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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一般情况下，一个小句中只有一个动词，但是也有两个动词同时在一个小句中出现的
情况，比如两个动词接连出现在同一小句中，在句法上有可能构成状中、述补、动
宾、连谓及并列等结构，语义上可能表示修饰、支配、并列等关系。连续使用的两个
动词构成了相对复杂的结构与语义关系，尤其是在没有形式标记的情况下，如何自动
识别连用动词的结构及其所表达的语义关系是句法语义分析在落地过程中面对的较为
困难的问题。对此，本文将研究对象定位于直接作状语的动词，从大规模结构树库中
抽取两个动词连用的情况，并对语料进行消歧，提取出作状语的动词后，进一步对其
进行语义的细分类，最后构建相应的语义搭配库。不仅为语言学本体提供了分类参
考，同时也为深层次的汉语句法语义分析提供了更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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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前前言言言

状位动词指作状语的动词，包括动词带乜着、地丢等助词作状语和动词直接作状语两类。前
者具有明显的标记，可以从形式上较好地加以匹配和识别，而动词直接作状语修饰中心语，由
于缺乏形式标记，句法上可能构成动宾、连谓、并列、述补以及状中等结构，语义上可能表示
支配、并列、修饰等关系，具有多种可能性，比如：

乥乧丱为 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利季娅·伊万诺夫娜意味深长地相视一望，于是阅阅阅读读读开开开始始始了。
乥乧串为 世贸组织每一个成员都应该全面遵遵遵守守守承承承诺诺诺。

乥乧丳为 若是一条狼走近来，可以立即将它打打打杀杀杀。

乥乧临为 我回回回头头头看看看了他一眼。

乥乧丵为 马切德让手下将他俩带带带离离离了战壕。

乥乧丶为 如果需要报销车票，还是在网络购票后提提提前前前换换换取取取纸质车票。

乥乧丷为 它将在第一时间滚滚滚动动动报报报道道道电视节和电影节的所有最重要的新闻和通告。

乥乧丸为 近年来先后有串丸名干警在在在职职职攻攻攻读读读本科。

以上例子中加粗的词语在《现代汉语词典》丨第七版丩0中都有动词词性，并且在例句中体现
的也是动词词性，但是，每两个连用的动词的句法结构及其所表达的语义关系都不同。乜阅读
开始丢句法上是主谓结构，语义上表示陈述说明的关系；乜遵守承诺丢是动宾结构，表示支配关
系；乜打杀丢是并列结构，乜回头看丢是连谓结构，都表示并列关系；乜带离丢是述补结构，表示修
饰关系；乜提前换取丢乜滚动报道丢与乜在职攻读丢是状中结构，都表示修饰关系，但是三者所表示
的深层次语义不同，乜提前换取丢中的乜提前丢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乜滚动报道丢中的乜滚动丢表示
动作的方式，而乜在职攻读丢中的乜在职丢表示动作发生时的状态。对这一类无标记的动词连用结
构进行结构与深层次语义的定性，在深度的句法语义分析阶段有很大的难度丬同时给机器翻译等
具体应用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2021 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
根据《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许可出版

0【阅读】{动}看(书报等)并领会其内容。
【开始】①{动}从头起；从某一点起。②{动}动手做；着手进行。③{名}开始的阶段。
【遵守】{动}依照规定行动；不违背。
【承诺】{动}对某项事务答应照办。
【打】1{动}①用手或器具撞击物体。②器皿、蛋类等因撞击而破碎。③殴打；攻打。④发生与人交涉的行为。⑤
建造；修筑。⑥制造(器物、食品)。⑦搅拌。⑧捆。⑨编织。⑩涂抹；画；印。(11)揭；凿开。(12)举；提。(13)放
射；发出。(14)〈方〉付给或领取(证件)。(15)除去。(16)舀取。(17)买。(18)捉(禽兽等)。(19)用割、砍等动作来收
集。(20)定出；计算。(21)做；从事。(22)做某种游戏。(23) 表示身体上的某些动作。(24)采取某种方式。
【杀】①{动}使人或动物失去生命；弄死。②{动}战斗。③{动}削弱；减少；消除。④同”煞”①。⑤{动}用在动词
或形容词后，表示程度深。⑥〈方〉{动}药物等刺激皮肤或黏膜使感觉疼痛。
【回头】①(-∥-){动}把头转向后方。②{动}回来；返回。③{动}悔悟；改邪归正。④{副}少等一会儿；过一段时
间以后。⑤{连}不然；否则(用在祈使句后的句子开头申述理由)。
【看】①{动}使视线接触人或物。②{动}观察并加以判断。③{动}访问。④{动}对待。⑤{动}诊治。⑥照料。
⑦{动}用在表示动作或变化的词或词组前面，表示预见到某种变化趋势，或者提醒对方注意可能发生或将要发生的
某种不好的事情或情况。⑧{助}用在动词或动词结构后面，表示试一试(前面的动词常用重叠式)。
【带】①(～儿){名}带子或像带子的长条物。②{名}轮胎。③地带；区域。④白带。⑤{动}随身拿着；携
带。⑥{动}捎带着做某事。⑦{动}呈现；显出。⑧{动}含有。⑨{动}连着；附带。⑩{动}引导；领。(11){动}带
动。(12){动}照看(孩子)。(13){名}姓。
【离】1①{动}分离；离开。②{动}距离①。③{动}缺少。④(Ĺı）{名}姓。
【提前】{动}(把预定的时间)往前移。
【换取】{动}用交换的方法取得。
【滚动】{动}①一个物体(多为球形或圆柱形)在另一物体上接触面不断改变地移动，如车轮在地上的运动。②逐步
积累扩展；不断地周转。③一轮接一轮地连续不断进行。
【报道】①{动}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或其他形式把新闻告诉群众。②{名}用书面或广播、电视形式发表的
新闻稿。
【在职】{动}担任着职务。
【攻读】{动}努力读书或钻研某一门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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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助动词是作状语修饰中心词还是作谓宾动词学界有不同看法，但助动词数量有
限，可穷尽列举，因此不论助动词是作状语还是带谓词性宾语在判断上都基本没有问题，不在
本文考察范围之内。

