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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文本情感分析又称为意见挖掘，是基于网络大数据对评价主体倾向性的研究。由于其
在舆情监控、市场营销、金融等应用领域的特殊意义，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
注。本文关注情感分析面临的语义隐匿性问题，通过构建一个汉语构式语料库，对语
料库中的汉语构式进行量化统计，讨论汉语构式与情感分析之间的关系。文章对语料
库中表达量级和态度义的构式与词汇进行了标注，并基于该语料库对相关构式和词汇
进行了计量分析，按照构式类型、语义类别、常项变项个数等标准统计了语料库中量
级和态度义构式的信息，并与量级和态度义词汇的统计信息进行了比对，通过分析构
式表义比重和词汇表义比重这两个指标，发现语料库中词汇承载了大部分态度和量级
语义信息，构式所承载的态度和量级语义信息较少。虽然构式不是主要的表义单位，
但其承载的态度语义信息仍占一定比例。文章为构式语法应用于汉语情感分析提供了
实证数据，为后续该类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也为汉语构式研究提供了基于汉语真实
文本的数据。文章还专门探讨了目前构式语法应用于汉语情感分析乃至自然语言处理
所面临的困难，对后续研究提出了展望。

关关关键键键词词词：：： 构式语法 ；汉语情感分析 ；构式语料库 ；态度义 ；量级义

A Study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Corpus Compilation and
Application for Sentiment Analysis: A Discussion of Sentiment

Analysis Problems of Chinese Constructions

Wu Yinqi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 Nanjing, Jiangsu
wu.yinqing@outlook.com

Li Dejun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 Nanjing, Jiangsu

njlide@sina.cn

Abstract

譓譥譮譴譩譭譥譮譴 譡譮譡譬譹譳譩譳謬 譡譬譳譯 譣譡譬譬譥譤 譯議譩譮譩譯譮 譭譩譮譩譮譧謬 譩譳 譡 謌譥譬譤 譴譨譡譴 譳譴譵譤譩譥譳 譴譨譥 譳譥譮譴譩譭譥譮譴
譯譲譩譥譮譴譡譴譩譯譮 譯警 譴譨譥 譥譶譡譬譵譡譴譩譯譮 譳譵譢譪譥譣譴譳 譢譡譳譥譤 譯譮 譗譥譢 譤譡譴譡謮 譄譵譥 譴譯 譩譴譳 譳譩譧譮譩謌譣譡譮譣譥 譩譮
譳譵譣譨 謌譥譬譤譳 譡譳 議譵譢譬譩譣 譯議譩譮譩譯譮 譭譯譮譩譴譯譲譩譮譧謬 譭譡譲譫譥譴譩譮譧 譡譮譤 謌譮譡譮譣譥謬 譳譥譮譴譩譭譥譮譴 譡譮譡譬譹譳譩譳 譨譡譳
譲譥譣譥譩譶譥譤 譩譮譣譲譥譡譳譩譮譧 譡譴譴譥譮譴譩譯譮 譩譮 譲譥譣譥譮譴 譹譥譡譲譳謮 譔譨譥 議譲譥譳譥譮譴 譳譴譵譤譹 警譯譣譵譳譥譳 譯譮 譴譨譥 議譲譯譢譬譥譭
譯警 譬譡譴譥譮譴 譭譥譡譮譩譮譧 警譡譣譥譤 譢譹 譳譥譮譴譩譭譥譮譴 譡譮譡譬譹譳譩譳謬 譢譵譩譬譤譳 譡 譃譨譩譮譥譳譥 譣譯譮譳譴譲譵譣譴譩譯譮 譣譯譲議譵譳 譡譮譤
譳譴譵譤譩譥譳 譴譨譥 譲譥譬譡譴譩譯譮譳 譢譥譴護譥譥譮 譃譨譩譮譥譳譥 譣譯譮譳譴譲譵譣譴譩譯譮譳 譡譮譤 譳譥譮譴譩譭譥譮譴 譡譮譡譬譹譳譩譳 譢譹 譱譵譡譮謭
譴譩警譹譩譮譧 譴譨譥 譃譨譩譮譥譳譥 譣譯譮譳譴譲譵譣譴譩譯譮譳 護譩譴譨譩譮 譴譨譥 譣譯譲議譵譳謮 譗譥 譡譮譮譯譴譡譴譥 譴譨譥 譣譯譮譳譴譲譵譣譴譩譯譮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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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研研究究究必必必要要要性性性：：：构构构式式式与与与情情情感感感分分分析析析的的的语语语义义义隐隐隐匿匿匿性性性问问问题题题

情感分析作为重要的自然语言处理任务，其目标是譜从文本中分析出人们对于实体及其属性
所表达的观点、情感、评价、态度和情绪謢謨刘兵謬 謲謰謱謷謺 謱謩。近年来互联网评价文本的爆炸性增
长催生了对海量文本的情感语义进行自动化分析的强烈需求，使得情感分析成为了学术界的研
究热点，在舆情监测、企业与政府决策、社会计算等方面均有应用。

汉语情感分析面对的语义隐匿性问题是由语义隐匿性现象造成的，即汉语中部分情感意义
表达机制不确定性较强的语义现象，如反讽、非现实性、构式等。一般的情感分析方法难以应
对这些语义现象的复杂性，不能准确解析它们的意义，导致它们的意义对于情感分析系统具有
某种譜隐匿性謢。由于汉语的复杂性，语义隐匿性现象较为普遍，对语义隐匿性问题进行研究对
于未来汉语情感分析系统性能的提升将有较大意义。

