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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絜不絶紱不絶紲索1是 汉 语 中 典 型 的 双 重 否 定 结 构 形 式 之 一 ， 它 包 括絜不紫助
动 词紫不紫絶紲索（ 不 得 不 去 ） 、絜不紫是紫不絶紲索（ 不 是 不 好 ） 、 述 宾 结
构絜不絶紱紮 紮 紮不絶紲索（不认为他不去）等多种双重否定结构，情况复杂。本文
以絜不絶紱不絶紲索为例，结合絜元语否定索、絜动词叙实性索、絜否定焦点索等概念，
对絜不絶紱不絶紲索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制定了絜不絶紱不絶紲索双重否定结构的识别策略。根据
识别策略，设计了双重否定自动识别程序，并在此过程中补充了助动词表、非叙实
动词表等词库。最终，对紲紸細紳紳句语料进行了识别，识别正确率为紹紷紮紸紷紥，召回率约
为紹紳紮紱細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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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絜不絶紱不絶紲索 絩絳 絯絮絥 絯給 絴絨絥 絴絹絰絩絣絡絬 絤絯絵絢絬絥 絮絥絧絡絴絩絯絮 絳絴絲絵絣絴絵絲絥絳 絩絮 絃絨絩絮絥絳絥紮絉絴 絩絮絣絬絵絤絥絳
絜不紫助动词紫不紫絶紲索 紨不得不去紩紬 絜不紫是紫不絶紲索 紨不是不好紩紬 絡絮絤 絜不絶紱紮 紮 紮不絶紲索紮
絍絡絮絹 絫絩絮絤絳 絯給 絤絯絵絢絬絥 絮絥絧絡絴絩絶絥 絳絴絲絵絣絴絵絲絥絳紬 絳絵絣絨 絡絳 絜不絶紱紮 紮 紮不絶紲索 紨不认为他不去紩紬絡絲絥
絶絥絲絹 絣絯絭絰絬絥絸紮 絔絡絫絩絮絧 絜不絶紱不絶紲索 絡絳 絡絮 絥絸絡絭絰絬絥紬 絷絩絴絨 絴絨絥 絴絨絥絯絲絩絥絳 絯給 索絮絯絮紭絴絲絵絴絨紭
給絵絮絣絴絩絯絮絡絬 絮絥絧絡絴絩絯絮索紬 索給絡絣絴絵絡絬絩絴絹 絯給 絶絥絲絢絳索 絡絮絤 索絮絥絧絡絴絩絶絥 給絯絣絵絳索紬 絴絨絩絳 絰絡絰絥絲 絭絡絤絥 絡
絣絯絭絰絲絥絨絥絮絳絩絶絥 絩絮絶絥絳絴絩絧絡絴絩絯絮 絯給 絜不絶紱不絶紲索 紮 絗絩絴絨 絴絨絥 絩絮絶絥絳絴絩絧絡絴絩絯絮 絲絥絳絵絬絴紬 絴絨絩絳 絰絡絰絥絲
給絯絲絭絵絬絡絴絥絤 絡 絳絴絲絡絴絥絧絹 給絯絲 絡絵絴絯絭絡絴絩絣絡絬絬絹 絲絥絣絯絧絮絩絺絩絮絧 絴絨絥 絤絯絵絢絬絥 絮絥絧絡絴絩絶絥 絳絴絲絵絣絴絵絲絥 絯給
絜不絶紱不絶紲索紮 絁絣絣絯絲絤絩絮絧 絴絯 絴絨絥 絳絴絲絡絴絥絧絹紬 絴絨絥 絡絵絴絯絭絡絴絩絣 絤絯絵絢絬絥 絮絥絧絡絴絩絯絮 絲絥絣絯絧絮絩絴絩絯絮
絰絲絯絧絲絡絭 絩絳 絤絥絳絩絧絮絥絤紮 組絵絲絩絮絧 絴絨絥 絤絥絳絩絧絮絩絮絧 絰絲絯絣絥絳絳紬 絴絨絩絳 絰絡絰絥絲 絬絩絳絴絥絤 絯絵絴 絴絨絥 絡絵絸絩絬絩絡絲絹
絶絥絲絢 絬絩絳絴 絡絮絤 絴絨絥 絮絯絮 給絡絣絴絵絡絬 絶絥絲絢 経絩絳絴紮 絆絩絮絡絬絬絹紬 絴絨絥 絰絲絯絧絲絡絭 絷絡絳 絴絥絳絴絥絤 絷絩絴絨 紲紸細紳紳
絳絥絮絴絥絮絣絥絳紮 絔絨絥 絲絥絣絯絧絮絩絴絩絯絮 絡絣絣絵絲絡絣絹 絩絳 紹紷紮紸紷紥紬 絡絮絤 絴絨絥 絲絥絣絡絬絬 絲絡絴絥 絩絳 絡絢絯絵絴 紹紳紮紱細紥紮

