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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双重否定结构是一种癜通过两次否定表示肯定意义瘢的特殊结构，其存在会对自然语言
处理中的语义判断与情感分类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癜¬ ¬ 癐瘽瘽>癐瘢为标准，对现代
汉语中所有的癜否定词瘫否定词瘢结构进行了遍历研究，将双重否定结构按照格式分为
了瘳大类，瘲瘵小类，常用双重否定结构或构式瘱瘳瘲个。结合动词的叙实性、否定焦点、
语义否定与语用否定等相关理论，本文归纳了双重否定结构的三大成立条件，并据此
设计实现了基于规则的双重否定结构自动识别程序。程序实验的精确率为瘹瘸瘮瘸瘵瘥，召
回率为瘹瘸瘮瘹瘰瘥，癆瘱值为瘹瘸瘮瘸瘵瘥。同时，程序还从瘹瘶瘲瘸瘱句语料中获得了瘸瘶瘴瘰句精确率
约为瘹瘹瘥的含有双重否定结构的句子，为后续基于统计的深度学习模型提供了语料支
持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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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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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言言言

在否定用法中，有一种特殊的用法發發双重否定。丁声树先生在《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中
将其概括为：癜一句话先后用两个否定词，如癠不能不去瘧，癠没有人不去瘧，癠非去不可瘧之类，都是
双重否定的句法。双重否定意思上是肯定的，不过跟单纯肯定不全一样瘢。例如，癜我不得不
喜欢他瘢指癜我得喜欢他瘢，癜我不一定不同意这个观点瘢指癜我可能同意这个观点瘢0。虽然句子使
用的是否定形式，但其表达的却是肯定语义，且句子的语气还与单纯肯定有一定的区别（例
如，癜不得不喜欢瘢的语气比癜喜欢瘢强，而癜不一定不同意瘢的语气比癜同意瘢弱，等等）。可见，
双重否定结构的存在会对句子的语义真值与语气强度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自然语言处理来说，双重否定是处理语料时必须考虑的内容。例如，下图展示了目前
常用的自然语言处理应用对双重否定结构的处理情况。左图为微软小冰聊天机器人。如图所
示，小冰无法有效识别以否定形式的癜不是不瘢表示肯定的句子的语义与情感。即使是对于癜我不
是不喜欢你，而是超级喜欢你瘢这种明显表示积极情感的句子，小冰也仍然会将其误判为消极。
右图是百度情感分析应用。我们的输入是癜我不认为这件事情不值得称赞瘢，这句话应该是中性
或者偏积极。但是由于无法识别双重否定结构，程序将其误判为了百分之百消极。可见，目前
自然语言处理应用尚无法有效识别双重否定结构，且双重否定结构的存在会对程序的语义识别
与情感分析产生重要影响。综综综上上上所所所述述述，，，无无无论论论是是是从从从汉汉汉语语语本本本体体体研研研究究究的的的理理理论论论意意意义义义考考考虑虑虑，，，还还还是是是从从从自自自然然然
语语语言言言处处处理理理的的的实实实用用用价价价值值值出出出发发发，，，我我我们们们都都都有有有必必必要要要对对对双双双重重重否否否定定定结结结构构构进进进行行行更更更全全全面面面更更更深深深入入入的的的研研研究究究与与与探探探索索索。

癆癩癧癵癲癥 瘱瘺 双重否定结构处理情况示例图

1.1 文文文献献献综综综述述述

目前国内关于双重否定结构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双重否定结构的定义、范围、格式和语
义等领域。关于双重否定结构的定义与范围，学界存在不少的争论，学者们争议较多的问题
有：含有否定词的反诘句是否为双重否定，紧缩复句是否为双重否定，双重否定是否包含复
句，等等。关于双重否定结构的格式，已有研究都是从分类与举例的角度进行讨论，尚未有一
篇论文从形式的角度对双重否定格式进行具体详细的遍历分析。目前对双重否定格式概括最为
全面的是芜崧（瘱瘹瘸瘷）所划分的八大类型，瘲瘵个格式，然而，仍有许多语料中出现的双重否定
结构未被芜崧收入其中，如癜不可能不瘢癜不应该不瘢癜不是瘮 瘮 瘮不瘮 瘮 瘮 瘢，等等。关于双重否定结构
的语义，叶文曦（瘲瘰瘱瘳）、方绪军（瘲瘰瘱瘷）、何爱晶（瘲瘰瘱瘹）等引入了癌癡癤癵癳癡癷（瘱瘹瘹瘷）的形
式语义学，癈癯癲癮（瘱瘹瘸瘵）的元语否定等理论，对一些典型的结构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具有解释

