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代汉语语义词 多义词词 的校 和 修  

摘要�  

本文依据面向汉语信息处理的词语义�区分的�完备性�和��操作性�原

则，基于��代汉语语义词�� SKCC�和� �代汉语语法信息词�� GKB

的词�对� ，以语料��依托并结合 ��代汉语词�� ��义词词林� 和��代

汉语搭配词词�� 等词�资源进行�代汉语语义词�的多义词词�校�工作 首

先� SKCC 和 GKB的词�对�入手 ，设�了候选拟修改多义词的�取算法 ，对

�取出来的 1605 个多义词进行了义�补录�合并�删除，补充释义，修改翻译

和示例等工作，�时针对�类特殊的� 食物+作物类�多义词建立了义�的树形

结构以满足��粒度的词义消歧任�要求 �方便�续的修改工作 ，本文开发了

SKCC 和 GKB 之间的词�映射��，在��的基础�进行了多义词映射工作�  

关键词�义�区分��代汉语语义词��多义词映射�多义词修改  

New editing and checking work of the Semantic Knowledge bas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KCC) 

Abstract:  

This paper is rooted in the two principles and methods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by 

sense discrimination for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Completeness and discreteness. 

Built on the comparison of Semantic Knowledge-bas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KCC) and Grammatical Knowledge bas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GKB), 

supported by large scale corpus, we conducted our new editing and checking works. 

Firstly, we designed a novel multi-sense lexicon candidate abstra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lexicon comparison between SKCC and GKB. For all 1605 candidate 

multi-sense lexicon, we conducted editing work on the senses, explanation, and its 

translation  Then, we built a tree structure to process a special food and plant lexicon. 

Thirdly, a mapping platform between SKCC and GKB has been built to help us built 

mapp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multi-sense lexical between SKCC and GKB. Finally, 

we finished mapping work for all multi-sense lexicon in SKCC. 

Key words: Distinguish word sense; SKCC; Multi-sense word mapping; Multi-sense 

word editing 

、引言 

��代汉语语义词�� Semantic Knowledge-bas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以�

简称 SKCC  是�个 面向汉英机器翻译的大规模汉语语义知识�，目的是在语

法分析的基础 ，给自然语言处理 供更 全面 深入的语义信息 [1]作�

家科技进 等奖获得 目“综合型语言知识 Comprehensiv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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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Base，以� 简称� CLKB ”的�部 分， SKCC 被广泛� 用于�算词

汇语义学的基础研究和�用研究之中，例如魏雪�袁�林� 2014�以 SKCC

依托建立了�词语义 类组合模式 [2]，张仰森 2012 利用 SKCC 进行了词汇语

义相似度的 算[3]等� ��来 算词汇学特别是词义划分理论领域取得了较大

的进展，吴云芳 �士汶 2006 �出 了��实际操作性的面向汉语信息处理的

词语义�区分原则和方法 [4]，而 SKCC 自 2003 �第�版发布以来�直没�进行

大规模更�� 因�，�必要结合自 SKCC 发布以来语义词�编纂和词义划分理

论的��果，对 SKCC 的多义词词�进行 修�，使�更好地�自然语言处理服

 

本文首先建立了 SKCC 和 GKB 的多义词映射 台，�据映射的结果 确定拟进行

修改的多义词词条，然�结合 SKCC 代汉语语法信息词 Grammatical 

Knowledge-bas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以�简称 GKB  [5] ��义词词林�  

[6] ��代汉语搭配词 词�� [7]和��代汉语 词�� [8]等多部词�资 源，以 2000

1-3 �的�人民日报 �语料�和�京大学 CCL 语料� �语料资源进行 SKCC

多义词词�校�和�修�工作�工作包括对 1356 个 SKCC 多义词词条的校�和

1508 个多义词的映射，经过校�和�修�工作�的 SKCC 在多义词部分规模和

质量方面 了较大 高，可以 算语义分析和词义消歧等任 供更好的支

持�  

 SKCC 改进的理论分析 

义�划分是 SKCC 编制的�心问�，也是词义消歧等自然语言处理任�的基础

性工作�  Palmer 2001 [9]指出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瓶颈之�在 于�算机�确

