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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动名超常搭配由于一般带有成分的省略或隐喻，给中文信息处理带来了难度。以往一
般是通过整体打包进词库的形式来直接处理，而本文的处理思路是对汉语动名超常搭
配进行解构还原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具体做法是，依托西方生成词库理论的思想构建
一套专门的汉语词项描述体系，这一知识表示体系可以较为清晰的还原因省略或隐喻
而造成的非常规搭配，进而解读出它们的组合机制和生成过程。然后本文通过补缺和
替换的形式把动名非常规搭配还原为常规性搭配来进行处理。实验表明，这种思路处
理动名超常搭配切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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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言言言

我们先看几个例句：
ａ类
ＨＱＩ两个黄鹂鸣翠柳。（在翠柳上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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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ＲＩ今晚我要赶稿子，就不陪你了。（赶着写稿子）
ｂ类
ＨＳＩ乘帆起航了。（乘船）
ＨＴＩ七连只花了一天功夫就吃掉了敌军。（消灭了敌军）
ＨＵＩ电脑开机后不读硬盘了。（获取信息）
这几个句子划线的部分，它们有个共同特征，就是动词所接的名词宾语按照动词的常规选

择性限制条件（ｓ･ｬ･｣ｴｩｯｮ｡ｬ ｒ･ｳｴｲｩ｣ｴｩｯｮ，ｓｒ）来说都不是动词的常规宾语，但人们都认可和接
受这种搭配，我们称之为动名超常搭配。动名超常搭配的内部成因和表现形式比较复杂Ｌ孙梦询
（ＲＰＱＲ）按照成因归纳出了Ｘ类（ＱＮ轻动词成因；ＲＮ介词省略成因；ＳＮ关键信息组合成因；ＴＮ种
类高度概括成因；ＵＮ古代结构残留；ＶＮ 古今词义变迁；ＷＮ 对举和用典；ＸＮ义场系统成因）。不
过我们从他们的分析再结合总体成因，认为可以归纳为两类现象：省略和隐喻1。其中（Ｑ）、
（Ｒ）可以分为一组，因为其中并非是动词直接作用于后接名词，而都含有某种成分的省略：有
的是省略了谓词，有的是省略了介词。比如（Ｑ）句里的动名关系可以理解为动作和场景的关
系，我们可以通过补充介词并进行移位的方式来还原，而不需要改变名词或动词来替换，如｜鸣
翠柳Ｂ就是｜在翠柳上鸣Ｂ，此外还有｜晒太阳（在太阳下晒）Ｂ、｜走西口（向西口走）Ｂ、｜跑资
金（为资金跑）Ｂ。这种介词省略型动名超常搭配，传统的语义角色标注方法就可以处理，比
如｜鸣翠柳Ｂ可以标注为｜鸣Ｋ地点Ｂ。而（Ｒ）句虽然｜稿子Ｂ前是和动词｜赶Ｂ搭配，但是真正发生
关系的是和缺省的动词｜写Ｂ，而｜赶Ｂ和｜稿子Ｂ是没有语义关系的，因此这类谓词省略型的动名
搭配不适合用现有语义角色标注理论处理，我们需要寻找新的方法。
（Ｓ）、（Ｔ）、（Ｕ）则是另一类，其动因是由隐喻造成的，或者说动词或名词需要替换

成其他相关的词才能符合一般常规的动宾搭配规则，如：（Ｓ）的｜乘帆（乘船）Ｂ是名词发生
隐喻，这样的搭配还有｜吃肯德基（吃快餐食品）Ｂ、｜考鸭蛋（考零分）Ｂ；而（Ｔ）的｜吃掉
敌军（消灭敌军）Ｂ是动词发生隐喻，此外还有诸如｜挖真相（探求真相）Ｂ、｜打副手（担任
副手）Ｂ、｜咀嚼文意（体会文意）Ｂ、｜品味生活（体验生活）Ｂ等；（Ｕ）的｜读硬盘（获取信
息）Ｂ是名词和动词都发生隐喻，我们可以分别进行替换，类似的还有诸如｜喝西北风（收获了
没用的东西）Ｂ、｜捞油水（获得好处）Ｂ、｜吃老本（依靠基础）Ｂ。
这些超常搭配不仅是在实际语料中尤其是歌词和诗词中普遍存在，而且在句法分析中也经

