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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吕必松先生
（1935-2017）

作为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奠基人，吕必松先生也是将语料库
理念和信息处理技术引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与研究的重要推手。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等代表性基础项
目，以及北京语言学院语言信息处理研究所（今北京语言大学信息科
学学院前身）的建立，都是因他的远见和规划而得以完成。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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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问题：

语料库有何功能及用途？

中文教学中如何利用语料库?



语料库：自然语言实例的电子化资源库

自然语言：真实语料，不是研究者编的，可能是驳杂的，质量不均衡
--篇章(文字书写的）
--话语 (语音文档，目前一般也有相应的文字转写，以便处理）

实例： 定向或随机搜集，有计划或无计划。样本：
--活语料无尽，只能是经过选择（通常是抽样）的
--死语料可以穷尽（如“先秦典籍）

资源：是为其他目的服务的，建库本身不是目的;
backward design: 根据目的收集资源

库： 通常都是大规模的；
有内部的数据处理规范和库结构，便于数据分析和提取；

--标注语篇属性
--熟语料：进行字、词、句、段不同等级的加工和标记

检索系统： 面向用户

数据更新与扩充系统：面向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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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的主要分类：

母语语料库 vs. 中介语/学习者语料库

单语 vs. 平行语料库（翻译）

通用平衡语料库 vs. 专门语料库

（口语、书面语；报刊、小说、法律文件；先秦汉语、唐诗、佛经；中文教材…) 

生语料库 vs. 熟语料库 (parsed corpus, tree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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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在二语教学中的用处

基础工程：制定教学大纲、编写教材、教学辅助材料和词典等
日常教学：随时都有用，常常应该用。见下面举例
学生学习: 很多时候好的语料库比好的词典对学生更有帮助，尤其是中高级阶段以后

实际问题举例：

1. 现代汉语的常用词、常用字有多少？是哪些？
2. 中文一年级应该教多少字、多少词？教哪些？
3. 《中文听说读写》的字、词、语法点的选用和对话、短文的编写做得怎么样？ 跟《新实用汉语课本》

相比呢？ 学了IC-1可不可以改用 Chinese Link 2? 
4. 《汉语风》500词级的读物适合你们班的学生阅读吗？
5.  学生上了一年中文课，学过了什么？学到了什么？ 能说什么水平的话？

对“把”字句掌握到了什么程度？
6. “能”和“能够”有什么不同？ “提高”和“提升”有什么不同？ “promote”和“提升”有什么

不同？“睡觉”和“唱歌”都是离合词吗？
7. “这件事我同意老王”能不能说？ “我有去上海”的说法到底流行开了没有？谁接受谁不接受？

“把”字句中“把”的宾语真的只能是有定的吗？
8.  孔子曰过某句话吗？
9.  《七步诗》怎么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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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语料库的两个研究路径

Corpus-based Approach（基于语料库的研究）: 
用语料来验证（证实或证伪）某种语言直觉或理论假设。

如:“把” 带不带无定宾语 （储诚志 2021）; 
“女士、女子、女人、妇女”的语体差异（张正生 2021）。

Corpus-driven Approach（语料库驱动的研究）:  
通过对语料库文本不同层次的观察分析来发现规律。
如: “常常”和“往往”的不同；

IC的字、词、句、篇分析; 
学生对“把”字句的习得情况。

这两个路子通常是互相交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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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在研究和教学中的
应用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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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什么意思？怎么使用？
查词典不如查语料库

11/13/2021



“promote” 中文怎么说？
查词典不如查语料库

11/13/2021



应用举例: R. Quark et al (1985) English grammar 
based on the Survey of English Usage （S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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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举例: 

Douglas Biber: Grammar、discourse and formulaic language and register 
variation in English 

• Biber, D., S. Johansson, G. Leech, S. Conrad, E. Finegan. 1999. The 
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London: Longman.

• Biber, D. 2006. University language: A corpus-based study of spoken and 
written register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2



应用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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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的应用举例 （1）

基于“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储诚志、陈小荷等 1995）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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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储诚志、陈小荷等 1995）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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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料库的研究举例（2）： 《全球华语大辞典》的编写

李宇明主编 （北美组：储诚志(PI),王志军，张英宇）
北京商务印书馆 & 新加坡名创 2016 

一部反映世界主要华语区当代华语词汇面貌的语文辞书。注重实用性，力求促进不同华人社区之间的交流，
在华语使用中起协调作用。编写过程中充分吸收现有学术成果，反映当代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充分利用了
计算机和互联网等现代化手段，提高了辞书编纂的技术水 平。

