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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为使汉语句子中词或短语的范畴对应其句法功能，在组合范畴语法中添加范畴转换。
把词类和短语结构的范畴分别按出现率和是否由结合规则得到分为典型和非典型，建
立短语结构中词类和短语结构的范畴转换规则。实词或短语结构通过范畴转换与虚词
搭配，让虚词的句法功能趋于明确。树库显示，圳圵圥的短语结构形成需要范畴转换，
使用范畴转换的短语直接成分中圹圹圮圶圷圥是实词或短语结构，范畴转换使组合范畴语法
适合缺乏屈折的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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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坔坯 坭坡坫坥 坣坡坴坥坧坯坲坩坥坳 坯坦 坷坯坲坤坳 坯坲 坰坨坲坡坳坥坳 坩坮 坃坨坩坮坥坳坥 坳坥坮坴坥坮坣坥坳 坣坯坲坲坥坳坰坯坮坤 坷坩坴坨 坴坨坥坩坲 坳坹坮圭
坴坡坣坴坩坣 坦坵坮坣坴坩坯坮坳圬 坣坡坴坥坧坯坲坩坡坬 坣坯坮坶坥坲坳坩坯坮坳 坡坲坥 坡坤坤坥坤 坩坮坴坯 坃坯坭坢坩坮坡坴坯坲坹 坃坡坴坥坧坯坲坩坡坬 均坲坡坭圭
坭坡坲圮 坃坡坴坥坧坯坲坩坥坳 坯坦 坰坡坲坴坳 坯坦 坳坰坥坥坣坨 坡坮坤 坰坨坲坡坳坡坬 坳坴坲坵坣坴坵坲坥坳 坡坲坥 坤坩坶坩坤坥坤 坩坮坴坯 坴坨坥 坣坬坡坳坳坩坣坡坬
坡坮坤 坴坨坥 坮坯坮圭坣坬坡坳坳坩坣坡坬 坲坥坳坰坥坣坴坩坶坥坬坹 坢坹 坯坣坣坵坲坲坥坮坣坥 坲坡坴坥 坡坮坤 坷坨坥坴坨坥坲 坯坢坴坡坩坮坥坤 坶坩坡 坣坯坭坢坩圭
坮坡坴坯坲坹 坲坵坬坥坳圬 坣坡坴坥坧坯坲坹 坣坯坮坶坥坲坳坩坯坮 坲坵坬坥坳 坡坲坥 坥坳坴坡坢坬坩坳坨坥坤 坦坯坲 坰坡坲坴坳 坯坦 坳坰坥坥坣坨 坡坮坤 坰坨坲坡坳坡坬
坳坴坲坵坣坴坵坲坥坳 坩坮 坰坨坲坡坳坡坬 坳坴坲坵坣坴坵坲坥坳圮 坎坯坴坩坯坮坡坬 坷坯坲坤坳 坯坲 坰坨坲坡坳坡坬 坳坴坲坵坣坴坵坲坥坳 坣坯坬坬坯坣坡坴坥 坷坩坴坨
坦坵坮坣坴坩坯坮坡坬 坷坯坲坤坳 坢坹 坣坡坴坥坧坯坲坩坡坬 坣坯坮坶坥坲坳坩坯坮坳圬 坭坡坫坩坮坧 坳坹坮坴坡坣坴坩坣 坦坵坮坣坴坩坯坮坳 坯坦 坦坵坮坣坴坩坯坮坡坬
坷坯坲坤坳 坴坥坮坤 坴坯 坤坥圌坮坩坴坥圮 坔坲坥坥坢坡坮坫 坳坨坯坷坳圬 圳圵圥 坯坦 坰坨坲坡坳坡坬 坳坴坲坵坣坴坵坲坥 坦坯坲坭坡坴坩坯坮坳 坲坥坱坵坩坲坥
坣坡坴坥坧坯坲坩坡坬 坣坯坮坶坥坲坳坩坯坮坳圬 坡坮坤 圹圹圮圶圷圥 坯坦 坰坨坲坡坳坡坬 坩坭坭坥坤坩坡坴坥 坣坯坭坰坯坮坥坮坴坳 坵坳坩坮坧 坣坡坴坥坧坯坲坩坡坬
坣坯坮坶坥坲坳坩坯坮坳 坡坲坥 坮坯坴坩坯坮坡坬 坷坯坲坤坳 坯坲 坰坨坲坡坳坡坬 坳坴坲坵坣坴坵坲坥坳圬 坡坮坤 坣坡坴坥坧坯坲坩坡坬 坣坯坮坶坥坲坳坩坯坮坳 坭坡坫坥
坃坃均 坡坤坡坰坴 坴坯 坩坮圍坥坣坴坩坯坮坡坬圭坡坢坳坥坮坴 坃坨坩坮坥坳坥圮

