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句法结构分析需要什么样的词类知识*
—— 兼评近年来汉语词类研究的新进展
詹卫东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摘要 汉语词类问题一直都是汉语语法学界特别关注的问题。在中文信息处理领域，如何给
词语加词性标记，加什么样的标记对句法分析有帮助，近年来也引起了很多反思和讨论。本
文从计算机自动句法分析的角度来审视汉语词类问题的本质，主要观点是：（一）尽管为了
句法分析的目的，基于分布进行词类划分是正确的选择，但是过分强调“分布”与“分类”
的严格对应关系，并不是正确的词类观，其负面作用是造成汉语词类的“不可承受之重”。
（二）计算机自动句法分析要求对词语的分布特征进行非常细致的刻画。确定“词类”是为
了描写词语的分布特点，但词语的分布特点并不都是靠“词类”来反映的。除了“词类”之
外，依靠“属性特征”描述手段，可以灵活且更细致地描述词语的分布特点。北京大学计算
语言学研究所和中文系合作研制的“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所采用的“词类+属性描述”
的词语分布知识表示框架，正是提供细粒度词语分布知识的一种范式。（三）现有的词语语
法信息知识库中，主要是在两两组合的结构框架中描写词语的分布特点，而计算机自动句法
分析需要在更复杂的“树”结构框架中描写词语的分布特点,即计算机自动句法分析需要颗
粒度更细的词语分布知识。此外，关于词语的分布知识，还需要拓展到每个词语对其组合对
象的选择限制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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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n Studies of Chinese Word Class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sing Sentence by Computer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word classification becomes again a hot topic that drew more
attentions from both theoretical linguists and the researchers from the field of Chines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reason lead to controversies
on the issue of Chinese word classification is an unpractical advocation: the criterion of
classification must be the syntactic functions, or distributions of words, and furthmore, words
in same category must have the same functions. This paper claims that it is not neccessary to
require words in same catrgory must have the same functions although the first half of the
advocation is right. Feature sturcture or so-called attribute-value matrices can be used as a
basic framework for linguistic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just as it does very well in the
modern syntatic theories such as HPSG, LFG, etc.. In order to support computer's automatic
parsing of sentences, there are two kinds of knowledge about word distribution are required
more urgently. One is to analyse the distribution of words depending on more complicated
tree structures, the other is to describe the selectional restrictions of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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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汉语语法学界对现有的汉语词类体系做了很多有益的思考和讨论，形成了一些
关于汉语词类的新的认识，如沈家煊（2007,2009）。在操作层面也提出了一些判定词语词类
归属的新的方法，如袁毓林等（2009）。中文信息处理界结合对大规模真实语料进行词性标
注的语言工程实践，对目前的主流汉语词类体系进行了深入反思，如宋柔（2003,2009a,
2009b），黄昌宁等(2009a，2009b）。本文对这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和做法以及这些观点和做法
背后的词类观念进行分析（见下文第 2、3 节），并尝试从中文信息处理中自动句法结构分析
的需要出发，探讨在挖掘汉语的词类知识时应该加强研究哪些方面的问题（见下文第 4 节）。
2 当前学界关于汉语词类问题讨论中的若干有代表性的意见
这一小节概述当前学界关于汉语词类问题的讨论中有代表性的意见。虽然对汉语词类
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献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远不止这里提及的，但限于篇幅，本文只能有选择
地加以介绍和分析。下面的述评涉及四个有代表性的研究。其中前两个是从中文信息处理的
角度讨论汉语的词类问题，后两个是语言学界在语词类问题上新的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2.1

