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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句式结构树库是以句本位语法为理论基础构建的句法资源，对汉语教学以及句式结构自动句
法分析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已有的句式结构树库语料主要来源于教材领域，其他领域
的标注数据较为缺乏，如何高效地扩充高质量的句法树库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人工标注句法
树库费时费力，并且树库质量也难以保证，为此，本文尝试通过规则的方法，将宾州中文树
库（ｃｔｂ）转换为句式结构树库，从而扩大现有句式结构树库的规模。实验结果表明，本文
提出的基于树库转换规则的方法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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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言言言

树库是经过标注的深加工语料库，它记录着真实文本中每个句子的句法标注结果，提供分词、词
性标注、句法结构等信息。目前广泛应用于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主流树库类型是短语结构树库和依存
结构树库，句式结构树库的资源较少。

短语结构树库遵循短语结构语法，描写句子的短语结构，中文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是宾州中文树
库（ｐ･ｮｮ ｃｨｩｮ･ｳ･ ｔｲ･･｢｡ｮｫ，以下简称ｃｔｂ）Ｈｘｵ･ ･ｴ ｡ｬＮＬ ＲＰＰＵＩ、清华汉语树库（ｔｳｩｮｧｨｵ｡ ｃｨｩｮ･ｳ･
ｔｲ･･｢｡ｮｫ，简称ｔｃｔ）Ｈ周强Ｌ ＲＰＰＴＩ等；依存结构树库遵循依存语法理论，该理论由法国语言学
家ｌＮｔ･ｳｮｩ２･ｲ･于ＱＹＵＹ年提出，通过句子中词与词之间的依存关系来分析句法结构，认为任何两个词之
间的依存关系中必有一个是中心词Ｈｔ･ｳｮｩ２･ｲ･Ｌ ＱＹＵＹＩ，具有代表性的中文依存树库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汉
语依存树库（ｈｉｔＭｉｒＭｃｄｔ，简称ｃｄｔ）Ｈｈ･ ･ｴ ｡ｬＮＬ ＲＰＰＹＩ。

值得注意的是，短语结构语法和依存结构语法均｜以结构关系描写代替句子格局分析Ｂ，｜句式结
构在中文信息处理中一直处于一种模糊的地位ＢＨ彭炜明･ｴ ｡ｬＮＬ ＲＰＱＴＩ，鉴于此，北京师范大学语言与
文字资源研究中心构建了句式结构树库，弥补了这一不足。该树库以句本位语法体系为理论基础，
着力研究各类句式的结构规律，总体特点为：Ｑ）句法上以句子成分分析法作为析句方法，并以｜图解
法Ｂ为语法分析工具；Ｒ）词法上采用｜依句辨品Ｂ的词法观，｜以句法控制词法Ｂ，这种语法本质上属于
教学语法。上世纪六十年代，受到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的影响，汉语的句法分析开始以｜直接成分Ｂ分
析取代｜句子成分Ｂ分析，典型的是朱德熙先生在《语法讲义》中建立的｜词组本位Ｂ语法体系Ｈ朱德熙Ｌ
ＱＹＸＲＩ，其以｜短语Ｂ为本位作为汉语语法分析的基础，总体特点为：Ｑ）句法上以直接成分分析法（或
称层次分析法）为析句方法，认为汉语句子构造原则与词组构造原则一致；Ｒ）词法上，以词的语法
功能为划分词类的标准。直接成分分析法属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句法分析方法，短语结构语法实际上
也是从直接成分分析法派生而来。整体而言，与短语结构树库标注句子层次结构、依存结构树库描写
词与词之间关系相比，句式结构树库更能够呈现句子的整体结构，树结构更加扁平。

大规模树库多以自动句法分析为主要应用，但对于句式结构树库，｜语言教学既是其理论之源，
也是主要应用方向之一ＢＨ彭炜明Ｌ ＲＰＲＱＩ，如交互式出题、文本可读性评估等研究，句式结构自动分析
器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目前该树库语料约Ｗ万句，主要来源于国际汉语教材、中小学语文教材、
文学作品等，其他领域语料较为缺乏，如何高效扩充高质量的句法树库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大规模句法资源的构建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程，目前常用的有人工标注及树库转换两种方法。人
工标注树库能够保证树库质量，但成本高，耗时长。第二种方法是比较行之有效的，即利用现有的树
库资源，通过寻找两种形式语法之间的映射关系，转化成所需的目标树库。理论上来说，不同类型的
树库在语法形式上尽管各不相同，但本质上都是对真实文本的句法结构的描写，这使得不同树库的转
换具有可行性。

目前关于树库的自动转换研究主要集中在短语树库与依存树库之间的转换。ｌｩｮＨＱＹＹＵＩ较早
地提出了一种中心词节点表的方法，将短语树转换到依存树；ｘｩ｡等人ＨＲＰＰＱＩ阐述了两种将短语
树转成依存树的算法，采用中心词过滤表的方法将宾州树库（ｐ･ｮｮ ｔｲ･･｢｡ｮｫ，以下简称ｐｔｂ）
转换成依存树库，并提出一种新的算法，将产生的依存树转换成短语树，转换结果很接近原有
的ｐｔｂ。此外，ｚ｡｢ｯｫｲｴｳｫｹ 等人ＨＲＰＰＳＩ、ｎｩｵ 等人ＨＲＰＰＹＩ、以及ｋｯｮｧ 等人ＨＲＰＱＵＩ对短语结构与依存
结构之间转换也做了研究与实践。在中文领域，树库转换研究较早的是党政法等人ＨＲＰＰＵＩ，其在ｌｩｮ
ＨＱＹＹＵＩ与ｘｩ｡ＨＲＰＰＱＩ的研究基础上结合ｔｃｔ的特点，进一步完善了转换算法，将ｔｃｔ 转换成了依存结
构，转换准确率达ＹＷＮＳＷＥ；李正华等人ＨＲＰＰＸＩ通过统计与规则相结合的方法，将ｃｔｂ转换成哈工大依
存树库体系结构；周惠巍等人ＨＲＰＱＰＩ在ｘｩ｡ＨＲＰＰＱＩ提出的中心词过滤表方法及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
合ｃｔｂ的特点，构造了完整的汉语中心词过滤表，将ｃｔｂ转成了依存结构树库。