Keywords: 坃坯坭坢坩坮坡坴坯坲坹 坃坡坴坥坧坯坲坩坡坬 均坲坡坭坭坡坲 圬 坣坡坴坥坧坯坲坩坡坬 坣坯坮坶坥坲坳坩坯坮 圬 坣坡坴坥坧坯坲坩坡坬
坴坹坰坥 坴坲坡坮坳坰坡坲坥坮坣坹 圬 坴坲坥坥坢坡坮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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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度学习推动自然语言处理全面发展的时代，语言语法的研究仍然重要在冯志伟圬 圲地圲圱圩。
组合范畴语法� 在坓坴坥坥坤坭坡坮圬 圲地圱圹圩（坃坯坭坢坩坮坡坴坯坲坹 坃坡坴坥坧坯坲坩坡坬 均坲坡坭坭坡坲，缩写坃坃均）是范畴语法
的一种扩展，用类型提升和函数组合解释宾语提取、状中、中补等短语结构，用斜线类型将句
法类型结合的精确控制由规则一侧转到词汇一侧，使规则跨语言通用，且仍具有句法类型结合
伴随语义组合的范畴语法亮点 在坊坡坹坡坮坴 坡坮坤 坍坩坴坣坨坥坬坬圬 圲地圱圴圩，这些使坃坃均具有重要的计算语言学
价值 在陈鹏圬 圲地圱圶圻 满海霞圬 圲地圲圲圩。

坃坃均给词指派句法类型（即范畴）及其关联的语义解释，例如 在坓坴坥坥坤坭坡坮圬 圲地圱圹圩给坳坥坥坳指
派及物动词范畴和解释其语义的λ圭项，坳坥坥坳 场圽 在坓\坎坐3s圩圯坎坐场 λxλy.坳坥坥坳圧 x y，这里句
法类型在坓\坎坐3s圩圯坎坐指右结合坎坐得句法类型坓\坎坐3s，后者左结合坎坐3s得句法类型坓，语义
式λxλy.坳坥坥坳圧 x y在先后应用于右侧句法类型坎坐相伴的语义式坸圧、左侧句法类型坎坐3s相伴的
语义式坹圧后得到谓词圭论元结构坳坥坥坳圧 坸圧 坹圧。一个句法类型对应一种句法功能，而词类是词按句法
功能分的类，故可按词类考虑词的句法类型。但是汉语里坜词有定类圢和坜类有定职圢两难 在胡明
扬圬 圱圹圹圵圩，词类问题复杂，厘清词类问题后才能基于词类给词指派范畴。

另一方面，范畴语法的规则通常指两个范畴结合为一个范畴的规则，但其实还可以是一个
范畴转为另一个范畴的规则 在坃坡坲坰坥坮坴坥坲圬 圱圹圹圱圩，前者是跨语言通用的范畴结合规则，后者是因
语言而异的范畴转换规则。若结合衍生的范畴不对应短语结构充当的句法成分，就需要转换范
畴实现对应。汉语里短语结构缺乏屈折，存在大量的这种不对应。

关于词类及其句法功能，语言学界经过漫长争论，逐渐倾向词有定类而类无定职，并可按
出现率把词类的句法功能分为典型和非典型，而短语结构的范畴也可按是否由结合规则得到分
为典型和非典型，这样就可以对词类和短语结构统一讨论范畴从典型到某个非典型的转换，建
立一个带有范畴转换的组合范畴语法（坃坃均 坷坩坴坨 坃坡坴坥坧坯坲坹 坃坯坮坶坥坲坳坩坯坮坳圬 缩写坃坃坃圭坃2）：词典
里力争词与范畴一一对应，在句子结构里可以通过范畴转换给同一词类或短语结构指派不同范
畴。坃坃坃圭坃2中的范畴转换是句法层面的，与文献 在坃坡坲坰坥坮坴坥坲圬 圱圹圹圱圩坜词场圽范畴圢闭包中范畴转
换的不同在于，后者是词法层面的。要使坃坃均圭坃2适合汉语的各种句法特征，只能通过建立树
库，才能逐渐明确词类和特殊词的典型范畴，形成词类和短语结构的范畴转换规则体系。

本文的创新性工作有两个方面：（圱）在句法层面统一考虑汉语词类和短语结构的范畴转
换，即词类和短语结构都可以按所在短语结构的需要由典型范畴改用非典型范畴。（圲）通过构
建树库，形成适合汉语的范畴转换规则体系。

本文第圲节给出组合范畴语法的基本定义；第圳节阐述范畴转换规则的汉语言学依据；第圴节
按范畴结合规则建立句法成分到范畴的一一映射，使实词类或短语结构有典型范畴，由虚词短
语的典型范畴得到虚词的典型范畴，并论述一些特殊词的范畴设立依据；第圵节举例说明短语结
构中的各种范畴转换规则；第圶节由树库统计评价这个带有范畴转换的坃坃均；最后总结工作，
指出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2 组组组合合合范范范畴畴畴语语语法法法的的的基基基本本本定定定义义义

英语的基本范畴一般有坮、坮坰、坰坰和坳，分别对应名词、名词短语、介宾短语和句子，若考
虑数、格、屈折等特征，可有更多基本范畴。汉语里数、格、屈折不明显，本着能归于其他基
本范畴就不单设的想法，基本范畴可只有坮坰和坳。范畴（坃坡坴坥坧坯坲坹）用巴科斯范式（坂坎坆）定
义如下，其中斜线（坓坬坡坳坨）类型坠圮圧、坠�圧、坠×圧、坠?圧实现词对规则选择的控制 在坓坴坥坥坤坭坡坮圬 圲地圱圹圩，
含有斜线的范畴是衍生范畴。若斜线左侧或右侧是衍生范畴，要用圆括号括起来，以保持二分
性，例如在坳\圮坮坰圩圯圮坮坰。衍生范畴可看作函数，斜线左侧为函数结果，右侧为函数参数，方向反
映范畴序列中参数位于函数的哪一侧。