宋柔（2003，2009a，2009b）的看法
宋柔先生对北京大学词类体系（下文简称“北大词类体系”
）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
了其中有关兼类处理上的两个重大问题：
问题一：兼类中有逻辑错误。具体是指，北大词类体系对区别词和副词的定义造成不
可能有一个词兼属区别词和副词。区别词的定义是“只能在名词或助词‘的’
1
前边出现的粘着词。”副词的定义是“只能充任状语的虚词” 。按照这个定
义，区别词跟副词是互斥的，不可能有交集，也就不可能存在一个词，既是
2
区别词，又是副词。说“自动、长期”这样的词，兼属区别词和副词 ，逻辑
上是不成立的。
问题二：兼类中有概念混乱。具体是指，一个词 c 的词类是根据 c 的所有分布得到的
结果。如果 c 兼属 A 类和 B 类，那么，对于 c 在实际使用时的任何一次出
现，即 c 在语料库中的每一个词例（token），c 的词性（词类属性）仍然是
兼属 A 类和 B 类，不能根据 c 的上下文环境来定标记，即 c 在某种环境下是
A 类，在另一种环境下是 B 类。如果这样的话，A 和 B 就成了句法角色标记
而不是词类标记了，词性标注也就变成了句法角色标注了。
我们的看法是：宋柔先生指出的上述两个问题对深入认识汉语词类问题很有启发，但所
指出的问题在语言工程实践中并没有那么严重，甚至在深入分析后可能会发现它们并不成为
真正的问题（参见詹卫东 2009）。下面分别展开说明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
我们对于问题一的思考：
（1）人们对兼类词的认识有一个“时间先后”的观念在里面。一个词 c 要先判断它属
于区别词，再判断它属于副词，然后才说它兼属区别词和副词。这种看法当然不错。不过，
也可以不持这种有“时间先后”的“兼类”观念，而把“区别词跟副词兼类”看作是跟区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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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第 4.14.1 和第 14.1.1 小节。
参见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第 4.14.3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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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和副词并立的第三种词类，这样，一个词兼属区别词和副词，就不能单独说它属于区别词，
也不能单独说它属于副词。比如“自动”就是兼区别词和副词，不能只说“自动”是区别词，
或者只说“自动”是副词（参见张化瑞 2009）。
（2）上面这种说法给人的感觉就是在玩文字游戏或者诡辩。不过，这个诡辩放在汉语
词类划分的语境中却是有其内在道理的。因为这样处理的实质是清楚地说明了“自动”的分
布特点：既可以作定语，也可以做状语—— 而这正是我们描述一个词的词类归属的初衷。
从定义的逻辑严密性角度讲，朱德熙（1982）有关区别词和副词的定义确实有逻辑错误，但
从划分词类的目的角度讲，这个“逻辑错误”并不带来应用上的任何问题，它“止步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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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表述层面 。
我们对于问题二的思考：
（1）词典中标记一个词（词型/type）c 的词性，是概括说明 c 的所有可能的分布。在
语料库中标记一个词（词例/token）c 的词性，是标记 c 在当前环境中实现了它所有可能的
分布中哪个具体的分布。
（2）在上面这个表述中，
“分布”也可以换成“功能”或“句法角色”，在这个语境中，
这三个词可以看做是同义语。词典中给出一个词 c 的词性，是综合说明它所有可能的句法角
色，在语料库中标记 c 的词性，则是说明它在当前位置具体充当什么句法角色。在语料中标
词性的目的就是说明词当前所起的具体句法功能（或扮演的句法角色）
。
对于词典中的多标记词（兼类词），在语料中标注其具体语境中的词性显然是有价值的。
比如，如果在词典中把“畅销”的词类定为 v 和 a，即认为“畅销”兼属 v 和 a 两类，就意
味着我们认为“畅销”可以分布在谓语、述语等位置，同时还可以在“不”“很”的后面位
置上。这些句法位置实际上可以分为三类：
（I）“很”后面的位置是形容词位置；
（II）述语位置是动词位置；
（III）谓语位置和“不”后面的位置，是形容词和动词都可以占据的位置。
因此，在语料库标注中，当“畅销”出现在“很”的后面的时候，就标为 a，出现在述
语位置（如“畅销 海内外”），就标为“v”，而出现在“这款车型 畅销”这个环境中，则既
可以标 v，也可以标 a。两种标法都是对的，或者说，标 v 和标 a 对自动句法分析的贡献是
相同的。当出现在“畅销 车型”这个环境中，标 v 和 a 理论上也都可以，但标 a 可能更好，
理由是：基于目前主流的汉语规则体系，标 v 提供的句法角色信息不够清楚，v 这个词类在
“v + n”语境中包含了作“述语”和作“定语”两种可能性，而标 a 则意味着这里的“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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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只有充当定语角色的可能性，因此，标 a 对句法分析的贡献更大 。
对于词典中的单标记词，比如“搏斗/v”。在语料库中标不标它的词性，效果确实都是
一样的。在给定规则的条件下，“搏斗”标了 v，也不能为判断“搏斗”在当前位置具体扮
演什么句法角色提供更多的信息。但为标注语料库应用上的便利考虑，一般对语料库中所有
的词，还是都标上词性比较好，省得在需要用到词性信息的时候，还要再去查词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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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锐（2002）把区别词和副词处理为“饰词”的下位词类。以饰词为基础，可以对区别词和副词的定义
进行重新表述：区别词是做定语的饰词，副词是做状语的饰词，这是避免定义表述上的逻辑问题的一种
可行的方案。
“标 a 更好”的结论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规则体系中“v + n”有歧义，而“a + n”无歧义，如果一个
规则体系把“v + n”也设计为无歧义的规则，则标 v 和 标 a 在这个环境中就是效果一样的。有人可能会
说在相似语境下，同一个词有不同的词性标记，是工程中最忌讳的处理不一致问题。但如果认识到 a，v
两个词性标记在有的语境中对于句法分析的贡献是相同的，就应该更客观地评价这种“表面上的不一致
性”，其实这种不一致是语法理论体系允许的。对于一个语法知识点（比如词性标记），不能孤立地评价
它的好坏，而应该在整个系统的框架中去看。如果采用“词类+属性描述”的模式来刻画词语的分布知识
（详见下文 3、4 节），就不难理解，有的语境中的“畅销”标 a 或 v 是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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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黄昌宁（2009a，2009b）的看法
黄昌宁先生的主要观点是，站在语言工程的立场上，朱徳熙（1985）关于名词和动词兼
类问题的四种处理策略里面，第一种策略即“同质策略”更好。而朱徳熙先生本人以及随朱
先生之后对汉语词类理论做了深入研究的郭锐先生都采用的是朱先生提出的第四种策略即
“优先同型策略”。黄先生举“n + x”
“a + x”“v+x”定中结构为例，认为其中的 x 位置上
的词语的词性应该标为 n，而不是 v 或其他谓词性词类。理由是定中结构中心语应属名词的
典型语法位置，处于该位置的词语只能是名词。
尽管黄先生跟朱、郭的选择不同，但从双方的论述来看，大家对两种策略的特点的认识
并无异议。两种策略的主要区别是，同质策略要求词类与词类性质一一对应，这样就会带来
大量的狭义兼类词。优先同形策略要求词类数目少，尽量不兼类，这样就造成词类与词类性
质不完全对应。
我们的看法是：定中结构的中心语位置的词语可以统一标为 n，也可以不统一标为 n，
即这个词语原来是动词，就还标 v，原来是形容词，就还标 a。对于句法分析来说，这两种
处理方式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下面通过具体的例子分析来说明我们的看法。
引黄昌宁（2009a）的一个具体例子（黄文第 32 例）：
例 1 周若冰/nh 经过/p 认真/a 调查/v ，/w 为/p 刘志明/nh 洗刷/v 了/u 罪名/n 。/w
按照黄昌宁（2009a）的分析，“认真/a 调查/v”是定中词组，“调查”应该标为 n。
我们的分析是：“认真/a 调查/v”并不一定需要定性为定中词组。“经过/p”的后面，
可以出现大量的单个动词。例如：
例 2 经过/p 调查/v
经过/p 修改/v
经过/p 换算/v 经过/p 激战/v
也可以出现一些“d+v”或 “v+v”的词组。例如：
例 3 经过/p 反复/d 调试/v
经过/p 持续/v 观测/v
还可以出现“动作”感比较强的“a+v”词组。例如：
例 4 经过/p 激烈/a 搏斗/v
以上这些词组，跟“认真/a 调查/v”的分布都是一样的，在这个位置上，作为中心成
分的“调查”如果标为 n（也就是把“认真/a 调查/v”定性为定中结构）
，那么以此类推，
“修改”
“换算”
“搏斗”……等等，就都要标为 n。尽管黄文通过对语料统计的数据来说明
真实语料中动名兼类的实际词数占比不高（大致在 30%以下），但我们认为，30%的比例其实
已经相当高了，另外，语料中的统计数据并不能反映理论上的潜在可能性。采用同质策略的
思路，理论上可以造成所有的动词都兼名词，这也正是沈家煊先生在经过理论分析之后得出
的结论（见下文 2.3）。黄先生认为同质策略“不会打破‘兼类的词只能是少数’的格局，
也不会造成‘词无定类’的恶果，反而可以彰显汉语名词和动词这两大实词词类各自的词类
特性。”我们认为恐怕难以做到。同质策略必然导致名动形三大类实词的全面兼类，绝非少
数5。实质上导致“词无定类”的局面。
其实，问题并不局限于这里讨论的定中结构的中心语如何标记词性，而是汉语中有一些
基本的谓词性结构可以无标记地起指称表达功能。或许把上面的例 1 稍作变换，可以更便于
阐释这个现象的理论意义：
例 5 经过/p 周若冰/nh 认真/a 调查/v，……
在上例中，“经过/p”后面的词组“周若冰 认真 调查”显然可以分析为主谓结构式小
句，这样，其中的“调查”就无法再分析为 n，如果要把“调查”标记为 n，则整个词组就
得分析为一个定中结构，该结构的中心语“认真 调查”也是定中结构。可见，如果要坚持
5

