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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句”与“代词”的设定对指代消解的影响

——一项向心理论参数化实证研究术
上海外国语大学许余龙段熳娟

华东理工大学付相君

提要：本文采用向心理论的参数化研究方法，设计了六种指代消解算法，通过对标注语料的分
析。初步探讨了“语句”与“代词”这两个参数的设定对汉语指代消解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来说，无
论采用基于哪种确定Ｃｆ显著度排序的算法，１）语句的设定对代词指代消解的影响要比零形代词
小；２）将语句设定为小句所得到的零形代词消解结果，要普遍优于将语句设定为自然句；３）汉语代
词的指代消解准确率要远低于零形代词的消解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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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时．致力于使其具有跨语言有效性，并且
是将其作为一个抽象的、语言学的语篇理论

１．引言

而非一个具体的语篇生成或理解的算法规则
向心理论（Ｊｏｓｈｉ＆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１９８１；

系统提出的，所以故意对其中的一些基本核

ａ１．１９９５；Ｗａｌｋｅｒ ｅｔ ａ１．１９９８）是一
个关于语篇局部连贯性和代词化的理论，

心概念不作明确的厘定。同时，不同的研究者

着重研究在一个语篇片段中，注意焦点、指

和主要论断又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因而得

称形式的选择和连贯性这三者之间的联

出的结论难以比较。

Ｇｒｏｓｚ ｅｔ

在应用向心理论时．对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

因此．Ｐｏｅｓｉｏ

ａ１．（２００４）提出了向心理

系。该理论简单明了、易操作、易验证，因而
被广泛应用于语篇回指的理解和生成研究

论的参数化研究方法，将这些基本核心概念

（如见Ｌａｐｐｉｎ＆Ｌｅａｓｓ

视为该理论中的参数，并探讨了这些参数的

Ｋｅｈｌｅｒ １９９７；
Ｋｉｂｂｌｅ＆

不同设定对该理论有效性的影响。本文将参

２００４），甚至应用于作文评分研究（如

照该研究方法，初步探讨“语句”与“代词”这

Ｔｅｔｒｅａｕｌｔ ２００１；
Ｐｏｗｅｒ

１９９４；

ｅｔ

Ｂｅａｖｅｒ ２００４；

Ｍｉｌｔｓａｋａｋｉ＆Ｋｕｋｉｃｈ ２０００）。

两个参数的设定对汉语指代消解的影响。

关于这一理论的理论基础、理论框架和
向心理论的基本运作模式和所涉及

分析模式，苗兴伟（２００３）已作了简介。刘礼进

２．

（２００５）进一步介绍了基于该理论的两种有影
响的指代消解算法及其测评结果。Ｙｅｈ和

的主要参数

Ｃｈｅｎ（２００１．２００３）以及王德亮（２００４）等也

２．１向心理论的基本运作模式和论断

应用这一理论对汉语进行了研究。

向心理论假定．语篇由若干语篇片段（简

但是，由于该理论的倡导者在提出这一

称语段）构成，而语段由一组语句（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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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一个语句中提及的所有语篇实体构成
了该语句的一个前瞻中心（Ｃｆ）集，因为这些

