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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说明 

 

使用该语料库，必须注册账号，填写自己真实信息，以便我们了解语料库

使用者情况。注册后即可享有查看和搜索全部语料的权利，不注册以 guest 身

份进入语料库只能搜索到和查看前 20 条语料。 

“留学生全程性中介字字库及文本语料库”包含两个资源库：留学生全程

性中介字字库（下文简称“中介字字库”）和汉语中介语文本语料库。第二页

页面有留学生全程性中介字字库、汉字偏误标注文本语料库和字词句偏误标注

文本语料库三个入口。第一个入口对应中介字字库。第二和第三个库是中介语

本文语料库。 

中介字字库于2016年开始开发，其中偏误汉字信息是从汉字偏误标注文本

语料库中提取的。汉字偏误标注文本语料库在2016年就已建成，但是该库当时

的汉字偏误标注体系（旧体系）只包括错字、别字、繁体字。而且标注信息也

相对简单，没有标注每类字的错误类型和偏误原因等相关信息。2016年开始，

我们在原有汉字偏误标注文本语料库基础上扩充了150万字的文本语料库，并对

其中的汉字偏误重新进行标注（新体系），包括错字、似别字、别字、不规范

字，每类中介字又包括了偏误类型和偏误原因等详细信息。把这些标注信息抽

取出来后建成了错字字库、别字字库、似别字字库、不规范字字库。每个字库

包含正字信息、偏误汉字各种信息、语料上下文语境、扫描件原版、书写者背

景信息等。正字信息包括正字结构、是否形声字、笔画数、造字法等，这些信

息靠手工录入。该字库随着汉字偏误标注的文本语料库的更新而不断更新，也

可以单独扩充更新。 

“汉字偏误标注文本语料库”的语料从2008年开始收集，每学期都在更新

增加，截止2022年5月，有大约500万字语料，包含110多个国家，78种母语背

景。其中的语料只有错别字标注，但也可供用户进行一般的词汇语言搜索，同

时可以供大家对汉字偏误进行分析研究。语料主要来自中山大学国际汉语学院

和中文系国汉中心留学生日常作文和综合课的写话，语料涵盖初、中、高级阶

段，但因为初级阶段的学生本身输出就少，收集困难度高，所以初级水平的语

料偏少，中级较多，高级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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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词句偏误标注文本语料库”包含分词和词性标注预处理。偏误标注包

括错别字、词汇、语法等各种偏误标注，大约44万字。各种标注符号见下文

“标注符号说明”。语料来源同上。 

文本语料库的标注主要是由中山大学国际汉语学院和中文系历届汉语国际

教育硕士生和一些博士生完成。任何一个语料库的标注信息都不可能完全正

确，这个语料库也不例外，它只是为用户提供一种信息可能性，最终定论还要

由用户使用时具体分析。同时，字库的设计有开放性，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如果

发现错误，可以上报修改建议。 

欢迎大家使用语料库，并提出意见，以便更好服务于各位用户！ 

二、学生年级和语料编号说明  

学生年级分别有：初1、初2、初3、初4、中1、中2、中3、中4、高1、高

2、本1上（相当于初1、初2）、本1下（相当于初3、初4）、本2上（相当于中

1、中2）、本2下（相当于中3、中4）、本3上（相当于高1）、本 3下（相当于

高2）、本4上（最高）。各年级划分标准如下表： 

 初1 初 2 初 3 初 4 中 1 中 2 中 3 中 4 高 1 高 2 

学时 0 50 300 350 600 650 900 950 1200 1500 

词汇量 0 会拼 

音 

500- 

600 

700- 

800 

1200 1500 2500 3000 4000 5000 

HSK 等级 0 0 3 级 3 级 4 级 4 级 5 级 5 级 6 级 6 级 

 

