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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音节复合词内部语素的词类标注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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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词类标注是研究构词、语法的重要基础。前人的有关研究多着眼于对复合词的语法

结构进行分类和统计，但由于传统词典缺乏词类标注，学者们往往依据自省来判断词类，其结果

常常有争议并乏一致性。《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率先对不少词条和词义进行了词类标注。我们

在此基础上，对所有双音节复合词的内部语素进行了全面的词类标注。本文介绍我们的方法和主

要结果，并讨论复合词的内部语素组合、词类分布、以及中心词等问题。本研究为进一步研究汉

语的复合词提供了大量新数据。 

 

[关键词] 复合词；语素；词类标注；中心词 

 

零、引言 
复合词在汉语词汇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内部结构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前人对复

合词的分类、统计和分析不少，但往往依据自省，词类的判断缺乏一致性。为了更加深入地

研究汉语复合词，本文以《现代汉语词典》为标准，以其收录的所有单词性双音节复合词为

对象，对复合词内部语素的词类进行了全面的标注，并从复合词的内部语素组合、词类分布、

中心词三个方面统计分析复合词的构词规律。 

 

一、汉语复合词的结构 

前人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汉语复合词的结构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1.1 复合词的内部结构 
 
1.1.1 复合词内部结构的分类 

     学者们根据复合词内部语素的语法关系进行了不同的分类： 
 黎锦熙（1962）制定了一个“复音词类构成表”，把汉语复合词分为“合体”、“并

行”、“相属” 三个大类。合体的复合词又细分为双声（如“参差”）、叠韵（如“依稀”）、

其他（如“葡萄”）和特有名词（如“诸葛”）四小类；并行的复合词再分为同义（如“身

躯”）、对待（如“左右”）和重叠（如“常常”）三小类；相属的复合词分为名名（如“狗

熊”）、动名（如“行人”）、形名（如“淑女”）、动动（如“催眠”）、动副（如“晒

干”）、形副（如“不良”）、副副（如“否则”）、带词尾或词头（如“石头、阿母”）

等八小类。赵元任（1948）首先把复合词分为六类：主谓（如“地震”）、并列（如“贵重”）、

主从（如“香料”）、动词宾语（如“放学”）、动词补足语（如“打到”）和单词性复合

词（如“吃饱”）。1968年，他认为大多数的复合词是与句法结构一致，并把复合词的结构

分为主谓（如“天亮”）、并列（如“灯火”）、主从（如“热心”）、动宾（如“动身”）、

动补（如“养活”）五大类。陆志韦（1957）把复合词分为九种结构类型：多音的根词（如

“玻璃”）、并立（如“弟兄”）、重叠（如“哥哥”）、向心修饰（如“淑女”）、后补

（如“红透”）、动宾（如“写字”）、主谓（如“心焦”）、前置成分（如“第三”）和

后置成分（如“桌子”）。周祖谟（1959）则把复合词分为六种：偏正式（如“雪白”）、

联合式（如“土地”）、支配式（如“动员”）、补充式（如“说明”）、表述式（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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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重叠式（如“渐渐”）。丁声树（1961）根据构词方式把复音词分为六种：并列式

（如“人民”）、偏正式（如“淑女”）、动宾式（如“动员”）、动补式（如“证明”）、

主谓式（如“霜降”）、附加式（如“包子”）。 

    《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下称《现汉》）把合成词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

素构成的词。合成词可以分为两类：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词根合成的词叫复合词；由词根加词

缀构成的叫派生词。”（其中“词素”即“语素”）依此定义，黎锦熙分类中的“合体”复

合词和陆志韦的“多音的根词”实为双音节单语素词，而非复合词。 “附加式”、“前置

或后置成分”、“带词头或词尾”的复合词实际上是派生词。而且，“重叠式”可以并入“并

列式”。因此，目前学界普遍把复合词分为五类，即偏正式、联合（或并列）式、述宾（或

动宾）式、述补（补充、动补）式和主谓式（陈述）五种，尽管使用的术语不尽相同。 
 
1.1.2 复合词内部语法结构的统计和分析 
依据上述分类方法，有些学者利用不同语料对现代汉语复合词内部的语法结构进行了统

计和分析（戴昭铭 1988；张登岐 1997；沈怀兴 1998；沈怀兴 1998；卞成林 2000；周荐 2005）。

具体数据的对比见表1。 

 

