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词汇历时检索系统的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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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词汇是语言系统中最具活力的子系统。在语言演化的过程中，词汇的历时变化是语言学、历史学、
社会学等多学科所关注的信息。我们收集了时间跨度约为六十年的同质新闻语料。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我们开发了现代汉语词汇历时检索系统。基于该平台可以利用频率、累积和与累积频率等方法从微观和宏
观的角度上对词汇的在语义、语用等方面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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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chronic Retrieval for Modern Chinese Word: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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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ocabulary is the most active and time sensitive sub system of a language. During the evolution of a
language, diachronic changes in vocabulary are focused by linguist, historian and sociologist etc. We collected
large scale of corpora with a large time span, and formed Diachronic Retrieval for Modern Chinese Word with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echnology. The relative features based on this system like frequency, cumulative sum,
cumulative frequency etc. could be used to give a research on vocabulary semantic, pragmatic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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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词是语言中有意义，能独立运用的最小单位，也是最能够体现语言生活变迁的语言单位。
每一个词都有在其所属语言社团中独特的发展过程。从微观上说，一个词语包括其使用情况
的历时信息，可以反应特定时间乃至特定领域在不同时期所受到关注的情况。从宏观上讲，
整个词汇的丰富程度是语言生活情况的重要体现，从一个侧面反应了社会变迁和人民生活的
变化。每个时间断面上的词汇都带有以往的语言历史，是共时和历时的混合产物[1]。
计量语言学关注今天的词汇始于哪个历史时期，还关注现在词汇的使用状况是如何形成
的。语言的历时信息同样为计量史学所关注。而利用计量史学方法进行的观念史研究，则更
注重特定词语的历时使用变化。金观涛、刘清风[2]使用晚清至民国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一
亿两千万字作为数据源，通过表达同样观念的不同词在不同时期使用频率和上下文特征的研
究，观察并分析了一百个中国现代政治术语的形成和发展。在史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但是其
史料库规模和选材偏执也引起了争议[3]。刘长征运用 1981-2009 共 29 年的《深圳特区报》
进行了新词语监测和词语生命力的研究[4]。涵盖面更广的语料库如 LIVAC 则收集泛华语地
区的新闻语料四亿字，在共时性和历时性上都有突出贡献[5]。在囊括两岸三地新闻语料的
基础上，持续更新，在此基础上发布港台京沪双周、全年名人榜，热词榜等信息，并对两岸
三地的词汇使用异同做出了定量的分析。LIVAC 新闻语料库建设始于 1995 年，历时仅 17 年。
对于语言现象的变迁，这样的跨度还略显不足。谷歌公司 2010 年上线的服务 Google Books
N-gram Viewer，利用其数字化的 520 万册图书制作了可实现五元文法的词汇历时查询[6]。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0973062 和 61170162 支持了本文与相关工作的开展。

覆盖了 1800 年-2000 年间两个世纪的语料。但其汉语图书量较少，未对语料进一步分类，
且有效的查询跨度少于 200 年。此外，图书对于现实语言现象的变迁存在一定的滞后。
可见，进行语言历时信息研究，尤其是词语历时信息的研究，需要大规模、长时间跨度
的语料。我们收集了时间跨度五十七年的某省日报语料，为汉语词汇的历时信息提供了良好
的基础。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将介绍历时新闻语料的构成。对于特定词语的微观研究，频次、
频率和频序是计算语言学中的使用的经典表征形式。在对宏观语言现象的历时研究中，采用
前 N%频率累积和（TNFA）与总词表前 N%累积频率历时分布（TNFD）两种可计算指标对词汇
使用丰富程度和高频词汇来源的历时分布进行表征。这些可计算特征将在第三部分中进行讨
论。基于这几项表征，搭建了现代汉语词汇历时检索系统（Diachronic Retrieval for Modern
Chinese Word）
。在线上开放数据为广大研究者所用。第四部分将介绍该系统的设计和原理。
最后一部分简要列举了几项基于该系统的应用，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2.
2.历时语料的构成
我们收集了自 1949 年 11 月创刊至 2007 年间的某省日报，全部语料 7 亿字。该语料时
间跨度大，覆盖了共和国自成立以来的绝大部分历史，记录了期间的语言生活与社会生活的
巨大变迁，对于各个学科的追踪研究具有格外高的研究价值。以年为单位，对语料进行整理。
经过分词并去除标点符号、拉丁字母与低频命名实体等，共有 328000 个词形。各时间段语
料规模如表 1 和图 1 所示。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语料规模逐渐扩大，在 1996 年前后达
到最高峰，接近 1970 年最低点的两倍。这是报刊信息量加大，社会传媒发展的结果。
时间段