辨析词义 吴云芳 士汶 2006 [4] 出了作 自然语言处理任 的多义词

词义划分的�个原则�  

(1) �般限定��词类 的多义词而�包括跨词类的多义�象�  

(2) 将�形异义词和词语的��义��在��个�面�考察而�追求�形和多

义的�格区分�  

(3) 消歧处理的对象� 要是词汇义而�是在词语或固定组合中出�的语素义�  

基于��个原则 ，�出了 “完备性”和“离散性”的要求，并�出 基于语料�实证进

行词语义��粒度划分的准则�  

“完备性”的要求�据词 语的义�区分 ，操作者�以�利对语料中的每�个目标词

标注出义� SKCC 中部分词条�符合 “完备性”的要求，例如 SKCC 对“大小”区

分了�个义��  

大小   (1) 量�属性，物体的 大小 

(2) 身份，大人和小孩 

但�遇到 �人民日报� 语料�中�列词组时 ， 述 2 个义�显然无法�之对��  

大小领� /大小领� /没大小�  

�就需要添� �个义� 表述关系类的“大小”，释义� “表示关系的尊卑或长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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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性”是指意义分析系统中��义�的内涵�重合 ，SKCC 中�部 分词义�之

间存在着义�重合甚�蕴含的�象，例如 SKCC 中对“驾驶”区分了四个义��  

驾驶  (1) 操纵�载工�  

   (2) 操纵车�船等�载 工�行驶  

   (3) 操作�他工�作业  

   (4) 操纵航空器�  

�四个义�中 ，义� 2 3 4 �仅释义��以包含在义� 1 �中 ，在��文�境

中�体��体论元角色和语义类�也完全���  

除了“完备性”和“离散性”的要求外，词�划分 �粒度 ���是 SKCC 中的��问

�， Ide(1998) 指出，传统辞书中的义� 划分过于细微，� �对 些义 进行

并[10]，对于�并的� 粒度，��基于语料�实证并�持词�内部的��性 然

而，在 SKCC 中部分词条之间�粒度划分存在�� ，例如，�语义类�使用领

域和联系的谓词来区分，单音节词“ ”在�代 汉语中�� 3 个义��  

  (1) �物的关键部分   

     (2) 生物学分类的�种 类别 

     (3) 统治者认�维持� 常秩序的必��少的行�规范  

义� 1 的语义类是“�件 ”，常用于�府文告 �例如 “学好文件抓住� ” 义� 2

的语义类是自然物，常用于科学领域，和生物类别相搭配 义� 3 语义类是人工

物，常和“�件 ”语义类的�词搭配�但是 SKCC 仅��个义��人工物�  

�外 ，SKCC 多义词词 �部分条目 �存在着翻译 用例 释义�者 �对�的�

象，本文将在义���过程中�并进行修改  

 候选修改多义词的�取 和子� 集  

经统� ，SKCC 中共� 多义词 3052 个，分布在 21 个子�之中 ，用逐��阅对�

的方法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在总�中的修改难以�映到各个分�中

了�影响总�和子�的��性 ，并使对总�的修改�映到子�� ，本文将各个子

�集�到总�中，集��的总�字段是集�前各子�字段的并集，包括 21 个字

段���表� 集�工作完��所�的对�修改工作都�以在总�中进行�  

表一：集成 总 字段 

序号 字段 长度 备注 

1 词语 8 收录 1~4个字的词语 

2 拼音 24 每个词语的汉语拼音 

3 词类 2 词语所属词类的代 

4 子类 2 词语所属词类的子类代码 

5 形 2 词语的 形词 

6 兼类 4 该词语兼属的词类代码 

7 义项 2 对“ 形”字段相 的词条进一步加以区分 

8 释义 10 该词语的简明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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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语义类 20 该词语的语义类别 称 

10 WORD 40 该词语对 的英语译词或短语 

11 Ecat 40 该词语的英语译词的词性代码，或短语组成结构 

12 备注 20 填写词语用法的简明说明(仅用与 汉语标注填写‘G’,仅用于方言标注填写‘F’) 

