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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HOP的目的

• 本WORKSHOP的目的有以下三个。

• 学习汉语语素分析系统的使用方法

• 学习词汇索引制作工具的使用方法

• 使用“正则表达式” “Regular Expression”的文
本检索。

今天一起操作电脑，练习相关内容。



今天的资料

https://www.hinox.org/

• 如果没安装TEXT EDITOR，请在网上检索一下ATOM。
然后请下载并安装ATOM。



具体内容

1. 汉语的语素分析系统的概要和实践
介绍一下中国、日本以及台湾地区能使用的语
素分析网站。通过试用比较一下各个网页的特点。
2. 词汇索引制作工具
我们开发了一个词汇索引制作程序叫“ INDEX 
CONVERTER ”。试用这个程序做一个全文词汇索
引。
3. 使用“正则表达式”的文本检索
网络上有很多汉语语料库，比如北大的CCL、北
语的BCC等。但是其语料库没有自己的研究对象
的文本，因此只好自己输入或收藏在自己的电脑
里。今天体验一下这时候的检索方法。



学习汉语语素分析的系统使用方法



汉语的语素分析

语素分析是辨析词语很重要的基本功，使用语素
分析程序，通过解析文本能把汉语的文章按照一
个规则进行分词。语素分析在下面的领域被应用。
• 拼音转换
• 词性分析
• 文本分析
• 提取关键字
• 机械翻译 等等

• 下面看一下提供语素分析服务的网页



目前公开的汉语语素分析的网站

目前有以下提供语素分析服务的网站。

1.语料库在线 （简体字）

2.NLPIR汉语分词系统 （简体字、繁体字）

3.THULAC（简体字）

4.CTA （简体字、日本）

5.HanLP（简体字）

6. CKIP Corporeal（繁体字）

7. 中文斷詞系統 （繁体字）（今天不讲）

8. 線上中文斷詞工具：Jieba‐JS （繁体字） （今天不讲）



语料库在线

•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计算语言学研
究室

http://corpus.zhonghuayuwen.org/

• 语料库在线的语料分析处理有以下特点

语料分词和词性标注

语料汉语拼音自动标注

语料字词频率统计



用以下文件进行分析

SAMPLE TEXT1

李明，你家在哪儿？

我家在北京。

你家有几口人？都有什么人？

我家有五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妹妹和我。

你妹妹多大了?

我妹妹今年十三岁了。



汉语分词和词性自动标注



语料库在线的
汉语分词和词性自动标注

分词后，后面加词性标注。标记代码的意思在下一页。

李明/nh ，/w  你/r  家/n  在/p  哪儿/r  ？/w  

我/r  家/n  在/p  北京/ns  。/w  

你/r  家/n  有/v  几/m  口/n  人/n  ？/w  都/d  
有/v  什么/r  人/n  ？/w  

我/r  家/n  有/v  五/m  口/n  人/n  ，/w  爸爸
/n  、/w  妈妈/n  、/w  哥哥/n  、/w  妹妹/n  和
/c  我/r  。/w  

你/r  妹妹/n  多/a  大/a  了/u  ?/w  

我/r  妹妹/n  今年/nt 十三/m  岁/nt 了/u  。/w 



词类标记代码

n 普通名词
nt 时间名词
nd 方位名词
Nl 处所名词
Nh 人名
Nhf姓
Nhs名
Ns 地名
Nn 族名
ni 机构名
Nz 其他专名
V 动词
Vd 趋向动词