相比之下，短语结构树库、依存结构树库同句式结构树库之间的转换研究较少，其中张引兵等
人ＨＲＰＱＸＩ通过总结ｔｃｔ与句式结构树库标注体系的映射关系，制定了一套转换规则，将ｔｃｔ转换成了
句式结构树库，总体正确率为ＹＲＮＹＥ，证明了短语结构向句式结构转换的可行性。考虑到宾州中文树
库（ｃｔｂ）在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被广泛使用，本文通过规则的方法将短语结构树库ｃｔｂ自动转换
为了句式结构树库。本文通过比较宾州中文树库与句式结构树库在语法形式上的异同，制定了树库的
自动转换规则，将短语结构树库ｃｔｂ自动转换为了句式结构树库，实现了新闻领域句式结构树库的自
动构建。为了验证树库转换规则的有效性，本文在人工标注的测试集上进行了三组实验，以比较基于
句式结构自动句法分析的方法、基于短语结构自动句法分析结合转换规则的方法和基于宾州中文树库
结合转换规则的方法三者的效果。这三种方法在测试集上的ｆ1值分别为ＸＴＮＴＳＥ、ＸＷＮＵＶＥ，ＸＹＮＷＲＥ，
说明本文提出的基于转换规则的方法是有效的。0

0本文代码已公开在 GitHub 平台上，网址为：https://github.com/blcuicall/ctb2stb。

https://github.com/blcuicall/ctb2s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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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背背背景景景介介介绍绍绍

本文所使用的源树库为宾州中文树库，是短语结构树库的代表。制定向句式结构树库的转换规则
需要比较两者在语法形式表现的异同，短语结构树库与句式结构树库的最本质区别在于两者所遵循的
语法体系的不同。短语结构树库遵循短语结构语法，这是乔姆斯基为说明转换生成语法而讨论的一种
语法模式Ｈ石定栩Ｌ ＲＰＰＲＩ，它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直接成分分析法Ｂ为基础，以更接近数学公式的重
写规则表示短语以及句子的结构。句式结构树库遵循句本位语法理论，使用｜句子成分分析法Ｂ来分析
句子、归纳句型句式，这种析句方法属于汉语传统语法。具体而言，宾州中文树库与句式结构树库在
标注体系、句法分析单位、句法关系的描写等方面存在差异。

圲圮圱 宾宾宾州州州中中中文文文树树树库库库

宾州中文树库是美国宾州大学自ＱＹＹＸ年起构建的短语结构树库，简称ｃｔｂ，该树库以短语为
句法分析单位，理论基础为语杠理论（ｘＭ｢｡ｲ ｴｨ･ｯｲｹ）和支配及约束理论（ｧｯｶ･ｲｮｭ･ｮｴ ｡ｮ､ ｢ｩｮ､ｩｮｧ
ｴｨ･ｯｲｹ）Ｈｘｵ･ ･ｴ ｡ｬＮＬ ＲＰＰＵＩ，并作了一些简约化处理，不完全遵循二分法。ｃｔｂ包含新华社、政府文
件、新闻杂志、广播、访谈、网络新闻及网络日志等内容，对短语结构、短语功能进行了详细标注。

宾州中文树库通过括号的嵌套来存储层级结构。从图Ｑ｡可以看出，除了词性节点以外，非叶子
节点上的典型标记格式为｜短语标签Ｍ功能标签Ｂ，树库中还存在｜短语标记Ｍ多个功能标记Ｂ组合的情
况。ｃｔｂ注重短语外部功能的描写，例如｜ｎｐＭｓｂｊＢ，｜ｎｐＢ表示该节点为名词性短语，｜ｓｂｊＢ表示它
与其右侧兄弟节点ｖｐ之间为主谓关系，但其父节点却并没有相应的标记来指明这层关系，而是选择
将其蕴含于单个功能标签当中，如主谓关系蕴含于｜ｓｂｊＢ中，述宾关系蕴含于｜ｏｂｊＢ中等。从直观上
来看，部分节点上的功能标记可以直接对应汉语传统语法中的句子成分（比如主语和宾语）。

相比于句式结构树库，短语结构树库更侧重于描写短语结构，对表现整体的句式信息不可避免地
有所缺失，例如｜兼语句Ｂ、｜连动句Ｂ等特殊句式无可利用的标记，只能根据句法结构层次进行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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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短语结构树库和句式结构树库示例

3 短短短语语语结结结构构构树树树库库库与与与句句句式式式结结结构构构树树树库库库

本文所使用的源树库为宾州中文树库，是短语结构树库的代表。制定向句式结构树库的转换规则
需要比较两者在语法形式表现的异同，短语结构树库与句式结构树库的最本质区别在于两者所遵循的
语法体系的不同。短语结构树库遵循短语结构语法，这是 Chomsky 为说明转换生成语法而讨论的一
种语法模式(石定栩, 2002)，它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直接成分分析法”为基础，以更接近数学公式的
重写规则表示短语以及句子的结构。句式结构树库遵循句本位语法理论，使用“句子成分分析法”来分
析句子、归纳句型句式，这种析句方法属于汉语传统语法。具体而言，宾州中文树库与句式结构树库
在数据存储格式、标注体系、句法分析单位、句法关系的描写等方面存在差异。

3.1 宾宾宾州州州中中中文文文树树树库库库

宾州中文树库是美国宾州大学自 1998 年起构建的短语结构树库，简称CTB，该树库以短语为
句法分析单位，理论基础为语杠理论（X-bar theory）和支配及约束理论（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Xue et al., 2005)，并作了一些简约化处理，不完全遵循二分法。CTB 包含新华社、政府文
件、新闻杂志、广播、访谈、网络新闻及网络日志等内容，对短语结构、短语功能进行了详细标注。

宾州中文树库通过括号的嵌套来存储层级结构。从图1a可以看出，除了词性节点以外，非叶子
节点上的典型标记格式为“短语标签+功能标签”，树库中还存在“短语标记+多个功能标记”组合的情
况。CTB 注重短语外部功能的描写，例如“NP-SBJ”，“NP”表示该节点为名词性短语，“-SBJ”表示
它与其右侧兄弟节点 VP 之间为主谓关系，但其父节点却并没有相应的标记来指明这层关系，而是选
择将其蕴含于单个功能标签当中，如主谓关系蕴含于“-SBJ”中，述宾关系蕴含于“-OBJ”中等。从直
观上来看，部分节点上的功能标记可以直接对应汉语传统语法中的句子成分。

相比于句式结构树库，短语结构树库更侧重于描写短语结构，对表现整体的句式结构信息不可避
免地有所缺失，例如“兼语句”、“连动句”等特殊句式无可利用的特殊标记，只能根据句法结构层次进
行提取。