坓坹坮坴坡坸坔坹坰坥 场场圽 坮坰 | 坳 | 坓坹坮坴坡坸坔坹坰坥 坓坬坡坳坨 坓坹坮坴坡坸坔坹坰坥

坓坬坡坳坨 场场圽 圯圮 | \圮 | 圯� | \� | 圯× | \× | 圯? | \?
范畴语法的规则有关联的语义运算，且有类型透明性 在坓坴坥坥坤坭坡坮圬 圲地圱圹圩，即句法类型决定

语义类型。高阶组合规则（>坂n、<坂n、>坂n
×、<坂

n
×）可以无限枚举，但目前也只发现二阶组

合的作用，如前向二阶组合规则（>坂2）允许副词或能愿动词与双宾语动词的结合。提升规则

�早期对范畴语法（CG）的扩展，即对相邻范畴的包裹（Wrap）、组合、提升、替换等函数运算，本质上都是
结合的 (Steedman, 2011)，都源于Moses Schönfinkel的结合子（Combinator)，故Combinatory Categorial Gram-
mar应该是这一类范畴语法扩展的总称或者是基于各种结合子的范畴语法，并译为“结合范畴语法”。Mark Steed-
man的CCG主要是新增了结合子Z（Haskell Brooks Curry称之为B）对应的函数组合，这也许是国内将CCG译
为“组合范畴语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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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坔、>坔）总是和组合规则连用。用下列规则形成汉语各种短语结构，坠⇒圧左边匹配短语内
部结构，右边得到短语整体功能。在范畴关联的语义部分，a是常量，z、w是变量，f、g是函
数，函数也可表示为λ圭抽象。

坘圯?坙场f 坙场坡⇒ 坘场f 坡 在>圩

坙场坡 坘\?坙场f ⇒ 坘场f 坡 在<圩

坘圯�坙场f 坙圯�坚场g ⇒ 坘圯�坚场λz. f 在g z圩 在>坂圩

坙\�坚场g 坘\�坙场f ⇒ 坘\�坚场λz. f 在g z圩 在<坂圩

坘圯�坙场f 在坙圯�块圩圯�坚场坧 ⇒ 在坘圯�块圩圯�坚场λzλw. f 在在g z圩w圩 在>坂2圩

在坙\�块圩圯�坚场坧 坘\�坙场坦 ⇒ 在坘\�块圩圯�坚场λzλw. f 在在g z圩w圩 在<坂2圩

坘圯×坙场f 坙\×坚场g ⇒ 坘\×坚场λz.f 在g z圩 在>坂×圩

坙圯×坚场g 坘\×坙场f ⇒ 坘圯×坚场λz.f 在g z圩 在<坂×圩

坘场坡 ⇒ 坔圯i在坔\i坘圩场λf.f 坡 在>坔圩

坘场坡 ⇒ 坔\i在坔/i坘圩场λf.f 坡 在<坔圩

不同语言的语法区别仅在词法层面，按词法形成的词汇通过坜结合圢规则�映射到语言的句
子 在坓坴坥坥坤坭坡坮圬 圲地圱圹圩，即确定句子里每个词的范畴，按规则一步步结合相邻范畴，就可以得到
句子结构。由坜结合圢规则得到的范畴再与相邻范畴结合，有是否引入范畴转换的两种做法 在王
庆江圬 张琳圬 圲地圲地圩。词库里可记录每个词的典型和非典型范畴，但词选择哪个非典型范畴即范畴
转换，只发生于范畴转换规则表示的上下文，这避免了范畴转换对语法表达力的过度增强。范
畴转换其实是把句子的词范畴歧义转化为句法歧义，是词或短语句法功能转换的客观反映，仍
属于词法层面。

3 范范范畴畴畴转转转换换换规规规则则则的的的汉汉汉语语语言言言学学学依依依据据据

能不能绕过词类，直接考虑词或短语的范畴转换，本质上是语法中能否去掉词类这一概念
的问题，汉语言学里该问题的争论止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就是争论如何划分词类 在吕叔湘圬
圱圹圵圴圩。划分词类的目的是为了进行句法分析，划分词类的标准必须考虑句法分析的需要 在胡明
扬圬 圱圹圹圵圩。上世纪五十年代前，词类划分和给词定类都采用意义标准；五十至八十年代，词类
划分渐趋句法标准，而给词定类仍坚持意义标准。九十年代及以后，给词定类趋于句法标准，
即只根据词参与构建短语和充当句子成分的能力 在沈家煊圬 圲地地圹圩。

给词定类必须先于句法分析，否则词类对句法分析起不到任何作用 在胡明扬圬 圱圹圹圵圩。然
而，坜离句无品圢，词性通过词所在的例句体现，先确定词在句中充当的句子成分再确定词性的
反向逻辑长期存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才对词做词类标注 在徐枢圬 谭景春圬 圲地地圶圩，可见
语言学界对词语是否有固有词性是多么纠结。坜词有定类圢指每个单词力求归于一类，坜类有定
职圢指词类与句子成分一一对应。汉语里，坜类有定职圢则坜词无定类圢，词类失去存在意义，故只
能是坜词有定类圢，让词类与句子成分的关系错综复杂 在朱德熙圬 圱圹圸圵圩。