收录华语通用词语和特有词语约88400条

注明特有词语的使用地区和异名词语

同异兼收，展示丰富多样的华语词汇

知同察异，共建包容和谐的语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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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料库的研究举例（3）：
《汉语风》中文分级系列读物的研制与写作

刘月华、储诚志 （2007-2019）
储诚志、赵绍玲 (2019-2021) 
北京大学出版社

《汉语风》(Chinese Breeze) 是一套大型中文分级泛读系列丛
书。这套丛书以“学习者通过轻松、广泛的阅读提高语言的熟
练程度、培养语感、增强对中文的兴趣和学习自信心”为基本
理念，根据难度分为8个等级，每一级8-10册，共60余册，每册
8,000至30,000字。丛书的读者对象为大学和中学里从初级一直
到高级（大致掌握300-4,500常用词）水平的中文学生，以及水
平在此之间的其他中文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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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Features of《汉语风》 (Chinese Breeze )  

一、等级完备，方便选择

设计的八个语言等级，能满足不同程度的中文学习者的需要，使他们都能
找到适合自己语言水平的读物。

八个等级的读物所使用的基本词汇数目如下：

第1级:  300 基本词 第5级:  1,500 基本词
第2级:  500 基本词 第6级:  2,100 基本词
第3级:  750 基本词 第7级:  3,000 基本词
第4级:  1,100 基本词 第8级:  4,500 基本词



Design and Features of《汉语风》 (Chinese Breeze )  

三、词汇实用，反复重现。

各等级读物所选用的基础词语是该水平等级的学习者的中文交际中最需要、最常用的。

为研制《汉语风》各等级的基础词表，《汉语风》工程首先建立了两个语料库：一个是大规
模的当代中文书面语和口语语料库，一个是以世界上不同地区有代表性的40余套中文教材为基础
的教材语言库。然后根据不同的交际语域和使用语体对语料样本进行分层标注，再根据语言学习
的基本阶程对语料样本分别进行分层统计和综合统计，最后得出符合不同学习阶程需要的不同的
词汇有用度表，以此作为《汉语风》等级词表的基础。此外，《汉语风》等级词表还参考了美国、
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英国等所建的10余个当代中文语料库的词语统计结果。

以全新的理念和方法研制的《汉语风》分级基础词表，力求既具有较高的交际实用性，也能
与学生所用的教材保持高度的相关性。

此外，《汉语风》的各级基础词语在读物中都通过不同的语境反复出现，以促进语言的学习。



Design and Features of《汉语风》 (Chinese Breeze )  

四、易读易懂，生词率低。

《汉语风》严格控制读物的词汇分布、语法难度、情节开展和文化负荷，
使读物易读易懂。

在较初级的读物中，生词的密度严格控制在不构成理解障碍的的1.5%到
2%之间，而且每个生词（本级基础词语之外的词）在一本读物中初次出现的当
页用脚注做出简明注释，并在以后每次出现时都用相同的索引序号进行通篇索
引，篇末还附有生词总索引，以方便学生查找，帮助理解。



基于语料库的研究举例（4）：
“把”字宾语的有定与无定（储诚志 2021）

在介绍“把”字句的时候，中文教材里一般都特别说明：“把”字句的宾语是“有定的”，有的说
必须是有定的，有的说一般是有定的（对于“有定”这个语法术语，教材中常常说成“确指”“特
指”或“某确定事物”等）。中文教师通常也是遵循这一认识进行“把”字句的教学。例如：

“‘把’的宾语…必须是特指的。”
（杨寄洲等 2006,《汉语教程》第2册第49页）

“The object in the ‘把’sentence is usually definite in the speaker’s mind. Therefore, we cannot say ‘我
先把一本书还了。’We can only say ‘我先把那本书还了’，or ‘我先把上次借的书还了。’ ”

（刘珣等 2002, 《新使用汉语课本》第2册第42页）

In the 把 construction, the object is often something already known to both the speaker and the listener. 
(Liu & Yao 2018, Integrated Chinese, 4th ed., Textbook 2, p. 142)

21



母语者语料： BCC 总字数约 150 亿字，包括：报刊（20 亿）、文学（30 亿）、
微博（30 亿）、科技（30 亿）、综合（10 亿）和古汉语（20 亿）等多领域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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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者语料： COCT 書面語語料庫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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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


母语者语料： COCT 口語語料庫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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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


无定宾语“把”字句的习得：看看中介语语料库
全球中介语语料库：已标注125,937,057字，85,278,546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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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定宾语“把”字句的习得：看看中介语语料库
COCT 中介語語料庫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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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


