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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机交互式的汉语辞书编纂系统是一个计算机网络应用系统，在互联网上为汉语 

语文辞书的编纂提供协同工作环境。这个系统以语言数据资源的建设和应用为基础，借 

鉴语言信息处理的相关研究成果，融入汉语语文辞书编纂的知识和经验，用人机交互方 

式管理词典编纂的工作流程，包括新编词典立项、词条结构设置、选词立 目、词条编写修 

改和审定、词条编审历程的保留与追溯、辅助词典成书等，同时也集成了多个语料库、已 

有辞书和词表，提供给词典编者作为参考。文章简要论述这个系统的设计思想、主要功 

能和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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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理 

一

、 概 述 

人机交互式的汉语辞书编纂系统(以下简称“编纂系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 

所研制的一个计算机网络应用系统，用于汉语语文辞书的编纂。这个系统涵盖了汉语语文 

辞书编纂的完整流程，包括新编词典立项，词条结构设置，选词立目，词条编写、修改和审 

定，词条编审历程的保留与追溯，辅助词典成书等，同时也集成了各种语料库、已有辞书和 

词表，供词典编者参考使用。 

多年来，传统的汉语辞书编纂工作一直是手工操作，费时费力，效率低，很不适应当前 

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信息数量与 日俱增的形势。近些年，国内先是语言信息处理领域的学 

者提出了辞书编纂自动化的必要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先后尝试用计算 

机辅助编纂词典，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和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也研制了各 自 

的词典编纂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有着数十年汉语辞书编纂研究和实践的历 

史，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我们研制这个辞书编纂系统，是希望以这些知识和经 

验为基础，应用计算机软件工程和网络技术 ，在大规模语言数据资源和互联网上人机交互 

机制的支持下，把语言数据建模、语言信息处理与辞书编纂过程结合起来，改变以往辞书编 

纂和修订全部由手工操作的工作方式，提高辞书编纂的质量、效率和科学性，同时为辞书研 

究和汉语词汇研究提供数字化的语言资源。 

人机交互式汉语辞书编纂系统建立在 TOMCAT网络发布系统上，在 WINDOWS 

SERVER下采用浏览器／服务器方式运行。系统程序用 JSP、JAVA、HTML等语言编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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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Berkeley DB XML(以下简称 BDB XML)数据库系统在后台管理各种语言数据。 

二、编纂系统的结构设计 

编纂系统的总体设计思路是：以语言数据资源的开发和管理为基础，借鉴语言信息处 

理的相关研究成果，融人汉语语文辞书编纂的知识和经验，用人机交互方式管理编写词典 

的工作流程，提供编者需要的各种资料和信息。整个编纂系统由人机交互式工作流程控制 

平台、在编词典数据库和语言数据资源库三个子系统组成。图 1是编纂系统的组织结构 

图，其中： 

(1)人机交互式工作流程控制平台：按照词典编纂的流程，根据词典编者的不同权限， 

提供从词条结构定制、选词立目、词条编写、修改和审定、编者信息交流，到词条过录、排序、 

生成检字表、输出词典的各种处理功能和操作界面。在处理过程中编者可以随时调用语言 

资源库的内容，进行语料检索或统计，查询各种参考词典，也可以回溯在编词典库中保存的 

词条修改和编审的历史记录。 

图1 编纂系统的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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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编词典数据库：在编词典是编纂系统人机交互式工作流程的主要操作对象和产 