Keywords: 絤絯絵絢絬絥 絮絥絧絡絴絩絯絮 紬 絮絯絮紭給絡絣絴絵絲絡絬 絶絥絲絢 紬 絳絥絭絡絮絴絩絣 絲絥絣絯絧絮絩絴絩絯絮 紬 絮絥絧絡絴絩絶絥
給絯絣絵絳

1v1与v2指动词，不包括动词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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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言言言

1.1 研研研究究究背背背景景景

在语义识别领域，否定对语义有着重要的影响，否定的有无影响整个句子的真值与情
感。例如，絜我喜欢这件衣服索，这句话的真值为真，情感为积极。但是如果在动词前加上否定
词絜不索（即絜不喜欢索），真值便为假，情感便为消极。因此，句子中的否定成分是自然语言语
义识别处理时必须考虑的内容。而在否定用法中，有一种特殊的用法絼絼双重否定。丁声树先
生在《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中将其概括为：絜一句话先后用两个否定词，如絠不能不去紧，絠没有
人不去紧，絠非去不可紧之类，都是双重否定的句法。双重否定意思上是肯定的，不过跟单纯肯定
不全一样索1 。例如，絜我不得不喜欢他索指絜我得喜欢他索，絜我不能不同意这个观点索指絜我得同
意这个观点索。虽然用的是否定的格式，表达的却是肯定的语义。这种连用否定表达肯定的特
殊结构即为双重否定。对于自然语言语义识别来说，双重否定是处理语料时必须考虑的内容。
如果计算机无法识别双重否定，则可能会导致整个句子的语义真值和情感极性的判断错误。例
如，絜我不知道你不喜欢他索与絜我不认为你不喜欢他索，前者表示絜你不喜欢他索，后者表示絜你喜
欢他索，两者具有相反的语义，又如絜不是不容易，是很难索与絜不是不容易，是超简单索的语义也
不同，若计算机无法正确识别双重否定，便可能无法判断两者语义真值上的差别。因此，由于
双重否定本身情况十分复杂且对语义有着重要影响，我们有必要对双重否定进行更全面深入的
研究与探索。双重否定的自动识别将有利于句子语义与情感的识别，有助于聊天机器人、文本
分析、问答系统等人工智能应用的进一步发展。

1.2 文文文献献献综综综述述述

目前国内对于双重否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双重否定的定义、范围、语义和语用等理论问
题方面。双重否定的定义与范围方面，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如吕叔湘先生紨紱紹紵紶紩 、王力先生
（紱紹紴紳）等认为含有否定词的反诘句是双重否定，而符达维先生（紱紹紸紶）则认为反诘句不是
双重否定。双重否定格式方面，已有研究都是从分类与举例的角度进行讨论，尚未有一篇论
文从形式的角度对双重否定格式进行具体详细的遍历分析。目前对双重否定格式概括最为全
面的是芜崧（紱紹紸紷）所划分的八大类型，紲紵个格式，但是其主要涵盖的是絜构式索类的双重否
定，对于非构式类的双重否定尚未进行全面的考察。语义语用方面，叶文曦（紲細紱紳）、方绪军
（紲細紱紷）、何爱晶（紲細紱紹）等引入了経絡絤絵絳絡絷（紱紹紹紷）的形式语义学，絈絯絲絮（紱紹紸紵）的元语否
定等理论，对一些典型的结构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具有解释力的成果。然而，由于双重否定的
范围、格式还未确定，目前学者只集中分析了几个典型的结构，概括面十分有限，无法直接应
用于实践。

自然语言理解领域，关于双重否定识别的研究非常少。目前只有王勇（紲細紱紴）在其极性词
典的构建中，简单地搜集了一些典型的双重否定结构，构建了一个双重否定词典。具体如下：

絆絩絧絵絲絥 紱紺 王勇（紲細紱紴）2双重否定词典

然而该词典所归纳的结构数量有限，大量双重否定结构未被收入，如絜不应不索、絜不准
不索、絜不该不索、絜非紮 紮 紮不可索、絜无一不索、絜没有紮 紮 紮不紮 紮 紮 索，等等。

1.3 本本本文文文的的的选选选题题题及及及意意意义义义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多从分类与举例的角度对双重否定进行讨论，尚未有从形式的角度对
双重否定格式进行遍历分析的成果。关于双重否定，我们只知道一些具体的实例，并没有归纳
其完整的形式格式。另一方面，双重否定对于语义的真值与情感极值有着重大的影响，如絜我非
去不可索与絜我不去索真值完全相反，然而目前国内并未有学者对双重否定的识别予以关注。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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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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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研究选取了絜不絶紱不絶紲索为研究对象，尝试对含絜不索的双重否定结构实现自动识别功能。
本文将对絜不絶紱不絶紲索做全面的考察，判断属于双重否定结构的絜不絶紱不絶紲索的具体特征，并根据
归纳出的特征建立自动识别程序。最后，建立的自动识别程序应能对含有多个絜不索的语料进行
识别，区分属于双重否定与不属于双重否定的句子，并返回其内部的双重否定结构。本研究可
以作为预实验，为后续的全面的双重否定自动识别程序做基础。