Vl 联系动词
Vu 能愿动词
A 形容词
F 区别词
M 数词
Q 量词
D 副词
R 代词
P 介词
C 连词
U 助词
E 叹词
O 拟声词

I 习用语
J 缩略语
H 前接成分
K 后接成分
G 语素字
X 非语素字
W 标点符号
Ws 非汉字字符串
Wu 其他未知的符号



字频统计

这是字频统计功能，能知道文章里出现多少同样的
字。



词频统计

这是词频统计功能，能知道文章里出现多少同样的
的词。



汉语拼音自动标注

有拼音转换功能，但是没有声调符号。



NLPIR汉语分词系统

• 张华平，北京理工大学

http://ictclas.nlpir.org

• NLPIR汉语分词系统有自动对中文信息进行
分词与词性标注的功能，涵盖了中文分词、
词性标注、未登录词识别与用户词典等功
能。

• 还有关键词提取功能、新词识别与自适应
分词功能、用户专业词典功能等。



NLPIR汉语分词系统的分词标注

这是分词标注功能。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词类，
一眼就能知道词的词性。



NLPIR汉语分词系统的分析

分词后，后面也加词性标注。标注后没有空格。

李明/nr，/wd你/rr家/n在/p哪儿/rys？/ww我/rr家/n
在/p北京/ns。/wj你/rr家/n有/vyou几/m口/q人/n？
/ww都/d有/vyou什/ng幺人/nr？/ww我/rr家/n有
/vyou五/m口/q人/n，/wd爸爸/n、/wn妈妈/n、/wn
哥哥/n、/wn妹妹/n和/cc我/rr。/wj你/rr妹妹/n多/m
大/a了/y?/ww我/rr妹妹/n今年/t十三/m岁/qt了/y。
/wj

计算所汉语词性标记集 http://ictclas.nlpir.org/nlpir/html/readme.htm



实体抽取

把词汇分类为人名、地名、机构名、作者、关键词、
时间、媒体关键词、地名等相关联的词汇进行抽取。



词汇统计

把词汇进行词性分类后，统计词汇的出现频率。



词汇统计

这是用其他比较长一点的文章做的词汇统计的结果。



文本分类

分析文本的内容，显示文本内容的种类。



关键词提取

显示关键词图。



简繁转换 拼音转换功能

简繁转换相当好，但是拼音转换后，各个词间还是没
有空格。



3.THULAC

• 清华大学自然语言处理与社会人文计算实验室

http://thulac.thunlp.org
• THULAC（THU Lexical Analyzer for Chinese）由

清华大学自然语言处理与社会人文计算实验室
研制推出的一套中文词法分析工具包，具有中
文分词和词性标注功能。利用他们集成的目前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工分词和词性标注中文语
料库训练而成，模型标注能力强大。



THULAC的分析

分词后，后面也加词性标注。形式与其他网站不一
样。但是基本功能，显示的内容都一样。

李明_np ，_w 你_r 家_n 在_p 哪儿_r ？_w

我_r 家_n 在_p 北京_ns 。_w

你_r 家_n 有_v 几_m 口_q 人_n ？_w 都_d 有_v 什么_r 
人_n ？_w

我_r 家_n 有_v 五_m 口_q 人_n ，_w 爸爸_n 、_w 妈妈
_n 、_w 哥哥_n 、_w 妹妹_n 和_c 我_r 。_w

你_r 妹妹_n 多_d 大_a 了_u ?_w

我_r 妹妹_n 今年_t 十三_m 岁_q 了_u 。_w



THULAC的词性解释

N 名词
Np 人名
Ns 地名
Ni 机构名
Nz 其它专名
M 数词
Q 量词
Mq 数量词
T 时间词
F 方位词
S 处所词

V 动词
Vm 能愿动词
Vd 趋向动词
A 形容词
D 副词
H 前接成分
K 后接成分
I 习语
J 简称
R 代词
C 连词

P 介词
U 助词
Y 语气助词
E 叹词
O 拟声词
G 语素
W 标点
X 其它



4.CTA

• HINO Yoshihiro
http://ch-station.org/cta/
• 在日本编辑初级汉语课本或编辑教材的时候，
分词和加拼音特别麻烦。而且中国语素分析网
站的拼音转换功能教学上都不好用。所以自己
开发了语素分析系统。