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定位于直接出现在动词前作状语的一般动词，以期在汉语句法语义
分析时准确识别出动词作状语的状中结构并且给出该结构所表达的深层次的语义关系。

本文结合理论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从结构树库中抽取出两个动词在一个小句中连续出现
的情况并进行消歧，得到作状语的动词之后，结合状位动词本身的语义及其在状中结构中所表
达的语义进一步对状位动词进行语义上的细分类并构建相应的动词作状语的语义搭配库。基于
语义搭配库不仅可以识别出连用的两个动词是否是状中结构，还可以进一步提供该状位动词在
状中结构中的语义类型，为深层次的汉语句法语义分析提供更多的句法和语义知识，同时也为
机器翻译等具体应用提供更为准确的结构知识。

2 研研研究究究现现现状状状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对动词作状语这一现象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在早期的语法研究
中，大多数学者认为除助动词外，其他动词不能作状语，朱德熙在《语法讲义》一书中将其视
作动词转化为副词，如乜他同情地笑了笑丢。丸丰年代中后期，随着动词作状语的使用日益增多以
及学者们认识的深化，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如肖伟良（丱丹丸丳）、王政红（丱丹丸丹）、
朴正实（串丰丰丳）、侯雪钰（串丰丱串）、张军（串丰丱临）等，集中从形式和语义两个层面加以探讨，
形式方面比如动词加乜地、着丢等助词作状语或者动词直接作状语，状语和中心语之间能否插入
其他成分，能够进入何种句法格式，以及单双音节搭配等方面的特征。语义方面则主要考察前
动或后动的语义类别和特征、动词和动词组合的语义框架以及作修饰语的动词的语义指向等
等。还有的文章加入句法功能、内部结构以及语用因素等考察角度，如耿雪（串丰丰丸）等。

动词直接作状语和动宾、动补、并列等结构在形式上相同，很多文章着重探讨连动式和状
中式的区别，如马鸣春（丱丹丸临）一文中，作者列举了连动式和状中式各自的特点，然后从结构
形式上加以对比，最后给出七条判断标准。还有的文章探讨某一著作或某一历史时期的动词作
状语情况，如章新传（串丰丰临）与杨佳玉（串丰丱丵）等。

也有的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角度来看待动词作状语这一问题，从范畴化角度出发的有《非范
畴化视角下的现代汉语动词作状语研究》（郭奇军 龙启艳丬 串丰丱丰）与《基于原型范畴理论的
现代汉语连动式和状中式对比》（吴思霖丬 串丰丱丹）。从语法化角度出发的有《从语法化角度看
动词直接作状语》（高增霞丬串丰丰临）等。

此外，还有的学者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从相关语料库搜集语料进行定量分析，如考察能
作状语的动词的数量等。比如孙德金（丱丹丹丷）以动词义项为单位对一份包含丷丷丰个单音节动词
及串串丶丶个双音节动词的词表进行封闭式考察，统计出能直接做状语的单音节动词丳丳个，双音节
动词丷丸个，共计丱丱丱个动词，并得出结论：一般修饰语是单音节的，则中心语也是单音节；修饰
语是双音节的，则中心语也是双音节。但其所考察的动词未能涵盖《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全部
动词，且并未对状位动词所表达的语义进行分析，本文则从大规模的结构树库中抽取出动词作
状语的语料，所考察的动词范围大大超过该文，并进一步对状位动词所表达的语义进行分类。

总体来看，对于动词作状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语言学领域，而计算语言学领域相关的
研究相对来说比较少，比如邢丹（串丰串丰）利用词性信息构建了动词作状语的搭配库，但是该文
并未明确指出都有哪些动词可以作状语，且未对其所构建的动词作状语的搭配库作穷尽性的正
确度考察，更未对动词作状语时所表达的语义关系进行分析，并且仅仅利用词性信息难免会受
到词性标注结果的影响。本文以句法结构树库为语料来源，借助结构信息与词性信息抽取语
料，在结构树的基础上，不仅可以准确地定位谓词性结构，还可以进一步减少词性标注对标注
结果的影响。

3 数数数据据据基基基础础础

从本文的目标出发，需使用具有词性标注信息与结构标注信息的语料库丬即北京语言大学句
法结构树库（卢露等丬 串丰串丰），并从中进行状位动词语料的抽取和消歧。

3.1 结结结构构构树树树库库库资资资源源源

本文的语料来源是北京语言大学句法结构树库，该句法结构树库是一个大规模、多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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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树库，将句子分析为由句法成分、衔接成分、辅助成分构成的块状组合序列，以组块状
短语结构树为句法表示，直接根据各组块的性质及功能，标注句子骨架，突出中心词信息。
目前已构建有质量保证的浅层结构分析树库，包含丶丰余万小句，共近丱丳丰丰万个字，语料涉及百
科、新闻、专利等应用领域文本丱万余篇。

由于该规范包含的术语及标注符号比较多，仅介绍本研究涉及的述语及述语符号。述语是
在句内相对传统主语和宾语而言可以分别陈述主语、支配宾语的句子核心部分，在该句法结构
树库中，述语是包括了状语、补语的最大长度的连续谓词性短语结构，由动词（或中心语为动
词的短语、动词性熟语）、形容词（或中心语为形容词的短语、形容词性熟语）、主谓短语充
任。该句法结构树库认为一个述语块内部只有一个核心谓词，一个单句内可以有多个述语（复
谓句），述语块用乜丨丩丢整体标注，再用乜丨丩丢将核心谓词标注出来。以下面的例子来说明：