每篇语料都有一个编号，比如，B1X-091110-11，“B1X”表示作者年级是

“本一下”，中间的数字“091110”表示写作日期是2009年11月10号，最后的

“11”是语料收集者对这篇语料的编号，表示2009年11月10号的第11篇作文。

同时，表示年级的还有“B2S”,它代表“本二上”，“B2X”代表“本二下”，

“B3S”代表“本三上”，“B3X”代表“本三下”，“B4S”代表“本四上”，

“B4X”代表“本四下”，“G1”代表“高一”，“G2”代表“高二”，

“Z1A”代表“中 1A 班”，“Z2B”代表“中 2B 班”，“Z3C”代表“中 3C 

班”，“Z4”代表“中 4 班”，其中“A、B、C”代表同一个水平等级的平行

班，这些符号和字段“年级”的内容相同，中间的日期“091110”也和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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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的内容相同。 

每篇语料都有一个序号，这是机器为每篇语料随机自动分配的编号，没有

实际意义。 

 

三、标注理念和概念说明 

字库的全程性主要指汉字书写发展经历形式的全面性，包括错字、似别

字、别字、不规范字、正字几种形式。汉语二语学习者和母语学习者有不同的

文字背景和汉字习得机制，在书写汉字时除了错字、别字，还有其他中介字形

式。本系统提出了“似别字”、“不规范字”这些中间状态。在标注中，我们

尽量给错字、似别字、别字和不规范字各自设立互相区别、不交叉不重叠的类

别，使其具有一定可操作性。 

错字标注包括正字、错误类型、错误部件、偏误原因等。偏误类型从笔

画、部件、整字三个层面，分为笔画遗漏、笔画误加、笔画错位、笔画误代、

笔画变形、部件遗漏、部件误加、部件错位、部件误代、部件变形、整字错

误、笔画断笔、笔画合笔13种。 

1、错字的分类和界定 

台湾师大的汉字偏误数据资料库和李超（2015）都对中介字字库中的错字进行

过分类。结合前人研究，也结合建库实际，本研究把错字类型从笔画、部件、整字三

个层面分为：笔画遗漏【如：* （流）】、笔画误加【如：* （港）、

（庆）】、笔画误代【如：* （现）、 （让）】、笔画变形【如：*

（决）】、笔画错位【如：* （或）、 （虽）】、笔画断笔【如：*

（转）】、笔画合笔【如：* （表）】、部件遗漏【如：* （懂）】、部件误加

【如：* （站）、 （刻）】、部件误代【如：* （途）】、部件变形【如：*

（可）】、部件错位【如：* （获）、 （较）】、整字错误【如：*

（害）、 （晃）】13种。 

上面这些类型中，有的操作标准比较明确。比如：笔画和部件的误加和遗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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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多了一个，或者被写成别的构件，大多情况都比较容易判断。但是在实际标

注中会遇到一些模糊现象。比如：一个笔画由两个或三个笔段组成，比如：竖弯钩，

有“竖、湾、钩”三个笔段，其中“钩”没了，丢掉了一个笔画中的一部分，算不算

笔画遗漏？这要根据学生水平来定，如果学生是初级水平，汉字水平比较低，则算

错，可能他没有真正掌握这个笔画的写法。如果学生是中高级水平，汉字水平较高，

则标为不规范字中的笔画形状不规范。 

具体分类何界定如下： 

笔画变形是指，笔画形状发生变化。主要包括两种情况：1、笔画形状变为汉字里

不存在的笔画。比如： ，左上角的点变为句号。2、笔画方向相反这两种情况，类

似镜像笔画错误。 （滑）、 （长）。如果笔画变形为汉字里存在的笔画，则为笔

画误代。 

笔画错位是指笔画位置写错和笔画关系出错。1、笔画位置写错。是指一个笔画相

对于另一个笔画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如： （或）。2、笔画关系出错。是指两个笔

画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笔画关系包括相交、相接、相离，如果发生了改变就是笔画关

系出错，也标为笔画错位。如： （灰）、 （虽）。前者的横、撇由相交变为相

接，后者的横、竖由相接变为相交。笔画关系出错中包含了笔画出头问题，该出头的

没出头，不该出头的出头了。这些都属于笔画错位。比如： （轻），右下角

“工”写成“土”，是部件误代，不该出头的出头了，也是笔画错位。 

笔画断笔是指，本来是1个笔画，却被写断写成2个笔画。包括：折笔断笔： 、

、 、 。钩笔断笔， 、 。横笔断笔： 、 。竖笔断笔： 、

、 、 。长撇断笔： 、 。  

笔画合笔，是指同一方向顺势相接的两个笔画合成了一笔。比如： 。“表”