态度和量级义构式是上述语义隐匿性现象的重要一部分。譜（典型的）构式是无递归性的非
平凡的短语结构謢謨詹卫东謬 謲謰謱謷謺 謲謳謲謩，表达态度和量级意义的构式称为量级和态度义构式。态
度意义是情感倾向，也即情感极性，包括正面、负面、中性等，量级意义描述的是情感极性的
强度，包括低量、高量、极量等，也可使用数值来描述。态度和量级意义是情感意义计算的最
重要的两个语义变量。由于构式的形式与意义的可推导性较弱謨譇譯譬譤譢譥譲譧謬 謱謹謹謵謺謴謩，其情感意义
和形式难以通过短语结构语法等一般的组合性规则推导得到，意义表达机制的不确定性较大，
自动解析难度较大，而汉语中的许多构式又具有明显的情感意义謨詹卫东等謬 謲謰謲謰謩。而且汉语情
感分析主要关注词汇的情感色彩，对构式这一特殊语言单位承载的语义信息缺少关注。因此态
度和量级义构式的语义解析问题就属于汉语情感分析的语义隐匿性问题。

当前情感分析研究对语义隐匿性现象的研究不足，尚不能很好地应对语义隐匿性问题，满
足于将词汇视为情感意义的承载单位，在理论构建、实证研究、资源建设等方面都以词汇为重
点，未能参考借鉴当前构式语言学的理论与实证成果，对汉语中具有语义隐匿性的边缘性结构
缺乏关注。因此情感分析研究可以考虑借鉴构式研究的成果，对构式这一层级的语言单位给予
一定重视。文章基于真实评价语料，通过考察汉语态度和量级构式的分布情况，探索构式与情
感意义之间的关系，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一种方法，并对汉语构式的情感分析乃至语义计算的
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2 相相相关关关研研研究究究回回回顾顾顾

本文研究重点是构式语法对于应对情感分析语义隐匿性问题的意义，因此主要回顾情感分
析研究对情感表达的认识与处理方式以及汉语语言学界对构式语法的相关研究。

2.1 汉汉汉语语语构构构式式式语语语法法法研研研究究究

构式语法理论兴起于上世纪謹謰年代，是借鉴认知心理学格式塔謨譇譥譳譴譡譬譴謩完形理论所创立的
一种新兴语法研究理论，集形式、意义、用法于一体来认识和分析语言謨陆俭明、吴海波謬 謲謰謱謸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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謱謩。构式的权威定义最早由譇譯譬譤譢譥譲譧謨謱謹謹謵謺 謴謩给出：譃是一个构式当且仅当譃是一个形式譼意义
的配对，且譃的形式或意义的某些方面不能从譃的构成成分或其他先前已有的构式中得到完全
预测。此后语言学界对譜构式謢概念范畴的界定出现了狭义和广义的区分。汉语语言学界多主张
有选择性地吸收构式语言观的创新性视角，以狭义定义研究构式，促进对汉语边缘性结构的描
写和解释。陆俭明、吴海波謨謲謰謱謸謺 謲謭謳謩主张譜构式謢应当是譜自由的边缘性句法结构，既有象征关
系，内部又有结构性的组成关系謢。詹卫东謨謲謰謱謷謺 謲謳謲謩指出：譜（典型的）构式是无递归性的非
平凡的短语结构謢。部分学者采用以上狭义定义对一部分具有态度意义的汉语构式进行了实证研
究謨刘宗保謬 謲謰謱謱謻 郑娟曼謬 謲謰謱謲謻 李劲荣謬 謲謰謱謵謻 刘晨阳謬 謲謰謱謶謻 胡习之謬 謲謰謱謷謩，进行了详尽的句法
语义分析。总的来说，目前语言学界对于构式范畴的认定仍存在争论，但无论在心理认知还是
句法语义接口研究等领域，构式作为一类在形式和意义方面都具较强自足性的语言单位的理据
性正逐渐确立，而且在应用研究方面成果不菲，较好地描写和解释了对汉语中部分边缘性结构
的句法语义特征，很好地补充了传统句法语义研究对非常规结构关注的不足。

2.2 情情情感感感分分分析析析研研研究究究对对对情情情感感感表表表达达达的的的认认认识识识与与与处处处理理理

情感表达是表达了情感意义或立场的语言单位。随着万维网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文社科领域
的譜情感转向謢謨譈譡譲譤譴謬 謲謰謰謷謩，情感表达已成为目前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共同关注的热点研究领
域。情感表达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理论驱动的语言学路径，即情感表达的语言学研究，
注重分析文本中特定语言单位与情感意义的关系；二是应用驱动的量化研究路径，即情感分
析，以实现对情感意义的自动计算处理和量化分析为目标。

情感表达的量化研究以情感语义的量化计算以及情感表达的自动抽取为目标，属于应用研
究，近年来该领域被统称为情感分析研究。情感分析方法主要可分为三种方法：基于知识库的
方法；机器学习方法；融合知识库和机器学习的混合方法謨譃譡譭譢譲譩譡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謱謷謩。知识库是情
感分析的基础资源之一，专门用于情感分析的知识库又称为情感知识库，是语义知识库的一
种，汉语情感分析领域已经产生了情感词典謨王科、夏睿謬 謲謰謱謶謻 赵妍妍等謬 謲謰謱謷謩、情感语义规则
库謨万岩、杜振中謬 謲謰謲謰謩、情感常识库謨杨亮等謬 謲謰謱謹謩、情感句子模式库謨陈涛等謬 謲謰謱謳謩等多种形
式的情感知识库的构建和应用研究。目前汉语情感知识库建设和应用研究过于偏重表达态度和
量级意义的词汇以及习语、谚语、惯用语等短语的语义知识，情感词典作为汉语情感知识库资
源的主体，收录的也是这部分词汇和短语。但对于同样表达态度和量级意义的边缘性结构，也
就是文章所说的譜构式謢，则在情感分析研究中受到了忽视。汉语中存在许多这类构式。在网络
评论等真实的汉语评价语料中，由于语料的非正式性、去中心化等特征，这些构式可能较高频
地出现。