出目标。在编词典的每个词条以义项为单位存储，每个义项的内容由各种属性或特征组 

成。在编词典数据库建立之初，要先由主编根据编纂系统提供的词条结构模型来确定词条 

的内容结构，再由编纂系统生成词条编写界面。编者就在这个界面上编写词条。编好的词 

条可以再修改或提交审定，在编词典数据库会保留修改和审定的记录(包括：修改／审定者、 

改动内容、修改／审定时间等)，以供 日后查询，也能为每个编者保存个人编写 日志。在编词 

典一旦编写完成，编纂系统会自动把它的副本转为参考词典。 

(3)语言数据资源库：由词目总表、参考词典数据库、语料库及其检索统计模块组成。 

词目总表用开放的方式尽量多地收录现代汉语的词语，记录每个词语的各种属性／特征，主 

要为选词立目提供素材，也可以在编写词条时供编者参考。参考词典数据库收集各种已有 

词典的各个版本，供用户在编写词条时随时调阅参考，也可以用于词典查考和词汇研究。 

语料库里集成了编纂词典需要的各种语料。检索统计模块在编写词条时随时调用，对集成 

在系统里的语料库和数据库进行检索和统计。 

在整个编纂系统的设计中，自然语言数据资源的形式化描述和结构化处理是基础性的 

工作，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用数据建模的方法研究汉语语文辞书的内容结构和汉语语料 

库的文本结构，建立辞书内容结构模型和语料库文本描述模型；二是研制词典内容结构化 

处理和语料文本描述的软件工具，建立基于 XML的词典数据库和语料库。这些语言数据 

资源支撑着整个编纂系统的构造和运行。 

三、编纂系统的主要功能 

1．辞书编纂业务和系统管理 

编纂系统以人工编写词典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用归纳与分析结合的方法，对编写汉 

语语文辞书的全过程进行需求分析，提出要解决的问题，建立需求模型，描述整个系统的任 

务流程，确定系统的总体结构和设计方案。在编纂系统中，面向用户的全部应用功能集成 

在人机交互式工作流程控制平台上，位于系统的前台。 

这些应用功能可以分为三类：编写业务流程功能、编写业务辅助功能和系统管理功能。 

前两项包括词典编写过程中的各项操作，有词条内容定制、编写任务分派、个人任务、待编 

词目、词 目确认、词条编写、词条初审、词条终审、编写进程处理、词条统计、词条提取和词条 

删除，还有缺字处理、规范用词的补充等。第三项系统管理功能包括辞书浏览、语料检索、 

项目管理、词表管理、人员管理、消息管理、数据管理等。详情可参见编纂系统操作指南(编 

纂系统课题组 2011)。 

进入编纂系统的每个用户都有自己的权限：主编、组长、编者、访客。权限不同，能够使 

用的功能也不同： 

访客：辞书浏览、语料检索。 

编者：除访客的全部权限以外 ，还有：待编词 目、词条编写、词条初审、词条统计和词条 

提取。 

组长：除编者的全部权限以外，还有：人员管理、任务分配、进程管理、词条终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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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语音、词汇、句法、语义、修辞、语用等信息。要把词典作为一种语言数据资源用计算机 

来处理，首先需要把文本形式的词典转换成结构化的词典数据库。这就需要对词典的内容 

进行结构化的描述和组织：描述词条内容的表现形式和其中蕴含的语言知识；并把这些信 

息组织成合理有效的数据结构。 

在编纂系统中为了给汉语语文辞书建立数据结构，我们提出了用 XML Schema表示的 

辞书内容结构模型 XML Schema for Dictionary(以下简称 XSD)。在这个模型支持下对每一 

部词典做结构化处理，建立辞书XML数据库，用原生XML数据库系统BDB XML管理和访 

问 J̈，形成了基于 XML的词典数据资源管理系统，它可以创建、管理和访问编纂系统里的 

全部词典数据库，主要功能是： 

(1)用 XSD描述词条内容，建立词典的数据结构； 

(2)根据 XSD用自动标注程序对词典文本做 XML标注，描述词条中包含的各种属性 

或特征，再通过人机交互方式校对，得到词典的XML文档； 

(3)根据 XSD用通用 XML软件工具对标注好的词典 XML文档进行 良构性(well- 

formedness)和有效性(validation)检验，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和一致性； 