• CTA是以日语分词系统MeCab为基础的汉语分词
系统。

• 有分词、拼音转换、词汇对照功能等。
• 拼音转换按照《汉语拼音正词法规则》。



CTA的分析

分词后，下面显出拼音。颜色表示词汇级别（参照
HSK的级别）。



CTA的错误修改功能

分词万一有错误，很容易修改。



CTA的错误修改功能

若发音有错误，很容易修改。

有异读的汉字，只按其字就换另一个拼音。



CTA的分析

李明，你 家 在 哪儿 ？

我 家 在 北京 。

你 家 有 几 口 人 ？ 都 有 什么人 ？

我 家 有 五 口 人 ， 爸爸 、妈妈 、
哥哥 、 妹妹 和 我 。

你 妹妹 多 大 了 ?

我 妹妹 今年 十三 岁 了 。

CTA目前还未提供词性分类功能，预计今年底开始提
供该功能。



5.HanLP

• HanLP
https://github.com/hankcs/HanLP
HanLP有词法分析（中文分词、词性标注、命

名实体识别）、句法分析、文本分类和情感
分析等功能。

HanLP公开的工具包http://hanlp.com/可以进
行句法分析。



HanLP的分析



6. CKIP CoreNLP

• 中央研究院中研院资讯所
http://ckip.iis.sinica.edu.tw/service/corenlp/

• CKIP CoreNLP有分词（断词）分析系统、实
体分析等功能。

• 目前简体字的词汇无法分析？



CKIP CoreNLP的分析

分词后，后面加词性标注。



CKIP CoreNLP的分析

还有句法分析功能。



CKIP CoreNLP的分析

指代消解功能。这功能其他网站没见过。主要分析
代词指的是谁。



• 提供语素分析的网站很多。接下来用语料
库在线和INDEXCONVER做全文词汇索引。



实践INDEX CONVERTER



全文词汇索引是什么？

检索词汇是有自己想检索的词汇才能检索。
很难掌握一个文章里有什么样的词汇。所以
过去很多日本的学者为了词汇或语言研究，
做自己的研究对象的书的词汇索引集。



语素分析和INDEX Converter

1                1        3          A1       B      1
1回／ 第1巻第3章 第1葉 裏 1行目

全文词汇索引是什么？

左边的图示全文词汇索引。比如官名在这本书
上只出现一次，1‐3‐a1b‐1表示其页数和行数



准备工作

1. 输入全文。（平时用OCR或手工输入，今天由
于时间关系，请用hinox.org上的sample text）

2. 使用语素分析系统，分词、加词性标注。
（如果不需要词性信息的话只分词就行）以
TEXT形式保存文件，源代码是UTF‐8。

3. 使用INDEX‐CONVER网站制作全文词汇索引
（只上传上面做的文件按一个按钮就可以。）

下面逐一介绍。



STEP1 准备文件

输入全文。（平时用OCR或手工输入，今天由
于时间关系，请用hinox.org上的sample text）
• 简繁都可以。

• 利用Text Editor做UTF‐8形式的文件。我平时
用ATOM Editor。



STEP2 分词/加标注

使用语素分析系统，分词、加词性标注。以
TEXT形式保存文件，源代码是UTF‐8 。
• 用语料库进行在线分词和标注。

• 按照书的信息加页数、章数、改行等的标
注。这目前只能手工，还没有自动化功能。



STEP1 准备文件
SAMPLE 利用语料库在线分词

李明，你家在哪儿？

我家在北京。

你家有几口人？都有什么人？

我家有五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妹妹和我。

你妹妹多大了?