2 “不不不v1不不不v2”双双双重重重否否否定定定的的的类类类型型型及及及识识识别别别规规规则则则

目前关于双重否定的定义和标准，学界尚未有定论。鉴于语义真值识别和情感极值判断是
计算机对否定结构进行语义识别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采用了形式语义学上对双重否定的
定义：只要两次否定与肯定在语义真值上相同，絜¬ ¬ 結紽紽結索，即为双重否定。符合双重否定
条件的结构即为双重否定结构。

传统语言学上絜不絶紱不絶紲索通常指絜不得不，不能不，不要不，不会不，不是不索等絶紱为助动
词或絜是索的结构。这种絜不絶紱不絶紲索结构是目前学界公认的典型的双重否定结构。然而从形式上
来说絜不絶紱不絶紲索还可以指絜不走不跳索、絜不买不卖索等并列结构，絜不吃饭不睡觉索、絜不买票不进
场索等紧缩条件复句结构，以及絜不觉得不尊重索、絜不想不去索等述宾结构。这些结构也存在含有
双重否定结构的可能。因此，为了得到完整的双重否定结构格式，本文结合前贤研究，采用遍
历的方法，梳理了所有的絜不絶紱不絶紲索3的语法形式并对其进行考察，试图找出所有可能的双重否
定结构。具体的遍历方法如下：

紱紮在絃絃経语料库中搜寻含有絜不$絎絵絭不索的语料（絎絵絭取值为絜紱紭紲細索）；其中絎絵絭表
示絜不索与絜不索之间相隔的字数。如絜不得不索的絎絵絭为紱，而絜不觉得不索的絎絵絭为紲；

紲紮 根据所得语料，结合词性限制，在絜不$絎絵絭不索中提取所有可能的絜不絶不絶索，并进行数
据统计；

紳紮 根据统计结果与具体语料，对结果进行概括，抽象出具体的所有可能的絜不絶紱不絶紲索结
构。

具体结果如下表所示。

絔絡絢絬絥 紱紺 絜不絶紱不絶紲索格式表

2.1 不不不+助助助动动动词词词+不不不+v2

絜不紫助动词紫不紫絶紲索是目前公认的双重否定的结构，其具体格式为絜不紫表示可能或必要
的助动词紫不紫絶紲索，如絜不得不去索、絜不会不来索、絜不可不说索等等。例句如下：

紱絡紮 一些农村学校的校长为了保证学习的正常运转，不得不四处筹钱。

紱絢紮 一些农村学校的校长为了保证学习的正常运转，（必须）得四处筹钱。

紲絡紮 这样重大的事件新闻界不会不给予特别重视。

紲絢紮 这样重大的事件新闻界会给予特别重视。

紱紭紲的絡、絢例句，虽然它们的语气强度存在区别，如紱絡中的絜不得不索比紱絢中的絜得索的肯定语
气更强，然而这种语气变化并不影响语义的真值。紱絡、紲絡仍与紱絢、紲絢的语义真值一致，符合絜¬
¬ 結紽紽結索双重否定的标准，属于双重否定结构。

对于絜不紫助动词紫不紫絶索这种在长期使用中已经逐渐变为接近于构式的固化结构，本文采
取简单的字符串匹配的方法，便可实现对其的识别。

3v1若不为助动词，则前面还可带助动词。构成“不+助动词+v1+不+v2”结构，如“不会认为不好”，这种结构也
是识别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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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不不+是是是+不不不+v2/不不不+是是是. . . +不不不+v2

2.2.1 不不不+是是是+不不不+v2

絜不紫是紫不紫絶紲索与絜不紫助动词紫不紫絶紲索结构类似，也是最为常见的双重否定结构之
一，但是絜不紫是紫不紫絶索的情况更为复杂。因为絜不紫是紫不紫絶索中的絜不是索除了可以表示描
述性真值否定（絤絥絳絣絲絩絰絴絩絶絥 絴絲絵絴絨紭給絵絮絣絴絩絯絮絡絬 絮絥絧絡絴絩絯絮）外，还可以表示元语否定（絮絯絮紭絴絲絵絴絨紭
給絵絮絣絴絩絯絮絡絬 絮絥絧絡絴絩絯絮）。絜所谓元语否定，就是用元语言对对象语言所描述的非真值语义的否
定，紮 紮 紮是一种非真值意义否定；与之相对应的是真值否定，否定的是句子的真值条件（絴絲絵絴絨
絣絯絮絤絩絴絩絯絮）索4 这种元语否定常常是引述性否定，是对之前对话中已出现的内容的否定。例句如
下：