表 1  现代汉语复合词内部语法结构的统计 
作者 语料 偏正式 并列式 动宾式 述补式 主谓式 

戴昭铭 《现代汉语词典》(1983,部分) 62.8% 20.3% 14.4% 1.9% 0.6% 
张登岐 《实用汉语用法词典》 53.0% 27.8% 10.6% 7.5% 1.0% 
沈怀兴 《现代汉语词典补编》 47.8% 27.2% 19.4% 2.6% 3.0% 
沈怀兴 《辞源》第一册 58.6% 20.7% 16.5% 2.3% 1.9% 
卞成林 《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 52.7% 20.2% 19.3% 2.5% 1.3% 
周荐 《现代汉语词典》（1983年） 50.7% 25.7% 15.6% 0.9% 1.2% 
注：有些学者不能确定部分复合词的语法结构，因此表中有些数据的总和不足100%。 
 
从表1可以看出，尽管各类复合词所占数量的排序基本一致，但是其所占的比例却相差

较大。我们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复合词的内部结构不易明晰，而各位学者对复

合词内部结构的判断都是依据自省的方法，也就缺乏一致性。比如，“目睹、人造、民主”

等词，有的学者认为是主谓式，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是偏正式。 
 
1.1.3 复合词内部语素组合的统计和分析 

    周荐（1995）分析了《现代汉语词典》中的32346个双音节复合词的语素组合：定-中偏

正式复合词可分为n+x, a+x, v+x三小类；状-中偏正式复合词除“逆序”类外，可分为n+x, 

a+x, adv+x, v+v四小类；支配式的复合词主要有v+x，a+x，n+x三小类；补充式复合词有v+

结果，v+趋向，v+状态三类；陈述式的复合词有x+v,x+a两类；并列式复合词有n+n, v+v,a+a, 

adv+adv,方位+方位，数量+数量六类；重叠式的有四类：n+n, v+v, a+a, adv+adv。他只是

粗略地对复合词的语素组合进行分类，也没有统计各类组合所占的比例。另外，他的分析不

够全面，如所有词类都可以构成并列式复合词，而不是只有六类；“数量+数量”一类应该

分为“数+数”和“量+量”两类；重叠式复合词还有“量+量”组合。 

苑春法，黄昌宁（1998）以10442个语素的属性描述为基础, 构建了《汉语语素数据库》。

他们发现，在7753个基本语素中，名词性语素最多，占46.7%；其次是动词性语素，占31.4%；

形容词语素占12.7%, 三类合计占总数的89.8%。 在该数据库中由语素构成的二字词共计

43097个,其中名词占51.1%，动词占36.4%，形容词占7.6，三类合计占95%。基本语素的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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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和复合二字词词类的分布大致相似。这三类二字复合词的构词规律各不相同。名词复合

词的构词方式以偏正和联合为主,各占80.6%和9.3%, 共约占90%; 名词绝大多数都是由名词

性的语素参与构成的, 而且这些名词性的语素多数位于后面,其中“名+名”占57.2% ,“形+

名”占21%,“动+名”占11.6%。动词复合词的构词方式以述宾、联合和状中为主,各占39.7%、

27.0%和23.3%, 共占90%; 动词复合词绝大多数都是由动词性语素参与构成的,词中的第一

个语素是动词性的占多数，其中“动+动”占44.7%,“动+名”占34.1%, “形+动”占7.2%, 合

计96%。形容词复合词主要的构词方式为谓素联合(占62.5% ),其主要的类序是“形+ 形”(占

67.3% )。其他类序，如名+动、名+形、名+名、动+名、动+形、动+动、形+名、形+动，均

可组成形容词,但数量较少。绝大多数语素在构词时意义保持不变,只有很少一部分的语素在

构词时意义发生了变化。但是，他们仅仅统计了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前三种语素组合的比

