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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语体词是指在某一语体中专用的词语，是语体的语言要素和形式标记。而语体词的资
源可以服务于与现实场景息息相关的轎轌轐应用，但目前此类资源较为稀缺。对此，本
文基于《大词林》，完成了轜语体词标注輢轜语体（词）链条标注輢和轜平行构式标注輢三
个任务，建立了以语体词为基础的语体分类资源。本资源包含輵輵輬輷輱輰条词语、輵輬輰輱輷个
语体链条和輴輳輳组平行构式。基于此，本文分析了中文语体词的分布概况、形态差异以
及词义词性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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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言言言

语言为了完成不同的功能、适应不同的语域而形成的相对恒定的表达模式，被称为语体。
而不同的词语在不同的场合中使用，有不同的功能，表现出不同的语体色彩，形成了语体词这
一概念。袁晖輨輲輰輰輴輩等学者指明，语体词是语体的语言要素和形式标记，是认识和研究语体的
锁钥之一。但当前学界语体词的研究并不丰富，多是关注语体词本身的特征；且语言实际使用
场景中，选取哪个词语并没有相关的参考，则是依靠使用者本人的语言习惯。所有的轎轌轐应用
都需要在现实语言中进行交互，因而其产出和输入都从属于某种语体。通过对语体词的研究可
以较好地提高自动校对、语言润色等自然语言生成任务的用户体验。目前轎轌轐研究中对语义关
注较多而对语体缺乏研究。例如：

轥轧輱輺他的行为对全体职工的工作鼓舞很大。→ 他的行为极大地鼓舞了全体职工的工作热
情。

轥轧輲輺这件事得跟我们头儿说。→ 这件事情需要向我们领导汇报。
以上例子中前者是来自于真实语料，后者则是修改了部分词语，可以看出通过变换词语能

使得语言更为正式，表达更为得体。因此以语义为基础，发掘同一语义下对语体词的分类具有
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目前工业界和学术界广泛使用的《哈工大信息检索研究室同义词词林
扩展版》（以下简称《大词林》）较为全面地覆盖了语言生活中常用的同义词词簇。本文尝试
在提供了同一语义下选取词语的范围内进行语体的分类操作，并据此提出了轜语体词标注輢轜语体
（词）链条标注輢和轜平行构式标注輢三个任务。它们旨在通过分类建立起以词语为基础的语体分
类资源，更好地服务于语体研究，从而应用于自然语言处理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等领域。

2 相相相关关关研研研究究究

2.1 语语语体体体

语体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对于语体的定义及分类，不断有学者提出自己的看法。
唐松波輨輱輹輸輴輩提出语体是言语特点的综合。李泉輨輲輰輰輴輩认为语体即语言运用过程中产生的交际
功能变体。冯胜利輨輲輰輱輰輩认为语体是一种交际手段，用来拉近、拉远或保持交际过程中双方的
距离。关于语体的分类，以二分法为盛，即口语体和书面语体，不少学者再次细分出下位语
体，主要有符淮青輨輱輹輸輵輩、胡裕树輨輱輹輹輵輩、邵敬敏輨輲輰輰輱輩等。此外，冯胜利輨輲輰輱輰輻 輲輰輱輷輩提出轜调
距輢功能角度，认为轜正式体、非正式体、典雅体輢为语体的三大基本范畴，崔希亮輨輲輰輲輰輩借鉴此
分法，将语体区分为正式语体和非正式语体。

语体语法日益引起学界关注，选择不同层面的语体特征进行语体计量的研究也不断涌现。
方梅輨輲輰輱輳輩通过不同语体材料的对比分析，说明句法特征具有语体分布差异。冯胜利等輨輲輰輱輷輩通
过语体标注，从轜量輢轜质輢两方面证实了轜语体不同，语法不同輢。邰沁清等輨輲輰輲輱輩运用语料库和
统计方法对汉语语体进行特征的计量研究，进一步实现自动分类任务。

2.2 语语语体体体资资资源源源

围绕语体资源的构建工作主要有语体语料库构建、语体词的词典编纂等。北京语言大
学轂轃轃语料库包含文学、报刊、对话、古汉语等多领域。北京大学轃轃轌语料库中也构建了口语
领域。冯胜利等輨輲輰輱輷輩构建了由叙事文、新闻、说明文等輶类文体类型组成的輱輲万字左右的语体
语料库，从语法、韵律、语体信息三方面进行标注。关于语体词的词典编纂，《现代汉语词
典》对于常用口语词、方言词、书面上的文言词语，分别标注<口><方><书>。此外，还有
闵家骥等輨輱輹輹輱輩编著的《汉语方言常用词词典》、施光亨等輨輲輰輱輲輩编著的《汉语口语词词典》
等。

2.3 语语语体体体词词词

对于语体词，部分学者从宏观上对语体词的分类、适用范围与构成进行了研究。关于语体
词的分类，目前学界以三分法为主流，将现代汉语词汇分为书面语词、口语词和通用语词，主
要学者有曹炜輨輲輰輰輳輩、符淮青輨輲輰輰輴輩等。关于语体词的适用范围，谢智香輨輲輰輱輱輩认为轜口语词汇
在日常口头交际中所使用，一般具有通俗易懂、风趣幽默的风格；书面语词汇在正式的交际场
合使用，一般具有典雅、庄重的色彩輢。关于语体词的构成，刘中富輨輲輰輰輳輩指出口语词汇除日常
口语用词外，还包括俗语词以及方言词语，书面语词汇包括历史词语、文言词语、行业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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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僻的和较典雅的成语，本文认同以上说法。还有语体词专项研究，主要有苏新春輨輲輰輰輷輩、尹
惠贞輨輲輰輰輶輩、张安娜輨輲輰輱輵輩等。

近年来，基于语料库的语体词计量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张文贤等輨輲輰輱輲輩计算
出輱輳輴輳对具有显著口语、书面语语体差异的同义词，得出轜口语、书面语的同义词差异主要
在词性以及音节上輢。宋婧婧輨輲輰輱輳輩以有声媒体与平面媒体语料库作为口语与书面语的代表，对
其使用词汇进行词频、词类、音节的定量对比。张佩輨輲輰輲輱輩经过轂轃轃 语料库及其他语体材料的
测量，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易混语体词汇的教学提出建议。