紳絡紮 絜可现在杀他不容易啊。索有人说。不是不容易，是根本不可能。
紳絢紮 紪 絜可现在杀他不容易啊。索有人说。是容易，是根本不可能。
紴絡紮 絜可我不想跟她结婚。索刘东北进一步道，絜不是不想跟她结婚，是不想结婚。索
紴絢紮 紪 絜可我不想跟她结婚。索刘东北进一步道，絜是想跟她结婚，是不想结婚。索
紵絡紮 不是不要读书，而是要读得更好。
紵絢紮 是要读书，（而）是要读得更好。

上述例句，紳紭紴中的絜不是索为元语否定，它是对之前内容的语用否定，而不是对本句内容
的语义否定。紳絡与紳絢，紴絡与紴絢语义不一致，且紳絢、紴絢内部也有语义矛盾，无法成立。从语义来
说，紳絡、紴絡中的絜不是不索只包含一重语义否定，其逻辑式为絜¬ 結索，并不符合絜¬ ¬ 結紽紽結索双
重否定的标准，因此，这种絜不是不索不属于双重否定结构。而紵絡例句中的絜不是索是对语义的否
定，其絜不是不索符合絜¬ ¬ 結紽紽結索双重否定的标准，属于双重否定结构。

综上所述，对于不紫是紫不紫絶索，本文需要使计算机先区分其中的絜不是索是元语否定还是
描述性真值否定，然后才能判断其是否为双重否定结构。在单纯的文本里，绝大多数表示元
语否定的絜不是索都只出现在絜不是紫不紫絸，（而）是紫絹索的结构中。因此，下面我们将以絜不
是紫不紫絸，（而）是紫絹索为对象作进一步的讨论。
由于元语否定絜是对命题适宜性进行的修订性否定索，其修正内容并不是对真值进行修正，

因此修正内容（絹）的真值应与絜错误内容（即絜不絸索）索的真值一致。而对于描述性真值否定
来说，其修订的是命题真值，因此，其修正内容（絹）的真值应与絜错误内容（即絜不絸索）索的
真值相反。根据这一观察，我们提出了判断絜不是紫不紫絸，（而）是紫絹索是否为双重否定结
构的具体方法：提取絜不是紫不紫絸索中的絸紬并匹配絹与絜不絸索的真值5。若絜不是紫不紫絸，（而）
是紫絹索中絜絹索的真值与絜不絸索一致，则句中的絜不是不索不为双重否定结构；否则絜不是不索为双重
否定结构。
结合这一方法，本文对紳、紵例句分析如下：

紳絡紮 絜可现在杀他不容易啊。索有人说。不是不容易，是根本不可能。
（絹真值：紭紱，不絸真值：紭紱，不为双重否定）

紵絡紮 不是不要读书，而是要读得更好。
（絹真值：紱，不絸真值：紭紱，为双重否定）

根据上述方法，本文可以判断出上述四个例句中的絜不是不索，是否是双重否定结构。6 因
此，本文采用字符串匹配与计算真值的方法，实现计算机对絜不是不索双重否定结构的识别。

2.2.2 不不不+是是是. . . +不不不+v2

不紫是紮 紮 紮 紫不紫絶紲除了需要满足絜絠不是紧表示语义否定索的条件外，还需要满足絜不是索的否定
焦点落在絜不絶紲索上的条件。如絜不是我故意不来索并不等于絜是我故意来索。因为在该例中，絜不
是索的否定焦点是絜故意索而不是絜不来索。具体否定焦点的限制条件本文将会在紲紮紴紮紲节中进行讨
论。

2.3 “不不不v1不不不v2”/“不不不v1. . .不不不v2” (非非非述述述宾宾宾结结结构构构）））

絜不絶紱不絶紲索指絜絶紱索不是助动词、不是絜是索的结构，它的结构类型有并列、紧缩（主谓）、
述宾等。絜不絶紱紮 紮 紮不絶紲索则指絜不絶紱索与絜不絶紲索之间不紧邻的絜不絶紱紫其他内容紫不絶紲索结构。下面

4何爱晶.反叙的非真值义否定和真值义肯定[J].外语研究,2019,36(04):第25页.
5判断真值的方法为，计算其谓语真值。一次否定为-1，两次否定为1，以此类推。判断真值时，也包括内含否定

的谓词，如“讨厌”、“丑”等。
6这种策略，理论上仍有可能存在例外，但是目前尚未在自然语言语料中发现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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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对以上各个结构类型一一进行讨论。

