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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message structure is composed of several Chinese fragments which may be

characters words or phrases. Every message structure carries certain information. We have developed a
HowNet-based extractor that can extract Chinese message structures from a real text and serves as an
interactive tool for building large-scale bank of Chinese message structures. The system utilizes the
HowNet Knowledge System as its basic resources. It is an integrated system of rule-based analyzer,
statistics based on the examples and the analogy given by HowNet-based concept similarity calc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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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语块分析（chunk parsing ）或被称为浅层句法分析（shallow parsing）或部分句法分析（partial
parsing）等语言处理方法成为语言技术研究的一个热点。其中印欧语言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
一定的成果，但是对于中文的语块分析则相对落后。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相对于印欧语言，中文
没有那么丰富的形态变化，中文的词类与句法功能不是一一对应的，中文的词、短语、句子之间的
界限是模糊的。除此而外，甚至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文的结构更加依赖于语义的制约。
本文提出中文信息结构这样的概念，并据此构建了基于知网的中文信息结构抽取器。该抽取器从中
文的语义出发，以知网知识系统作为其基础资源。中文信息结构抽取器的功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构建、管理和维护《知网-中文信息结构库》的数据；
（2）是分析并抽取真实文本中的中文信
息结构。其技术关键是：第一，它对于中文的词、词组、短语进行一体化的处理；第二，它主要是
基于语义的。第三，它是基于规则匹配和基于大规模实例库及相似度比较的结合。中文信息结构抽
取器利用已有的中文信息结构的模式与实例编写规则，再利用这些规则到真实的文本中抽取所需的
中文信息结构来构建更大规模的中文信息结构库。
2 中文信息结构
信息结构（message structure）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词或短语构成，句法和语义合理，并传达
了特定信息的结构。该结构内不含有介词、助词、连词、标点。该结构内部允许呈递归形态。信息
结构是信息理解（message understanding）的基础。信息结构是依赖于特定语言的，不同的语言可以
表达相同的信息，但有着不同的信息结构。试以"通缉犯"这样一个词语为例。其中有两个基本单元
“通缉”和“犯”
，
“通缉”为动词，
“犯”为名词，因此从句法结构看是 V＋N 的定中结构；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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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关系结构看，前者是“行为动作”
，后者是“受事”
；而信息结构不仅能反映“行为动作”和“受
事”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能够反映出是“这是一个人，这个人是被通缉的对象，他是一个有罪的人
（
“有罪”这一信息是含在“通缉”这一词语中的）”
。
中文信息结构是中文中句法和语义合理的一个语言片段，它可能是传统被认定的词语，也可能是一
个比词语更大的语言片段。中文信息结构的描述对象是：由中文词语所表述的概念。
《知网》规定了
最基本的运算单元是：万物、部件、属性、属性值、事件、时间和空间等 7 大类。
(a) 万物
平民-百姓，车-辆，运动员-们，桌-椅，赵-大夫，杨-队，大学-老师，海外-房地产-投资-公司，电影
-演-员，采访-者，外交-界，物理学-家，食蚁-兽，手术-室，美食-城，西药-房，设备-保护-装置，洗
涤-剂，豆瓣-酱，长-袖-衫，大-黄-狗，锦绣-河山，金-光，酸-梅，业余-棋手，一-本-杂志
(b) 部件
头-顶，脸-部，腹-腔，科-室，手-套，熊-腰，文章-段落，牙-根，树-枝，杏-仁，山-顶，句-首，屋脊，桌-面，车-身，笔-套，学校-各处室，鸡-腿，尖-下颌
(c) 属性
浓-淡，安-危，高-度，通畅-性，员工-人数，药-效，地球-籍，温-差，氧气-消耗-量，出生-率，社会
-环境，警-民-关系，主要-特点，本届-会议
(d) 属性值
朱-红，没-水平，高-性能，双-色，可-悲，防-洪，耐-寒，翠-绿，中-高级，银-灰，深-蓝，更加-重
要，功能-正常，不-称职，干-干-净-净，快-起来，软-下去，十-七，第-五，三-分之-二，百分之-十
(e) 事件
安排-工作，卖-书，参观-学校，供应-部队，植-树，订-计划，新闻-报道，物价-检查，药品-生产，
拜-寿，爱好-体育，爱-看书，称-重，恢复-军籍，度过-难关，中断-比赛，禁止-吸烟，爱-漂亮，睡三小时，打-牌，非常-爱护，两-年-写-四-本，深-感，怒-斥，盗-墓
(f) 时间
道光-三十-年，公元前-368-年，四-月，六-号，第五-天，六-点，1939 年-9 月，1 月-24 日，今天-凌
晨，上午-九时，12 月 9 日-星期四，八时-三十分，明天下午-五点，四个星期-内，本世纪-末期，上
午八时-整
(g) 空间
江西-省，加拿大-多伦多，辽宁-本溪，厦门-湖里区，北京-广渠门大街，香颐路-宁宜小区，秀水园
-1-号，6 号楼-5-号，中山北路-三-段，丽都-饭店，中山-公园，闪光-点，战争-地点，网-上，古-国
现在有很多人在做中文命名实体辨识（Chinese Named-entity Recognition）的工作，在中文命名
实体辨识中的主要是抽取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名、时间、数量等[4][5]，而中文信息结构不仅涵
盖了这些内容，并且其涉及的范围较目前流行的中文语块更宽泛。我们研究中文信息结构的出发点
是：既然我们已经认定了世界上只有 7 大类概念，我们将通过对于中文信息结构的研究来发现中文
是如何表达或描述这些概念的。下面我们就“万物”这个类别，在展开一点加以说明。中文在描述