总结前人研究可知，有关语体、语体词的研究数量颇丰，语体计量的研究也层出不穷。程
雨民輨輲輰輰輴輩 指出轜语体建立在同义性的基础上輢轜语体的实质是在一些使用场合上有区别的同一
变体的选择輢，张文贤等輨輲輰輱輲輩也认同此观点，因而平行语体资源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但是，
目前学界在此方面的工作缺乏，仅在语体词层面存在少量平行资源，且数量和规模非常有限，
对于自然语言处理等相关应用的支持不足。因此，建设多层面、大规模的平行语体资源对语体
的理论研究以及对外汉语教学、自然语言处理等应用领域均具有重要价值。本研究基于《大词
林》，构建了由语体分类词表、语体链条和平行构式三个层面组成的平行语体分类资源，并从
资源分布、语体词形态差异、词义分布与词性分布四方面展开分析。

3 语语语体体体词词词林林林资资资源源源建建建设设设

3.1 基基基础础础资资资源源源

《大词林》在《同义词词林》輨梅家驹輬 輱輹輸輳輩的基础上，参照多部电子词典资源，并按照
人民日报语料库中词语的出现频度，只保留频度不低于輳（小规模语料的统计结果）的部分词
语，剔除輱輴輬輷輰輶个罕用词和非常用词，并进行扩充，最终的词表包含輷輷輬輳輴輳条词语。《大词林》
按照树状的层次结构把所有收录的词条组织到一起，把词汇分成大、中、小三类，经统计，大
类有輱輲个，中类有輹輵个，小类有輱輬輴輰輰个。目前基于《大词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义层面，语
体层面的工作鲜有。而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语体词反映语体、甚至在一定情况下能决定语
体，《大词林》拥有的丰富的同义词簇恰能为构建平行语体资源提供重要基础。因此，本研究
以《大词林》为基础，构建了由口语词表、通用语词表、书面语词表、术语词表和多义词表组
成的《语体分类词表》（下称《词表》）。

3.1.1 语语语体体体词词词标标标注注注规规规范范范

为提高语义对应的准确性，本研究仅对《大词林》的同义词簇进行语体词的划分，即
由轜輽輢连接的词簇，筛选得出輹輬輹輹輵组词簇，輵輵輬輸輴輴条词语。

关于语体词的分类，本研究采用学界主流的三分法，即将现代汉语词汇分为口语词、通用
语词和书面语词，对于书面语词中的专业术语，单独建立术语词表，四者互不重合。

本研究的语体词划分方式将《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轂轃轃语料库测量
和理论研究三者相结合，主要有以下考虑：《现汉》是一部规范、权威的语文词典，其中
标<书>和<口><方>的词条可以为划分语体词提供直接依据，并可对具有多个义项的多义词
语体进行精细的判定，但《现汉》标记的是最典型的语体词，判定作用有限。轂轃轃语料库作为
全面反映当今社会语言生活的大规模语料库，其中的报刊、对话领域可大致代表书面语体和口
语体，通过观察词语在报刊、对话等领域的数量，可以较为科学客观地对词语语体进行量化测
量。但使用轂轃轃语料库难以对多义词各义项间的语体差异进行细致分辨；且报刊及对话领域仅
能大致代表两种语体，并非完全泾渭分明，且受语料来源、词语使用范围等因素影响，结果有
时与平日认知有偏差。通过总结前人理论研究成果，归纳典型语体词的判定方式可一定程度上
规避此问题。本研究参考宋婧婧輨輲輰輱輵輩、陈振艳輨輲輰輱輶輩及高艳輨輲輰輱輷輩的研究成果，总结出輱輶条口
语词及輳条书面语词的判定方式，并配以大量举例。但理论总结无法穷尽所有可能，主观成分较
多。综上，《现汉》、轂轃轃语料库测量和理论研究各有优劣，因此本研究将三者进行结合。

由上所述，多义词的不同义项在语体划分中起到直接作用。因此，本研究根据《现汉》，
筛选出《大词林》中的多义词共輱輲輬輴輶輳条，标注了多义词的词义、当前义项及对应例句。

Wanxiang Che, Zhenghua Li, Ting Liu. LTP: A Chinese Language Technology Platform. In Proceedings of
the Coling 2010:Demonstrations. 2010.08, pp13-16, Beiji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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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语语语体体体词词词标标标注注注实实实践践践

根据《大词林》语体词标注规范，由相关专业的輱輰名本科生、研究生开展标注，具体如
下：

輨輱輩 标注多义词。根据《现汉》及词簇中其他同义词的含义，标注多义词的当前义项，并
配以輱輭輳句例句。无法在《现汉》中找到当前义项的多义词，做如下处理：若百度及其他词典资
源，包括汉语大词典、百度汉语等中有此义项，则进行补充并备注来源，如轜无对应义，参考百
度汉语补充輢；若均无法找到当前义项，则备注轜无对应义輢，此词语将不参与语体划分。

輨輲輩标注术语。通过轜术语在线輢平台对术语进行提取与标注。轜术语在线輢平台由全国科学技
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于輲輰輱輶年輵月创办上线，为目前较为权威的术语知识服务平台。标注术语时，
仅保留审定公布库中的规范术语。

輨輳輩 标注语体。首先据《现汉》直接进行划分，对于标记<口><方>和<书>的词语，分别
划分为口语词和书面语词。其次，依据理论总结的判定方式，对典型口语词和书面语词进行划
分。对于其中语体不确定以及剩余未分类词语，参考轂轃轃语料库中的例句进行判读：在语料库
各领域中均出现的词，划分为通用语词；在对话领域中出现次数为輰或次数很少，基本存在于报
刊、科技领域中的词，划分为书面语词，反之，划分为口语词；在各领域出现次数均小于輳的
词，备注为轜罕用词輢，不参与语体的划分。

輨輴輩 对口语词、通用词、书面语词、术语词、多义词分别标记符号轏、轇、轗、轔、轍。对
于复合词，标记时语体词符号在前，多义词符号在后，如轜宝贝轏轍輢。
对标注结果进行多轮校对后，最终我们构建了基于《大词林》的《词表》，共包含輹輬輹輹輲组

词簇，輵輵輬輷輱輰条词语。

3.2 语语语体体体链链链条条条标标标注注注

3.2.1 语语语体体体链链链条条条标标标注注注规规规范范范

基于上述对《大词林》的分类，可以得到某一具体语义下的口语词、通用语词以及书面语
词，通过对数据的整理和挖掘，可以发现相同语义下口语词到通用语词再到书面语词的转化和
替换。而这一具体语义下，从口语词至通用语词至书面语词的链条，本文称之为轜语体链条輢。
如：轜俺→我→吾輢，三种语体词可以表达同样的语义。具体的标注规范有：