(4)把通过检验的词典 XML文档以节点方式批量导入 BDB XML数据库系统的容器 

中，并根据访问方式设定多线程(进程)锁策略，自动生成词典数据库。不同的词典在数据 

库系统的容器里用命名空间加以区别； 

(5)词典数据库建立以后，根据编纂系统前台可能提出的各种检索需求，针对 XML文 

档元素设置相应的索引类型，编制适当的索引策略，以达到快速读写的要求。此外，通过事 

务子系统、锁子系统和日志子系统来处理系统的并发策略； 

(6)根据编纂系统前台客户端生成的XQuery查询语境，对 XQuery导航函数解释执 

行，转换和返回XQuery的查询结果，实现多层次元素及属性查询、多元素复合查询、多容器 

查询等检索要求。 

除了在编词典数据库以外，目前词典数据资源管理系统里可用的参考词典数据库有 

《现代汉语词典》第4版、第5版等六部，共307670个词条。 

3．语料资源的建设、管理和使用 

编纂系统集成了多个语料库供编写词条时查询，语料资源管理系统在后台运行 ，目前 

有内置语料库六个，外部语料库一个。用于词典编纂的语料库可以有多种来源、多种类型、 

多种篇章形式、多种标注方法。为了能够在编纂系统里用统一的方法使用不同的语料资 

源，我们提出了汉语书面语语料的文档描述模型 XML Schema for Corpora(以下简称 XSC)， 

用以描述各种汉语语料的文本组织形式、表现语料库中标记的语言知识信息、记录语料库 

的说明性信息。 

XSC规定了语料 XML文档的语法格式，在它的约束下，经过标注的各种语料库可以自 

动生成 XML结构的文档，然后在通用的 XML开发应用环境下做各种加工处理。例如用 

XML解析器对语料文档进行良构性和有效性检验，保证数据结构和内容都符合 XSC的规 

定。经过验证的XML语料文档，已经完成了从非结构化文本到 XML数据结构的转换，可 

以直接导入 XML数据库系统进行管理、提供访问，或者用通用编程接口来实现各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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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能够在同一个数据库平台上，用同一种方法和技术管理和访问多个不同类型的语料 

库。 

之所以选择通用可扩充置标语言 XML来描述语料库，是因为它除了能兼容多种标注 

需求以外，还是正式发布的国际标准，在规范性和通用性方面有优点，便于有效地规范语料 

文档的数据结构，有助于与国际语料库编码标准接轨，也有助于语料库的数据交换和资源 

共享。 

语料资源管理系统使用原生 XML数据库系统 BDB XML，以XSC为基础，建立了一个 

多种语料库文本标注、文档管理和数据处理的集成环境。利用 BDB XML的XML文档分析 

器、XQuery查询引擎和独特的索引系统，优化语料内容索引策略，建立基于成本的查询方 

案，实现对 XML文档节点、元素、属性以及元数据的灵活索引，在多层次元素及属性查询、 

多元素复合查询、多容器查询等检索环境中，使复杂的XQuery语句快速命中目标，提供检 

索结果。目前在编纂系统里内置的六个语料库全部采用这种基于 XML的方法和技术。 

此外，编纂系统还有外部的动态语料库。这是一个原始语料库，用动态跟踪的方式采 

集了24种报纸语料，单份报纸的时间跨度为 2—13年，共采集了 142年次、约40亿字，用 

基于Apache Solr的分布式语料全文检索系统提供查询。 

表 1是编纂系统里可用的语料库： 

表 1 

名 称 宇 数 

报摘语料库 840万 

广电语料库 1．5316亿 

平衡语料库 4560万 

语文教材语料库 7万 

文学作品语料库 707万 

近代汉语专书语料库 98万 

动态报纸语料库(外部) 40亿 

合计 42．1528亿 

四、编纂系统研制中的关键技术 

1．基于XML的语言资源处理方法 

编纂系统用基于 XML的语言数据资源处理方法设计数据结构，这包括以下几方面的 

探索性工作：词典的内容描述和数据组织，语料库的文本描述和数据组织，以及应用原生 

XML数据库系统处理语言数据资源，研究和开发实用的软件技术和应用系统。 

(1)基于XML的词典内容描述和数据组织 

文本形式的词典可以认为是一种用非结构化形式表现的、具有半结构化特征的语言数 

据。我们用辞书内容结构模型 XSD为词典做数据建模，用XML Schema定义词条的内容和 

词典的组织结构，提取词条中蕴含的各种语言学信息，把文本形式的词典转换成词典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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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在 XSD里，词典以词条为基本单位，由众多词条组成，每个词条含有形、音、义、用法等 