（１９９４）的信息流理论和Ｇｉｖ６ｎ（１９８３）的主题
接续理论））的观点相似。但在向心理论中，这

实体是语篇下文潜在的回指对象。在这些ｃｆ

种连贯性进一步规定为：语段中每个语句与

中有两个特殊成员。一个是语句所谈论的．并

前一语句具有唯一的一个“主要连结点”．即

回指上一语句所提到的某个实体的那个ｃｆ．
称为回指中心（ｃｂ）。另一个是语句中显著度

Ｃｂ（制约条件１）。
关于语篇局部显著性．向心理论的主要

最高的，并预测可能成为下一语句中的ｃｂ

论断是：语句中实现的语篇实体具有不同的

的那个ｃｆ，称为优选中心（ｃｐ）。语句中的ｃｆ
及其显著度排序反映了语篇局部的注意焦点

显著度，并且在每个语句中只有一个最显著

、

（简称局部焦点）。随着语篇的展开，局部焦点

的实体，即ｃｐ。这一观点也是与许多关于语
篇实体信息状态和可及性研究（如Ｐｒｉｎｃｅ

以语句为单位不断更新。向心理论的基本运

１９８１；Ｇｕｎｄｅｌ ｅｔ ａ１．１９９３；Ａｒｉｅｌ

作模式可概括为如下三项制约条件和两条规

的基本结论一致的。

则。

１９９０）所得出

规则ｌ进一步将上述语篇局部连贯性和

制约条件：

显著性，与语篇中指称形式的选用联系起来，

在由语句ｕ。，…，Ｕ组成的一个语段

规定：在前一语句（ｕＨ）中显著度最高、充当

Ｄ中，就每个语句ｕ；而言：

ＵＨ与ｕ，之间主要连结点的Ｃｂ，在Ｕ，中最

１．只能有一个回指中心Ｃｂ（Ｕ，，Ｄ）；

有可能实现为代词（在汉语等语言中为零

２．前瞻中心集Ｃｆ（Ｕ，，Ｄ）中的每个元素
都必须在ｕ。中实现：

形代词）。这一论断与Ｘｕ（１９９５）和许余龙

３．回指中心Ｃｂ（Ｕ。，Ｄ）是在Ｕ；中实现

前一小句中的主题／主语的观点十分相似。也

的、在Ｃｆ（Ｕ¨，Ｄ）中显著度最高的那个元
素。

正是这一论断使向心理论成为语篇回指生成

（２００４）提出的高可及性标示语最有可能指称

和理解的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研究框架，

规则：

成为计算语言学中指代消解的一个重要算法

在由语句ｕ。，…，Ｕ。组成的一个语段

基础。

Ｄ中，就每个语句ｕ。而言：

然而，要检验向心理论的上述三个基本

１．如果Ｃｆ（ＵＨ，Ｄ）中的一个元素在ｕ，

论断，以及评估将其作为语篇回指生成和理

中实现为代词，那么Ｃｂ（Ｕ；，Ｄ）也应实现为
代词：

解的理论模式的可行性，首先涉及到制约ｌ、

２．过渡状态是有序的。延续过渡优于保

三条准则所包含的一些基本概念的界定．即

持过渡，保持过渡优于流畅转换过渡。流畅转

这些论断所涉及的一些主要参数的设定．因

换过渡优于非流畅转换过渡。

为不同的研究者在这两个方面有着不同的观

向心理论关于语篇局部连贯性和显著性

规则ｌ和规则２的具体规定，其次涉及到这

点和处理方法。

的主要论断，集中体现在制约条件ｌ和规则

２．２基本论断的不同理解和所涉及的参数

ｌ与２中。这三项规定构成了向心理论的三

关于制约１，有强制约和弱制约两种不

个基本论断。

同的观点。以Ｇｒｏｓｚ

ｅｔ

ａ１．（１９９５）为代表的强

关于语篇局部连贾陛，向心理论的主要

制约观点认为，在一个语段中，除了第一个语

论断是：如果一个语段中的语句连续提及同
一语篇实体，那么这一语段比那些提及不同

句之外，其他每个语句都必须只有一个ｃｂ；
而以Ｗａｌｋｅｒ ｅｔ ａ１．（１９９８）为代表的弱制约观

实体的语段具有较高的连贯性（规则２）。这

点则认为，其他每个语句最多只有一个Ｃｂ

一观点与许多语篇连贯理论（（如Ｃｈａｆｅ

（亦即可以没有）。制约１中所说的Ｃｂ，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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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研究者采用Ｇｒｏｓｚ

ｅｔ

ａ１．（１９９５）的观点，用

制约３来定义。要检验这一准则，涉及的参数

１１３

而且连贯性都很强．因而我们将整个语篇作
为一个语段３。

包括：Ｕｆ和Ｕ卜。的确定方法、“实现”的含义以
及语句中ｃｆ的显著度排序（即ｃｐ的确定标

３．语句和Ｒ１代词的不同设定方法

准）。
关于规则１，其表述本身没有什么歧义。
而要检验规则１，所涉及的参数除了上面提

３．１语句Ｕｆ和Ｕ¨的确定
在向心理论的早期研究中．由于所分

到的那几个之外，还涉及该规则中所说的代

析的语段几乎都是由简单句构成，因而将

词（简称Ｒｌ代词）的定义。
规则２是关于连贯语篇中语句之间过渡

语句默认为句子，即ｕ，和ｕＨ都是整个句

的分类和优先排序。主要有四种不同的观点。

很复杂，其内部可以含有不同类型的小句。

上面２．１节中所引用的是Ｂｒｅｎｎａｎ

ａ１．（１９９８）

因此Ｋａｍｅｙａｍａ（１９９８）提出，应该将时态
小旬（ｔｅｎｓ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作为语句。她进一步把