坜词有定类圢与词兼类、词同形可能是相容的。兼类词在作不同词类时，词的意义虽然相关
但已经不同，而同形词的意义更是毫无联系。词类有意义基础 在张斌圬 圲地地圵圩，坜词有定类圢可能
蕴涵词在一种意义下只属于一个词类，这与范畴转换发生在词类内部是一致的，即发生范畴转
换时词的意义并未改变。若该假设成立，兼类词或同形词在每个义项下的词类就是唯一的。

与印欧语词类分立不同，汉语词类句法功能可以重叠甚至包含。在汉语实词类包含模
式 在沈家煊圬 圲地地圹圩中，凡动词皆名词，即动词有名词的所有功能，坜这本书的出版圢中坜出版圢是
动词也是名词，从动词角度讲符合简约原则，即不增加不必要的步骤和名目，从名词角度讲符
合中心扩展，中心扩展指以一个成分为中心加以扩展，扩展后结构的语法性质跟中心成分的语
法性质一致。

基于词类充当不同句子成分的出现率，可以把词类功能限制为充当出现率较高的句子成
分 在胡明扬圬 圱圹圹圵圩，也可以把出现率最高的句子成分作为词类的典型功能，把其它出现率的句
子成分作为词类的非典型功能 在沈家煊圬 圱圹圹圷圻 沈家煊圬 圱圹圹圹圩。如果按词有定类、类对应典型功
能建立坜词场圽范畴圢词典，则词在短语结构里需要使用非典型功能时，就需要转用非典型功能对
应的范畴。

汉语缺乏系统的形态标记，不仅导致词类多功能，也造成语法的词组本位特征 在张伯江圬
圲地圱圱圩。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一致，可以把各类词组作为抽象的句法格式

�这里指实现范畴结合的所有规则，而非特指Schönfinkel结合子对应的那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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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描写它们的内部结构以及每一类词组作为一个整体在更大的词组里的分布状况，把各类词组
的结构和功能描写清楚了，句子的结构也就描写清楚了 在朱德熙圬 圱圹圸圵圩。词组本位思想表现为
结构包孕，即短语结构的基本类型虽然很有限，但每一种结构都可以包孕与它自身同类型或不
同类型的结构 在朱德熙圬 圱圹圸圲圩，这种结构包孕也被称做结构套叠 在陆俭明圬 圱圹圹地圩。结构套叠对应
到坃坃均里，就是短语结构的范畴由其直接成分的范畴结合而来，这样得来的范畴如果不是短语
结构作为整体在更大短语里应该采用的范畴，就转换范畴然后再范畴结合，依此递归下去。

4 词词词类类类和和和特特特殊殊殊词词词的的的典典典型型型范范范畴畴畴

首先为句法成分指派范畴，使基本句法结构能按范畴结合规则形成，然后由句
法成分的范畴确定词类的典型范畴。给定句子范畴 坳 和名词短语范畴 坮坰，由后向应
用（<）、前向应用（>）、前向组合（>坂）、后向组合（<坂）可得谓语范畴坳\圮坮坰、
述语范畴在坳\圮坮坰圩圯圮坮坰、定语范畴坮坰圯圮坮坰、状语范畴在坳\圮坮坰圩圯�在坳\圮坮坰圩和在坮坰圯圮坮坰圩圯?在坮坰圯圮坮坰圩、补
语范畴坮坰\?坮坰、在坳\圮坮坰圩\×在坳\圮坮坰圩和在坮坰圯圮坮坰圩\?在坮坰圯圮坮坰圩，使主谓（坓坵坢坪坥坣坴圭坐坲坥坤坩坣坡坴坥，坓坐）、
定中（坁坴坴坲坩坢坵坴坥圭坈坥坡坤坷坯坲坤，坁坈坮）、状中（坡坄坶坥坲坢坩坡坬圭坈坥坡坤坷坯坲坤，坄坈坶或坄坈坡）、中补
（坈坥坡坤坷坯坲坤圭坃坯坭坰坬坥坭坥坮坴，坈坮坃、坈坶坃或坈坡坃）、述宾（坖坥坲坢圭坏坢坪坥坣坴，坖坏）等结构的范畴是
其成分的范畴按范畴结合规则得到的结果，这里中心成分坈的语法性质可以是名词（坮）、动词
（坶）或形容词（坡）。

实词类按短语结构需要选择范畴，例如主语位置上的形容词选用范畴坮坰，定语位置上的
名词选用范畴坮坰圯圮坮坰。出现率最高的范畴是词类的典型范畴，如名词、形容词的典型范畴分别
是坮坰和坮坰圯圮坮坰。与一级词类相比，二级词类的典型范畴更明显，如谓语动词、单宾语动词、
双宾语动词的典型范畴分别是坳\圮坮坰、在坳\圮坮坰圩圯圮坮坰和在在坳\圮坮坰圩圯圮坮坰圩圯圮坮坰。用范畴中斜线类型精确
反映词类的句法功能，如数词、量词的典型范畴分别是坮坰圯?坮坰和在坮坰圯?坮坰圩\?在坮坰圯?坮坰圩，因类
型坠?圧只匹配前向应用（>）、后向应用（<）中的线性类型，故数词可单独做定语，也可与量词
结合后再做定语，而量词除与数词结合没有其它句法功能。