各种属性。一部词典的全部内容表现为树形结构，树的第一层节点是词条，每个词条的各 

层下位节点是这个词条的各个属性。全部词条的属性和属性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部词典 

的内容结构。在 XML Schema框架下，所有代表词条属性的节点都表现为元素或子元素， 

对这些元素进行定义和约束 ，就可以得到各个属性节点的确切定义。通过 XSD对一部词 

典进行结构化标注，再把文本形式的词典转换成 XML原生数据库，就能够系统地组织并完 

整地描述词典内容的表现形式和其中蕴含的语言知识。这种词典数据库也是一种词语知 

识库，它不仅可以用于词典的编纂、查考和典藏，也可以为语言研究、词汇研究和语言工程 

提供数据资源。 

以往的辞书数字化工作大多是把词典做成二维表，再用关系型数据库来处理。我们选 

择 XML Schema代替关系型数据模式作为词典数据建模的方法，是因为 XML的数据结构适 

合描述语文词典的结构形式，XML Schema的树形数据模式正好完全体现了词条结构的层 

次关系和管辖关系。用XML Schema可以方便地描述不定长内容的词条属性(例如词条的 

释义部分)；描述不定量重复出现的词条属性(例如词条释义中的例句)；描述词条中的嵌 

套关系(例如多层级义项的嵌套)。更重要的是，可以根据词条描述的需要 ，动态地为 XML 

Schema补充子树或元素、变更对已有元素的约束，只要不改变原有的树形架构，就不会影 

响它的兼容性。这些都是关系型数据模式不容易做到的。(傅爱平等 2009：28) 

辞书内容结构模型 XSD也有一种通用性：它定义的是汉语语文辞书中每一个词条所 

有可能的属性，以及每一个属性所有可能的取值(属性值)。这样就可以涵盖多部词典的内 

容和组织结构。也就是说，同一个 XSD可以描述多部语文词典。在编纂系统里，每一个在 

编词典数据库和六部参考词典数据库都是用这个 XSD定义的，它们都在 BDB XML数据库 

系统上用统一的方法建立和管理，用统一的技术提供查询，获得了理想的使用效果。 

除了通用性以外，XSD还有某种抽象性：它描述的词典内容模式是一种底层数据结构， 

与词条及其属性或特征在具体词典中的表现形式没有关系。比如对异形词的处理，有的词 

典用“同 ×X”表示 ，有的词典用“也作 X X”表示，还有的词典两者都用或者更随意。无论 

在具体词典中表现如何，在 XSD中都定义成一个可选的属性“异形”，其属性值为“是”或 

“否”。这样就把词典数据的内容和形式分离开了。词典编者只需集中精力琢磨词条内容， 

无须考虑词条体例的表现形式，有关体例样式的工作都由编纂系统通过“词条定制”的功能 

用人机交互的方式来完成。 

(2)基于XML的语料文本描述和数据组织 

用于词典编纂的语料库有多种类型，收录了各种各样的篇章样本。这些语料样本或者 

表现为原始文本的形式(可带有原生标记 )，或者是带有附加标记的形式(带有非原生标 

记 )。目前国内语料库研究和开发的情况是，不论带标语料库还是原始语料库，只要研究 

或应用目的不同，就会有不同的标记集和标注规范，也就有各 自的语料库管理和检索系统。 

在分析了各种类型的语料库及其加工现状之后，我们用 XML Schema构建了一个语料文本 

描述模型 XSC，定义语料标注的描述规则，描述语料的各种原生标记和非原生标记。目的 

是客观地表现语料文本的原貌，兼顾各种不同类型的标注需要，尽可能容纳不同的标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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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各种原始的和带标的语料库。与此同时以 XSC为基础，建立了一个语料库文本标注、 