平均词形数

平均词次数

平均字数

1950-1959

99.1K

7.7M

12.5M

1960-1969

71.6K

6.2M

10.1M

1970-1979

69.1K

5.5M

9.2M

1980-1989

112.6K

6.2M

10.1M

1990-1999

143.1K

9.4M

15.3M

2000-2007

136.3K

9.8M

16.1M

表 1. 各时间段语料规模统计表

图 1. 各年份语料规模（字数）

3.词汇历时信息的表征方式
基于词语历时信息的研究，可以分为微观的对特定词语历史信息的分析、跟踪和宏观的
对整个语言基于词语信息的历时研究。对于前者，频次、频率和频序是较为经典的表征方式。
后者又分为基于词的历时语言丰富程度的度量与高频词历时分布的研究。基于词的历时语言
丰富程度的度量，我们借用类似香农熵的思想，使用前 N%频率累积和（TNFA）
。高频词历时
分布则用总词表前 N%累积频率历时分布来加以描述。
3.1 微观词语历时信息的表征形式

词语出现的频次是语料中最能直接表征其使用情况的特征。由于不同时间段的语料规模
不一，使用词语出现的频率作为衡量改该词使用情况的标准显然更为为科学。频率的定义如
下：

q ( word ) =

freq ( word )
Count

其中 q(word)为词语 word 的频率，freq(word)是它在当年语料中的出现的频次，Count
整个语料的全部词次数。
另一种表征词语使用状况的方式是特定词语在当年词表中的排名，如果该词表是按照的
频率降序排列的话，这种排名被称作频序[8]。相对于频率，这项指标更能反映出一个特定
词语在当年相对于其他词语的使用情况，显示出其在整个语言生活中所占的地位。
3.2 基于词语信息的宏观语言现象表征
3.2.1 基于词语信息的历时语言丰富程度度量
词形数的增减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丰富程度。而更具有说明力的指标是香农
熵。香农熵的公式如下[9]：
i =n

Entropy = −

∑ p( w ) log p(w )
i

i

i =1, wi ∈W

其中 W 为语料中的全体词汇，设共 n 个词， wi 为第 i 个词。 p( wi ) 为第 i 个词在语料
库中出现的概率。熵值的增高表明所有词间使用频率的差异较小，系统趋于平均和混乱。熵
值的降低则表明词语使用的频率并不那么平均。图 2 为各年词的熵值变化。与图 1 类似，在
1970 年前后落到谷底，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而逐渐回升。香农熵的计算中带有词语使用
的概率信息，较词形数变化，可以更全面的反应语言生活的丰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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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年语料的词熵变化
香农熵的计算是基于当年全部词汇进行。我们提出一种更加直观而灵活表现语言丰富程
度的方式——年内前 N%累积和。其定义如下：每年词表中的词目，按频率降序排列，累积
频率（也被称作覆盖率）达到 N% 时的词数 Y（如，公式 1）
。
Y