稍作修正的排序规定，代表了主流观点。他们

语句分为两类：一类是并列小句和状语从

将过渡状态分为四类。定义如下：

句。此类语句“永久”更新局部焦点，即既可

（１９８７）首先提出，并由Ｗａｌｋｅｒ

ｅｔ

ｅｔ ａ１．

Ｃｂ（Ｕ。）＝Ｃｂ（Ｕ，Ｉ）

Ｃｂ（Ｕ，）≠

或Ｃｂ（Ｕ。。）＝［？］２

Ｃｂ（Ｕ．。）

子。但是在自然语篇中，句子有时会很长、

作为ｕｈ又可作为ｕＨ；另一类是内嵌小
句．此类语句只是“临时”更新局部焦点，处
理完之后就弹出。不再对下一语句的局部
焦点更新产生影响，即只可作为ｕ，，不可作
为Ｕｆ－】。而Ｍｉｌｔｓａｋａｋｉ（１９９９）则认为，局部
焦点是以句子为单位更新的，而且在确定

Ｋａｍｅｙａｍａ（１９８６），Ｓｔｒｕｂｅ和Ｈａｈｎ（１９９９）

及Ｋｉｂｂｌｅ（２０００）均提出了其他一些过渡状

Ｃｂ时只需考虑那些在句子的主句中实现
的ｃｆ。也就是说．只有句子中的主句才能

态和过渡模式．以及评估语篇连贯性的原

成为Ｕｉ和ｕＨ。
上述语句确定的方法主要是就英语语

则。然而，无论采用哪一种观点来理解规则

篇而言的。由于在汉语语篇中很难区分时

２，同样都会涉及到上面所提到的一些主要

态与非时态小句，而且在没有出现连词的

参数。

句子中有时也很难区分主句与从句，因此

综上所述，向心理论的运作所涉及的主

上述方法较难直接应用于汉语。本文主要

要参数包括：语句ｕ；和ｕＨ的设定、Ｒ１代词

检验下面两种不同的语句设定方法：１）将

的确定、“实现”的含义、语句中Ｃｆ的显著度

语句ｕｉ和Ｕ一。设定为语篇中至少含有一个

排序、语篇中语段的切分标准等。本文主要讨

述谓结构，辨由逗号、冒号、分号和句末标

论前两个参数的设定对指代消解的影响，同

点符号断开的、结构相对独立完整的小句，

时也涉及对“实现”含义的确定。语句中Ｃｆ的

这是目前汉语指代消解研究（如见Ｙｅｈ＆

显著度排序是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中讨论最

Ｃｈｅｎ

多的问题，我们将另文讨论。至于语篇中语段

用的语句确定标准（虽然具体做法略有差

的确定，由于我们语料中的语篇都不是很长，

异），我们将这一设定方法称为Ｕｄｅｆ．１；２）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王德亮２００４）所普遍采

ｚＣｂ（Ｕ，，）＝［？］适用于Ｕ，。是语段中的第一句时的情况，因为此时该语句中的ｃｂ还不能确定。
。另有两方面的原因支持这一做法：１）语篇中中心（话题）的延续和代词的回指往往是跨语段的，Ｐｏｅｓｉｏ
表明，规则１并不受语段大小的影响；２）在１：３语中很难确定语段划分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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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

将语句ｕ，和ｕＨ设定为语篇中的自然句，

勇猛的敌人”同指。同时，这个ＰＲＯ又是其后

即由句号、问号和感叹号断开的语符串，我

面“把”字小句的主语，根据约束规则Ｂ，“把”

