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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局限性：

缺乏对深层的句法结构检索需求的支持

p检索功能的全面性与用户友好性难以兼顾

研究背景

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

国家语委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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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贡献：

p语料规模大

p语料选材广

p多领域语料

p历时大数据

DCC 1.0 动态流通语料库

…

北京大学CCL语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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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贡献：

p语料规模大

p语料选材广

p多领域语料

p历时大数据

DCC 1.0 动态流通语料库

DCC 2.0 动态流通语料库

ü 功能特色：

ü 支持远距离、深层次的句法结构的检索需求

ü 不同检索模式兼顾检索功能的全面性与用户

友好性

…

北京大学CCL语料库



DCC 1.0 动态流通语料库

nDCC 1.0 动态流通语料库
n由北京语言大学平面媒体中心开发维护，目的是建设全面反映语言生活及语

言历时状况的汉语历时大数据。

n总字数120亿字次，目前以每年20亿左右字次扩充。拥有自2005至今覆盖全

国各省市主流报纸全年语料全文（15-18份），其中部分报纸时间跨度达70

年。此外，从2016年1月起，每年采集100份报纸全文语料的数据。

n可提供各种类型的检索特别是历时检索与统计、抽样以及可视化服务。

http://dcc.blcu.edu.cn 4

http://dcc.blcu.edu.cn/


DCC 2.0 动态流通语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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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 2.0 动态流通语料库

n 全领域、多覆盖的语料资源

n 语料深加工与多级标注

n 强大的检索功能

DCC 1.0 动态流通语料库



DCC 2.0 动态流通语料库

（一）全领域、多覆盖的语料资源

n 目前已入库新闻报刊与二语教材语料两种领域的语料。

n 新闻报刊：主要来自DCC 1.0 动态流通语料库，时间跨度为1946年至2020年，长达70余年。

n 二语教材：收录500多册市面上广泛使用的国际汉语教材，包括《博雅汉语》《成功之路》等。

n 丰富的元信息：所在文档ID、所在文档标题、所在文档来源、所在文档日期等。

n 文学、微博、口语、学术论文将陆续上线……

语料类型 字节数/字 句数/句
报刊语料 1,600,000,000 39,500,000

二语教材语料 5,376,330 243,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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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 2.0 动态流通语料库

（二）语料深加工与多级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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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性标注

依存句法标注

词汇等级标注

命名实体识别



DCC 2.0 动态流通语料库

[1]余婧思, 师佳璐, 杨麟儿, 肖丹, 杨尔弘. 汉语增强依存句法自动转换研究.第二十一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 (CCL 2022). 8

普通依存句法标注

加强依存句法标注[1]

依存句法标注

通过增加、修改词语之间的依存关系，使得依存

关系可以同时体现句子的句法结构和语义关系。

（二）语料深加工与多级标注



DCC 2.0 动态流通语料库

（三）强大的检索功能
n 支持正则表达式；

n 支持复杂的检索表达式查询（如依存句法、命
名实体、词汇难度查询等）；

n 支持按出现频次对规定的捕获内容进行统计；

n 支持通过模式检索，查询与给定例句相同句法

结构的句子；

n 支持利用元信息继续检索；

n 支持从网页上下载查询结果（txt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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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 2.0 动态流通语料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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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中文

中文

普通检索

n 对单独字词的检索

n 词性/命名实体约束

n 通过依存关系约束

n 通过词汇等级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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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中文] 

[word=学习][word=中文] 

[word=只&tag=/M|AD/]

[entity=ORGANIZATION]

[word=刻画&tag=VV]>dobj[]

[word=袭击] >/nsubj|nsubjpass/ []

[word=只有] [level=三] [word=才]

[word=及时&tag=/VA|JJ/] <amod [level=三]



普通检索-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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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中文

中文

普通检索

n 对单独字词的检索

n 词性/命名实体约束

n 通过依存关系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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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中文] 

[word=学习][word=中文] 

[word=刻画&tag=VV]>dobj[]

[word=袭击] >/nsubj|nsubjpass/ []

[word=只有] [level=三] [word=才]

[word=及时&tag=/VA|JJ/] <amod [level=三]

捕获
通过捕获可以直观地

展示观察内容在语料

中的频次。使用检索
式(?<name> ... )来

捕获和命名。

[word=只&tag=/M|AD/]

[entity=ORGANIZATION]



中文

普通检索-捕获

n 对单独字词的检索

n 词性/命名实体约束

n 通过依存关系约束

n 通过词汇等级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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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中文

(?<中文>[word=中文])

[word=学习][word=中文] 

(?<只> [word=只& tag=/M|AD/])

(?<机构名> [entity=ORGANIZATION])

[word=刻画&tag=VV]>dobj(?<dobj>[]) 

[word=袭击] >/nsubj|nsubjpass/ (?<主语>[]) 

[word=只有] (?<三级词> [level=三]) [word=才]

[word=及时&tag=/VA|JJ/] <amod(?<三级词>[level=三])

捕获
通过捕获可以直观地

展示观察内容在语料

中的频次。使用检索
式(?<name> ... )来

捕获和命名。



普通检索-捕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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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word=及时&tag=/VA|JJ/] <amod(?<三级词>[level=三])



模式检索

n 锚点：用于精准匹配固定的成分，用“$”表示

n 捕获：待观察的成分捕获为变量，用“( )”将内容括起来

n未被标记为捕获或锚点的词，则被认为是帮助句子符合语法要求，使句子完整的成分。

n 在输入一个带标记符号的句子后，系统会返回例句的依存句法图呈现给用户，并依据

该依存句法图匹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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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越(多)$越(热闹)



模式检索

n连……也……
• 他$连(路)$也(走)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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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检索

n介词“对”后可以跟的谓词性成分
• 这$对我(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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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的过滤与下载
n 点击语料前的 标志，可以查看语料详情，包括语料id、文章类型、题目、日期、来源、文章段
落等。

n 在界面右侧的“元信息”下，可对检索结果的元信息进行选择。

n 检索结果页面右上角位置有“结果下载”按钮，用户可指定下载的检索结果条数（默认为 50 条）

与文件名，点击“结果下载”按钮，可将查询结果以本文文件（*.txt）格式保存至本地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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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 2.0 动态流通语料库的应用

n 国际中文教育语法点自动抽取[2]

n 对象：《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GF0025 - 2021) 中《附录（规范性）语法等级大纲》

中的语法点。

n 语法点检索式实例

[2]朱君辉,刘鑫,杨麟儿,王鸿滨,杨尔弘.汉语语法点特征及其在二语文本难度自动分级研究中的应用[J].语言文字应用,2022(03):87-99. 20



检索式的应用

n 语法点抽取流程

n 语法点在文本中的抽取结果实例

[2]朱君辉,刘鑫,杨麟儿,王鸿滨,杨尔弘.汉语语法点特征及其在二语文本难度自动分级研究中的应用[J].语言文字应用, 2022(03):87-99. 21

语法点

文本

一级语法点及频数：“结构助词”的 (2 次），方位名词“里”(1 次），量词“个”(2 

次），“有字句”(2 次），陈述句(1 次）；

二级语法点及频数：偏正短语 (3 次），名词性短语 (3 次），方位短语 (1 次）。

北京有座美丽的中山公园，公园里有个用五色土砌成的社稷坛。

（《成功之路．成功篇》第2册《古迹今日》首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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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大家使用和反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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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