上面本是“丨”和“丿”两笔，结果误写成一长撇。 （美）、 （菜），都

是中间两笔合成了一长笔。 

部件错位，是指部件位置写得不对。包括两种：部件位置写得不规范不准确，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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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汉字结构发生了变化。比如： （最）、 （落）、 （森）。有些部件位置

不对，是因为受母语影响。比如： （吃），是韩国学生写的，跟韩国文字的“

（吃）”结构很接近。也有的是因为书写者本身没有掌握汉字书写结构，比如：

（宿）。第二种是部件镜像错位。两个部件像照镜子一样左右颠倒。如： （聊）、

（较）。 

部件误代，主要是指一个部件被另一个部件误代。如： （逛）。其中有不少部

件误代是笔画问题和部件误代并存。如： （常），是笔画误代和部件误代并存；

（谐），是笔画遗漏和部件误代并存。 

部件变形，是指部件形状发生了变化。包括几种情况：1、部件变形为汉字里不存

在的部件。比如，钩写反方向导致整个部件在汉字里不存在，如： （说）。2、受

书写者母语影响，写得像字母。如： (简)、 （可）。3、多处遗漏笔画导致部件

在汉字里不存在。如： （喝）。4、笔画误代导致部件变形。如： （灾）。 

2、不规范字的分类和界定 

根据现行语言文字规范，不规范字包括错字、别字、繁体字、异体字、旧字形。

错字属于书写不规范字，其余属于使用不规范字。这是一种广义的不规范字。北京语

言大学“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HSK动态作文语料库”、鲁东大学的“韩国学生

错字数据库”都对这种广义的使用不规范字进行了标注。 

本库说的不规范字是狭义的，专指书写不规范字。具体分类和界定如下： 

笔画位置不规范：指笔画位置写得不合规范，但是还没有引起笔画之间关系或者

相对位置的改变。 （公）、 （门）。 

笔画组合关系不到位：指笔画关系没有发生明显改变，但组合关系不标准。比

如：该出头的也出头了，但不明显，或者笔画相离太远。如： （交）、

（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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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位置不规范：指部件位置写得不标准，但还没有导致汉字结构发生改变。其

中包括部件高低不标准，如： （联）；和部件大小不规范，如： （敬）、

（建）、 （欲）。 

结构松散：指汉字两个部件位置离得太远，留白面积太大，像汉字与汉字之间的

距离。如： （物）、 （病）、 （单）、 （晚）。如果因为部件位置导致了

汉字结构发生了变化，则归为错字中的部件错位。 

部件形状不规范：指部件整体形状不规范，但还能看出部件原样。细分还可分这

几种情况：部件形状不够方正，比较圆润。比如： （后）、 （可）。这类跟

前面部件变形的区别是，“口”写得圆润，但还没写成字母“o”。 

受印刷体宋体影响：指有的汉字手写体和宋体印刷体写法有差别，但学生接触最

多或最早的是书本上的印刷体宋体，受此影响写成印刷体宋体。比如： （决）、

（过）。左边的部件宋体和手写体有一定区别，但学生写成宋体，显得僵硬和不

同。 

部件未窄化：指应窄化的部件仍写了原汉字，且占位较大。如： （改）、

（辉）。 

笔画形状不规范：指笔画形状写得不标准。主要包括：笔画不完整，带“钩”和

“提”的笔画没有写出来。如： （时）、 （切）。这种情况还要看学生实际水

平。如果是中高级，算为不规范字，如果是初级，则算作错字笔画变形或误代。还

有，折笔写得没有棱角，太圆润。如： （是）、 （葡）。 

笔画长短不规范：指笔画太长或太短导致汉字不规范，但还没引起组合关系改

变。比如： （后）、 （半）。 

繁简部件混用：指汉字某些部件采取了繁体形式，导致不规范。比如：

（验）、 （绍）。如果写的整个繁体字正确，则不标注。 

连笔字：指笔画书写太草，连笔写。如： （应）。连笔字是集笔画组合关系

不到位、笔画位置不规范、笔画形状不规范等于一体。在判断不规范字时也会考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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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水平等级，发生连笔字的一般是水平等级较高的。 