3.2 句句句式式式结结结构构构树树树库库库

句式结构树库是北京师范大学语言与文字资源研究中心构建的，该树库遵循句本位语法理论，因
此也称“句本位语法树库”。句本位语法由黎锦熙先生在 1924 年出版的《新著国语文法》中提出，该
理论主要面向语法教学，以“句子成分分析法”为析句方法，主张“先理会综合的宏纲（句子），再从
事于分析的细目（词类）”(黎锦熙, 2007)，并以图解法作为析句工具。句式结构树库语料主要来自具
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汉语教材，也包括中小学语文教材，目前规模约 7 万句。相较于短语结构树库，
句式结构树库以六大句法成分构建句子的格局，并注重对各类句式结构信息的维护，将其保存在相应
的标记中。在词法层面，句式结构树库区分词库词与动态词，并对动态词内部词法结构进行详细标
注。

句式结构树库以 XML 格式进行存储，本质上也是树结构。以图1b为例，树的根节点为<ju>，
表示一句话的开始，当句子有多个小句时，首先将其拆分为各小句<xj>的子节点，然后对每个小句

(a) 短语结构树库 (b) 句式结构树库 (c) 句式结构图解

图 ＱＺ 短语结构树库和句式结构树库示例

圲圮圲 句句句式式式结结结构构构树树树库库库

句式结构树库是北京师范大学语言与文字资源研究中心构建的，该树库遵循句本位语法理论，因
此也称｜句本位语法树库Ｂ。句本位语法由黎锦熙先生在ＱＹＲＴ年出版的《新著国语文法》中提出，该理
论主要面向语法教学，以｜句子成分分析法Ｂ为析句方法，主张｜先理会综合的宏纲（句子），再从事
于分析的细目（词类）ＢＨ黎锦熙Ｌ ＲＰＰＷＩ，并以图解法作为析句工具。句式结构树库语料主要来自具有
一定影响力的国际汉语教材，也包括中小学语文教材，目前规模约Ｗ万句。相较于短语结构树库，句
式结构树库以六大句法成分为基础构建句子结构，在词法层面，句式结构树库区分词库词与动态词，
并对动态词内部词法结构进行详细标注。

句式结构树库以ｘｍｌ格式进行存储，本质上也是树结构。以图Ｑ｢为例，树的根节点为<ｪｵ>，表
示一句话的开始，当句子有多个小句时，首先将其拆分为各小句<ｸｪ>的子节点，然后对每个小句进
行分析，该例只有一个小句。句本位语法的特征之一是采用｜图解法Ｂ表示语法分析结果，如图Ｑ｣，双
竖线左侧为主语，单竖线右侧为宾语，横线上方为句子的主干结构。

句式结构树库注重对｜句式Ｂ的描写，根据附加成分的有无、谓核的数量，将句子分为｜基本
句式Ｂ、｜扩展句式Ｂ和｜复杂句式Ｂ。基本句式为简单的主谓宾结构，如图Ｑ｢；扩展句式在此基础上
增加附加成分ｼｼ定语、状语或补语。<ｸｪ>下的最外层以主<ｳ｢ｪ>、谓<ｰｲ､>、宾<ｯ｢ｪ>为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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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成分，以定<｡ｴｴ>、状<｡､ｶ>、补<｣ｭｰ>为附加成分，同时为介词（ｰ）、连词（｣）、助词
（ｵ）、方位词（ｦ）设置了｜虚词位Ｂ，如图中的助词位<ｵｶ><ｵ>了<Ｏｵ><Ｏｵｶ>。以上两种句式都
是｜单谓核句Ｂ，只有一个谓核，如图Ｑ｢的｜签署Ｂ。复杂句式指多谓谓语句、主谓谓语句和复句，
包含多个谓核，并根据谓核的关系定义细类，如连动句、兼语句等。在标记上，树库通过属性标
记｜ｳ｣ｰＢ和｜ｦｵｮＢ保存句式信息，例如图Ｑ｢中谓核｜签署Ｂ的属性标记｜ｳ｣ｰＢ取值为｜ｖｏＢ，说明该谓核后
接宾语。当句子中有多个谓核时，谓核之间需要通过属性标记｜ｦｵｮＢ表明其续接关系。

3 构构构建建建句句句式式式结结结构构构树树树库库库

我们采用宾州中文树库（ｃｔｂ）作为源树库。将源树库转为目标树库总体上需要包含两部分：词
层面的转换和句法层面的转换。但ｃｔｂ与句式结构在词法层面的差别较大，包括分词粒度与词语结构
标注的差异。具体来说，句式结构树库区分词库词与动态词，并标注动态词的内部结构，ｃｔｂ对词法
结构的标注却很模糊，基本上只显示词语边界而不含词语结构，如复合词呈现出扁平的树结构。因
此，词法层面的转换需要实现分词粒度的统一与动态词的识别。考虑到转换工作难度与工作量，我们
采取先句法转换后词法转换的策略：Ｑ）在句法上完全依照句式结构树库的规范；Ｒ）由于分词粒度的
改变可能涉及到句法标注的改变，为了尽可能利用现有的ｃｔｂ的句法标注信息，词法上暂时保留源树
库ｃｔｂ的分词与词性特征。下面详细陈述我们制定的自动转换规则及转换算法。