采用同质策略造成名、动、形等实词兼类的具体词数有多少，要看采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界定“词类的质”
，
如果用作主语这条标准界定一个词具有名词性，按照同质策略将该词归入名词，那么，可以说绝大多数
（从理论上说甚至是全部）动词都能做主语，因而动词都兼属名词。从这个角度看，采用同质策略，肯
定会导致兼类词的数量太多。参见郭锐（2002）第 7.3 节，159 页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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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质策略，“硬性”规定定中结构的中心语必须为 n，那么后果就是，“周若冰 认真调查”
将成为一个歧义（兼类）结构，它既可以分析为小句（dj）
，也可以分析为定中结构（np）。
显然，同质策略在将“词类”跟“词类性质”一一对应起来的同时，不仅仅是带来词的全面
兼类，还会带来词组的全面兼类。
我们认为，同质策略并不能为句法分析带来实质好处，而优先同型策略可以通过在词类
信息之外增加特征结构描述手段，来弥补词类与词类性质无法做到一一对应的不足（详见下
文第 3、4 节的讨论）。黄昌宁先生根据语言工程实践（语料库词性标注）中动词占据名词位
置的数据比例分析，得出在处理汉语动名兼类问题上“同质策略”更优的结论，其实可能是
对语言工程的认识局限造成的。语言工程并不只是语料库中的分词和词性标注。语料库中除
了标注词性，还可以标注丰富的次范畴（subcategory）信息。如果不标注次范畴信息，也
可以把语料库跟标注了丰富次范畴信息的词典（比如北大的《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配
合起来使用。如果把语言工程简单地理解为只是标注词性的语料库，就会夸大词类标记在语
言工程中的作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让词类标记承担本不该它承担的重负。
2.3 沈家煊（2007，2009）的看法
沈家煊先生的主要观点是：相对于英语词类的分立模式，汉语词类属于包含模式，即动
词是名词的一个次类，形容词是动词的一个次类。
我们的看法是：
（1）沈先生的分析准确地揭示了汉语中谓词性成分可以比较自由地（即不加形式标记）
起指称表达功能的特点。
（2）如何构造语言知识模型来表达这种特点，存在多种可能性。既可以采用词类包含
模式假说（其在语言工程中的实质就是用兼类的办法来表示词的多功能性）来强调动词可以
无标记地实现为名词；也可以像朱先生所主张的那样，采用优先同型策略，尽可能避免兼类，
在大的格局上保持词类之间的区分相对清晰。对于具体词语的多功能性，则用特征描述的方
式来补充说明（俞士汶等 1998、2003）。
（3）从语言工程的角度说，词类包容模式的后果必然是名动形三大类实词的全面兼类，
这对计算机自动句法分析并无实质的好处。缺点则是增加知识表示的复杂度。因为仅靠 n，
v，a 这个层面的词性标记，是很难真实全面地反映一个词的分布性质的（详见下文第 3、4
节的讨论），为了句法分析的目的，n，v，a 必然需要进行更细的下位分类（次范畴）
。既然
次范畴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 n，v，a 这个层次上再做兼类的处理就没有必要了。
下面通过对两个简单例子的分析来展开说明我们的观点。
例 6 “语文/n 学习/”中的“学习”是 v 还是 n？
因为这是一个定中结构（指称性结构），黄先生和沈先生的处理办法都是标 n。但实际
上，对于句法分析来说，
“学习”标成 n 并不能说明下面的分布差异，因而也还是无法满足
句法分析的实际需要。
分布环境