常出现，因为句法分析的核心是抽取核心动词和其搭配成分，这期间由于信息的缺省往往会造
成动词和所搭配成分间形成超常搭配（如｜哥抽的是寂寞Ｂ中核心是超常搭配｜抽寂寞Ｂ）。本文
就是想为这些常见超常搭配提出一种新的处理思路和方法。

2 相相相关关关研研研究究究及及及数数数据据据来来来源源源

动名搭配的分析和处理一直是关系到句法分析和语义提取的重要环节，通常我们主要关
注符合语法规则的常规搭配。实际上，语言中还存在着大量｜语法上符合规则而语义上不符合
常规认知的超常搭配现象Ｂ，而这样的现象与语言的隐喻表达和省略思维有着密切的联系Ｌ对自
然语言理解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对于动宾超常搭配，长期以来学界基本遵循着｜大词库、小语
法Ｂ的思想，也就是不管是省略式还是隐喻式，都是把这些非常规的搭配固化成词汇进行收录。
这种方式，从工程角度讲，确实简单有效。但是这样一来，一方面我们被迫需要构造越来越大
的词库，另一方面其搭配结构内部的生成机制和描写规则仍然得不到解决，从而导致句法语义
分析技术长期停滞不前。ＲＰ世纪ＹＰ年代美国计算语言学家ｐｵｳｴ･ｪｯｶｳｫｹ （ＱＹＹＵ）提出了针对超常
搭配问题的生成词库理论（ｇ･ｮ･ｲ｡ｴｩｶ･ ｌ･ｸｩ｣ｯｮ ｔｨ･ｯｲｹ，ｇｌｔ），开始通过针对性的描述词项
的语义知识（主要从词语的物性角色来描述本体概念）来达到还原和处理超常搭配的目的。比
如针对英语出现的｜｢･ｧｩｮ ｴｨ･ ｮｯｶ･ｬＢ，ｐｵｳｴ･ｪｯｶｳｫｹ通过描述｜ｮｯｶ･ｬＢ的物性角色特征来为短语中
所省略的成分圈定可选范围。（比如，｜ｮｯｶ･ｬＢ 的功能角色有｜ｲ･｡､Ｂ，施成角色有｜ｷｲｩｴ･Ｂ，那
么｜｢･ｧｩｮ ｴｨ･ ｮｯｶ･ｬＢ省略的部分在｜ｴｯ ｲ･｡､Ｂ或｜ｴｯ ｷｲｩｴ･Ｂ范围内选择）2。

1这里的省略和隐喻是广义的说法。省略有时候和隐含纠结，汉语学界曾经把它和隐含做过区分，吕叔湘
（1979）指出必须可以添补才叫省略，类似“你一言，我一语”这种只能称为谓词隐含。而隐喻有时候和借代纠结，
比如“考了个鸭蛋”和“吃肯德基”这里的“鸭蛋”借代“零分”，“肯德基”借代“西式快餐”，因为没有比喻的性质。本文
对这些概念不做区分，只要是有成分缺省的，不管是否能添补都称之为省略；只要是出现语义映射关联，需要借助
替换概念来帮助理解的都看做是隐喻。

2功能角色和施成角色都是物性角色的一种。Pustejovsky 当初把物性角色分为四类，即是：形式角色（回答词
项是什么的问题）、构成角色（回答词项由什么组成的问题）、功能角色（回答词项能干什么的问题）、施成角色
（回答词项怎么产生的问题）。而且他指出一般谓词隐含的超常搭配，其省略的谓词多为功能角色或施成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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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词库理论的出现为搭配问题的深入处理提供了新的思路，把超常搭配的处理过渡到词
语知识表示和描述的建设当中。这也为我们处理汉语动名超常搭配提供了借鉴，但是他所构建
的知识表示方式对汉语很多隐喻型的超常搭配就解构不了。（比如，｜喝西北风Ｂ、｜抽寂寞Ｂ所
隐含的信息，在以往的四种物性角色中都没有涉及，按照ｐｵｳｴ･ｪｯｶｳｫｹ（ＲＰＰＶ）更新的知识描述
方法，无法还原｜喝西北风Ｂ这类隐喻型的超常搭配）。