句式结构标记 含义 功能标记 短语标记 转换规则 举例

<ｳ｢ｪ> 主语
ｓｂｊ

ｔｐｃ
ｻ

<ｳ｢ｪ>【ｘＭｓｂｊ】<Ｏｳ｢ｪ>

<ｳ｢ｪ>【ｘＭｔｐｃ】<Ｏｳ｢ｪ>

【总理】说

【中国】发展迅速

<ｯ｢ｪ> 宾语

ｏｂｊ

ｉｏ

ｐｒｄ

ｻ

<ｯ｢ｪ>【ｘＭｏｂｊ】<Ｏｯ｢ｪ>

<ｯ｢ｪ>【ｘｐＭｉｏ】<Ｏｯ｢ｪ>

<ｯ｢ｪ>【ｘｐＭｐｒｄ】<Ｏｯ｢ｪ>

抵达【罗马】

移交给【中共公安】

第二步是【集训】

<｡ｴｴ> 定语 ｻ

ｄｎｐ

ｑｐ

ｄｐ

<｡ｴｴ>【ｄｎｐ】<Ｏ｡ｴｴ>

<｡ｴｴ>【ｑｐ】<Ｏ｡ｴｴ>

<｡ｴｴ>【ｄｐ】<Ｏ｡ｴｴ>

【两国的】关系

【一个】食堂

【这次】大海啸

<｡､ｶ> 状语

ａｄｖ

ｔｍｐ

ｂｎｆ

ｄｉｒ

ｍｎｒ

ｄｖｐ

ａｄｖｐ

<｡､ｶ>【ｘｐＭａｄｖ】<Ｏ｡､ｶ>

<｡､ｶ>【ｘｐＭｔｍｐ】<Ｏ｡､ｶ>

<｡､ｶ>【ｘｐＭｂｎｆ】<Ｏ｡､ｶ>

<｡､ｶ>【ｘｐＭｄｉｒ】<Ｏ｡､ｶ>

<｡､ｶ>【ｘｐＭｍｎｒ】<Ｏ｡､ｶ>

<｡､ｶ>【ｄｖｐ】<Ｏ｡､ｶ>

<｡､ｶ>【ａｄｖｐ】<Ｏ｡､ｶ>

【跟去年】相比的话

【Ｘ月ＱＰ日】宣称

【给灾民】送礼物

【往山上】跑

【以各种方式】参与

【热切地】盼望

【立刻】跳下车

注：XP原指任何短语，此处代指CTB中的任何短语标记，下同

表 ＱＺ 核心转换规则

圳圮圱 句句句法法法成成成分分分的的的转转转换换换规规规则则则

与句式结构树库以句子成分作为树的非叶子节点不同，ｃｔｂ的句子成分信息分散在各类标记中，
部分句式信息则通过括号的层级关系体现，因此需要分情况制定互补的转换规则。对于词性标记以外
的非叶子节点的转换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为句法成分信息，二是句式信息。在句法成分的提取上，利
用ｃｔｂ的功能标签集和短语标签集作为核心转换方法，利用ｃｔｂ的词性标签集作为辅助转换方法，
以补充核心转换方法的不足；在句式信息的提取上，主要利用各类句式的特殊标记或相对固定的
树层级结构。从宾州中文树库向句式结构树库转换的总体思路是：将复句切分为小句，对ｃｔｂ的短
语树进行先序遍历，对于词性标记以外的非叶子节点，提取标签，对应转换规则进行转换；对于叶
子节点（包括标点符号），根据词类对应关系直接转换，即将｜（词性 词）Ｂ的括号形式转换为<词
性>词<Ｏ词性>的ｘｍｌ形式。我们根据所利用的标签类型区分为核心转换规则和辅助转换规则。

圳圮圱圮圱 核核核心心心转转转换换换规规规则则则

利用ｃｔｂ功能标签和短语标签进行转换的为核心转换规则。在ｃｔｂ的功能标签集里，有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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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主语（ｓｂｊ）、宾语（ｏｂｊ）、状语（ａｄｖ）标签，可以与句法成分直接对应，这类功能标签可
以直接转换为相应的句法成分；在短语标签集里，也有一部分指明短语的句法性质和内部的结构关
系，例如ｄｖｐ（｜地Ｂ字短语），如果ｄｖｐ后跟有兄弟节点ｖｐ（动词短语），则ｄｖｐ为状语。类似的
还有ａｄｖｐ（副词短语）作状语，ｐｐ（介词短语）作状语或补语等，具体规则详见表Ｑ。

圳圮圱圮圲 辅辅辅助助助转转转换换换规规规则则则

辅助转换规则指利用ｃｔｂ的词性标签，将标签下的叶子节点转换为句本位语法中的句法成分，具
体规则见表Ｒ。

标记 含义 词性标记 转换规则 举例

<ｰｲ､> 谓语

ｖｃ

ｖｅ

ｖｖ

<ｰｲ､><ｶ>【ｖｃ】<Ｏｶ><Ｏｰｲ､>

<ｰｲ､><ｶ>【ｖｅ】<Ｏｶ><Ｏｰｲ､>

<ｰｲ､><ｶ>【ｖｖ】<Ｏｶ><Ｏｰｲ､>

九江【是】江西的北大门

技术出口也【有】了进展

中美【签订】合作协议

<｡､ｶ> 状语 ｌｂ <｡､ｶ>【ｌｂ】【ｘｐＭｓｂｊ】<Ｏ｡､ｶ> 【被外部世界】广泛关注

<｣ｭｰ> 补语 ｄｅｒ <｣ｭｰ>【右兄弟节点】<Ｏ｣ｭｰ> 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ｰｰ> 介词位

ｐ

ｂａ

ｌｂ

<ｰｰ>【ｐ】<ｰｰ>

<ｰｰ>【ｂａ】<ｰｰ>

<ｰｰ>【ｌｂ】<ｰｰ>

【在】讲话中

【把】注意力转向其他市场

【被】警方抓个正着

<＋> 方位词位 ｌｃ <＋>【ｌｃ】<＋> 大地震【后】

<ｵｮ> 助词位 ｅｔｃ <ｵｮ><ｵ>【ｅｔｃ】<Ｏｵ><Ｏｵｮ> 各种税率【等】优惠

<ｵｵ> 助词位

ｄｅｃ

ｄｅｇ

ｄｅｒ

ｄｅｖ

<ｵｵ><ｵ>【ｄｅｃ】<Ｏｵ><Ｏｵｵ>

<ｵｵ><ｵ>【ｄｅｇ】<Ｏｵ><Ｏｵｵ>

<ｵｵ><ｵ>【ｄｅｒ】<Ｏｵ><Ｏｵｵ>

<ｵｵ><ｵ>【ｄｅｖ】<Ｏｵ><Ｏｵｵ>

重要【的】意义

两国【的】关系也十分友好

里头学问大【得】很

专心【地】工作

<ｵｶ> 助词位

ａｓ

ｓｂ

ｍｓｐ

ｓｐ

<ｵｶ><ｵ>【ａｓ】<Ｏｵ><Ｏｵｶ>

<ｵｶ><ｵ>【ｓｂ】<Ｏｵ><Ｏｵｶ>

<ｵｶ><ｵ>【ｍｓｐ】<Ｏｵ><Ｏｵｶ>

<ｵｶ><ｵ>【ｓｐ】<Ｏｵ><Ｏｵｶ>

我参加【了】救援

【被】淘汰

两岸【所】做出的贡献

我们的心是连接在一起【的】

<｣｣> 连词位
ｃｃ

ｃｓ

<｣｣><｣>【ｃｃ】<Ｏ｣><Ｏ｣｣>

<｣｣><｣>【ｃｓ】<Ｏ｣><Ｏ｣｣>

店铺【和】民房

【如果】我们那样做

表 ＲＺ 辅助转换规则

句式结构树库为介、连、助、方位词设置虚词位：介词位、连词位、助词位、方位词位。虚词不
直接充当句子成分，但在句式结构树库中的占位与主语等句子成分一致，因此我们将它纳入句子成分
的规则集中。由于虚词位只需要获得词性信息，所以只要根据词性的对应关系即可进行简单转换。