语文 学习

语文 课本

语文 问题

（a）两个 ____

-

-

+

（b）有 ____

-

+

+

（c）加强 _____

+

-

-

“语文/n 学习/n”中的“学习”如果标 n，则在词性标记层次上，这个短语就跟“语
文/n 课本/n”和“语文/n 问题/n”没有区别了，三者都是“n n”组合。但实际上，通过
上表中我们构造的三个分布环境，可以显示这三个短语的分布是有差异的（只要想找分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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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总是能找到不同短语之间的分布差异）。尤其是“语文学习”跟其他两个短语的差异更
为明显。在我们看来，把“语文 学习”中的“学习”标为 n，是过度强调了这里“学习”
的名词性，而忽视了“学习”固有的动词性。跟更为典型的名词“课本”
“问题”相比，
“学
习”的非 n 属性是不应忽视的。要说明“学习”的分布特点，并不一定要在 n 和 v 的对立中
二选一，我们认为，并没有特别充分的理由支持必须把这里的“学习”标为 v，或必须标为
n，如果离开了对“学习”的分布情况的更为精细的特征描述，标 n 还是标 v 对句法分析的
帮助都十分有限。而从知识表达的整体一致性和知识库易于管理等角度考虑，避免过多兼类
是更好的策略。
例 7 “哭/？ 没用/a”中的“哭”应该标是 v，还是 n？
沈家煊（2009）的看法是标 n，认为标 n 后可以排除“哭”作为陈述语的可能性。但问
题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在回答上面的问题时，还应考虑下面两例中的“哭”该如何标词性？
例 8 光/d 哭/? 没用/a
例 9 你/r 哭/? 没用/a
以上三个“哭”没有意义上的明显不同，应看作是同一个“哭”，其词性标记也应该统
一才对。如果都标为 n，则“光/d 哭/n”“你/r 哭/n”结构分析就发生困难。把这三例放
在一起不难看出，问题仍然出在汉语的陈述性成分（谓词性结构）可以比较自由地（无标记
地）用作指称。这个问题并不仅仅针对词这个层次，也涉及词组这个层次的语言单位。“光
/d 哭/v”是典型的状中结构，即状中式 vp。
“你/r 哭/v”是典型的主谓式小句 dj。这两种
谓词性结构，都可以用在主语位置上，起到一般 np 所起的作用。如果要把主语位置的 v 都
标记为 n，那就同样地要把主语位置的 vp，dj，都标记为 np。所以我们说，如果遵循词类
包含模式的理念，或者采用同质策略来处理汉语的词类问题，必然导致全面的兼类，即同时
涉及词层次和词组层次的兼类。我们认为，这样处理并不能为句法分析带来实质好处，但会
为语言知识的管理带来麻烦。
2.4 袁毓林 等（2009）的看法
袁文的主要观点是：词属于某个词类有一个程度问题，借鉴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
可以对一个词的各项分布能力进行打分，计算一个词属于某个词类的隶属度。
我们的看法是：详细考察每个词的具体用法（各项分布能力），是很有价值的，但把分
析结果用隶属度来描述，实用价值则比较有限。对汉语学习者来说，隶属度并不是一个特别
直观的概念。对计算机来说，隶属度信息则不如直接从带标语料库中统计一个词语不同分布
的频次更可靠。打个比方，隶属度就像是加法的结果，而计算机在句法分析时需要使用的是
词的具体分布特征信息，即需要的是具体的加数。比如 5+4 = 9，如果仅仅知道结果为 9，
是无法还原出加数为 5+4、还是 3+6、2+7、或者 1+2+6 的。而如果对词的各种具体用法做
了详细的描述（知道了各个具体的加数），则最终的和数（隶属度）是可以用规则直接导出
的，并不需要一一加以标注。
下面是袁（2009）中一些词语隶属度计算的实例。这里只给出基于隶属度计算的词类归
属结果，隐去了计算过程。
媲美：动词（隶属度 0.6，不太典型）
免费：动词（隶属度 0.6，不太典型）
；区别词（隶属度 0.4，无法归入）；副词（隶属
度 0.1，无法归入）；修饰词（0.4，无法归入）
临时：状态词（隶属度 0.6，不太典型）；区别词（隶属度 0.8，比较典型）
；副词（隶
属度 0.7，不太典型）；修饰词（隶属度 1，典型）
结巴 1：动词（隶属度 0.3，无法归入）
；形容词（隶属度 0.9，比较典型）
结巴 2：名词（隶属度 0.7，不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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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吃：形容词（隶属度 0.6，不太典型）；动词（隶属度 0.7，不太典型） 结论：兼类
很显然，无论对于人还是计算机，如果仅有词类信息和隶属度信息，对于了解这些词语
的分布（功能）特点，帮助是有限的，只有知道了具体的隶属度计算过程，也就是对每个词
语的每个分布特征的评分，才是真正了解了该词语的分布情况，才能为计算机句法分析所用。
3 为什么学界对汉语词类划分问题有这么多争议
我们认为，学界对汉语词类问题的主要争议，其实质都是源于一个相同的假定：词类可
以而且应该等同于词的分布。这一假定也可以表述为“严格同分布的词类观”。
上述这种词类观是语言学家在以结构主义为理论指导进行词类划分时追求的目标。但人
们（特别是做中文信息处理的学者）在深入学习和实践后却会发现，已知的词类划分结果都
并没有能够真正做到贯彻这种“严格同分布的词类观”。
为了句法分析，“词的分布差异”当然是描述得越细越好，但这并不是等同于“词类分
得越细越好”
，也不等于让一个词兼更多的类，就能更好地描述“词的分布差异”。为说清楚
这个道理，必需联系划分词类的目的，或者更大一些，联系语法研究的目标来讨论。从计算
的角度讲，语法研究的目标有两个：
6
（1）判断一个表达形式 S 能说不能说（合语法或不合语法 ）？
（2）如果一个表达形式 S 合语法，它的结构是什么？
在工程上，人们常常通过回答（2）
，来回答（1），也就是说，当计算机能分析出 S 的结
7
构，计算机就认为 S 合语法，反之，不合语法 。为了分析出 S 的结构，人们给 S 中所有的
8
词标上词性（分词类）。人们希望，一个词 w 的词性标记 t 最好能准确传递这样的分布信息 ，
9
或者说是分布信息至少要能回答下面三个问题 ：
w 的组合方向：（1）w 在参与序列组合时朝哪个方向组合？ （分布特征 1）
；
w 的组合对象：（2）w 要求跟几个成分组合？
（分布特征 2）
（3）w 要求跟什么类型的语言成分组合？
（分布特征 3）