虚词不单独充当句法成分，虚词、虚词附着的实词（短语）、附着形成的虚词短语三者之
间存在范畴结合规则的约束。实词类有典型和非典型范畴，不妨让虚词附着的实词（短语）使
用虚词典型搭配词类的范畴，使虚词的范畴按虚词短语的范畴确定。虚词数量少，句法功能
差异大，需要对每个虚词专门考虑其句法范畴。例如坠的圧、坠地圧、坠得圧字短语的典型功能分别是
做定、状、补语，让坠的圧附着的实词（短语）无论是否名词性都使用范畴坮坰，坠地圧和坠得圧附着的
实词（短语）无论是否形容词性都使用范畴坮坰圯圮坮坰，坠的圧、坠地圧、坠得圧的典型范畴就可分别明确
为在坮坰圯?坮坰圩\?坮坰、在在坳\圮坮坰圩圯�在坳\圮坮坰圩圩\?在坮坰圯圮坮坰圩和在在坳\圮坮坰圩圯×在坳\圮坮坰圩圩圯?在坮坰圯圮坮坰圩。
个别词有特殊的句法功能。助词坠所圧接述语形成坠所圧字短语，表述转指称，如坜所说圢指说

的话，坠所圧的范畴可令为坮坰圯?在在坳\圮坮坰圩圯圮坮坰圩。介词坠把圧接宾语，再结合述语，形成谓语，如坜我
把馍吃了圢中的坜把馍吃圢，故坠把圧的范畴可令为在在坳\圮坮坰圩圯?在在坳\圮坮坰圩圯圮坮坰圩圩圯?坮坰，其用法如图圱，其
中坜坄坥坳坩坧圢表示词按词典坜词场圽范畴圢取得指派的范畴，坠坘圧匹配任意范畴，坠α圧匹配任意λ圭项，语
义式中的函数都写为λ圭抽象。范畴结合规则具有范畴类型透明性，即结合前后都有范畴类型决
定语义类型。按λ圭应用的左结合优先，图圱句子的语义式也可写为坜了圧 在在在把圧 馍圩 圧吃圧圩 我圧圩圢。

--Desig --------------------------Desig ----------Desig ----------Desig ----------Desig
np ((s\.np)/?((s\.np)/.np))/?np np (s\.np)/.np X\.X
:我’ :λxλfλy.把’ x f y :馍’ :λxλy.吃’ x y :λα.了’ α

---------------------------------------------->
(s\.np)/?((s\.np)/.np)
:λfλy.把’ 馍’ f y
-------------------------------------------------------------->
s\.np
:λy.把’ 馍’ 吃’ y

----------------------------------------------------------------------<
s
:把’ 馍’ 吃’ 我’
--------------------------------------------------------------------------------------<
s
:了’ (把’ 馍’ 吃’ 我’)

图 圱场 介词坠把圧的范畴及其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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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词坠被圧是被动标记，被动句可分为无施事的短被动句和有施事的长被动句 在姚从军圬 俎孟
晨圬 圲地圲圲圩。在缺少出现率依据情况下，不妨设介词坠被圧大多用在长被动句中，典型功能是接引宾
语提取，形成句子谓语，如坜饭被我吃了圢中坠被圧字短语是坜被我吃圢而非坜被我圢。坠被圧与介宾结构
中介词的功能不同，宾语提取的范畴为坳圯圮坮坰，故坠被圧的范畴是在坳\圮坮坰圩圯?在坳圯圮坮坰圩，其用法如图圲。
若坠被圧用在短被动句中，如坜饭被吃了圢，就让及物动词坠吃圧转用其非典型范畴坳圯圮坮坰。

--Desig ------------------Desig ----------Desig ----------Desig ----------Desig
np (s\.np)/?(s/.np) np (s\.np)/.np X\.X
:饭’ :λfλx.被’ f x :我’ :λxλy.吃’ x y :λα.了’ α

------------->T
s/.(s\.np)
:λf.f 我’
----------------------------->B
s/.np
:(λx.(吃’ x)) 我’

------------------------------------------------------>
s\.np
:被’ ((λx.(吃’ x)) 我’)

--------------------------------------------------------------<
s
:被’ ((吃’ 饭’) 我’)
------------------------------------------------------------------------------<
s
:了’ (被’ ((吃’ 饭’) 我’))

图 圲场 介词坠被圧的范畴及其用例

图圲中，坠饭圧的范畴与坠被圧字短语的范畴结合，形成坜饭被我吃圢的范畴，而从伴随的语义结
合看，语义项坜吃’圢是与语义项坜饭’圢结合，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是使用了组合规则。组合规则
允许相邻的两个函数范畴先组合，预留的参数空位最终被相距较远的参数范畴填补 在满海霞圬
圲地圲圲圩。这种参数占位可保持语义项二元结合的顺序不变，如在规则坜>坂圢关联的语义层面，函
数坦和坧组合为函数λ坸圮坦在坧 坸圩，没改变函数坧先应用到参数坸、函数坦再应用到参数在坧 坸圩的顺序。