构式研究已经得到语言学界的重视，态度和量级义构式研究在汉语本体研究中也有较多成
果，但这类较为特殊、边缘化的语言单位尚未得到情感分析研究的重视，除了少量研究，如黄
思思、詹卫东謨謲謰謱謸謩以謴謲条量级义构式和謱謸謵条态度义构式为例，探讨了适用于情感分析的汉语
量级和态度义构式的语义分析和形式化表征问题。目前既缺乏面向汉语情感分析的构式知识
库，而且在实证研究方面，也未有研究基于汉语真实评价语料，分析构式的分布情况，探讨情
感意义表达与构式之类的关系。

3 研研研究究究设设设计计计

3.1 研研研究究究问问问题题题

文章的研究对象为汉语量级与态度义构式，它们既可能包含常项也可能包含变项，它们的
意义包含量级或态度这两类在情感分析中最为关键的语义成分，但其整体的量级或态度意义又
无法通过其组成成分如字、词等的意义推出，情感词库等已有的知识库资源又难以分析该类结
构，从而可能导致情感分析结果准确性的降低。文章主要探讨的三个研究问题为：謨謱謩 汉语真
实网络评论文本中态度和量级义构式的分布情况是怎样的？謨謲謩 对于汉语网络评论文本的情感
分析，是否有必要考虑计算构式所承载的态度和量级语义信息？謨謳謩 汉语构式的情感分析乃至
语义计算目前存在哪些需要突破的难点？

3.2 语语语料料料选选选取取取

构式语料库选取的语料来源为热门话题微博的评论，话题均具有较大争议性，评论中的立
场和态度具有高度不一致性，每个话题下的评论都为一万条以上。我们从热门话题的微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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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随机抽取謴謰謰謰余条评论，形成语料库，总字符数为謱謳謮謳万。选取微博评论作为语料，是因为
微博评论属于网络短文本，具有语体非正式、口语化、去中心化、数据噪声较多、情感表达丰
富等特征，是典型的网络评价文本，是情感分析的主要处理对象之一。另外，文章采用的语料
都属于话题型微博的评论，根据侯敏等謨謲謰謱謳：謱謳謶謭謱謳謸謩指出，具有以下特点：謨謱謩 句子简短，
单句多；謨謲謩 观点负面倾向多；謨謳謩 表达情感强烈，理性评价淡化；謨謴謩 口语色彩浓重，情感因
子颗粒度加大，往往不再是词，而是短语甚至短句；謨謵謩 隐晦表达观点，常用习语、反讽等方
式表达观点，而不使用直接表达态度意义的词汇；謨謶謩 评价对象省略；謨謷謩 语言不规范。这些特
点给情感分析带来了很大困难。同时第二至第五个特点可能意味着该类语料中存在大量构式，
契合文章的研究目的。

3.3 语语语料料料库库库标标标注注注

由于目前尚无准确率较高的自动标注汉语构式的方法，我们需要先对语料中的态度和量级
构式分别进行人工标注，目前学界尚未形成在真实语料中标注汉语构式的标准，我们尝试使
用一种基于識譍譌謨譅譸譴譥譮譳譩譢譬譥 譍譡譲譫譵議 譌譡譮譧譵譡譧譥謩的构式标注方法，并根据汉语的特点，将詹卫
东謨謲謰謱謷謺 謲謳謲謩的狭义构式观作为文章对构式的定义：譜謨典型的謩构式是无递归性的非平凡的短语
结构謢。文章不采用将语素、词、常规句法结构等纳入构式范畴的广义构式观，而只是将构式视
为譜对常规短语结构语法组合的必要补充謢謨譩譢譩譤謮謩，原因是该观点较契合文章的研究对象及研究
问题，也有助于增加操作的可行性。在标注过程中，只要某个结构符合文章的构式定义及判定
标准，就将其标注为态度或量级构式，判定标准采用譈譩譬議譥譲譴謨謲謰謱謴謺 謱謴謭謲謳謩基于譇譯譬譤譢譥譲譧謨謲謰謰謶謺
謵謩的构式定义所提出的四条标准：謨謱謩 形式特殊性：该结构的整体或部分在形式上有别于一般的
语法结构；謨謲謩 语义不可预测性：该结构的意义具有非组合性，不严格等于其组成成分的意义
加和；謨謳謩 特殊限制性：该结构的整体或部分是不完全自由的，受到某些条件制约；謨謴謩 搭配倾
向性：该结构倾向于与某些成分或结构共现。

