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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汉语构式成分自动标注作为文本自动标注任务之一，其最大的困难在于，当不存在标注语料

作为训练数据时，如何从生语料中挖掘不同类型的构式成分相关的知识并进行标注，特别是面对构式序列
在句中的边界难以判断的情况。该文试图借助高斯混合模型聚类方法，结合句中每一个字的位置特征与构
式形式本身的语言学特征，融合正则表达式匹配结果信息，挖掘句子中的构式实例序列并对构式内部成分
进行自动标注。相较于单单基于正则表达式匹配和基于词性匹配的自动标注结果，该方法的 F1 分别至少提
高了 17.9%（半凝固型构式）
、19.3%（短语型构式）
、14.9%（复句型构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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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an approach to automatic annotation of Chinese constructions. Without annotated
corpora as training data, it is difficult to extract the knowledge of various constructions. The unsupervise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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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自然语言处理中，针对语言的句法分
析，研究者往往十分重视短语结构的处理，
而忽视对语言中的构式的分析，致使研究存
在局限性。比如例句（1）中的构式“改革一
点是一点”
，其不存在中心成分，且内部成分
的功能范畴并不明确，很难以常见的树结构
或依存结构进行分析，这势必造成错误的句
法分析。要使计算机能够更好地处理现代汉
语中的构式，构建现代汉语构式语料库是十
分有必要的，故而需要大量的构式标注语料，

由此衍生出了现代汉语构式标注任务。
对于现代汉语构式标注任务，其可以分
为构式形式标注和构式义标注两个层面。就
前者而言，句中构式内部的成分作为目标语
言单位，需要被标记为相应的构式成分标签。
[1]
对于构式形式的表示，詹卫东 提出以常项
(constant)和变项(variable)为基本单位,
来记录构式的组成。比如：
（1）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改革一点
是一点，兰溪市的做法就说明
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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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结合詹卫东 对构式的形式表示的研究，
例句（1）中的构式可以被描述为“v+一+q+
是+一+q”，故而符合该模式的序列“改革一
点是一点”中的各个成分，需要以词为单位
逐个标记为常项
（记作 C）
与变项
（记作 V）
，
即：
构式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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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构式“改革一点是一点”标注示例

然而，针对同一构式的待标注语料，标注
者对于句中构式实例的构式形式标注包含
了大量重复的劳动，其不仅意味着类似结构
的重复劳动，也包含同一构式实例在不同句
子中的重复标注。因此，为了节省构建构式
语料库的人工成本，需要对构式生语料进行
初期标注，即构式内部成分的标注。
在构式形式表示上，构式变项代表其自
身的词性，比如在构式“v+一+q+是+一+q”中，
v 代表动词，q 代表量词，与之对应，“一、
是”等汉字字符是构式中的常项成分。换言
之，现代汉语构式成分标注，可以被理解为
自然语言处理中序列标注任务。
序列标注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借助人工标
注的语料作为训练数据，结合相关机器学习
方法，得到最优模型，或者凭借训练数据构
造规则库，从而实现对目标语料的标注。现
下的问题是，针对现代汉语构式成分自动标
注任务，并不存在人工标注的语料，这就意
味着不能够继续沿着序列标注思路来研究
自动标注方法。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借助少量人工干预，
可以从未标注语料中的构式实例抽象出构
式形式。比如对于例句（1）
，其构式形式表
示是“v+一+q+是+一 q”。凭借构式形式表示，
计算机可以对生语料进行有效的模式匹配。
也就是说，现代汉语构式成分自动标注任务
的本质属于字符串模式匹配任务，其形式描
述为：存在一个构式形式 P，给定语料实例
S，在 S 中找到符合 P 描述的字符串。
然而，凭借基本的字符串模式匹配手段，
并不能很好地完成构式自动标注任务。其原
因在于，构式的形式表示对于构式成分自动
标注的帮助有限,无法准确地识别构式的内

部成分，而这一困难主要体现在构式及其内
部成分边界的确定问题。比如：
（2） 我这人不太爱享受，钱赚一点
是一点。
（3） 你要记住，钱多赚一点是一点。
例句（2）-（3）中的构式成分十分相似，
其构式形式 P 均为“v+一+q+是+一+q”。然
而单纯借助构式形式表示，例句（3）相较于
例句（2）更容易误标，前者的构式边界最好
落在“多”上，而后者则落在“赚”上（如
下表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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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例句（2）-（3）构式标注示例