目前国内对动名超常搭配的处理可以说大部分都集中于超常搭配的识别（主要是隐
喻），对动名搭配的认识还不够全面，而且较少涉及到超常搭配识别后的理解和处理。黄
洁（ＲＰＰＹ）、吴琼（ＲＰＱＴ）认为动名超常搭配是因隐喻而产生，不是动词就是名词发生有
隐喻导致。对于隐喻的处理，学者多依托ｌ｡ｫｯ＋（ＱＹＸＰ）的概念隐喻理论，他们认为，隐喻
（ｭ･ｴ｡ｰｨｯｲ）是两个概念之间的特征映射，两个概念能达成映射，必须具有类比关系，也即是
相似性；通过相似性，我们可以把某个事物的特征映射到另一个事物身上，从而找到一种相
关。基于这一理论思想，我们对隐喻的处理就落在描述两个概念的相似性和解读两个概念的语
义关联上了。目前在隐喻计算方面很多人都是基于这种思路，比如ｚ｡｣ｨ｡ｲｹ ｊＮｍ｡ｳｯｮ（ＲＰＰＴ）
所构建的ｃｯｲｍ･ｴ系统，戴帅湘（ＲＰＰＵ）隐喻形式化方法，王治敏（ＲＰＰＸ、ＲＰＰＹ）的汉语名词隐
喻识别策略，李剑锋（ＲＰＰＸ）的隐喻识别模型研究都来源于概念隐喻理论，不同的是他们在提
取隐喻实体和知识获取的方式和方法上有所差别。对于隐喻的判别学界一般利用语义选择限
制条件来判断，ｗｩｬｫ早在ＱＹＷＵ年就以违反语义选择限制作为隐喻的判定条件，只不过语义选择
限制需要依托一定量级的语义知识。国内贾玉祥（ＲＰＱＱ）就是从人民日报中提取动词的语义
选择限制条件来判断隐喻。不过目前学界主流识别方法一般基于机器学习，主要代表如张威
（ＲＰＰＴ）、游维（ＲＰＰＷ）、杨芸（ＲＰＰＸ）、白振凯（ＲＰＱＶ）等。王贵荣（ＲＰＲＱ）依托大规模标
记语库来从常规搭配对中发现偏离值进而识别隐喻。还有一部分学者依托相当规模的知识库中
的语义分类，通过构建语义映射库的方式来进行，如王金锦（ＲＰＰＹ）。虽然该方法基本思路是
通过构建语义知识库的方式来进行隐喻识别，但和本文在语言知识描述的维度和方式上有所不
同。

我们处理汉语动名超常搭配的总体思路也是基于构建语义知识库的形式，利用一些词项
特征，根据省略型和隐喻型超常搭配内部不同的形成机制进行针对性处理。另外，本文在
构建汉语生成词库过程中借鉴了北大的《语法信息词典》Ｈｇｲ｡ｭｭ｡ｴｩ｣｡ｬ ｋｮｯｷｬ･､ｧ･Ｍｂ｡ｳ･ ｯｦ
ｃｯｮｴ･ｭｰｯｲ｡ｲｹ ｃｨｩｮ･ｳ･，ｇｋｂＩ、中文概念词典Ｈｃｨｩｮ･ｳ･ ｃｯｮ｣･ｰｴ ｄｩ｣ｴｩｯｮ｡ｲｹ，ｃｃｄＩ和｜汉语名
词物性结构知识库Ｂ的部分特征，并结合自身已有前期研究成果，构建了汉语生成词库Ｈｃｨｩｮ･ｳ･
ｇ･ｮ･ｲ｡ｴｩｶ･ ｌ･ｸｩ｣ｯｮＬ 简称ｃｇｌＩ，通过知识库词项特征的叠加来生成有针对性的、能够解构超常
搭配的语义知识，从而完成动名超常搭配的识别和处理。

3 面面面向向向动动动名名名超超超常常常搭搭搭配配配处处处理理理的的的汉汉汉语语语生生生成成成词词词库库库的的的构构构建建建

3.1 汉汉汉语语语生生生成成成词词词库库库的的的总总总体体体框框框架架架

我们汉语生成词库主要还是围绕动词和名词语义特征的描述来进行，然后通过语义特征的
组配规则来针对性处理不同类别的动名超常搭配。知识库的总体搭建框架以及具体的语义特征
的内涵和功能如下：