构式的标注方法是在文本中使用开始标记和结束标记包围整个构式，开始标
记为<譃 譔譙譐譅謽謢謢 譆譏譒譍謽謢謢 譃譁譔謽謢謢>，结束标记为<謯譃>。开始标记包括三个属
性，譔譙譐譅属性表示构式的语义，对应六个值：譜譡譴譴謯譮譥譧謢謨负面态度义謩；譜譡譴譴謯議譯譳謢謨正面态
度义謩；譜譡譴譴謯譢譩議譯譬譡譲謢謨双极性态度义謩；譜譧譲譡譤譡譴譩譯譮譡譬謯譬譯護謢謨低量义謩；譜譧譲譡譤譡譴譩譯譮譡譬謯譨譩譧譨謢謨高量
义謩；譜譧譲譡譤譡譴譩譯譮譡譬謯譶譥譲譹譨譩譧譨謢謨极量义謩。前三个值分别对应态度义构式的三类语义，后三个值分
别对应量级构式的三类语义。譆譏譒譍属性表示构式的形式，参照詹卫东謨謲謰謱謷謻 謲謰謱謸謺 謳謵謭謳謶謩提
出的构式形式表示法，值为由实例化的常项、变项以及加号构成的表达式。譃譁譔属性表示构式
的类别，参考詹卫东謨謲謰謱謷謻 謲謰謱謸謺 謱謸謭謲謰謩提出的构式分类标准，对应四个值譜警譲譯譺譥譮謢謨凝固型构
式謩；譜譳譥譭譩謭警譲譯譺譥譮謢謨半凝固型构式謩；譜議譨譲譡譳譡譬謢謨短语型构式謩；譜譣譯譭議譯譵譮譤謭譳譥譮譴譥譮譴譩譡譬謢謨复句型构
式謩。凝固型构式为完全由常项组成的构式；半凝固型构式的变项不超过謲个，长度较短；短语
型构式的变项数量可为謱个及以上，长度可短可长；复句型构式由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变
项数至少为謲个。评论文本中的构式标注示例如下謨选自构式语料库謩：

进门抢狗，这是<譃 譔譙譐譅謽謢譡譴譴謯譮譥譧謢 譆譏譒譍謽謢什么謫譮議謯譶議謢 譃譁譔謽謢譳譥譭譩謭警譲譯譺譥譮謢>什么行
为<謯譃>。

<譃 譔譙譐譅謽謢譡譴譴謯譮譥譧謢 譆譏譒譍謽謢不謫譶謫就謫不謫譶謢 譃譁譔謽謢議譨譲譡譳譡譬謢>不批就不批<謯譃>咯，
少布置就少布置咯。

我 让 他<譃 譔譙譐譅謽謢譧譲譡譤譡譴譩譯譮譡譬謯譶譥譲譹譨譩譧譨謢 譆譏譒譍謽謢要謫多謫譡謫就謫謨有謩謫多謫譡謢
譃譁譔謽謢議譨譲譡譳譡譬謢>要多快乐就多快乐<謯譃>。

哪些该做不该做，还用规定吗？<譃 譔譙譐譅謽謢譡譴譴謯譮譥譧謢 譆譏譒譍謽謢真謫是謯的謫够謫够謫的謢
譃譁譔謽謢警譲譯譺譥譮謢>真是够够的<謯譃>。

说真的杯子也<譃 譔譙譐譅謽謢譡譴譴謯譮譥譧謢 譆譏譒譍謽謢没謫謨譸謩謫几謫譱謫譶議謯譡議謢 譃譁譔謽謢議譨譲譡譳譡譬謢>没
几家干净的<謯譃>，从来不用酒店杯子喝水。

譔譡譢譬譥 謱謺 构式标注示例

另外，态度和量级义词汇的标注，也使用識譍譌标记，开始标记为<譗 譔譙譐譅謽譜謢>，
结束标记为<謯譗>。属性譔譙譐譅代表词汇的语义类别，对应五个值：譜譡譴譴謯議譯譳謢謨正
面态度义謩；譜譡譴譴謯譮譥譧謢謨负面态度义謩；譜譧譲譡譤譡譴譩譯譮譡譬謯譬譯護謢謨低量义謩；譜譧譲譡譤譡譴譩譯譮譡譬謯譨譩譧譨謢謨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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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謩；譜譧譲譡譤譡譴譩譯譮譡譬謯譶譥譲譹譨譩譧譨謢謨极量义謩。

4 基基基于于于构构构式式式语语语料料料库库库的的的数数数据据据分分分析析析

4.1 构构构式式式分分分布布布基基基本本本情情情况况况

经过人工标注，在语料库中共发现謱謱謹个量级和态度义构式，构式出现的总频次为謲謰謷次。
按照上文提到的构式分类标准：凝固型构式共出现謳謶个，频次为謵謸次；半凝固型构式共出
现謱謸个，频次为謴謹次；短语型构式共出现謵謷个，频次为謹謲次；复句型构式共出现謸个，频次
为謸次。四类构式在语料库中的分布情况如下：

构构构式式式类类类型型型 凝凝凝固固固型型型 半半半凝凝凝固固固型型型 短短短语语语型型型 复复复句句句型型型

频次 謵謸 謴謹 謹謲 謸

总频次中占比 謲謸謮謰謥 謲謳謮謷謥 謴謴謮謴謥 謳謮謹謥

个数 謳謶 謱謸 謵謷 謸

总个数中占比 謳謰謮謳謥 謱謵謮謱謥 謴謷謮謹謥 謶謮謷謥

譔譡譢譬譥 謲謺 四类构式在语料库中的分布情况

譜现代汉语构式数据库謢謨譃譨譩譮譥譳譥 譃譯譮譳譴譲譵譣譴譩譯譮 譇譲譡譭譭譡譲 譄譡譴譡譢譡譳譥謬 譃譃譇譄謩謨詹卫东謬
謲謰謲謱謩是目前唯一的较大规模的汉语构式知识库，统计数据显示，在该知识库收录的謱謱謰謸个
汉语构式中，以上四类构式的分布情况如下：