b/p

?

n

n

d

?

?

v/a

v

v（双宾动词，要求跟两个成分组合）

?

?

a

?

？

u

在上面的图示中，词性标记 b（区别词）、p（介词）、d（副词）在多数情况下都能很好
地传递出分布信息。因为这三个标记都可以清楚地回答上面三个问题。标记为 b、p、d 的词
都是向后组合，且只跟一个成分组合，其中 b、p 只跟 n 组合，d 只跟 a 和 v 组合。像 b、p、
6

影响一个表达形式能说还是不能说的因素很多，既有语法（句法）层面的因素，也有语义、语用（篇章）
层面的因素。这里的讨论，仅限于考虑句法层面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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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只是一种做法。也有别的做法，不用分析结构，直接回答问题（1）。还有的情况是对于 S 的结构
有不同的表示方法，比如 HPSG，链语法，依存语法，等等，都是不同的结构表示方法。甚至也可以有
所谓的基于记忆的方法，就是把所有的合法的句子死记硬背下来，不用管内部结构。这样也能判断一个
句子是“合法”的，如果碰巧待判断的句子是背过的。但由于句子的无限性，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显而易
见的。

8

其实，句法分析需要的分布特征信息远远不止这些（见第 4 节的讨论）。

9

为满足句法分析的需要，实际中关于分布还要回答更多问题，如 w 跟其他词的组合类型（分布特征 4）。
比如都是 v 向后跟 n 组合，还可以形成述宾（批评 学员）和定中（游泳 教程）两种组合类型。
7

d 这样的词性标记，可以为句法分析做出很大贡献。不妨看下面两个简单示例。

例 10a

r
他

p
n
从 美国

v
来

r
10b 他

d
从来

n
美国

例 10a 是合语法的句子，例 10b 是不合语法的，仅根据两个词性标记序列，
“r p n v”
和“r d n”，计算机就可以对此做出正确的判断。因为前一个序列中，p 要求向后跟 n 组
合，组合之后形成的 pp 要求向后跟 v 组合，组合之后形成的 vp 要求向前跟 r 组合，最终成
为一个句子。后一个序列中，d 要求向后跟 v 或 a 组合，但它的后面是个 n，二者无法连通，
形成一个鸿沟，造成整个序列无法成为一个合法句子。
相比之下，标记 n（名词），v（动词）
，a（形容词），u（助词）则都无法准确回答上面
三个问题，即这些词性标记不能很好地传递出分布信息。
把“词 w 的分布”这个概念分解为关于 w 的组合方向和组合对象两个层次上的问题之后，
就很容易看出，词类问题的实质是，基于 n、v、a、b、d、p、……等等这些词类标记，是
否能清楚地全面地精确地描述一个词 w 的组合能力。如果 n、v、a 等标记无法做到这一点，
那无论是兼类的策略，还是不兼类的策略，就都无法满足句法分析的需要。
事实上，我们认为：其实并没有必要去强调“同词类的词应严格同分布”这个观念。把
词类看作是根据分布标准对全体词语所做的一个严格的子集划分，这是不现实的。在现实中，
我们通常只了解一个词的“部分分布”，而非“全部分布”。词的分布信息是一个潜在无穷的
数据集。这个潜在无穷并不针对通常的所谓新词新语或词语的新用法而言，而是针对我们用
于刻画分布的尺度而言。分布可以定义为组合环境，组合环境可大可小，可粗可细。如果组
合环境的测试尺度不断加细，就意味着词语的分布可以不断细化下去。下面通过两个例子来
说明这个看法。
例 11 如何通过给数字分类，来分析（判断）下列数字形式的合语法性？
（A） 二（*两）十
二（两）百
二（千）千
二（两）万
二（两）亿
（B） 三十二（*两） 三百二（*两） 三千二（*两） 三万二（*两） ？三亿二（*两）
（C）* 五百二 万
——
五百二十 万
（D）? 五百 万 三千 ——
五百二十三 万 三千
上面例中（A）（B）反映同属数词的“二”跟“两”的分布差异，（C）反映了“五百二”
跟“五百二十”的分布差异，
（D）反映了“五百”跟“五百二十三”的分布差异。这些词语
都属于数词，为了说明数词的内部构造，数词还可以再分系数和位数等子类（朱德熙，1982）
。
但是，要解释例 11 中的正例（合语法的形式）和反例（不合语法的形式），如果坚持“严格
同分布的词类观”，就必须给出关于数词的更细的划分，把“五百二”跟“五百二十”分到
不同的子类中去，否则，无法说明二者的分布差异，也就无法满足句法（组合）分析的需要。
例 12 如何说明下面四个词的分布差异？
耐心