©2022 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
根据《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许可出版
基基基金金金项项项目目目：：：本课题得到国家科技创新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以自然语言为核心的语义理解理论、模型与
方法》（编号：2020AAA0106701）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互联网+”的国际汉语教学资源与智慧教育平
台研究》（项目编号：18ZDA295）的资助，谨此致谢。

0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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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成果。然而，由于双重否定的范围、格式还未确定，目前学者只集中分析了几个典型的结
构，覆盖面十分有限，缺乏系统性地总结与梳理。

目前关于双重否定结构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情感分析领域，具体根据研究方法可以分为
以下两种。

一、通过搜集典型的双重否定结构（如图瘲所示），构建双重否定词典，以服务相关的情感
分析，如王勇等（瘲瘰瘱瘴），吴杰胜、陆奎（瘲瘰瘱瘹），等等。这这这种种种方方方法法法的的的准准准确确确率率率很很很高高高，，，但但但是是是覆覆覆盖盖盖
面面面不不不足足足。。。

癆癩癧癵癲癥 瘲瘺 王勇等（瘲瘰瘱瘴）双重否定词典

二、在否定词的基础上，通过统计修饰每一个情绪词的否定词个数来判断双重否定，并以
系数的形式将双重否定的语气功能加入到情感分析的结果当中，如封洋（瘲瘰瘱瘶），等等。这这这种种种
方方方法法法的的的涵涵涵盖盖盖范范范围围围广广广，，，但但但是是是错错错误误误率率率很很很高高高，，，因因因为为为任任任何何何含含含有有有两两两次次次否否否定定定的的的结结结构构构都都都会会会被被被判判判断断断为为为表表表示示示肯肯肯定定定
的的的双双双重重重否否否定定定结结结构构构。。。

1.2 本本本文文文选选选题题题及及及目目目标标标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汉语双重否定结构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
如，双重否定结构的格式与范围尚不完整；双重否定语料资源匮乏；系统化、全面化的双重否
定结构自动识别尚未实现，等等。鉴于此，本研究将癜双重否定结构瘢作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
遍历分析与语料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对双重否定结构进行以下探索：

瘱瘮 梳理双重否定结构格式，使其能够全面覆盖癃癃癌语料库；

瘲瘮 总结双重否定结构成立条件，并据此提出相应的计算机识别策略；

瘳瘮 建立高癆瘱值的双重否定结构自动识别程序；

瘴瘮 进一步验证语言学知识在双重否定结构自动识别过程中的贡献，通过程序测试上述

成立条件在双重否定结构识别过程中的作用；

瘵瘮 搜集双重否定语料资源，为基于统计的双重否定识别深度学习模型提供支持。

2 双双双重重重否否否定定定结结结构构构的的的定定定义义义标标标准准准与与与考考考察察察范范范围围围

鉴于语义真值识别和情感极值判断是计算机对否定结构进行语义识别时所面临的主要问
题，本文借鉴形式语义学，为双重否定拟定了一个工作定义：只只只要要要两两两次次次否否否定定定与与与肯肯肯定定定在在在语语语义义义真真真值值值
上上上相相相同同同，，，即即即“¬ ¬ P==>P”，，，即即即属属属于于于双双双重重重否否否定定定。。。

目前我们的考察范围为所有癜否定词（瘫瘮 瘮 瘮）瘫否定词瘢中双重否定表肯定的结构。暂不考
虑下列情况：

瘱瘮 否定词为隐性否定词（即本身语义内含有否定意思的动词，如癜讨厌瘢癜拒绝瘢等。）

瘲瘮 否定类型为语用否定的结构（比如癜我不是不喜欢你，而是恨你瘢中的癜不是不喜欢瘢。）

瘳瘮 癜反问句瘫否定词瘢结构（比如癜难道瘮 瘮 瘮不瘮 瘮 瘮 瘢等，具体参见刘彬、袁毓林（瘲瘰瘱瘷）。）

我们结合吕叔湘（瘱瘹瘵瘶瘯瘱瘹瘴瘴）、王力（瘱瘹瘸瘵瘯瘱瘹瘴瘳）、朱德熙（瘱瘹瘸瘲）等前贤研究，梳理
出了十三个否定词，前十个为否定副词，后三个为否定动词，具体如下：

癜非、不、别、甭、未、莫、勿、没、没有、休、无、没、没有瘢

结合语料，我们对癜否定词瘫否定词瘢组合中符合要求的双重否定结构的格式进行了遍历梳
理，整理出了瘲瘵种癜否定词瘫否定词瘢可表肯定的结构，具体如表瘱所示（其中三角形表示该组合
不出现瘯极少出现于实际语料中）。