13 配价数 2 动词 说明一个动词能支配多少 词性成分/ 词 要求与之共现的从属 词个数/

形容词 要求与之共现的 词性成分个数 

14 例  20 简要提出几个该义项的示例 

15 主体 20 动作主体所属的语义类 称 

16 客体 20 价和 价动词的客体语义类 称 

17 与  20 价动词的与 所属的语义类 称 

18 参照体 20 词 写一价和 价 词参照体 配项成分 的语义类 称 

19 对象 20 价 词 价 词的对象的语义类 称/ 价形容词 关涉对象的语义类 称 

20 直接 位 20 词 直接 位的概念 

21 主体 20 形容词 主体的语义类 称 

由于 代汉语语法信息词 GKB 自发布以来经过了反复的修改和校 ，

多义词部分的义�划分 已较�合理 ，本文使用开发较�完备的�代汉语语法信息

词�� GKB 参照词 ，通过 部词 多义词 对�取 需要进行审 和修改

的候选多义词，多义词的�较在集��的 SKCC 总�和 GKB 总�之 间进行，通

过词�对��取候选多义词的算法流程如  

 

图一：提取问题候选词流程 

  

图二：补充未收录义项流程 

 

 

 

对��取算法旨在将 SKCC 和 GKB 多义词进行�较� 首先去除掉 GKB 中收录

209



的词素义，去除词素义�的 GKB 多义词和 SKCC 中的对�词汇进行 义�对�，

如果 SKCC 对�词�义 �数少于 GKB 的，认��能存在义�缺失的情况 SKCC

对�词�义�数多于 GKB 的，则�能存在义 �划分过细的情况�如果�部词�

义�数相�但义���的 ，则�能义�遗漏 或划分过细的问�兼而�之 ，以��

部分构�了候选修改多义词词表�共�取出 97 个 SKCC 和 GKB 义�数相�但

义���的词 ，SKCC 义�数多于 GKB 对� 义�的词 1448 个，SKCC 义�数目

少于 GKB 的词 18 个和 SKCC 未收录的 GKB 多义词 42 个，共� 1605 个校对修

改候选多义词词��  

四�  对 SKCC 的修改工作介绍 

 补录未收录词和未收录义�  

�部分工作旨在使 SKCC 中多义词的义�划分接� “完备性”的要求，义�的补充

建立在语料�实证基础之�，�要以 2000 1-3 ��个�已标注的人民日报语

料�和�京大学�代汉语 CCL 语料��语料 资源�对于 GKB 收录但 SKCC 未

收录的义� ，本文参考了��代汉语词� �第�版� 和 ��代汉语搭配词��  ，

�以补录�对于 GKB 以“规范”�例， GKB 中收录了�个义��   

规范  (1) 动词，谓使合乎模式 

   (2) �词，约定俗�或 明文规定的标准 

   (3) 形容词，符合标准的 

SKCC 中仅收录了义� (1)和(2)，在决定是否将义� (3)补录到 SKCC 中前，本文

在�个�已标注人民日报语料� 中查找得知“规范”共出� 493 例， 中符合义�

(3)的“规范”词条共� 123 例，占 24.9% �时 ，��代汉语词� �第 �版� 也收

录了“规范”的形容词义��本文将 GKB 中第�个义��入 SKCC 总�中，整个

补录未收录义�工作�� 2  

在补录未收录义�� ，本文共对 264 个多义词进行了补充义� ，补充义�的词类

分布�表 2，��个工作是补录 SKCC 未收录的多义词，由于 SKCC 编辑的时候

难免�遗漏的词条 ，�们选取了�断进行修�增改的 GKB 作�补录 多义词的来

源，通过对�共补录 42 个 SKCC 第�版未收 录的多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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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补充义项的词类分布 

 

 

图 ：'苹果'的树形结构图 

 

 