构构构式式式类类类型型型 凝凝凝固固固型型型 半半半凝凝凝固固固型型型 短短短语语语型型型 复复复句句句型型型

构式条数 謲謲謴 謲謳謸 謵謴謵 謹謸

构式占比 謲謰謮謲謥 謲謱謮謵謥 謴謹謮謲謥 謸謮謸謥

譔譡譢譬譥 謳謺 四类构式在譜现代汉语构式数据库謢中的分布情况

对比数据可知，评论文本中四类构式的频次占比和个数占比都与譃譃譇譄中的占比相近，其
频次占比和个数占比分布比较接近謲：謲：謵：謱的比例，这一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语真实
评论文本中量级和态度义构式的分布情况，也为譃譃譇譄的统计数字提供了真实语料的佐证。至
于所有汉语构式在真实文本中的分布是否仍然遵循这一比例，尚需进一步研究的验证。
构式语料库中共发现謹个量级构式，出现频次共为謱謱次，其中，謴个为极量构式，謵个为高

量构式；謶个为短语型构式，謳个为半凝固型构式。量级构式中没有出现低量构式，只出现了高
量和极量构式，这说明在汉语真实评论文本中，量级构式的分布以高量和极量构式为主，低量
构式可能占比偏小。另外，语料库中共发现謱謱謱个态度义构式，占总个数的謹謳謮謲謥，出现频次共
为謱謹謷次，占总频次的謹謵謥。与态度义构式相比，量级构式在构式出现总频次和总个数中占比都
很低，仅占总个数的謷謮謶謥和总频次的謵謮謳謥，这说明量级构式在汉语真实评论文本中的分布可能
较少，远低于表达主要情感意义的态度义构式。
态度义构式在构式语料库中的分布情况如下：

态态态度度度义义义类类类型型型 负负负面面面 正正正面面面 双双双极极极性性性

构式个数 謱謰謱 謶 謴

个数占比 謹謱謮謰謥 謵謮謴謥 謳謮謶謥

构式频次 謱謸謱 謸 謸

频次占比 謹謱謮謹謥 謴謮謱謥 謴謮謱謥

譔譡譢譬譥 謴謺 态度义构式在语料库中的分布情况

构式义为负面或正面态度的构式又称负面或正面态度义构式。而双极性构式则较为特殊，
它也表达态度意义，但其极性的正负向具有不确定性，较为典型的双极性构式如譜譡謫的謫是謢，
其极性由形容词譡来决定，具有不确定性，可能是正面也可能是负面。
语料库中出现的负面态度义构式无论是个数还是频次都占謹謰謥以上，占所发现的态度义

构式的绝大多数，正面态度义构式和双极性构式出现都较少，占比相近，都在謵謥左右。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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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式义分布的显著不对称性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汉语的负面态度义更多通过构式义来表
达，为研究汉语负面评价表达规约化謨方梅謬 謲謰謱謷謩现象提供了真实语料的佐证，在一定程度上
说明了汉语在构式层面正负面态度意义的不对称性以及心理认知层面的譜负面偏见謢謨譎譥譧譡譴譩譶譩譴譹
譂譩譡譳謩謨譒譯譺譩譮 譡譮譤 譒譯譹譺譭譡譮謬 謲謰謰謱謩在汉语中的表现。

通过对语料库中构式的分析，我们发现，态度义构式的常项中很少包含出现表达态度意义
的词汇，而且对于量级和态度义构式而言，仅分析其常项与变项各自的语义，无法推出其整体
的构式义。

经过统计，语料库中所有构式的常项个数和变项个数情况如表謵和表謶所示：

常常常项项项个个个数数数 1 2 3 4 5 6 7 8 9

构式条数 謱謲 謳謳 謲謷 謲謹 謱謳 謳 謰 謱 謱

占比 謱謰謮謱謥 謲謷謮謷謥 謲謲謮謷謥 謲謴謮謴謥 謱謰謮謹謥 謲謮謵謥 謰謥 謰謮謸謥 謰謮謸謥

譔譡譢譬譥 謵謺 语料库中所有构式的常项个数统计

由表謵可知，语料库中，常项个数为謱的构式占謱謰謮謱謥，常项个数为謲至謴个的构式占主要
比重，达謷謴謮謸謥，与此相近的是，譃譃譇譄謨詹卫东謬 謲謰謲謱謩中，常项个数为謱的构式占该数据库所
有构式的謱謳謮謴謥，常项个数为謲到謴的构式占謷謹謥。但在譜构式库謢謨譩譢譩譤謮謩中，常项个数为謰的构式
占謹謥，语料库中却没有发现常项个数为謰的构式，这可能与样本数据规模的限制有关；语料库
中出现了常项个数多达謹个的构式，但譜构式库謢中没有此类构式。这说明，在真实评论文本中，
常项个数为謱至謴的构式出现最多，占主要比重，常项个数大于或等于謵的构式则分布较少。

变变变项项项个个个数数数 0 1 2 3

构式条数 謳謶 謵謹 謱謸 謶

占比 謳謰謮謳謥 謴謹謮謶謥 謱謵謮謱謥 謵謮謰謥

譔譡譢譬譥 謶謺 语料库中所有构式的变项个数统计

由表謶可知，语料库中不存在变项个数为謳以上的构式，变项个数为謰至謲的构式占主要比
重，达到謹謵謥。与此相似的是，在譃譃譇譄謨譩譢譩譤謮謩中，变项个数为謰至謲的构式占謹謰謮謴謥，同样所占
比重相近。这说明变项个数为謰到謲的构式在真实评论文本中占主要比重，分布最多，变项个数
大于或等于謳的构式则分布较少。