下面，我们将对上述瘲瘵种癜否定词瘫否定词瘢格式展开具体分析，梳理每一种格式中双重否
定结构的成立条件，并设计与之相应的计算机识别策略，在此基础上总结所有现代汉语中常用
的双重否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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癔癡癢癬癥 瘱瘺 双重否定结构格式调查情况表

3 双双双重重重否否否定定定结结结构构构的的的成成成立立立条条条件件件与与与识识识别别别策策策略略略

通过初步考察，我们发现，双重否定结构癜不癖瘱瘮 瘮 瘮不癖瘲瘢的成立条件最为复杂，需要同时
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①癜不癖瘱瘢与癜不癖瘲瘢构成述宾关系；

②癜癖瘱瘢动词有限制（为非叙实动词）；

③癜不癖瘱瘢的否定焦点在癜不癖瘲瘢上。

我们发现，除了癜不是瘮 瘮 瘮不瘮 瘮 瘮 瘢需要区别语义否定与语用否定外，其他双重否定结
构的成立条件都已囊括在了上述三个条件中，只是部分细节存在差异。因此，我们先
对癜不癖瘱瘮 瘮 瘮不癖瘲瘢与癜不是瘮 瘮 瘮不瘮 瘮 瘮 瘢的成立条件与识别策略进行详细分析，再在此基础上，
对其他双重否定结构进行讨论。

3.1 “不不不V1. . .不不不V2”双双双重重重否否否定定定结结结构构构的的的成成成立立立条条条件件件与与与识识识别别别策策策略略略

3.1.1 第第第一一一个个个条条条件件件：：：“不不不V1”与与与“不不不V2”构构构成成成述述述宾宾宾关关关系系系

癜不癖瘱瘮瘮瘮不癖瘲瘢的结构类型有并列、主谓、紧缩、述宾等。在各类结构类型中，只有述宾结
构的癜不瘫癖瘱瘫（瘮 瘮 瘮）瘫不瘫癖癐瘢存在表示双重否定的可能。具体讨论如下：

并列结构的癜不癖瘱瘮 瘮 瘮不癖瘲瘢，指癜不哭不闹瘢、癜不高不低瘢 这一类表达。袁毓林（瘱瘹瘹瘹）
指出，并列结构癜通常不能通过直接在这种谓词性并列结构的前面加上癠不、没有瘧等否定词来
构成否定式瘬而是要在这种并列结构的各个直接成分之前分别加上癠不、没有瘧等否定词。瘢 因
此，癜不癖瘱瘮 瘮 瘮不癖瘲瘢只是癜癖瘱癖瘲瘢并列结构的单重否定结构，不属于双重否定结构。如癜不哭不
闹瘢不等于癜哭闹瘢。

主谓结构的癜不癖瘱瘮 瘮 瘮不癖瘲瘢语料数量很少，指癜不隐藏不代表泄露瘢、癜不买票不是
我的决定瘢这一类表达。在该类结构中，癜不癖瘱瘢只是一个命题陈述，是交流中的旧
信息。癜不癖瘱瘢的癜不瘢与癜不癖瘲瘢的癜不瘢，并没有语义上的关联，并不构成癜双重瘢否定的结
构。癜不癖瘱瘮 瘮 瘮不癖瘲瘢只是癜不癖瘱癖瘲瘢结构的否定，不属于双重否定结构。如癜不隐藏不代表泄
露瘢不等于癜隐藏代表泄露瘢，癜不买票不是我的决定瘢不等于癜买票是我的决定瘢。

紧缩结构的癜不癖瘱瘮 瘮 瘮不癖瘲瘢指癜不给钱不办事瘢、癜不买票就不让进瘢这一类表达。紧缩结构
虽然在语义上有条件性，但在句法上仍是并列关系，前后并不构成从属结构。关于紧缩条件类
的结构是否为双重否定未有定论。本文主要从形式语义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讨论。

以癜不给钱不办事瘢为例。癜给钱办事瘢语义为癜如果给钱，那么办事瘢。癐命题可以分解
为癱瘱癜给钱瘢，癱瘲癜办事瘢，逻辑式为蕴含式癱瘱→癱瘲瘬它的等值式为¬ 癱瘲→¬ 癱瘱。而癜不给钱不办
事瘢语义为癜如果不给钱，那么不办事瘢，逻辑式应为蕴含式¬ 癱瘱→¬ 癱瘲。从下列真值表本文可以
看出，癱瘱→癱瘲与¬ 癱瘱→¬ 癱瘲的语义真值不一致，不符合癜¬ ¬ 癐瘽瘽>癐瘢的标准，因此从形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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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学来看，紧缩语义结构不是双重否定结构。