∑ q(wi ) = N
1

公式 1

Y 代表年内 topN 累积和，即达到累积频率时词的个数；q(w)为词表中词 w 的频率，词表按频率
大小从大到小排练；N 为待选定的累积频率。

显然，当达到指定累积频率所需的词越多（即频率累积的越慢）
，表明词汇使用的越分

散，丰富程度越高。反之亦然。图 3 为 1950-2007 年的年内前 30%累积和。与图 2 类似，只
是更为明显。词汇使用的丰富程度改革开放前总体低于改革开放后，文革十年是一个明显低
谷。这符合我们的生活直觉与传统语言学对语言发展的认识 [10]。

图 3. 年内前 30%累计和
3.2.2 基于词语分布的高频词历时分布描述
我们使用总词表前 N%累积频率的历时分布来描述高频词的来源，定义如下：使用全部
语料形成的总词表，按照频率降序排列，当累积频率达到 N%时，该范围内的词语（公式
2-1,2-2）在各年中出现频率之和（如公式 2-3）。以前 50%为例，总词表中按频率降序，当
频率累积到达 50%时，共有 t 个词。这 t 个词在 1959 年中，出现频率之和，即为 1959 年对
总词汇的贡献情况。这一指标表征了高频词的历时性分布与构成。
rank = t

∑ q( w ) = N .......... .(1)
i

rank =1

S = ( w1, w2 , w3 ...wt )...(2)
t

Y=

∑ p( w )..........(3)
i

wi ⊂ S ,i =0

公式 2

（1）：N 为待选定的累积频率；q(wi)为全部语料形成的总词表中词 wi 的频率，词表按频率降序排

列；
（2）
：S 是从总词表中按照频率从大到小取词，其累积频率达到 N 时所取出词组成的集合。（3）：p(w i)
为 wi 在某一年（横坐标所指示的年份）中出现的频率，将公式 2 上所取出的集合 S 里所有的词累加得到的
频率和即为当年语言对总高频词汇的贡献和 Y。

图 4 是总词表前 50%累积频率的历时分布直方图。从变化幅度上可以看出该项指标对
词汇历时分布的敏感性。同时，也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的词语使用对总词汇中使累积频率达
50%的词汇有更重要的贡献，即改革开放后的词语使用对今天的影响更大。

图 4. 总词表前 50%累计频率历时分布

4.现代汉语词汇历时检索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上一部分所讨论的几种表征词语历时使用状况的要素，我们设计了现代汉语历时检
索系统，提供在线词语查询和语言丰富度计算。我们将所收集语料，按照来源时间，以年为
单位分割。使用北京语言大学研发的 GPWS（通用自动分词系统）对其进行分词和命名实体
识别[11]。经过此步骤后即可抽取出各年的词表与总词表。通过全文检索系统对全部语料建
立了倒排索引，并在索引中加入时间标记。基于此，计算所有词在各年和全部时间段的频次、
频率、频序与累积频率（覆盖率）
，形成支撑服务的后台数据。系统设计流程图如图 5 所示。
如图 6 所示，用户在下拉框选择历年或全时高频词的覆盖率（如前 20%，前 30%等等）
，
可通过高频词历时分布统计从宏观上观察语言使用状况。在检索框中输入待查询词语，检索
词语历时信息（历年频次、频率、频序）以直方图和折线图的形式可视化显示。在直方图或
折线图上点击某特定年份，便可获得当年待查询词的使用实例。以查询词为中心，上下文窗
口为 20 个字，显示检索结果实例，方便研究者在统计数据之外能更详实直观的了解某时间
点上的语言现象。