有的不规范字同时具备几类特征，采取全标。比如： （码），笔画长短不规

范和笔画组合关系不到位都有，就都标。 

3、类别之间的区分 

错字和不规范字中有些类别的区分是这样界定的。 

（1）部件错位和部件位置不规范的区分。目前主要根据是否导致汉字本身结构关系

是否改变为准。如： （帮）、 （唱）。“ ”、“口”的位置放置尚未导致整

字结构改变，则算作部件位置不规范。但像： （傅）、 （获）。由于

“亻”、“艹”的放置导致整个汉字结构发生改变，分别由左右结构变为上下结构，

上下结构变为左右结构，则要标为错字。 

（2）错字里笔画误代、笔画变形和不规范字笔画形状不规范的区分。笔画形状不规

范，如前所述，主要指笔画弧度圆润或者整个笔画中缺漏钩。如： （有）、

（的）。这种弧度圆润的，大多都是拼音文字背景。如果笔画形状改变为汉字中不存

在的，则为错字里的笔画变形，如果变形为汉字中的另外一个笔画，就是笔画误代。

比如， （此）。 

（3）错字里笔画位置错位和不规范字里笔画位置不规范的区分。如果笔画位置写得

不准确，但还没有引起跟其他笔画位置或关系的变化，就算不规范字中的笔画位置不

规范，否则标为错字的笔画错位。 

还有一些复杂的，几种字体或者偏误汉字类型交织在一起。比如， （类）

（直）。受繁体字影响，想写繁体字但又写错了。还有，别字又写 错

的。如：船（ ）、（着）。这两类统一标为：F（复杂）。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一个字标为错字还是不规范字，不是绝对的，跟学生的汉

字书写水平有关。比如，刂，书写时会把下面的小勾漏掉。但如果书写者是一个熟练

书写汉字的高级水平学生，一般不算错，至多归为不规范字；但如果书写者是一个刚

学写字的初级水平学生，则会算错字。 

4、别字 

别字标注包括正字、别字、偏误原因。偏误原因包括11种。有上下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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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合成词内部影响、母语影响、音同音近、形近、义近、音形皆近、形义皆

近、音义皆近、音形义皆近、音形义无关。前3种属于外部因素，后8种属于汉

字内部因素。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说的音近，如果声母或韵母中有一部分相同

都算音近。音同音近和其他包含音近的要素都包括音完全同和音近两种。 

5、似别字 

似别字标注包括正字、似别字。似别字是本系统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似别

字是指学生写出来的字确实在汉字中存在，但确是因错而别，误打误撞写成了

别字，所以叫作似别字。别字在学生头脑中有清晰储存位置，学生知道这个字，

似别字在学生头脑中则是没有储存位置的。它是介于错字和别字中间的偏误汉

字形式。似别字和正字之间一般都是形似，所以不再标注具体类别和偏误原因。 

详情见下表： 

 

 

需要说明的是，偏误原因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牵扯到语言学、心理学等问

题，准确的偏误原因的判断需要详细的验证。这里的标注只是根据字形的一种

主观推测，提供一种可能性，具体论证需要用户自己分析研究。 

另外，偏误原因也不可能是单一的。在本语料库标注时，错字偏误原因中

如果有上下文影响或合成词内部影响这些外部因素，先标出，如果没有，再判

断是否是形声字的形旁或声旁误代，进行标注；否则再判断是否是形似部件误

代，如果都不是，则标为基本汉字书写未掌握，基本汉字书写未掌握一般都是

笔画或部件的增减和整字错误。比如：在“麻 （烦）”一词中，“ ”

的书写受合成词“烦恼”的影响，学生可能先学“烦恼”，对这个词固定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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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牢固，因此受“恼”影响，而出现杂糅错误。别字偏误原因，如果有上下