圳圮圲 句句句式式式的的的转转转换换换规规规则则则

句式结构树库所采用的｜句式Ｂ术语为吕叔湘先生的定义，即｜句子的结构格式和结构类型Ｂ｜特定
句式中成分、词类或特征词序列具有相对固定的结构层次和位置顺序Ｂ Ｈ彭炜明Ｌ ＲＰＲＱＩ。短语结构树表
明短语与短语之间如何组成句子，对于整个句子属于哪种句式没有说明，这是树库标注体系所反映的
语法体系的区别、树库构建者的标注理念的区别所导致的。但每种句式都｜有章可循Ｂ，根据各类句式
的标志性特征，例如特定的词类、词序列可以判断是否为相应的句式。具体转换规则见表Ｓ。

合合合成成成谓谓谓语语语句句句 合合合成谓语句是ＱＹＵＶ年《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简称《暂拟系统》）提出的一
类句式，句式结构树库做了一些修改，将合成谓语分成｜助动词ＫｖｐＢ或｜系动词ＫｖｐＢ两类，在句
式结构树库中统一标为｜<｣｣ ｦｵｮ］ＢｓｙｎＢＯ>Ｂ。对于｜系动词ＫｖｐＢ这一类，可以利用ｃｔｂ的词性标
签｜ｖｃＢ（系动词），助动词则都标为｜ｖｖＢ，利用词性信息的方法不可行。因此我们根据固定的短语
树的层级结构转换，具体为：

ＨｖｐＨｖｖＩＨｖｐＨｖｖＩ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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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符合该短语树结构，那么两个谓核ｖｖ间为合成谓语关系。

兼兼兼语语语句句句 ｃｔｂ对兼语结构的描写同样有固定的结构层次，因此总结出｜节点标记Ｋ树结构层次Ｂ的特定
层级框架即可提取出句式信息。ｃｔｂ将动词分成三类：ｖｅＨ有Ｉ、ｖｖＨ普通动词Ｉ、ｖｃＨ系动词Ｉ，兼语
句的提取需制定两条规则：

Ｑ○ ＨｖｐＨｖｅＩＨｘｐＭｏｂｊＨｘｐＭｓｂｊＩＨｖｐＩＩＩ

如果短语树符合这一结构，则ｘｐＭｓｂｊ后增加兼语结构标记<｣｣ ｦｵｮ］ＢｐｖｔＢＯ>［
Ｒ○ ＨｖｐＨｖｖＩＨｎｐＭｏｂｊＩＨｉｐＩＩＩ

如果短语树符合这一结构，则ｎｐＭｏｂｊ后增加兼语结构标记<｣｣ ｦｵｮ］ＢｐｖｔＢＯ>［

连连连动动动句句句 在在在ｃｔｂ中，连动结构以如下树结构体现：

ＨｖｐＨｖｐＩＨｖｐＩＩ

当ｖｐ下有两个ｖｐ子节点时，在ｖｐ的左子树【ｌｐ】和右子树【ｒｐ】之间增加属性标记<｣｣
ｦｵｮ］ＢｓｅｒＢＯ>。

句式标记 含义 转换规则

ａｐｐ 同位 【ｘｐＭａｐｐ】<｣｣ ｦｵｮ］ＢａｐｐＢＯ>【兄弟节点】

ｃｏｏ 并列 【ｎｐ1】<｣｣ ｦｵｮ］ＢｃｏｏＢＯ><｣>连词<Ｏ｣><Ｏ｣｣>【ｎｐ2】

ｓｙｎ 合成谓语
系动词 Ｋ ｖｐ <ｰｲ､><ｶ>【ｖｃ】<Ｏｶ><Ｏｰｲ､><｣｣ ｦｵｮ］ＢｓｙｎＢＯ>【ｖｐ】

助动词 Ｋ ｖｐ Ｊ

ｓｅｒ 连动 Ｊ

ｕｎｉ 联合谓语 【ｖｐ1】<｣｣ ｦｵｮ］ＢｕｎｉＢＯ><｣>连词<Ｏ｣><Ｏ｣｣>【ｖｐ2】

ｐｖｔ 兼语 Ｊ

注：标 * 号的规则见 3.2 节具体说明

表 ＳＺ 句式转换规则

圳圮圳 特特特殊殊殊情情情况况况的的的转转转换换换

从短语结构树库转为句式结构树库涉及到两者标注体系的不同，但｜它们主要描述的都是句法
结构，在更深层次上具有一致性。ＢＨ李正华･ｴ ｡ｬＮＬ ＲＰＰＸＩ。因此，对于只涉及两者标注体系差异的，
根据标记的对应关系即可直接转换，对于涉及到标注体系所遵循的语法理论差异的，需要进行特
殊处理。例如ｃｔｂ中区分了两种｜被Ｂ，词性标签分别为ｌｂ和ｓｂ，ｌｂ用于｜ｎｐ0ＫｌｂＫｎｐ1ＫｖｐＢ结
构中，引出施事；ｓｂ用于｜ｎｐ0ＫｓｂＫｖｐＢ结构中，直接附于动词前。在句本位语法中，ｓｂ处理成
助词，ｌｂ与其引出的施事作为句子的状语成分，对于前者，本文根据词性的对应关系可以简单处
理，后者作为复杂情况进行相应的处理。另外，ｃｔｂ非叶子节点上的标签组合关系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常见的｜短语标记Ｋ功能标记Ｂ，例如｜ｎｐＭｓｂｊＢ，另一种是两个及以上的标签进行组合，例
如｜ｉｐＭｉｍｐＭｔｔｌＭｐｒｄＢ，第二类情况也需当作特殊情况处理。

圳圮圳圮圱 限限限制制制性性性转转转换换换方方方法法法

在实际转换过程中，ｃｔｂ中的某些标签并不能完全对应句本位语法中的句法成分，需要增加限制
条件。例如｜ｐｐ（介词短语）Ｂ在汉语中既可作状语，也可以充当补语成分，当介词短语后接动词性
短语时作状语，当附加于动词后面时作补语。此类情况较多，部分举例见表Ｔ。

ｃｔｂ标记 条件 对应句法成分 句式结构标记

ｑｐＭｅｘｔ
左有ｖｖＯｖｃＯｖｅ兄弟节点 宾语 <ｯ｢ｪ>

左无ｖｖＯｖｃＯｖｅ兄弟节点 补语 <｣ｭｰ>

ｐｐ
右有ｖｐ兄弟节点 状语 <｡､ｶ>

左有ｖｖ兄弟节点 补语 <｣ｭｰ>

表 ＴＺ 限制性转换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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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圮圳圮圲 多多多标标标签签签组组组合合合的的的转转转换换换方方方法法法