“万物”时，都采用了哪些结构呢？试看下面的例子。
（a） 描述“万物”作为成员角色及其整体的关系
其中的一个结构（简化）是：(组织/场所) [来源整体] <-- (人,职位)，如：
公司-总经理，图书馆-馆员，小卖店-老板娘，社科院-院长，内科-主任
（b） 描述“万物” 作为被领属物
其中的一个结构（简化）是：(地方,专) [限定] <-- (组织)
美国-国会，美-军，中国-人大，俄-杜马，台湾-情治单位，以色列-摩萨德，德国-央行
（c） 描述“万物”作为施事角色及其行动的关系
其中的一个结构（简化）是：(事件,行动) <-- [施事] (人/拟人)，如：
公诉-人，捕蛇-人，侦察-兵，救生-员，采购-员，收货-人，来京务工-人员，辍学-生
（d） 描述“万物”作为被支配角色（如受事等）及其行动的关系
其中的一个结构（简化）是：(事件,行动) <-- [受事/成品受事/内容/对象/领属物] (万物)，如：
雇-员，展-品，弃-婴，保护-区，在押-犯，进口-货，废弃-机场，参考-资料，处理-对象
（e） 描述“万物”作为销售场所及其所销售物品的的关系
其中的一个结构（简化）是：{(物质) [领属物] <-- <事件,行动,买>} <-- [处所] (组织/场所)，如：
书-店，鞋-店，银-楼鞋帽-店，中药-店，西药-店，西饼-店，床上用品-商店，自行车-行
（f） 描述“万物”作为成品及其材料的的关系
其中的一个结构（简化）是：(材料/无生物) [材料] <-- (人工物)，如：
蔗-糖，草-席，玻璃-杯，葡萄-酒，塑钢-门窗，柏油-马路，汉白玉-栏杆，皮蛋瘦肉-粥，
（g） 描述“万物”作为成品及其材料的的关系
其中的一个结构（简化）是：{(材料/无生物) [材料] <-- (制造/辫编)} <-- [成品受事] (人工物)，
如：
铝-制-品，毛-织-品，全棉-织-品，豆-制-品，玻璃-制-品，纯羊毛-织-物，
（h） 描述“万物”作为销售场所及其所销售物品的的关系
其中的一个结构（简化）是：{(属性值)/（数量值） [修饰] <-- (部件)} <-- [整体] (物质)，如：
金-发-女郎，白-胡子-老头，圆-领-衫，高-领-衫，长-把儿-铁锹，独-臂-英雄，双-缸-洗衣机，
3 中文信息结构抽取器的规则与模块
根据我们多年建设知网和中文信息结构库的实践，我们可以肯定中文词语间的组合主要基于语义。
在我们的中文信息结构库 2000 版中，中文信息结构（基于语义的）有 271 个，但与之对应的句法结
构仅 58 个。下面的结构在句法上都是 N+V 的结构，但它们的语义结构是很不同的：货物-运输（受
事）
，铁路-运输（手段）
，汽车-运输（工具）
，春节-运输（时间）
，海洋-运输（处所）
，人们-运输（施
事）等。如果仅仅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如树库所为）或者仅仅把它们分类为主谓、定中等结构（如
传统语言学的语法所为）
，对于信息处理都是不够的。因此，中文信息结构抽取器主要采用了基于语
义的方法。我们在中文信息结构抽取器中构建了一系列的语义规则与模块。图 1 所显示的是我们的
抽取器工作的一个结果，即根据一条有关“时间结构”的语义的规则，来抽取“当天 上午 十 点”