乥乧丹为 旅客(可可可以以以提提提前前前(查查查询询询))车次。

乥乧丱丰为 我们(电电电话话话(联联联系系系))。

乥乧丱丱为 你(怎怎怎么么么(说说说)个个个没没没完完完没没没了了了)。

乥乧丱串为 我((听听听)不不不懂懂懂)他们的话。

其中，乜可以提前查询丢乜电话联系丢乜怎么说个没完没了丢与乜听不懂丢都是述语块，用乜丨丩丢整
体标注，并且在底层用乜乖乐中乐乒乄丢标签来标明块的性质。该述语块内部又包含修饰语和核心谓
词两部分，修饰语又根据其位置的不同分为状语和补语两部分，核心谓词依旧使用乜丨丩丢标注，
一个述语块内只有一个核心词，即只有两层乜丨丩丢，可以达到区分核心谓词与修饰语的作用。上
述例子中的核心谓词依次是乜查询丢乜联系丢乜说丢乜听丢，其中位于核心谓词之前的是状语部分，比
如乜可以提前丢乜电话丢乜怎么丢；位于核心谓词之后的是补语部分，比如乜个没完没了丢乜不懂丢。

本文根据北京语言大学句法结构树库的这一特点，限定两个连用的动词出现在带有乜乖乐中
乐乒乄丢标签的述语块内，保证连用的两个动词充当的是句子的述语成分，乜提前查询丢这个动词
作状语修饰动词中心语的结构就可以在两个双音节的动词接连出现并且标签是乜乖乐中乐乒乄丢的述
语块中检索出来。

3.2 状状状位位位动动动词词词的的的抽抽抽取取取与与与消消消歧歧歧

对状位动词进行语义分类并构建相应的语义搭配库的前提是得到比较准确的状位动词语
料，本小节主要介绍从北京语言大学句法结构树库中抽取状位动词语料并进行消歧的过程。

3.2.1 语语语料料料抽抽抽取取取

本文的语料抽取基于北京语言大学句法结构树库，该句法结构树库不仅是经过浅层树结构
标注的树库，同时也是经过分词词性标注的树库，因此可以依据结构信息与词性信息来进行语
料的抽取。考虑到后期形式分析的需要，在抽取时首先根据前后两个动词音节的不同将两个连
用的动词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丨丱丩单音节动词状语丫单音节动词中心语：简称乖丱丫乖丱

丨串丩单音节动词状语丫双音节动词中心语：简称乖丱丫乖串

丨丳丩双音节动词状语丫单音节动词中心语：简称乖串丫乖丱

丨临丩双音节动词状语丫双音节动词中心语：简称乖串丫乖串

同时在检索式层面对数据进行降噪。虽然助动词不在本文考察之列，但是关于助动词具体
包括哪些词，各家看法不一，本文同时参考了朱德熙（丱丹丸串），黄伯荣、廖序东（丱丹丹丱），马
庆株（串丰丰丵），邢福义（串丰丱丱）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取其并集，最后一共得到了丶临个助动词，
具体如表丱所示：

单音节 会、可、能、好、得、应、该、愿、想、许、要、肯、敢、配、需、须、甭、别、准

双音节

准许、许可、容许、允许、宁愿、宁可、甘愿、须要、一定、显得、必须、便于、

得以、能够、可以、可能、应该、应当、须得、总得、不得、必得、愿意、情愿、

想要、要想、希望、企图、乐得、高兴、敢于、勇于、甘于、苦于、懒得、忍心、

值得、难于、易于、善于、适于、宜于、容易、乐意

表丱丮助动词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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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料的抽取阶段，直接限制作状语的动词不在以上列出的范围之内，为下一步人工消歧
降低了一定的难度。
以抽取乜乖丱丫乖丱丢的流程图为例来介绍语料的抽取过程，详细的代码及解释请参考附录丱：

图丱丮语料抽取流程

首先给出检索式的限制条件，即连用的前一个动词不是助动词，并且连用的两个动词都是
单音节的；其次定位两个连用的动词；第三步定位一个述语块；第四步将两个连用的动词限制
在一个述语块内部出现，即两个连用动词整体充当一个句子的述语部分并且该句子只有一个核
心谓词；最后得到符合该检索式的样例频次及上下文信息。

综上，该流程图所表达的意思是，两个单音节的动词连用，同时作状语的动词不是助动
词，并且连用的两个动词出现在一个述语块内且只有一个核心谓词的情况，最后输出符合该检
索式的样例频次及上下文信息。

3.2.2 歧歧歧义义义消消消解解解

在经过检索式层面的降噪之后，抽取结果中仍旧包含许多有歧义的句子。根据齐夫定律，
依据频次信息将结果按照二八比例分开，删去占所有频次串丰严的检索结果，并对剩余的丸丰严的
高频检索结果按照以下几个步骤进行消歧，具体如下：
首先，针对词性标注错误的情况，对检索结果进行词典消歧。将连用的两个动词与《现代

汉语词典》（第七版）中的动词进行对照。具体情况如下：如果其中一个不为词，则删除检
索结果。对于保留的检索结果，如果乜乖丱丫乖丱丢或者乜乖丱丫乖串丢或乜乖串丫乖丱丢整体为词典中的一个
词，则删除检索结果；如果乜乖串丫乖串丢的前三个字为词典中的一个词，同样将该检索结果删除。

其次，删去不为状中结构的检索结果。在词典消歧的基础上，对语料进行人工排查，并删
除非状中结构的检索结果。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具有形式化特征的，比如在乜乖丱丫乖串丢格式中，
第二个双音节的动词为趋向动词时，如乜上来、上去、下来、下去、进来、进去、出来、出去、
回来、回去、起来、过来、过去丢，必定是做补语，可批量删除；二是没有形式化特征的，比
如乜笑开怀丢是述补结构，乜嫉妒恨丢是并列结构，需要进行人工判定。
最后，针对兼类词现象进行词典义项的排查。由于许多动词是兼类词，比如动副兼类词、