多标签组合指三个及以上的标签以｜ＭＢ连接为一个标签。上文中列举的转换规则所依据的标签，
均为典型的｜短语标记Ｂ、｜短语标记Ｍ功能标记Ｂ或｜词性Ｂ的组合形式。然而ｃｔｂ的标签种类丰富，每
个标签集的标签数量众多，尤其注重对短语功能的描写，因此还存在部分以｜短语标记Ｍ多个功能标
记Ｂ为组合形式的标签。
总体来说，对应到句式结构树库的有效的标记一般居于组合尾部，尽管多标签组合类型多样，但

出现频率低，因此针对多标签组合的转换流程可以简单处理为一个条件循环，而不会产生过多的不
可预期的问题，具体如下：判断组合中最后一个标记是否符合核心转换方法或辅助转换方法，如果
不符合，则判断前一个标记，直到符合转换条件为止。以｜ｎｐＭｏｂｊＭｓｂｊＭｐｎＢ为例，该标签中｜ｐｎＢ不
符合两种转换方法，因此判断前一个标记｜ｓｂｊＢ，其符合核心转换方法中的｜主语Ｂ转换规则，最后
将｜ｎｐＭｏｂｊＭｓｂｊＭｐｎＢ下的子树转换成｜主语Ｂ。

圳圮圴 词词词性性性转转转换换换方方方法法法

从词性标记的数量来看，句式结构树库的词性标记有ＱＵ个，ｃｔｂ词性标记ＳＳ个，类别更多。我们
通过句式结构树库和ｃｔｂ的词性的映射关系直接转换，转换规则如表所示。采用这种对应转换的方
法，使得词性的粒度变粗了，但并不会丢失词性的大类信息。词性对应关系详见表Ｕ。

句式结构树库 宾州中文树库 句式结构树库 宾州中文树库

标记 词性 标记 词性 标记 词性 标记 词性

ｮ 名词

ｎｎ 普名 ､ 副词 ａｄ 副词

ｎｒ 专名

ｰ 介词

ｐ 介词

ｆｗ 外来词 ｂａ ｜把ＢＬ｜将Ｂ

ｕｒｌ 网页链接
ｌｂ ｜被ＢＬ｜给Ｂ

ｎｎＭｓｈｏｒｔ 略缩普名

ｎｒＭｓｈｏｒｔ 略缩专名
｣ 连词

ｃｃ 并列连词

ｴ 时间词
ｎｔ 时名 ｃｓ 从属连词

ｎｔＭｓｈｏｒｔ 略缩时名

ｵ 助词

ｄｅｃ 标句词｜的Ｂ

ｲ 代词
ｐｎ 代词 ｄｅｇ 所有格｜的Ｂ

ｄｔ 限定词 ａｓ 体标记

ｦ 方位词 ｌｃ 方位词 ｄｅｒ 得

ｭ 数词
ｃｄ 基数词 ｄｅｖ 地

ｏｄ 序数词 ｅｔｃ 等

ｱ 量词 ｍ 量词

ｍｓｐ ｜所ＢＬ｜以Ｂ等

ｓｂ ｜被Ｂ

ｓｐ 句尾小品词

ｶ 动词

ｖｖ 其他动词
･ 叹词 ｉｊ 感叹词

ｖｃ 系动词

ｖｅ ｜有Ｂ ｯ 拟声词 ｏｎ 拟声词

｡ 形容词
ｖａ 表语形容词

ｷ 标点 ｐｕ 标点
ｊｊ 区别词Ｏ紧缩形容词

表 ＵＺ 词性转换规则

圳圮圵 树树树库库库转转转换换换算算算法法法

根据前文所述的转换规则，并结合ｃｔｂ的语法结构特征，我们设计了短语结构树库向句式结构树
库转换的算法，详细流程见算法Ｑ。
算法首先对输入的短语结构字符换进行多叉树的数据结构构建，若句子中有存在小句（｣ｬ｡ｵｳ･）

首先利用小句的转换规则（｣ｬ｡ｵｳ･ｒｵｬ･ｳ）进行小句切分。按照先序遍历的方式，对每个节点根据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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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算算法法法 圱 宾州中文树库向句式结构树库的转换算法

输输输入入入场 短语结构树 psTree

输输输出出出场 句式结构树 ssTree

1: nodeSeq ← preOrderＨpsTreeＩ ▷ nodeSeq为先序遍历得到的序列

2: 坦坯坲 i ］ Ｐ→ n 坤坯

3: node← nodeSeq｛i｝

4: 坩坦 node ∈ Clause 坴坨坥坮 ▷ 如果句子中存在小句，则执行小句切分规则

5: clauseRulesＨnodeSeq｛i｝Ｉ

6: 坥坮坤 坩坦

7: 坩坦 node ∈ Syntax 坴坨坥坮 ▷ 判断是否符合句法成分转换规则

8: syntaxRulesＨnodeＩ

9: 坥坬坳坥 坩坦 node ∈ Struct 坴坨坥坮 ▷ 判断是否符合句式转换规则

10: structRulesＨnodeＩ

11: 坥坬坳坥

12: specRulesＨnodeＩ ▷ 执行特殊转换规则

13: 坥坮坤 坩坦

14: posRulesＨnodeＩ　 ▷ 执行词性转换规则

15: ssTree← node

16: 坥坮坤 坦坯坲

规则进行转换，分别包括句法成分的转换方法（ｳｹｮｴ｡ｸｒｵｬ･ｳ）、句式的转换方法（ｳｴｲｵ｣ｴｒｵｬ･ｳ）和
特殊情况的转换方法（ｳｰ･｣ｒｵｬ･ｳ）以及词性的转换方法（ｰｯｳｒｵｬ･ｳ）。

4 实实实验验验

我们用前文所述的规则完成了ｃｔｂＵ共ＱＸＬＲＴＴ句的句式结构转换，并人工标注了ｃｔｂ部分句子作
为测试集对转换结果进行评估。为了进一步验证树库转换方法的有效性，我们另外设置了两组实验：
基于句式结构自动分析器生成树库的实验、短语自动句法分析器结合转换规则生成树库的实验。