文影响（如：“根据”写成“根椐”，可能受上文字形影响）和合成词内部混

用（如：“青春”是合成词，拆开会混淆，出现“青天（实际为“春天”）”）

这些外部因素，先标出，如无，再从音形义方面标注。系统标注一种或两种最

主要的偏误原因或偏误类型。如果明显同时存在几方面偏误原因，可以全标。

比如： （努），右上方部件误代，有形似也有字内影响原因，可以全标。每

种数据库里的标注都只是提供一种可能性，还需要用户具体分析论证。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论偏误类型还是偏误原因，因为存在同一写字从不同角

度有不同看法，同一错误可能有错综复杂的偏误原因，在标注时尽量把各种可能存在

的情况都标出来，用户只要能搜索到，就可根据语料再做进一步研究，字库的作用就

已起到。字库的标注只是为用户研究提供资料和工具，不能代替用户研究。本着这个

目的，我们采取类型和原因都全标的原则。 

语料标注在很大程度上是标注者对书写者客观书写材料的主观判断。当书

写者的客观书写材料可以从多方面解释，而又无法从书写者本人求证时，容许

几种可能性都标出来也是一种科学性的表现。比如，前文对偏误类型和偏误原

因的多项标注，提供了多种可能，也就离事实真相更近一步。 

五、 检索说明 

1、检索功能 

注册登录后，进去可看到三个入口。第一个入口进去是“留学生全程性中

介字字库”，下面两个入口是“汉字偏误标注版”和“字词句全标版本”。汉

字偏误标注版中的语料只包括汉字偏误标注，而且只有错字和别字两种标注，

也没有细分类别，是旧的标注体系。字词句偏误标注版的语料包括分词、词性

标注（机器标注人工校对）和汉字、语法、句法、篇章、标点等偏误标注（人

工标注）。如下图所示： 

 

图1：字库三个入口 

点击第一个入口进去，进入字库首页。在字库首页包括错字字库、别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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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似别字字库、不规范字库、语料库、统计等几个选项卡。如下图所示。 

  

图2：字库首页 

进入字库首页默认的是错字库。点击最上面一排“错字字库”、“别字字

库”、“似别字字库”、“不规范字库”可进入各个子库检索界面。以上图4错

字库为例，字库结构包括正字信息、错字、错误类型、错误部件、偏误原因、

上下文、查看原文、上报修改建议。点击最左侧“正字信息”可看到对应中介

字的正字相关信息，包括正字、造字法、笔画数、结构。错字、错误类型、错

误部件、偏误原因都是在文本语料中标注的信息，提取到字库中，上下文语句

是自动从文本语料库提取出。点击“查看原文”，可看到该中介字所在的作文

原文和扫描件。另外，用户还可以“上报修改建议”，对于字库中的错误之处

或不同意之处提出上报建议。项目组会有指定专业人员审核后修改。因此，用

户不仅可以使用字库，在建设修改方面也可参加。 

点击各个选项卡可以进入各子库中详细检索。比如：错字字库检索界面如

下图： 

 

图3：错字字库检索界面 

如图3所示，用户可以根据正字、偏误原因、错字类型、错误部件、正字结

构、造字法、笔画数等相关信息分别检索。在上图“偏误原因”、“所有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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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所有结构”、“所有造字法”下拉框中都罗列了相应全部信息。用

户只需要根据自己需要输入或选择相关信息即可获得大量数据。比如，如果用

户想调查“部件错位”类错误，只需选择相关类型，便可穷尽统计所有部件错

位的错字数量，并可查看书写者的信息、偏误字所在上下文、对应正字等信

息，根据研究需要再分类分析。如果用户想调查因“受母语文字影响”而出错

的汉字，在偏误原因中选择后，即可检索到全部此类偏误汉字，同时出现这些

偏误汉字附带的相关文本属性和作者背景信息。 

点击图1页面的“语料库”，就会进入“中介语文本库”。并可以进行各种

字词、短语、句子等语言成份的检索。 

别字字库提供了偏误原因、别字、正字等搜索项目。似别字、不规范字数

据库也分别根据其标注项目提供了相关搜索项目。检索方法类似错字数据库，

因篇幅限制，不再赘述。 

字库提供了各种方便快捷的检索功能，用户可在实际使用中多加探索，以

便更好服务于自己的研究。 

2.“统计”功能 

 “统计”功能汇总了各数据库信息，可以统计每个汉字的错字、似别字、

别字、不规范字各种形式的总频次和总使用量，并自动计算所占比例。界面如

下图： 

 
图5：字库“统计”功能界面 

如果点击汉字后面的“分布”和“数据”，可看到四种偏误形式在“母语”、

“性别”、“水平等级”中的具体分布和数据。如：点击“我”后的“看分布”，

会统计出“我”在不同性别、母语、水平等级中的偏误形式分布情况。点击“看

数据”，可看到“我”的详细使用情况。这对研究每个汉字的正确使用和偏误情

况非常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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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标注符号说明 

