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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复合名词短语的语义解释的主要目的是恢复修饰语和中心词之间隐含的语义关系 。该文针对汉语复合名

词短语的语义解释 ,首次采用动态的策略 , 提出了“基于动词的短语释义”的方法 , 利用语料库及 Web 数据 , 自动获

取复合名词短语的释义短语 ,实验结果表明 , 该方法不仅可以为复合名词短语提供多种可能的语义解释 , 而且能够

反应相似的复合名词短语之间细微的语义差别。此外 ,该文的研究结果可以服务于问答系统 、信息检索 、词典编纂

等多个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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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复合名词短语(noun compounds)是一种特定

类型的短语 ,它由相邻的名词序列组成 ,其功能整体

上相当于一个名词[ 1] ,如“电子 警察” 、“电脑 公司”

和“空气 质量 问题”。通常把复合名词短语中的最

后一个名词称为中心词(head),前面的成分称为修

饰词(modif ier)。从语法角度来说 ,复合名词短语

和词比较相似 ,整个复合名词短语的功能相当于中

心名词的功能 。

复合名词短语广泛存在于各种语言 ,经常出现

在各种文体中 ,衍生能力很强 ,组成方式简单但是歧

义性高 。这些特点使得复合名词短语在语言学和计

算语言学领域成为一个热点研究课题 ,其涉及到的

研究范围也越来越广泛 ,包括复合名词短语的自动

获取 、句法分析 、语义解释 、翻译以及语义焦点分析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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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名词短语的语义解释(noun compound in-