圴圮圱 数数数据据据集集集与与与评评评价价价指指指标标标

为了使评测结果更具参考性，我们采用ｌｩｵ和ｚｨ｡ｮｧＨＲＰＱＷＩ对ｃｔｂＵ的数据切分方式，将文件编
号ＲＷＱ至ＳＰＰ部分作为测试集，并去除了测试集中的ＳＰ句新闻电头，因为这类句子在ｃｔｂ中的结构扁
平，无可利用的标记，超出了规则处理的范围，最终人工标注共ＳＱＸ句。我们对测试集进行了句式结
构标注，以评估三种方法的性能。在标注过程中，分词仍然按照源树库ｃｔｂ的标注规范，词性和句法
层面依照目标树库句式结构树库的规范。

圴圮圲 基基基于于于人人人工工工标标标注注注的的的自自自动动动转转转换换换结结结果果果评评评估估估

我们通过句式结构树库标签的分类来看三种方法的具体表现，分别是句子、成分、虚词位与句式
标签，具体数据见表Ｖ。

通过数据我们发现：

（Ｑ）树库整体转换结果较好，转换规则对于小句切分、句子主干成分、附加成分的处理不错。
小句切分准确是后续句法分析的前提，句子成分是句子分析的最重要的一步，数据说明最后构建的新
树库质量较好。

（Ｒ）虚词位的转换ｆＱ值最高。虚词为封闭集，在转换规则中，两个树库的词性标签为直接映射
关系，转换难度较低。附ｎｐ的助词位根据ｃｔｂ的词性标记｜ｅｔｃＢ转换，但标句词短语ｃｐ中的｜的Ｂ有
些是结构助词，有些是附ｎｐ的助词位，由于助词位对实际句法分析与句子理解的影响较小，并考虑
到规则复杂性，我们的处理办法是根据对应数量的占比映射到句式结构树库的词类体系，这里处理
为结构助词，这也导致了附ｎｐ的助词位召回率下降。句式结构树库与ｃｔｂ的连词集合并不能完全对
应，部分连词在ｃｔｂ中标为副词，如作为关联词的｜但Ｂ，词性标注的不一致导致连词的召回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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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小类 ｐ ｒ ｆＱ 大类 小类 ｐ ｒ ｆＱ

句子 小句 ＹＳＮＸＱ ＹＳＮＳＷ ＹＳＮＵＹ

虚词位

助词位

（定状补）
ＹＳＮＴＳ ＱＰＰＮＰＰ ＹＶＮＶＰ

成分

主语 ＹＱＮＶＷ ＹＲＮＱＷ ＹＱＮＹＲ
助词位

（附ｎｐ）
ＱＰＰＮＰＰ ＶＶＮＶＷ ＸＰＮＰＰ

谓语 ＹＲＮＳＰ ＹＱＮＳＳ ＹＱＮＸＱ
助词位

（附ｖｐ）
ＹＴＮＰＷ ＸＷＮＴＰ ＹＰＮＶＱ

宾语 ＹＱＮＷＵ ＹＱＮＴＰ ＹＱＮＵＷ

句式

并列 ＹＶＮＸＹ ＶＳＮＳＹ ＷＶＮＶＴ

定语 ＷＴＮＸＴ ＷＲＮＱＸ ＷＳＮＴＹ 同位 ＶＹＮＲＳ ＷＹＮＴＱ ＷＳＮＹＷ

状语 ＹＳＮＱＱ ＹＳＮＲＳ ＹＳＮＱＷ 合成谓语 ＹＵＮＲＹ ＷＷＮＱＴ ＸＵＮＲＶ

补语 ＸＵＮＷＱ ＸＵＮＷＱ ＸＵＮＷＱ 联合谓语 ＷＲＮＴＶ ＷＲＮＴＶ ＷＲＮＴＶ

虚词位

介词位 ＹＵＮＸＷ ＹＹＮＶＹ ＹＷＮＷＴ 兼语 ＹＷＮＲＲ ＹＲＮＱＱ ＹＴＮＵＹ

连词位 ＹＳＮＱＰ ＷＵＮＰＰ ＸＳＮＰＸ
连动 ＹＰＮＰＰ ＹＰＮＰＰ ＹＰＮＰＰ

方位词位 ＹＹＮＰＸ ＹＹＮＰＸ ＹＹＮＰＸ

整体精确率 ＹＰＮＶＸ

整体召回率 ＸＸＮＷＹ

整体ｆＱ ＸＹＮＷＲ

表 ＶＺ 基于人工标注的自动转换结果评价

（Ｓ）兼语结构、连动结构在句式的转换结果中效果最好。两者是根据特定的ｃｔｂ的短语树结构
进行转换的，说明树结构能基本对应相应的句式结构，经过规则的转换结果错误率低。

（Ｔ）合成谓语结构精确率高，但召回率稍低。经过观察，合成谓语结构的主要问题在于｜是字
句Ｂ，ｃｔｂ对于该结构有两种表现形式：ＨＨｖｃＩＨｖｐＩＩ、ＨＨｖｃＩＨｎｐＭｐｒｄＩＩ，对于前一种形式可以直接
对应合成谓语结构，但后一种大部分为动宾结构，少部分为合成谓语结构，规则根据多数情况处理为
动宾结构，这可能是导致召回率稍低的原因。

（Ｕ）并列和联合成分有时并不以连词连接，顿号以及逗号也能起到连接的作用，如｜华侨、华人
艺术家Ｂ｜一个有利可图，有钱可赚的投资环境Ｂ，在我们制定的转换规则中，主要利用的是非叶子节
点的信息，处理这类并列结构和联合谓语结构需要利用到叶子节点信息，因此规则未完全覆盖此类情
况。另外，联合谓语结构｜有的通过关联词语（连词或关系副词）突显，有的则依赖ｖｐ自身的语义逻
辑ＢＨ彭炜明Ｌ ＲＰＲＱＩ，表Ｓ所示的联合谓语结构转换规则暂时只考虑了以连词连接的情况，对于以关系
副词和ｖｐ间的语义逻辑突显的联合谓语结构，如｜深刻却又舒缓Ｂ、｜污染严重治理无望Ｂ等一般处理
为连动结构，这可能是联合谓语结构转换效果不佳的另一原因。

（Ｖ）ｃｔｂ与句式结构树库对同位短语的定义不同，前者定义更宽泛，如｜同等优先、适当放宽的
原则Ｂ，ｃｔｂ也分析为同位结构，因此召回了一些本该是定语的错误样本，定语转换问题也在于此。