輨輱輩选择适当的词组成链条。在《大词林》的词簇完成分类后，同一语体下存在多个词语，
要保证各个语体词语义要基本对等，主要参照《现汉》词义以及之前给出多义词的当前义项。
词语要保持感情色彩一致；时代色彩浓厚的词语进行剔除。词语之间用轜→輢隔开表示。

輨輲輩 通过给语体词配以短语搭配或者例句来保持当前词义一致。《大词林》中的词语存在
大量的多义词，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有不同的意义，为保持当前的词义一致，选取恰当的短语搭
配和例句可以帮助限制语体词的具体语义，可参照《大词林》分类形成的多义词例句，或参
考轂轃轃语料库以及轃轃轌语料库，也可自行造句。对应链条的位置填入轜搭配輯例句輢一栏中。

輨輳輩 词语的词义为固定义。一般在词典中有记录的意义为词的固定义。但是有时词语在使
用中的意义在词典中找不到，使用的是临时义，如修辞义。词语的临时义变动大并不固定，需
要依靠相当篇幅的上下文，有一定的使用限制，因此本研究不考虑这样的临时义。

輨輴輩 本轮标注不要求同时存在三种语体词，允许存在同一语体的多个语体词。同时存在意
义相同的口语词、通用语词和书面语词是理想的情况，但并不会大量存在，因此允许链条存在
两种语体词，在并不存在的那一类语体位置上，用轜？輢表示。也有许多词语可以在表示相同的
语义下，仍然是出现在同一种语体中，这样的情况用轜輯輢进行隔开。

3.2.2 语语语体体体链链链条条条标标标注注注实实实践践践

根据上述语体链条的标注规范，招募了輱輱名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进行实际标
注，并有輳名质检员进行检查修改，经多轮培训和修改后完成标注任务。

輨輱輩 标注得到大量语义基本一致的语体链条以及语体分明且语义一致的短语搭配及例句。
而以语体词为基础，为语体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短语搭配和例句与语体链条相对应，形
成了一批具有语体色彩的平行语料，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輨輲輩 标注发现存在许多的单音节语素、专有名词。在标注过程中，存在许多
如轜青輢轜紫輢轜木輢这样的单音节语素，它们很少单独使用，大多数情况则是组成词语，因此
链条中不再选取。专有名词如轜江淮戏輢轜淮剧輢，两词意义完全相同，只是不同时期叫法不同，
并且轜江淮戏輢已经不再出现在新时期的语料之中，这样的词语也不再收入链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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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輳輩 标注发现存在许多意义泛化的术语，可以重新进行归类。一般情况下，认为术语是存
在于书面语中，是书面语词的一部分，但是有许多术语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如轜冰雹輢等，
在口语和书面语中都有许多使用，也可以根据分类规范放入通用语词之中。

3.3 平平平行行行构构构式式式标标标注注注

轇软转轤轢轥轲轧輨輱輹輹輵輩提出，构式就是指这样的形式轼意义对輬它在形式或意义方面所具有的某
些特征不能完全从其组成成分或业已建立的其他构式中推导出来。构式语法的应用非常广
泛輨施春宏輬 輲輰輱輷輩輬且在实际应用中，词语语体转化必然影响其周边成分，构式信息因而显得格
外重要。因而建设以链条词为核心的构式资源是一种必然选择。此时，平行构式不再需要严
格进行语体三分，由非正式语体至正式语体的转换即可达到交际需求，即正式程度有所提高
即可。如轜打輢后接名词性短语，在名词性短语表示织物时，轜打輢可以转化为轜织輢。本研究中
将轜打輫轮轰2輢作为构式，当轜轮轰輢指代轜织物輢时，与轜织輫轮轰輢组成平行构式。

3.3.1 平平平行行行构构构式式式标标标注注注规规规范范范

輨輱輩 平行构式以词语为核心，参照轂轃轃语料库检索规则，以词类搭配和特殊符号作为限
制，词类限制有名词性短语、动词性短语、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特殊符号则包括标点符
号轜轷輢和分句符号轜轳轥轮轴輢等。词语与词类或特殊符号之间用轜輫輢连接。

輨輲輩 必要情况下需要进行语义限制。符合构式限制的语义，才可以进行构式的转化。若无
语义限制，则可以直接转化构式。若无法归类语义，可以尽量穷举出该类别可搭配的词语。

輨輳輩 非正式语体构式与正式语体构式成对存在。两种语体构式需要对应存在。
輨輴輩 若无形式化描述，可以组成平行短语。即使有语义限制，也仍存在一些词语只在某些

常用搭配中才会进行语体上的替换。因此，不存在或难以产生构式时，则产出平行短语。

3.3.2 平平平行行行构构构式式式标标标注注注实实实践践践

标注得到了一批有语义限制的平行构式，当词语搭配满足语义限制时，则可以进行构式转
化；同时，也形成了一批由非正式到正式的可以无条件转换的平行短语。这些词语搭配以及平
行构式所配有对应的实例集合，构成了一批由非正式语体至正式语体的平行语料。

4 资资资源源源分分分析析析

4.1 语语语体体体分分分类类类资资资源源源分分分布布布

4.1.1 语语语体体体词词词分分分布布布

《词表》的輵輵輬輷輱輰 条词语中輬 口语词为輵輬輷輴輳条，通用语词为輲輳輬輱輳輳条，书面语词为輲輶輬輸輳輴条
（其中术语词輳輬輷輱輳条）輬 分别占比輱輰輮輳輥，輴輱輮輵輥和輴輸輮輲輥。由于《同义词词林》輨梅家驹輬
輱輹輸輳輩编著初衷主要服务于翻译和写作，且在进行剔除与扩充时主要参照多种词典资源和人
民日报语料库，因此词语书面化程度较高。本文统计了輹輬輹輹輲组同义词簇的语体差异情况：

图 輱輺 《词表》中同义词簇语体差异情况

“np”表示名词性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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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輱可知，有輳輲輮輵輥的同义词语体单一，并无其他对应语体；輵輱輮輱輥的同义词具备两类
语体，这类同义词占比最多，以具备通用语词和对应书面语词的同义词为主，比例高达总数
的輴輱輮輴輥；三类语体都具备的同义词仅占輱輶輮輴輥。可见，语体差异只是同义词差异的一个方面，
部分同义词并无语体方面的明显差异。