汉语生
成词库

动词知识库

名词知识库

事件结构

论元角色

语义映射

概念语义

物性结构

用于：判断是否存在谓词省略

用于：1.生成语义选择限制条件。2.识别
动名超常搭配。3.判断是否存在介词省略

用于：1.处理隐喻式动名超常搭配

用于：近似语义扩展

用于：判断和寻找所隐含的谓词

图 ＱＮ 汉语生成词库的框架搭建图

3.2 动动动词词词的的的语语语义义义特特特征征征内内内涵涵涵及及及针针针对对对性性性功功功能能能

专属动词的语义特征主要是论元角色和事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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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动动词词词的的的论论论元元元角角角色色色，指的是动词所接名词的语义角色。我们除描述动词所能接的语义角色类
型外，还进行了基本式和扩展式的区分，一般扩展式是超常搭配的常见语义角色框架。比如｜吃
饭Ｂ是｜吃Ｂ的基本式｜ｖＫ受事Ｂ，而｜吃食堂Ｂ则是扩展式｜ｖＫ地点Ｂ。扩展式主要是场景类角色
（地点、方式、工具、缘由、时间等）充当。此外针对动名搭配中还对语义角色标记进行了归
纳和整理形成了一个格标库（语义角色标记库）。按照ｆｬｬｭｯｲ･｜格语法Ｂ理论思想，每种语义格
都有专属格标记｜ｋＢ（ｋ可以为零标记）以及优先常规句法位置，比如｜地点Ｂ的格标记有｜在、
向Ｂ等，且常规句法位置是状语，而｜吃食堂Ｂ如果确定为｜吃Ｋ地点Ｂ则省略的介词实在是格标
记，其常规表达应该是｜在食堂吃Ｂ，反过来，我们对｜吃食堂Ｂ这种介词省略型的动名搭配只要
判定了语义角色关系，外加确定所添加的格标记，就能准确还原。因此在语义角色特征中，我
们重点描述语义关系和每一类语义角色的格标记库。
另外我们利用动词的论元角色特征和名词的概念语义特征组合，可以生成动词的语义选择

性限制条件（ｓ･ｬ･｣ｴｩｯｮ｡ｬ ｒ･ｳｴｲｩ｣ｴｩｯｮ，ｓｒ）。本文认为，如果动词所接的名词在ｓｒ规则内的则
为常规搭配，不在ｓｒ规则内的则可以判别为超常搭配。
动动动词词词事事事件件件结结结构构构，主要是为判定动名搭配中是否有谓词省略而设定的，我们主要描述这个动

词是否为事件动词。这里事件动词，主要是能否接动词性短语（ｖｐ）。如果一个动词不是事
件动词，不能触发事件，那么后面即使接了名词，也不具备谓词隐含的可能。因此这一特征就
是判断一个动名搭配是否为省略型搭配的重要依据。在事件动词的提取上，我们依托《语法信
息词典》关于后接成分的特征（比如是否后接ｖｐ、小句）分类，最终从ＳＰＰＰ个常用动词中抽取
了ＲＱＳ个事件动词。具体方法可参考汪梦翔（ＲＰＱＴ）。

3.3 名名名词词词的的的的的的语语语义义义特特特征征征内内内涵涵涵及及及针针针对对对性性性功功功能能能

专属名词的语义特征主要是概念语义和物性角色。名词的概念语义实质就是名词的分类，
我们采用了中文概念词典（ｃｨｩｮ･ｳ･ ｣ｯｮ｣･ｰｴ ､ｩ｣ｴｩｯｮ｡ｲｹ，ｃｃｄ）关于名词的概念语义分类。而
物性角色的描述，我们借鉴了ｐｵｳｴ･ｪｯｶｳｫｹ的描述模型，并增加了名词的处置角色。其基本内
涵，可以由下表所示。

表 ＱＮ 本文所描述各物性角色内涵

物
性
角
色

形式角色 描写词项有什么区别于其他对象的属性 一般用名词描述
结构角色 描写词项所指的对象由什么构成 一般用名词描述
功用角色 描写词项能够有什么用途和功能 一般用动词描述
施成角色 描写词项由什么产生 一般用动词描述
处置角色 描写人对词项的常规性处置动作 一般用动词描述

3.4 语语语义义义映映映射射射特特特征征征

语义映射特征指的是动词或名词的关联转指性特征或喻体性特征，这种特征一般是词项所
能比喻或转指的对象。这一特征的描述主要是为了解决隐喻型的动名超常搭配问题，或者是为
了寻找动词和名词的合适替换对象。
其中名词的语义映射特征，一般来源于名词所能比喻的对象或者隐含意义，是直接在语

料中进行提取。比如｜狼Ｂ的语义映射特征是｜恶人Ｂ，｜书Ｂ的语义映射可以是｜阶梯、镜子、宝
库Ｂ等，具体提取方法可以参考汪梦翔（ＲＰＱＷ）。
而对于动词的语义映射特征，我们则根据人工的归纳对动词的语义映射对象进行了聚类的