文档管理和数据处理的语料资源管理系统。 

XSC面向多种类型的汉语书面语语料。傅爱平等 (2O1 1)认为，语料库 中不管是 

原生态的标注，还是非原生的标注，通常都主要描述三类信息 ：一是篇章组织和文本结 

构信息，即组成语料文本的篇章 、段落、句子、词语等语言结构成分，语言成分在文本中 

是以文字符号等实体形式表现的；二是语言知识信息，是语料在词汇、语音、语法、语 

义、语用等各个层面的属性或特征，它们附着于各个语言成分之上 ；三是功能性或说明 

性信息，有两种：第一种是主题 、语体、作者、出版者、版本、承载媒体、出版时间等 ，一 

般附着于语料的单位样本之上；第二种是校注、言者角色、言语伴随行为、言语环境等 

关于文本正文的说明，一般情况下，它们附着于各个语言成分之上。语料文本描述模 

型 XSC的主要任务就是描述这三类信息，即描述各种汉语语料的文本组织形式、表现 

语料中标记的语言知识信息、记录语料库的说明性信息。XSC定义的是语料库的描述 

规则 ，不管语料库是原始的还是带标的，不管标注的是哪些信息，XSC都应该能用 

XML把这些语料文档表现出来。 

一 般来说，语料标注的主要对象一是语言成分，二是语言知识信息。后者是语言成 

分的属性、特征或语言成分之间的关系。在语料文本中，语言成分是文字或符号的实体 

形式，关系附着于成分之上。不管出于什么需要、用哪个语法体系去研究语言，语言成分 

及其关系都是基本的研究对象。语料标注不论采用多少种标记集，也无非是从不同的角 

度去描述各个语言成分及其关系。所以在 XSC中，“成分”和“关系”是最基本的描述对 

象。 

在 XSC中语料库表现为树形结构，含有元素和属性两类结点，用元素来定义语言成 

分 ，用元素的属性来定义关系。在语料文本中，语言成分有其客观实体表现，描述语言成 

分的主要原则是客观，要尽可能反映它们的原貌。XSC能够根据不同的需要，描述各种 

语言成分及其在语料中的各种出现方式。语言成分的属性或特征，以及语言成分之间的 

关系是带有主观性的信息，描述它们的原则是兼容。XSC可以提供一种 自选参数的兼容 

机制，描述每个语言成分的多种关系，尽可能表现各种语法体系和分析方法所需要的标 

记信息。 

在编纂系统中，我们应用XSC描述语篇的组织和语言成分的各种组合，能够兼顾不同 

类型的语料文本和语言分析方法，生成 XML结构文档并 自动导人 XML数据库，使用通用 

的软件工具管理和访问语料库。编纂系统中六个内置的语料库(约2．15亿字)都是用这个 

XSC定义的。它们在 BDB XML数据库系统上用同一种方法建立和管理，在统一的语料资 

源管理平台上提供查询，获得了预期的使用效果。 

2．词典编纂流程的功能集成设计 

编纂系统的前台是人机交互式工作流程控制平台，它除了为用户提供参考词典和语料 

库以外，主要任务是词典编写全过程的业务流程控制。这个平台的设计既体现了人工编写 

词典的知识和经验，也集成了一些应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提高词典编纂效率和科学性的功 

能。下面是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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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这样有助于表达形式的规范和平衡。词典编纂是多人参与的项目，各位编者在专业水 