4.1.2 语语语体体体链链链条条条和和和平平平行行行构构构式式式分分分布布布

本研究得到语体链条輵輬輰輱輷条，搭配或例句有輴輬輴輳輲条，可以得知，同义词的语体差异是存在
的，在同义词辨析中值得关注；同时，这种语体差异是非常依赖上下文语境的。

图 輲輺 语体链条分布

如图輲所示，语体链条中，轜口语词→通用语词→书面语词輢链条有輷輸輸条，占全部链
条的輱輵輮輷輥，轜口语词→通用语词輢有輶輹輹条，占全部链条的輱輳輮輹輥，轜口语词→书面语词輢链条
有輳輲輲条，占全部链条的輶輮輴輥，轜通用语词→书面语词輢链条有輳輬輲輰輸条，占全部链条的輶輳輮輹輥。从
中可以得知，同时出现在三种语体的语义极少，这也符合词义的概括性，词语反映的是一类事
物或现象共同的特征；通用语词到书面语词的链条占比最高，一方面与《大词林》中收录文言
词语相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书面语词具有特殊的作用，有专门的使用场合。

最后，本研究得到非正式至正式的平行构式輱輳輰对，是语体链条的輲輮輶輥。平行构式以语体
链条为基础而得出，平行构式的数量相比语体链条是极少的，语体链条向平行构式的转化率不
高，所以语体差异虽然可以用语法构式表现出来，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可以进一步改进。

4.2 语语语体体体词词词形形形态态态差差差异异异

4.2.1 语语语体体体词词词的的的词词词长长长

口语词、通用语词和书面语词在词长上各自具有其显著特征。《词表》中各语体词的词长
占比统计如下：

口口口语语语词词词 通通通用用用语语语词词词 书书书面面面语语语词词词

单单单音音音节节节 輳輱輮輰輥 輱輴輮輱輥 輱輳輮輳輥

双双双音音音节节节 輳輷輮輶輥 輷輲輮輷輥 輵輲輮輳輥

三三三音音音节节节 輲輵輮輳輥 輵輮輷輥 輸輮輶輥

多多多音音音节节节 輶輮輱輥 輷輮輵輥 輲輵輮輳輥

总总总计计计 輱輰輰輮輰輥 輱輰輰輮輰輥 輱輰輰輮輰輥

表 輱輺 《词表》中各类语体词词长占比

据表輱可看出，在三类语体词中，双音节词均占比最高，尤其在通用语词中，双音节词占比
达到了輷輲輮輷輥，其次是书面语词，也达到了輵輲輮輳輥，符合现代汉语中双音节词占优势这一基本特
征。口语词中包含许多单音节实词，惯用语和俗语也多为三音节词，因此在口语词中单音节词
和三音节词均占有一定比重，分别为輳輱輮輰輥和輲輵輮輳輥，这一占比远高于通用语词和书面语词。书
面语词中具有大量的四字成语及类固定短语，其多音节词占比达輲輵輮輳輥，较口语词和通用语词
高。对口语词、通用语词、书面语词的平均词长进行计算，得出三者分别为輲輮輰輸、輲輮輰輷、輲輮輴輰，
其中书面语词词长最大，口语词和通用语词二者相当。

分析以上差异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口语词较日常、随意，具有充分的语境及交际双方肢体
动作、表情等辅助，允许表达的简洁、灵活而不会产生歧义，因此单音节词和三音节词占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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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书面语词较庄重、典雅，且语境较弱，需要更充分的表达以确保语义的准确，因此双音节
词和多音节词占比较高，平均词长最大。

4.2.2 语语语体体体词词词构构构成成成语语语素素素

本研究调查了有多少共有语素是可以突破语体隔阂得以保存的，即在同一个链条或构式当
中，有多少语素同时出现在口语词、通用语词和书面语当中。

口口口语语语词词词→通通通用用用语语语词词词 通通通用用用语语语词词词→书书书面面面语语语词词词 口口口语语语词词词→书书书面面面语语语词词词 口口口语语语词词词→通通通用用用语语语词词词→书书书面面面语语语词词词
共共共有有有语语语素素素 輴輴輵 輱輶輳輱 輲輰輷 輲輷輲

出出出现现现共共共有有有语语语素素素的的的链链链条条条 輴輸輷 輲輵輴輵 輱輹輶 輳輰輱

语语语体体体链链链条条条 輶輹輹 輳輲輰輸 輳輲輲 輷輸輸

表 輲輺 不同链条中共有语素数量

据表輲可知，在不同语体中存在有许多共同出现的语素，其中，通用语词至书面语词的链条
出现了最多的共有语素，有輱輬輶輳輱个；其次是口语词至通用语词的链条，有輴輴輵个；再次，口语
词至通用语词至书面语词链条中共有语素，有輲輷輲个；而口语词至书面语词链条中的共有语素最
少，有輲輰輷个，这与本身语体链条数量是相关的。与语体链条一致，横跨两种语体的语素数量较
多，但是横跨三种语体的语素数量较少。另外发现，口语词至书面语词链条中，出现共有语素
的链条数量少于共有语素的数量，说明该类链条中，跨语体存在的语素不止一个。

口口口语语语词词词→通通通用用用语语语词词词 口口口语语语词词词→通通通用用用语语语词词词 口口口语语语词词词→通通通用用用语语语词词词 口口口语语语词词词→通通通用用用语语语词词词
语语语素素素 频频频次次次 语语语素素素 频频频次次次 语语语素素素 频频频次次次 语语语素素素 频频频次次次

下 輷 不 輲輸 鱼 輴 老 輵

手 輶 人 輲輵 小 輳 年 輴

不 輵 风 輲輱 前 輳 实 輴

后 輴 心 輲輰 家 輲 不 輴

子 輴 信 輱輷 子 輲 大 輳

表 輳輺 语体链条中出现最多的轔软轰輵语素及其频次

本研究继续统计了共有语素中出现频次最多的前輵个语素，列举在表輳中，可以看到有部分
共有语素在不同链条中都会出现，如轜下輢轜不輢。

本研究同时也调查了平行构式中的共有语素，发现在輱輳輰条构式中，有輹輲条中出现了共有语
素，这也说明同一语素是经常出现在不同语体中的。

4.3 语语语体体体词词词词词词义义义分分分布布布

4.3.1 《《《词词词表表表》》》词词词义义义分分分布布布

各语体词不仅在形态上具有差异，在词义分布上也各具特色。我们首先对《大词林》
中各语体词的义项多少进行了统计。在《词表》的多义词中，实际标注语体的多义词共
有輱輲輬輴輱輴条，根据标签对各类多义语体词的数量及占比进行统计，结果如下：

