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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语学习者依存句法树库为非母语者语料提供依存句法分析,对第二语言教学与研究,以及面向第二语言的

句法分析、语法改错等相关研究有重要意义。然而,现有的汉语学习者依存句法树库数量较少,且在标注方面仍存在

一些问题。为此,该文提出一个依存句法标注规范,搭建在线标注平台,并开展汉语学习者依存句法标注。该文重点

介绍了数据选取、标注流程等问题,并对标注结果进行质量分析,以探索二语偏误对标注质量与句法分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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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树库作为一种记录每个句子句法分析结果的标

注语料库[1],融合了分词、词性、句法等各种信息。
一方面能为语言学、句法学研究提供实例,另一方面

也能为句法分析、机器翻译、语法改错等自然语言处

理领域的相关任务提供训练数据。与其他类型树库

相比,依存句法树库具有以下优点:1)存储空间小,

便于大规模储存;2)依存句法的形式简洁,易于理

解[2],更加适合人工标注;3)更加突出中心词的地

位,侧重于反映语义关系,有助于语义角色标注、信
息抽取等上层应用[2];4)依存句法在表示交叉关系

时更有优势[2],特别适合于分析语序灵活的汉语[3]。
汉语学习者语料是伴随着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

产生的。随着汉语学习在全球的不断开展,语料的

规模也不断扩大,随之构建的汉语学习者语料库也

越来越多。汉语学习者语料与一般语料相比有其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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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其中包含着大量偏误,即中介语与目的语规律

之间的差距,只有学习外语的人才会产生[4]。正是

这些语料在语言使用上的独特性,使得汉语学习者语

料成为语言信息处理和智能语言辅助学习领域的独

特资源。目前的汉语学习者语料库在“字”、“词”的偏

误标注上较为深入,但对句法结构的关注度不够[5]。
香港城市大学构建了汉语学习者依存句法树库

(UD_Chinese-CFL)①。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

汉语学习者语料库的不足,但对汉语特殊词性和句式

考虑不够周全,标注标签种类过多,且未充分考虑学

习者语料中的偏误对标注原则和标注结果的影响。
鉴于此,我们构建了一个汉语学习者依存句法

树库。在考虑汉语特殊词性、句法结构和汉语学习

者语料特性的基础上,我们制定了面向汉语学习者

语料的依存句法标注规范[6],使之更符合汉语及汉

语学习者语料的特点。此外,还搭建了在线标注平

台,对含有偏误句(汉语学习者原始语料)和目标句

(纠偏后的句子)的平行句对进行标注,初步构建了

汉语学习者依存句法树库,并以此探讨偏误对依存

句法的影响。

1 相关研究工作

学习者语料库是第二语言或外语学习者产生的

语言数据的电子文本库[7]。它记录的是非母语学习

者在使用目的语的过程中产生的语言。这种语言既

不同于母语,也不同于目的语,并且带有语法偏误信

息。构建带有显性句法信息的学习者语料库对自然

语言处理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为语法改错、句法复杂

性研究等任务提供帮助。目前,国外学习者依存句

法树库的建设工作已逐渐走向成熟,而相比之下国

内汉语学习者依存句法树库建设的相关研究尚处于

起步阶段,进展相对缓慢。
英语学习者依存句法树库发展迅速,最具规模。

其中英 语 学 习 者 句 法 标 注 项 目(TheProjecton
Syntactically Annotating Learner Language of
English,SALLE)[8]和英语学习者树库(TheTree-
bankofLearnerEnglish,TLE)[9]是影响力最大的

两个学习者树库。

SALLE是学习者树库的先驱,由 Ragheb和

Dickinson等人于2014年构建。它在SUSANNE
Corpus[10]的词性标签集和儿童语言数据交流系统

(ChildLanguageDataExchangeSystem)[11]的依存

标签集基础上构建标注规范,对大学生的英语作文

语料进行标注。SALLE关注到了句子的表层结

构,对推进句法标注在学习者语料库中的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但它只标注了语料的语言学特征,而没