们将其称为Ｕｄｅｆ．２。

的宾语“他”不能与小句的主语同指，因而排

３．２

Ｒ１代词的确定标准

除了与“这些勇猛的敌人”同指的可能性。将

规则ｌ规定．语句中只要有任何一个ｃｆ

这一可能的先行语过滤掉之后，“他”在（１ｃ）

实现为代词。那么Ｃｂ也应该实现为代词。然

中所剩下唯一可能的先行语是与（１ａ）中“大

而。向心理论没有明确说明Ｒｌ代词可以包

青虫”同指的“仍”．这也是其在该语段中最可

括哪几类代词。在将向心理论应用于英语研

及的先行语。

究时，Ｒ１代词通常默认为第三人称单数代

（１）ａ．大青虫想挣扎，
ｂ．１ｚＩ却敌不过这许多只蚂蚁，

词。而在汉语、日语、意大利语和土耳其语等
一些语言中，ｃｂ除了可以实现为人称代词之
外，更多地实现为零形代词（如Ｗａｌｋｅｒ

Ｃ．１２１只好听凭这些勇猛的敌人ＰＲＯ
把他拖走。

ｅｔ ａＬ

（《丁丁回家去》）
我们对关系从句中的空语类（如下例中

１９９４；Ｄｉ Ｅｕｇｅｎｉｏ １９９８：Ｔｕｒａｎ １９９８；Ｙｅｈ＆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王德亮２００４）。因此，本研
究将同时检验Ｒ１代词的这两种不同实现方
Ｃｈｅｎ

的“ｌｚＩ”）作了同样的处理。

式，即：１）把Ｒｌ代词设定为第三人称代词；
２）把Ｒｌ代词设定为零形代词。

（２）１２Ｉ背负红布包袱的镖师已卸了下背
上的兵器．……

在第一种设定中，我们将第一、二人称
代词排除在Ｒ１代词之外．原因是这两类代

（《书剑恩仇录》）
３．３“实现”的含义

词典型地用于直指具体交际情境中的说话

Ｇｒｏｓｚ ｅｔ

ａ１．（１９９５）认为。一个语篇实体

者和受话者，而不是回指语篇中提到的某

在语句中的实现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

个实体。而且，我们研究采用的语料是书面

直接实现。另一种是间接实现。如在下面例

语料，并且按照回指理解研究的通行做法，

（３）中（引自Ｇｒｏｓｚ

对其中的对话部分不做分析。因为从语篇

（３）ａ．Ｔｈｅ

的心理表征角度来说．书面叙述部分所构

ｅｔ

ａ１．１９９５：２１７），

ｈｏｕｓｅ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ｔｏ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ｂｕｒｇｌｅｄ．

建的语篇模型和对话转述部分所构建的语

ｂ．Ｔｈｅ ｄｏｏｒ ｗａｓ

篇模型并不处于同一“语篇宇宙（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Ｃ．Ｔｈｅ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ｉｎ ｄｉｓａｒｒａｙ．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Ｇｉｖ６ｎ １９９２）；从向心理论的

Ｔｈｅ

ａｊａｒ．

ｈｏｕｓｅ在句（３ａ）中，以及ｔｈｅ ｄｏｏｒ和

角度来说，根据Ｋａｍｅｙａｍａ（１９９８：§４．２），
对话转述语段是书面叙述语段所不可及的

ｔｈｅ

内嵌语段。

（３ｃ）中得到了间接实现，因为这两句中的ｔｈｅ

在第二种设定中，主语和宾语控制的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在句（３ｂ）和（３ｃ）中，都得到直接
实现。此外，还可以认为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在（３ｂ）和
ｄｏｏｒ和ｔｈｅ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都间接提到了它，即此

ＰＲＯ被排除在需要进行指代消解的零形代

例中的ｔｈｅ ｄｏｏｒ实际上是指ｔｈｅ

词之列，因为它们的指称主要是由控制动词

ｈｏｕｓｅ．ｔｈｅ

的语义决定的。我们根据控制动词的语义人

ｔｈｅ

工标注了这些空语类的指称之后．我们的指

么可以说句（３ｂ）和（３ｃ）中含有一个Ｃｂ（＝ｔｈｅ

代消解算法中的句法过滤机制可以利用这些

ｈｏｕｓｅ）；相反，如果认为只有直接实现才算是
实现。那么这两句中便没有Ｃｂ了，从而违反

信息自动做出正确的（小）旬内指代消解。例
如，在下面的（１ｃ）中，“听凭”是一个宾语控制
动词，其宾语后的ＰＲＯ只能与其宾语“这些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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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也是指ｔｈｅ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ｏｕｓｅ。如果认为间接实现也算是实现，那