 原�义�的�并和备注标�  

对 SKCC 中的多义词义�进行合并和备注标��要基于�个 原则，第�是虽然

“完备性”是义 收录的重要要求之 ，但是目前的自然语言处理 状决定义

“完备性”�要限于共时 和书面的�代汉语�通话语料 因� ，对于词语的�些历

时意义�予以标明 ， 据自然语言处理的�体任�决定是否使用 第 ，面向自

然语言处理任�的词语义�区分��是 “实证型”的，也就是说�算机 依据词所在

的��文关系��找出清�辨析 词�的 ，�进行形式��述的�法行� �就要

求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词�在义�选取时���据�形的标准 �例如 论元结构

�法框架和选择限制� 而�能基于世界知识区分意义 ，王惠 2004 也指出[12]，

词语组合对词语义�划分��重要的影响 因� ，�格地 按照词语的�法行�并

基于语料�的实证来区分义� 更容易取得较���的结果�  

�解决第�个问�，�们对 SKCC 中多义词词�数大于 GKB 的 1448 个词收录

的义�进行逐��校 在�校过程中对被认��能是仅存在�代汉语或者部分方

言地区的词汇义�，本文在�个�人民日报语料�和�京大 学 CCL �代汉语语

料�中进行查找 ，查得�义�确系未出�在�述语料�中或虽然出�但基本� 引

用�代文献用法的，本文在 SKCC 中的“备注”字段添�备注说明��如 SKCC

中，“山陵”共�以� 3 个义��  

山陵  (1) �词，山川丘陵等 地貌��  

   (2) �词，对帝王的代 称 

   (3) �词，指帝王的陵 墓 

GKB 中对“山陵”只收录了第� 个义� ，在� 个�人民 日报语料�中 �个义�均

未出� ，在 CCL �代 汉语语料�中 “山陵” 个义�共出� 32 次，�中义� 1 出

5 次，义� 2 和 3 共�出� 27 次，义� 2 和 3 全部��代人在谈话或文章中

引用�籍�因�，�们在修改� SKCC 中对原�的第�个义�予以�留，在义

2 3 �添�了表示�义�仅用于�代汉语的备注 对于部分常用于�代汉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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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义在�代汉语中�然�留的 ，�们 将�义�合并到�代汉语�然�留

的义�中，例如� SKCC 中“参� ”�词�以� 3 个义�  

参�  (1) �词，参���的 人 

   (2) �词，�府官职�  

   (3) 动词，参���  

义� (2)是古代中 日本常用的官职 ，在 代汉语中已经 使用，但是义

(1)的用法在�些企业 和社团中�经常使用，在 CCL 语料��机抽 取的 500 条

含� “参� ”的�录中， 18 条是义� 1 的用法，因��们将义� 1 和 2 进行合

并�  

�解决第�个问� ，�们依据词语在��文语境中的�法行� ，对于��义�意

义虽然在世界知识��细微差异 ，但没�明确的�法�的差异的 ，�们将进行义

�合并�合并的依据�要�据 GKB 各子�中 列出的�法差异��例如，前文中

�到过的 “驾驶”，�们将 4 个义�均尝试填入 GKB 中的语法�述 框架之�发� ，

4 个义�都�以�接�词�都� 以做动趋式�都�以搭配 “着�了�过 ”和“在”，

�共�的 �接� 分，所以��将 4 个义�合 并��个 义�� �部分 共�对 247

个多义词的义�进行了备注添�和合并�  

“食物+作物”类词汇的树形结构处理 

�外���类特殊的词 �部分植物�和果实�在 SKCC 中���� 的释义和语

义类， 在�� 代汉语语法信息词�� 和�� 代汉语词 中也将作物�和果实

�食物� �区分��个��的义� 但是在词义消歧过程中，由于� 个义�的内

涵��重叠部分 ，区分作物�和果实�较�困难 ，�时�个义�在��文中的�

法�能和搭配�境也高度相似 �以 “苹果”�例 ，在 CCL 语料�中� 要� 3 个义

 

苹果  (1) �词，乔木�果实 圆形�味甜或略酸 �是�通水果  

   (2) �词，�种植物的 果实    

(3) �词，苹果��的 电子产品的总称 

�中义� 1 和义� 2 是作物�和果实 �食物� 的区分，义� 2 的外延蕴含在义�

1 的外延之中� 对于 类词语， 们在校 过程中建立了 类词的树形义 结

构 在总�中将义� 1 和义� 2 进行合并，然�将原�的义� 1 和义� 2 存储在

�建的子�中 ，用“词语” “�形 ” “词类”进行链接，构� 所示的树形结

构�  

针对粗粒度的词义消歧任� ，�们�以直接调用总�中的�个�形词 ，区分作�

植物或食物的苹果和作�电子产品的 “苹果”，对于进 要求区分作 植物的

“苹果”和作�果实的 “苹果”，�们�以使用分� 中的�个义� 进行进��区分�

本文共�对 152 个作物� /食物�果实�类多义词建立了如� �的树形结构�  

�四�  修改释义�示例和翻译  

在基于语料的词义辨析模型中，依据语料中的词语�列进行义���是重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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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Kilgarriff(1997) [12] ，而词语义�的释义 较少的被�及 �们在 利用词语的