有进行偏误标注和修改,因而难以应用到语法错误

识别、语法改错等任务中。

TLE是2016年由Berzak等人构建的英语学

习者树库。与SALLE相比,它有两大特征:1)在国

际通 用 依 存 标 注 体 系(UniversalDependencies,

UD)②[12-13]之下建立标注规范,对多语言对比分析

具有极大意义。2)对语法错误进行标注,使之便于

应用到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之中。UD是目前拥有语

言种类最多的通用依存标注体系,它为不同种类的

语言提供统一的标注方案,来解决句法分析器在跨

语言分析上效果不佳的问题[13]。截止目前,最新版

本的UDV2.9已发布了122种语言的标注数据,共

217个树库。TLE结合英语学习者的语言特征,对
英语母语者语料标注规范进行一定修订,形成了基

于UD的英语学习者语料标注规范。它的语料来源

于剑桥学习者语料库(CambridgeFirstCertificate
inEnglishlearnercorpus)[14]。TLE对语法错误进

行了标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SALLE缺乏偏误

标注的问题。TLE的构建影响很大:在二语习得

领域,它为偏误分析研究提供了语料支持,促进了第

二语言教学与量化研究的发展;在自然语言处理领

域,TLE为句法分析器提供了大量的训练语料,并
通过实验验证了基于L1和L2的平行依存句法树

库对提升句法分析器准确率的影响。
与此同时,汉语学习者树库的构建尚在初探过

程中。北京语言大学HSK动态作文语料库③[15-16]、
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④[17]等汉语学习者语料库的

关注重心是字、词等层面的偏误标注,而对句法结构

信息关注度不够。
已有的汉语学习者依存句法树库构建工作也有

待完善。香港城市大学制定了面向汉语学习者的标

注规范[18],并构建了汉语学习者依存句 法 树 库

UD_Chinese-CFL。CFL遵循TLE“字面标注”的原

则,结合汉语学习者语料的特点,提出了基于UD的

汉语学习者依存句法标注规范。但其也存在一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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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UD_Chinese-CFL:https://universaldependencies.org/treebanks/

zh_cfl
UDV2:https://universaldependencies.org/guidelines.html
北京语言大学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http://hsk.blcu.

edu.cn
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http://qqk.blc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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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之处:标注原则不够清晰,将许多难以满足标注

原则的语料当作例外情况处理;标注过程为了适应

规范对语料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对于一些汉语的

特殊词性、结构未作详尽考虑。

2 汉语学习者依存句法树库构建

本章介绍了汉语学习者依存句法树库的构建工

作。首先,我们制定了一个面向汉语学习者语料的

依存句法标注规范[6]。其次,我们从 HSK动态作

文语料库中筛选出带语法偏误信息的语料构建语料

库。最后,我们搭建了在线标注平台,通过人机结合

的方式,对分词、词性和依存句法进行标注。

2.1 标注规范

在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基于 UD
V2[19]制定了一个面向汉语学习者语料的依存句法