例，没有分析其他词类的语素组合以及各种语素组合的词类分布。 

Huang (1997)对《国语日报词典》中的23986个双音节复合词进行了统计分析。这些复

合词只有三种词类，名词12738个，动词8350个，形容词2898个；主要有九种词类组合：NN

组合7021个，NV组合824个，NA组合377个，VV组合4071个，VN组合4881个，VA组合560个，

AN组合3177个，AA组合1684个，AV组合996个，未知组合315个。NN组合中，名词为6910个，

动词21个，形容词90个；NV组合中，名词306个，动词446个，形容词72个；VV组合中，名词

276个，动词3730个，形容词103个；VN组合中，名词1581个，动词2940个，形容词198个；

AN组合中，名词2961个，形容词198个，动词不确定；AA组合中，名词163个，形容词1609

个，动词不确定。他的数据存在两点疑问。其一，在他的统计中，这些组合全部属于名、形、

动三大词类。而据我们的研究，这些组合中有许多是副词或其他词类，如“乘时”（VN）、

“独立”（AN）、“眼见”（NV）、“生来”（VV）等均可作为副词。其二，有些组合的总

数与前面的单项总和一致，另一些则不一致。我们猜测其中有一些是兼类词，但是“名名”、

“名动”组合也有兼类词（如“笔记”、“笔录”、“板书”等），这些组合的总数却是单

项的总和。而且，有些组合没有明确的数目。因此，其数据的准确性不得而知。 

此外，有些学者就某一语素组合的复合词进行了统计研究。 吴为善（2007）、石慧敏 

（2013）分别统计分析了双音节述宾结构和动结式复合词的语素组合度高低及其层级分布。

杨吉春（2008）讨论了反义复合词内部语素间的语法和语义结构关系。韩容洙（1998）对双

音节“V+N”结构的语义进行了分类研究。 

 

1.2  复合词的中心词 
除了从复合词内部的语法结构和语素组合探讨其构词规律之外，学者们还从复合词中心 

词的角度分析其内部构造。 
Bloomfield (1933：248)依据复合词与其内部成分的关系把复合词分为向心（endocentric）

和离心（exocentric）构式两大类。所谓向心构式，就是指整个结构同内部某个成分的类别

(form-class)相同，此内部成分就是中心词(head)；如果结构同任何内部成分的类别不相同, 该
结构就是离心结构, 也就没有中心词。根据这一理论，许多学者对汉语复合词的中心性

（headedness）进行了讨论。 
赵元任（1968）认为并列结构与从属结构复合词的区别在于，并列结构中每个构词成分

都是中心，而从属结构中只有第二个成分是中心。 
戴昭铭(1988)发现，《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的20065个合成词中，构词语素与合成词同

属一词类的有16708个，占总数的83.27%; 构词语素与合成词不属同一词类的有3357个，占

总数的16.73%。可见，大多数合成词为向心结构。 

Huang (1997)统计了复合词中左、右语素与复合词词类相同的比例。(XN)n的比例为

0.759， (XV)v的比例为0.822，(XA)a的比例为0.685，即复合词与右语素词类相同的比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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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0.755；(NX)n 的比例为0.898，(VX)v的比例为0.741，(AX)a的比例为0.317，即复合词