癔癡癢癬癥 瘲瘺 紧缩结构语义真值表

最后述宾结构的癜不癖瘱瘮 瘮 瘮不癖瘲瘢指癜不觉得不好瘢、癜不知道你不来瘢等癖瘱为述语，癜不癖瘲瘢为
宾语的结构。该类结构中的癜不瘮 瘮 瘮不瘮 瘮 瘮 瘢可以理解为肯定。例如，癜不认为他明天不会来瘢可以
理解为癜认为他明天会来瘢瘬癜不觉得这件事不妥瘢可以理解为癜觉得这件事妥瘢，等等。由此，我们
可以得出“不不不V1. . .不不不V2”构构构成成成双双双重重重否否否定定定结结结构构构的的的第第第一一一个个个条条条件件件：：：“不不不V1”与与与“不不不V2”构构构成成成述述述宾宾宾关关关
系系系。。。

3.1.2 第第第二二二个个个条条条件件件：：：V1为为为非非非叙叙叙实实实动动动词词词

述宾结构的癜不癖瘱瘮 瘮 瘮不癖瘲瘢中只有一部分成员，其癜不癖瘱瘢对癜不癖瘲瘢有管辖作用，属于双重
否定结构，其他成员仍只表示单纯的否定。试看下例：

瘱癡瘮我不知道他不来 瘱癢瘮瘪我知道他来

瘲癡瘮我不幻想他不来 瘲癢瘮瘪我幻想他来

瘳癡瘮我不认为他不来 瘳癢瘮我认为他来

通过例句，可以发现，当癖瘱为癜认为瘢时，癜不癖瘱瘮 瘮 瘮不癖瘲瘢可以理解为癜癖瘱瘮 瘮 瘮 癖瘲瘢，而
当癖瘱为癜知道瘢、癜幻想瘢时却不能。同样是动词，癜知道瘢、癜幻想瘢、癜认为瘢却存在着区别。本
文认为，癜不癖瘱瘢对癜不癖癐瘢是否有管辖作用与癖瘱的语义有关，具体来说与癖瘱的叙实性有关。

李新良（瘲瘰瘱瘵）将叙实性定义为癜叙实性是动词的一种语义功能，即动词预设其宾语小句
真值的能力。具体来说，肯定式和否定式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的动词是叙实动词瘮 瘮 瘮 瘮 瘮 瘮肯定
式和否定式都不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也不预设其宾语小句为假的动词是非叙实动词瘮 瘮 瘮 瘮 瘮 瘮肯
定式和否定式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假的动词是反叙实动词瘢 。对于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来
说，由于其预设固定，无论主句有无否定，宾语小句的真值都不变，因此主句无法影响宾
语小句的真值，不构成癜¬ ¬ 癐瘽瘽>癐瘢。而对于非叙实动词（如：认为）来说，由于非叙实
动词对宾语小句并没有预设，在述宾结构中，主句中的癖瘱可以对宾语的真值造成影响，存
在癜¬ ¬ 癐瘽瘽>癐瘢的可能。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不不不V1. . .不不不V2”构构构成成成双双双重重重否否否定定定结结结构构构的的的第第第二二二个个个
条条条件件件：：：V1为为为非非非叙叙叙实实实动动动词词词。。。

