的例
子在语义理解上不完整，而 C 组的例子，动
宾结构整体与引导词形成搭配对时形式和
语义上都是自足的。在本文动词知识库构建
中，注重三元搭配对的形义完整性。
除此之外，语义角色的认定中，还坚持

“高频”准则。
“高频”主要强调“引导词”
“语义角色实例”及“动词”构成的三元搭
配在大规模语料中的高频稳态出现特征。动
词支配语义角色的确定问题符合齐普夫定
律（Zipf’s Law）
。在词汇层面，极少数高
频词（型）的出现次数已经覆盖一个语料库
总词数的绝大部分，而词（型）总数中大约
一半的词（型）在这个语料库中却只出现一
次。类比而言，动词的极少数高频语义角色
数（Type）已经占了该动词语义角色出现次
数（Token）的绝大部分。有鉴于此，本文在
进行动词语义角色刻画及引导词确立时候，
参考其在大规模语料中的出现频次。

2.2 动词语义角色分类体系
无论是汉语本体研究还是面向自然语
言处理的研究，在动词语义角色的分类数量
及术语内涵界定上，都自成一家之言。过于
细粒度的语义角色区分，一方面对基于该体
系的知识库构建工作带来较大负担；另一方
面，在跟具体应用任务结合时候，细粒度语
义角色在与实际“槽”的对应上难度较大。
本文语义角色分类体系的构建，是在结
合汉语语义角色分类的代表性工作——袁
[2]
[3]
[5]
毓林 、鲁川 和朱晓亚 的基础上整合而
来的。具体的体系构建过程及最终体系如下：
首先，对三位学者构建体系的术语名称与具
体内涵做了比较研究。具体对照如表 4：

表 4 语义角色对照表
作者及分类数量

鲁川、林杏光(22)
施事
主体

当事

袁毓林(17)

朱晓亚(14)

施事

施事

感事

经事

主事

系事

领事

核
心

客体

语
义
角
色

邻体

起事

受事

受事

受事

客事

对象

涉事

结果

结果

成事

与事

与事

当事

同事

共事

基准
语

系事
系体

外
围
语

色

分事

止事

数量

义

角

系事

义
角

工具

工具

材料

材料

方式

方式

范围

范围

时间
处所
方向

色

场所
源点
终点

依据
原因
目的
独

命题

补事

立

致事

准客事

角

使事

色

位事

如表 4 所示，对于三位学者的语义角色
体系，根据术语对应内容相同或相近的原则，
做了一致对应。从表中发现以下几点情况。
首先，各家体系在术语使用上呈现出“名同
实异”及“名异实同”或“名异实近”的特
2
点,且以后者为主。
朱晓亚体系中的
“系事 ”
和鲁川体系的“当事”及袁毓林的“主事”
所指内涵一致，但术语名称却相差较大，与
3
袁和鲁体系中的“系事 ”所指形成巨大的反
差。其次，袁和鲁在术语使用上较为一致，
相同或相近术语对应内涵基本一致。两者共
同使用的术语数量为 9 个。内涵一致的术语
对应对为 15 个。可见两者的语义角色划分
体系一致性较高，利于两者体系的融合。最
后，朱晓亚体系的术语相对更加抽象，前两
位的术语可接受度及可理解度相对较高。
基于上述分析，遵循“对立互补原则”，
以鲁川的术语为基础，对鲁川和袁体系进行
了有效的融合，形成新融合知识体系。该体
系一共包括 15 个语义角色，为适应具体应
用场景对于外围语义角色精细度要求高的
需求，在核心论元角色分类上从宽，在外围
语义角色上从严。具体如表 5 所示：
表 5 融合后语义角色分类体系
融合语义角色体系
核心语义角色

外围语义角色

主体

工具

范围

客体

材料

时间

邻体

方式

处所

依据

原因

源点

目的

终点

数量

该融合体系在继承中发展。一方面，对
各家体系中本身区分度较差的语义角色做
进一步提升，以减轻语言工程开展中的区分
负担。另一方面，考虑到具体应用场景中对
外围语义角色需求精细的特点，在外围语义
角色上尽量做到详细，覆盖面广。在语义角
色数量上，适中的语义角色数量能够便于大
规模语义角色标注或知识构建工作的开展。
2