限定，这主要是因为动词本身是一种抽象的表达逻辑关联的词语，而且能够带非常规宾语的动
词极为有限（我们发现在常见的ＲＵＶＸ个动词中，只有ＲＰＰ多个能够接非常规宾语，而且还相对集
中，比如打Ｂ、｜吃Ｂ类所接的非常规宾语比一般动词的种类要多得多）。我们的做法是把动词所
能映射的对象限制在九类代表性动词中，每类选一个动词作为代表：
（Ｑ）从事类ａｳｳｵｭ･（｜从事、打、当、承担Ｂ等可映射此类，如：｜打副手Ｂ］ 从事副手）
（Ｒ）生成类ａ｡ｳｳ･ｭ｢ｬ･（｜制作、拿、组装、装、合Ｂ等可映射此类，如：｜拿主意Ｂ］生成

主意）
（Ｓ）拆分类､ｩｳ｡ｳｳ･ｭ｢ｬ･（｜拆解、分析、解剖Ｂ等可映射此类，如｜剖析问题Ｂ］拆分问题）
（Ｔ）动作类ａ｣ｴ（｜打、跑Ｂ等可映射此类。这些动词可以理解为展现，一般映射为动作

的，映射对象为､ｯ或动词本身Ｂ，这里的｜､ｯＢ可以理解为一种将后接成分谓词化的虚拟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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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打瞌睡］ 瞌睡）

（Ｕ）获得类ｇ･ｴ（｜获得、取、吃、喝、拿Ｂ等可映射此类，如：吃亏］获得不好事情）

（Ｖ）给予类ｏｵｴｰｵｴ（｜给、送、传、递Ｂ等可映射此类，如送温暖］给予温暖）

（Ｗ）消灭类ｄ･ｳｴｲｯｹ （｜打、吃、救、灭、耗Ｂ等可映射此类，如：救火］消灭火）

（Ｘ）依靠类ｄ･ｰ･ｮ､（｜依靠、依托、凭借、吃、啃Ｂ等可映射此类，如：啃老］依靠老
人）

（Ｙ）感知类ｆ･･ｬ（｜感知、体会、理解、揣摩、品尝Ｂ都可映射入此类，如｜咀嚼文意Ｂ，这
里的｜咀嚼Ｂ相当于｜感知Ｂ或｜体会Ｂ）

这种粗线条的划分一方面有利于名词对动词组配的高效率筛选，另一方面映射对象所属
等级越高，则包含的继承性特征越多，这有利于提高词项与语义映射对象的匹配度。比如｜打
水Ｂ到底是映射｜捞Ｂ、｜提Ｂ还是｜取Ｂ，无论你选哪个则其他映射的词项语义特征可能就没有。
如：选了｜捞Ｂ可能｜提Ｂ的某些特征就没有了。那么如果都归结为｜获得Ｂ，这一特征都被其他词
项所隐含和继承。

此外，有些动词可以同时映射多个类，比如｜吃Ｂ在｜吃亏Ｂ里是｜获得Ｂ，在｜吃（掉）敌
人Ｂ里是｜消灭Ｂ。而且根据｜吃Ｂ后接非常规宾语的频次，我们得出｜吃Ｂ的映射对象依次倾向
于｜获得类Ｂ、｜依靠类Ｂ、｜消灭类Ｂ，排在前面的可以获得名词的优先选择。

我们选取了两个词作为描述样例：

（Ｑ）书书书<名名名词词词>

概概概念念念语语语义义义：物Ｏ具体物Ｏ人工物

物物物性性性角角角色色色：

形形形式式式：有形物质、人工物；

构构构成成成：白纸、化石、石头、竹子、竹片、竹简、纸张、纸、布、丝绸、电子ＮＮＮ

施施施成成成：写、写成、编著、编写、出版、刻、雕ＮＮＮ；

功功功用用用：读、朗读、学习、认识、遮、用、赚钱、宣传、当官、教育、关联、铺

路、铺墙、垫、推荐ＮＮＮ；

处处处置置置：撕、扔、丢、抛、甩、烧；

语语语义义义映映映射射射：知识、智慧、权威、阶梯、力量、朋友

（Ｒ）读读读（（（动动动词词词）））

事事事件件件结结结构构构：

事事事件件件动动动词词词：否

后后后接接接VPＺ无（非事件动词后面不能接ｖｐ）

论论论元元元角角角色色色：

【【【基基基本本本式式式】】】受事：读Ｋ{书、报、杂志、论文、诗、信。。}
【【【扩扩扩展展展式式式】】】结果：读Ｋ{博士、硕士、研究生、博士后、本科、专科。。}格标：