terpretation)的主要目的是自动获取修饰语和中心

词之间隐含的语义关系。这种语义信息的显性化对

信息检索 、问答系统 、机器翻译等诸多自然语言处理

任务有所帮助。例如 ,在问答系统中 ,若用户的问题

是“ the causes of headaches” , 如果已知 “ caf feine

headache”的语义解释是“headache caused by caf fe-

ine” ,就可以给出正确的回答。再如 ,在信息检索系

统中 ,用户输入查询“headache pill” ,系统可以提供

“pill causes the headache”或者 “pill prevents the

headache”等不同的语义解释来帮助用户改进查询。

本文主要研究了汉语复合名词短语的语义解

释 ,首次采用动态的策略 ,提出了“基于动词的短语

释义”的方法 ,自动获取复合名词短语的语义解释 。

本文组织结构如下:第 2 节介绍国内外相关研究 ,

第 3节介绍汉语复合名词短语释义方法的步骤 ,第

4节至第 6节对该方法中的每一步进行详细描述 ,

第 7节报告了评价方法及实验结果 ,最后 ,第 8节对

本文工作和下一步研究方向进行总结和展望 。

2　国内外相关工作

目前 ,英文复合名词短语的语义解释研究得较

为充分。总的说来 ,主要有两大处理策略 ,一种是自

上而下的策略(top-down st rategy),这种方法首先

要求有一组已经定义好的 、明确的关系集合 ,然后根

据这个关系集合 ,为每个复合名词短语分配适当的

语义关系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分类问题 ,也有文献将

这种方法称之为 “清单为本法(Invento ry-based

method)” 。

不同的研究者提出的语义关系集合各不相同 ,

文献 [ 2] 最早提出了九种 “可恢复的删除谓词

(recoverably dele teable predicates)” ,它们表示的语

义关系可以用介词短语或者关系从句的方式予以表

达 , 如 CAUSE(exam anxiety), HAVE(vege table

soup), MAKE (elect ricity station), USE (laser

printe r),BE(player coach),FOR(concert hall), IN

(morning class), FROM(peanut butter), ABOUT

(computer expert)。文献[ 3] 提出了一个语义关系

的分类体系 ,上层有 6个主要的语义关系类(CON-

S TITU TE , POSSESSION , LOCA TION , PUR-

POSE , ACTIVIT Y-ACTOR , RESEMBLANCE),

每个类下面包含若干子类 。文献[ 4] 定义了 13 种

语义关系 ,提出了判断复合名词短语语义关系的准

则 ,即通过 wh-questions(who , what , when , whom ,

where ,whose , how)对复合名词短语进行提问 ,根

据修饰语能否回答这些问题对短语进行语义归类。

文献[ 5]用 8 个介词(of , fo r , in , at , on , f rom , w ith ,

about)来定义语义关系 ,如 baby car(car for the ba-

by)。2007年 SemEval组织了一项评测“C lassifica-

tion of Sematic Relat ions between Nominals”[ 6] ,定

义了七种语义关系(Cause-Effect , Content-Contain-

er , Inst rument-Agency ,O rig in-Entity , Pa rt-Who le ,

Product-Producer , Theme-Too l)。

第二种是自下而上的策略(bo t tom-up strate-

gy),研究者认为第一种方法存在一些缺陷:首先复

合名词短语存在的语义关系是不能由一组固定的集

合穷尽的
[ 1]

,无论根据何种关系定义 ,总存在一些短

语不能被正确归类;其次 ,固定的关系集合难以反映

复合名词短语的多义性;最后 ,一个复合名词短语根

据不同的解释可以属于多个语义类 ,如“ lab print-

er” ,按照介词的语义关系分类 ,即可以是“printer in

the lab” ,也可以是“printer fo r the lab” 。因此研究

者采用一种非受限的 、开放式的方法 ,不事先定义语

义关系集合 ,而是通过大规模的语料去发现词语组

合时隐含的语义关系 , 并通过某种模式进行释义

(paraphrase)。

在这种思路下 ,很多研究者尝试用动词来解释

复合名词短语的语义关系[ 7-10] ,寻找能够连接中心

词和修饰词的 “事件框架(event f rame)” 。例如 ,

“but ter knife”和“ ki tchen knife” ,它们的语义解释

分别为“ knife fo r cut ting the but ter”和“knife used

in the ki tchen” ,其中“cut”和“ use”就是释义动词。

2010年的 SemEval 有一项英文的评测任务“Noun

Compound Interpretation Using Paraphrasing

Verbs and Preposi tions” [ 11] ,要求参赛者为每一个

复合名词短语提供释义动词集合 ,同时给出这些动

词的排名。

在汉语方面 ,相关研究成果较少。文献[ 12]研

究了具有名物化现象(nominalization)的汉语复合

名词短语的语义分类问题 ,如“鸟类 迁徙” , “迁徙”

是名动词(具有名词功能的动词),作者参照动词的

语义角色(semantic roles)定义了四种粗粒度语义

关系(Proto-Agent , Proto-Patient , Range 和 Man-

ner),对 300个复合名词短语进行了实验。该方法

是属于第一种策略的 ,按照定义好的语义类别对复

合名词短语进行分类 ,迄今为止 ,还未见汉语中采用

第二种策略处理复合名词短语语义关系的相关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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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因此本文则尝试第二种策略 ,利用语料库及

Web 数据 ,自动获取“基于动词的释义短语”对复合

名词短语进行语义解释。

3　汉语复合名词短语的释义方法

文献[ 13]对汉语谓词隐含(imply ing predicate)

进行过详细论述 ,从句法和心理实现性等方面对谓

词隐含现象进行了验证。动词在复合名词短语的语

义解释中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对于一个复合名词

短语“n1 n2” ,人们首先根据 n1和 n2之间的语义联

系去激活被隐含的动词 ,进而获得正确的语义解释 。

在一定的语境中 ,这个隐含的动词是可以复原的 。

例如 ,“红木 家具” ,解释为“红木 制造 的 家具” ,其

中“制造”就是隐含谓词。“爱情 故事” ,解释为“描

写 爱情 的 故事” , “描写”是隐含谓词。隐含谓词可

以有多个 ,例如 , “水果 价格” ,可以解释为“买/卖/

销售 水果 的 价格”等。我们将上述包含动词以及

目标名词的短语称之为“基于动词的释义短语” ,本

文的目的就是自动发现这些释义短语 ,并按照释义

的可能性给出排名 ,即越恰当的释义排名越靠前 。

该过程分为以下三步:

(1)动词获取 。对一个复合名词短语“n1 n2” ,

找到与 n1和 n2概念相关的动词。

(2)释义短语生成 。将 n1 、n2以及第一步中获

取的动词放入已定义的释义模板中 ,生成所有可能

的释义短语 。

(3)释义短语过滤 。将第二步中生成的模板作

为查询(query),送入搜索引擎 ,得到命中次数 ,并按

照命中次数的降序对释义短语排序 。

4　动词获取

名词通常指涉概念 ,概念有不同的特征 ,名词与

名词组合构成复合名词短语时 ,某一方面的特征会

凸显出来。例如 ,“钻石”作为一种坚硬的材质可以

被切割和打磨 ,并可以镶嵌在戒指上作为装饰物 ,

“钻石 锯片”和“钻石 戒指”分别凸显了“钻石”的两

种不同特征 ,而这种特征可以通过不同的“动词”进

行解释 ,即“切割 钻石 的 锯片”和“镶嵌 钻石 的 戒

指” 。因此 ,动词获取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取所有可能

的与名词概念相关的动词 ,在两个名词组合时 ,与被

凸显特征相关的“动词”就是合理的语义解释 。

在自然语言中 ,任何形式和结构都是为了表达

一定的意义 ,而任何意义及其关联都要通过一定的

形式和结构表现出来。从句法层次上看 ,连接动词

与名词的最为直接的语法关系就是“述宾(verb-

object)”和“主谓(subject-verb)” ,即名词充当动词

主语或者宾语 ,名词与动词之间存在语义关联。因

此 ,本文从形式上可以把握的线索———表层的句法

结构入手 ,利用“述宾”和“主谓”两种语法关系 ,获取

与名词概念相关的动词。但是 ,这就要求语料是经

过深层加工并标记了句法结构的 ,而目前可以利用

的中文短语结构树库资源十分有限 ,这会直接影响

获取动词的数量(覆盖率)。因此本文采用一种回退

的策略 ,获取与名词在指定语法关系下具有搭配意

义的动词 ,并不要求语料经过深层次的句法加工和

标注 。中文词汇特征素描系统(Chinese Sketch En-

gine)①即可以胜任此项任务 。

4.1　中文词汇特征速描系统

Ske tch Engine 是一个大规模语料处理系

统[ 14-15] ,该系统除了提供一般的关键词及语境查询

外 ,还提供了词汇特征素描(word sketch)、语法关

系(g rammatical relation)以及同近义词分析(the-

saurus)等自动产生的语法知识 。目前这个系统已

经应用在英语 、汉语 、法语 、德语 、日语等多国语言 ,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中文词汇特征素描系统(CSE ,

Chinese Sketch Engine)是 Sketch Engine 系统与十

四亿字的Chinese Gigaw o rd语料相结合的产物
[ 16]

,

提供了绝大部分中文词汇实际使用的描述 ,可以服

务于诸多自然语言处理任务 。

Word Sketch描述了词语在某些语法关系下与

其他词语的搭配情况。根据词类的不同 ,其对应搭

配词的语法关系也不同 。例如 ,CSE 中名词的搭配

关系有述宾关系(object  of)、主谓关系(subject 

of)、领属关系(po ssession/po sse sso r)、修饰关系

(A modifier/ N  modifier/modifies)及并列关系

(and/o r)等 9种。所有的搭配关系可以用一个三元

组(t riple)表示 ,即(wo rd1 , relation , wo rd2), 其中

wo rd1 是查询的关键词 , rela tion 是语法关系 ,

wo rd2是在这种语法关系下的搭配词 。

4.2　获取步骤

利用 CSE 中的Word Sketch 功能可以方便地

5

① 该系统是一个网络在线系统 , 访问地址:ht tp:// w ord-

sketch.ling.sinica.edu .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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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某个名词的在各种语法关系下的特征素描 ,本