以上数据表明，语料库中的构式主要是常项个数为謱謭謴、变项个数为謰謭謲的构式，
与譃譃譇譄（譩譢譩譤謮）的情况基本一致。

4.2 构构构式式式在在在语语语料料料库库库量量量级级级和和和态态态度度度意意意义义义表表表达达达中中中的的的比比比重重重分分分析析析

为了分析汉语真实文本中构式所承载的态度和量级语义信息的多寡，我们对语料库中表达
态度和量级语义的构式与词汇进行了标注和统计。结果显示，态度义词汇共出现謲謴謵謳次，量级
义词汇出现謵謲謳次，总计謲謹謷謶次，以下为相关数据：

语语语义义义类类类型型型 正正正面面面 负负负面面面 双双双极极极性性性 总总总计计计

词汇频次 謶謴謳 謱謸謱謰 謰 謲謴謵謳

在态度义词汇总频次中占比 謲謶謮謲謥 謷謳謮謸謥 謰謥 謱謰謰謥

构式频次 謸 謱謸謱 謸 謱謹謷

在态度义构式总频次中占比 謴謮謱謥 謹謱謮謹謥 謴謮謱謥 謱謰謰謥

构构构式式式表表表义义义比比比重重重 謰謮謴謰謥 謲謲謮謰謰謥 謱謰謰謥 謷謮謴謰謥

词词词汇汇汇表表表义义义比比比重重重 謹謹謮謶謥 謷謸謮謰謥 謰謥 謹謲謮謶謥

注：构式表义比重=构式频次/(词汇频次+构式频次)；词汇表义比重=词汇频次/(词汇频次+构式频次)

譔譡譢譬譥 謷謺 语料库中态度义词汇与态度义构式频次数据对比

态度和量级意义的表义单位主要是构式和词汇。句子往往也表达态度和量级意义，但通常
句子语义的可推导性较强，可以拆分为更小的譜原子謢，如构式和词汇，因为句子不适宜作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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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单位的进行统计。因此文章只统计构式和词汇的表义比重，表义比重是指构式或词汇这两类
语言单位在表达相应类型语义中所占的比重大小。

语料库中共出现态度义词汇謲謴謵謳次，正面态度义词汇謶謴謳次，负面态度义词汇謱謸謱謰次，正负
态度义词汇比例约为謱謺謳，远高于正负态度义构式的謱謺謹。从表义比重上看，正面态度语义的构式
表义比重很小，仅为謰謮謴謥，词汇表义比重高达謹謹謮謶謥；负面态度语义的构式表义比重则相对较
高，达到了謲謲謥，词汇表义比重为謷謸謥。正负态度构式表义比重的比例为謱謺謵謵，该悬殊的比例也
进一步佐证了汉语负面评价表达规约化的现象。而更为特殊的双极性态度语义方面，构式表义
比重则为謱謰謰謥，语料库中未发现表达此类语义的词汇，这也说明，更加复杂和模糊的语义，可
能由往往构式表达，而不是词汇。

从整体上看，态度语义的词汇表义比重为謹謲謮謶謥，这表明词汇是评价文本中态度语义表达
的主要语义单位，构式表义比重为謷謮謴謥，这说明评价文本中的构式只承载了比例较小的态度语
义，但謷謮謴謥的比例也不能算小，这表明评论文本中的构式也承载了相当比重的态度语义，尤其
是负面态度义。如果在态度语义计算的过程中，忽视构式所承载的态度义，足以影响语义计算
的准确性，造成结果的偏差。

语语语义义义类类类型型型 低低低量量量 高高高量量量 极极极量量量 总总总计计计

词汇频次 謱謸 謴謰謴 謱謰謱 謵謲謳

在量级义词汇总频次中占比 謳謮謴謰謥 謷謷謮謲謰謥 謱謹謮謳謰謥 謱謰謰謥

构式频次 謰 謶 謵 謱謱

在量级义构式总频次中占比 謰謥 謵謴謮謵謥 謴謵謮謵謥 謱謰謰謥

构构构式式式表表表义义义比比比重重重 謰謥 謱謮謵謥 謴謮謷謥 謲謮謱謥

词词词汇汇汇表表表义义义比比比重重重 謱謰謰謥 謹謸謮謵謥 謹謵謮謳謥 謹謷謮謹謥

譔譡譢譬譥 謸謺 语料库中量级义词汇与量级义构式频次数据对比

语料库中共出现量级义词汇謵謲謳次，高量词汇謴謰謴次，低量词汇謱謸次，极量词汇謱謰謱次，
表达高量语义的词汇占大多数，为謷謷謮謲謥，表达低量和极量语义的词汇都相对较少，分别
为謳謮謴謥和謱謹謮謳謥。

表义比重方面，低量语义的构式表义比重为謰謥，词汇表义比重为謱謰謰謥，其语义全部由词
汇表达；高量语义的构式表义比重很小，仅为謱謮謵謥，词汇表义比重为謹謸謮謵謥；极量语义的构式
表义比重略高于高量语义，为謴謮謷謥，而词汇表义比重为謹謵謮謳謥。整体而言，量级语义的词汇表
义比重为謹謷謮謹謥，相比之下，量级语义的构式表义比重仅为謲謮謱謥，远低于词汇表义比重，说明
评论文本中的量级语义绝大部分由词汇来承载，构式在量级语义表达中起到的作用很小。