3.1.3 第第第三三三个个个条条条件件件：：：“不不不V1”的的的否否否定定定焦焦焦点点点包包包含含含V2

除上述两个条件外，结构中否定焦点的情况也会对癜不癖瘱瘮 瘮 瘮不癖瘲瘢是否为双重否定造成影
响。试看下例：

瘴癡瘮我不认为他不来。 瘴癢瘮我认为他来。

瘵癡瘮我不认为他故意不来。 瘵癢瘮 瘪我认为他故意来。

瘶癡瘮我不相信他不喜欢我。 瘶癢瘮我相信他喜欢我。

瘷癡瘮我不相信他不喜欢我到了看见我就恶心的地步。

瘷癢瘮瘪我相信他喜欢我到了看见我就恶心的地步。

在例句中，瘴癡、瘶癡可以转换为瘴癢、瘶癢，而瘵癡、瘷癡却不能转换为瘵癢、瘷癢。本文认为这主要
与否定的焦点有关。袁毓林瘨瘲瘰瘰瘰瘩指出癜有的成分表达的是句子的预设意义，属于旧信息，
事实上它们的意义在否定的情况下仍然得以保持瘻有的成分表达的是句子的焦点意义，属于
新信息，它们是真正被否定的。瘢 当癜不癖瘱瘢的否定焦点不落在癜不癖瘲瘢上时，癜不癖瘱瘢对癜癖瘲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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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否定，不能构成癜¬ ¬ 癐瘢结构，因此无法满足癜¬ ¬ 癐瘽瘽癐瘢的条件，不属于双重否定。
如癜我不认为他故意不来瘢中的癜不癖瘱瘢否定的是癜故意瘢而不是癜不来瘢，其中癜不来瘢是预设成分，
属于旧信息。无论是癜认为他故意不来瘢还是癜不认为他故意不来瘢，语义都是癜他不来瘢。癜癖瘱认
为瘢的否定无法影响到癜不来瘢的真值，无法构成癜否定瘫否定瘢的语义结构。因此，我们可以得
出“不不不V1. . .不不不V2”构构构成成成双双双重重重否否否定定定结结结构构构的的的第第第三三三个个个条条条件件件：：：“不不不V1”的的的否否否定定定焦焦焦点点点落落落在在在“不不不V2”上上上。。。

综上所述，癜不癖瘱瘮 瘮 瘮不癖瘲瘢需要同时满足①癜不癖瘱瘢与癜不癖瘲瘢构成述宾关系、②癖瘱为非叙
实动词、③癜不癖瘱瘢的否定焦点落在癜不癖癐瘢，三大成立条件，才可构成双重否定结构，表示肯
定语义。

3.2 “不不不是是是. . .不不不V2”双双双重重重否否否定定定结结结构构构的的的成成成立立立条条条件件件与与与识识识别别别策策策略略略

如章节开头所述，癜不是瘮 瘮 瘮不癖瘲瘢若要表示双重否定，除需满足上述癜不癖瘱瘮 瘮 瘮不癖瘲瘢的成立
条件外，还需保证癜不是瘢为描述性真值否定（癤癥癳癣癲癩癰癴癩癶癥 癴癲癵癴癨瘭癦癵癮癣癴癩癯癮癡癬 癮癥癧癡癴癩癯癮，又称语义
否定），而不是元语否定（癮癯癮瘭癴癲癵癴癨瘭癦癵癮癣癴癩癯癮癡癬 癮癥癧癡癴癩癯癮，又称语用否定）。癜所谓元语否定，
就是用元语言对对象语言所描述的非真值语义的否定，瘮 瘮 瘮是一种非真值意义否定；与之相对应
的是真值否定，否定的是句子的真值条件（癴癲癵癴癨 癣癯癮癤癩癴癩癯癮）瘢1 这种否定常常是引述性否定，
是对之前对话中已出现的内容的否定。例句如下：

瘸癡瘮 癜可现在杀他不容易啊。瘢有人说。不是不容易，是根本不可能。

瘸癢瘮 瘪 癜可现在杀他不容易啊。瘢有人说。是容易，是根本不可能。

例中否定形式的瘸癡癜不是不容易，是根本不可能瘢不能理解为相应的肯定形式瘸癢癜是容易，
是根本不可能瘢。这是因为例瘸中的癜不是瘢是语用否定，并不对语义真值产生影响，不构成癜否
定瘫否定瘢的语义结构，无法通过两次否定表示肯定。因此，为了识别癜不是瘮瘮瘮不癖瘲瘢中的双重否
定结构，首先需要区分癜不是瘢是语义否定还是语用否定。为此，我们对大量语料进行了考察。
我们发现，癜不是瘢的否定情况具体有以下三种瘺

瘱瘮 当癜不是瘢的上文中没有出现癜不是瘢否定的观点时，癜不是瘢只能是语义否定，而不能是语
用否定。例如：

瘹癡瘮 甲：你明天来不来参加生日聚会？

瘹癢瘮 乙：不是我不乐意，而是我这边实在没时间。

语义否定√ → 我是乐意，（但）是我这边实在没时间。

语用否定× → 瘪癜不乐意瘢这个表述不恰当，是我这边实在没时间。

瘲瘮 当癜不是瘢的上文中出现了癜不是瘢否定的观点，且癜不是瘢所在句的后文与被否定观点的真
值一致，则癜不是瘢只能是语用否定，而不能是语义否定。例如：

瘱瘰癡瘮 甲：你不乐意明天来参加生日聚会？

瘱瘰癢瘮 乙：我不是不乐意，而是超级反感。

语义否定× → 瘪我是乐意，是超级反感。

语用否定√ → 癜不乐意瘢这个表述不恰当，（应该）是超级反感。

瘳瘮 当癜不是瘢的上文中出现了癜不是瘢否定的观点，且癜不是瘢所在句的后文与被否定观点的真
值不一致，则癜不是瘢既可看作语义否定，又可看作语用否定。对于这种情况，从计算机处理的
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统一将其处理为癜不是瘢表示语义否定。