热心

信心

点心

有___

+

-

+

+

很___

+

+

-

-

很有___

+

-

+

-

按照一般的划分词类标准，“耐心”和“热心”属形容词，“信心”和“点心”属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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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上面更细的分布鉴别框架中，这四个词仍然可以显示出组合能力的差异，如果坚持“严
格同分布的词类观”，这四个词就得分属四个词类，否则无法解释它们的分布差异。
上面的例子说明，现实中分出的词类只能提供关于一个词的分布的部分信息，不可能“精
确”地提供关于一个词的分布的全部信息。为了描述词的部分分布信息，宋柔（2009a）提
出的建议是：“合理的做法是，彻底贯彻语法功能分布原则，把具有基本相同词语功能分布
的词归做一类，标在词典中，对词例不再标词性”。这种做法可以去尝试，不过，我们预期
结果就是可能得到比现有词类数量增加三到四个数量级的词类个数（大致在几千类的水平）。
这会给词类知识的管理带来很多麻烦。
面向计算的当代形式语法理论普遍采用的知识描述模式是“类+特征”的次范畴表达机
制（Borsley, 1996, Sag & Wasow, 1999），对于词语的分布知识，同样也可以采用这种灵活且方便
管理的模式。北大计算语言所与中文系合作开发的《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采用的正是这
样一种知识表达模式（详见俞士汶等 1998、2003）。这里不妨用《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
（1999 版）动词库中的数据为例，说明如果把用“特征”表达的分布差异，转为用“词类”
来表达，会得到多少不同的词类。1999 版动词库中字段共 46 个，其中语法属性 40 个：
“黏
着 系词 助动词 趋向动词 形式动词 准谓宾 有宾 前名 后名 介宾的后 外内 体谓准 双
宾 兼语句 后接 后动量词 后时量词 存现 动介 动趋 不 没 很 着了过 在正在 重叠
aabb V 一 V V 了 V V 了一 V 离合 VVO 复数主语 单作主语 单作谓语 单作宾语 单作状语 单
作补语 情态词 谓词性主语”。动词库中共收 14479 个动词。如果按照 40 个特征中的“单作
主语、单作谓语、单作宾语、单作状语、单作补语”5 项特征的取值聚类，可将 14479 个动
词分入 32 类。如果按照“动介、动结、动趋、不、没、很、着了过、在正在”8 项特征的
取值聚类，可分入 399 类。如果按照全部 40 个语法属性取值的差异来聚类，可分出 7897
类（平均一个类里只有 1.84 个词）。其中 6105 类是“一词一类”，903 类是“两个词一类”。
词数最多的一个类中也只有 89 个词。这还只是语法信息词典中动词列出的 40 个语法属性。
实际上，在做句法分析时，需要知道的关于词语的分布信息并不是这 40 个语法属性就能满
足的。如果考虑其他词类相关的分布特征，语法属性可能就成百上千了，如果基于这个数量
级的分布差异来界定词类，词类数量达到上万的规模也不奇怪。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的结论是，学界之所以对汉语词类问题存在诸多争论，主要原因
是过于强调“严格同分布的词类观”。有意思的是，争论中的具体主张却出现了两个看似截
然相反的方向，一个是极端主张兼类的方向（以沈家煊先生和黄昌宁先生为代表），一个是
极端主张无兼类的方向，即把“严格同分布的词类划分方法”发展到极致的方向（以宋柔先
生和陈小荷先生为代表）
。但实际上更可取的词类观是“基于分布而又不过分强调分布”。在
这种观念下，也还有不同的做法，袁毓林先生基于隶属度的词类划分办法是一种选择，不过
隶属度应用到计算上却并不方便。目前最合理的选择仍然是面向计算的形式语法理论中普遍
采用的“类+特征描述”的知识表达范式。
我们认为，如果认识到“严格同分布的词类观”是不现实的，就不会在汉语词类问题上
出现这么多不必要的争议。除了词类，还可以用“属性：值”对儿这种特征描述形式来表示
词语的分布特点。这样“词类”就不用承受那么多本不该由它承受的负担了。当然，从计算
机做句法分析的实际需要出发，用“分类+特征描述”的表达方式来刻画词语的分布信息，
还有进一步细化的必要。下面我们就进一步来说明，目前关于词语分布的“特征描述”还可
以从基于线性串的分布框架扩展到基于树结构的分布框架。同时，要加强对词语组合对象的
选择限制的描述。这是以往单纯用词类来刻画词语分布特点很少涉及但又是计算机句法分析
非常需要的分布知识（参见詹卫东 2000）。
4