4.3 构构构式式式语语语义义义对对对于于于情情情感感感分分分析析析的的的意意意义义义

总的来说，上述语料库数据的分析显示：在汉语真实评论文本中，词汇承载了大部分态度
和量级语义信息，是主要的表义单位；构式所承载的态度和量级语义信息较少，构式虽然不是
主要的情感意义单位，但作为边缘性结构，其承载的态度语义信息仍占一定比例，为謷謭謸謥，其
承载的语义信息不应完全被忽视。而构式所表达的量级语义仅占謲謮謱謥，比重小。至于在情感分
析中是否需要考虑计算构式所承载的态度和量级语义，需要根据研究要求的计算精确度和研究
目的来具体确定，不宜一概而论，若研究对计算精度要求较高，则可以考虑将构式的语义纳入
计算范围。但以上数据是仅基于謱謳万字左右的汉语语料库得出的，要进一步验证上述结论，尚
需后续基于更大规模、包含更丰富主题的语料库进行研究。

从数据上看，如果汉语构式的情感语义能够得到汉语情感分析系统的准确解析，最多可在
情感倾向计算上提升謷謭謸謥的准确率，最多可在情感强度计算上提升謲謥左右的准确率。但要实现
以上准确率的提升需要较好地处理汉语构式的情感分析问题，也即汉语构式的隐匿性语义计算
的问题，在算法、知识库资源、知识表示等方面都需要做出较多努力和探索。因此，对于汉语
情感分析是否应当考虑计算构式的语义，需要考虑投入成本与产出的比率，如果追求较高的情
感计算准确率，则有必要计算构式的语义。如何实现对汉语构式的情感分析本身也是一个较复
杂的语义计算问题，下文将对相关难点、研究现状、发展方向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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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对对汉汉汉语语语构构构式式式情情情感感感分分分析析析问问问题题题的的的思思思考考考：：：问问问题题题与与与展展展望望望

在汉语情感分析中融入构式的语义知识，有助于应对汉语情感分析的部分语义隐匿性问
题。汉语构式的情感分析属于构式计算和语义计算的研究范畴，该领域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
但也面临诸多难题，主要是四方面问题。文章对相关研究难点进行了梳理，提出了相应的对
策，展望了后续研究。

5.1 探探探索索索面面面向向向计计计算算算的的的构构构式式式定定定义义义

第一个问题是构式的定义问题，即如何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需求界定构式的内涵和外延，
给出一个可操作性较强、适用于计算机处理的汉语构式定义。此处论及定义问题，主要原因
是，目前语言学界对构式这一重要概念界定的含糊不清、各自为政的现象，不能适应句法语义
自动分析的要求。国外构式研究倾向于接受宽泛的譜构式謢定义，如譜激进謢构式学派把语素、词
汇、短语等各个层级都涵盖到构式的范畴内謨譃譲譯警譴 譡譮譤 譃譲譵譳譥謬 謲謰謰謴謺 謲謲謵謭謲謵謷謩，譇譯譬譤譢譥譲譧謨謱謹謹謵謺
謴謻 謲謰謰謳謻 謲謰謰謶謺 謵謩也一直不断修正其关于构式的定义，使得构式的概念同时涵盖了不可预测性
的边缘结构以及出现频率高的可预测性常规结构謨比如核心句式謩。甚至有将构式延伸到语篇
层面的观点謨譏譳譴譭譡譮謬 謲謰謰謵謩。而国内汉语学界则倾向于认同狭义的譜构式謢定义，比如陆俭明与
吴海波謨謲謰謱謸謺 謳謩认为构式应当是具有不可预测性的形义配对结构体，这比较接近詹卫东謨謲謰謱謷謺
謲謳謲謩及文章采用的定义譼譼譜无递归性的非平凡的短语结构謢。但无论是国内汉语学界还是国际
语言学界，对于构式应该包含哪些语言单位，仍无定论。虽然构式理论的提出和深入发展的确
给句法謭语义界面研究带来了新的理论视角，但此种理论层面的割裂现象阻碍了构式理论在句法
语义分析中的应用。在句法语义研究中，某一基础概念内涵的确定是重要的研究工作，比如汉
语学界对汉语词类划分标准这一基础问题的争论和探讨謨詹卫东謬 謲謰謱謳謻 叶脉清、聂仁发謬 謲謰謱謵謻
杨丽姣等謬 謲謰謲謱謩，对词典编纂、汉语词汇知识库构建、自然语言处理等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如果构式理论要更好地应用于语言工程领域，也需要这样一番专门的争论和探讨。语言学界需
要加强对面向计算的构式定义的探讨，结合语义计算的实例进行分析，探索适用于计算的譜构
式謢概念操作界定。

5.2 加加加强强强汉汉汉语语语构构构式式式知知知识识识库库库构构构建建建研研研究究究

第二个问题是汉语构式知识库的构建问题。构式作为意义与形式的配对体謨譇譯譬譤譢譥譲譧謬 謱謹謹謵謺
謴謩，其语义具有非组合性和不可预测性謨譈譩譬議譥譲譴謬 謲謰謱謴謺謱謴謭謲謳謩。那么对于情感分析而言，计算机
获取构式的先验语言知识有两种途径，一是真实文本中人工标注的构式知识，二是专门的量级
和态度义构式知识库。在真实文本中人工标注构式也在某种程度需要依靠知识库提供的知识。
因此有必要建设标注有句法和语义等信息的构式知识库。目前，成熟的汉语构式知识库资源中
仅有譃譃譇譄，其收录的构式为謱謱謰謸条，主要收录的是已经出现在汉语本体研究论文中的构式，
多为学界讨论较多、较典型的汉语构式謨詹卫东謬 謲謰謲謱謩。目前对于汉语中到底有多少构式这一
问题，学界尚无定论，就目前譃譃譇譄的规模而言，其应该远未能覆盖所有汉语语言使用中的构
式，其收录的量级和态度义构式可能也不全面。因此，要为汉语情感分析提供构式先验知识的
支持，一方面需要构建对量级和态度义构式收录全面的知识库，另一方面也需要进行相应研究
来测算汉语构式总数的数量级，才能为构式知识库的构建提供参考。