文只使用“ subject o f”和“object of”两种关系 。以

复合名词短语“ n1 n2”为例 , 经过两步获取释义

动词 。

第一步 ,将 n1和 n2作为查询关键词 ,分别获取

它们在“subject of”和“object o f”两种语法关系下

的搭配词 ,本文只为每个名词抽取前 200个显著性

最高的搭配词 ,这样分别得到名词 n1 和 n2的相关

动词集合 ,记为 VerbSetn1和 VerbSetn2。

第二步 ,求 VerbSetn1和 VerbSetn2的交集 ,得

到名词 n1和 n2共有的动词 ,作为最终的释义动词

获取结果。

以“爱情 故事”为例 ,表 1 给出了两个名词在

subject of 和 object of 语法关系下的搭配动词样

例 ,以及它们求交集的结果 。表 2给出了其他两个

复合名词短语“水果 价格 、网球 场地”的释义动词

获取样例 ,同时给出了获取动词的个数。

表 1　“爱情 故事”的释义动词获取过程

爱情

(VerbSe tn1)

背叛 追求 象征 遇见 追寻 表达 描述 描写

相信 昭告 见证 演绎 万岁 冲昏 釀 加温 滋

润 不渝 献给 挡 追求 降 超越

故事

(VerbSe tn2)

讲述 诉说 讲 叙述 取材 描述 演绎 述说 冒

险 编造 描写 听 编 流传 讲起 改编 搬上 传

遍 精选创作 浓缩 说明娓娓道來铺陈 讲完

重演 编排

爱情 故事

(集合交集)

叙述 围绕 有关 经历 表示 发生 追寻 表达

充满 看 追求 演出 分享 演绎 诠释 描写 描

述 寻找 诉说 向往 了解 展现 写 牺牲 留下

表 2　释义动词样例

复合名词短语 动词个数 释义动词样例

水果 价格 40

促销导致 批发 提高 普遍 上涨

含 买到 卖出 购买 贩售 持续

抵消 下挫 进口 销 收购 出口

网球 场地 23

开展 赞助 管理 进入 举行 打

看到 增加 给 参加 选择 离开

展示 练习 举办

5　释义短语生成

文献[ 13]提出了典型的谓词隐含的句法模式 ,

本文借鉴其研究成果 ,采用四种句法模板来生成释

义短语 。见表 3 ,其中 , “ n1 n2”是复合名词短语 ,

“v”是获取的动词。以“爱情 故事”为例 ,根据释义

模板产生了 152个基于动词的释义短语 ,表 4给出

了部分样例。这里按照释义模板生成释义短语时 ,

采用的是一种穷尽的方式 ,产生所有可能的释义短

语 ,这些释义短语中除了包含正确的解释之外 ,也必

然带来很多噪音。因此需要对这些短语进行过滤和

排序 ,尽量把最恰当的释义短语排在前面。

表 3　释义模板

编号 模　　板 编号 模　　板

P1 n1 + v +的 + n2 P3 n2 + v + n1

P2 n1 + v + n2 P4 v + n1 +的 + n2

表 4　“爱情故事”的释义短语样例

动词 释义短语 动词 释义短语

叙述

爱情叙述的故事

爱情叙述故事

故事叙述爱情

叙述爱情的故事

发生

爱情发生的故事

爱情发生故事

故事发生爱情

发生爱情的故事

围绕

爱情围绕的故事

爱情围绕故事

故事围绕爱情

围绕爱情的故事

追寻

爱情追寻的故事

爱情追寻故事

故事追寻爱情

追寻爱情的故事

6　释义短语过滤

释义短语过滤的目的是去除噪音(即不合理的

解释),保留合理的解释 ,并将最恰当的解释给予较

高的排名。为此 ,最为直观的解决方法就是在语料

中为每个释义短语寻找“证据” ,如果该释义短语经

常在语料中出现 ,那么就认为它是常用的 、合理的解

释 ,可信度较高;如果出现频次很低 ,就认为该解释

并不可信。因此 ,释义短语过滤的基本假设就是:

正确的释义短语应该出现在语料中 ,并且随着其出

现次数增加 ,释义的可信度随之增加 。

然而 , 在自然语言处理中 , 数据稀疏(Data

Sparseness)是基于语料库的统计方法面临的一大

难题。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 ,网上文本资源

越来越丰富 , 研究者提出把互联网(World Wide

Web)看做一个巨大的语料库 ,利用 Web数据构建

语言资源[ 17-18] ,或者为某些自然语言处理任务提供

参数平滑(smoo thing)以缓解数据稀疏问题[ 19-20] 。

本文利用海量的Web数据 ,对释义短语进行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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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过滤掉不合理的短语。做法是:将生成的释义

