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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汉语语义知识工程研究述要
北京大学 詹卫东

本文对 20 世纪（主要是 80 年代以来）汉语语义知识工程方面的研究作一个整体回顾。
在对已经建成和正在构建之中的汉语语义知识库进行宏观概述的基础上，尝试以汉语语义知
识在中文信息处理中所能发挥的效用以及如何发挥效用为基本视角，来审视和评价这些语义
知识工程的理论背景和语义知识表述模式，进而对今后汉语语义知识库的建设开发作一些展
望，希望能对相关研究工作有参考价值。
一

概 述

国内的汉语语义知识工程建设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国外语义学理论研究的影
响，一是中文信息处理发展的影响。前者大致体现在汉语语义知识的表达方式上。后者则表
现在已建成的汉语语义知识库的规模（量）与具体知识内容（质）上。需要说明的是，具体
的汉语语义知识工程项目一般都在借鉴国外语义学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文信息处理以及汉
语语义知识表示的实际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此外，也有研究人员提出新的描写汉语语义
知识的理论模式（如 HNC 理论）
。
以下我们列举若干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完成的或正在进行中的比较大的汉语语义知识
工程项目。通过下面这个表，可以大致反映这一个时期汉语语义研究的整体面貌。
表 1：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主要的语义知识工程项目简表
项目

时间

研究单位
（人员）

规模及范围

理论基础与语义知识
表述框架

应用

xhdc_CD

90-93

人大，清华
等

1000 多动词,
3000 多义项

格理论；格（必有+可
选）+格位

人、机两用

905-sem

90-95

北语,河南
财经学院
等

4 万多实词，
近 5 万义项

语义场，语义网络，
格理论

信息处理
通用

How-Net

88-98

董振东 等

5 万多实词，
6 万多概念

语义分类+语义属性
（属性值）+语义关系

信息处理
通用

中软公司

万词级，实词

语义分类+语义关系

机器翻译

ST_CD

-95

TE_CD

96-97

北大，科学
院计算所

近 5 万词，实词

语义分类+配价关系

机器翻译

HNC

88-98-

科学院声
学所

建设中

HNC 理论

信息处理
通用

说明：1. 上表项目栏是语义知识工程的代码，这些语义知识工程的具体名称如下：
xhdc_CD ：现代汉语述语动词机器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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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sem ：国家“八五”中文信息处理应用平台工程（905 语义工程）
How-Net ：知网（董振东先生创立的一个汉英双语知识词典）
ST_CD ：Sino-Trans 机器翻译系统中的汉语语义词典
TE_CD ：TransEasy 汉英机器翻译系统中内嵌的汉语配价词典
HNC ：概念层次网络理论（Hierarchical Network of Concept）
2. 上表中给出的时间只是大致的时间段。其中 HNC 主要是指理论模式的创立时间。至
于具体的语义知识库建设，目前仍在进行中。
3. 上表中六个语义知识工程研究项目可以分为四组（以空行隔开）
。第一组是 80 年代
以来国内研究人员开始借鉴国外语义学理论并根据汉语的描写需要加以扩充后，进
行小规模初步试验的结果；第二组和第三组都是在借鉴国外理论基础上，同时也紧
密联系中文信息处理的实践经验，进行大规模语义知识库建设的产物，区别在于第
二组出于通用的考虑，希望建成的语义知识库可以成为基础平台为信息处理的各个
应用提供支持；而第三组的语义知识库则主要是在一个实际应用系统的框架下开发
完成的，跟汉外机器翻译的需求结合得更紧密。第四组是国内研究人员在借鉴国外
语义学以及语言学理论基础上希望走出一条汉语自动分析的新路所做的努力。

二

评 价

要对已有的语义知识工程建设进行评价，我们的认识是，从原则上讲，评价标准只能是
实用主义的标准，即考察一个语义知识库能对中文信息处理提供多大的支持，解决多少问题。
但从具体操作上讲，真正以这个标准为指导做出科学客观的评判绝非易事，这同样也是一个
浩大工程。这里我们只简单地说明我们对语义知识的作用的一些看法，以及相应的用于考察
语义知识表述框架的一些评判尺度，基本不对具体的语义知识工程做细致的剖析。不过希望
有关考察尺度的讨论能对今后的语义知识工程建设工作具有参考价值。
1. 语义知识在中文信息处理中的作用
◆ 句法分析（parsing）
◆ 多义词辨析（word sense disambiguation）
◆ 相似度计算（similarity computation）
◆ 推理（reasoning）
从在中文信息处理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方式上看，所谓的语义知识跟句法
知识没有本质的差别，二者都是通过一定形式刻画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
2. 语义知识的表现形式
◆ 静态的语义范畴知识 [ 属性 ： 值 ]
◆ 动态的语义规则知识 [ 条件 -> 动作 ]
3. 语义知识的描写水平
◆ 仅描写符号之间的聚合关系或组合关系 （语义场/义素分析 | 格理论 | 配价）
◆ 既描写符号之间的聚合关系也描写组合关系 （ 语义网络 ）
◆ 在句子以下水平提取语义知识
（ 格理论 | 配价 ）
◆ 在句子以上（超句）水平提取语义知识 （ 框架语义学 Frame Semantics ）
4. 语义知识库的开发方式
◆ 手工/半自动 （ 表 1 中的语义知识工程，以及国外的 WordNet, FrameNet）
◆ 自动
（ 微软公司的 Min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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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展 望

基于上述对语义知识的性质以及对语义知识库建设的认识，我们认为今后的语义知识工
程研究工作相应地应该在 4 个方面有如下立场或取向：
1. 应“句法为主，语义为辅”
，在句法知识库的基础上构建语义知识库。
2. 应加强动态的语义规则知识的研究和总结。实际上规则研究的结果也就意味着语义
范畴的进一步细化精化。
3. 应根据应用需求，尽可能准确定位语义知识描写的水平，从而形成跟具体应用紧密
配合的，合理的语义知识描述框架。
4. 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应努力探索以自动方式构建语义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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