我妹妹今年十三岁了。

在hinox.org下载以下压缩数据。

Simple data for practice



STEP2 分词/加标注
SAMPLE利用语料库在线分词

李明/nh ，/w  你/r  家/n  在/p  哪儿/r  ？/w  

我/r  家/n  在/p  北京/ns  。/w  

你/r  家/n  有/v  几/m  口/n  人/n  ？/w  都/d  有/v  什么/r  人/n  ？/w  

我/r  家/n  有/v  五/m  口/n  人/n  ，/w  爸爸/n  、/w  妈妈/n  、/w  哥哥/n  、
/w  妹妹/n  和/c  我/r  。/w  

你/r  妹妹/n  多/a  大/a  了/u  ?/w  

我/r  妹妹/n  今年/nt 十三/m  岁/nt 了/u  。/w 

分词后词汇之间一定需要半角的空格，推荐
使用语料库在线的分词功能。



STEP2 分词/加标注
SAMPLE按照书的版面改行

李明/nh ，/w  你/r  家/n  在/p  哪儿/r  ？/w  

我/r  家/n  在/p  北京/ns  。/w  

你/r  家/n  有/v  几/m  口/n  人/n  ？/w  都/d  有/v

什么/r  人/n  ？/w  

我/r  家/n  有/v  五/m  口/n  人/n  ，/w

爸爸/n  、/w  妈妈/n  、/w  哥哥/n  、/w

妹妹/n  和/c  我/r  。/w  

你/r  妹妹/n  多/a  大/a  了/u  ?/w  

我/r  妹妹/n  今年/nt

十三/m  岁/nt 了/u  。/w 

按照书版面的该行位置加该行。

第一课 P.12

李明你家在/哪儿？
我家在北京。
你家有几口人？都有
什么人？
我家有五口人，
爸爸、妈妈、哥哥、
妹妹和我。
你妹妹多大了? 

第一课 P.13
我妹妹今年
十三岁了。

书的版面



加标注

INDEX Converter的标注有以下四个。

P 页数

V 章数

L是行数

= 改行地点断的词汇的标注

比如，P.12 表示 <P 12>。第1课、第1章等用 <V 
1> <V 第1课> <V 第1章>来表示。这段第3行开始的
话用 <L 3>来表示。PVL后面一定要半角的空格。



加标注

如果改行的地方有断行的词汇的加 = 。

第一课 P.12

李明你家在哪儿？我家在北

京。你家有几口人？都有

什么人？我家有五口人，爸

爸、妈妈、哥哥、妹妹和我。

你妹妹多大了? 我妹妹今年

十三岁了。

第一课 P.12

李明你家在哪儿？我家在北=
京。你家有几口人？都有
什么人？我家有五口人，爸=
爸、妈妈、哥哥、妹妹和我。
你妹妹多大了? 我妹妹今年
十三岁了。



加标注

<P 12>

<V 1>

<L 3>

李明/nh  ，/w  你/r  家/n  在/p  哪儿/r  ？/w  

我/r  家/n  在/p  北京/ns  。/w  

你/r  家/n  有/v  几/m  口/n  人/n  ？/w  都/d  有/v

什么/r  人/n  ？/w  

我/r  家/n  有/v  五/m  口/n  人/n  ，/w

爸爸/n  、/w  妈妈/n  、/w  哥哥/n  、/w

妹妹/n  和/c  我/r  。/w  

你/r  妹妹/n  多/a  大/a  了/u  ?/w  

<P 13>

<L 1> 

我/r  妹妹/n  今年/nt

十三/m  岁/nt  了/u  。/w 

第一课 P.12

李明你家在/哪儿？
我家在北京。
你家有几口人？都有
什么人？
我家有五口人，
爸爸、妈妈、哥哥、
妹妹和我。
你妹妹多大了? 