构式边界的确定会影响构式内部成分
的识别。其困难不仅仅于此，除了类如例句
（2）-（3）这样构式形式相同而构式实例序
列不同这样的情况所造来的构式边界确定
困难。对于不同的构式，确定其构式实例边
界也是不同的。对此，可依照常项与变项在
构式中的位置，将构式分为两类：一类是左
右边界由常项成分占据，一类是左右边界由
变项成分占据（后者两端都是变项，或者一
端是变项）
。前者容易识别边界，后者识别有
困难。前一类构式如“都+是+n+惹+的+祸”，
边界容易判断。而后一类构式占大多数（如
表 1-2 所示）
，如“np+有+我+呢”，实际上需
要识别一个语义上恰当的“np”。以现代汉语
构式知识库为例，
其收录构式形式总计 1050
条，排除凝固型构式（总计 204 条）
，共计
846 条非凝固型构式。其中，首项构式成分
为构式变项的构式有 309 条，仅仅尾项构式
成分为构式变项，首项为常项的构式数量为
438。也就是说，左右边界由变项成分占据的
构式占非凝固型构式总量的 88.3%。同时，
这一类构式的识别难度也有不同，如果变项
有形式约束，比如两个变项要求同形，那么，
构式边界亦是容易确定的。当构式变项形式
约束不是特别明确时，需要去探究如何判定
构式边界。
显然，正是由于句子中的构式的边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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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定，单单从字符串匹配角度出发进行自
动标注并不够，还需要借助数据挖掘方法，
即从大量语料数据中挖掘构式及其内部成
[2]
分的相关知识。
[1]
詹卫东 将现代汉语构式分为四种类
型：（1）凝固型构式；（2）半凝固型构式；
（3）短语型构式；
（4）复句型构式。比如：
（4） 人到中年，钱赚了不少，身体却
亮起了红灯。
（凝固性构式：亮
+起+了+红灯）
（5） 在美国大发特发之后，孙正义
不忘反哺故里。
（半凝固型构式：
大+v+特+v）
（6） 不论如何，我不忍心看到他们
有一餐没一餐的。
（短语型构式：
有+一+q+没+一+q）
（7） 你再看那大马路上，来来往往
的人，坐洋车的也有，坐汽车的
也有，坐马车的也有。
（复句型
构式：X+也有，Y+也有）
对于凝固性构式，比如例句（4）
，其本
身形式不存在变项，故而借助基本的字符串
模式匹配，即可完成自动标注。理论上讲，
凝固型构式也有歧义的问题，即字符串匹配
成功的例句，可能是凝固型构式的真实用例，
也可能是伪实例。比如：
（8） a. 他真是笨到姥姥家了
b. 小笨笨到姥姥家了。
例（8a）中“笨到姥姥家了”是构式实例，
而例（8b）中“笨到姥姥家了”虽然也能跟构
式字符完全匹配，但并不是构式实例。不过，
类似例（8）这样的凝固型构式标注歧义的问
题，在真实的语料标注中，可以被忽略，原
因在于，真实的语料经过预处理，能够清除
噪音。因此，本文重点探讨半凝固构式、短
语型构式、复句型构式的自动标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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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工作

针对文本自动标注任务，大部分研究集
中在用法自动识别、词性自动标注、语义自
动标注等任务。其中，从研究方法的差异来
看，可以分为基于规则方法的研究和基于统
计方法的研究。同时，依照是否采用完备的
人工标注语料作为训练语料的标准，又可以
分为基于有监督学习方法的研究和基于无