标注规范[6],其标注原则包括核心标注原则和非核

心标注原则。
核心标注原则:根据纠偏后的目标句进行分

词、词性标注和依存句法分析。核心标注原则是最

重要的标注原则,即在拿到一个偏误句时,我们首先

要尽量根据偏误纠正后获得的目标句的句法结构进

行偏误句的依存句法标注。如图1所示,偏误句中

“共供”为别字,同时遗漏了介词“对”,但大的语言单

位的句法属性未发生改变,“公共场所的卫生”仍在

句中作状语。对于这样无法判断其句法结构、句法

结构不合法或遗漏的单位不会使句法结构发生改变

等情况,按照核心标注原则进行标注。

图1 核心标注原则示例

非核心标注原则:根据所观察到的句法结构进

行分词、词性标注和依存句法分析。在核心标注原

则不适用时,采用非核心标注原则。如图2所示,如
果依照核心标注原则,偏误句中root应在“深入”
上,但是,这样就没有办法处理“达到”。因为在我们

的标注体系中,表示两个动词之间关系的标签有

“conj”和“xcomp”,而这两个标签的方向都是从第

一个词指向第二个词。所以,如果按照核心标注原

则标注的话,就会和所制定的依存标注框架相违背,
因此需要根据观察到的偏误句句法结构,将root放

在“达到”上。对于此类句法结构发生改变或其他原

因导致核心标注原则不适用的偏误句,按照非核心

标注原则进行标注。

图2 非核心标注原则示例

此外,我们解释了两个新增的依存标签:
补语标签“xcomp:comp”:在原标注框架中,标

签xcomp既用于联结相同主语的两个动词,又用于

联结中补结构中的补语与中心语。为了加以区分,
现规定xcomp仅用于表示前一种关系,新增标签

xcomp:comp来表示后者(图3)。

图3 xcomp:comp用法示例

并列关系复句标签“dep:conj”:在原标注框架

中,标签dep联结复句中的两个小句。然而当两个

小句是并列关系时,就可能导致关系层次模糊不清。
例如,图4第一句与第二句的复句层次关系不同:
第一句中的C小句与A、B小句分别构成并列关系,

第二句中的C小句与A小句非并列关系。但是它

们的标签与依存弧方向完全一致,光看图难以区别

这两种层次关系。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为复句间

的并列关系另设标签dep:conj,使得复句层次关系

更加清晰(图5)。

2.2 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带有偏误信息的汉语学习者语料,通
过对其中的典型语料进行依存句法分析,以期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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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原标注规范标注示例

图5 现标注规范标注示例

汉语学习者的语言特征,并期望对自动句法分析等

研究有所帮助。
首先,从北京语言大学构建的 HSK动态作文

语料库中选取了9626个带有偏误标注的句子。

HSK动态作文语料库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汉语中介

语语料库,它总共收录了11569篇1992-2005年

不同母语的留学生作文试卷的语料,并且对字、词、
句和篇章进行了偏误标注和修改。为了保证语料的

广泛性,以及抽取语料的平衡性和综合性,我们从包

括叙事、议论、应用等不同文体的29个话题中均衡

地抽取语料。选取语料的作者母语各异,包括韩语、
日语、英语、俄语、法语、蒙古语等14种语言,遍布五

大语系,含有孤立语、屈折语、黏着语三种语言形态

类型。在选取的篇章上进行分句时,由于学习者语

料的标点可能存在偏误,因此按照偏误修改后的语

料进行分句,以“。”“!”“?”等标点为单位进行切分。
其次,以语法点为切入点,选取具有有效、典型

偏误信息的语料。在对外汉语教学当中,语法点教

学是一种常用的教学手段,它是对系统语法进行切

分之后的结果。本文借鉴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汉语国

际教育动态语料库(CTC)①[20]中的语法点信息,并
进行了增补和筛选,总结了包括复句、固定结构、介
词及介词结构、特殊句型四大类的137个语法点。
随后采用人机互助的形式对语料进行语法点标注,
共提取出了1056句带有语法点偏误信息的句子。

