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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基于 HNC 的汉语词语知识库是 HNC 知识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以句类知识为核

心 ,从概念 、语句和语境三个层面提供汉语理解处理所需的知识。经过 10 多年的建设 , 该库已达到 80 ,

000 多词的规模 , 成为中文信息处理 、汉语教学和汉语本体研究的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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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HNC 理论及其知识库系统简介

HNC(Hierarchical Netw ork of Concepts ,

概念层次网络)理论[ 1] ,[ 2] (黄曾阳 1998;2004;

2010)定位于消解自然语言理解中的模糊 ,如一词

多义模糊 、词语组合模糊 、指代模糊等 ,它建立的

自然语言表述和处理模式 ,以概念联想脉络(又称

语言概念空间或语义网络)为消解模糊的基本依

托 ,设计了概念联想脉络的三个符号表述体系:一

是概念表述体系 ,用有限的概念基元表述无限的

概念;二是语句表述体系 ,用有限的句子类型表述

无限的语句;三是语境表述体系 ,用有限的语境单

元表述无限的语境 。HNC 完整地构建和发现了

这三个有限:有限的概念基元约有 20000个 ,有限

的句子类型有 57种 ,有限的语境单元约有 15000

种。概念基元形成层次化 、网络化的系统 ,从高层

到低层分为 18个概念范畴 、101个概念群和 456

个概念树 ,这是 HNC 建立概念联想脉络的核心

和基础。

HNC的知识库系统是服务于自然语言理解

处理的知识表示体系和资源建设工程 ,由三个层

面的知识库构成:一是概念层面的知识库 ,这是与

语种无关的知识 ,是理解处理各种语言都共同需

要的知识 ,其描述对象就是上述有限的概念基元 、

句子类型和语境单元。二是语言层面的知识库 ,

这是与语种有关的知识 ,就是用 HNC 描述理解

处理一种语言所需的知识 ,最主要的语言知识库

是以词汇单位为描述对象的词语知识库 。三是世

界层面的知识库 ,包括常识及专业知识 ,因其数量

庞大 ,类型复杂 ,一般是配合应用系统开发的需要

而进行的 。

基于 HNC的汉语词语知识库(简称 HNC汉

语词语库)是把 HNC 理论应用于汉语理解处理

而建立的语言层面的知识库。

二 、HNC 汉语词语库的基本内容

HNC汉语词语库中只包含双字词和多字

词 ,不包含单字词 ,因为对汉语单字的知识描述要

包含一些不同于词语库的知识 ,须单独建库 。[ 3]

HNC汉语词语库有 20多个知识项 ,下面着

重说明其中最重要 、最有 HNC 特色的内容。

(一)概念类别知识

概念类别知识是对词语的语义和语法特征的

综合提炼 ,为汉语语句的理解处理提供首要的激

活知识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初步判断语句的总

体结构所需的知识 。例如 ,对可充当语义块标志

符的词语(如“关于 、通过 、为了”等)、能充当全局

中心动词修饰成分的词语等 ,都赋予特定的概念

类别符号。二是优先做局部组合处理所需的知

识。句子中的有些成分可以在确定句子的总体结

构前优先进行组合识别 ,如时间短语 、空间短语 、

数量短语等 ,对构成这类成分的词语也都赋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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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概念类别符号。

HNC汉语词语库中使用的概念类别符号一

共有 100多个 ,是以 HNC 的概念体系为纲 、配合

汉语语句理解处理的需要而设计的 。
[ 4] [ p.102-108]

(二)HNC 符号知识

HNC符号是用 HNC 的概念符号体系来表

述词语的意义 ,例如:
增加 v341　　教师 pa71　　召开 vc39e219

减少 v342　　讲课 va71　　会议 gc39e219

年 w j10-　　月 w j10-0　　日 wj10-00

感觉 v r710　　情感 g713　　高兴 vu7131

战争 gva42　　武器 pw a42　　裁军 vc342&pea41

协议 r c249a　　达成 vc249a＄(v311 (jlv001/v810))

这些符号串中蕴涵着概念联想的简明而丰富的知

识 ,如“增加”与“减少”的反义关联 、“召开”与“会

议”的动宾关联 、“教师”与“讲课”的主谓关联 、

“年 、月 、日”的包含关联 、“情感”与“高兴”的上下

位关联 、“战争 、武器 、裁军”与军事领域的关联

等等 。

作为符号体系 ,自然语言有一个严重缺陷 ,就

是意义上密切相关的内容 ,表达符号上却往往毫

不相关 ,对人脑来说这不是问题 ,因为人脑有概念

联想能力 ,而对计算机来说 ,这是个致命的障碍 ,

因为它从语音或文字符号上无法获取意义上的关

联 ,也就无法进行理解处理 。HNC 符号把词义

之间的概念关联显式地表达出来 ,为计算机提供

了理解处理的基本依托。因此 , HNC 符号并非

线性的符号串 ,而是为表达概念关联而精心设计

的复合结构体。[ 1] [ p.17-43] ,[ 4] [ p.28-49]