紧缩结构7的絜不絶紱（紮 紮 紮）不絶紲索包括絜不絸不行索、絜不絸不成索等固定形式的短语结构，也包
括絜不买票就不让进索絜不给钱不办事索这一类表达。其语义为絜如果不絶紱，那么不絶紲索。关于紧
缩条件类的结构是否为双重否定未有定论。在这里本文从形式语义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讨论。
以絜不絸不行索为例。絜絸行索语义为絜如果絸，那么行索。結命题可以分解为統紱絜絸索，統紲絜絹索，逻辑式为
蕴含式統紱→統紲。而絜不絸不行索语义为絜如果不絸，那么不行索，逻辑式应为蕴含式¬統紱→¬統紲。从下
列真值表本文可以看出，統紱→統紲与¬統紱→¬統紲的语义真值不一致，不符合絜¬ ¬ 結紽紽結索的标准，
因此从形式语义学来看，紧缩语义结构不是双重否定结构。8

絔絡絢絬絥 紲紺 紧缩结构语义真值表

并列结构的絜不絶紱（紮 紮 紮）不絶紲索，指絜不哭不闹索、絜不高不低索 这一类表达。袁毓林
（紱紹紹紹）提出并列结构絜通常不能通过直接在这种谓词性并列结构的前面加上絜不、没有索等
否定词来构成否定式紬而是要在这种并列结构的各个直接成分之前分别加上絜不、没有索等否定
词。索9 因此，絜不絶紱不絶紲索只是絜絶紱絶紲索并列结构的一重否定结构，不属于双重否定结构。如絜不
哭不闹索不等于絜哭闹索。

2.4 “不不不v1不不不v2”/“不不不v1. . .不不不v2” （（（述述述宾宾宾结结结构构构）））

述宾结构的絜不絶紱不絶紲索（不絶紱与不絶紲紧邻）、絜不絶紱紮 紮 紮不絶紲索（不絶紱与不絶紲非紧邻）指絜不
觉得不好索、絜不知道你不来索等絶紱为述语，絜不絶紲索为宾语的结构。该结构中存在一部分
结构，其絜不絶紱索对絜不絶紲索有语义指向，属于双重否定结构，如例紷紻同时还存在一部分结
构絜不絶紱索与絜不絶紲索之间没有语义指向，不是双重否定结构，如例紶。

紶絡紮 我不知道你不来。（述宾） 紶絢紮 紪我知道你来

紷絡紮 平时也是人来人往，我不相信你不难受。（述宾）

紷絢紮 平时也是人来人往，我相信你难受。（述宾）

因此，对于述宾结构的絜不絶紱（紮 紮 紮）不絶紲索，本文的主要任务是找出其中絜不絶紱索对絜不絶紲索存
在语义指向、属于双重否定的结构，并提取其特征，制定识别规则。下面本文将
以絜不絶紱紮 紮 紮不絶紲索为对象进行讨论。

2.4.1 第第第一一一个个个条条条件件件：：：v1为为为非非非叙叙叙实实实动动动词词词

首先我们需要确定在什么情况下絜不絶紱索对絜不絶紲索具有语义指向与管辖功能。

紸絡紮我不知道他不来 紸絢紮紪我知道他来

紹絡紮我不幻想他不来 紹絢紮紪我幻想他来

紱細絡紮我不认为他不来 紱細絢紮我认为他来

通过例句，可以发现，当絶紱为絜知道索、絜幻想索时絜不絶紱紮 紮 紮不絶紲索不能转换成絜絶紱紮 紮 紮 絶紲索，而
当絶紱为絜认为索时，却可以转换。絜知道索、絜幻想索、絜认为索同样是动词，却存在着区别。本文认
为，絜不絶紱索对絜不絶紲索是否有语义指向或管辖的作用与絶紱的语义有关，具体来说与絶紱的叙实性有
关。李新良（紲細紱紵）将叙实性定义为絜叙实性是动词的一种语义功能，即动词预设其宾语小句
真值的能力。具体来说，肯定式和否定式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的动词是叙实动词，叙实动词
具有的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的能力叫叙实功能；肯定式和否定式都不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也
不预设其宾语小句为假的动词是非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具有的不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也不

7我们认为主谓结构的不v1（. . .）不v2与紧缩结构相似。由于篇幅限制，便不再讨论。
8虽然紧缩语义结构不是双重否定结构，但是比起普通的并列结构，紧缩语义结构仍然具有其独特的表达功能，