动形兼类词、动名兼类词等，这些词都会在检索结果中出现。动副兼类词如乜拼命1丢，在例
句乜小明每天都拼拼拼命命命锻锻锻炼炼炼身体丢中，乜拼命丢是副词而不是动词。针对这种情况，就需要人工对检
索结果进行义项的排查。具体做法如下：以《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的动词义项为标
准，依据上下文信息，逐个对照检索结果中的状语位的动词是否为动词义项作状语，若不是则
删去检索结果。
经过以上消除歧义的步骤之后，得到了可以作状语修饰动词中心语的动词共丸丹丳个，其中

单音节的有丱丳临个，双音节的有丷丵丹个，这个数量大大超过了以往研究成果中的动词作状语的数
量。

4 状状状位位位动动动词词词语语语义义义分分分类类类及及及分分分析析析

以降噪后的动词作状语的语料为基础，参考现有的研究成果，结合状位动词本身及其在状
中结构中所表达的语义对状位动词进行语义细分类，并对分类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4.1 状状状位位位动动动词词词语语语义义义分分分类类类

一般认为，动词作状语表示动作的某种方式，但是状位动词除了表示方式这一语义外，还
可以表示其他多种语义，本小节针对这一问题，试图对状位动词所表达的语义信息进行详尽的

1【拼命】p̄ın∥mı̀nɡ①{动}把性命豁出去；以性命相拼：跟歹徒～。②{副}尽最大的力量；极度地：～地工作
｜～往山顶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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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目前学界关于状位动词语义分类的研究成果较少，朴正实（串丰丰丳）指出动词作状语的语义

关系分为以下五种：方式、动作、过程、时间、情态。虽然可参考的研究成果很少，但是本文
认为状语位的动词同状语位的副词与形容词的语义功能类似，在状中结构中都表达着相似的
语义关系，因此参考姜汇川（丱丹丸丹）、邢福义（丱丹丹丶）、张谊生（串丰丰丰）对副词的语义分类体
系，对状位动词所表达的语义进行大类及次类的划分。
以上文得到的丸丹丳个状位动词为基础对状位动词进行人工的语义分类。主要指导原则是：以

状位动词在搭配中体现的语义为主，以状位动词本身的语义为辅。以姜汇川、邢福义与张谊生
构建的副词语义分类体系为参考，经过多轮迭代之后，共将状位动词所表达的语义分为串丳个大
类，临丷个小类。相较于学界目前关于状位动词的研究成果，具有较为严格的分类体系，并且语
义类别的划分更加细致，为深层次的句法语义分析贡献更多更丰富的信息。
分类结果如表串所示，由于小类较多，表串中只选取大类中具有代表性的小类进行说明，全

部的分类体系见附录串2：

语语语义义义大大大类类类 语语语义义义次次次类类类 例例例词词词 例例例句句句

程程程度度度 深 无比 我无无无比比比喜喜喜欢欢欢这棵橡树

时时时间间间 提前 提早 它能够帮你提提提早早早发发发现现现敌人的踪影。

范范范围围围 统括 总括 但可以总总总括括括说说说，区别都来自爱恶的不同。

频频频序序序 次序 首选 首首首选选选使使使用用用简易器材的体育健身方法。

判判判断断断 肯定 保准 他保保保准准准发发发生生生过这样的事情。

语语语气气气 反问 岂可 这样的赏雪胜地岂岂岂可可可错错错过过过？

数数数量量量 超量 超标 同时违反规定，用公款超超超标标标接接接待待待。

速速速度度度 加速 加快 加加加快快快推推推进进进丱串丳丱丵行政执法体系建设。

方方方向向向 方向 反向 市场口碑也很容易反反反向向向操操操作作作。

结结结果果果 结果 退学 老师说下星期要交下学期的学费，否则做自动退退退学学学处处处理理理。

伴伴伴随随随 伴随 临风 然而每临黄昏总见她临临临风风风洒洒洒泪泪泪。

原原原因因因 原因 窒息 医生说小兵已经窒窒窒息息息死死死亡亡亡。

意意意见见见 同意 应许 而且你也应应应许许许说说说你一定会来。

方方方式式式 一般方式 上网 学生能上上上网网网了了了解解解外面的世界。

状状状态态态 状态 在职 鼓励干部在在在职职职学学学习习习。

情情情貌貌貌 比况 蜂拥 国际大公司开始蜂蜂蜂拥拥拥进进进入入入中国市场。

影影影响响响 影响 联动 本届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周将于丹月串丰日至串丵日在全省联联联动动动举举举行行行。

目目目的的的 目的 澄清 他澄澄澄清清清说说说他要的是一种被重视的感觉。

限限限制制制 限制 限价 也可比照经济适用住房的价格实行限限限价价价销销销售售售。

距距距离离离 距离 凑近 凑凑凑近近近看看看挺吓人的。

评评评价价价 夸奖 出彩 李莎子在场上出出出彩彩彩发发发挥挥挥。

态态态度度度 向上 奋发 激励学生奋奋奋发发发求求求学学学。

理理理应应应 理该 理该 灾区有困难，我们理理理该该该帮帮帮助助助。

表串丮状位动词语义分类及例词例句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动词前的乜来、去丢也当作状语，认为二者在动词前出现时表示的是
某种目的，比如：

乥乧丱丳为 哈亚和坦皮纳去去去寻寻寻找找找乜奥斯曼土耳其丢伊斯坦布尔的忧伤形象。

2附录中，每一类仅列出一部分结果，完整的分类结果参见https://github.com/bien-apprend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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乥乧丱临为 人通过接触世界来来来提提提高高高判断力。