（一）汉字偏误标注 

语料库中包括新旧两种标注体系，也体现了我们对汉字偏误标注的细化和不

断深入研究。用户可根据标注格式判断新旧体系。旧体系中的错字大多用造字方

式，是2016年前的标注；新体系中的错字大多用截取扫描件截图的方式，是2016

年后的标注。两种方式各有利弊。 

1、旧体系 

1）错字标注方式：  CZ【被】（图片是造出来的模仿学生所写的错字图片，

“CZ”表示错字，黑色方括号中是正确汉字） 

2）别字标注方式：得意<扬>BZ【洋】<扬>BZ【洋】（<>中表示学生写的不正确

的但成形的汉字，黑色方括号中是正确汉字） 

3)既错又别的汉字：学生把正确的汉字写成了别字，但这个别字又写错了，比

如：   CZ【<谢>BZ【懈】】，即表示正确汉字应该是最后括号中的

“懈”，但是学生写成了另外一个汉字“谢”，并且把“谢”写错了。 

4)繁体字：<臉>F【脸】 

 

2、新体系 

1）错字标注方式：< >CZ【较，错误部件：车，类型：bjwd，偏误原因：形

旁误代】（图片是学生所写的错字图片，“CZ”表示错字，黑色方括号中是

正确汉字）  注意：一个错字有几种偏误类型的，全标。 

2）似别字标注方式：<爰>SBZ【爱】 

3）别字标注方式：得意<扬>BZ【洋，偏误原因：音同音近】（<>中表示别字，

黑色方括号中是正确汉字） 

4）不规范字标注方式： <  >BGFZ【院，类型：笔画形状不规范】 

 

（二）词汇偏误标注 

1）缺失：QS 把缺失的词补出来，并用<>括起来，再用符号QS标示 

例：今天/t <是>QS 我/r 的/u 生日/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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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误加：WJ 把误加的词和它的词性用<>括起来，再用WJ标示 

例：他/r 非常/d <很/d>WJ 高兴/a 

3）词语误代：WDC  把错误的词及其词性用< >括起来，再用WDC标示，写出正

确的词，并且用黑方括号把它括起来 

例：<从前/t>WDC【以前】 

4）非普通话词误代：WDCF  

例：<世间/n>WDCF【社会】 

5)离合词使用偏误：LH 

例：我/r <见面/vt>LH 了/u 我/r 的/u 朋友/n    

       

（三）语法形式偏误 

1）语法形式的误代：WDY 

例：因为/c 他/r 好/d 久/a <看/v 得/u 清楚/a>WDY 他/r 的/u 爱人/n 

了/y。 

2）状语错序：CXZ 

例：<常常>CXZ 我们去旅行 

我们每天开始上课<八点>CXZ 

3）定语错序：CXD 

例：那本书<我买的>CXD 一个<我>CXD 朋友 

4) 不能归入以上两类的错序:CX 

 

（四）句式偏误 

1)一个句子内有多处错序以至无法清楚标识 CXF 

例：<<应该/v> 你/r 跟/p 我/r 不相上下/i <的/u 年龄/n>CXF  

2）杂糅（ZR）：用于明显的把两个同义句式糅合在一起。 

例：王/nr 先生/n <很>QS 犹豫/a ，/w 想/v < 买/v 哪/r 一/m 副/q

  眼镜/n 王/nr 先生/n <很>QS 犹豫/a ，/w 想/v < 买/v 哪/r 一/m

  副/q 眼镜/n 最/d 适合/v 的/u 。/w>ZR 

3) 句式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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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字句错用：< >Cybei  