与左语素词类相同的比例平均为0.652。依据统计结果，他认为同一语素组合的复合词，如

VN、NV、NN等，可能是名词、动词甚至是形容词。因此他得出结论，汉语复合词的左、右语

素都不能决定整个复合词的语法范畴，汉语复合词也就无中心词。 

Williams (1981)提出了复合词的“中心词右向原则” (the Right-hand Head Rule)：

复合词的中心就是其最右边的成分，无论是什么语言。Starosta(1998)持同样观点，并称汉

语复合词是右中心的，不是右中心的词大多不是复合词。 Packard (2001) 通过对比汉语双

音节复合词和其构词语素的语法范畴，提出了汉语复合词的“Headedness Principle”：名

词的右语素是名词，动词的左语素是动词。 

Ceccagno 和 Scalise(2006) 则 把 汉 语 复 合 词 分 为 从 属 式 复 合 词 (subordinate 

compounds)、偏正式复合词 (attributive compounds) 和并列式复合词 (coordinate 

compounds)。他们认为，汉语并列式复合词要么有两个中心词(如“爱恋、美丽”)，要么无

中心词(如“东西、开支”);偏正式复合词全部为右中心(right－headed)(如“天价、“黑

车”); 动宾结构的从属式复合词(如“开刀、求全”)符合Packard的“Headedness Principle”，

即复合名词为右中心，复合动词为左中心；其他从属式复合词均为右中心(如“心疼、胆小”)。 

Ceccagno 和 Basciano（2007）对《现代汉语词典》（2002）中收录的1077个新词进行

了统计分析。排除多音节词（368）和非复合词（37），共得双音节复合词672个。他们的统

计结果是：最能产的是偏正式复合词294个（43.9%），其次是从属式241个（35.7%），最后

是并列式137个（20.4%）。总的来说，80.8%的复合词属于向心构式(右中心47.8%、左中心

17.8%、双中心15.2%)，19.2%是离心构式。右中心复合词中，名词占85.7%，动词占14%而且

全部是偏正式；左中心复合词全部是从属复合动词；双中心复合词中，70.6%是动词，21.6%

是名词，其余7.8%是形容词；离心构式的复合词中，29.4%是从属复合词，50.4%是偏正复合

词，20.2%是并列复合词。 

总之，无论是从复合词的内部结构还是从其中心词的角度，国内外学者们对汉语复合词

的结构作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但是对复合词内部语素的词类划分和语

法结构的判断都是依据自省的方法，缺乏一致性，有些研究还缺乏充足的语料，因此研究的

结果也不够全面或不够准确。 
《现汉》率先对词条作了全面的词类标注，为分析复合词内部语素的词类提供了统一的

标准。不过，自《现汉》出版以来，尚未发现有人对复合词内部语素的词类进行过全面的标

注和统计。本文以《现汉》收录的所有单词性双音节复合词为对象，以《现汉》为标准对其

内部语素的词类进行了全面的标注，并统计分析复合词内部语素的组合规律。 
 

二、标注方法 
   《现汉》所收的65000余个条目中双音节合成词就有42165个，约占65%。其中单词性条目

（如“看见”：动词）33824条，多词性条目（如“学习”：动词、名词）8341条。我们首

先对单词性条目进行标注和统计，具体步骤如下： 

（1）为避免重复统计，去掉相同词条，如“宿敌”：同“夙敌”，只计“夙敌”；“搀

兑”：见147页“掺兑”，只计“掺兑”。 

（2）去掉拟声词，如“嗷嗷”、“吧嗒”等。 

（3）去掉音译词，如“安培”、“盎司”等。 

（4）连绵词、姓氏、其他专有名词等双音节单语素词，不予统计，如“斑斓”、“窈

窕”、“端木”、“诸葛”、“贝勒”、“铵根”、“白术”、“丘八”等。 

（5）《现汉》对成词语素标有词类。可以依据《现汉》直接确定单词性成词语素的词

类，如“甩”字有三义，皆为动词。 



5 
 

（6）多词性成词语素的词类则需依据《现汉》的释义和例词加以判定。下面以“笼罩” 
一词为例，说明此类复合词的标注。 

“笼”字有两种读音，《现汉》分列两个词条： 
“笼”（lóng）:（1）（名）笼子：竹～。（2）旧时囚禁犯人的刑具：囚～。 

（3）（名）蒸笼：小～包子。（4）（动）把手放在袖筒里：～着手。 

“笼”（lǒng）:（1）（动）笼罩：暮色～住了大地。（2）笼子（lóng·zi）：箱～。 

“罩”字，既是动词又是名词： 

“罩”（zhào）：（1）（动）遮盖；扣住；套在外面：笼～。 

（2）（～儿）（名）罩子：灯～儿｜口～儿。 

…… 

    “笼罩”的释义为：（动）像笼子似的罩在上面：晨雾～在湖面上。 

结合《现汉》的释义和例词，可以确定“笼罩”一词为“名 + 动”的偏正结构。 
（7）《现汉》未标注词类的单字条目大致上有两类：一类是既不单用、又无意义的非

语素字，如“玻、蝴、啡、踟”等；另一类是文言文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或在现代汉语