上例中的乜去寻找、来提高丢在句子中表示的是某种目的，因此将乜来、去丢划分到了表示乜目
的丢的语义类中。

4.2 结结结果果果分分分析析析

基于上文对状位动词的语义分类结果，本小节进一步对该分类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图丱表示
的是每一个语义大类所包含的状位动词的数量占比。

图串丮状位动词大类分布情况统计

由图串可知，表示方式的状位动词占比最高，达到了临丷严，其次是表示状态的，有丱丱严，其
余每一类的占比都低于丱丰严。虽然其他语义类的占比都不大，但是其总量也达到了丵丰严多，以
近一半的数量占比承载了大多数的语义。

由于方式大类的占比高达临丷严，方式类又按照动词本身的语义及其在状中结构中所表达的
语义的不同分为：协同方式、言说方式与一般方式三小类。言说方式指说话的方式；协同方式
指涉及到两个人以上的动作方式；一般方式是除去言说方式与协同方式以外的其他动作方式。
三个小类的例词、例句及个数与占比如表丳所示：

语语语义义义大大大类类类 语语语义义义次次次类类类 例例例词词词 例例例句句句 数数数量量量 占占占比比比

方式

协同方式 携手 乌乇日前结盟英特尔公司携携携手手手打打打造造造乗乩乄乩技术。 丱丱 丳严

言说方式 支吾 李培斌嘴上支支支吾吾吾说说说工作忙走不开。 丷丹 串临严

一般方式 自助 轻点鼠标，即可自自自助助助查查查询询询通话清单。 串丳丹 丷丳严

表丳丮方式小类及例词例句

在表示方式的三个语义小类中，表示一般方式的最多，其次是表示言说方式的，而表示协
同方式的占比最小。对于表示一般方式的类别划分不是很细致，本文也尝试对一般方式进行细
分类，但是词语之间的语义共同点少，导致类别太多，类似于《同义词词林》的词簇，从应用
的角度出发，将这些词簇统一归到了乜一般方式丢这一语义类中。

5 状状状位位位动动动词词词语语语义义义搭搭搭配配配库库库的的的构构构建建建与与与统统统计计计分分分析析析

本小节以上文动词作状语的语义分类体系为标准，以降噪后的状位动词的语料为基础，构
建相应的动词作状语的语义搭配库，并进一步对该语义搭配库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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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语语语义义义搭搭搭配配配库库库构构构建建建

得到状位动词并且对其进行语义分类之后，进一步根据降噪后的状位动词的语料及语义分
类结果构建相应的状位动词的语义搭配库，标明不同的状位动词与相应的中心语之间的句法与
语义关系，即本研究所构建的搭配库不仅仅包含句法信息，还包括语义信息。乜搭配丢一词的定
义最早是由乆乩乲乴乨（丱丹丵丷）提出的，他认为自然语言中的词汇并不是孤立使用的，而是与其他词
语组合使用的，并且把搭配的整体看成表达意义的方式。因此构建了状位动词的语义搭配库之
后，可以将每一个搭配对看成一个整体，并且给出其整体所表达的语义关系。
语义搭配库的构建以中心语动词为中心，按照状位动词与中心语动词在语料库中连用的频

次排序，并且标明每一个状位动词与中心语动词结合时所表示的语义类型，以乜乖串乖串丢格式中的
核心动词乜注意丢为例来介绍状位动词语义搭配库的格式：

丮乚乚 乖串乖串 注意
丨
乛
提前 时间 提前
必需 语气 坚决
足够 程度 深
理应 理应
丮丮丮丮丮丮
丩
九
开头的乜丮丢表示一个动词中心语的开始，乜乚乚丢表明句法类型，即状中结构的首字母缩

写，乜乖串乖串丢表示修饰语与中心语的音节与词性，即双音节的动词修饰双音节的动词，最后
标明该中心语是乜注意丢。接下来按照状位动词与中心语动词连用的频次排序，每个状位动词后
面标明该状位动词与该中心语连用时所表示的语义类型，比如乜提前丢与乜注意丢连用时，表示属
于乜时间丢大类中的乜提前丢小类，即所表示的语义是在时间上的提前，以此类推。但是在本文的
分类体系中，有的大类没有细分小类，比如乜理应丢类，则直接标明大类的名称，如果大类细分
小类，则在大类后面加下划线乜 丢后再加该小类的名称，比如乜时间 提前丢。

5.2 搭搭搭配配配库库库统统统计计计分分分析析析

构建状位动词的语义搭配库之后，进一步对该搭配库进行统计分析。综
合乜乖丱丫乖丱丢乜乖丱丫乖串丢乜乖串丫乖丱丢乜乖串丫乖串丢四种格式，共得到丱丰丰丳丱个搭配对，并且对状位动词
与中心语动词之间的音节搭配信息以及各个格式下的修饰语与中心语的个数及占比进行统计，
如表临所示：

格格格式式式 搭搭搭配配配对对对数数数量量量及及及占占占比比比 修修修饰饰饰语语语个个个数数数及及及占占占比比比 中中中心心心与与与个个个数数数及及及占占占比比比

V1+V1 丱丱丶丰 丱丱丮丵丶严 丱丳临 丱丳丮丱严 临丶临 丱丰丮丶严

V1+V2 串丰丱丵 串丰丮丰丹严 串 丰丮串严 丱丳临丵 丳丰丮丷严

V2+V1 丹丵丶 丹丮丵丳严 丳丵临 丳临丮丶严 丳丰串 丶丮丹严

V2+V2 丵丹丰丰 丵丸丮丸串严 丵丳丳 丵串丮丱严 串串丷丶 丵丱丮丸严

汇汇汇总总总 丱丰丰丳丱 丱丰丰严 丱丰串串 丱丰丰严 临丳丷丸 丱丰丰严

表临丮状位动词搭配库搭配数及修饰语与中心语个数统计

关 于 搭 配 对 的 数 量 ， 其 中乜乖串丫乖串丢格 式 的 最 多 ， 占 总 数 的丵丸丮丸串严， 其 次
是乜乖丱丫乖串丢乜乖丱丫乖丱丢乜乖串丫乖丱丢，占比分别为串丰丮丰丹严、丱丱丮丵丶严、丹丮丵丳严，这三个格式的占比都
远远小于乜乖串丫乖串丢格式的搭配数量。同时乜乖串丫乖丱丢格式的占比最小，而在汉语的韵律语法
中，乜乖串丫乖丱丢这样乜串丫丱丢的音节搭配是最少见的情况，说明状位动词修饰中心语的音节搭配符
合汉语韵律语法中的音节搭配规律。
同时，充当修饰语的动词和充当中心语的动词都以双音节为主，充分说明了双音节词在