HNC符号是为计算机对自然语言进行理解

处理而设计的 , 它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 , HNC

符号是对词义的近似表达 ,其首要目的不是给出

概念的精确表示 ,而是给出概念联想脉络知识的

线索 。第二 , HNC 符号中不仅蕴含着词汇层面

的知识 ,还蕴含着语句和语境层面的知识 ,如句类

知识 、领域知识等。

(三)句类知识

HNC 的句类是句子的语义类型 ,与句子的

语法结构无关。HNC 发现 ,自然语言的语句有

57种基本句类 ,并写出了它们的表示式。这 57

种基本句类是句子语义的基元类型 ,用它们的表

示式及其组合 ,可以描述任何语言的任何语句的

语义结构 。句类表示式由语义块构成 ,语义块是

句子语义的下一级构成单位。不同的句类有不同

的特点 ,称为句类知识 。语义块 、句类 、句类表示

式和句类知识是 HNC建立的语句表述模式的基

本概念。[ 1] [ p.44-59] , [ 4] [ p.50-88]

HNC词语库中的句类知识 ,就是用 HNC 的

语句表述模式描述一个词能形成什么样的句子 ,

包括句子中语义块的数量和排列顺序 ,各个语义

块的内涵和构成 ,以及它们的核心部分优先由什

么样的概念充当等等 。例如 , “打断”有两个意思 ,

一个是“打断腿”的“打断” ,另一个是“打断思路”

的打断 ,第一个意思的句类知识是:它形成的句子

是一般作用句 ,有三个语义块 ,如下面的例句所

示 ,分别是作用者“张三” ,作用“打断了”和作用对

象“李四的腿” ,作用者的优先概念是人 ,作用对象

的优先概念是具体物 ,它们有三种排列顺序 ,如例

句 a、b和 c所示 ,在例句 c那样的顺序中 ,作用对

象可能发生分离 ,如例句 d所示 ,分离出去的部分

移到最后 ,如例句中的“腿”。第二个意思的句类

知识大部分与第一个意思的相同 ,不同之处在于 ,

它的作用对象必须是抽象概念 ,如“思路 、进程 、谈

话”等 ,作用者可以是人 ,也可以是“马达声 、行动 、

提问”等。靠这些知识就可以对“打断”形成的句

子进行有效的理解分析 ,并判断具体句子中的“打

断”是哪个意思 ,也就是消解一词多义模糊。
a.[ 张三] [ 打断了] [ 李四的腿] 。 　b.[张三] [把李

四的腿] [ 打断了] 。

c.[ 李四的腿] [ 被张三] [ 打断了] 。 　d.[李四] [被张

三] [ 打断了] [ 腿] 。

再如 ,“起诉”的句类知识是:它形成的句子是信息

转移句和关系句的混合 ,有四个语义块 ,如例句 e

所示 ,分别是信息转移发出者及关系第一方“张

三” 、信息转移及关系“起诉” 、信息接收者“法院”

和关系第二方“李四” ,它们必须以例句中的顺序

排列 ,关系双方必须是人或组织机构 ,信息接收者

必须是法律机构。
e.[张三] [向法院] [起诉] [李四] 。

上面提到的一般作用句 、信息转移句和关系

句等 ,都是 HNC 的 57中基本句类。

上例中 ,以“打断”和“起诉”为核心的语义块

称为特征语义块 ,特征语义块的核心一般是动词 ,

但也可以是名词 ,如“张三对李四的计划没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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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句子的特征语义块是“没兴趣” ,其核心“兴

趣”是名词 。HNC 词语库为所有可能充当特征

语义块核心的词语配备句类知识。

(四)其他词汇知识

除了以上三大项以外 , HNC 汉语词语库提

供的词汇知识主要还有音调 、义项总数 、义项的使

用频度等级 、重叠形式 、能否分离 、相邻搭配等 。

(五)例句

为了具体说明词语的意义和用法 , HNC 汉

语词语库还提供了丰富的例句 ,这些例句绝大多

数来源于大规模真实语料库 ,但不是随便抽取的 ,

而是为了有针对性地说明词语的各种意义和用法

特点而精心挑选的。

三 、HNC 汉语词语库的特点

以 HNC理论的自然语言表述和处理模式为

指导 ,是 HNC汉语词语库的基本特点 ,主要体现

在以下 6个方面:

第一 ,以概念和语义为中心 ,而不是以语法为

中心 。

第二 ,与汉语理解的技术实现紧密结合。

HNC 汉语词语库和 HNC 汉语理解技术都以

HNC理论为统一指导 ,词语库的内容和表示方

式都密切配合理解处理的需要 ,而且能及时得到

应用 、检验和改进。

第三 ,以消解模糊 ,实现汉语理解处理为目

标。HNC汉语词语库的主要知识项都服务于这

一目标的实现 ,而不是把各种词汇知识都汇集

起来 。

第四 ,从概念 、语句和语境三个层面提供知

识。这是由 HNC汉语词语库的上述服务目标决

定的 ,实现这个目标所需的知识既有概念层面的 ,

也有语句和语境层面的 ,这些知识都需要通过词

语知识来激活。

第五 ,以句类知识为核心 。这也是 HNC 汉

语词语库的上述服务目标决定的 ,词语库中的各

项知识都以句类知识为纲领。

第六 ,高度符号化和数字化 ,不是用自然语言

描述自然语言 。HNC 汉语词语库的主要知识项

都是用 HNC的符号体系表述的 ,这些符号体系

是为了让计算机获得理解自然语言所需的关键知

识而精心设计的 ,是完全符号化和数字化的 。例

如 , HNC 符号表达的知识 ,是不能用自然语言的

表述方式来取代的。

四 、HNC 汉语词语库的应用

HNC 的 语 言 理 解 技 术 称 为 句 类 分

析 , [ 1] [ p.56-58] 要针对一种语言实现句类分析技术 ,

就必须基于 HNC 建立这种语言的词语知识库 ,

因此 , HNC 汉语词语库是以句类分析实现汉语

理解技术[ 5] 所依赖的基础资源。 HNC 的汉语理

解技术已经在智能信息检索和机器翻译等领域得

到应用 , HNC 汉语词语库自然也是这些应用系

统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源。

HNC汉语词语库是基于 HNC 理论建立的 ,

这并不意味着它只能用于基于 HNC 的语言处

理。HNC汉语词语库以语义为中心提供了丰富

的知识 ,可以在中文信息处理的很多方面得到应

用 ,如专名识别 、命名实体识别 、信息抽取 、智能查

询等 。

HNC汉语词语库也是汉语本体研究的宝贵

资源 ,特别是在词汇语义研究方面。从这个库中

可以很方便地检索出汉语中跟某个概念相关的大

部分词语 ,并进一步找出跟这些词语的意义有各

种关系的词语 ,这样就可以方便地研究词义的关

系和系统 。例如 ,从库中检索跟“快”和“慢”这两

个概念相关的词语 , 可以分别得到 204 个和

67个。

HNC汉语词语库也可以在汉语教学和词典

编纂中得到应用 ,因为这个库中详细描写了词语

的各种意义和用法 ,而且配备了典型 、真实 、丰富

的例句。以这个库为基础 ,我们已经尝试编写了

包含 1500 多个常用动词的学习型现代汉语动词

词典 。

信息时代需要人机两用的语言研究 , [ 6] HNC

汉语词语库是一种人机两用的语言资源 。

五 、HNC 汉语词语库的发展

HNC汉语词语库的建设始于 1997年初 ,经

过十几年的积累 ,至 2009 年底 , 库中共有词语

80 ,793个 ,义项 89 , 901 个。为建设这个库而投

入的总工作量估计已有 200个人年 。

在 HNC汉语词语库的建设中 ,最困难 、最重

要的工作不是词语数量的扩充 ,而是质量的保证 ,

检查和修订占用了总工作量的一半以上 。尽管如

此 ,现在的库还只能算是达到了 1.0版的水平 ,还

需要不断改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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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扩充词语以外 , HNC 汉语词语库今后

的发展要着重于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进一

步细化填写规范;二是加强建库平台和辅助工具

的研发 ,以提高建库的效率和质量;三是逐步提高

开放性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使用这个资源;四是推

动这个资源在语言信息处理 、语言教学和语言本

体研究等多方面的应用;五是根据 HNC 理论的

进展进行更新和升级 。

六 、结束语

HNC汉语词语库是实现汉语理解处理不可

或缺的基础资源 ,它的建设不可能一劳永逸 ,必须

不断探索和改进 。HNC 汉语词语库是人机两用

的语言资源 ,要建好这个资源 ,需要大量跨接语言

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另一方面 ,

这个库的建设也是培养这类复合型专业人才的教

练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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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xical Knowledge Base of Modern Chinese Based on HNC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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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nstitute o f Chinese In f ormation Processing , Bei jing Normal University , Bei jing 100875 , China)

Abstract:　The lexical know ledge base o f modern Chinese based on HNC Theo ry is an impo rtant part

of HNC know ledge system fo r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The Base presents conceptual , sen-

tence-related and si tuational know ledge o f w ords w hi le cente ring on sentence ca tego ry know ledge.

With much ef fo rt of thi rteen years , this bas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one housing more than 80 ,000

Chine se w o rds , which is useful for Chinese info rmation processing , Chinese learning and teaching as

well as linguistic studies.

Key words:　HNC Theo ry ;lexical know ledge base;modern Chinese;Chinese informat ion pro cess-

ing;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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