这一类型的信息结构。

图 1：中文信息结构抽取器概况

3.1 规则与模块的形成
在中文信息结构抽取器中，我们构建了一系列的规则与模块来实现对中文信息结构的抽取。其中的
规则是以《知网-中文信息结构库》为原始资料进行构建的。这是因为《知网－中文信息结构库》中
的中文信息结构是从大规模真实语料中抽取，并经人工选择，确定取舍的，其中共总结了 271 种中
文信息结构，附带着一万多实例，总字数十万余。虽然就其规模而言它还只能算是一个雏形，但就
其所包含的模式而言应该说已趋于成熟。
3.2 中文信息结构抽取器中的模块
我们根据规则所能够实现的功能，将规则分配到不同的模块，如时间模块用来处理时间类中文信息
结构，机构名模块则用来处理表示各种机构的中文信息结构。每一个模块下都有若干规则，并且这
些规则会按照不同的优先级进行排列，将优先级高的规则放在前面，这样当调用到这个模块时，就
会先调用优先级高的规则。而规则的优先级又是按照规则规定的严格与否划分的，规定严格的规则，
它的优先级就高。因此优先级的高低确定了同一个模块中规则的调用顺序。
3.3 中文信息结构抽取器中的规则
每一条规则都是由规则的条件和规则的结论两个部分构成。对于规则条件的描述采用了知网知识系
统描述语言（KDML）的描述方法。规则的条件从信息结构的每个组成部分的意义出发,规定了具体的

中文信息结构的各个部分之间的语义关系。规则的结论发出一种动作，如：开始扫描文本，调用某
个规则模块，捆绑一个中文信息结构等等。例如下面的规则：
规则的条件：[CN.def]① == {cardinal|基数} && [R1.def.class]② == {ActUnit|动量}
规则的结论：@chunk(R1,CN).
例子：三-下;两-趟;
（注①：[CN.def]表示当前扫描节点的概念定义。
）
（注②：[R1.def.class]表示当前扫描节点的下一个节点的概念定义的类。
）

在规则的条件部分，我们首先规定了当前的节点的概念定义为{cardinal|基数}，接着规定当前节点
的下一个节点的概念定义的类为{ActUnit|动量}，{cardinal|基数}和{ActUnit|动量}都是在知网中
定义的义原。我们看其中“三-下”这个例子，它符合这个规则所规定的条件，由此也就确定了“三
-下”这个例子中“三”和“下”这两个部分的意义。其中“三”在知网中只有一个意义，是：
DEF={cardinal|基数}。而“下”在知网中共有 20 个意义，而按照这条规则的规定，它的概念定义
的 类 应 该 是 {ActUnit| 动 量 } ， 因 此 我 们 就 确 定 了 这 里 的 “ 下 ” 的 意 义 为 ： DEF={ActUnit| 动
量:host={event|事件}}。当一个信息结构符合了某一条规则的时候，这个信息结构中每个部分的意
义都被确定了。
这个规则的结论是以 R1 节点为中心进行捆绑，因此就把“三-下”中的“三”作为“下”的子节点
捆绑了，那么“三-下”这个信息结构的意义就被抽象成“下”的意义，即 DEF={ActUnit|动
量:host={event|事件}}。值得指出的是“三”的意义并没有被丢掉，而是仍然被保存的，以便于进
一步捆绑以及意义的辨识时的使用。
下面我们来看“爱-生病”和“爱-游泳”这样两个信息结构，从句法结构上看都是“V＋V”的结构，
但是从他们的语义结构来看，前者是(事件,状态,易于) --> [内容] (事件)，后者是(事件,状态,
情绪/态度/意向/感知状态) --> [对象] (事件)，即具有不同的语义结构，这时，我们就会将这样
的两个信息结构编写不同的规则，如下：
“爱-生病” [CN.def] == {AptTo|易于} && [R1.def.class.root] == {event|事件}
“爱-游泳” [CN.def] == {FondOf|喜欢} && [R1.def.class.root] == {event|事件}