中还未成词的语素（参看《现汉》凡例）。第一类构成的双音节单语素词，已被排除。《现

汉》对第二类语素则继承了前几版的做法。虽未标明词类，但通过释义和例词来暗示其词类

(徐枢，谭景春 2006)。如“观”字有三义，皆未标注词类： 
“观”（guān）：(1) 看：～看； (2) 景象或样子：奇～； 

(3) 对事物的认识和看法：悲～。 

根据释义可以看出 (1) 为动词语素，(2)、(3) 为名词语素。 
（8）如果依据未成词语素的释义和例词还是无法确定其词类，则参照其同义语素或同

义语素组合的词类。 如 “哀”有三义: 

“哀”(āi)：（1）悲伤；悲痛：悲～｜～鸣。（2）悼念：～悼｜默～。 

（3）怜悯：～怜｜～矜｜～其不幸。 

依据释义和例词可以判断(2)、(3)为动词语素，而(1)则难以断定。其同义语素“痛”的

释义和例词为： 

“痛”(tòng)：（1）（形）疾病创伤等引起的难受的感觉：头～。 

（2） 悲伤：悲～｜哀～。 

（3）（副）尽情地；深切地；彻底地：～击｜～骂。 

 “哀痛”、“悲痛”、“悲哀”《现汉》皆标注为形容词，因此它们是“形形”组合，

而“哀悼”、“哀怜”《现汉》标注为动词，它们是“动动”组合。 
（9）除名词、动词、形容词外，《现汉》对文言文中的其余词类进行了标注，但有漏

标的现象。原则上我们依据此类单字条目的原始义进行标注，如“寻”字被标为“量词”，

而“常”字只提供其衍生义，而未提供其原始义: 

“常”（chāng）：(1)一般；普通；平常：～人。（2）不变的；固定的：～数。 

（3）（副）时常；常常：～来～往。（4）指伦常：三纲五～。 

（5）（名）姓。 

依据“常”的原始义（古代八尺为“寻”，倍寻为“常”），我们把“寻常”标为“量

量”组合。 

（10）如果依据上述方法还是无法确定其词类组合，则通过查阅古典文献来求证。 如

“学”字既是成词语素又是非成词语素： 

“学”（xué）： （1）(动)学习：～技术|勤工俭～。(2)（动）模仿：他～杜鹃叫。 

                （3）学问：治～|才疏～浅        (4)指学科：数～|物理～ 

（5）学校：小～|大～|上～。    （6）（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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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依据释义可以看出(3)、(4)、(5)为名词语素，但是“学校”一词的语素组合还是

难以断定。《辞源》（2009）提供了以下解释： 

《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学则三代共之。”“学校”之称本此。 

由此判断，“学校”是“名名”，而不是“动名”组合。 
 

三、 统计结果 
我们标注的单词性双音节合成词共计32097条，排除加前、后缀的派生词749条（如“老

弟”、“矮子”），得到复合词31348条。统计结果如下： 
 
3.1 复合词的语素组合 
双音节复合词共有82种词类组合，根据出现率依次为名名、动名、动动、形名、形形、 

名动、形动、副动、动形、名形、数名、副形、代动、副副、名量、介名、代名、动量、数

动、形量、动副、动介、量量、动助、连连、数量、量名、代形、动数、连动、数数、介动、

形助、名数、数形、动代、副助、介形、副连、代副、代代、助动、形介、副量、副名、量

动、数副、形数、副代、连名、介介、助助、形代、形连、副数、代量、连代、名副、名助、

动连、代连、代数、叹叹、名连、名介、介副、介代、助名、形副、副介、代助、连形、连

量、连助、叹动、拟名、名代、介量、介连、介数、数介、数助等。最常见的十种组合所占

比例见表2。 

 