应该与其他结构区分开，未来我们希望能对其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9袁毓林.并列结构的否定表达[J].语言文字应用,1999(03):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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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其宾语小句为假的能力叫非叙实功能；肯定式和否定式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假的动词是
反叙实动词，反叙实动词具有的预设其宾语小句为假的能力叫反叙实功能索10 。因此，对于叙
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来说，无论它自身是肯定式还是否定式，它的宾语小句的真值都不会改
变。如絜我知道他不来索与絜我不知道他不来索中宾语小句的语义都是絜他不来索。所以，对于叙实
动词与反叙实动词，由于其宾语小句真值已定，否定式不能管辖后一宾语小句，无法满足絜¬ ¬
結紽紽結索的条件，不为双重否定。而当絶紱是非叙实动词（如：认为）时，由于非叙实动词的宾语
小句并没有预设，在述宾结构中，絶紱对宾语具有约束管辖关系，能够影响宾语的真值，具有可
以产生絜¬ ¬ 結紽紽結索的条件，存在属于双重否定的可能。因此，本文得出了絜不絶紱紮 紮 紮不絶紲索述宾
结构为双重否定的第一个条件：絶紱为非叙实动词。

2.4.2 第第第二二二个个个条条条件件件：：：“不不不v1”的的的否否否定定定焦焦焦点点点包包包含含含v2

该条件只对分开的絜不絶紱紮 紮 紮不絶紲索有约束，对于紧连的絜不絶紱不絶紲索并无影响。当句子絶紱确定
为非叙实动词时，该句子并不一定为双重否定句。示例如下：

紱紱絡紮我不认为他不来。 紱紱絢紮我认为他来。

紱紲絡紮我不认为他故意不来。 紱紲絢紮 紪我认为他故意来。

紱紳絡紮我不相信他不喜欢我。 紱紳絢紮我相信他喜欢我。

紱紴絡紮我不相信他不喜欢我到了看见我就恶心的地步。

紱紴絢紮紪我相信他喜欢我到了看见我就恶心的地步。

在例句中，紱紱絡、紱紳絡可以转换为紱紱絢、紱紳絢，而紱紲絡、紱紴絡却不能转换为紱紲絢、紱紴絢。为何？本
文认为这主要与否定的焦点有关。袁毓林紨紲細細細紩指出絜有的成分表达的是句子的预设意义，属
于旧信息，事实上它们的意义在否定的情况下仍然得以保持紻有的成分表达的是句子的焦点意
义，属于新信息，它们是真正被否定的。索 当絶紲不是否定焦点时，絜不絶紱索并不会对絶紲进行否
定，不会形成絜¬ ¬ 結索，因此不满足絜¬ ¬ 結紽紽結索的条件，不是双重否定结构。如絜我不认为
他故意不来。索中的絜不絶紱索否定的是絜故意索而不是絜不来索，其中絜不来索是预设成分，属于旧信
息，絜不絶紱索并不会影响到絜不来索的真值。如：

紱紵絡紮我不认为他故意不来。 预设：他不来。

紱紵絢紮我认为他故意不来。 预设：他不来。

因此，为了满足双重否定絜¬ ¬ 結紽紽結索的条件，本文需要确保絜不絶紱索的否定
焦点是落在絶紲上的。结合袁毓林（紲細細細）关于否定词焦点与辖域的观点，本文
将絜不絶紱紮 紮 紮不絶紲索中絜不絶紱索的否定焦点的情况归结如下：

（紱）若絶紲存在谓语状语或者谓语补语11，则谓语状语或者谓语补语是否定焦点；反之，
则絶紲是否定焦点；

（紲）若絶紲的状语、补语、宾语中含有全称量词或者絜一紫量索时，量词为否定焦点。

紱紶絡紮我不认为他每一天都不来。 紱紶絢紮紪我认为他每一天都来。

紱紷絡紮我不认为他不喜欢所有人。 紱紷絢紮紪我认为他喜欢所有人。

（紳）若絶紲与其他谓语结构构成紧缩复句结构，如絜不絶紲就紮 紮 紮 索、絜不絶紲不紮 紮 紮 索，絶紲不是否定
焦点，否定焦点是整个紧缩复句，无法构成双重否定结构；若絶紲与其他谓语结构构成并列结
构絜不絶紲不絶紳索时，絶紲不是否定焦点，否定焦点是整个并列结构，但是仍然可以构成双重否定结
构，不过转换成肯定式时需要同时去掉并列结构中所有的絜不索。

紱紸絡紮我不认为他不吃不喝。 紱紸絢紮 我认为他吃喝。12

紱紹絡紮我不认为不去就不行。 紱紹絢紮紪我认为去就行。

由此本文得出了述宾结构的絜不絶紱紮 紮 紮不絶紲索为双重否定的第二个条件：不絶紱的否定焦点包
含絶紲。这一条件同样适用于絜不是紮 紮 紮不絶紲索。具体参照紲紮紲紮紲。

10李新良,王明华.汉语动词的叙实性研究的应用前景[J].对外汉语研究,2015(02):第122页.
11当否定句中存在“连、就”等标记时，双重否定转换时，语义会发生一定的改变。但是不v1的否定焦点仍然包含
了“V2”。

12这里否定到肯定的转化是一个常规的理解。本文不否认存在一定的可能性，“我不认为他不吃不喝”表达的是“我
认为他吃但是不喝”，或者“我认为他不吃但是喝”。但是这种可能性不符合人们平时交际的习惯，因此本文不对此进
行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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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双双重重重否否否定定定自自自动动动识识识别别别程程程序序序的的的建建建立立立