5 词词词类类类和和和短短短语语语结结结构构构的的的范范范畴畴畴转转转换换换规规规则则则

对于实词类或向心结构，转换标记坜句法成分圯词类圢表示词类或以该词类为中心成分的短语
结构使用句法成分对应的范畴。在构建树库过程中收集词类和短语结构的范畴转换规则，典型
范畴为坮坰的名词（短语）的范畴转换规则如表圱，其中一些是时间、方位等二级名词特有的，
示例下标是词或短语的范畴，坠⇒圧下标是规则标记。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实词类或以这些词类
为中心的短语结构也有相应的范畴转换规则。

范范范畴畴畴转转转换换换规规规则则则 标标标记记记 适适适用用用短短短语语语示示示例例例 转转转换换换与与与结结结合合合连连连用用用（（（短短短语语语类类类型型型）））

np np⇒np s\.np P/n 今天np星期一np ⇒P/n np s\.np⇒< s (SP)

np np⇒ (s\.np)/.np np V/n 组织np学生np ⇒V/n (s\.np)/.np np⇒> s\.np (VO)

np np⇒np/.np np A/n 门np把手np ⇒A/n np/.np np⇒> np (AHn)

np np⇒np np\?.np Cn/n 商城np沃尔玛np ⇒Cn/n np np\?np⇒< np (HnC)

s\.np np⇒ s\.np (s\.np)\?(s\.np) Cv/n 走s\.np一天np ⇒Cv/ns\.np (s\.np)\?(s\.np)⇒< s\.np (HvC)

np s\.np⇒ (s\.np)/�(s\.np) s\.np D/n 寒假np返校s\.np ⇒D/n(s\.np)/�(s\.np) s\.np⇒> s\.np (DHv)

表 圱场 名词（短语）的范畴转换规则

对于非向心结构，转换标记坜句法成分圯短语结构圢表示短语结构使用句法成分对应的范
畴，标记坜词类圯短语结构圢表示短语结构使用词类的典型范畴，目前发现的非向心结构有主
谓（坳）、宾语提取（坯坥）和谓语提取（坰坥），宾语提取即坜主述圢短语，谓语提取即坜主状圢短
语，如表圲，其中删除线部分为短语结构的上下文，坜坕圱坐圢指坠的圧字短语，方位名词的典型范畴
是坮坰\?坮坰，谓语提取的典型范畴是坳圯�在坳\圮坮坰圩。

CC
L 
20
22

第二十一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论文集，第14页-第23页，南昌，中国，2022年10月14日至16日。
(c) 2022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18



计算语言学

范范范畴畴畴转转转换换换规规规则则则 标标标记记记 适适适用用用短短短语语语示示示例例例 转转转换换换与与与结结结合合合连连连用用用（（（短短短语语语类类类型型型）））

s s\.np⇒ np s\.np S/s 桃花开s是在春天s\.np ⇒S/s np s\.np⇒< s (SP)

np s⇒ np s\.np P/s 解放军np意志坚定s ⇒P/s np s\.np⇒< s (SP)

(s\.np)/.np s⇒ (s\.np)/.np np O/s 认为(s\np)/.np你很努力s ⇒O/s (s\.np)/.np np⇒> s\.np (VO)

s np⇒ np/.np np A/s 他上班s时间np不长s\.np ⇒A/s np/.np np⇒> np (AHn)

s np\?np⇒np np\?np Hn/s 课程安排s上np\?np ⇒ Hn/s np np\?np⇒< np (HnC)

s (np/?np)\?np

⇒ np (np/?np)\?np
N/s 他上班s的(np/?np)\?np

⇒N/s np (np/?np)\?np

⇒< np/?np (U1P)

(s\.np)/.np s/.np

⇒ (s\.np)/.np np
O/oe 让(s\.np)/.np你做s/.np

⇒O/oe (s\.np)/.np np

⇒> s/.np (VO)

s/.np np\?np⇒ np np\?np Hn/oe 学生学习s/.np上np\?np ⇒Hn/oe np np\?np⇒< np (HnC)

s/.np (np/?np)\?np

⇒ np (np/?np)\?np
N/oe 他读s/.np的(np/?np)\?np

⇒N/oe np (np/?np)\?np

⇒< np/?np (U1P)

s/�(s\.np) (np/?np)\?np

⇒ np (np/?np)\?np
N/pe

学生在班里s/�(s/.np)

的(np/?np)\?np表现

⇒N/pe np (np/?np)\?np

⇒< np/?np (U1P)

表 圲场 非向心结构的范畴转换规则

虚词短语使用非典型句法功能，可以通过范畴转换，如坠的圧字短语的典型范畴是坮坰圯?坮坰，
通过坜坓圯坡圢可转用非典型范畴坮坰，也可通过虚词转用非典型范畴得到虚词短语的非典型范畴，
如助词坠得圧典型功能是接形容词做述语补语，如坜干得好圢，非典型功能是接修饰形容词的副
词（简称形容词副词）做形容词补语，如坜灵得很圢，存在范畴转换规则坜坕圳坤圯坵圳圢，坜坵圳圢指助
词坠得圧，坜坕圳坤圢指右接形容词副词时坠得圧的范畴在在坮坰圯圮坮坰圩\?在坮坰圯圮坮坰圩圩圯?在在坮坰圯圮坮坰圩圯?在坮坰圯圮坮坰圩圩。附
带地，副词典型功能是修饰动词，坜坄a圯坤圢表示副词使用形容词副词的范畴，坜坕圳坤圯坵圳圢总是和
副词的范畴转换规则坜坄a圯坤圢连用。