短语作为查询送入搜索引擎 ,得到命中次数 ,按照命

中次数的降序进行排序 。命中次数越高的短语 ,就

越可能是最恰当的释义。目前 ,Google(www .google.

com)和 Baidu(www .baidu .com)是使用最为普遍

的中文搜索引擎 ,本文利用这两大搜索引擎进行了

实验 ,查询的方式都是精确匹配(exact ma tch)。

表 5　基于 Baidu和 Google结果的释义短语排名样例

排

名

爱情 故事

Baidu Google

1 描绘爱情的故事 11 400 爱情有关的故事 2 920 000

2 追求爱情的故事 10 100 爱情经历的故事 1 280 000

3 寻找爱情的故事 7 900 爱情发生的故事 892 000

4 有关爱情的故事 4 070 爱情有关故事 272 000

5 爱情有关的故事 3 860 故事写爱情 233 000

6 为爱情的故事 3 080 描绘爱情的故事 186 000

7 故事诠释爱情 1 390 爱情为故事 154 000

8 写爱情的故事 1 320 故事让爱情 133 000

9 属于爱情的故事 884 故事描写爱情 128 000

10 诠释爱情的故事 739 诉说爱情的故事 89 800

　　表 5分别给出了复合名词短语“爱情 故事”基

于 Baidu和 Goog le的结果样例 ,表中显示的是前10

个命中次数最高的释义短语 ,短语后面的数字是命

中次数 。可以看出 ,由于Google 和 Baidu对中文网

页的索引规模不一样 ,所以两者对于同一查询所返

回的命中次数并不一致 ,导致释义短语的排名有所

差别。

7　实验结果及分析

本文共选择了 391个汉语复合名词短语作为实

验对象 ,经过上述三个步骤 ,为每个复合名词短语获

取可能的释义短语 ,并给出排名 。

为了评测该方法的性能 ,获取的释义短语都将

经过人工检查 ,作出二元判断(是或否),即该释义短

语与对应的复合名词短语是否意义相同或者相近。

对每个复合名词短语 ,返回排名最高的前 n个(Top

n)释义短语 , 分别提供给 3位标注者进行判断①。

对每个释义短语 ,如果有 2个或以上标注者认为正

确 ,则判定为正确 。然后对每个复合名词短语 ,统计

给出的候选释义短语中是否有正确的释义出现 ,基

于此就可以计算整个方法的准确率 , 如公式(1)

所示。

Accuracy=the number of compounds w ith co rrect interpretat ion
the total number of compounds

×100% (1)

表 6　基于 Google和 Baidu结果的准确率

Top n 1 3 5 10

准确率

Accuracy/ %

Goog le 68.79 90.28 93.35 96.41

Baidu 71.09 89.25 92.83 96.67

　　本文给出了 n取值为 1 、3 、5或 10时的四组评

价结果 ,见表6 。表中显示 ,使用Google和 Baidu 所

得结果的准确率非常接近 。当只为每个复合名词返

回排名最高的一个释义短语时 ,它们的准确率在

70%左右 ,随着返回的释义短语的个数增加 ,准确率

不断提高。当 n等于 3时 ,大约 90%的复合名词短

语都可以找到正确的释义短语 ,比 n等于 1时提高

了 20%多 ,增幅显著。当 n逐步增大到 5 和 10时 ,

准确率依次提高了 3%～ 4%,增幅不大 。实验结果

说明本方法可以有效地为大部分复合名词短语提供

正确的释义短语 , 当返回前三个排名最高的释义短

语时 ,准确率已经达到 90 %。

本文分别列举了两组复合名词短语 ,每组具有

相同中心词 , 并给出它们正确的语义解释 , 见

表 7(a)-(b)。可以看出 ,对于同一个复合名词短语 ,

不同的释义短语给出了各种可能的语义解释 ,例如

“电影 公司”可以是“制作 电影 的公司”或“发行电

影 的 公司”等不同职能的公司 。对于同一组具有

相同中心词的复合名词短语 , 释义短语分别反映了

表 7(a)　中心词为“故事”的复合名词短语的释义

民间 故事 爱情 故事

民间 流传 的 故事 描绘 爱情 的 故事

流传 民间 的 故事 追求 爱情 的 故事

故事 源于 民间 寻找 爱情 的 故事

源于 民间 的 故事 有关 爱情 的 故事

故事 取材 民间 诠释 爱情 的 故事

7

① 三位标注者 ,其中一位是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其余两位是计算语言学专业的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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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b)　中心词为“公司”的复合名词短语的释义