平、编写经验和表达习惯上都会有所不同，比如词条属性值或标记符号的使用就可能因人 

而异。编纂系统在词条编写界面提供了选项和赋值两种内容填写方式。前一种只能在词 

条属性值的取值范围内选择，后一种也会对编者 自主填写的内容做一些检查校核。目前采 

用选项操作的屙I生有：词目类别、词性、词性附类或小类、儿化、语体说明、领域说明、释义引 

语、搭配类别、语种、参见、同义近义、对义反义等。各个选项的参数根据需求可以由主编随 

时增加或修改。 

此外，编写界面还提供了参考词典、语料库、词条修改记录等供编者调用。 

(2)词条内容的定制 

在编纂系统里新编一部词典时，先要定制新词典的词条内容。词条内容定制的意思 

是：以辞书内容结构模型 XSD为基础，根据新编词典的需要，确定词条里要包含哪些属性、 

属性之间有什么关系、对属性值有哪些约束，并规定词典输出的体例或版面格式。词条内 

容定制实际上是对词典内容的设计。 

汉语语文辞书的一个词条下包含形、音、义、用法等各种属性，比如字形、拼音、词性、释 

义、例句等。根据各 自不同的编纂理念和应用需求，各个词典对属性选择不同、多少不等。 

主编给新词典做了词条内容定制以后，编纂系统会根据定制的结果，按照 XSD的树形结构 

规则，自动生成一部新的在编词典的内容结构(是 XSD的一棵子树)，再根据这个内容结构 

在后台自动生成新在编词典数据库的数据结构，在前台自动生成供编者使用的可视化操作 

界面以及数据显示格式和数据保存格式，为新词典的编写做好准备。利用词条内容定制功 

能，编纂系统可以同时创建几部新的在编词典。 

在编纂系统中，利用词条内容定制还可以控制在文本形式下词条输出的体例或版面格 

式。控制词条输出体例的意思是，指定词条中部分属性名和属性值的标志符或缩略符，用 

于文本形式的词条数据输出。例如在有的词典文本里，词条的属性“词性”用外加口表示； 

属性“例词”“例句”“比喻例”用“◇”“l”等符号表示。通过词条结构定制可以给属性值指 

定表达符号和位置信息(分为属性值前附加、属性值间附加或属性值后附加等几种位置)。 

控制文本形式下词条输出的版面格式，是为了把词条从编纂系统的词典数据库里取出来， 

按照印刷文本的形式呈现给词典编者。版面格式的控制主要包含词条中各个属性排列的 

顺序、各属性值的显示格式(例如空格、折行、缩进等)。处理得当的版面格式能够在词典的 

编写过程和排版过程之间起到沟通的作用，编者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到词条的基本排版样 

例。 

词条内容定制也可以在词典修订时用来变更原有的内容格局，还可以在已有词典的基 

础上减去一些属性项，不需改动内容，直接 自动生成原词典的属性缩减本。 

在编纂系统的 XSD里 目前一共有39个属性，供定制词条内容结构时选择。不够的 

话，还可以扩充 XSD，添加新的属性或属性值。对于不同词典的内容需求 ，XSD中包含的 

属性就像是个最小公倍数 ，能够兼容各种属性。这得益于辞书内容结构模型 XSD的通 

用性和抽象性，它们是词条内容定制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础 ，也为 XSD提供了更多的应用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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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词典数据的内容与形式相互分离 