口口口语语语词词词 通通通用用用语语语词词词 书书书面面面语语语词词词 总总总计计计

数数数量量量（（（个个个））） 輱輸輰輳 輶輴輳輱 輴輱輸輰 輱輲輴輱輴

占占占比比比 輱輴輮輵輥 輵輱輮輸輥 輳輳輮輷輥 輱輰輰輮輰輥

表 輴輺 《词表》中各类多义语体词数量及占比

如表輴所示，多义语体词中通用语词最多，占輵輱輮輸輥，其次为书面语词、口语词。接着我们
对各语体词中单义词、多义词的占比进行计算，得出如下结果：

口口口语语语词词词 通通通用用用语语语词词词 书书书面面面语语语词词词

单单单义义义词词词 輶輸輮輶輥 輷輲輮輲輥 輸輴輮輴輥

多多多义义义词词词 輳輱輮輴輥 輲輷輮輸輥 輱輵輮輶輥

总总总计计计 輱輰輰輮輰輥 輱輰輰輮輰輥 輱輰輰輮輰輥

表 輵輺 《词表》中各类语体词单义词、多义词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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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輵可知，各语体词中单义情况均占绝大多数，多义情况较少，且随着词语正式程度的增
加，单义词占比逐渐上升，多义词占比逐渐下降。究其原因，亦与各语体词的风格特征、语境
强弱有关。从口语词到书面语词，场合逐渐庄重，语境依赖减弱，因而要求词义的表达更为细
微、精准，以适应场合，避免交际障碍。

此外，本研究也对《词表》中语体词的语义类别分布状况作了进一步考察。我们以《大词
林》的輹輵个中类作为语义范畴，对各中类的语体词数量进行统计，得出口语词为三类语体词中
使用数量最多的中类有輷个，通用语词为三类语体词中使用数量最多的中类有輳輷个，书面语词
为使用数量最多的语体词的中类有輵輱个，由于后两者中类数量较多，我们只取语体词使用数量
前輵的中类进行展示。具体数据如下：

所所所属属属中中中类类类 词词词性性性 口口口语语语/通通通用用用语语语/书书书面面面语语语词词词 所所所属属属中中中类类类 词词词性性性 口口口语语语/通通通用用用语语语/书书书面面面语语语词词词

轁轨亲人眷属 名词 225輯輹輷輯輱輹輸 轋轥呼叹 虚词 47輯輰輯輰

轋车 拟声 虚词 168輯輰輯輳 轋轤辅助 虚词 36輯輱輳輯輲輲

轂轣物体的部分 名词 79輯輴輱輯輶輵 轁轣体态 名词 27輯輱輵輯輲輶

轂轢拟状物 名词 62輯輲輲輯輳輰

表 輶輺 《词表》中数量最多的语体词为口语词的中类（个）

由表輶可知，当表达作为名词的亲人、眷属、物体的部分、拟状物、体态，比如轜侄儿、大
舅子、把子、耳子、疙瘩、片片、丑八怪、瘌痢头輢等，以及作为虚词的拟声、呼叹、辅助的语
义范畴，比如轜叽里呱啦、吧唧、嘿、嗨、嗬哟、哇輢等时，使用口语词居多。

所所所属属属中中中类类类 词词词性性性 口口口语语语词词词 通通通用用用语语语词词词 书书书面面面语语语词词词

轅轤性质 形容词 輴輶輹 1623 輱輲輸輰

轈轪生活 动词 輱輵輸 1197 輸輵輷

轋轡疏状 虚词 輷輷 858 輴輷輰

轇轢心理活动 动词 輸輹 848 輳輹輴

轈轣行政管理 动词 輲輵 623 輲輹輱

表 輷輺 《词表》中数量最多的语体词为通用语词的中类轔软轰輵（个）

由表輷可知，当表达作为形容词的性质、境况，如轜诚实、优秀、热闹、拥挤輢，作为动词的
生活、心理活动、行政管理，如轜生活、过夜、想到、估计、安排、点名輢，以及作为虚词的疏
状的语义范畴，如轜十分、最多輢等时，使用通用语词居多。

所所所属属属中中中类类类 词词词性性性 口口口语语语词词词 通通通用用用语语语词词词 书书书面面面语语语词词词

轈轩社交 动词 輲輸輶 輹輲輲 1510

轅轥德才 形容词 輲輵輰 輱輱輱輱 1225

轅轢表象 形容词 輲輵輰 輷輵輱 1206

轄轫文教 名词 輶輰 輶輵輸 845

轂轨植物 名词 輶輰 輲輳輱 806

表 輸輺 《词表》中数量最多的语体词为书面语词的中类轔软轰輵（个）

由表輸可知，当表达作为动词的社交，如轜缔交、晤面輢，作为形容词的德才、表象，如轜笃
实、披肝沥胆、寥若晨星、什锦輢，以及作为名词的文教、植物的语义范畴，如轜仰韶文化、彩
陶文化、古柏、翠柏輢等时，使用书面语词居多。
分析上述差异产生的原因，正如前文所述，口语词来源于日常并且较为随意、主观，因此

涉及日常生活和显示出较强主观情感的人、物、拟声、呼叹等语义范畴时，多使用口语词。书
面语词较为正式、严肃和客观，因此涉及社交以及表名物的文教、植物等语义范畴时，多使用
书面语词。通用语词使用的范畴则更为广泛、多样。

4.3.2 语语语体体体链链链条条条和和和平平平行行行构构构式式式词词词义义义分分分布布布

本研究对于语体链条和平行构式在不同词义的分布方面也进行了统计，并进一步统计了语
体链条数量占该词义类别词簇数量的比例，平行构式的数量以及平行构式数量占该类语体链条
数量的比例与平行构式数量占该类意义《大词林》词簇数量的比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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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輳輺 不同词义类别中的语体链条 图 輴輺 不同词义类别中的平行构式