第一课 P.13
我妹妹今年
十三岁了。



加标注

<P 12> 页数 P和V的顺序反过来也没问题。

<V 1> 课数

<L 3> 行数

李明/nh  ，/w  你/r  家/n  在/p  哪儿/r  ？/w  

我/r  家/n  在/p  北京/ns  。/w  

你/r  家/n  有/v  几/m  口/n  人/n  ？/w  都/d  有/v

什么/r  人/n  ？/w  

我/r  家/n  有/v  五/m  口/n  人/n  ，/w

爸爸/n  、/w  妈妈/n  、/w  哥哥/n  、/w

妹妹/n  和/c  我/r  。/w  

你/r  妹妹/n  多/a  大/a  了/u  ?/w  

<P 13>

<L 1> L1的话，不加也可以

我/r  妹妹/n  今年/nt

十三/m  岁/nt  了/u  。/w 

第一课 P.12

李明你家在/哪儿？
我家在北京。
你家有几口人？都有
什么人？
我家有五口人，
爸爸、妈妈、哥哥、
妹妹和我。
你妹妹多大了? 

第一课 P.13
我妹妹今年
十三岁了。



确认源代码后保存



Step3 用网站的系统来分析

使用INDEX‐CONVER网站制作全文词汇索引

打开保存的文件，按一下“ソート実行”



用网页的系统来分析

下面显示分析结果。目前句号、问号没有拼音
所以出现提示警告。如果不要的话自己删掉。



怎么看分析结果

我/r:4 1‐12‐4，1‐12‐7，1‐12‐9，1‐13‐1
五/m:1 1‐12‐7
有/v:3 1‐12‐5，1‐12‐5，1‐12‐7
在/p:2 1‐12‐3，1‐12‐4
Total words:25
我（r代词）出现数4 

这个文章的词汇总数是25个。比如“我”出现4
次。分别出现在第1课第12页第4、7、9行和
第1课第13页第1行。 第一课 P.12

李明你家在/哪儿？
我家在北京。
你家有几口人？都有
什么人？
我家有五口人，
爸爸、妈妈、哥哥、
妹妹和我。
你妹妹多大了? 

第一课 P.13
我妹妹今年
十三岁了。



排序功能

INDEXCONVERTER有三个排序功能。



３つのソート機能

• 按字母顺序排序

• 按汉字顺序排序

• 按词典顺序排序



练习题

• 在线上下载比较长的文章试一下。

• Simple data for practice 
• 1900前后《北京官话全编》1‐10章
• 2018《START DASH》1‐14课的课文



• INDEXCONVERTER是利用JavaScript开发的系
统，所以完全依靠PC的能力。字多了需要
相当长的分析时间。

• 我们推荐使用Firefox进行处理。



“正则表达式” “Regular 
Expression”的文本检索



建设自己的语料库

网络上有很多汉语语料库，比如北大的CCL、
北语的BCC等。但是有时语料库没有自己研究

对象的文本，可能只好自己输入或收藏在自
己的电脑里。今天体验一下TextEditor的检索
方法。



准备工作

• TextEditor Atom https://atom.io/
• 收集与自己研究对象有关的文本

比如小说/报纸/课文/连续剧的剧本等等。

• 今天我提供的sample数据是几本课本、老舍
的小说以及19世纪的会话集（繁体字）的
数据。请在hinox.org上下载。

• Sample data for practice（compressed file）



准备

下载、解压后放在电脑的任意地方。如果自
己在网络上收集数据的话，在电脑上随便建
个文件夹保存数据。



Project（文件夹）检索

Atom等Text Editor基本上都能用文件夹检索。
就是能检索文件夹里面的所有文件的功能。
按 CTL+SHIFT+A 加add project folder。
选择包含txt文件的文件夹。