句法分析需要关于词的分布状况的更精细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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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句法分析的实际需要，描写词语的分布特征，还应从两个方面下工夫。
（一）同类词中的不同个体（比如 X1，X2） 与另一类词（比如 Y）组合后，可能发生功
能分歧。这也属于词语的分布特征，应该看作是 X1 跟 X2 的分布差异，在词库中应该表达出
来。下面是三个示例。
例 13： a 原本 抽烟 的 不怕烟味
b 也许 抽烟 的 不怕烟味
c 老 抽烟 的 不怕烟味
上面这个例子对应的句法格式可表达为：adv+vp+的+vp。其中 13b 的内部结构为：[也
许 [抽烟 的 不怕烟味]]，13c 的内部结构为：[[老 抽烟 的] 不怕烟味]。13a 有歧义，
既可以跟 13b 一样理解，也可以跟 13c 一样理解。
但如果上面这个格式变成： adv+adv+vp+的+vp，即两个副词（adv）连用修饰 vp 的格
式，其内部结构再发生歧义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比如例 13a 变成下面的例 14，就没有歧义。
例 14： 原本 就 抽烟 的 不怕烟味
例 14 的内部结构只能分析为像 13c 那样的结构：[[原本 就 抽烟 的] 不怕烟味]。例
14 之所以没有歧义，是因为第二个副词“就”加 vp 之后，形成的“就抽烟”这个 vp 不能
加“的”组成“的”字结构，这样，当前面出现“原本”的时候，结构就只能是“原本”跟
“就抽烟的”形成一个结构体 vp。
计算机要对例 13a 和例 14 的句法分析做出正确区分，在词库知识描述中，就需要对“就”
这样的副词的分布特点做出更细致的描述，除了描述副词能修饰动词短语（vp）外，还要描
述有的副词在跟 vp 结合之后，不能再跟“的”字组合成“的”字结构。关于词语的这种分
布知识的考察，我们称之为“基于树结构的分布描写”，以区别于以往主要是基于两两之间
成分组合来描写分布能力。后者可以称之为“基于串结构的分布描写”
。
上面副词跟 vp 组合后是否再能跟“的”组合，可以用下面的树形图表示：
np
vp

adv

vp

的

“老、一直、原本”等副词都可以进入这个树图的 adv 位置，“也许、就”等副词则不
能进入 adv 位置。以这个树结构作为考察框架，可以呈现这几个副词的分布差异。
其实传统的语法研究中早就关注过类似的词语分布差异研究。目的都是进一步揭示同类
词内部成员之间分布特点上的不同。下面再举两例说明。
例 15：关于形容词“好”跟“高”的分布差异：
a
不 好
——
不 高
b 张三 比 李四 更 不 好
—— * 张三 比 李四 更 不 高
作为形容词，
“好”跟“高”都可以受“不”修饰。
“不好”跟“更”组合后用在比较句
中没有问题，“不高”跟“更”组合后，就无法再用在比较句中。这样的分布差异在语法学
界研究比较句时是注意到的，但是，还没有人从词语分布知识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差异，更没
有把这种分布知识记入计算机可用的词库中，为计算机句法分析提供帮助。
例 16：关于形容词“胖”跟“高”的分布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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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有 胖 —— a’ 有 那么 胖
b * 有 高 —— b’ 有 三米 高
“胖”跟“高”都是形容词，因而不能作“有”的宾语。这是《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
中可以查到的关于这两个形容词的分布知识。但“胖”跟“那么”组合形成“那么胖”，
“高”
跟“三米”组合形成“三米高”之后，就都可以跟“有”组合了。像这样的更复杂的词语分
布知识，目前的面向计算机使用的语法知识词典中，都还没有涉及到。这就需要我们今后进
一步完善语法信息词典，或者用短语组合规则的办法来刻画这种更为细化的关于词语分布情
况的知识。
（二）词语（X）对组合对象的选择限制，对于句法分析是起到实质作用的语法知识。
目前已有的词类知识也好，语法信息词典中关于词语分布特征的描述也好，都没有系统地涉
及词语对组合对象的选择限制描述。
强调汉语特点的语法学者在谈到汉语动词的分布性质时，往往只说动词能作主语（或相
对的，名词能作谓语），以此作为汉语跟印欧语相比的显著差异。但是，告诉计算机动词能
作主语，或者规定动词不能作主语，而是动词变成（实现为）名词后才能作主语，对计算机
进行句法分析，并无实质的帮助。对计算机来说，真正的问题不是“哭”这个动词（或名词）
能不能做主语，而是它作谁的主语，即它作主语的时候，对其组合对象——谓语提出了什么
选择限制要求。
“哭”做主语的的能力显然没有名词那么强，要受到很多限制。下面把“哭”
跟典型名词“计算机”做主语进行对比：
A
B
C
例 17 哭 解决不了问题 —— * 哭 发现了问题
——
哭 出了问题
* 问题 哭 解决了
例 18 计算机 解决不了问题 —— 计算机 发现了问题
——
计算机 出了问题
问题 计算机 解决了
例 17A 和例 18A 中“哭”跟“计算机”表现一样，都是作主语。但在 B 组例子中，
“哭”
露出了它原本是动词的马脚，两个例子都不合语法。“计算机”则是纯正名词，仍然可以在
例中充当主语，包括普通主谓宾句中的主语和主谓谓语句中的小主语。C 组例子中，“哭出
了问题”有歧义。
“计算机出了问题”则没有歧义。我们可以构造例 19 来展示例 17C 的歧义：
例 19
a
他 眼睛 哭 出 了 问题
b
他的戏份中，哭 出了 问题，笑 没有问题
对句法分析的任务而言，把“哭”处理为名、动兼类，并没有为准确说明“哭”的分布
特征，特别是“哭”对其组合对象有什么选择限制，提供更多的有帮助的信息。所以，当我
们为了计算机句法分析的目的更深入地挖掘词语的分布特点时，根本性的问题并不是为“哭”
找一个合适的词类，主张“哭”专属动词也好，还是兼属动词和名词也好，都只能传递出比
较有限的分布信息。抛开词类问题（主要是兼类问题）上的争议，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汉语
语法分析问题，不难体会到，句法分析的要求实质上就是要给出词与词（词组与词组）之间
的组配约束条件（参见詹卫东 1999）
。词类只是表达组配约束条件的一种手段（或者说是一
部分信息），并非全部，而且也不可能是全部。
5