从图輳可知，表示轜物輢和轜活动輢词义的词语中产出的语体链条数目最多，说明在这两项意义
上，词语更为丰富，在语体上有所选择。但是从语体链条占《大词林》该类语义总词簇数的百
分比来看，轜物輢的百分比最低，可以得知，虽然该词义下的词语存在语体的丰富性，但是同一
意义下的可转化性不强，即尽管轜物輢义的词簇数量多，但是仅存在语体差异的同义词较少，该
类意义的词语相对而言可以更多地同时存在于多种语体，并不完全需要因语体差异而改变词语
的使用。另外，表示轜特征輢意义的语体链条占该意义下词簇数的比例最高，说明表示同一轜特
征輢义的词语语体链条的能产性更强，在不同语体中更有可能有更多的选择輬对于该类词簇中表
示同一意义的词语与语体有极强的相关性，词语使用时要注意与所在语体相符合。

由图輴可以发现：首先，平行构式占语体链条的比例走向与平行构式占该类意义《大词林》
词簇数的比例走向大致是一致的，即分类的语体词中可以产出一定的语体链条，那么也可以
相应地产出一定的平行构式，这也印证平行构式的出发点是可靠的。其次，各类意义下的平
行构式占《大词林》词簇数和语体链条的比例均低于輲輰輥，可以看出，平行构式产出比例比较
低，这与语义并不直接相关，产出只有语体差异的语法构式比较困难。最后，表示轜关联輢轜助
词輢和轜敬语輢的平行构式百分比均超过了平均值，这说明该类意义中构式在不同语体下是非常丰
富的，更容易在分类语体词和语体链条的基础上产出，更具有能产性。

4.4 语语语体体体词词词词词词性性性分分分布布布

4.4.1 《《《词词词表表表》》》词词词性性性分分分布布布

口语词、通用语词和书面语词在词性分布方面也不尽相同。本研究对《词表》中各语体词
的词性占比进行了统计，数据如下：

口口口语语语词词词 通通通用用用语语语词词词 书书书面面面语语语词词词

名名名词词词 輴輱輮輲輥 輳輵輮輶輥 輴輶輮輶輥

形形形容容容词词词 輲輲輮輵輥 輱輸輮輹輥 輱輶輮輵輥

动动动词词词 輳輰輮輰輥 輴輰輮輵輥 輳輴輮輱輥

虚虚虚词词词 輶輮輲輥 輴輮輷輥 輲輮輷輥

客客客套套套语语语 輰輮輱輥 輰輮輳輥 輰輮輱輥

总总总计计计 輱輰輰輮輰輥 輱輰輰輮輰輥 輱輰輰輮輰輥

表 輹輺 《词表》中各类语体词词性占比

从表輹可知，在口语词和书面语词中，均为名词占比最高，分别高达輴輱輮輲輥和輴輶輮輶輥，其次
分别是动词、形容词、虚词、客套语，在通用语词中，则是动词占比最高，达到輴輰輮輵輥，其次
是名词、形容词、虚词和客套语。并且，书面语词的名词占比在三类语体词中最高，口语词中
形容词和虚词的比重较另外两类更高，通用语词中动词和客套语的占比则为三类语体词中的最
高。

4.4.2 语语语体体体链链链条条条和和和平平平行行行构构构式式式词词词性性性分分分布布布

语体链条和平行构式在词性分布方面也有其特征，本研究统计了语体链条和平行构式在不
同词性下的数量，以及其占《大词林》该词性词簇数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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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輵輺 不同词性中的语体链条 图 輶輺 不同词性下平行构式的分布

据图輵可知，名词性的语体链条数量最多，其次是动词和形容词。形容词性的语体链条数目
虽然不多，但是其占《大词林》形容词词簇数的比重最高，这也看出同义的形容词在不同语体
中选择更多，表现更丰富；而名词性同义词在各语体中的选择更少，对于语体的敏感性稍弱。

如图輶所示，与语体链条不同，动词性的平行构式数量最多，其次是形容词、虚词、名词和
客套语，可以看出当词语范围扩展至构式时，动词仍然有比较好的表现。但动词性的平行构式
占该词性的语体链条和词簇比重较低，而虚词和客套语的平行构式与之相反，说明这两类词性
的平行构式更具有能产性，可在已有分类语体词和语体链条的基础上较好地进行扩充，这与平
行构式词义上的分布趋势一致，亦是因为虚词和客套语的词性与助语和敬语的词义相对应。

5 结结结论论论

本研究基于《大词林》提出了语体词标注、语体（词）链条标注和平行构式标注三个任
务，构建了一系列的语体分类资源，得到了《语体分类词表》、语体链条以及平行构式。《词
表》中共包含輹輬輹輹輲组词簇，輵輵輬輷輱輰条词语；语体链条有輵輬輰輱輷条，搭配或例句有輴輬輴輳輲条；非正
式至正式的平行构式輱輳輰对，并且人工根据例句补充了輳輰輳个平行构式。对应地制定了语体词标
注规范，语体链条标注规范和平行构式标注规范。进而，本文对于语体分类资源进行了分析，
描述了语体词、语体链条和平行构式在不同语体中的分布概况和形态差异：语体差异在同义词
中值得关注，各语体词在词长、语义范畴与词性分布方面各具特色，不同语义与词性下，语体
链条与平行构式的产出能力也不尽相同。

通过构建语体分类资源，可以为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提供许多帮助。
本资源也可以辅助教材编写，不同阶段和不同领域应有所侧重。其次，本资源提出的是中文语
体相关的标注任务，相关的标注规范及实践的逻辑和经验也可以迁移至其他语言，其他语言可
以以同义词词典为基础，依据本语言的相关语言资源及语体特点制定语体规范，得到有语体分
类的词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得到语体链条和平行构式，从而获得其他语言的语体资源。同时
本资源可帮助进行语体改写、自动校对、语言润色等轎轌轇工作，并且已经在腾讯文档中得到应
用，起到了支持性的作用，取得了良好效果。

《大词林》的词语中含有许多文言文成分，各部分比重并不均衡，语义分布、词性分布都
有其特点，后续可以对于这些问题进行改进。另外，《大词林》的词语资源虽然已经比较丰
富，但产出的语体资源规模可能并非足够适用于庞杂的语言现实，因此可以在现有语体资源基
础上进行实际的轎轌轐测评任务，进一步体现其实际效能，同时，未来研究可以在现有资源基础
上继续寻求语体词语资源，扩大语体词、语体链条和平行构式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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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輬 轰轡轧轥轳 輳輹輸轻輴輱輲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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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胜利輬 王永娜輮 輲輰輱輷輮 语体标注对语体语法和叙事、论说体的考察与发现輮 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輬 輨輱輩輺輱輵輮