瘱瘱癡瘮 甲：你不乐意明天来参加生日聚会？

瘱瘱癢瘮 乙：不是我不乐意，而是我这边实在没时间。

语义否定√ → 我是乐意，（但）是我这边实在没时间。

语用否定√ → 癜不乐意瘢这个表述不对，（应该）是我这边实在没时间。

综上所述，只有当癜不是瘢的上文中出现了癜不是瘢否定的观点，且癜不是瘢所在句的后文与被
否定观点的真值一致时，癜不是瘢才会是语用否定，而其余情况，皆可被计算机视为语义否定。

根据上述条件，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情感真值的方法，来约束癜不是瘢为语义否定。在文本
里，绝大多数表示语用否定的癜不是瘢都只出现在癜不瘫是瘫不瘫癸，（而）是瘫癹瘢的结构中。因此
对于癜不是瘢是语义否定还是语用否定，我们可以拟定识别策略如下：

1何爱晶.反叙的非真值义否定和真值义肯定[J].外语研究,2019,36(04):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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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癜不瘫是瘫不瘫癸瘢中的癸瘬并匹配癹与癜不瘫癸瘢的情感真值。若癜不瘫是瘫不瘫癸，（而）
是瘫癹瘢中癜癹瘢的情感真值与癜不瘫癸瘢不一致，则句中的癜不是不瘢属于双重否定结构；若一致，
则不属于双重否定结构。

3.3 双双双重重重否否否定定定结结结构构构的的的成成成立立立条条条件件件

以上即为癜不癖瘱瘮 瘮 瘮不癖瘲瘢与癜不是瘮 瘮 瘮不瘮 瘮 瘮 瘢双重否定成立条件的基本情况。本文所有双重
否定结构的成立条件皆在上述成立条件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调整。我们按照癜组合类瘢、癜构式
类瘢、癜粘合类瘢三个大类类别2，对第二节中所提出的瘲瘵小类双重否定结构的成立条件进行了
详细梳理，在此过程中，本文还结合成立条件，从瘲瘵小类中梳理出了双重否定常用结构或构
式瘱瘳瘲个。与芜崧（瘱瘹瘸瘷）的结果相比，我们的分类更系统，类型更丰富，覆盖更全面，所涉及
的常用双重否定结构格式约为芜崧（瘱瘹瘸瘷）的瘵倍。具体结果如图瘳所示。

癆癩癧癵癲癥 瘳瘺 双重否定结构格式与成立条件示例图

3.4 双双双重重重否否否定定定结结结构构构的的的成成成立立立条条条件件件

针对上述成立条件，我们设计了相应的计算机识别策略，具体整理如下：

癔癡癢癬癥 瘳瘺 双重否定结构成立条件与识别策略对应表

2组合类：否定词与否定词之间不相连，扩充了其他成分；构式类：特定的否定词与否定词之间组成构式，结构
复杂，形式固定；粘合类：否定词与否定词之间没有其他成分，二者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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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双双双重重重否否否定定定自自自动动动识识识别别别程程程序序序的的的建建建立立立

4.1 词词词库库库的的的建建建立立立

为了使计算机能够识别助动词、非叙实动词、情感真值，本文对助动词、非叙实动词与情
感词进行了梳理，在常用的基础词表中补充了助动词词表、非叙实动词词表与情感词表。助动
词方面，本文以郑贵友（瘱瘹瘸瘹）整理的助动词范围为基本，结合鲁晓琨（瘲瘰瘰瘴）等前人的研究
以及现代汉语的使用情况，选取了瘲瘳个助动词，构成常用助动词词表。具体如下：

能、能够、可能、会、可以、应该、应、应当、一定、要、得、愿意、愿、肯、
可、想、要、敢、该、当、准、许、容

非叙实动词方面，结合袁毓林（瘲瘰瘱瘴）、李新良（瘲瘰瘱瘵）等人对非叙实动词的研究，本文
认为非叙实动词多为心理动词。因此本文对心理动词进行了考察。若一个心理动词的宾语的真
值无法确定，则该心理动词为非叙实动词。以此为标准，本文对心理动词进行了考察，筛选出
了瘱瘱个非叙实动词3。整理如下：

认为、说、感到、觉得、允许、同意、相信、愿意、希望、考虑、打算
情感词方面，我们结合知网癨癯癷癮癥癴情感词典、台湾大学癎癔癕癓癄简体中文情感词典与清华

大学李军中文褒贬义词典，设计了情感词表，共收纳正面词语瘱瘰瘳瘲瘳个，负面词语瘹瘴瘱瘱个。
根据上述双重否定结构的识别策略，我们设计编写了双重否定结构自动识别程序。通过该