图 5. 系统设计流程图

图 6.用户界面

5.系统应用与未来工作
现代汉语历时检索系统自 2012 年 5 月初上线以来，展现出了较高的实用性与可用性。
期间进行了一次语料扩充（延伸为 1951 年至 2012 年）和两次用户界面改版。用户的高频查
询主要是新词和公共领域相关概念两方面。由于报刊新闻语料的特点，本系统主要功能体现
是后者。对于新词，如宅女、忽悠等随着经济文化事业产生的词,不如网络语料反应快，但
可以通过实时的新语料抓取来得到部分满足。公共领域相关概念有环保、减肥、听证会等。
单个词语使用的变化，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一类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发生发展以及受关注的过
程。而这类词总数的增多和使用频率的增加，表明了公共空间作为社会发展标志，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的过程，是符合生活直觉和社会发展规律的[12]。
2002 年，教育部发布了《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13]，对 338 个异形词对进行了整理和
规范。异形词的整理工作需要照顾到语言事实并充分考虑文化传承，在大时间跨度上的统计
分析是十分重要的。以“身份-身分”为例。
“身份”为推荐词形。从图 7 中可以看出，两者
长期稳定共存（两者都一直使用，无间断）
，但是“身份”在 1961 年及其后均占据了绝对优
势。该异形词对的选择都得到了“大数据实证”上的支持。对于未涵盖的词对，以“交待交代”为例，从图 8 中可以看出在七十年代以后两者频率降低并逐渐趋同。

图 7. 身份-身分频率变化图
图 8. 交待-交代频率变化图
就同一字/词而言，其使用和语义在漫长的时间流转中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以“炒”
为例，1950 年检出的 45 次使用中，全部为“把食物放在锅里加热并随时翻动使熟”，然而
在 1996 年检出的 245 次中仅有 101 次为此义，其余为表示“频繁买卖”，或者是南方方言中
表示解雇的“炒鱿鱼”
，以及表示“扩大影响”。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南方方言中表示解雇的“炒
鱿鱼”
。在 80 年代初进入新闻出版语言的时候共检出两次，均是在双引号中引用；在 1993
年 17 次检出中有 11 次在双引号中；而到了 2004、2005 年各有一次检出，均不在双引号中。
期间所伴随的事件便是 1999 年开始修订的《现代汉语词典》最终收录了“炒鱿鱼”。
词语的历时信息体现了词语在语言社团中的使用，对语言社团中重大事件的发生有着很
好的表现作用。词语取代现象还可以微观的体现出语言生活的许多变迁。以南朝鲜-韩国两
词的频率查询为例。如图 9 所示，南朝鲜在 1960 前后出现使用高峰，恰好对应了冷战进入
高潮，武装对峙白热化。韩国和南朝鲜的使用频率在 1992 年出现交叉。1992 年之前，几乎
不使用韩国这一称谓，之后则迅速停用了南朝鲜这一称谓。这一节点所标示的历史事件即中
韩于 1992 年建立外交关系。图 10 为科学技术-科技的频率图，直观地显示出了“科技”取
代“科学技术”的过程。

图 9. 南朝鲜-韩国频率图
图 10. 科学技术-科技频率图
缩略语随着原短语使用的增长，自身使用也增长，基于人类交际的最省力原则，最终取
代本词。基于社交网络、微博和 tweeter 的公共事件预测研究方兴未艾[14-16]，与本系统
探测事件发生和语言趋势的原理本质上类似，都是利用了群体智慧。历时的语料数据，尤其
是词信息数据在何等程度上有助于语言使用情况的预测，乃至热点的追踪和挖掘，将是十分
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许多词在不同时代有迥异的语义，其使用情况亦大为不同。我们通过历时语言实例的查
询能够对其进行一定区分。在词语的研究方面上，现在的词语历时检索系统是面向词语使用
情况的历时变化，等于说是基于一元语法（Unigram）的统计研究，怎样合理地注入更多上
下文信息，利用报纸语料中版面、板块这一天然分类信息，提供分领域的查询和对比,提供
更可靠的自动化分析也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此外，基于统计的自动分词技术并不考虑语言的历时特性。前文示例中词语浅层特征在
不同时间段上有着明显的差异，这是否可以对统计自动分词提供一定反馈？从资源建设上来
讲，单一媒体作为语料来源，必然有其偏执，如何平衡的融合其他不同时间跨度上的语料；
如何基于语料特点，寻找具有应用价值的衡量指标，这些都是在这套系统的研发过程中产生
的新的学术问题，并期待系统的使用者和开发者共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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