了强制约１。
如果说间接回指在英语中的识别还比较

许余龙段嫂娟付相君

容易的话，那么在汉语中则要难得多。因为英
语中用作间接回指的名词短语大多带有定冠

４．语料与研究方法

词ｍｅ，有较为明显的形式标记；而汉语由于
没有定冠词。语篇中用于引入一个新实体，或

Ｐｏｅｓｉｏ

ｅｔ

ａ１．（２００４）的参数化研究的基

用于直接回指或间接回指的名词短语都可能

本方法是建立一个标注语料库和一个自动分

采用光杆名词短语的形式。例如，在下面的例

析程序系统，分析不同的参数设定对向心理

（４）中，
（４）ａ．他左手拿着茶壶，

论作出的论断所产生的影响。他们的标注内
容分为如下三大类：１）语篇构成属性，包括语

ｂ．１２Ｉ以食中两指揭开壶盖，

篇的自然分节、分段、分句，句中各种形式和

Ｃ．铁莲子扑的跌入壶中。
（《书剑恩仇录》）

功能的小句；２）名词短语属性，包括名词短语
的形式特征、语义属性、句法功能和线性位

（４ａ）中的“左手”和“茶壶”都用于引入一

置：３）回指信息，包括名词短语之间的直接或

个新的语篇实体；（４ｂ）中的“食中两指”和

间接回指关系。这些内容与许余龙（２００５）的

“壶盖”分别间接回指（４ａ）中的“左手”和
“茶壶”：（４ｃ）中的“铁莲子”回指前一自然

语料数据库所含内容相似，但有些内容更为

句中提到的一个实体；而（４ｃ）中的“壶”则
用于直接回指（４ａ）中的“茶壶”。这些不同
功能的名词短语都是以光杆名词短语的形
式出现的。

其实，即便在英语中，也尚未有一种识别
和标注所有间接回指的可靠方法，因而在

详密。
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我们选用了如下
三类汉语语料进行研究：１）金庸的《书剑恩仇
录》第一回；２）从中国儿童文学网（网址：ｈｔｔｐ：
／／ｗｗｗ．６１ｗ．ｏｎ／）下载的８篇儿童故事；３）从
美国宾州大学中文标注语料库（Ｐｅｎ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ｅｓｉｏ ｅｔ

ａ１．（２００４：３２５）对英语的向心理论
参数化研究中，只对一些较为容易识别的间

Ｔｒｅｅｂａｎｋ．简介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ｉｓ．ｕｐｅｎｎ．ｅｄｕ／
．ｃｈｉｎｅｓｅ／）中随机选出的８篇新闻报道。我们
参照了Ｐｏｅｓｉｏ ｅｔ ａ１．（２００４）和宾州大学中文

接回指关系（如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作了标

标注语料库的标注方法（见Ｘｕｅ

注。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仅将直接实现视为

ａ１．２００５）
对语料进行了标注，但略去了间接回指关系

实现ｔ。

的标注。表ｌ列出了语料的基本情况。

ｅｔ

表１语料的基本情况

表１显示，在我们的语料中，共出现

实体等非常规指称。将这４３例非常规指称除

１４７６个零形代词和２８７个第三人称代词，其

去后．用于明确回指语篇中提及的具体实体

中共有４３个用于任指（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下指、指称抽象命题或合指前面分别提及的

的零形代词和第三人称代词分别有１４４２和
２７８个．这些是我们研究中试图消解的两类

，这固然与更难识别汉语中的间接回指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正如我们在下一节将指出，我们的研究目的与Ｐｏｅｓｉｏ
（２００４）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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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ｌ代词。
表ｌ同时显示．如果语句按Ｕｄｅｆ．１来确

同算法来检验。我们将每次运作的结果读人

定，那么我们的语料共含有２６７６个语句；如

数据库，与数据库中人工标注的回指信息进
行自动比对。从而检验不同参数设定情况下

果按Ｕｄｅｆ．２来确定，那么语料中的语句减至

的消解有效性。

８９４个。
在研究的目的和分析方法方面，我们与
Ｐｏｅｓｉｏ ｅｔ

ａ１．（２００４）略有不同。Ｐｏｅｓｉｏ

５．数据分析

ｅｔ ａ１．

（２００４）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参数的不同设

检验指代消解算法有效性的衡量标准最

定，来检验哪种设定可以使语料中出现符合

常用的有三个，即回索率（ｒｅｃａｌｌ ｒａｔｅ）、准确率

向心理论论断的实例数比率更高一些。因而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和成功率（ｓｕｃｃｅｓｓ ｒａｔｅ），分别