梅家驹輮 輱輹輸輳輮 同义词词林輮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輮

张佩輮 輲輰輲輱輮 基于轂轃轃语料库的词汇语体属性研究輮 渤海大学輮

冯胜利輮 輲輰輱輰輮 论语体的机制及其语法属性輮 中国语文輬 輨輵輩輺輱輳輮

刘中富輮 輲輰輰輳輮 实用汉语词汇. 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輮

唐松波輮 輱輹輸輴輮 文体、语体、风格、修辞的相互关系輮 当代修辞学輬 輨輲輩輺輲輮

宋婧婧輮 輲輰輱輳輮 汉语口语与书面语词汇使用对比分析轼轼基于传媒语料库輮 厦门理工学院学报輬 輲輱輨輳輩輺輸輸轻
輹輲輮

宋婧婧輮 輲輰輱輵輮 现代汉语口语词研究輮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輮

尹惠贞輮 輲輰輰輶輮 现代汉语口语词汇研究輮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輮

崔希亮輮 輲輰輲輰輮 正式语体和非正式语体的分野輮 汉语学报輬 輨輲輩輺輱輲輮

张安娜輮 輲輰輱輵輮 现代汉语书面语词和口语词差异及其对应关系研究輮 华东师范大学輮

张文贤輬 邱立坤輬 宋作艳輬 陈保亚輮 輲輰輱輲輮 基于语料库的汉语同义词语体差异定量分析輮 汉语学习輬 輨輳輩輮

方梅輮 輲輰輱輳輮 谈语体特征的句法表现輮 当代修辞学輬 輨輲輩輺輸輮

施光亨輮 輲輰輱輲輮 汉语口语词词典輮 北京：商务印书馆輮

施春宏輮 輲輰輱輷輮 构式语法的理论路径和应用空间輮 汉语学报輬 輨輱輩輺輲轻輱輳輮

曹炜輮 輲輰輰輳輮 现代汉语口语词和书面语词的差异初探輮 语言教学与研究輬 輲輰輰輳輨輶輩輮

李泉輮 輲輰輰輴輮 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语体研究的范围和内容輮 汉语学习 輬輲輰輰輴輨輱輩輮

程雨民輮 輲輰輰輴輮 英语语体学輮 上海輺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輮

符淮青輮 輲輰輰輴輮 现代汉语词汇（增订本）輮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輮

符淮青輮 輱輹輸輵輮 现代汉语词汇輮 北京輺北京大学出版社輮

胡裕树輮 輱輹輹輵輮 现代汉语輨重订本輩輮 上海輺上海教育出版社輮

苏新春輬 徐婷輮 輲輰輰輷輮 《现代汉语词典》标轜书輢词研究輨下輩轼轼兼谈与古语词輬 历史词輬 旧词语的区别輮 辞
书研究輬 輨輲輩輺輳輸轻輴輴輮

荀恩东輬 饶高琦輬 肖晓悦輬 臧娇娇輮 輲輰輱輶輮 大数据背景下轂轃轃语料库的研制輮 语料库语言学輬 輲輰輱輶輨輱輩輮

詹卫东輬 郭锐輬 常宝宝輬 谌贻荣輬 陈龙輮 輲輰輱輹輮 北京大学轃轃轌语料库的研制輮 《语料库语言学》輲輰輱輹年第輶卷
第輱期輬总第輱輱辑輬轰轰輮輷輱輭輸輶輮

谢智香輮 輲輰輱輱輮 论现代汉语口语词的特点輮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輬 輴輨輳輩輺輱輰輳轻輱輰輶輮

邵敬敏輮 輲輰輰輱輮 现代汉语通论輮 上海輺上海教育出版社輮

闵家骥輮 輱輹輹輱輮 汉语方言常用词词典輮 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輮

陈振艳輮 輲輰輱輶輮 成语和类固定短语的语体鉴别及语体动因輮 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輬 輶輮

袁晖輮 輲輰輰輴輮 论语体词輮 修辞学习輮

高艳輮 輲輰輱輷輮 现代汉语口语词的主要类型及基本特征輮 海外华文教育輬 輨輹輩輺輱輱輸輸轻輱輱輹輹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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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附附录录录.各各各中中中类类类语语语体体体词词词统统统计计计表表表（（（个个个）））