成（了）

地地地点点点：读Ｋ{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 格标：在
时时时间间间：读Ｋ{一辈子、一天、一个小时。。}

语语语义义义映映映射射射：获取、动作

4 处处处理理理汉汉汉语语语动动动名名名超超超常常常搭搭搭配配配总总总体体体思思思路路路

研究表明，动名超常搭配一般含有隐喻和省略两种情形，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对这两者进
行区分，并分别进行处理。对于省略的超常搭配，我们通过补充成分来还原，而对于隐喻的超
常搭配我们通过替换来进行还原处理。

具体处理思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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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ＲＮ 汉语动名超常搭配处理总体思路图

处理过程主要包括三个模块：超常搭配识别、省略识别与还原、隐喻识别与处理，这三个
呈线性序列。同时，动词语义选择限制知识获取为超常搭配识别提供规则，汉语生成词库为省
略型超常规搭配和隐喻型的超常搭配分析提供知识依据。不同的是，隐喻识别和处理是依托词
项语义映射等特征的描述，而省略识别与还原则分为介词省略和谓词省略两个流程，介词省略
侧重利用论元角色和概念语义特征的组配，而谓词省略则侧重事件结构和物性角色特征的描述
和组配。另外汉语生成词库中动词的论元角色和名词的概念语义特征可以帮助生成语义选择限
制条件。

5 汉汉汉语语语省省省略略略型型型动动动名名名超超超常常常搭搭搭配配配的的的处处处理理理

5.1 谓谓谓词词词省省省略略略型型型动动动名名名超超超常常常搭搭搭配配配处处处理理理

首先我们从动词入手，如果该动词是事件动词就具有后接ｖｐ的能力，才能有谓词省略的可
能以及获得动词所接ｖｐ的知识，从而形成潜在性的ｖｐ搭配集合。接着就要从名词入手，利用
名词物性角色中对相关动词的描述与中心动词的ｖｐ集合进行匹配。我们可以以｜弹钢琴Ｂ和｜学
钢琴Ｂ为例Ｌ｜弹钢琴Ｂ的分析模式如下图：

事件结构

弹 +钢琴

物性角色

(+V 

V1做（施成）

V2造（施成）

V3弹（功能）

V4演奏（功能）

(非事
件动
词)

空集

)

图 ＳＮ ｜弹钢琴Ｂ的分析流程图

这里，｜弹Ｂ通过动词知识库识别出非事件动词，因此不具备后接ｖｐ的能力，因此不会存在
谓词省略。

而｜学钢琴Ｂ的分析模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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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
类 

“做”
类事件结构

学

V1做（施成）

V2造（施成）

V3弹（功能）

V4演奏（功能）

（+弹、做'）.. +钢琴

物性角色

图 ＴＮ ｜学钢琴Ｂ的分析流程图

这里｜学Ｂ通过动词知识库识别出为事件动词，根据后接ｖｐ词集知识，再和｜钢琴Ｂ的物性角
色中的施成角色和功能角色的描述匹配，可以得出两类动词省略。

5.2 介介介词词词省省省略略略型型型动动动名名名超超超常常常搭搭搭配配配处处处理理理

首先我们依托名词的概念语义特征，对照该动词的语义角色框架来判断语义关系类型，然
后参考改语义关系所涉及的格标，如果有对应格标，则进行添加还原，如果没有则不视为带有
介词省略。

我们以｜洗温泉Ｂ和｜洗衣服Ｂ为例。｜洗Ｂ的基本式为｜施事（人）ＫｖＫ受事（具体物、人造
物等）Ｂ，扩展式为｜ｖＫ地点Ｂ、｜ｖＫ时间Ｂ、｜ｖＫ方式Ｂ等，按照名词｜温泉Ｂ和｜衣服Ｂ的概念语
义特征，可以判断｜洗温泉Ｂ为扩展式｜ｖＫ地点Ｂ。而｜洗衣服Ｂ为基本式｜ｖＫ受事Ｂ，基本式为常
规搭配关系，所接名词处于最优势句法位置，一般格标记为零形式，不存在介词省略，故不需
要添加还原。因为｜地点Ｂ的格标记为｜在Ｂ，则我们可以将｜洗温泉Ｂ处理为｜在温泉（里）洗Ｂ。
具体方位词是｜里Ｂ还是｜上、下Ｂ，需要进一步借助名词是否具有容器性特征来判断，这个可以
包括在名词的概念语义特征中。具体流程如下图所示：