2.3 标注流程

首先,在标注之前对语料进行一定处理,得出适

于标注、且具有对比分析价值的偏误句与目标句的

平行句对;其次,开展两个层面的标注:词层面的分

词及词性标注,句法层面的依存句法标注。在这两

个层面上,均采用人机结合的方式标注,并设置标注

员和审核员两种角色,既可以提高标注的效率,也能

保证标注的质量。

2.3.1 语料预处理

本树库面向汉语学习者,并期望探索汉语学习

者偏误对依存分析的影响,因此树库中的语料均以

一组平行句对的形式显示,即汉语学习者生成的偏

误句与母语者修改后正确的目标句。HSK动态作

文语料库已对偏误句的字、词、标点偏误进行了一定

的修改,对于此类已给出修改结果的偏误标注,可以

通过程序直接获得偏误句和目标句。
然而,对于句式方面的偏误,HSK语料库只进

行了偏误标注,而没有进行修改。比如“人类是有精

神方面的追求{CJsd},必须满足其需求。”一句中,
{CJsd}表示此句是“是……的”句式错误,但没有明

确表明应如何修改。此外,HSK语料中还有一些错

误存在漏标的情况。针对这两类句子,我们对其

进行人工修改,将原句按照最小改动的原则修改

为符合汉语语法的句子,得到正确的目标句。在

492句偏误句当中,共对227句语料进行了人工

修改。

2.3.2 语料标注

标注过程包括分词、词性标注和依存标注。分

词及词性标注是做好依存标注的前提,其标注质量

直接关系着依存句法的标注质量,一旦分词和词性

出现错误,会使得句法层面的标注难以进行,增加标

注难度。

UD_Chinese-GSD② 是谷歌在 UD上发表的汉

语树库,本文参考了它的分词及词性标准,在实际标

注时采用字标注的方式进行标注,如“苍白”一词为

形容词(ADJ),则对这两个字分别标注“B-ADJ”和
“I-ADJ”两个标签。但在标注过程中发现GSD的分

词和词性标注规范仍有一定不足之处,主要有:1)
部分出现在相同语言环境中的同一个词的词性不

24

①

②

汉语 国 际 教 育 动 态 语 料 库:http://www.aihanyu.org/

basic.aspx
UD_Chinese-GSD:https://universaldependencies.org/

treebanks/zh_gsdsi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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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2)部分出现在相同语言环境中的同一个词的分

词情况不同。3)部分词的分词情况与词典有差别。
4)相同成分构成的词,有的被分开列为两个词,有的

合起来标为一个词。如同样是“ADV+‘是’”的结

构,“都是”、“不是”被标为一个词,“总是”则被分开

标为“总”和“是”两个词。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我
们参考了宾州中文树库CTB的分词[21]及词性规