程序，对含有两个否定词的语料文件，进行自动识别实验，输出其中存在的双重否定句以及相
应的双重否定结构。程序输出结果示例如下（在程序中，我们还做了双重否定结构的语气识
别，由于篇幅原因，本文暂不对其进行讨论。）：

癆癩癧癵癲癥 瘴瘺 程序输出结果示例图

5 双双双重重重否否否定定定自自自动动动识识识别别别实实实验验验

5.1 实实实验验验语语语料料料来来来源源源

我们从癃癃癌语料库中，按照各类结构的情况，进行了同等分布提取（即根据各结构
在癃癃癌语料库中的语料数量比例进行提取），收集了瘱瘰瘰瘰瘰瘰条初始语料。然后，通过程序，
对上述语料进行筛选，排除了所有未被成功分句，长度超过瘱瘵瘰字的句子，最终获得测试语
料瘹瘶瘲瘸瘱句。

5.2 初初初始始始实实实验验验

我们使用双重否定结构自动识别程序对瘹瘶瘲瘸瘱句语料进行识别，获得了瘸瘶瘴瘰句计算机认
为含有双重否定结构的句子。由于人力有限，我们无法对瘸瘶瘴瘰个句子都进行人工检校。因
此，为了计算精确率，我们从程序识别出的句子中随机抽取了瘱瘰瘰瘰句进行检测，经过人工检
校，以上瘱瘰瘰瘰个句子中判断正确的句子为瘹瘹瘲句，由此我们可以计算，程序识别的精确率约
为瘹瘹瘮瘲瘰瘥；在癃癃癌癜否定词瘫否定词癜语料中，双重否定句的比例约为瘸瘮瘹瘥。
为了进一步验证，我们从瘹瘶瘲瘸瘱句语料中随机抽取了瘱瘰瘰瘰语料进行检测。通过人工校验，

上述瘱瘰瘰瘰句测试语料中存在瘹瘲句含有双重否定结构的句子。然后，我们将上述瘱瘰瘰瘰句测试语料
输入到双重否定自动识别程序中，程序从中识别出了瘹瘰句含有双重否定结构的句子。根据计

3非叙实动词的界限并不是完全清晰的。非叙实动词与叙实动词、反叙实动词之间还存在一定的渗透性。由于其
情况较为复杂，且对本文研究的影响较小，故暂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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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程序的召回率约为瘹瘷瘮瘸瘳瘥。根据癆瘱值公式，该程序的癆瘱值约为瘹瘸瘮瘵瘱瘥。癃癃癌癜否定词瘫否
定词瘢语料中双重否定句的比例仍在瘹瘥左右。

5.3 正正正式式式实实实验验验

初始实验表明，上述瘹瘶瘲瘸瘱句语料中双重否定结构与非双重否定结构的比例差距很大（约
为瘹：瘹瘱），因此为了更好地计算程序的精确率与召回率，我们人工构建了瘲瘰瘰瘰句双重否定语
料，其中瘱瘰瘰瘰句为含有双重否定结构的正例，瘱瘰瘰瘰句为不含双重否定结构的负例。我们将语料
输入双重否定结构程序中，具体结果如下表：

癔癡癢癬癥 瘴瘺 实验结果数据表

本文程序识别的精确率约为瘹瘸瘮瘸瘰瘥，召回率约为瘹瘸瘮瘹瘰瘥，癆瘱值约为瘹瘸瘮瘸瘵瘥，实验结果较王
勇等（瘲瘰瘱瘴）、封洋（瘲瘰瘱瘶）的结果有较明显提升。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实验为封闭测试，
检验数据的方式是抽样，且文章对于双重否定结构的判断均来自于作者本人，因此结果会存在
一定的偏差。后续我们还会投入更多的时间与人力，来获取更为准确的数据。

5.3.1 实实实验验验结结结果果果分分分析析析

无论是精确率还是召回率，实验的准确率都是在百分之九十多，未达到百分之百。通过分
析，我们发现程序识别与召回错误的主要原因与句子的分词与句法分析错误有关。由于分词与
句法分析等基础自然语言处理工具的问题，程序对一些句子的句法判断错误，导致一些原本应
被判为并列关系、因果关系的成分，被误判为述宾关系，从而使整个双重否定结构的判断错
误。示例如下：