3.1 词词词库库库的的的建建建立立立

为了使计算机能够识别助动词、非叙实动词，本文对助动词与非叙实动词进行了梳理，
在常用的基础词表中补充了助动词词表与非叙实动词词表。助动词方面，本文以郑贵友
（紱紹紸紹）13 整理的助动词范围为基本，结合鲁晓琨（紲細細紴）14等前人的研究以及现代汉语的使
用情况，选取了紲紶个助动词，构成常用助动词词表。具体如下：

能、能够、可能、会、可以、应该、应、应当、要、得、愿意、愿、甘愿、肯、

可、情愿、想、要、敢、该、配、当、准、许、得、容

非叙实动词方面，结合袁毓林、李新良等人对非叙实动词的研究，本文认为非叙实动词多
为心理动词。因此本文对心理动词进行了考察。若一个心理动词的宾语的真值无法确定，则
该心理动词为非叙实动词。以此为标准，本文对心理动词进行了考察，筛选出了紲紴个非叙实动
词15。整理如下：

认为、觉得、想（料想、猜想）、感到、情愿、相信、乐意、愿意、盼望、希望、

猜、猜测、揣测、揣摩、推测、估计、估摸、猜想、考虑、打算、说（认为）、同

意、赞同、允许

3.2 双双双重重重否否否定定定自自自动动动识识识别别别程程程序序序的的的流流流程程程

以第二章所讨论的语法规则为核心，本文设计了双重否定自动识别程序。程序的输入为含
有两个副词词性絜不索的语料絴絸絴文件，输出为一个絴絸絴文件。输出的絴絸絴文件分为两个部分，一是
所有识别出的含有双重否定结构的句子及其双重否定结构类型；二是语料总句数、双重否定句
子句数、各双重否定结构的句子句数等统计信息。示例如下：

絆絩絧絵絲絥 紲紺 实验结果示例图

具体程序的识别步骤如下：

（紱）通过絰絹絴絨絯絮程序使用哈工大経絔結对语料进行分句、分词、词性标注；对每一个句子进
行以下（紲）紭（紶）操作；

（紲）检测其是否含有絜不紫助动词紫不紫絶索结构，若含有，则为双重否定句，其双重否定结
构为絜不紫助动词紫不紫絶索，将句子写入文件并归入数据统计，跳过后续步骤。若不含有，则进
行下一步；

（紳）检测其是否含有絜不紫助动词紫非叙实动词紫不紫絶索结构，若含有，则为双重否定句，
其双重否定结构为絜不紫助动词紫非叙实动词紫不紫絶索，将句子写入文件并归入数据统计，跳过
后续步骤。若不含有，则进行下一步；

（紴）对句子进行句法分析；

（紵）检测其是否含有述宾关系的絜不紫非叙实动词（紫紮 紮 紮）紫不紫絶索结构，若含有，则为双
重否定句，其双重否定结构为絜不紫非叙实动词（紫紮 紮 紮）紫不紫絶索，将句子写入文件并归入数据
统计，跳过后续步骤。若不含有，则进行下一步；

13郑贵友.汉语“助动词”的研究刍议[J].汉语学习,1989(06):23-27.
14鲁晓琨. 现代汉语基本助动词语义研究[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5非叙实动词的界限并不是完全清晰的。非叙实动词与叙实动词、反叙实动词之间还存在一定的渗透性。由于其
情况较为复杂，且对本文研究的影响较小，故暂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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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紶）检测其是否含有述宾关系且絜不是索为语义真值否定（通过否定值判断）
的絜不紫是（紫紮 紮 紮）紫不紫絶索结构，若含有，则为双重否定句，其双重否定结构为絜不紫是
（紫紮 紮 紮）紫不紫絶索，将句子写入文件并归入数据统计，跳过后续步骤。若不含有，则该句不
含有双重否定结构，进行数据统计。

4 双双双重重重否否否定定定自自自动动动识识识别别别实实实验验验

4.1 实实实验验验语语语料料料来来来源源源

本文在絣絣絬语料库中，提取了紱細細細細細条含有絜不索的语料，并通过程序从中抽取含有两个副词
词性絜不索的句子，共计紲紸細紳紳句，以此为絜不索的基础语料，测试双重否定识别程序的正确率。同
时，本文从紲紸細紳紳句语料中选取了紱細細細条语料作为人工检测语料，以测试双重否定识别程序的召
回率。

4.2 实实实验验验语语语料料料来来来源源源

本文使用双重否定识别程序对紲紸細紳紳句语料进行识别，获得了紸紹紴句含有双重否定结构的句
子。经人工的检校，发现以上紸紹紴个句子中，含有双重否定结构的句子数为紸紷紵，该程序识别正
确率为紹紷紮紸紷紥。具体如下表16：