监督学习方法的研究。
[3]
昝红英等
对副词“就”的用法分别
进行了基于规则和基于统计的自动识别研
究，采用人民日报虚词用法标注语料作为训
练语料，前者通过构造副词“就”的用法规
则库，从而进行自动标注，后者则分别采用
最大熵模型与条件随机场模型，构造自动识
别模型，其实现效果明显优于前者。也就是
说，对于文本自动标注任务而言，采用基于
统计的方法属于更优选择。
大量基于统计方法的文本自动标注研
[4]
究集中在词性自动标注任务。张艳 就中文
词性自动标注任务，基于词性与词相结合的
三元统计模型对汉语分词及标注进行一体
化处理,完成对语料库的初始标注；之后用
[5]
Brill 的基于转换的学习方法通过转换规则
完成最终的词性标注。而后者的基本思路是
利用一个带词性标注的语料库来根据事先
设计好的模板,通过生成的标注规则进行标
[6]
注。赵海等 则基于 Gaussian Prioir 平滑的
最大熵模型，采用人民日报标注语料库作为
训练语料设计了一个基于词和字特征的汉
语词性自动标注系统,取得了较好的标注效
果。除却中文词性自动标注，帕提古力·依马
[7]
木等 使用感知器训练算法和 Viterbi 算法,
借助人工标注的现代维吾尔语词性标注集,
利用词的上下文信息, 对维吾尔语实现词
性自动标注。不难发现，上述研究对词性自
动标注方法的研究，基本都是沿着前文提到
的序列标注的基本思路继续深入。与此同时，
国外对于文本自动标注的研究集中在语义
自动标注方法研究，其思路与前文基于有监
督学习方法的词性自动标注研究类似，均借
助专家知识和人工干预，来实现自动标注效
[8][9][10]
果。
由此可知，基于有监督的学习方法，实
质上是完成序列内部成分的分类任务，而这
对于现代汉语构式成分自动标注帮助有限。
因此，基于无监督学习方法的相关研究可能
存在更大的帮助。
[11]
孙静 提出了一种基于条件随机场
(CRFs)模型的无监督的中文词性标注方法，
其思路为利用词典对已分好词的文本进行
词性预标注；借助相关规则对未登录词进行
3

标注，从而获得初始标注语料；结合条件随
机场模型对语料进行迭代标注，逐步优化标
注结果。事实上，其研究仍然很大程度依赖
专家知识，而其方法本身是通过利用上下文
环境来优化词性标注。对于现代汉语构式成
分自动标注来说，专家知识是缺失的。
[12]
李娇 从如何发现和挖掘语言的构式
这一问题出发，提出了一种结合词语移动距
离（Word Mover’s Distance, WMD）模型与
R&L 聚类算法来进行动词模式聚类的方法，
来研究动词的典型语义组合模式。林江豪
[13]
等 针对大规模语料手动标注困难的问题，
提出利用概率潜在语义分析 (PLSA) 模型
的新闻评论自动标注方法。利用 PLSA 计
算获得语料集的“文档-主题”和“词语主题”概率矩阵；基于情感本体库和“词语
-主题”概率矩阵，认为某一类情绪词汇出
现的概率最高的主题与词汇的情绪类别相
同，对主题进行情绪类别标注；最后, 基于
“文档-主题” 概率矩阵，认为出现在某一
主题概率最高的文档与主题的情绪类别相
同，通过“词汇-主题-文档”三者的关系，
达到自动标注的效果。二者的研究均未采用
人工标注语料作为训练语料，而是侧重于数
据内部相关知识的挖掘。故而，借助概率方
法和聚类方法，对现代汉语构式自动标注可

能存在帮助。

2

模型与框架

前文提到，现代汉语构式成分自动标注
任务需要借助数据挖掘方法，即从大量语料
数据中挖掘构式及其内部成分的相关知识。
具体来说，就是从包含构式的句子中挖掘出
构式实例序列。对此，存在一个基本的假设：
在句子中，作为构式的序列与其他短语构成
的序列是不同的。因此，挖掘句子中的构式
实例序列的基本思路是，结合各种特征，比
如句中每一个字的字形特征、位置特征及其
所处位置的词的词性特征，正则表达式匹配
的序列位置区间等，寻找其中句子中的构式
实例。
在此之前，还需要讨论如何处理形式相
似的复句型构式。对于形式相似的复句型构
式，以“X+也+有，Y+也+有，
（Z+也+有……）”
为例，其内部以标点为界可以分为两到三个
小句，两两之间的差异仅仅体现在变项的具
体内容。在现实语料中，其小句出现的数量
可能更多，因此，对于此类形式相似的复句
型构式，构式自动标注系统倾向于将其压缩
为一个通用形式，比如“X+也+有”，从而比
较准确地识别语料中的构式，而将打通内部
界限的工作交由后续的人工标注。

图 2-1 现代汉语构式成分自动标注方法流程

2.1 文本的数据表示

图 2-1 展示了现代汉语构式成分自动标

注方法的基本流程。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文本
的数据表示，即将一个句子转换为向量𝒙 =
4