表 2   双音节复合词中十种最常见的语素组合 
组合 总数 例词 组合 总数 例词 
名名 8813（28.1%） 饭桶、靶场 名动 885（2.8%） 癌变、霜降 
动名 6453（20.6%） 绑腿、帮手 形动 815（2.6%） 长眠、快递 
动动 6095（19.4%） 抱养、产销 副动 699（2.2%） 不料、最爱 
形名 4051（12.9%） 薄饼、险峰 动形 473（1.5%） 保鲜、吃准 
形形 1710（5.5%） 矮小、古稀 名形 265（0.8%） 标致、手快 
其余 1090（3.5%） 何苦、一阵    

 
结果显示，十二种词类均参与构词，但双音节复合词绝大部分是由名、动、形三大词类 

相互组合而成。董秀芳（2002）认为双音词有三个主要来源：一是从短语变来，这是双音词

最主要的来源；二是从句法结构固化而来；三是由本不在同一句法层次上而只是在线性顺序

上相邻接成分变来。我们的统计结果支持她的论断。 
根据我们的统计，十一种词类均可重复组合，如“名名”、“动动”、“形形”、“副

副”等，共16770条，占53.5%，多于周荐(1995)说的6种，和沈怀兴(1998)说的9种。其中重

叠词124条(0.4%)，共有5小类: “名名”(如：人人)、“动动”(如：闪闪)、“形形”(如：

惶惶)、“副副”(如：仅仅)和“量量”(如：本本)。这些语素组合基本上是从短语词汇化而

来。“动名”、“形名”、“名动”等语素组合约占40%，大多是从句法固化形成的。不在

同一句法层次上的语素组合，如“名副”（如：日渐、势必）、“副名”（如：不日、就地）、

“动介”（如：至于、在乎）、“名连”（如：实则、位于）等，数量极少。可见，正如赵

元任（1968）所说，复合词的结构大多与句法结构一致。 
 
3.2 复合词的词类分布 

  双音节复合词共有11种词类。具体分布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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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双音节复合词的词类分布 
词类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副词 连词 代词 
数量 15639 12170 2875 451 97 36 

百分比 49.89% 38.82% 9.17% 1.44% 0.31% 0.11% 

词类 数词 量词 介词 助词 叹词 合计 

数量 29 24 11 11 5 31348 

百分比 0.09% 0.08 % 0.04% 0.04% 0.02% 100.0% 

 
 从表3可见，名、动、形三大词类共占97.88%，加上副词共占99.32%，其余词类只占0.68%。

三大词类的比例与苑春法、黄昌宁（1998）的数据基本一致，说明语素的词类分布和复合词

词类的分布大致相似。考察这四类复合词的内部词类组合规律具有代表性的意义。据我们统

计，双音节复合名词共有39种语素组合，复合动词有36种语素组合，复合形容词有29种语素

组合，复合副词有47种语素组合。表4—7分别列出了四大词类十种最常见语素组合的数量和

比例。 
 

表 4    复合名词中十种常见的语素组合 
组合 总数 例词 组合 总数 例词 
名名 8683（55.5%） 靶心、板凳 量名 143（0.9%） 八方、百姓 
形名 3726（23.8%） 笨蛋、薄酒 形形 75（0.5%） 高矮、大全 
动名 2178（13.9%） 变蛋、跳鞋 形动 73（0.5%） 长跑、冷战 
名动 259（1.7%） 笔触、冬至 名形 67（0.4%） 山险、音高 
动动 172（1.1%） 存亡、举动 名量 56（0.4%） 牌九、封二 
其余 207（1.3%） 而立、三九    

 
前三种语素组合的比例与苑春法、黄昌宁（1998）的结果基本一致。复合名词基本上由

名词性语素参与构成，而且名词性语素大多居右。 

 
表 5  复合动词中十种常见的语素组合 

组合 总数 例词 组合 总数 例词 
动动 5734（47.1%） 拔取、搬运 动形 353（2.9%） 冲高、发贱 
动名 3954（32.5%） 拔河、罢赛 代动 73（0.6%） 他杀、何止 
形动 655（5.4%） 长眠、单列 形名 55（0.5%） 傻眼、多心 
副动 573（4.7%） 彻悟、不计 名名 49（0.4%） 物色、鱼肉 
名动 551（4.5%） 案发、笔战 动介 22（0.2%） 给以、陷于 
其余 151（1.2%） 伊始、斤斤    