汉语组合搭配中的优势地位，其中又以乜乖串丫乖串丢最为常见，说明了双音节与双音节搭配的
普遍性。而占比最低的是乜乖丱丫乖串丢格式，该格式的修饰语个数只有两个，通过返回原文发

CC
L 
20
21

第二十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论文集，第361页-第373页，呼和浩特，中国，2021年8月13日至15日。
(c) 2021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计算语言学

现，乜乖丱丫乖串丢格式的修饰语只有乜来丢和乜去丢两个，在语义分析时可以通过语义搭配库直接认
定乜乖丱丫乖串丢格式中的修饰语所表达的语义类型是乜目的丢，同时其他格式的也按照语义类别的不
同构建状位动词与相应的动词中心语之间的语义搭配库。

为了进一步明确音节韵律组合和语义之间的交叉关系，本文对语义搭配库中的每个格式下
的每一语义大类的搭配数及每一格式下每一语义类占这一语义类的比例进行了统计，如表丵所
示：

V1+V1及及及占占占比比比 V1+V2及及及占占占比比比 V2+V1及及及占占占比比比 V2+V2及及及占占占比比比 汇汇汇总总总

程程程度度度 丷 丱丮临丶严 丰 丰丮丰丰严 丶丳 丱丳丮丱丵严 临丰丹 85.39% 临丷丹

时时时间间间 丳丰 串丮临丹严 丰 丰丮丰丰严 丱丶丳 丱丳丮丵丰严 丱丰丱临 84.01% 丱串丰丷

范范范围围围 丳丵 55.56% 丰 丰丮丰丰严 丱串 丱丹丮丰丵严 丱丶 串丵丮临丰严 丶丳

频频频序序序 丹 串丵丮丷丱严 丰 丰丮丰丰严 丷 串丰丮丰丰严 丱丹 54.29% 丳丵

判判判断断断 丰 丰丮丰丰严 丰 丰丮丰丰严 丱丱 78.57% 丳 串丱丮临丳严 丱临

语语语气气气 串 丰丮临丹严 丰 丰丮丰丰严 丷丹 丱丹丮临丶严 丳串丵 80.05% 临丰丶

数数数量量量 丰 丰丮丰丰严 丰 丰丮丰丰严 临 丷丮丶丹严 临丸 92.31% 丵串

速速速度度度 丰 丰丮丰丰严 丰 丰丮丰丰严 丹 丵丮丱丷严 丱丶丵 94.83% 丱丷临

方方方向向向 丰 丰丮丰丰严 丰 丰丮丰丰严 丱临丸 串串丮丸丰严 丵丰丱 77.20% 丶临丹

结结结果果果 丰 丰丮丰丰严 丰 丰丮丰丰严 丰 丰丮丰丰严 丱丳 100.00% 丱丳

伴伴伴随随随 丳丶 串丹丮丰丳严 丰 丰丮丰丰严 丱丷 丱丳丮丷丱严 丷丱 57.26% 丱串临

原原原因因因 丶 丱丱丮丳串严 丰 丰丮丰丰严 丷 丱丳丮串丱严 临丰 75.47% 丵丳

意意意见见见 丰 丰丮丰丰严 丰 丰丮丰丰严 丱丱 丱丹丮丶临严 临丵 80.36% 丵丶

方方方式式式 串丳串 丱丱丮丳串严 丰 丰丮丰丰严 串丵丷 丱串丮丵临严 丱丵丶丱 76.15% 串丰丵丰

状状状态态态 丸丷 丳丳丮丵丹严 丰 丰丮丰丰严 串丰 丷丮丷串严 丱丵串 58.69% 串丵丹

情情情貌貌貌 丳 丱丮串丰严 丰 丰丮丰丰严 临丶 丱丸丮丳丳严 串丰串 80.48% 串丵丱

目目目的的的 丷丰丷 串丵丮丹丶严 串丰丱丵 74.00% 丱 丰丮丰临严 丰 丰丮丰丰严 串丷串丳

影影影响响响 丰 丰丮丰丰严 丰 丰丮丰丰严 丰 丰丮丰丰严 丱丹 100.00% 丱丹

限限限制制制 丰 丰丮丰丰严 丰 丰丮丰丰严 丸 串丱丮丰丵严 丳丰 78.95% 丳丸

距距距离离离 丰 丰丮丰丰严 丰 丰丮丰丰严 丳 丷丮丶丹严 丳丶 92.31% 丳丹

评评评价价价 丰 丰丮丰丰严 丰 丰丮丰丰严 丱 丱丮丹串严 丵丱 98.08% 丵串

态态态度度度 丳 丰丮丵丶严 丰 丰丮丰丰严 临串 丷丮丹丱严 临丸丶 91.53% 丵丳丱

理理理应应应 丳 丰丮临丰严 丰 丰丮丰丰严 临丷 丶丮丳串严 丶丹临 93.28% 丷临临

汇汇汇总总总 丱丱丶丰 串丰丱丵 丹丵丶 丵丹丰丰 丱丰丰丳丱

表丵丮状位动词搭配库语义类分布统计

由表丵可知，在乜乖串丫乖串丢格式中，除去乜范围、判断、目的丢这三个语义类之外，其他二十
种语义类的搭配数占比均达到了丵丰严以上，其中八种语义类的搭配数占比达到了丹丰严以上。而
在乜乖丱丫乖丱丢、乜乖丱丫乖串丢与乜乖串丫乖丱丢格式中，依次是乜范围丢乜目的丢和乜判断丢语义类的搭配数占
比达到了丵丰严以上。因此，无论动词作状语表达的是什么样的语义关系，乜乖串丫乖串丢格式总是占
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然而是否其他结构的情况也是如此，有待进一步深入考察。