(𝑥% , 𝑥' , … , 𝑥) )和𝒚 = (𝑦% , 𝑦' , … , 𝑦) )，使之能
够进行聚类。其中，向量𝒙表示句中每一个
字的位置特征；而向量𝒚，则可以看成句子
中每一个字除却位置特征外其他特征共同
影响的结果。要知道句子中的每一个字，其
位置是独特而有序的，同时，自动标注方法
需要对句中的每一个字提取各类特征，故而
对于每一字，都具备一系列特征值，表示为
（𝑥) , 𝑦) ），由此能够对其进行聚类。根据
聚类结果，获得句子中每一个字的标签，并
识别出句中的构式实例及其不同的成分。
通过观察构式的形式表示，比如例句（6）
中的短语型构式“有+一+q+没+一+q”，不难
发现常项和变项能够成为自动标注时的重
要参考，前者直接指定了构式成分，后者则
规定了构式成分的词性。构式成分自动标注
系统在扫描待标注句子时，当句中的字与常
项一致或其词性与变项一致，则判断其更有
可能是构式成分，前者比后者可靠性更高。
因此，设计一个奖惩机制，当句中的字与常
项一致时，或其所处位置上的词的词性与变
项的词性一致时，赋予正向奖励，且前者高
于后者，为其他成分赋予惩罚，并进行累加，
比如，对于短语型构式“n+归+n”，对句中的
出现的常项“归”的奖惩值加 10，而对句中词
性为“n”的字的奖惩值加 5，否则奖惩值减去
5。比如，“意见归意见，钱还是要筹的”，其
奖惩值如下：
Token

POS

Reward

Score

意

/n

+5

-10

见

/n

+5

-5

归

/v

+10

5

意

/n

+5

10

见

/n

+5

15

，

/w

-5

10

钱

/n

+5

15

还

/c

-5

10

是

/c

-5

5

要

/v

-5

0

筹

/v

-5

-5

。

/w

-5

-10

表 2-1 短语型构式“n+归+n”奖惩值

半凝固型构式“大+v+特+v”

短语型构式“v+一+q+是+一+q”

复句型构式“别说+X+就是+Y+也+Z”
图 2-2 半凝固型构式、短语型构式、复句型构式
奖惩值曲线

如表 2-1 所示，
针对包含短语型构式“n+
归+n”的句子，通过设置奖惩值，来表示其常
项文本特征和变项的词性特征。结合向量𝒙，
将句内成分的奖惩值表示为折线图（如图 22），不难发现句子中的构式实例序列“大发
特发”、
“干一点是一点”等均处于折线的持
续递增区间。但仅仅如此，并不足以准确而
广泛地识别句中的构式实例序列，为此，可
以考虑挖掘更多特征。
2.2 正则表达式匹配
前文提到，现代汉语构式成分自动标注
任务并非纯粹的模式匹配任务，但这并不意
味着模式匹配方法不能产生效果。相反，对
于半凝固型构式和部分短语型构式而言，其
识别正确率同样比较高。因此，可以考虑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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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构式的形式表示，生成相应的正则表达式，
并对匹配得到的序列，赋予一定的权重𝑤. 。
其中，如若奖惩值为负，则𝑤. 由人为任意设
置为（0，1）之间的值，实验设置为 0.5；反
之，则人为任意设置为（1，2）之间的值，
实验设置为 1.5，从而使匹配序列得到更高
的奖惩值，其默认值为 1。同样以表 2-1 中
的句子为例，经过正则表达式匹配，得到结
果“意见归意”，故其权重如表 2-2 所示：
Token

Reward

wr

意

-10

0.5

见

-5

0.5

归

5

1.5

意

10

1.5

见

15

1

，

10

1

钱

15

1

还

10

1

是

5

1

要

0

1

筹

-5

1

。

-10

1

折线上的持续递增区间。结合正则表达式匹
配权重，这一趋势会更加凸显。因此，处于
递增区间的序列，可能是构式实例序列。基
于这一推论，考虑对文本数据进行多项式拟
合，并求递增区间。
经过预处理，句子文本转换为向量𝒙和
𝒚，其中向量𝒙表示句子中每一个字的位置特
征，而向量𝒚此时则表示每一个字奖惩值与
其正则表达式匹配权重，即：
𝑦/ = 𝑟𝑒𝑤𝑎𝑟𝑑/ ∙ 𝑤./
基于向量𝒙和𝒚，并对之进行多项式拟合，
可以得到一条反映句子内序列类型的曲线，
处于持续递增区间的序列更优可能判定为
构式实例序列，反之则判定为非构式序列
（如图 2-3）
。