“把”字宾语的有定与无定（储诚志 2021）

基本结论：

1.“把”字宾语并不都是有定的，有定、无定的规律要修正。

2. 教材教师强调必须有定，是误导学生。

3. 高级程度的学生在接受足够量的自然语言输以后，通过自然习得，还是
能掌握使用无定宾语“把”字句，但不知道是否为教材、老师要求“有定”
的教学多付了一些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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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

1. 语法方面，不是语料库里有的就是对的： Google: 
“大家听演讲，他可能跟你同意，可能不同意…” 

“我经常性遇见跟你同意的问题，每次电脑管家修复一下就好了！”

--尽量使用加工过的熟语料库。

2. 分词问题很普遍
自动分词问题多，人工校对问题也多：

语言问题、标准问题、能力问题、态度问题、时间问题

3.对字频表、词频表的不当解读。
1）把累计频率/覆盖面等同于理解率： “只要学习500个汉字，就可以理解n%的中文文章”

【的确存在字词的“效用递减率”（周有光 1992），但是字词的文本覆盖率不等于读者的文本理

解率。否则只要会一个“的”字，就能理解3-4%的文章内容？ 认识了“老”和“板”，并不能懂得“老板”

的意思， 】 《千字文》的教法不可行，也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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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开放的部分知名英语和ESL语料库

▪ British National Corpus (BNC): http://corpus.byu.edu/bnc (100 million words) 
▪ 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 (COCA): http://corpus.byu.edu/coca (450 million words) 
▪ International Corpus of English: http://bit.ly/1vqnhY0 (1 million words) 
▪ Corpus of Canadian English: http://corpus.byu.edu/can (50 million words) 

▪ Michigan Academic Spoken English (MICASE): http://bit.ly/1y4BEZa (1.8 million words) 
▪ British Academic Spoken English Corpus (BASE): http://bit.ly/1vqmExG (1.18 million words) 
▪ British Academic Written English Corpus (BAWE): http://bit.ly/1vqnNpc (6.9 million words) 
▪ Corpus of Global Web-Based English (GloWbE): http://corpus.byu.edu/glowbe (1.9 billion words) 
▪ Corpus of American Soap Operas: http://corpus.byu.edu/soap (100 million words) 

▪ Michigan Corpus of Upper-Level Student Papers (MICUSP): http://micusp.elicorpora.info/ 

▪ International Corpus of Learner English (ICLE): 
https://uclouvain.be/en/research-institutes/ilc/cecl/ic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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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几个中文和汉语中介语语料库

1. 北京语言大学BCC汉语语料库： http://bcc.blcu.edu.cn/

2. 语料库在线（中国国家语委，现汉、古汉、词表、工具）
http://corpus.zhonghuayuwen.org/index.aspx

3. 北京大学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语料库： 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

4.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s://ctext.org/zh

5. --紅樓夢漢英平行語料庫 http://corpus.usx.edu.cn/hongloumeng/index.asp

6. 汉语国际教育动态语料库（北师大，汉语教材语料库）：
http://www.aihanyu.org/basic_v2/index.html#/index?_k=ro7bp9

7. 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 http://qqk.blcu.edu.cn

8. HSK作文语料库: http://hsk.blcu.edu.cn/ 

http://bcc.blcu.edu.cn/
http://corpus.zhonghuayuwen.org/index.aspx
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
https://ctext.org/zh
http://corpus.usx.edu.cn/hongloumeng/index.asp
http://www.aihanyu.org/basic_v2/index.html#/index?_k=ro7bp9
http://qqk.blc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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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几个中文和汉语中介语语料库

台湾 國教院語料庫索引典系統：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

中研院平衡語料庫4.0 COCT 口語語料庫2016 COCT 口語語料庫2017

COCT 口語語料庫2019 COCT 中介語語料庫2016 COCT 中介語語料庫2019

COCT 書面語語料庫2016 COCT 書面語語料庫2017 COCT 書面語語料庫2019

書面語語料庫(工作坊專用) COCT 書面語語料庫2015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asbc_a/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bl/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bl2017/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bl2019/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6/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7v2/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_tin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_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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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加工和使用工具：

推荐上外：
http://cascorpus.com/tool-list

http://cascorpus.com/tool-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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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中文教师开发的工具平台：
《中文助教 (ChineseTA™)》储诚志 et al, 2014,2016)

《中文助教 (ChineseTA™)》是一个帮助中文老师编写、
修改和评量教材和教学辅助材料的软件。该软件集成了
很多功能。编写成套教材或准备临时性的教学辅助材料
都涉及到很多费时费力而且容易出错的工作。在"中文
助教"提供的环境中，很多事情都能迅速方便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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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助教”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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