 
前三种语素组合的比例同样接近于苑春法、黄昌宁（1998）的数据。复合动词基本上也

是由动性语素参与构成，但动词性语素大多居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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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复合形容词中十种常见的语素组合 
组合 总数 例词 组合 总数 例词 
形形 1604（55.8%） 短浅、长久 动形 85（3.0%） 持久、爱小 
形名 224（7.8%） 长寿、大胆 形动 78（2.7%） 多发、简装 
动名 224（7.8%） 缠人、刺目 副形 66（2.3%） 绝妙、不爽 
名形 189（6.6%） 病弱、火急 名动 66（2.3%） 电动、国产 
动动 159（6.5%） 受用、做作 名名 65（2.3%） 书面、人际 
其余 115（0.5%） 二流、一样    

 
“形形”组合的比例（55.8%）略低于苑春法、黄昌宁（1998）的 67.3%，但同样是复

合形容词最主要的构词方式。复合形容词大部分由形容性语素参与构成，而且形容性语素居

右居左的数量相差不大。 

 
表 7   复合副词中十种常见的语素组合 

组合 总数 例词 组合 总数 例词 
动名 94（20.8%） 插花、放声 动动 23（5.1%） 将要、接连 
副副 68（15.1%） 或许、略微 形形 18（4.0%） 单独、幸好 
副动 43（9.5%） 不用、益发 副形 18（4.0%） 大多、最好 
形名 34（7.5%） 稳步、实时 动形 14（3.1%） 赶早、碰巧 
介名 25（5.5%） 从实、打头 形动 9（2.0%） 强行、怪道 
其余 105（23.3%） 千万、逐个    

 
复合副词是语素组合最为复杂的一类。与其他三类不同，副词性语素参与构词的比例比

较低，其最主要的构词方式不是“副副”组合，而是“动名”组合。 
我们还可以考察十种最常见的复合词内部语素组合的词类分布，表8给出了统计结果： 
 

表 8   十种最常见的复合词内部语素组合的词类分布 
词类组合总数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副词 合计 其余 
名名（8813） 8683 49 65 9 8806 7 

动名（6453） 2178 3954 224 94 6450 3 

动动（6095） 172 5734 159 23 6088 7 

形名（4051） 3726 55 224 34 4039 12 

形形（1710） 75 13 1604 18 1710 0 

名动（885） 259 551 66 8 884 1 

形动（815） 73 655 78 9 815 0 

副动（699） 21 573 48 43 685 14 

动形（473） 18 353 85 14 470 3 

名形（265） 67 8 189 1 265 0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名名”组合基本上是名词；“动名”组合大多是动词或名词；

“形形”组合基本上是形容词；“动动”组合主要是动词；“形名”组合基本上是名词或形

容词。可见，复合词与其某一构成语素的语法范畴基本上一致。统计结果不支持“汉语复合

词无中心词”的说法(Huang 1997)。尽管有少数例外，但是复合词的构词语素基本上能够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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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整个复合词的语法范畴，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复合词都有中心词。 
3.3 复合词的中心词 
那么，汉语复合词的中心性程度有多大？是右中心还是左中心呢？尽管从语义上来分

析，Bloomfield（1933）对“中心词”的定义存在很多争议，但是为了便于与前人的研究结

果进行比较，我们还是采用他的观点，即与复合词的语法属性相一致的构词语素就是其中心。

通过统计复合词中左、右语素与复合词词类相同的比例，我们可以考察复合词左、右中心性

的程度，结果见表9。 

 

表 9  复合词左、右语素与复合词词类相同的比例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副词 均值 