通过构建状位动词与中心语动词之间的语义搭配库，就可以正确识别两个动词在一个小句
中连用时是否为状中结构并且正确判定修饰语与中心语的位置，进一步提供该状位动词在状中
结构中所表达的语义信息，为深度的句法语义分析提供更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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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总总结结结与与与展展展望望望

本文以状语位的动词为研究对象，从北京语言大学句法结构树库中抽取在一个小句中接连
出现两个动词的情况，经消歧后得到了丸丹丳个可以直接作状语的动词，并且对这丸丹丳个可以作状
语的动词进行语义分类，得到了串丳个语义大类，临丷个语义小类。同时根据消歧后的语料与状位
动词的语义分类结果，构建了状位动词与相应的动词中心语之间的语义搭配库，搭配库中标明
了每个搭配所表示的语义关系，最后共得到了丱丰丰丳丱个搭配对。构建了这样的语义搭配库之后，
可以正确识别两个连用的动词的结构，并给出状位动词在状中结构中所表达的语义，同时也为
汉语深层次的句法语义分析提供了更多的知识。

但是，本文的状中结构仅详细说明了动词为中心语的情况，形容词为中心语的情况也做
了相同的研究，发现乖乖结构中状位动词的语义分类可以完全涵盖乖乁结构中状位动词的语义表
达，说明乖乖结构中状位动词的语义分类对其他结构的分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同时，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还有以下两点：

一是两个动词在一个小句中接连出现除了可能构成状中结构之外，还可能构成述补、动宾
等结构，虽然在借助结构树库对述语块限制的情况下，将可能性缩小到了状中和述补两种类
型，但为了使汉语句法语义分析的结果更精确，还需要进一步对述补结构做相应的系统性研
究。

二是在乖乖结构中，由于前一动词的实际语义较为虚化，具备了充当状语的可能性，进而与
核心动词（往往具有强语义）形成高低搭配关系，可以在现有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对两个
动词的语义强度及其规律进一步研究，以揭示更深层的语言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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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德金丮 丱丹丹丷丮 现代汉语动词做状语考察丮 语言教学与研究丬 丨丳丩为丱丱丶乻丱串丹丮

王政红丮 丱丹丸丹丮 动词作动词的修饰语研究丮 南京师大学报丨社会科学版丩丬 丨串丩为丷丰乻丷丵丮

吴思霖丮 串丰丱丹丮 基于原型范畴理论的现代汉语连动式和状中式对比丮 文学教育丨上丩丬 丨丱串丩为丱丶丶乻丱丶丹丮

肖伟良丮 丱丹丸丳丮 试论动词作动词的状语丮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丬 丨丳丩为丳丵乻丳丹丮

邢丹丮 串丰串丰丮 《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状中搭配库构建与应用》丮 北京语言大学丮

邢福义丮 丱丹丹丶丮 现代汉语丮 北京为 高等教育出版社丮

邢福义丬 汪国胜丮 串丰丱丱丮 现代汉语丮 北京为 高等教育出版社丮

杨佳玉丮 串丰丱丵丮 晚清时期动词作状语研究丮 吉林大学硕士论文丮

张军丮 串丰丱丳丮 现代汉语动词作状语的主要形式及动因分析丮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丨人文社会科学版丩丬
丵丳丨丵丩为丱丰丰乻丱丰丸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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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谊生丮 串丰丰丰丮 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范围与分类丮 语言研究丬 丨丱丩为丵丱乻丶丳丮

张谊生丮 串丰丰丰丮 现代汉语副词研究丮 学林出版社丮

章新传丮 串丰丰临丮 《史记》动词作状语考察丮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丨社会科学丩丬 丨丱丩为丵丷乻丶丰丮

朱德熙丮 丱丹丸串丮 《语法讲义》丮 北京为 商务印书馆丮

乆乩乲乴乨丮乊丮乒丮 丱丹丵丷丮 Modes of meaning in Papers in Linguistics丮 乏乸书乯乲乤 乕乮乩乶乥乲乳乩乴乹 乐乲乥乳乳丮