絔絡絢絬絥 紳紺 实验结果统计表

为了测试该程序的召回率，本文人工对紱細細細句语料进行检校，筛选出了紲紹句含有双重否定
结构的句子。本文将这紱細細細句语料输入到双重否定识别程序中，程序识别出了紲紷句含有双重否
定结构的句子。因此，该程序的召回率约为紹紳紮紱細紥。根据絆紱值公式与上述数据，该程序的絆紱值
为紹紵紮紴紳紥。

4.3 实实实验验验分分分析析析

无论是正确率还是召回率，实验的准确率都是在百分之九十多，未达到百分之百。我们对
以上三个未达到百分百正确率的双重否定结构的语料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程序识别与召回错
误主要与句子的句法分析错误有关。由于分词与句法分析等基础自然语言处理工具的问题，程
序对一些句子的句法判断错误，导致一些原本应被判为并列关系、因果关系的成分，被误判为
述宾关系，从而使整个双重否定结构的判断错误。例句如下：

紲細紮 如果用适用各种土质的几十台钻机同时作业，电力条件不允许，地下管网不安全。
紲紱紮 紮紮紮每到拔棉柴时，农民心里直犯愁，用手拔吧，费工费时不说，拔不了多少，便满

手血泡。有的急于求成把将来要办的事情，拿到今天来办，由于条件不允许迟迟开展不了。
以上例句中，絶紱与絶紲都并非述宾关系，不符合程序所制定的双重否定的规则，然而程序并

未检索出这一点，导致识别错误。这个问题主要与句法分析的处理工具有关，本文暂时无法对
其进行进一步的改进。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句子的识别错误，是由于结构格式总结疏漏所造成的。例句如下：
紲紲紮因为他们不是不懂足球，便是偏爱市井蜚闻的帮闲之辈。

上述例句，其结构为絜不是紮紮紮便是紮紮紮索，整体为选择并列的关系。其中絜不是不懂足球索中
的絜不是索并不表示否定的功能，而是选择的功能。可以理解为絜要么是不懂足球索，因此不属于
双重否定结构。然而由于我们归纳结构格式时，没有考虑到类似的特殊结构，将其简单地归入
了絜不是不索结构，从而导致了错误。这一问题，可以通过更多次的实验与探究来进行改进。

16由于文章讨论的范围限制，删去了“岂不是”这类不+反问词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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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实实实验验验讨讨讨论论论

上述实验结果表明，本文设计的双重否定识别程序具有从语料中识别出含有双重否定结构
的句子的能力，程序识别的正确率与召回率都较高，证明了基于规则进行双重否定自动识别的
可能性，具有实践价值。然而，本次实验的实验对象单一（只有絜不絶紱不絶紲索），许多常见的双
重否定结构，如絜不索与其他否定词构成的双重结构（絜不紮 紮 紮没有索、絜没有紮 紮 紮不索、莫不、无不
等），絜不索与反问词构成的双重否定结构（絜难道不索、絜岂不索等），都未被纳入监测范围。因
此，为了进一步完善双重否定识别程序，我们有必要对双重否定结构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只
有这样，双重否定识别程序才能真正地实现计算机对自然语言中双重否定结构的自动识别，具
有实际的应用价值。

5 总总总结结结

本文讨论了絜不索的双重否定结构，采用遍历的方式，对所有可能的絜不絶紱不絶紲索的结构进行
了考察，整理出了完整的絜不絶紱不絶紲索结构，对现有的双重否定结构形式进行了补充。本文首次
采用絜非叙实动词索作为述宾式絜不絶紱紮 紮 紮不絶紲索双重否定结构成立的条件，解释了絜我不知道你不
来索与絜我不认为你不来索之间的区别；引入了否定焦点的概念，解释了絜我不认为你不来索与絜我
不认为你故意不来索之间的区别。在归纳所有的双重否定结构后，本文从语义管辖的角度对双重
否定形式上的形成进行了解释。实践方面，本文针对所有的絜不絶紱不絶紲索提出了相应的自动识别
策略。基于规则，设计了絜不索的双重否定识别程序，并用该程序对紲紸細紳紳句语料进行了识别，识
别正确率为紹紷紮紸紷紥，召回率约为紹紳紮紱細紥，絆紱值约为紹紵紮紴紳紥。在程序构建过程中，本文还补充了
助动词词表与非叙实动词词表。该程序证明了基于规则进行双重否定识别的可能性，是一次成
功的尝试。然而，这只是对絜不絶紱不絶紲索这一个格式进行的分析。未来，本文将引入更多的双重
否定结构，全面地对双重否定进行考察，以期真正地实现计算机对双重否定的自动识别，将其
应用于文本分析、问答系统等自然语言处理应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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