表 2-2 短语型构式“n+归+n”正则表达式匹配权重

然而，正则表达式的缺点同样是明显的。
句中构式的边界是多样的，正则表达式很难
去覆盖这一多样性。举个例子，对于构式“连
+X+都+Y，更别说+Z”，存在构式实例：
（9） a. 这道题连数学老师都不会做，
更别说一个高二学生了。
b. 这道题连高考出题老师都不
会很轻松地做出来，更别说这
一群成天不上课，只知道玩的
的高二学生了。
二者的所表达的构式义相近，但构式边
界是开放的。这就对正则表达式匹配造成了
一定困难，容易匹配有误。正是由于这一困
难的存在，使得汉语构式成分自动标注任务
不能构单单依靠字符串模式匹配来完成。因
此，仅仅借助正则表达式匹配并对句中的每
一个字赋予相应权重，使之成为自动标注系
统识别构式的特征之一，并输出到下一层。
2.3 文本数据的多项式拟合
由图 2-2 可知，句子中的构式实例处于

图 2-3 短语型构式“n+归+n”多项式拟合：“于是，
意见归意见，钱还是要筹”。

如上图所示，构式实例“意见归意见”
整体处于递增区间。然而，不同的句子，多
项式拟合效果并不一致。对于拟合偏差较大
的句子，递增区间对于判断构式实例序列的
帮助有限。因此，将多项式拟合的结果同样
作为每一个字的权重𝑤6 ，其赋值区间同样依
照每一个字的奖惩值人为任意指定，即奖惩
值为负，则设置为（0，1）之间的值，实验
设置为 0.2；反之，则设置为（1，2）之间的
值，实验设置为 1.2，并输出到下一层继续
处理，由此来规避拟合所得递增区间偏差较
大时带来的误差。
2.4 高斯混合模型聚类
从经由多项式拟合的文本数据中判断
构式实例序列的位置区间，其根本依据在于
构式形式的语言学特征，即构式常项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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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与构式变项的词性特征。然而，经过实
际测试，发现所判断的构式实例序列与正确
的构式实例序列所在的位置仍然有可能产
生了较大的差异，故而考虑利用聚类方法对
其进行聚类，并最终获取构式实例序列。结
合文本数据多项式拟合新增的权重𝑤6 ，向量
𝒚中的每一个值可以表示为：
𝑦/ = 𝑟𝑒𝑤𝑎𝑟𝑑/ ∙ 𝑤./ ∙ 𝑤6/
上式表示句中第 i 个字被表示为该字的
奖惩值、正则表达式匹配权重与多项式拟合
所得权重的积。接下来考虑的是聚类方法的
选择。构式自动识别要求将构式实例序列与
其他序列区别开来。对此，经典聚类算法包
括 K-Means 算法、
层次聚类算法和 DBSCAN
算法均存在各自的缺陷。K-Means 算法对于
非圆形数据聚类存在局限性，而由句子产生
的文本数据并非圆形数据；层次聚类的局限
性则体现在不能有效抗噪音，事实上，选择
聚类算法的初衷就是确定正确的构式边界；
DBSCAN 算法对于噪声点的处理是删除或
忽略，不符合构式自动识别的要求。故而，
选择理论上能够拟合任意分布的高斯混合
模型。
高斯混合模型指的是多个高斯分布函
数的线性组合，其模型的数学表示如下：
?

𝑝(𝑥) = 8 𝜋: 𝒩(𝑥|𝜇: , 𝛴: )
:@%

其中，表示𝐾表示分量个数（类簇数量）
，
𝒩(𝑥|𝜇: , 𝛴: )表示混合模型中的第𝑘个分量，
𝜋: 表示各个分量的权重。各项参数由 EM 算
法计算获得。
就现代汉语构式成分自动标注而言，对
文本数据数据进行聚类前，需要指定分量个
数𝐾。理论上，句子中存在构式实例序列与
非构式序列两种类型，在实际测试中，将分
量个数指定为 3，能够取得更佳的效果，即
句子序列被分为了构式实例前序列、构式实
例序列和构式实例后序列。借助高斯混合模
型聚类方法，自动标注系统最终得到了句中
每一个字的标签，并对其进行最后的标注。
2.5 构式的形式约束
在进行最后一步标注之前，还需要考虑

构式本身具备的形式约束，比如构式变项的
形式约束、构式形式的字符串长度约束。
通过观察部分构式形式表示，不难发现，
这一类构式存在一个共同点，即构式中存在
部分常项和变项同形且音节数相同，比如短
语型构式“有+一+q+是+一+q”，半凝固型构
式“大+v+特+v”，暂且称之为构式成分一致
性。同时，构式变项本身的音节数存在一定
约束，比如构式“a+牌+n“（耐心牌老公，放
心牌干部）
，a 一般为 2 音节，n 一般为 2-3
音节。
此外，构式形式的字符串串长度本身规
定了构式实例的最小长度，比如短语型构式
“v+一+q+是+一+q”，其最小长度为 6，但凡
识别的构式实例长度小于 6，即可标记为误
判，并进行改正。
因此，借助构式的形式约束，构式成分
自动标注系统能够有效确定相关构式实例
的边界。其不仅可以去除被误判为构式成分
的字符，同样可以将未被识别的构式成分正
确地识别出来。