朱晓亚将“系事”界定为和性状动词所联系着的主体动
元，是性状的系属者。如：
“他很聪明”和“房子倒塌了”
中的“她”和“孩子”便是“系事”
。

同时，也便于机器学习模型构建。

3

知识库构建

3.1 加工对象
本研究加工动词主要选取《现代汉语词
典》第五版中的动词为穷尽式考察对象。现
汉中双音节动词 15891 个，单音节动词 1564
个。单音节动词的多义问题较为突出，而可
以通过引导词、语义角色实例及动词的三元
搭配对双音节动词中较少的多义进行有效
的消歧，因此目前考察对象主要集中于双音
节动词，以双音节动词的词条为加工对象。
本研究基于 BCC(北京语言大学现代汉语语
[18]
料库) ，得到了现代汉语词典中双音节动
词的词频表，由高到低对动词进行过滤考察。
在具体动词的语义角色确定上，考虑到
同时对每个动词进行 15 个语义角色的考察
工作的负担，该工程分两步走。首先加工与
动词密切相关的 7 个语义角色，即邻体、工
具、材料、方式、依据、源点和终点。后期，
对其他语义角色进行规则化处理。
3.2 加工流程
在动词支配语义角色及引导词的确定
上，本部分研究工作充分利用了 BCC 的大数
据检索处理能力。BCC 总规模达数百亿字，
能够有效为语义角色及引导词的认定提供
定量数据的支持。
具体的加工流程归纳为：基于词典释义
的语义角色提升、基于 BCC 的量化三元搭配
知识抽取、具体动词语义角色及引导词确定、
数据抽取和校对入库。详细的加工步骤阐释
如下：
Step1 基于词典释义的语义角色提升
在该步骤，主要依据《现代汉语词典》
的释义进行实例到语义角色类型的提升。如：
动词【装载】在词典中的释义为“用运输工
具载(人或物)”。将该解释中的“运输工具”
实例提升为动词“装载”的“工具”语义角
色，并确立其典型引导词为“用”。词典对

3

袁和鲁中的系事，指事件类别的主体、身份或角色。如：
“我有一本书”和“我是中国人”中的“我”便是。

动词语义的刻画是比较稳固的和全面的，对
于能够从释义中提升出来的语义角色，首先
做了认定。
Step2 基于 BCC 的量化三元搭配知识
抽取
依托 BCC 强大检索能力，构建语义角色
4
引导词表 ，
制定动词三元搭配知识抽取规则，
为具体动词的语义角色和语义角色相应引
导词的认定提供量化参考数据。如检索式：
(p)*n 看齐{$1=[P_邻体_b]}，能够有效从
大规模语料中抽取出来跟动词“看齐”搭配
的邻体引导词及邻体语义角色对应实例。在
BCC 中的一个子语料上进行检索得到结果如
表 6 所示：
表 6 检索式示例
向*标准看齐 50

向*水平看齐 45

向*人看齐

44

向*大学看齐 33

向*理念看齐 25

向*学院看齐 20

向*企业看齐 11

向*高校看齐 5

本工作结合每个动词都进行了 7 种动词
语义角色三元搭配实例的抽取，当某类语义
角色的抽取数据条数为零时，则倾向于认定
该动词不具备该语义角色。否则，对于抽取
实例，对其高频数据进行观察，结合主观判
断，进行语义角色及相应引导词的认定。
Step3 具体动词语义角色及引导词确
定
参照语义角色体系，围绕具体某一个动
词，采用内省与数据分析相结合方式对于具
体的一个动词能够经常支配哪些语义角色
及经常搭配引导词给出明确认定。在该部分
结合的分析数据主要是指在 step2 中获取到
的带有频次信息的数据。
表 7 动词语义角色及引导词认定示例
动词