把字句错用：< >CYba  

比字句错用：< >CYbi 

“是······的”句错用：< >CYshd  

存现句作用：< >CYcx 

疑问句错用：< >CYyw  

 

（五）篇章偏误 

1）$$ ：用于标注句子本身无错误，但是上下文来看有篇章级逻辑错误或冗

余。 

例：<那/r>$$ 就/d 是/v 为什么/r 我/r 想/v 学/v 很/d 多/q 生词/n 和

/v 写/v 文章/n 的/u 规则/n 的/u 理由/n。/w 

2）原意不明（YYBM）：用于句意不明，错误繁多，无法修改 

3）&&：原应两个句子表达的内容，作者错误地糅和在一个句子中。 

例：<一/m 个/q 盲人/n 在/u 摸/v 大象/n 的/u 耳朵/n <，>QS <他>QS 

说/v ：/w>&& 

 

（六）标点符号偏误标注 

1）标点符号误代：WDB 

例：<？/w>WDB【。】（黑括号中是正确的标点） 

2）标点符号缺失：QSB 

例：太热了<！>QSB 

 

七、 汉语文本词性标注所用标记集 

 

代码 名称  帮助记忆的诠释 

Ag 形语素 形容词性语素。形容词代码为 a，语素代码ｇ前面置以 A。 

a 形容词 取英语形容词 adjective 的第1个字母。 

ad 副形词 直接作状语的形容词。形容词代码 a 和副词代码 d 并在一



15  

起。 

an 名形词 具有名词功能的形容词。形容词代码 a 和名词代码 n 并在

一起。 

b 区别词 取汉字“别”的声母。 

c 连词 取英语连词 conjunction 的第 1 个字母。 

Dg 副语素 副词性语素。副词代码为 d，语素代码ｇ前面置以 D。 

d 副词 取 adverb 的第 2 个字母，因其第 1 个字母已用于形容词。 

e 叹词 取英语叹词 exclamation 的第 1 个字母。 

f 方位词 取汉字“方” 

g 语素 绝大多数语素都能作为合成词的“词根”，取汉字“根” 

的声母。 

h 前接成分 取英语 head 的第 1 个字母。 

i 成语 取英语成语 idiom 的第 1 个字母。 

j 简称略语 取汉字“简”的声母。 

k 后接成分  

l 习用语 习用语尚未成为成语，有点“临时性”，取“临”的声母。 

m 数词 取英语 numeral 的第 3 个字母，n，u 已有他用。 

Ng 名语素 名词性语素。名词代码为 n，语素代码ｇ前面置以 N。 

n 名词 取英语名词 noun 的第 1 个字母。 

nr 人名 名词代码 n 和“人(ren)”的声母并在一起。 

ns 地名 名词代码 n 和处所词代码 s 并在一起。 

nt 机构团体 “团”的声母为 t，名词代码 n 和 t 并在一起。 

nz 其他专名 “专”的声母的第 1 个字母为 z，名词代码n 和 z 并在一 

起。 

o 拟声词 取英语拟声词 onomatopoeia 的第 1 个字母。 

p 介词 取英语介词 prepositional 的第 1 个字母。 

q 量词 取英语 quantity 的第 1 个字母。 

r 代词 取英语代词 pronoun 的第 2 个字母,因 p 已用于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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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s 处所词 取英语 space 的第 1 个字母。 

Tg 时语素 时间词性语素。时间词代码为 t,在语素的代码 g 前

面置以 T。 

t 时间词 取英语 time 的第 1 个字母。 

u 助词 取英语助词 auxiliary 

Vg 动语素 动词性语素。动词代码为 v。在语素的代码 g 前面置以 V。 

v 动词 取英语动词 verb 的第一个字母。 

vd 副动词 直接作状语的动词。动词和副词的代码并在一起。 

vn 名动词 指具有名词功能的动词。动词和名词的代码并在一起。 

w 标点符号  

x 非语素字 非语素字只是一个符号，字母 x 通常用于代表未知数、符 

号。 

y 语气词 取汉字“语”的声母。 

z 状态词 取汉字“状”的声母的前一个字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