V+NP

洗温泉

洗衣服

V的语义角色框架匹配

扩展式“洗+地点”

格标：{在}+V

基本式“洗+受事

（具体物、人造物）”

NP的概念语义特征

匹配

“温泉”∈{地点}

“衣服”∈{人造物}

补充介词还原

在温泉洗

无

图 ＵＮ 介词省略型处理流程图

6 汉汉汉语语语隐隐隐喻喻喻型型型动动动名名名超超超常常常搭搭搭配配配的的的处处处理理理

对于一个隐喻型超常搭配｜ｖＫｎｐＢ，我们先从动词的语义映射特征着手，找出动名搭配中
动词所对应的映射特征ｖＧ（主要表现的语法形式是动词）。接着我们从名词出发，找出名词对
应的语义映射特征ｎｐＧ（这时主要语法表现形式也是名词），然后再通过映射对象中名词的物
性角色分析（尤其是功用角色和施成角色，因为这两个角色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动词）看是否能
够蕴涵动词ｖＧ，如果蕴涵，则可以利用一种新的常规的动宾搭配来进行解读。

具体处理思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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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知识库

V (V’+NP’) +NP

物性
角色
物性
角色

语义
映射
特征

语义
映射
特征

名词知识库

图 ＶＮ 隐喻型超常搭配分析流程图

我们以｜读硬盘Ｂ为例：

动词知识库

读 （获取+信息） +硬盘

功能角
色（获
取、

买、交
换...）

功能角
色（获
取、

买、交
换...）

获取
...

信息
...

名词知识库

映射 映射

图 ＷＮ ｜读硬盘Ｂ分析流程图

这里动词｜读Ｂ和｜获取Ｂ可直接通过语义进行关联，从而建立语义映射；但是名词间的语义
映射关联，主要还是通过物性角色。比如｜硬盘Ｂ和｜信息Ｂ的关联，要靠功用角色。｜硬盘Ｂ功能
是｜存储Ｂ，而｜存储Ｂ又可以激活名词｜信息Ｂ或｜数据Ｂ。这种动词的激活性特征已经得到了心理
实验的验证。如ｗ｡ｲｲ･ｮＦｍ｣ｃｯｮｮ･ｬ（ＲＰＰＷ）、ａｬｴｭ｡ｮｮ（ＱＹＹＹ）。实验表明，有些动词自身就
包含有一些特定的名词信息，在激活某一个动词时，自然会激活相应的名词。比如｜悼念Ｂ自
然会机会其对象｜死人Ｂ。所以，人们由｜硬盘Ｂ激活｜信息Ｂ或｜数据Ｂ并建立映射关联是合乎心理
的。换句话说｜读硬盘Ｂ，我们可以理解为｜读硬盘存储的信息Ｂ，而｜读Ｂ之前我们已经通过语义
关联映射为｜获取Ｂ，所以｜读硬盘Ｂ解读为常规搭配的形式就是｜获取信息Ｂ。

7 实实实验验验验验验证证证

我们利用上述处理思路，从北京大学ｃｃｌ语料库现代汉语分库中随机抽取了ＵＰＰＰ个动名搭
配，根据动词的语义选择限制条件，筛选出ＴＲＵ个动名超常搭配，经过人工判断其中ＴＱＰ个识别
正确，在剩余的ＴＵＷＵ个常规搭配中，又发现ＵＰ个动名超常搭配，总体上超常搭配的所占比例不
到ＱＰＥ，利用语义选择限制所识别的超常搭配识别的正确率为ＸＶＮＳＥ。正确识别并处理的省略型
超常搭配ＳＰ个，正确识别并处理的隐喻型动名超常搭配是ＳＲＰ个。同时，我们增加了句法分析中
所提取的动名超常搭配，将动名超常搭配基数扩展到了ＱＰＰＰ个。在处理过程中进行了省略型和
隐喻型的区分处理，具体数据如下：