所所所属属属中中中类类类 口口口语语语词词词 通通通用用用语语语词词词 书书书面面面语语语词词词 标标标准准准差差差

轁轡泛称 輶輲 輷輵 輹輸 輱輴輮輹

轁轢男女老少 輱輰輰 輶輶 輱輰輲 輱輶輮輵

轁轣体态 輲輷 輱輵 輲輶 輵輮輴

轁轤籍属 輷 輲輵 輲輷 輹輮輰

轁轥职业 輸輳 輲輰輲 輴輴輸 輱輵輲

轁车身份 輲輷 輹輲 輳輲輳 輱輲輷輮輰

轁轧状况 輵輰 輵輹 輱輵輲 輴輶輮輱

轁轨亲人眷属 輲輲輵 輹輷 輱輹輸 輵輵輮輱

轁轩辈次 輱輹 輲輲 輷輴 輲輵輮輲

轁轪关系 輶輸 輲輰輵 輱輶輵 輵輷輮輵

轁轫品性 輹輵 輶輸 輱輲輲 輲輲輮輰

轁转才识 輸輵 輷輲 輱輳輳 輲輶輮輲

轁轭信仰 輳 輲輵 輲輹 輱輱輮輴

轁轮丑类 輵輲 輴輶 輱輰輵 輲輶輮輵

轂轡统称 輴輳 輱輰輷 輲輶輳 輹輲輮輴

轂轢拟状物 輶輲 輲輲 輳輰 輱輷輮輳

轂轣物体的部分 輷輹 輴輱 輶輵 輱輵輮輷

轂轤天体 輵 輲輶 輹輲 輳輷輮輱

轂轥地貌 輱輶 輸輵 輲輶輳 輱輰輴輮輱

轂车气象 輳 輶輸 輱輱輳 輴輵輮輲

轂轧自然物 輲輴 輱輴輴 輳輲輲 輱輲輲輮輴

轂轨植物 輶輰 輲輳輱 輸輰輶 輳輱輹輮輱

轂轩动物 輱輳輲 輱輴輸 輴輷輱 輱輵輶輮輲

轂轪微生物 輱 輱 輲輲 輹輮輹

轂轫全身 輱輲輹 輱輵輰 輶輰輳 輲輱輸輮輷

轂转排泄物分泌物 輱輰 輲輵 輵輴 輱輸輮輳

轂轭材料 輳輶 輱輱輰 輲輴輵 輸輶輮輵

轂轮建筑物 輳輴 輲輶輰 輴輴輸 輱輶輹輮輳

轂软机具 輱輱輶 輱輸輵 輷輱輰 輲輶輵輮輳

轂轰用品 輷輳 輳輹輰 輵輸輶 輲輱輱輮輴

轂轱衣物 輲輱 輱輴輶 輱輲輰 輵輳輮輹

轂轲食品药品毒品 輷輶 輲輶輴 輲輳輱 輸輲輮輰

轃轡时间 輷輱 輵輸輱 輲輷輸 輲輰輹輮輴

轃轢空间 輶輰 輳輹輵 輴輹輵 輱輸輶輮輰

轄轡事情情况 輵輴 輶輵輵 輶輸輲 輲輸輹輮輹

轄轢事理 輳輰 輱輷輶 輱輳輹 輶輲輮輰

轄轣外貌 輱輹 輱輵輱 輱輴輴 輶輰輮輶

轄轤性能 輳輶 輴輲輱 輴輲輷 輱輸輲輮輹

轄轥性格才能 輵 輱輲輹 輱輲輱 輵輶輮輷

轄车意识 輱輹 輳輷輱 輲輷輹 輱輴輹輮輱

轄轧比喻物 輲輰 輷輲 輶輴 輲輲輮輹

轄轨臆想物 輱輲 輸輱 輶輶 輲輹輮輶

轄轩社会政法 輲輸 輴輶輶 輵輷輶 輲輳輶輮輷

轄轪经济 輱輳 輱輳輰 輲輵輷 輹輹輮輶

轄轫文教 輶輰 輶輵輸 輸輴輵 輳輳輴輮輸

轄转疾病 輳輱 輳輳 輱輸輱 輷輰輮輲

轄轭机构 輲輰 輱輲輹 輲輷輶 輱輰輴輮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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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轮数量单位 輶輴 輳輱輳 輲輴輲 輱輰輴輮輷

轅轡外形 輷輶 輲輳輹 輲輲輳 輷輳輮輴

轅轢表象 輲輵輰 輷輵輱 輱輲輰輶 輳輹輰輮輴

轅轣颜色味道 輱輳輹 輱輹輰 輱輰輴 輳輵輮輳

轅轤性质 輴輶輹 輱輶輲輳 輱輲輸輰 輴輸輳輮輹

轅轥德才 輲輵輰 輱輱輱輱 輱輲輲輵 輴輳輵輮輲

轅车境况 輱輰輹 輴輶輹 輳輹輹 輱輵輵輮輸

轆轡上肢动作 輱輹輸 輵輲輵 輳輰輹 輱輳輵輮輸

轆轢下肢动作 輲輱 輱輲輲 輱輰輰 輴輳輮輴

轆轣头部动作 輵輰 輲輱輵 輲輲輶 輸輰輮輵

轆轤全身动作 輱輸 輹輵 輷輲 輳輲輮輳

轇轡心理状态 輶輳 輴輰輵 輷輸輹 輲輹輶輮輶

轇轢心理活动 輸輹 輸輴輸 輳輹輴 輳輱輱輮輸

轇轣能愿 輱輹 輱輰輹 輹 輴輵輮輰

轈轡政治活动 輴 輱輲輷 輷輶 輵輰輮輵

轈轢军事活动 輱輱 輳輱輷 輱輲輸 輱輲輶輮輱

轈轣行政管理 輲輵 輶輲輳 輲輹輱 輲輴輴輮輶

轈轤生产 輸 輲輳輷 輱輷輸 輹輷輮輱

轈轥经济活动 輱輱 輳輲輴 輱輷輳 輱輲輷輮輸

轈车交通运输 輸 輱輶輶 輴輲 輶輷輮輹

轈轧教卫科研 輱輱輲 輲輹輸 輴輳輷 輱輳輳輮輱

轈轨文体活动 輲輳 輷輶 輵輳 輲輱輮輷

轈轩社交 輲輸輶 輹輲輲 輱輵輱輰 輴輹輹輮輸

轈轪生活 輱輵輸 輱輱輹輷 輸輵輷 輴輳輲輮輵

轈轫宗教活动 輶 輳輰 輱輳 輱輰輮輱

轈转迷信活动 輴 輱輰 輶 輲輮輵

轈轭公安司法 輳輵 輸輰 輱輶輶 輵輴輮輳

轈轮恶行 輴輲 輷輵 輱輴輷 輴輳輮輸

轉轡自然现象 輴輹 輷輰 輱輵輶 輴輶輮輳

轉轢生理现象 輶輱 輲輴輲 輴輱輰 輱輴輲輮輵

轉轣表情 輳輹 輱輱輶 輲輵輳 輸輸輮輵

轉轤物体状态 輵輰 輳輳輶 輴輶輴 輱輷輳輮輱

轉轥事态 輳輵 輲輹輸 輳輲輶 輱輳輱輮輱

轉车境遇 輶輹 輲輷輶 輴輷輲 輱輶輴輮輵

轉轧始末 輷 輱輵輸 輱輴輰 輶輷輮輳

轉轨变化 輵輴 輲輵輲 輳輱輲 輱輱輰輮輲

轊轡联系 輲輱 輸輶 輵輸 輲輶輮輶

轊轢异同 輲輹 輱輱輷 輱輱輹 輴輲輮輰

轊轣配合 輳輱 輴輳 輷輳 輱輷輮輷

轊轤存在 輸輳 輲輴輴 輲輳輱 輷輳輮輰

轊轥影响 輵 輳輳輲 輱輴輹 輱輳輳輮輸

轋轡疏状 輷輷 輸輵輸 輴輷輰 輳輱輸輮輸

轋轢中介 輱輷 輱輰輲 輱輱輱 輴輲輮輴

轋轣联接 輱輳 輱輱輲 輱輱輰 輴輶輮輲

轋轤辅助 輳輶 輱輳 輲輲 輹輮輵

轋轥呼叹 輴輷 輰 輰 輲輲輮輲

轋车拟声 輱輶輸 輰 輳 輷輸輮輵

轌轡敬语 輳 輶輱 輲輴 輲輴輮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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