电影 公司 啤酒 公司

电影 发行 公司 公司 销售 啤酒

电影 制作 公司 啤酒 制造 公司

电影 投资 公司 啤酒 经销 公司

电影 进出口 公司 啤酒 代理 公司

电影 服务 公司 公司 经营 啤酒

它们进行语义关联的方式 ,例如 , “民间 故事”用“流

传 、源于 、取材”等动词进行释义 ,强调的是故事的来

源或发生地 ,而“爱情 故事”用“描绘 、诠释”等动词

进行释义 ,强调的故事的内容 。虽然两者在结构形

式上是一样的 ,但是通过对比各自的释义短语 ,就可

以发现语义联系是有差别的。

本文对没有找到正确释义的复合名词短语(当

n等于 10时没有找到)进行了分析 ,造成没有找到

正确释义短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 ,没有获取到正确的释义动词 ,造成由这些

动词生成的释义短语也不正确 。例如 , “农民 习气”

获取到的释义动词只有两个:“摆脱”和“改变” ,都

不能正确解释两个名词的语义关联(正确的应该是

“来自”或“存在”类动词)。因此 ,提供的候选释义短

语中没有包含正确答案。

第二 ,搜索引擎 Goog le 和 Baidu索引的差异 ,

导致释义短语排名不同 ,正确的释义短语可能排名

靠后 ,因此某些复合名词短语可以在其中一个找到

正确的释义短语 ,而在另外一个失效。例如 , “奶油

蛋糕”在 Baidu 提供的前十个结果中没有正确释义 ,

而在 Google 提供的结果中 ,正确的释义短语“蛋糕

包括 奶油”排名在前十位。

在分析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 ,汉语复合名词短语

与英语相比 ,存在着不少差异 。例如 ,把汉语复合名

词短语翻译成英文时 ,一些名词的词性会发生变化 ,

变成形容词 。例如 ,复合名词短语“国际 标准”的英

文是“internat ional standard” ,名词“国际”变成了形

容词“ international” 。在英文复合名词短语的释义

任务中 ,这类形容词作为修饰语的复合名词短语是

不包括在内的。而在汉语中 ,对于这部分名词实际

上充当了形容词功能的复合名词短语 ,是很难找到

合适的动词进行释义的。因此 ,本文在选词时候 ,并

没有选择这部分复合名词短语进行释义 。这样就使

得中文和英文的释义任务有更多的共同点 ,可以相

互借鉴和对比。

8　结语

本文首次在汉语中采用“基于动词的短语释义”

的方法对复合名词短语进行语义解释 ,该方法不仅

可以为复合名词短语提供多种可能的语义解释 ,而

且能够反应组成相似的复合名词短语之间细微的语

义差别 。此外 ,本文的结果也可以服务于问答系统 、

信息检索 、词典编纂等多个应用领域 。

本文的方法优于以中心语或修饰语分类的方

法 ,以表 7中的两组复合词为例 ,中心语相同时并不

表示其构成关系相同 ,本方法有效地解决了这个以

复合名词短语成分展开无法解决的问题。下一步 ,

我们将围绕动词获取和释义模板两个方向继续研

究 。获取动词的方法还可以进一步改进 ,本文利用

Chinese Word Sketch 获取在指定语法关系下具有

搭配意义的动词 ,这样获取的动词还是有限的 ,可以

借鉴英文的方法 ,定义一些模板在 Web 数据(如

Goog le 5-gram web index)上进行扩充。此外 ,本文

使用的释义模板还比较简单 ,需要改进和完善。例

如 ,一些时间名词和地点名词在释义短语中实际上

是作状语 , “冬季 运动”解释成“(在)冬季 参加 运

动”就比较合理 ,而目前的方法并没有将这种情况考

虑在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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