范[22],对GSD的分词和词性标注规范进行了部分

修改,例如,1)现阶段不对词缀、类词缀进行单独分

词,在后期工作中如需拆分词缀,则针对词缀、类词缀

的判别进行规定后制定词缀表,再对词缀进行拆分。
2)把成语和俗语当作一个整体来标注。因为成语和

俗语是一种相沿习用的固定短语,具有结构定型、意
义完整两个基本特点。它们在语句中是作为一个整

体来应用的[23],其意义通常不是字面意义的简单相

加。如果拆分进行标注的话,会破坏其所要表达的意

义。分词与词性标注完成后,即可进行依存分析。

  为了提高标注的效率和一致性,我们采用人机

结合的方式进行标注。标注流程如下:
1)用GSD数据训练分词、词性和依存句法分

析模型,并得出语料的分析结果。
2)将每条句子的分析结果随机分配给两位标

注者标注。标注完成后,若标注结果完全一致,则确

立为标准答案,结束流程;否则进入步骤3)。
3)如果两个标注答案不完全一致,则将这条句

子分配给专家进行审核,由专家给出标准答案,结束

流程。

2.4 标注平台

为了提高标注的效率,降低标注的难度,本文基

于Arborator① 开发了一个在线标注平台②。该平

台操作简单,可以多人同时进行标注,也能减少标注

管理者的工作,便于查看标注进度和管理标注结果,
标注界面如图6所示。

图6 标注平台界面

  标注平台的主要功能有:
1)修改句子的分词错误和词性标签。当存在分

词错误时,标注员或审核员可通过删除、增添、替换等

操作对分词情况进行修改;当存在词性错误时,标注

员和审核员可在预设好的词性标签中选择正确的标

签进行修改,避免人工输入时可能产生的误操作。
2)标注依存弧及标签。标注员和审核员可通

过将依存弧从弧起始端的词语拖拽至弧末端对应的

词语来标注依存弧,并通过预设的依存标签栏选择

正确的依存标签。
3)对比多人标注结果。审核员可以自由选择

想要对比的多人标注结果,标注一致的显示为灰色,

不一致的弧或标签则以不同的颜色显示不同的标注

结果,极大地简化了审核工作。

3 标注数据分析

基于以上标注流程,本文对100条语料进行了

依存标注,其中每条语料都至少含有一个非标点符

号的语法错误,平均句长为35字,平均每条语料带

有4处偏误。首先,我们统计了依存标签整体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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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Arborator:https://github.com/Arborator/arborator-server
https://yatlc.wenmin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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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情况,并尝试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解释。其次,通过

分析两位标注员之间的一致性来观察标注的质量,
并通过对比偏误句中带偏误标记的词与无偏误标记

的词的一致性来分析偏误对标注质量的影响。最

后,分析偏误类型对依存句法分析的影响。

3.1 依存标签分布情况分析

本文对语料库中依存标签的数量和分布情况进

行了统计,总共包含35类、4554个标签。由于个别

标签出现的次数非常少,所以只呈现了出现次数在

100次以上的依存标签的分布情况,如图7所示。
经过对各标签情况的分析,可以获得以下信息。

图7 高频标签分布情况

1)主干成分占比高。句法结构中主干成分的

标签,如表示主语的“nsubj”、表示宾语的“obj”、表
示状 语 的“advmod”“obl”、表 示 定 语 的“nmod”
“amod”“nummod”等,占比明显高于其他标签的占

比,基本符合人们的语言认知。这说明,从总体上看

我们的标注规范是科学、合理的。此外,在高频标签

中没有出现补语标签“xcomp:comp”。补语是汉语与

印欧语言的一大区别,因此二语学习者在语言迁移的

过程中受到母语的影响,较少地使用补语成分。
2)复句较多。排名前十的标签中,除了句子的

主干成分以外,还包括“punct”、“dep”两类标签。
“dep”表示小句关系,“punct”表示标点,占比都高于

排名第九表示根节点的标签“root”。这反映了语料

的特点:句子长度大,复句较多,各小句间的层次关

系比较复杂。出现这种特点是因为语料主要来源于

考试中的作文语料,学习者为了得到较高的分数,会
更多地使用长难句。

3.2 语法偏误对标注的影响

本文通过计算两位标注员在偏误句、目标句、偏

误句中的偏误词语和无偏误词语上的一致性来进一

步分析语法偏误是否会对标注质量产生较大的影响。
对于一致性和准确率的计算方法如下:
依存弧的一致性(CA):假设一个句子有m条依

存弧,a和b两个人都对其进行标注。如果两人的标

注结果中一致的依存弧为iA 条,则CA=iA/m;
依存标签的一致性(CL):假设一个句子有m条

依存弧,a和b两个人都对其进行标注。如果两人的

标注结果中有iL 个依存标签相同,则CL=iL/m;
带标签的依存弧的一致性(CLA):假设一个句

子有m条依存弧,a和b两个人都对其进行标注。
如果两人的标注结果中有iLA 条依存弧相同且依存

标签也相同,则CLA=iLA/m;
我们统计了两位标注员间的一致性,如表1

所示。
首先,以句为单位,对两位标注员的一致性进行

统计。“所有句”表示两位标注员标注的所有数据,
“偏误句”表示带有偏误的句子,“目标句”是对偏误

句进行修改后的句子。

表1 一致性分析

类别 CA CL CLA

所有句 91.59 92.75 87.77

目标句 92.14 93.40 88.59

偏误句 91.02 92.09 86.93

无偏误词 91.07 92.49 87.09

偏误词 90.64 89.14 85.77

  其次,我们作出一个假设:语法偏误对标注的

一致性有影响。为此,通过编辑距离将偏误句与目

标句进行比对,提取出偏误句中经过“替换”、“删除”
操作的词,将之称为“偏误词”,其他未发生改变的

词,称之为“无偏误词”。
由表1中的数据可得到以下结论:
1)标注员总体的标注一致性较高。这在一定

程度上肯定了标注规范与流程的合理性。
2)在依存弧、依存标签和带标签的依存弧上,

偏误句的一致性都明显低于目标句,偏误词的一致

性都低于非偏误词。这可以表明语法偏误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标注的难度,对标注的一致性造成影响。
3)比较“CA”和“CL”两列数据,在“所有句”、