结论
最后，我们把本文分析的各家词类观点概括为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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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语词类的代表观点
甲： 宋柔（2009a，2009b）
陈小荷（1999）
乙： 黄昌宁 等（2009a，
2009b）沈家煊（2007，2009）

理念

结果（具体做法或表现）
类的数目大量增多

强调（或追求）严格“同类同
分布”的词类观

10

类的数目大量减少
（或具体词语的兼类增多）

丙：袁毓林 等（2009）

不强调“严格同分布”
（认为词类是一种原型范畴）

类的数目无大变化
类的成员带上隶属度

丁：本文

不强调“严格同分布”
（认为词类划分是相对的，分
布知识可由特征来表达）

类的数目无大变化
类的成员带上丰富的次范
畴特征描述

表面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词类划分做法（表现），怎么会都源自一个相同的理念——都是
强调“严格同分布的词类观”呢？咋一看似乎令人费解。其实通过本文的分析，不难体会其
中的道理：强调严格同分布的词类观，就会发现当前通行的词类体系其实都不满足严格同分
布的要求，为了实现严格同分布，就出现两种不同的策略：
（1）把严格同分布的理念发展到
极致，只要词语分布有差异，就设置新的类，导致词类数目大量增加。
（2）重新“解释”词
语的分布差异，只要两个词语出现了相同的分布，就“主动忽视”它们的差异。于是当动词
出现跟名词一样的分布时，动词就自动地成为名词（形容词跟动词的关系也依此类推）。第
一种策略可以概括为“虽千万类，吾往矣”，体现了严格按照分布划分词类的一种执着精神。
第二种策略可以概括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体现了面对汉语主要实词可以不换装扮演
多种角色（无标记转指）时的一种无奈态度 —— 既然类分不清楚，干脆不分算了。
本文通过在前人和时贤有关汉语词类问题的深入讨论基础上做对比分析，并结合自己从
事计算机句法结构分析的经验，重新审视各家关于汉语词类问题的观点，最终形成了对于汉
语词类问题的如下认识：
（1）为了作语法分析，我们需要知道一个词的分布信息。如果能全面掌握任意一个词
语的分布知识，就能判断（或预测）这个词能出现在哪儿，不能出现在哪儿（能跟谁组合，
不能跟谁组合）。
（2）理想的情况是，根据词的分布不同，把词分到不同类中，同类词具有相同分布，
不同类词具有不同的分布 —— 这就是“严格同分布的词类观”：词类 = 分布。
（3）上述理想情况是不可能做到的。原因可以分两个方面说，理论上，
“分布”本身缺
乏严格的定义，建立在一个模糊概念上的词类划分体系，不可能达到严格的同词类同分布
目标。实践中，我们对于一个词语的了解，永远都只是局部，关于一个词语的全局分布的
知识，只存在于想象（假设）中。
（4）尽管理想目标无法达到，但在现实层面，为了语言信息处理的需要，可以根据实
用的目的描述词语的主要分布知识还是可以做到的。其中最主要的分布知识，可以用“词
类”来描述，其他的分布知识，则可以通过“属性：值”对儿这种特征结构表达模式来描
述。这种表达模式适用于从语素到词到短语到句子等各种不同层级的语言单位的句法语义
知识的描写。
（5）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北大《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采取这种“词类+属性描述”
的知识表达范式对汉语中超过八万普通词汇进行了分布知识的描写。其中的具体知识对于
计算机分析汉语句子的句法结构提供了很大帮助，但同时也要看到，目前的分布知识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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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数目增多、减少、或无变化，指相对目前比较通行的词类体系中词类个数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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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两两组合的串结构分布，还需要扩展到基于树结构框架的分布知识描写，另外，目前的
11
分布知识中缺少对词语组合对象的选择限制条件的归纳描写 。而这两方面的知识，正是计
算机自动句法分析迫切需要的。从语言工程的角度看，与其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词类”
的争论上，还不如花大力气用丰富的属性描述手段来精细地刻画“关于词语的详细分布状
况的知识”。
本文的认识继承了朱德熙、陆俭明、郭锐、俞士汶等学者关于汉语词类划分的观点和做
法。同时根据我们自己标注语料库以及进行句法结构分析的经验补充了一些新的思考。就教
于大家，请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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