邻体

道歉

向、给、对

出发

4

来往

与、跟、和

比赛

与、跟、同

诉苦

向、跟、给

方式

源点

终点

以

从、自

向、往

语义角色引导词表，主要是参考介词语义类与语义角色对

应关系的基础上构建的以帮助三元搭配抽取的词表。如

Step4 数据抽取
在上一步工作的基础上，基于自研发的
语言大数据处理平台，构造更为严密的相应
知识抽取检索式，从大规模语料中抽取实例
化知识，并根据概率分布信息进行排序。比
如，动词“诉苦”具备语义角色“邻体”，其
相应的引导词为“向、跟、给”。可以分别构
建“向*n 诉苦”、
“跟*n 诉苦”、
“给*n 诉
苦”三个检索式，对于其抽取出来核心名词
n 进行求交集操作。
Step5 校对入库
对于抽取出来的高频数据进行进一步
校对，并存入数据库中。
3.3 知识库建设进展
工程自开展以来，穷尽式地过滤动词数
目为 5260 个，刻画了语义角色及引导词的
动词数量为 2685 个，共计 4307 个语义角色。
截至目前，
工程主要在进行 step1-3 的工作。
在该部分对知识库加工进度、数据加工一致
率以及基于加工数据库的动词及语义角色
分布情况进行详细说明。
该知识库加工工作以周（期数）为单位，
目前进行了 14 周（期）的加工工作。其中
1/2/3/6 期为加工培训阶段，其具体加工安
排情况在下表中不予以介绍。具体每期加工
情况见表 8 所示：
表 8 动词加工量进展
期数

组数

天数

平均量/天

总量

L4

2

5

50

500

L5

4

5

30

600

L7

4

5

30

600

L8

4

4

20

320

L9

4

3

30

360

L10

4

4

30

480

L11

4

5

30

600

L12

4

5

30

600

L13

4

5

30

600

L14

4

5

30

600

表 8 中，每组为两两加工，对于不一致
地方由第三方进行审核认定，以尽可能保
证动词语义角色加工的质量。
“平均量/天”
“邻体类”引导词包括“和、跟、与、同、连、对、为、
给、替、向、管、问、给、拿、朝”
。具体词表见附录 1

代表进行穷尽性过滤考察的动词数量。截至
目前已经穷尽性过滤动词 5260 个。
该知识库的加工一直采用“两两加工、

第三方审核”的形式进行。具体的加工一致
率统计如图 2：

1
0.8

一致率

0.6
0.4
0.2
0
L4

L5

L7

L8

L9

标注期数

L10

L11

L12

L13

L14

图 2 标注一致率情况

这里的加工一致率主要是指动词语义
部分为具有实在动作行为义的动词，或者说
角色认定上的一致率，即对于某动词的某个
倾向于具备实在含义。
语义角色，加工者 A 和加工者 B 同时给予认
表 10 语义角色与认定动词数对照表
定的一致率。从上图中可以发现，动词语义
语义角色
认定该语义角色动词数
角色加工认定的一致率普遍维持在 70%以上。
邻体
1351
10 期的加工平均一致率为 73.02%。
方式
1179
在穷尽性加工 5260 个动词后，加工了
依据
711
语义角色的动词数量为 2685 个。在表 9 和
工具
480
表 10 中，对语义角色与动词的分布情况作
终点
262
了统计：
表 9 语义角色认定数与动词数对照表
语义角色认定数

动词数量

6

3

5

17

4

75

3

282

2

750

1

1588

如加工对象一节明确介绍所示，该知识
库主要围绕与动词密切相关的 7 种语义角色
进行加工认定。在已经给予语义角色认定了
的 2685 个动词中，有三个动词认定了 6 个
语义角色，为“开车”
、
“按摩”
、
“发送”。近
60%的动词只认定了一个语义角色，这一数
据符合幂律分布的特点。在进行数据分析后，
发现语义角色认定数量大于等于 3 的动词大

源点

260

材料

75

2568 个动词中，
“邻体”、
“方式”、“依
据”是认定动词数量排前三位的语义角色。
认定了“材料”的动词数量出现最少，主要
是因为“材料”语义角色需要其支配动词语
义含义较为实在，如“装修”、“建造”等。

4

知识库呈现形式及应用

4.1 知识库呈现形式
知识库最终将呈现为“动词-语义角色
-引导词-语义角色实例”形式，针对每一个
动词将给出其所有的语义角色，针对该动词
的每一个语义角色将会给出引导词及其在
大规模语料中所对应的具体高频实例，现以
动词“抗争”为例简要说明。