Project（文件夹）检索

选择文件夹以后左边表现文件夹里面的文件和
文件夹。



Project（文件夹）检索

按CTL+SHIFT+F开始检索。



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如下：



使用“正则表达式”检索

• 正则表达式检索是使用句号、星号等特殊
文字来检索的方法。用这些文字能检索比
如结婚结过婚结一次婚结了婚等一般的检
索方法不能检索的词组。

• 检索汉语词汇时可以发挥很大的功用。

• 下面介绍几个简单的“正则表达式”的文
字。



^（克拉）

^对应文字列的前头和行的前头。

^ABC是指检索符合行头为ABC的文字列。

^对应行头。



$（美元记号）

$对应文字列末或行尾。

ABC$对应行尾是ABC的文字列。

“回来。$”对应行尾是”回来。”的文字列

“。 $”对应段落的句点“。”（不对应段落以
外的“。”）



.（句号）

对应.和换行代码（n）以外的任意的1个文字。

三个句号比如...的话对应任意的三个文字。

a.C对应abc、acc、adc･･･等
比如“这.是”对应“这不是，这也是，这都是，
这还是，这个是，这本是”…等文字列。



.（句号）

查“离合词”有用。比如，”结.婚”、”生..气”对
应”结了婚、结过婚”；”生他的气”、”生儿子气”
等文字列。另外”一.二.”则对应”一干二净、一清
二白、一穷二白”等文字列。一个句号能表示换
行以外的任意的一个文字。还有像后述的，句号
并用”*+?”等的记号能做到更有效率的检索。



*（星号）

* 对应前面的一个文字（正则表达式）的0次以上重
复。（包含0）
ab*c对应ac、abc、abbc、abbbc、…
.*对应 包含空文字列的任意文字列。
比如”结.*婚”对应”结婚”、”结了婚”、”结完
了婚”、”结过一次婚”、”结过一次”



+（加号）

+对应前面的一个文字（或正则表达式）一次以
上的重复（不含0次）
ab+c对应abc、abbc、abbbc、…（不对应ac）
.+对应任意的一个文字。
比如”回.+来”对应”回家来”、”回北京
来”、”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来”、…等文字
列,而不对应“回来”。



?（问号）

?表示正前面的一个文字（或正则表达式）的0
次以上的出现。?被叫做重复的隐喻文字。其实
不重复两次以上的。

ab?c对应ac、abc，

比如“看一?看”对应“看看”、“看一看”



|（选择）

|表示选择文字列。

“没｜没有”对应“‘没’或‘没有’” 。

用[没|没有]的方式来检索。



[]（括号）

表示括号内的任意的一个文字。也可以指定
范围。

［abcdef］对应“a～f”的任意1个文字

［あいうえお］对应「あ～お」的任意1个文字还
有一种是用“-”指定范围。“-” 拥有特殊意思。

［0-9］ 表达任意一个数字

［A-Za-z］表达任意一个英文字母



( )（圆括弧）

（ ）有两种意思，一个是集合化的意思，比如李
（先生｜同学｜师傅）对应李先生，李同学，李师傅
等。
（高兴）+对应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等
还有一种用法称作“参照后方”（back reference），
指定引用¥1～¥9的部分。数字表示对应第几个（）。
a.(.)¥1 对应AA、BB、看看、说说、多多…等文字列
b.(.+）¥1 符合喝喝、说明说明…等



{ } （重复）

｛｝是指定某规定次数以上的重复隐喻文字。｛n｝对应正前面的一个文字（或
正则表达式）的n次以上的重复。｛1,3｝对应正前面的一个文字（或正则表达
式）一次到三次的重复。
［0‐9］｛5｝对应5位数的数字
a｛1，3｝对应a和aa、aaa
｛min，max｝对应正前面的一个文字（或正则表达式）的min次～ma次的重复。
如果不输入Min的数量则被解释为0次，同样不输入max的数量则被解释为∞次
（无穷）
＊和＋、？、｛min，max｝作为重复的模式表示最大次数的重复、正后面添
加？能停止在最小次数重复。
*?表示正前面的正则表达零次以上的重复（最小次数，就是说优先零次）
+?表示正前面的正则表达一次以上的重复（最小次数，就是说优先一次）
??表示正前面的正则表达的零次或一次以上的重复。（最小次数，就是说优先零
次）
｛min，max｝?对应正前面的正则表达的min次〜max次的重复（最小次数）