�法特征进行词语义�的增删改并工作之� ，也�以利用�法特征来完善词�的

释义 因� ，�们在义 �修改的基础�对释义�空缺的多义词词�进行填充  释

义的填充以语义类和子表中的相关字段作�选择对�释义的判断依据 ，参考�代

汉语词�中对�的释义 ，并结合��义� 在� �文搭配中 的�法特征填写�的释

义 例如 多义词“地道”在原 SKCC 中� 3 个义� ，释义均未填写，但是 SKCC

中给出了每个义�的语义类，�们�据语义类判断出义� 3�语义类�建筑物�

在��代汉语词�� 中解释� “地�的道路或坑道 ” 义� 1 和义� 2 的语义类都

是“性质”，但是�们� 以通过英文翻译 WORD 字段� 得知，义� 1 对� “技能﹑

工作或材料的质量够标准��以重叠 ，�语是技能或物体� ”，义� 2 �解释� “
人合乎�定的道德规 范���重叠，�语是人或行�等� ”  

本着更好地配合释义 体�用法以及扩大词汇信息量的原则 ，对例词 例�做了

相�的修改 ，特别是对释义和示例�能对�的情况 ，本文结合�代汉语词�和�

代汉语搭配词词� ，删除了部分重复示例，并对示例进行修改，示例选择�述�

部参考词�中相�义�列出的示例以进��确�示例的准确性 在校 过程中，

�们共� 对 449 个多义词进行了义� 释义添�，在义 �释义 添�的 基础�， 对

100 个多义词的错误示例进行了修改�  

在对义� 释义补全�修 改释义之�，� 们对 468 个多义词的英文翻译进行了修

修�时依照 柯林�高阶英汉�解词�� [13]，查找得出对�的 多义词义�

的翻译，和原�的人工 翻译进行�对 对部分��多个英文翻译的单音节词 ，依

照修改�的 SKCC 示例，查找在线英语语料�中对� SKCC 示例的翻译，经人

工�对给出多义词的翻译 选取英文翻译时，本文尽量选择单词而�是短语 ，对

人� 地�等���词 的翻译�据 �世界人�翻译大辞�� [14]和 外�地�译

�手�� [15] 对�� �喻意义的多义词 ，本文在查阅相关资料发掘出�喻意义

，在�柯林�高阶英汉�解词�� [16]中� 找�多义词义�对�的翻译 例如

多义词‘清流’�以� 个义��  

清流  (1) �词，清澈的流水    

(2) �词，喻指德行高 洁负��望的士大夫  

 第 个义 是‘清流’的� 喻义，在�柯 林� 高阶英汉� 解词� 中�以

行例��  

    中文例�� 他们都是明朝著�的清流  

 英文例�� They are all famous virtuous scholars of the Ming Dynasty. 

 �据例�的翻译 ，‘清流’的第�个义�对� ‘virtuous scholars’，字面翻译� ‘
德行的士大夫’ ，�释义基本对�，被选�对�翻译�  

五�  SKCC 和 GKB 映射�� 的开发和多义词映射工作 

�了对所�修改结果统�管理 ，并�满足日�多人�时操作修改词�的需要 ，本

文在卞�峰� 2015 [17]的基础�建立了 SKCC 和 GKB 的映射�� ����能

够自动查找待映射词语在�部词�中的词义解释 ，�需 要人工逐个查找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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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快�建立映射关系 ，将建立的映射关系存储到映射关系数据 中，