对他们来说．如果按Ｕｄｅｆ．１将上面的（３ｂ）认
定为一个语句。那么其中是否含有一个ｃｂ

定义如下（Ｍｉｔｋｏｖ ２００２：１７８．１７９）：
回索率＝正确消解的回指语数÷系统所

将影响到该语句是遵守还是违反了强制约

识别的所有回指语数

ｌ。而我们的研究目的则主要是直接检验哪种
设定可以使以向心理论为基础的指代消解算
法更有效一些。
在分析方法上，我们先设计了一个程序，

准确率＝正确消解的回指语数÷系统所
致力于消解的所有回指语数
成功率＝正确消解的回指语数÷语料中
所含的所有回指语数

将语料中标注的信息读人ＭＳ Ａｃｃｅｓｓ数据

由于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向心参数的

库。然后根据可能影响ｃｆ显著度排序的不同

不同设定对指代消解的影响。而不是计算语

因素，设计了６个不同的指代消解算法：１）

言学和人工智能研究所致力于研究的语篇回

Ａｌｇｌ完全根据线性语序来确定显著度：２）

指自动处理．因而我们的研究没有设计和采

Ａ１９２完全根据语法功能来确定显著度：３）

用代词和零形代词自动检索程序，语料中的

Ａ１９３在Ａ１９２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回指语
和先行语的语法功能平行性因素．即回指

所有代词和零形代词都是人工标注的。从而

语和先行语倾向于承担同一语法功能；４）

此，下面的数据分析主要采用准确率和成功

Ａ１９４在Ａ１９２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Ｃｂ（Ｕ；）

率这两个衡量标准。两者在本研究中的区别

＝Ｃｂ（Ｕｉ．，）的倾向，即语篇连贯性的因素；５）

是．在成功率的计算基数中包含了我们语料

Ａ１９５在Ａ１９２的基础上同时考虑了语法功能

中所出现的所有回指语，而准确率的计算则

的平行性和语篇连贯性这两个因素：６）Ａ１９６

在基数中扣除了表ｌ所列的那些用于非常规

在Ａ１９３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主句中的回
指语倾向于回指前一主句中提及的语篇实体

指称的回指语。
５＿１语句的设定对指代消解的整体影响

这一因素。（这６种算法的具体设计我们将结

表２列出了语句的两种设定对６种指代

合显著度的确定另文介绍，简介见Ｄｕａｎ

消解算法的整体准确率和成功率的影响，消

２００７）

解的百分比越高，说明有效性越大。

我们研究中的回索率大致相当于成功率。因

上述６种算法实际上代表了对ｃｆ显著

该表显示。总的来说，无论是就准确率而

度这一参数的６种不同设定方法。这一参数

言，还是就成功率来说，如果将语句设定为至

与第３节中讨论的语句和Ｒ１代词这两个参
数之间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对指代消解算

少含有一个述谓结构的小句（Ｕｄｅｆ．１），那么６
种指代消解算法所得到的消解结果，都要比

法有效性的影响，可以通过在对后两个参数

将语句设定为语篇中的自然句（Ｕｄｅｆ．２）好。

作不同设定的情况下。分别运作上述６种不

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按Ｕｄｅｆ．２定义的语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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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较长．不能及时反映语篇中话题和ｃｆ集的

况，本节将只用准确率来分析语句设定和Ｒｌ

更新，从而会出现较多的违反规则１的语句．

代词设定在指代消解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图

影响指代消解的准确率和成功率，这一结果

１反映了语句和Ｒ１代词的设定对指代消解

与Ｐｏｅｓｉｏ

ａ１．（２００４）对英语的研究结果是
一致的。而按Ｕｄｅｆ．１定义的语句较短．在大

影响的两大概貌。首先，无论是就代词还是零
形代词的指代消解来说．在将语句按Ｕｄｅｆ．１

多数情况下不存在这个问题。比如，在下面的

设定的情况下．６种算法所得出的指代消解

例（５）中，
（５）ａ．陆菲青手下留情，

准确率，都要比将语句按Ｕｄｅｆ．２设定为高。

ｅｔ

ｂ．这一掌蕴劲回力。
Ｃ．１２Ｉ去势便慢．
ｄ．焦文期明知对方容让．
ｅ．１２Ｉ竟然趁势直上，
ｆ．Ｄ乘着陆菲青哈哈一笑。手掌将
缩未缩、前胸门户洞开之际，
ｇ．１２Ｉ突然左掌“流泉下山”，
ｈ．五指已在他左乳下猛力一截。
（《书剑恩仇录》）
如果按Ｕｄｅｆ．１来定义语句，那么从（ａ）到（ｈ）