表 ＲＮ 省略型动名超常搭配和隐喻型动名超常搭配处理结果

准确率 召回率 ｆ值

省略型 ＹＴＮＲＶ ＹＴＮＵＳ ＹＴＮＵＱ

隐喻型 ＸＶＮＵ ＸＶＮＸＴ ＸＶＮＷＲ

全部 ＹＰＮＳＸ ＹＰＮＶＸＵ ＹＰＮＶ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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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省略型的处理效果要好于隐喻型，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
因为，从数量上看，隐喻型动名超常搭配所占比例比省略型动名搭配高的多，近ＹＰＥ的动名超
常搭配是隐喻型的，处理基数多会影响准确率。二是因为对于隐喻类的动名超常搭配处理，所
涉及的动词和名词的语义关联特征较多，且都是一对多的关系，我们在构建汉语生成语义知识
库时，对词项知识的描述难免会存在偏差，最终影响了处理结果。而省略虽然关联特征较多，
但是其中又大多数是介词省略型的超常搭配，所依据的语义特征仅仅需要靠动词的语义角色框
架信息和名词的概念语义信息匹配就可以了，这些语义信息都是传统语义资源经常构建的信
息，因此数据资源较好，所以其处理的准确性也较高。另外，虽然目前信息学界大都没有将动
名超常搭配进行分类处理，但是在ｃｃｌＲＰＱＸ隐喻测评任务中，第一名所使用的ｈｑｕ模型对隐喻
的识别ｆ值为ＸＳＮＲＷ，这说明本文的方法还是具有一定优势。
部分动名超常搭配还原和处理结果如下：

表 ＳＮ 部分动名搭配处理结果

隐隐隐喻喻喻型型型动动动宾宾宾超超超常常常搭搭搭配配配处处处理理理 省省省略略略型型型动动动宾宾宾超超超常常常搭搭搭配配配处处处理理理

原原原搭搭搭配配配 处理后 原原原搭搭搭配配配 处理后 原原原搭搭搭配配配 处理后 原原原搭搭搭配配配 处理后

吃救济 依靠救济 拉家常
获取日常
信息

踢正步 用正步踢 禁止烟火
禁止（产

生）烟火

吃回扣 获得回扣 露心声 展现想法 奔月球 向月球奔 避免病毒
避免（感

染）病毒

吃掉敌军 消灭敌军 拿主意 做决定 唱高调 用高调唱 准备桑拿
准备（洗）
桑拿

打瞌睡 ､ｯ瞌睡
剖析问
题

分析问题 鸣春涧 在春涧鸣
推迟运动
会

推迟（举

办）运动
会

打副手
从事副手

（职务）
送秋波 给予爱意 抽烟斗 用烟斗抽 学电脑

学（修Ｏ

用）电脑

打主意 获得想法 送温暖 给予关怀
坚持中
药

坚持（服

用）中药
学挖机

学（开Ｏ

修）挖机

读硬盘
获得（硬

盘里的）
信息

讨生活 获得生路 哭长城
为Ｏ在长城
哭

要求正装
要求（穿）
正装

读眼神
感知（眼

神里）信
息

挖数据 获得数据 跑资金 为资金跑 预料大雪
预料（下）
大雪

扶贫 消除贫困 洗清秋 消除秋意 走西口 向西口走 赶材料
赶（写）
材料

咀嚼文章
感知（理

解）内容
攒人品 获得运气 战长沙

在长沙战
斗

渴望金钱
渴望（获

得）金钱

啃老 依靠长辈 啃老本
依靠原有
条件

睡公园 在公园睡 开始论文
开始（写）
论文

拥抱阳光 感知阳光
饮尽风
雪

获得苦难 洗温泉
在温泉里
洗

开始电话
开始（打）
电话

8 结结结语语语

我们通过构建汉语知识库的方式还原汉语动名超常搭配的处理方法，是一种解构分析的处
理思路，不同于以往把超常搭配整体纳入到词库的思路。本思路基于生成词库理论框架，除了
能处理隐喻型超常搭配，还能够处理省略型超常搭配，并且再下分为介词省略和谓词省略两种
类型进行针对性描述和分析。对动名超常搭配的处理和还原有利于展示动名搭配更细致的语义
隐含信息，为诗词和歌词的处理，以及句法分析提供参考。实验表明，在具体超常动名搭配
中，隐喻型的动名搭配所占比例较高，识别和处理的准确率不及省略型动名搭配，不过整体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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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处理效果较好，这一方法的切实有效是以词库中高质量的词项语义知识描述为前提，因此对
构建汉语生成词库提出了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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