表 11 动词“抗争”动词语义角色知识示例
动词

语义角色

引导词

抗争

邻体

与

语义角色实例
命运、病魔、癌症、赖床、死神、疾病、苦难、抑郁症、……

跟

命运、病魔、人、妈、ＮＲ、蚊子、现实、台风、病毒、东西……

同

命运、病魔、风暴、疾病、贩子、命运、癌症、死神、势力……

用

方式、命、生命、生命、暴力……

以

命、方式、生命、武力、命运、理、理性……

方式

如表 11 所示，对于动词“抗争”，从
大规模语料出发认定其有“邻体”和“方
式”两类语义角色，“邻体”中对应有
“与”“跟”“同”介引的各类实例，方式
中有“用”“以”所介引的实例。
相较于以往用标注数据或字典资源承
载语义知识的形式，本知识库能够更大面积
地覆盖现代汉语中所有动词的语义角色，这
是其他语义资源所不具备的。本知识库也更
强调在实际语言应用中动词所支配语义角
色的呈现，如上文中动词“抗争”
，就其“邻
体”语义角色而言，理论上和“与”类引导
词同类的介词“和”在实际语料中非常低频
出现，因此在知识库中不予呈现，以减少人
的学习成本、机器的搜索空间和决策空间。
本知识库能够针对动词的语义角色给出具
体的、可扩充的实例。如“抗争”
，在知识库
中共有 287 个邻体的实例，在具体语境中能
够以中心语的形式涵盖绝大部分具体例子。
这样可以看出本知识库能够给出更大范围
的标注语料，更好地服务于自然语言处理的
各个任务。
4.2 知识库应用
4.2.1 面向自动句法语义分析的汉语动词语
义角色知识库
自然语言理解很大程度上在于对于句
子的论元结构进行分析呈现。可以将该动词
语义角色知识，以三元搭配的形式注入到句
法语义分析器中，在“大词库，小规则”的
指导下，通过符号计算对句子的论元知识进
行分析。
4.2.2 面向本体研究的汉语动词语义角色知
识库
从业已构建的知识库来看，认定了“邻
5

[20]

框式动词是沈萍 率先提出的概念，主要指在句法上
表现为一种框式结构，作谓语时必须与介词搭配才能使用，

体”语义角色的动词数量最多。统计观察后
发现，具备“邻体”类语义角色的动词可以
分为以下几类。见表 12 所示：
表 12 “邻体”语义角色认定动词的种类
动词类别

动词

作谓语常用格式

着想

为+n+着想

结婚

跟+n+结婚

作对

跟+n+作对

请教

向+某人+请教

授予

向+某人+授予

叮嘱

向+某人+叮嘱

动宾结构动词

对话

跟+某人+对话

（框式动词除

赋能

为+某事+赋能

外）

助力

为+某事+助力

5

框式动词

三价动词

对比可以发现，上表中的动宾结构动词
的句法语义特点具备很大独特性。在实际语
料，尤其是标题句中能够看到该类动词后边
直接加宾语的例子，如：
“赋能语言信息处理
产业”，
“助力乡村经济建设”。在本知识库的
支撑下，可以对知识库中刻画了邻体语义角
色的动词做进一步考察，确定动宾结构动词
的具体数量，能够利用该部分数据进行句法
语义特征的研究分析。

5

结语

动词语义角色知识体系及相关知识库
构建工作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研究方
向。然而能够以大数据知识为支撑，穷尽式
对汉语动词进行语义角色加工及实例化语
义角色知识获取的工作却鲜有。本文的尝试
性工作为该路线做了有益的探索。
于本体语言研究而言，该部分动词语义
角色知识库能够为本体研究提供大量语言
现象，三元搭配的数据能够促进本体的搭配
在语义上一般呈现出[指向性]、[单相向]、[主动性]的语义
特征。

研究工作。
从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来看，汉语具备强
意合型特征，给自然语言处理的句法和语义
分析带来很大困难。以动词语义角色引导词
为形式化标记，以海量规模语料为数据支撑，
获取大规模实例化动词语义角色三元搭配
知识（引导词、语义角色实例和动词），能够
为基于符号运算的语义分析提供知识引导。
同时，以该部分知识为数据，做向量化嵌入
表征，能够基于此数据做参数计算，以构建
语义角色自动识别模型或为述语复述技术
提供数据支撑。后续本团队也将寻求以一定
方式与学术界共享资源，促进自然语言理解
工程应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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