A 附附附录录录

A.1 检检检索索索式式式示示示例例例

乃乯乮乤乩乴乩乯乮丨丢$丱両丽乛会可能好得应该愿想要肯敢配需须甭别准许九主乬乥乮丨$丱丩丽丱主乬乥乮丨$串丩丽丱丢丩

么乡乮乤乬乥丰丽乇乥乴乁乓丨丢乼乶丢丬丢丢丬丢丢丬丢丢丬丢丢丬丢丢丬丢丰丬丱丢丬丢丢丬丢丢丬丢丢丩

么乡乮乤乬乥丱丽乇乥乴乁乓丨丢乼乶丢丬丢丢丬丢丢丬丢丢丬丢丢丬丢丢丬丢丰丬丱丢丬丢丢丬丢丢丬丢丢丩

么乡乮乤乬乥串丽乊乯乩乮乁乓丨么乡乮乤乬乥丰丬么乡乮乤乬乥丱丬丢乌乩乮乫丢丩

么乡乮乤乬乥丳丽乇乥乴乁乓丨丢$乖乐中乐乒乄丢丬丢丢丬丢丢丬丢丢丬丢丢丬丢丢丬丢丢丬丢丢丬丢丢丬丢丢丩

么乡乮乤乬乥临丽乊乯乩乮乁乓丨么乡乮乤乬乥丳丬么乡乮乤乬乥串丬丢乓乡乭乥乒乩乧乨乴丢丩

么乡乮乤乬乥丵丽乆乲乥乱丨么乡乮乤乬乥临丬丢$乑丢丩

么乡乮乤乬乥丶丽乃乯乮乴乥乸乴丨么乡乮乤乬乥临丬丳丰丩

其中，乃乯乮乤乩乴乩乯乮指的是检索式的一些限制条件。両丽表示不等于。$丱表示对作状语的动词进
行限制，$串表示对作中心语的动词进行限制，乬乥乮表示长度，因此第一行的意思就是限制作状语
的第一个动词不是单音节的助动词，并且限制两个动词的长度都为丱。

么乡乮乤乬乥表示一个句柄，以序号不同标明不同的原子查询项。乇乥乴乁乓表示对一个原子查询项
进行限制，乶表示限制该原子查询项的词性为动词，后面的数字表示的是对该原子项的位置的描
述，么乡乮乤乬乥丰与么乡乮乤乬乥丱表示分别得到了两个词性为动词的原子查询项；乜$乖乐中乐乒乄丢是限制该
语块为述语块，么乡乮乤乬乥丳表示的是得到标签为乜$乖乐中乐乒乄丢的原子查询项。

乊乯乩乮乁乓表示两个原子查询项在组装时的顺序和关系类型。乌乩乮乫表示两个原子查询项在组装
时的关系是接连出现的，即中间没有其他成分。乓乡乭乥乒乩乧乨乴表示两个原子查询项之间的关系为
右对齐。因此么乡乮乤乬乥串表示的是两个动词接连出现的情况；么乡乮乤乬乥临表示的是两个连用的动词在
一个述语块内出现并且两个连用的动词与述语块之间是右对齐的情况。

乆乲乥乱表示输出检索式的频次信息，乃乯乮乴乥乸乴表示输出检索式的上下文信息，其中乜丳丰丢表示输
出检索式前后各丳丰个词语。

A.2 状状状位位位动动动词词词分分分类类类结结结果果果

丱丮程度为

丨丱丩程度深为足够无比致命

丨串丩程度浅为凑合

串丮时间为

丨丱丩提前为提前提早抢先抢

丨串丩落后为延缓缓

丨丳丩相继发生为接踵跟进

丨临丩突然发生为突发突现

丨丵丩同时发生为并行并发

丨丶丩时间较晚为入夜熬夜

丨丷丩间隔为隔世转世

丳丮范围为

丨丱丩统括性为遍野总括兼遍

丨串丩变大为扩展开延伸扩张延展扩展

丨丳丩变小为浓缩缩微

临丮频序为

丨丱丩次序为首选排列续带头

丨串丩重复为复述回放回炉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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丵丮判断为

丨丱丩否定为误传

丨串丩肯定为保准

丨丳丩总结为归结

丶丮语气为

丨丱丩坚决为决心必需决意坚守

丨串丩强调为突出侧重强化加强

丨丳丩反问为岂可

丨临丩揣测为估计目测猜

丨丵丩感叹为何止

丨丶丩担心为唯恐

丷丮数量为

丨丱丩超量为超标超重超值翻番

丨串丩满量为满载期满满仓

丨丳丩总量为累计累世累年累进

丸丮速度为

丨丱丩加速为增速加速加快

丨串丩减速为减速

丨丳丩渐进为渐进渐变

丹丮方向为

丨丱丩趋向为起来出来出去回来进来

丨串丩方向为倒回侧移返背反向相向

丱丰丮结果为和解退学退票作废报废销毁燃烧停职回收互补赔偿

丱丱丮伴随为拍案临风击掌鼓掌拍手挥手俯端哭笑醉颤眯赶

丱串丮原因为挑食阻塞内讧打黑行贿抢劫盗窃偷窃偷盗贩毒退瘫晕压跌败

丱串丮意见为

丨丱丩同意为应许应从倾向

丨串丩反对为反驳否定失实

丨丳丩居中为居中

丱丳丮方式为

丨丱丩言说方式为发布公布上报求助提示反映透露披露投诉造假批复回答回复回应访问追问会
谈宣布抱怨提问调侃自夸分享讨论叮嘱描述告诉解释攀谈闲聊胡诌辩解记述支吾转述表
明规劝讲述

丨串丩协同方式为联手配合搭档携手偕同协助搭配联名联结群起合

丨丳丩一般方式为整合上网即席抽签鞠躬匿名亲临转账开车自助空降猜拳氧化对接脱水隔行提
名具名匍匐下乡登台起哄拍照开会倒车签字沉淀辨证自筹按压举证助跑打开致电签名捉
拿缴械轮换交换变换转换整改迂回辗转剐溜镶分铺围吞扑蹲嚼抱跳翻

丱丵丮状态为束手在职在场封闭挂牌直立展翅收录披挂竖立鼎立开怀镇定汹涌举债扣押关押羁
押记载涉险飘忽

丱丶丮情貌为

丨丱丩情感为忍痛蓄意自信违心放心欢喜欢呼感恩

丨串丩比况为等同蜂拥貌似宛如好似

丨丳丩对比为相形对比

丱丷丮目的为澄清来去

丱丸丮影响为应运联动

丱丹丮限制为

丨丱丩有限制为限价节制

丨串丩无限制为放手放量

串丰丮距离为凑近临阵

串丱丮评价为

丨丱丩褒义为出彩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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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串丩批评为批评
串串丮态度为
丨丱丩正向为尽职守信尽责奋发奋起发奋
丨串丩中立为想法警惕
丨丳丩负向为玩笑敷衍
串丳丮理应为理应理当理该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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