(XN)n：0.757 (XV)v：0.885 (XA)a：0.762 (XF)f：0.782 0.797 

(NX)n：0.905 (VX)v：0.771 (AX)a：0.291 (FX)f：0.170 0.534 

 
上表显示，如果右语素是名词，75.7%的复合词也是名词；如果右语素是动词，88.5%

的复合词是动词，形容词和副词右语素的中心性程度也比较类似。可见，大部分的右语素与

复合词的词类相一致，各词类的中心性程度差别不大。相反，各词类左语素的中心性程度就

不同，即如果左语素是名词，90.5%的复合词是名词；动词的比例为77.1%，而形容词和副

词分别只有29.1%和17%。造成的结果是，右语素的中心性程度（0.797）高于左语素的中心

性（0.534）。这一数据与Huang (1997)的统计结果基本一致。 
为了考察复合词向心和离心结构的比例，我们比较了复合词与其内部语素的名、动、

形、副等主要词类的数量，结果如表10所示。 

 

表 10  复合词向心和离心结构的比例 
词类总数 名词（15639） 动词（12170） 形容词（2875） 副词（451） 
右语素 数量 14793 7625 1961 93 

比例 94.59% 62.65% 68.21% 20.62% 
左语素 数量 394 4388 320 82 

比例 2.52% 36.06% 11.14% 18.18% 
合计 15187（97.1%） 12013（98.7%） 2281（79.3%） 175（38.8%） 
注:  名名（8683个）、动动（5734个）、形形（1604个）、副副（68个）等组合统计在

右语素中，左语素中没有重复统计。 
 
从表中明显可以看出，名、动两类复合词基本上属于向心构式，大部分的形容词也属

于向心构式，而副词则大多数属于离心构式。近95%名词的右语素(即中心词)是名词，基本

符合Williams (1981) 提出的“中心词右向原则”和Packard (2001)的“Headedness Principle”；
83%动词的左语素是动词，只有63%动词的右语素是动词，不符合“中心词右向原则”，对

“Headedness Principle”来说，也有很多的例外；68%形容词的右语素是形容词，20%副词的

右语素是副词，都不符合“中心词右向原则”。可见，Williams (1981) 的“中心词右向原

则”可能适用于英语复合词，但不适用于除名词以外的汉语复合词。 
 

四、 结语 
本文以《现汉》(2005年第五版)为标准，对汉语单词性双音节复合词进行了词类标注，

统计并分析了复合词内部语素组合的一般规律。我们发现，复合词内部语素组合共有82种；

所有词类都参与构词，但绝大部分复合词都是由名、动、形三大词类相互组合而成；除副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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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词外，复合词与其某一语素的语法范畴基本一致；名、动两类复合词基本上属于向心构

式，大部分的形容词复合词也属于向心构式，而副词复合词的内部语素组合最为复杂，大多

属于离心构式。 

正如黎锦熙（1955）所说，考察复合词的结构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语素的词类组

合，二是语素的语法关系，两者应当是统一的，能补正彼此的缺点。在分析复合词内部语素

词类组合的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各种语素组合的语法关系和语义关系。多词性双音节

复合词内部语素的词类标注和统计分析也将另文探讨。 

本文为汉语复合词结构的分析提供了大量新数据，并与前人的研究进行比较，指出了前

人的一些不足。利用这些数据，我们今后将进一步研究双音节复合词的跨类表现特征、并列

复合词的素序规律、复合词的中心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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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of-Speech Annotation of Morphemes in Disyllabic Compounds 
1 CHEN Chang-yong & 2 DUANMU San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2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48109) 

 
Abstract: Part-of-speech (POS) annotation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study of word 
formation and grammar. However, since traditional Chinese dictionaries offer no POS 
annotation, researchers often had to reply on personal introspection for the task, which led 
to much disagreement and inconsistency.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Dictionary (2005) is 
the first Chinese dictionary to offer POS annotations for some lexical entries. Based on 
that, we offer POS annotations of internal morphemes of all disyllabic compounds. We 
report our method and statistical summaries here. We also discuss word-formation rules, 
POS distributions, and headedness. Our study provides new data for future study of 
Chinese compounds. 

 
Key words: compounds; morpheme; part-of-speech annotation; heade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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