此外汉语构式知识库的收录范围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主要是凝固型构式的边界问题，即
成语、俗语、谚语以及新兴网络流行语等是否应该收录为凝固型构式。我们认为成语、俗语、
谚语虽然也符合文章对构式的定义，但考虑到它们数量较大，如譜汉语习语知识库謢謨譃譨譩譮譥譳譥
證譤譩譯譭 譋譮譯護譬譥譤譧譥 譂譡譳譥謬 譃證譋譂謩謨譌譥譩 譡譮譤 譙譵謬 謲謰謱謰謩就收录了多达謳謸謱謱謷条汉语成语、俗语、谚语
等，而且它们出现时间长，很多辞书都已收录，语义确定性强，适合由情感词典收录。而新兴
网络流行语，如譜醉了謢、譜打脸了謢、譜凉凉謢等网络流行语，往往有特殊的修辞效果，从字面义
无法推知其意义。它们符合文章的构式定义，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凝固型构式。同时由于网络流
行语出现时间较短，语体非正式和偏口语化，传统语文词典和情感词典等知识库基本都没有收
录，其构式义又往往具有情感意义，因此有必要由构式知识库来对其进行收录，未来应注意对
这部分网络流行语的整理、追踪、收录、知识化。

5.3 探探探索索索科科科学学学的的的构构构式式式形形形式式式化化化表表表示示示方方方法法法

第三个问题是构式的形式化表示问题，即应该采用何种标准，来呈现单个构式的句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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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知识或者汉语文本中关于构式的句法和语义知识，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构式的识别。由于学
界对汉语构式的计算处理研究还在早期阶段，构式的形式化表示问题尚缺乏系统研究。前人
研究主要探索了结构化的知识库中单个构式的形式化表示问题：譃譃譇譄中使用謱謰余种特征謭值
对謨警譥譡譴譵譲譥謭譶譡譬譵譥 議譡譩譲謩来表示单个构式的句法语义特点，如变体、义项、释义模板、实例等謨詹
卫东謬 謲謰謱謷謻 謲謰謲謱謩。而对于如何在语料库这一类非结构化数据库中表征汉语构式的语言学知
识，研究则很少，少数相关研究如黄彤等謨謲謰謲謰謩尝试采用中文抽象语义表示謨譃譨譩譮譥譳譥 譁譢譳譴譲譡譣譴
譍譥譡譮譩譮譧 譒譥議譲譥譳譥譮譴譡譴譩譯譮謬 譃譁譍譒謩这一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句法语义表示体系，对譃譃譇譄中所
有条目的例句进行了构式的形式化标注，发现譃譁譍譒可以表示出謶謱謮謲謥的基本符合组合原则的
构式，同时发现在文本中标注构式存在语义省略、凝固型构式难以拆分表示、语义范围难以确
定、释义需要语境和语用推导等困难，并对标注策略进行了总结。
总体来看，学界在汉语构式的语料库标注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也没有经过科学标注的汉

语构式语料库作为参考标准和研究材料；而由于譃譃譇譄的实践，学界在汉语构式的知识库表示
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但仍需进一步研究和探索：从描写全面性的角度，探索应当用多少
类属性来表示构式所承载的语言知识；探索在实际语义计算中，最常调用的构式知识属性是哪
些；进一步探索构式的句法和语义是否有更合理、高效的形式化表示方法。

5.4 加加加强强强构构构式式式识识识别别别研研研究究究

第四个问题是构式的识别问题，即采用何种算法能够更好地从文本中自动识别构式，这是
构式计算处理过程的最后一步。由于汉语句法语义规则本身以及汉语构式的复杂性，以及汉语
句法语义分析研究对非常规、句法组合规则难以分析的边缘性结构重视相对不足，系统性研究
较少謨黄彤等謬 謲謰謲謰謩，目前尚未摸索出成熟高效的算法。同时我们也缺乏面向汉语构式识别的标
注数据集，无法训练出基于有监督学习的构式标注器。黄海斌等謨謲謰謲謰謩在没有训练语料的情况
下，探索了融合高斯混合模型、正则表达式以及词性匹配的无监督汉语构式自动识别算法，并
指出，构式识别算法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在无训练语料的情况下确定句子中构式的边界信息。除
此之外，汉语学界缺少相关研究积累，这给构式知识在情感分析乃至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应用带
来了困难。后续需要加强汉语构式数据集的标注以及识别算法实验性研究。

6 结结结语语语

文章为构式语法应用于情感分析提供了实证数据，以量化的方式揭示了汉语构式与情感意
义的关系，为汉语情感分析是否需要考虑计算构式的语义信息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了数据支
持，也为情感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即基于真实文本进行实证分析，弥补了汉语情感
分析研究对以构式为代表的语义隐匿性现象关注的不足，还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汉语构式情感分
析的相关研究及现实困难，推动了汉语情感分析研究的进展。同时，文章还为汉语构式研究提
供了实证数据支持，在构式语料库标注方面进行了探索。因此文章对于汉语情感分析、构式计
算、构式语法理论等研究均有一定价值，但这方面的研究还需更大规模语料库的支持，期望文
章能够为后续研究抛砖引玉，提供一种研究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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