短语的两个直接成分同时使用范畴转换规则，这样的情况如表圳。

范范范畴畴畴转转转换换换规规规则则则 标标标记记记 适适适用用用短短短语语语示示示例例例

s np/.np⇒ np s\.np S/s-P/a 学生住宿s方便np/.np

s (s\.np)/.np⇒ np/.np np A/s-Hn/v 社会主义现代化s建设(s\.np)/.np

s np⇒ np np\?np Hn/s-Cn/n 人懒s这个现象np

np s\.np⇒ (s\.np)/.np np V/n-O/v 组织np教学s\.np

np s⇒ np/.np np A/n-Hn/s 这np成绩好s是必然的

np np/.np⇒np/.np np A/n-Hn/a 职务np方便np/.np

np (s\.np)/.np⇒np/.np np A/n-Hn/v 思政np教育(s\.np)/.np

np s\.np⇒ np/.np np Da/n-A/v 这样np好(s\.np)/.np的规定

s\.np np/.np⇒ np s\.np S/v-P/a 出门s\.np方便np/.np

s\.np (s\.np)/.np⇒ np/.np np A/v-Hn/v 毕业s\.np设计(s\.np)/.np

(s\.np)/.np (s\.np)/�(s\.np)⇒np/.np np A/v-Hn/d 少数有录取(s\.np)/.np可能(s\.np)/�(s\.np)的学生

(s\.np)/.np s\.np⇒ s\.np (s\.np)\×(s\.np) P/vt-Cv/v 分配(s\.np)/.np到基层工作s\.np

np/?np (s\.np)/.np⇒ np s\.np S/a-P/vt 留级的np/?np也算上(s\.np)/.np

((s\.np)\×(s\.np))/?(np/.np)

(s\.np)/�(s\.np)⇒
((np/.np)\?(np/.np))/?((np/.np)/?(np/.np))

(np/.np)/?(np/.np)

U3d/u3-Da/d
灵得((s\.np)\×(s\.np))/?(np/.np)

很(s\.np)/�(s\.np)

表 圳场 短语两个成分都使用范畴转换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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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转换规则也具有范畴类型透明性，即范畴转换后范畴类型仍然决定语义类型，如图圳。

----------Desig --Desig ----------Desig ----------Desig ----------Desig --Desig ----------Desig
np/.np np np/.np (s\.np)/.np np np s\.np
:λx.许多’ x :学校’ :λx.紧密’ x :λxλy.配合’ x y :中学生’ :守则’ :λx.教育’ x
----------------------> ------------D/a ------------A/n
np (s\.np)/�(s\.np) np/.np
:许多’ 学校’ :λfλx.紧密’ f x :λx.中学生’ x

----------------------------->B --------------------->
(sλ.np)/.np np
:λxλy.紧密’ ((配合’ x) y) :中学生’ 守则’

--------------------A/n -----------Hn/v
np/.np np
:λx.(中学生’ 守则’) x :教育’
-------------------------------------->
np
:(中学生’ 守则’) 教育’

----------------------------------------------------------------------->
s\.np
:λx.紧密’ ((配合’ ((中学生’ 守则’) 教育’)) x)

-----------------------------------------------------------------------------------------------<
s
:紧密’ ((配合’ ((中学生’ 守则’) 教育’)) (许多’ 学校’))

图 圳场 范畴转换中的范畴类型透明性

6 语语语法法法树树树库库库的的的统统统计计计分分分析析析

句法分析时，若保留句法歧义，即每次传递时允许使用所有范畴转换，传递后不删除造成
歧义的短语，短语集合规模大致会随传递次数指数增长，故句法分析中必须及时消解句法歧
义。在构建树库过程中已记录遇到的每一个句法歧义片段，将来可通过挖掘消歧模式，并引入
常识和世界知识，探索完全靠机器消歧获得人脑预期分析树的可能性。
句法歧义的主要成因是句法结构层次、句法结构关系的不同 在何洪峰圬 圲地圱圶圩，映射

到坃坃均分析里，就是一个范畴既可与左边的范畴结合，又可与右边的范畴结合，毗连的两
个范畴有多条结合途径可用，结合途径指范畴结合经过的范畴转换与范畴结合规则。范畴转换
使句法歧义严重，是汉语缺乏形态标记、句法成分之间大多可以套叠 在陆俭明圬 圱圹圹地圩的直接后
果。为限制和及时消解句法歧义，每次计算范畴结合传递时，由用户按需选择范畴转换，然后
由机器完成范畴结合，再由用户消解句法歧义，使最后形成的传递闭包只含一棵分析树，这样
的句法分析其实是一个计算结合圭消歧传递闭包的过程。
由语法的二分性，分析树只有度为地的结点（即词）和度为圲的结点（即短语）。把词看作