前面说过，辞书内容结构模型 XSD定义的是抽象的词典数据，它描述词条所有可能的 

属性，也定义每个属性所有可能的属性值，跟词条及其属性在具体词典中的表现形式没有 

关系，这样就把词典数据的内容和形式分离开了。 

这种分离的作用是，利用词条内容定制功能可以控制文本形式下词条输出的体例或版 

面格式，还可以规范词条输出格式、标点符号、特殊标记等。目前编纂系统已经对非正体、 

词类、语体说明、语用说明、注释、用例、外来语等词条属性的表达方式做了一致性处理，以 

避免输出时的随意性。 

词典数据的内容与形式分离，还使我们能够在不同的设备上用不同的格式表现同一部 

词典的内容，输出便于人们查阅的各种文本形式。排版印刷格式是其中之一，还可以是网 

页格式、在移动设备上表现的格式(比如手机上显示)，等等。另外还有词典的排序，可以根 

据拼音字母做正序排列，也可以做逆序排列。想用什么符号表示每一个属性，也可以自行 

设定。 

(4)词条编写记录的保存和回溯 
一 个词条在编写、审校过程中，编写人员和审校人员可能做多次修改。保留词条编写 

和修改的记录并根据需要回溯词条的编写过程，对于语文词典的编纂来说十分重要。以前 

人工编写的时候，编者大都在卡片上用不同颜色的笔来做历次记录。通过这些记录可以追 

溯词条编写的过程，反映语言和词汇的变化，回顾历任词条编者的工作思路。 

编纂系统提供了“保存修改记录”和“回看修改记录”的功能，根据编者的要求，把每一 

次编写和审校的信息记录和保存下来，供日后回溯。这些信息包括：修改者、修改前后的内 

容、修改时所处的进程、修改提交 日期，还可以留下修改备注(包括修改原因、参考资料、遗 

留问题等)。回看修改记录时，会突出显示修改前后不同的内容。另外系统还有“撤消修 

改”的功能，在编写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恢复某次修改前的词条内容。这些功能有助 

于追溯词典的编审历程，不仅对编写词条有用，对词典修订和词典研究也有用处。 

(5)编纂进程的动态处理 

进程处理是控制编纂业务流程的功能，由主编或组长操作，分成编写、初审、终审、定稿 

等几个进程。在不同的进程中，词条根据需要在编者、组长、主编之间往返传递。进程处理 

的作用是帮助主编和组长了解每个编者当前的工作进度，掌握每个词条当前所在的进程和 

处理状态，在此基础上设定权限、分配任务、了解编写中的问题、组织协同作业，借助网络平 

台处理词条编写的各个环节，科学合理地管理词典编纂的全过程。 

在词条编写过程中，每个编者也都可以在自己的词条编写界面中看到当前词条的操作 

进程、修改状态、当前进程是否完成等信息，明确自己的任务和工作进度，还能通过进程处 

理功能与其他编者交流信息、配合工作。 

五、下 一 步 工 作 

人机交互式汉语辞书编纂系统是面向应用的计算机网络服务系统，能否在语言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和词典编者的智慧之间实现最佳的结合，还需要在实际运行中验证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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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编纂系统和用户之间应该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磨合，根据用户的体验和意见不断改进 

系统的设计和功能。 

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 日新月异，新的产品和网络应用模式不断涌现，互联网上开放式 

的网络词典编纂和服务已经成为汉语辞书编纂的一个新的应用方向。我们为这个编纂系 

统研制开发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模块，有些已经具有开放应用模式的功能，可以作为下一步 

工作的基础。这种开放模式通过互联网(包括移动互联网平台)，一方面为公众提供词语查 

询服务，另一方面开放词典编写平台，让所有对词典有兴趣、有建设性见解、愿意有所贡献 

的各界人士都能参与词典编写：提出新的条 目，修改已有的词条，给出形、音、义、用法、来源 

等新的信息。读者和编者之间形成互动关系，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海量的互联网资源， 

实现庞大的用户群和众多领域专家之间的分工协作，使词典的编纂和研究更好地适应语言 

生活的实际 

附 注 

[1]Berkeley DB XML是由美国Sleepycat Software公司开发的开源嵌入式数据库管理系统。 

[2]广电语料库采用了中国传媒大学传媒语言语料库的一部分原始语料，谨向中国传媒大学国家语 

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有声媒体语言分中心诚致谢意。 

[3]平衡语料库采用了国家语委语料库的一部分原始语料，谨向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诚致谢 

意。 

[4]原生标记描述语料文本的篇章组织形式(如册、篇、卷、章、回、节等)、对正文的说明(如校注等) 

等信息。 

[5]非原生标记描述语料在词汇 、语音、语法、语义、语用等方面的属性或特征(如词性、短语结构、语 

法功能、语义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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