减轻了词�映射的工作量 映射���要分��个模块 词语查询，建立 存储

映射关系，查询映射结果，映射工��行流 程如流程� 4  

词语查询�浏览器输入待映射词语并发送给服�器端，服�器端通 过 SQL 查询

语��词�数据�中查找，返回查询结果，显示到浏览器中�对于 GKB 的查询

由于分�的存在需要�入额外的查询�骤 服�器接收到查询词语时 ，首先需要

先� GKB 总�中找出 所查词语的所�词性�然�，�据词类分别�对�分�中

查找相�词语信息�将各分�结果汇总�返回给浏览器端进行显示�  

建立�存储映射关系� SKCC 数据�中 “词语” “词类” “义� ” “�形 ”字段

供了词�的唯�标识 ，在 GKB 数据�中， “词语” “词类” “�形 ”等字段也能

够作�唯�标识�由于 每次查询结果的�序都 是变�的，因�在存储 映射结果

时，本文选择�部词� 的唯�标识进行存储 在建立映射关系时， 了减轻人工

映射的工作量，��将 查询结果进行编� ，映射时只需要进行编�的填写 填写

完�� ，向服�器端�交映射结果 ，服�器端�据编�将对�标识存储到数据�

中，存储结果如表四所示�  

表四：映射关系在数据库中存储结果 

 

在表四中，“id”属性 数据 自动创建，“word”表示多义词语，“sem_tag”
“sem_no”和“sem_tongxing”分别表示 SKCC 中词语的词类 义� �形标� ，

�个属性信息� “word”能够在 SKCC 中唯�标识�个词�，而 “gkb_tag”
“gkb_tongxing”表示 GKB 中词语的词类�� 形标�，在 GKB 中��个属性�

“word”能够唯�标识� 个词�，��便组�了�条映射关系�  

查询映射结果 映射结果的查询�词语的查询是�时进行的 ，若查询的词语已经

进行了映射，在结果显示时就会将词语的映射关系�时显示出来 由于存储的映

射关系是以�部词�的唯�标识进行存储的 ，因�在显示映射关系前�需要将唯

�标识转换�词语查询结果的编� 对于映射过程中出�映射错误的情况 ， 台

��以对�问�的映射关系进行增删改操作�  

在映射��的基础�，本文 完�了修改� SKCC 全部 3282 个多义词和 GKB 中

对�词条的义� 映射工作 映射工作�要依据 释义和示例，如表五的“翻译”，在

经过第四章的修改操作� SKCC 中收录的�个 义���  

翻译  (1) 动词，用�种语言 文字来表达��种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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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词，��翻译的 人 

(3) �词，把�种语言 译���种语言�的文本  

GKB 中“翻译” 3 个义� �义�释义空缺�  

翻译  (1) 动词 

(2) �词，职业  

�中， GKB 中“翻译”的第�个义� 和 SKCC 中义� 1 词性对�，�据词性 建立

起 SKCC 中义� 1 和 GKB 中义� 1 的映射，�据词性和示例 SKCC 中义� 2 则

对� GKB 中义� 2，SKCC 中义� 3 在 GKB 中没�对�义� ，映射结果如表五

所示�  

 
图四：映射平台工作流程图 

表五: 多义词"翻译"的映射结果 

 

��总结 �展望  

本文依据 SKCC 和 GKB 的词�对� ，以语料��依托并结合 ��代汉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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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词词林�  和 ��代汉语搭配词词�� 等词�资源 ，完�了对 1605 个 SKCC

多义词词条的校�和 3282 个多义词的映射工作�依据  “完备性”和“离散性”原

则，对 SKCC 和 GKB 义����的词�进行了��和校� ，并针对�类特殊的

“食物+作物�植 物� ”类多义词建立了�层 义�的树 形结构以满足 �粒度 的词

义消歧任�要求 �方 便�续的修改工作 ，本文开发了 SKCC 和 GKB 映射�� ，

在映射��的基础�进行了多义词映射工作�  

本文的工作仅限于在原�语义词�的框架�进行修改 ，�了完全实� 义�划分的

“完备性”和“�操作性 ”原则，�们需要基于��文聚类技术 ，在大规模语料�中

进行词类义�划分 �时 ，�们注意到对利用统�模型概率�词语属性的方法对

GKB 的概率�改�� 在进行�吴林�张仰森� 2011 [18] ，对 SKCC 进行概率

�改� ，得到并完善能广泛�用于词 义消歧 查错等领域的词汇知识�是�们的

��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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