跨度地的短语，使词和短语有统一的数据抽象。短语有外在的位置、句法类型和语义表示，也有
内在的结合途径、语法关系，定义为三元组：

在在Start, Span圩, 在SyntaxType, Tag, Seman, PhraStru,Act圩, SecStart圩

其中Start是短语在句中的起始位置，Span是短语跨度，即所含词数减一，SyntaxType是
短语的句法类型，Tag是短语的句法类型结合途径的标记，词的Tag为坜坄坥坳坩坧圢，取指定
（坄坥坳坩坧坮坡坴坥）之意；Seman是短语的语义式，由两个成分的语义式通过函数运算得到，词
的语义用词加撇表示；PhraStru是短语的语法关系，可以是实词性语法单位间语法关系，如主
谓（坓坐）、动宾（坖坏），也可以是与虚词有关的语法单位间关系，如宾语抽取（坏坅）、介宾
（坐坏）、坠的圧字结构（坕圱坐），词的PhraStru为坜坄坅圢，取指定（坄坥坳坩坧坮坡坴坥坤）之意。已参与
形成短语时，坁坣坴为坆坡坬坳坥，否则为坔坲坵坥。SecStart是短语中第二组成成分在句中的起始位置。
分析树存储为纯文本，从中可统计句子长度、短语个数、每个短语的外在和内部属性，并可生
成树状结构图。
在平衡语料库（坨坴坴坰场圯圯坣坯坲坰坵坳圮坺坨坯坮坧坨坵坡坹坵坷坥坮圮坯坲坧圯坃坮坃坩坮坤坥坸圮坡坳坰坸）按坜学生圢检索词类标

注语料，对前圲地地句进行小句分割 在邢福义圬 圱圹圹圵圻 李艳翠圬 圲地圱圳圩，共得到圷圲圷个小句。对
每个小句，将词类标注替换为范畴标注，然后进行人机交互的句法分析，得到华水树
库圱圮地（坨坴坴坰坳场圯圯坧坩坴坨坵坢圮坣坯坭圯坷坡坮坧坱坩坮坧坪坩坡坮坧圭坮坣坷坵圯坭坹圭坣坣坧圯坴坲坥坥圯坭坡坳坴坥坲圯坤坯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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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水树库圱圮地共使用圶圷个不同的范畴转换规则，占转换规则总数的圹圱圥，使用各规则的次数
如图圴，次数为圱时不显示。动词（坶）、名词（坮）、形容词（坡）、副词（坤）使用范畴转换规
则的次数比例分别是圳圳圥、圳圲圥、圱圴圥、圷圥，若算上连词（坣）、量词（坱）、非向心结构短语
（坳、坯坥和坰坥），以及短语两个成分都使用范畴转换，则使用次数比例合计圹圹圮圶圷圥，说明使用范
畴转换的几乎都是实词或短语。平均每棵分析树使用范畴转换规则圲圮圴圶个，形成圷圮地圵个短语，
故圳圵圥的短语形成用到范畴转换。

图 圴场 华水树库圱圮地中范畴转换规则的使用次数

华水树库圱圮地中分析树共包含圲圷种、圵圱圲圷个短语，覆盖全部短语结构类型的圸圴圥，短语类
型出现次数比例如图圵。因结合途径中范畴结合规则相同，连谓并入中补（坈坶坃），兼语归
入动宾（坖坏），复指并入中补（坈坮坃），方位并入中补（坈坮坃），能愿并入状中（坄坈坶），
这时定中、动宾、状中、并列、主谓，中补等基本结构可合称广义基本结构，其次数比例合
计圸圱圥。坠的圧字短语（坕圱坐）、介宾短语（坐坏）是广义基本结构外使用比例最高的两种。次数
比例最高的前圹种短语类型的次数比例总计圹地圥，其它短语类型的次数比例均低于圳圥。

图 圵场 华水树库圱圮地中短语类型的出现次数比例

7 结结结论论论

与印欧语相比，汉语缺乏屈折，使一种词类或一种短语结构能充当多种句法成分，对应到
组合范畴语法中，就是有多个范畴，而这种多功能出现在一个句子里时，必须完成与印欧语屈
折对应的范畴转换，范畴语法分析才能继续下去。为此，把词类的范畴按出现率分为典型和非
典型，把短语结构作为整体充当句法成分时需要的范畴按是否由范畴结合规则得到分为典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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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把使用非典型看作源自典型的转换，可建立一套适应短语结构需要的范畴转换规则，
而且这样的范畴转换具有范畴类型透明性。
在构建树库过程中，逐渐明确词类和特殊词的典型范畴，形成词类和短语结构的范畴转换

规则体系。统计发现，短语直接成分使用非典型范畴的概率是圳圵圥，这是迄今已知的现代汉语
句法语料中句法功能屈折的首次测量。使用范畴转换的短语直接成分中圹圹圮圶圷圥是实词或短语结
构，说明虚词范畴力争明确，让虚词附着的实词或短语结构通过范畴转换与虚词搭配，这样的
范畴转换规则体系是成功的。
范畴转换的上下文是短语结构，这种转换对组合范畴语法的生成能力带来了什么影响，需

要做理论分析；分析树刻画的是小句结构，若句子不能正确分割为小句，则一些范畴的转换上
下文就会不准确，需要对小句理论特别是小句识别进一步研究。在做好小句识别基础上还要分
析更多的句子，纠正词类和特殊词的典型范畴，完善词类和短语结构的范畴转换规则，调整短
语类型体系，逐渐让这三方面收敛，使这个带有范畴转换的坃坃均更简洁、稳定。另外，句子结
构与句子语义式的关系，以及基于语义式的理解模型也是一个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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