为了进一步考察本文提出的树库转换规则的效果，我们进行了两组实验以作比较。

圴圮圳 对对对比比比试试试验验验

圴圮圳圮圱 实实实验验验设设设置置置

实实实验验验一一一：：：通过训练自动句法分析器自动生成树库是扩建树库的一种通用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对
自动句法分析器性能要求较高，具有一定挑战。目前句式结构自动句法分析器处在初步研究阶段，本
文借鉴ｋｩｴ｡･ｶＨＲＰＱＹＩ的基于自注意力机制的神经网络模型训练了句式结构自动句法分析器。

模型采用编码器、解码器架构，将预训练模型ｂ･ｲｴ用于编码器阶段，将词性、位置作为辅助
信息传入模型，编码器对词表征｛w1, ..., wn｝、词性表征｛m1, ...,mn｝及位置表征｛p1, ..., pn｝加和获得词
嵌入，随后使用多头注意力机制对词嵌入进行编码，解码器采用ｃｋｙＨｃｯ｣ｫ･Ｌ ＱＹＶＹ［ ｙｯｵｮｧ･ｲＬ ＱＹＶＷ［
ｋ｡ｳ｡ｭｩＬ ＱＹＶＶＩ算法获得句式结构句法树。数据集来源于北京师范大学构建的句式结构树库，借
鉴ｌｩｵ等人ＨＲＰＱＷＩ的切分方式，对数据集采用ＵＰＺＱ方式构建训练集和开发集，如表Ｗ所示。该实验主要
探索句式结构自动句法分析器在树库构建方面的效果。

实实实验验验二二二：：：将自动句法分析与转换算法相结合。首先通过短语结构自动分析器产生短语结构，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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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短语结构树库向句式结构树库的自动转换算法产生句式结构，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扩充更大规模的
句式结构树库，而且相较于实验一，不依赖于句式结构树库作为训练数据，具有更强的适用性。
短语结构自动句法分析技术目前较为成熟，常用的短语句法分析器有伯克利句法分析

器1、ｃｯｲ･ｎｌｐ2，但是这些模型输出的短语结构仅有短语标签，如｜ｎｐＢ、｜ｖｐＢ等，并无功能标
签，如｜ｓｂｊＢ、｜ｏｂｊＢ等，如前文所述，本文提出的转换规则需要利用到ｃｔｂ的多种标签，特别是功
能标签，因此上述句法分析器对于本文提出的自动转换算法并不适用。鉴于此，本文借鉴 ｋｩｴ｡･ｶ等
人ＨＲＰＱＸＩＨＲＰＱＹＩ提出的基于自注意力机制的神经网络方法，训练得到可以分析功能标签的短语句法分
析器。采用 ｌｩｵ等人ＨＲＰＱＷＩ的数据切分方式对ｃｔｂＵ数据集进行切分，具体数据统计如表Ｗ所示。

数据集 训练集 开发集 测试集

句式结构树库Ｈ张引兵･ｴ ｡ｬＮＬ ＲＰＱＸＩ ＶＷＬＵＵＸ ＱＬＳＵＲ Ｍ

宾州中文树库（ｃｔｂＵ） ＱＷＬＵＴＴ ＳＵＲ ＳＱＸ

表 ＷＺ 句式结构树库和宾州中文树库（ｃｔｂＵＩ数据统计

圴圮圳圮圲 实实实验验验结结结果果果与与与分分分析析析

表Ｘ列出了基于句式结构自动句法分析的方法、基于短语结构自动分析结合转换规则的方法和基
于宾州中文树库结合转换规则的方法的总体性能和分别在小句、成分、虚词位和句式等方面的性能。

方法
ｆ1值

准确率 召回率 ｆ1值
小句 成分 虚词位 句式

句式结构自动句法分析 ＹＵＮＲＱ ＸＰＮＶＱ ＸＸＮＷＴ 圸圷圮圴圴 ＸＳＮＸＵ ＸＵＮＰＱ ＸＴＮＴＳ

短语结构自动句法分析 Ｋ 转换规则 ＹＵＮＰＹ ＸＶＮＰＱ ＹＴＮＳＳ ＷＴＮＰＳ ＸＸＮＴＰ ＸＶＮＷＳ ＸＷＮＵＶ

宾州中文树库 Ｋ 转换规则 圹圵圮圷地 圸圸圮圴圳 圹圵圮圷圲 ＷＸＮＸＷ 圹地圮圶圸 圸圸圮圷圹 圸圹圮圷圲

表 ＸＺ 三种方法对比实验结果

从表Ｘ可得以下结论：本文提出的基于宾州中文树库结合转换规则的方法整体效果最优，比基于
句式结构自动句法分析的方法3 ｆ1值高ＵＮＲＹＥ，说明基于规则的转换算法在树库自动构建上具有一定
优势。在具体标签类别上，转换规则在小句切分、句子成分、虚词位上的效果均优于另外两种方法，
在句式上低于句式结构句法分析器，通过ＴＮＲ节的分析，原因在于规则对同位、并列、联合谓语结构
的处理存在不足，这是需要继续完善的部分。
短语结构自动句法分析结合转换规则的方法，相较于句式结构自动句法分析的方法，准确率

高ＴＮＵＵＥ，ｆ1值高ＳＮＱＳＥ。在成分和虚词位上的ｆ1值分别高ＵＮＴＰＥ、ＵＮＵＹＥ，进一步说明转换规则的有
效性。该方法不依赖于人工标注的宾州中文树库作为源树库来构建句式结构树库，具有更强的通用
性，在构建大规模句式结构树库具有一定优势。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的基于宾州中文树库结合转换规则的转换方法在句式结构树库构建上具有一

定优势，基于短语结构自动句法分析结合转换规则的方法由于不依赖现有人工标注的宾州中文树库，
因此在够建大规模的句式结构树库上具有更强的通用性。

5 结结结语语语

本文以宾州中文树库为源树库，通过基于规则的方法实现了向句式结构树库的自动转换，以此构
建了大规模的新闻领域句式结构树库，并基于人工标注的评估，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此外，本文
设置了对比实验，以比较句式结构自动句法分析、短语结构自动句法分析结合转换规则、基于转换规
则等三种方法的性能，实验表明，基于转换规则的转换方法优于其他两种方法，进一步验证了转换规
则的有效性。目前我们的转换规则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合成谓语、并列、联合等转换规则还有待完
善。新树库仍然保留源树库ｃｔｂ的分词，未来我们将继续完善句法层面的转换规则，并探索词法层面
的转换，以提高新句式结构树库的质量，为自动句法分析等相关研究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持。

1https://parser.kitaev.io/
2https://corenlp.run/
3此方法性能较低部分原因是宾州中文树库和现有句式结构树库的分词标准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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