瘳瘴瘷瘴瘳瘺瘮瘮瘮不大紧；有的急于求成把将来要办的事情，拿到今天来办，由于条件不允许迟迟
开展不了。

（程序识别结果：双重否定结构为癜不瘫非叙实动词瘫瘮瘮瘮不瘢）

（实际情况：癜条件不允许瘢 与癜迟迟开展不来瘢 是因果并列关系）

瘶瘸瘹瘳瘺瘮瘮瘮要的网络公司均未能达到阿尔诺的预期。为此，去年瘶月底，阿尔诺不得不刹车。
他说，他要考虑瘢战略调整瘢。

（程序分词：阿尔诺不得不瘯刹车 实际分词：阿尔诺瘯不得不瘯刹车）

当我们输入人工修改后的分词与句法分析结果后，程序的错误得到纠正，精确率与召回率
皆可达到瘱瘰瘰瘥。

6 双双双重重重否否否定定定结结结构构构成成成立立立条条条件件件的的的测测测试试试实实实验验验

为了测试上述三个条件在双重否定结构识别过程中的作用，进一步验证语言学知识在双重
否定结构自动识别过程中的贡献，我们将人工构建的瘲瘰瘰瘰句双重否定语料作为输入，测试在取
消某一条件后，双重否定结构识别程序的识别情况与召回情况。具体结果如下表：

可以看到，癜构成述宾结构瘢与癜动词为非叙实动词瘢对整个双重否定结构的识别造成较大影
响。尤其在召回率方面，相较应我们提供的标准正确数据，没有癜构成述宾结构瘢条件约束的程
序较原始结果将额外召回约瘳瘷倍的错误结构（瘴瘶瘰：瘱瘲），而没有癜动词为非叙实动词瘢条件约束
的程序也将额外召回瘱瘮瘴倍的错误结构（瘲瘹：瘱瘲）。

相较来说，癜否定焦点瘢条件会对双重否定结构识别的影响最为轻微。我们认为，这是因为
人们在实际语言交流中很少会使用非常复杂的句子（例如：癜我不相信他不喜欢我到了看见我就
恶心的地步瘢）。当我们扩大检测数据，用程序对瘹瘶瘲瘸瘱句原始语料进行测试时，缺少否定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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癔癡癢癬癥 瘵瘺 双重否定结构成立条件测试实验结果

的程序将会比标准程序额外召回瘱瘴瘰句双重否定结构，进一步说明否定焦点会对双重否定结构识
别程序造成影响，只是由于语料中复杂的句子很少，因此影响较轻微。这种情况也符合我们日
常表达的经济性原则。

7 结结结语语语

本文以癜¬ ¬ 癐瘽瘽>癐瘢为标准，借助计算机程序与癃癃癌语料库，对现代汉语中所有的癜否定
词瘫否定词瘢结构进行了遍历研究，实现了以下目标：

瘱瘮 将双重否定结构按照格式分为了瘳大类，瘲瘵小类，常用双重否定结构或构式瘱瘳瘲个，进一
步地揭露了双重否定结构的全貌；
瘲瘮 总结得出了双重否定结构成立的三大条件；并对其进行了实验测试分析，进一步验证了
语言学知识在双重否定结构中的作用；
瘳瘮 补充了助动词表、非叙实动词表、情感词表等基础词表，编写实现了双重否定结构自动
识别程序。程序的识别的精确率约为瘹瘸瘮瘸瘰瘥，召回率约为瘹瘸瘮瘹瘰瘥，癆瘱值约为瘹瘸瘮瘸瘵瘥；
瘴瘮 获得了瘸瘶瘴瘰句精确率约为瘹瘹瘥的标明双重否定结构的句子，为后续建立双重否定语料库
提供了支持。具体文件烦请参见脚注链接4。

本文还有许多不足未尽之处，例如：本文的识别程序是在规则的基础上建立的，而人为编
写的规则未免有不尽之处；本文对双重否定结构的判断皆基于作者个人的语感，未免有疏漏之
处；对于一些已经固化的双重否定结构，如癜非瘮 瘮 瘮不瘮 瘮 瘮 瘢、癜无非瘢、癜莫非瘢等，本文的处理还
较为粗糙，有待进一步分析与探索，等等。

未来我们拟在本文的基础上，继续展开与深入，具体计划有：

瘱瘮 建立双重否定语料库，在程序的辅助下构建数万句级的双重否定语料库，工程量应能控
制在数十小时；
瘲瘮 探究双重否定结构自动识别的深度学习模型。
瘳瘮 对双重否定结构的语用方面进行进一步研究与探索。
瘴瘮 对双重否定结构中的构式，例如癜非瘮 瘮 瘮不可瘢、癜非瘮 瘮 瘮莫属瘢等等，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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