对于规则的描述采用了知网知识系统描述语言（KDML）的描述方法,这是因为:中文信息结构体现了
概念与概念之间以及概念的属性与属性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它与普通意义上的中文语块之间的区别。
在知网知识系统中，共定义了 2215 个义原以及 90 个动态角色，通过 KDML 的描述，这些义原与动态
角色得以紧密联系在一起。中文信息结构恰恰需要这样一种描述语言来体现各种信息结构中概念之
间以及概念的属性与属性之间的关系。另外，知网知识系统的知识库是利用知网知识系统描述语言
（KDML）对各种语言的词语所代表的概念进行描述的，它是一个面向计算机的可以计算的语义资源。
利用 KDML 对中文信息结构抽取器中的规则进行描述使中文信息结构抽取器与知网知识系统结合起
来。从理论上讲，这使得知网的知识体系在中文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从应用的角度来看，
在中文信息结构的抽取过程中，通过知网知识库进行组词，使被切分的每一部分的意义都变得能够
计算，同时 KDML 使得每一种信息结构也都成为可以计算的对象。这样，规则中所规定的某一部分应
该具有的语义与被切分的每一个部分之间就可以放在一起进行意义的计算了。
就上面的例子有人会问：
“如果文本中是‘爱发脾气’
，抽取器又如何能知道选择哪一条规则？”这
正是我们的策略与传统的基于规则的系统的不同。在《引言》中我们指出我们的任务之一是建设大
规模中文信息结构库。在结构库里有大量的实例，以便我们引入统计概率的方法，同时还要特别介
绍，我们有已经完成的概念相似度计算器，例如就以“发脾气”为例，根据我们的概念相似度计算
器的计算，
“发脾气”与“生病”的相似度为 0.018605；而与“游泳”的相似度为 0.009639。这样

也可以帮助我们判别歧义。
3.4 规则控制程序的策略
在中文信息结构抽取器中采用了规则控制程序这样一种策略。这种策略使得语言工作者与计算机工
作者的工作相互分离，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各自的长处。对规则和模块进行的填加、修改、删除，制
定规则的优先级，什么时候调用什么样的模块等等这些工作都可以由语言工作者单独完成，因为语
言工作者最了解各种语言现象。计算机工作者只需要完成对这些规则与模块的解析。对于规则与模
块的解析是通过信息结构解析器完成的。
3.5 信息结构解析器
如果不能对上述的规则与模块进行解析，那么中文信息结构抽取器就不能被激活，对真实的中文文
本进行信息结构的抽取也就无从谈起。于是，我们构造了信息结构解析器。信息结构解析器是由计
算机工作者完成的，用于对规则中所使用的各种描述符号、关系符号进行解释，并对其中的 KDML 语
言进行解析，从而完成规则与信息结构之间语义的匹配。规则与信息结构语义之间的关系匹配是信
息结构解析器最为重要的部分。
3.6 规则举例
文本：去年冬天我去了两趟哈尔滨。
中文信息结构的抽取结果如图 2，其中共有两个中文信息结构，分别是：
“去年-冬天”和“两-趟”。
其中中文信息结构“去年-冬天”抽取结果分析如下：
中文信息结构：去年冬天
组合情况：去年-冬天
适用规则：[CN.def] >= {time|时间:TimeSect={year|年}} && [R1.def] == {time|时间:TimeSect={winter|冬}} #
@chunk(CN,R1).

中文信息结构“两-趟”抽取结果分析如下：
中文信息结构：两趟
组合情况：两-趟
适用规则：[CN.def] == {cardinal|基数} && [R1.def.class] == {ActUnit|动量} # @chunk(R1,CN).

与其他的中文语块抽取系统不同的是，经过中文信息结构抽取器处理后的中文信息结构内部的语义
关系是清晰明确的，其每一个部分的语义都被确定并保留了。这样一来就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一个新
可能，即我们可以针对已被抽取出来的信息结构，进行问与答。例如针对第 2 节的（a）我们可以有
如下的问与答：
（a）描述“万物”作为成员角色及其整体的关系
其中的一个结构（简化）是：N1(组织/场所) [来源整体] <--N2 (人,职位)
Query1: 谁？/ 什么人？
Answer1: N1 + N2
Query2: 他（她）是做（干）什么的？/ 他（她）的职务是
Answer2: N1 + N2
Query3: 那是哪儿的 N2？
Answer3: N1“的”

图 2：抽取结果示例

4. 结论
知网人一直致力于面向计算机的中文信息处理，因此，由知网人开发的中文信息结构抽取器也必然
是面向计算机的系统。中文信息结构抽取器充分的利用了知网知识系统这一语义资源，实现了对中
文信息结构的自动抽取，成为建设知网－中文信息结构库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中文信息结构抽取器
目前基本完成了对时间、数量、地名、重叠词等的自动辨识，在下一步的研究中，我们将进一步完
善已有的模块以及构建针对更为复杂的中文信息结构的自动辨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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