检索汉语的技巧

• 单音节词的检索

量词的检索

如果要检索使用“个”的名词怎么查好？

下面检索什么词汇？

“[很真太]大”
“这“[个次人回]是”

[这那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



检索汉语的技巧

• 检索单音节动词的技巧

跟“着、了、过”等的助词一起检索

“看一看、尝了尝”

正则表达式 检索词

（.）一¥1 看一看，尝了尝…
（.）了¥1 想了想，说了说…

是不是，大不大…



检索汉语的技巧

离合词的检索

“结婚、生气、请客、洗澡”那样的形式， “结
了婚、结过一次婚、生闷气、生孩子的气、
请他客、请老王的客、洗完澡、洗一个热水
澡”



检索汉语的技巧

使用例 正则表达式的意思 对应词

结.婚 出现任意的一个文字 结了婚，结过婚，结完婚…

结.?婚 此限零次或一次的任意的 一
个文字。

结婚，结了婚，结完婚…

结..婚 出现任意的两个文字 结不起婚，结不了婚…

结…婚 出现任意的三个文字 结了两次婚…

结.*婚 出现零到任意的文字列 结婚，结过婚，结了一次很草率的婚…

结.+婚 出现一次到任意的文字列 结了婚，结过三，四次婚…



检索汉语的技巧

不连续成分的检索
“因为 所以”，“虽然 但是”，“虽然 可是”，
“虽然…不过”

“因为.+所以” “是…的…”句法
“是.{5,8}的(。|，)”
“是.{4,8}的.+［，。？］”

• 是.{4,8}的.+［，。？］
• 他是昨天去的北京。
• 我说，“前天不是我们一起打的电报？”



检索汉语的技巧

正则表达式 对应形式 例子

(.) ¥1 AA 茫茫，尝尝，说说

. (.) ¥1 ABB 白胖胖，恶狠狠

(..) ¥1 ABAB 介绍介绍，热闹热闹

(.) ¥1(.) ¥2 AABB 热热闹闹，高高兴兴

(.+) ¥1 A(B)A(B) 说说，说明说明

(.)一¥1 A一A 看一看，写一写

(.)一? ¥1 A（一）A 看看，看一看

(.)了¥1 A了A 尝了尝，看了看

(.)了? ¥1 A（了）A 尝尝，尝了尝

(..)了¥1 AB了AB 解释了解释

(.)不¥1 A不A 是不是，来不来

(..)不¥1 AB不AB 可能不可能，热情不热情

(.) ¥1. AAB 开开心，点点头

(.) ¥1［了的地］ AA［了的地］ 谢谢了，红红的，狠狠地



检索汉语的技巧

重叠词的检索

“看看、说明说明；大大的、高高兴兴”
“(.)¥1”。这正则表达是符合再一次引用括
号里面的，能找出AA式的重叠所检索结果，
动词和形容词以外的不是重叠的也找能出来。



检索汉语的技巧

正则表达式 对应形式 例子

(.) ¥1 AA 茫茫，尝尝，说说

. (.) ¥1 ABB 白胖胖，恶狠狠

(..) ¥1 ABAB 介绍介绍，热闹热闹

(.) ¥1(.) ¥2 AABB 热热闹闹，高高兴兴

(.+) ¥1 A(B)A(B) 说说，说明说明

(.)一¥1 A一A 看一看，写一写

(.)一? ¥1 A（一）A 看看，看一看

(.)了¥1 A了A 尝了尝，看了看

(.)了? ¥1 A（了）A 尝尝，尝了尝

(..)了¥1 AB了AB 解释了解释

(.)不¥1 A不A 是不是，来不来

(..)不¥1 AB不AB 可能不可能，热情不热情

(.) ¥1. AAB 开开心，点点头

(.) ¥1［了的地］ AA［了的地］ 谢谢了，红红的，狠狠地



谢谢！

•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以上内容都在网络
上公开，有兴趣的话看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