3

实验

现代汉语构式成分自动标注系统主要
针对半凝固型构式、短语型构式和复句型构
式的成分标注。因此，分别选择三种类型的
语料进行实验，总计 2524 条包含构式实例
的完整句子，其中，半凝固型构式 874 条，
短语型构式 850 条，复句型构式 800 条。而
后将实验数据输入到自动标注系统，得到标
注数据，并通过人工校对检查其正确率与召
回率。同时，基于构式形式中的常项对待标
注句子进行简单的字符串匹配，匹配得到的
结果作为基线实验，与现代汉语构式成分自
动标注系统产生的结果进行比较，实验结果
见下一节（3.1）
。
3.1 实验结果
经过测试，并对标注结果进行人工校对，
得到其的精确率、召回率，并计算得到 F1 值，
实验结果如下表（表 3-1）所示，由上至下
分别是半凝固型构式、短语型构式、复句型
构式语料的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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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P

R

F1

半凝固型

0.870

0.814

0.841

短语型

0.855

0.775

0.813

复句型

0.773

0.444

0.564

半凝固型

0.660

0.664

0.662

短语型

0.671

0.577

0.620

复句型

0.531

0.340

0.415

方法
基于 GMM+正则表达式+词性及字形匹配方法

基于简单字符串匹配的方法

表 3-1 半凝固型构式、短语型构式、复句型构式语料测试结果

由上表可知，基于高斯混合模型，融合
了正则表达式匹配所得信息及构式形式的
语言学特征匹配所得信息的现代汉语构式
标注方法的效果，比之简单字符串匹配的自
动标注结果更优。此外，就不同类型的构式
之间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半凝固型构式标注
难度要远远低于复句型构式，原因在于复句
型构式本身更加复杂，使得其构式实例的边
界更加难以确定。
3.2 讨论
基于高斯混合模型的汉语构式成分自
动标注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构式生语
料的自动标注问题，但其仍然存在不少有待
改进之处。首先，句子中每一个字的奖惩值
初始是依照常项的文本特征与变项的词性
特征给定的。这就使得词性标注的准确性会
影响奖惩值，从而影响最终的标注效果。故
而，数据预处理阶段提高词性标注的准确性
能够改善最终的标注效果。
其次，在同一个语料文件中，同一个构
式实例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会出现标注不一
致的情况，这同样会降低自动标注的准确率。
一种可能的处理办法是，记录标注过的构式
实例序列，当再次遇到同样的序列，则直接
标注其为构式序列。然而，这一思路存在一
个问题，即如何在标注过程中判断已标注序
列的准确性。如果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最终
的自动标注效果会得到更大的改善。
最后，当音节数目不确定的构式变项处
在构式形式的收尾末端时，由于边界难以确
定，故而会极大地影响到自动标注效果。比
如，复句型构式“别说+X，就是+Y+也+Z”，
构式变项 Z 的边界，往往决定了句中构式实
例标注正确与否。存在一种处理策略，即将
Z 的边界定到所在小句的标点之前。然而，
对于短语型构式“一+q+都+没有+X”
，比如：

（10） 瞧瞧你洗碗洗了多久？整整一
天都没有好。
（11） 整整一夜都没有睡着觉的他心
情很烦躁。
应用上文提到的策略，自动标注系统能
够正确地标注例句（10）中的构式实例，对
例句（11）则会误标注。显然，这一策略存
在很大的优化空间，优化的同时亦会改善自
动标注效果。

4

结论

现代汉语构式成分自动标注作为文本
自动标注任务之一，其最大的困难在于，当
不存在标注语料作为训练数据时，如何从句
子中确定构式的边界信息。通过设置奖惩值，
结合正则表达式匹配与多项式拟合所得的
权重，借助高斯混合模型聚类方法对语料进
行自动标注，发现相较于单纯基于正则表达
式匹配和基于词性匹配的自动标注结果，其
效果更优。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对构式生语
料的标注，构式形式表示是已知的。如果能
够直接从语料中挖掘得到构式形式表示，构
式成分自动标注的效率会得到更大的提高，
而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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