“目标句”、“偏误句”、“无偏误词”中,依存标签的一

致性都高于依存弧。其原因是存在某些会产生连锁

反应的标签,如表示根节点的“root”,当这些标签指

向的词不一致时,会导致这些词与子节点间的弧也

发生改变,而其上的一些依存标签却不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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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当“root”所指的词不一致时,指向语气词的弧

会发生改变,但“discourse”标签不发生改变。在“偏
误词”中,依存标签的一致性却低于依存弧,并且与

“无偏误词”相比,相较于依存弧,依存标签的一致性

差别明显更大,说明语法偏误对依存关系的影响比

对依存结构的影响更大。

3.3 语法偏误对依存句法分析的影响

鲁健骥认为偏误类型可分为四种:“遗漏”、“误
加”、“误代”、“错序”[24]。遗漏偏误是指由于在词语

或句子中遗漏了某个/几个成分导致的偏误;误加偏

误是指当某些语法形式发生某种变化时,在通常情

况下可以/必须使用的某个成分变为一定不能使用

这个成分,而汉语学习者往往不了解这种条件的变

化仍然使用这个成分,从而导致的偏误;误代偏误是

指从两个或几个形式中选取了不合适于特定语言环

境的一个词造成的偏误;错序偏误指的是由于句中

的某个或几个成分放错了位置造成的偏误[24]。本

文按照这种分类,探索偏误类型对句法分析的影响,
以帮助训练二语的句法分析器,提高二语语法纠错

任务的准确率。
在对语料中出现的偏误考察后发现:
1)当出现“误加”或“遗漏”偏误,即词语冗余或

缺失时,如果该偏误在句中承担核心句法成分或者

和其他词语构成某个结构共同承担核心句法成分

时,那么该偏误对句法分析的影响较大,即平行句对

的标注结果大有不同,具体表现为根节点与依存关

系标签发生变化,如图8所示;反之则适中,即平行

句对的标注结果略有不同。略有不同表现在多一个

弧、少一个弧、弧长度有所不同或弧交叉,但根节点

与依存关系标签未发生变化,如图9所示。

图8 “误加”偏误对句法分析影响较大示例

2)当出现“误代”偏误,即词语使用错误时,如果

该词与修改后的词具有相同的词性,且出现的句法环

境也相同,那么该偏误对句法分析的影响较小,即平行

句对的标注结果基本一样,如图10所示;反之则较大。

图9 “遗漏”偏误对句法分析影响适中示例

图10 “误代”偏误对句法分析影响较小示例

3)当出现“错序”偏误,即词语的位置发生了改

变时,如果所修饰的核心词没有发生改变,仅仅是弧

的距离发生改变,那么该偏误对句法分析的影响适

中;如果所修饰的核心词发生改变,即弧的父亲节点

发生改变,那么该偏误对句法分析的影响较大。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介绍了我们在汉语学习者依存句法树库构

建上所做的一些工作,包括选取数据、搭建平台,以
及基于标注规范开展标注等,并对依存关系标签分

布情况和偏误对标注质量及依存句法的影响情况进

行了分析。在严格的标注流程控制后,通过统计与

分析发现语法偏误对标注质量和依存句法分析都有

一定的影响,对待不同的偏误要采取不同的标注策

略,以降低标注难度,节约标注时间。目前我们树库

的规模还比较小,未来我们将继续完善标注规范,在
标注规范的指导下扩大树库规模,为二语教学与研

究提供更多帮助,也为句法分析器、语法改错等相关

研究提供更多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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