图ｌ两种不同Ｒ１代词指代消解的准确率比较

构成８个语句。无论采用６种算法中的哪一
种，（Ｃ）中的“ｌｚＩ”都可以消解为回指（ｂ）中的

其次，无论采用６种算法中的哪一种，汉

“这一掌”；而（ｅ）到（ｇ）中的“Ｄ”都可以消解
为回指（ｄ）中的“焦文期”。但是，如果按Ｕｄｅｆ．

语零形代词（ＺＰ）的指代消解准确率都要比

２来定义语句，那么从（ａ）到（ｈ）只构成一个

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汉语中的零形代词和

语句，不仅会使当前语句中“ＩｚＩ”的指代消解

代词分属两种不同的可及性标示语，零形代

变得更为复杂．而且还可能影响到下一语句

词所标示的指称对象的可及性要比代词高

中回指语的消解。因为根据Ｕｄｅｆ．２定义的语
句不能及时正确地反映出此时语篇的话题已

（Ａｒｉｅｌ １９９０，２００６；许余龙２０００）。进一步的
分析表明，如果按Ｕｄｅｆ．１来定义语句．那么

从“陆菲青”转为“焦文期”。

我们语料中只有５％的零形代词的先行语既

５．２语句的设定对两种不同Ｒ１代词消
解的影响

代词（ＰＲＯＮ）高，最高的要高出将近２０％。其

不在本语句（Ｕｉ）中，也不在上一语句（ｕＨ）
中：但有２６％的代词的先行语都出现在上一

由于准确率直接反映了语篇中用作回指

语句之前。基于向心理论模型的指代消解算

（而不是任指或下指）的回指语的实际消解情

法是以语句之间的中心（话题）延续和转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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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据的，总是将最显著、最可及的语篇实

性分析结果。

体作为代词和零形代词的指称对象．所以对
于指称距离较远的代词来说，其消解结果自

该表可以说明两个问题。首先，该表清
楚地显示，在运用６种算法对零形代词进

然不如零形代词好。

行指代消解时，语句的设定都具有显著影

再让我们来分别具体考察语句和Ｒｌ代

响；而在对代词进行指代消解时，语句的设

词的设定对６种指代消解算法的准确率的影

定仅在运用Ａｌｇｌ时才有（在．０５水平上的）

响。图ｌ直观地显示．语句的设定对零形代词

显著影响。其次，虽然总体上来说．将语句
按Ｕｄｅｆ．１设定的消解准确率要比按Ｕｄｅｆ．２

指代消解的影响十分相似：在将语句按Ｕｄｅｆ．
１设定的情况下，６种算法的指代消解准确率
普遍要比按Ｕｄｅｆ．２设定为高。但是。语句的

设定为高，但是无论采用哪一种算法．都会
出现按Ｕｄｅｆ．１设定不能正确消解而按

设定对代词的指代消鹪准确率的影响则因算

Ｕｄｅｆ．２设定可以正确消解情况。仔细具体

法不同而异。图ｌ显示．在采用Ａ１９３和Ａ１９５

分析这些案例，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提高

这两种算法时，语句的设定对代词指代消解

消解的整体准确率（我们将结合具体算法

准确率的影响很小。表３进一步列出了语句

另文摘要讨论），这也是向心理论参数化研

的设定对两类Ｒｌ代词指代消解影响的显著

究的优点所在。

表３语句的设定对两类Ｒｌ代词指代消解影响的显著性分析

５

Ａｌｇｌ’和Ａｌｇｌ”分别表示在将语句分别按Ｕｄｅｆ．１和Ｕｄｅｆ．２设定的情况下运行Ａｌｇｌ，其余类推。
６Ａｌｇｌ”＜Ａｌｇｌ’：２９９表示Ａｌｇｌ’能正确消解而Ａｌｇｌ”不能的有２９９例；Ａｌｇｌ”＞Ａｌｇｌ’：５７表示Ａｌｇｌ’不能正确消解而Ａｌｇｌ”能
正确消解的有５７例；Ａ１９１”＝Ａｌｇｌ’：１０８６表示两者都能正确消解的有１０８６例；其余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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