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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语言学研究
版权所有　文责自负

谷歌图书与谷歌图书语料库比较

汪兴富１，ＭａｒｋＤａｖｉｅｓ２

（１．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 ４０００３０；２．ＢｒｉｇｈａｍＹｏｕ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ＵＳＡ）

摘　要：本文主要对比谷歌图书界面和语料库专家 ＭａｒｋＤａｖｉｅｓ教授依据谷歌图书数据制作的谷
歌图书语料库界面，在语料库界面可以查询谷歌图书收录的１８１０－２００９年间１３０多万本美国英语书籍
的１５５０多亿词汇中的信息，有比谷歌图书丰富的查询条件和限定范围，并且利于进行历时比较研究。

关键词：谷歌图书；语料库；ｎｇｒａｍｓ
中图分类号：Ｈ３１９．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７９５（２０１２）０３００１５０００４

１　引论

美国杨伯翰大学（ＢｒｉｇｈａｍＹｏｕ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语料
库专家ＭａｒｋＤａｖｉｅｓ教授的语料库家族又有重量级成
果呈现，这就是美国英语谷歌图书语料库（Ｇｏｏｇｌｅ
Ｂｏｏｋ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ｏｒｐｕｓ）（ｈｔｔｐ：／／ｇｏｏｇｌｅ
ｂｏｏｋｓ．ｂｙｕ．ｅｄｕ／）。Ｄａｖｉｅｓ教授已相继推出多个大型
在线免费英语语料库，如ＣＯＣＡ（４．２５亿词汇，１９９０－
２０１１美国英语语料），ＣＯＨＡ（４亿词汇，１８１０－２００９
美国英语语料），ＢＮＣ（１亿词汇，１９８０ｓ－１９９３英国英
语语料，Ｄａｖｉｅｓ教授的查询界面），这些语料库均在
ｈｔｔｐ：／／ｃｏｒｐｕｓ．ｂｙｕ．ｅｄｕ有链接），２０１１年５月又将在线
的谷歌图书纳入了他的语料库研究范围。

美国英语谷歌图书语料库包含了谷歌图书收录的

１８１０－２００９年间１３０多万本美国英语书籍共１５５０多
亿词汇（其中仅１９８０－２００９年间的词数就为６２０亿）。
如果说亿级词汇库容的语料库已成为现在建库的基本

标准，那么美国英语谷歌图书语料库的库容可以用海

量来形容了。该语料库依据谷歌图书却并非谷歌的官

方产品，而是由Ｄａｖｉｅｓ教授制作丰富的语料库查询界
面，大大拓宽了对谷歌图书的用户友好度查询和研究

范围，为从事英语语言教学和研究的人员以及其他需

要查询谷歌图书资料的人员搭建了一个进行深度研究

的平台，借助浩瀚的数据为用户开启了新的研究视窗。

２　谷歌图书界面与谷歌图书语料库界面

传统谷歌图书界面（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ｓ．ｇｏｏｇｌｅ．ｃｏｍ／）容
许用户对具体词汇进行查询，也能返回一个历时频率

表。用户可以在该界面查询到具体词如 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ｕｓｉｃ，ＮＬＰ的频率，但对于具体的频数分布情况却不
可见，对于这些词的意义和用法也无法通过查询近邻

词汇（ｎｅａｒｂｙｗｏｒｄｓ）解决，仅有的数据也不方便复制分
析，无法查询哪些词在何时进入语言流行开来并且在

特定时段内呈发展趋势，也无法比较特定时段内某些

名词被修饰的情况（如无法对比１９２０－１９４０和１９８０
－２０００两个时段内 ｗｏｍｅｎ一词主要被哪些形容词修
饰的情况，２０世纪和１９世纪与 ｆｏｏｄ相邻出现的词有
什么不同等）。对曲折后缀的相关词性查询只能逐个

进行而无法一次性完成（如查询ｅｎｄｕｐｐａｙｉｎｇ，ｅｎｄｓｕｐ
ｐａｙｉｎｇ，ｅｎｄｅｄｕｐｐａｙｉｎｇ就需要重复进行三次，而且数
据是分散的，也没有不同年代的数据）。在对比查询词

语不同用法时也没有数据表可以方便研究者复制分

析。用标准的谷歌图书界面找寻资料进行研究只能发

现“冰山一角”，而借助Ｄａｖｉｅｓ教授的美国英语谷歌图
书语料库将开启谷歌图书数据的巨大潜力。

表１进行的查询清晰地反馈了以ｅｎｄ为动词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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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谷歌图书语料库查询［ｅｎｄ］ｕｐｐａｙｉｎｇ结果

ＷＯＲＤ

（Ｓ）

ＴＯＴＡＬ

１８１０－２００９
１９４０ｓ１９５０ｓ１９６０ｓ１９７０ｓ１９８０ｓ１９９０ｓ２０００ｓ

１
ｅｎｄｕｐ

ｐａｙｉｎｇ
７９６３ ７ ３５ １４１ ６１７ １０１３ ２００４ ４１４５

２
ｅｎｄｅｄｕｐ

ｐａｙｉｎｇ
２５３７ ３ １０ ８２ ２０３ ２９６ ６６６ １２７７

３
ｅｎｄｓｕｐ

ｐａｙｉｎｇ
１１０９ １３ ４１ １３４ １９４ ２７２ ４５５

ＴＯＴＡＬ １１，６０９ １０ ５８ ２６４ ９５４ １，５０３２，９４２５，８７７

同形态的结果，表格数据表明［ｅｎｄ］ｕｐｐａｙｉｎｇ结构自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开始至２００９年的１０年期时段呈现上
升趋势，而在谷歌图书界面是无法做到类似查询的。

美国英语谷歌图书语料库界面有比谷歌图书界面

更为先进复杂的查询内容，和 Ｄａｖｉｅｓ其他语料库如
ＣＯＣＡ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的界面类似（该语料库界
面具体介绍请参考汪兴富等，２００８），都可以进行语料
库式的对词、词组、词条、词性、通配符、同义词（同类概

念）和搭配的查询。传统谷歌图书界面不能查询通配

符，但在谷歌图书语料库界面可以用通配符查询，如查

含ｈｅａｒｔ的合成词或带ｉｓｍ后缀的所有词语，因而可以
比较不同时代的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ｈｅｒｏｉｓｍ，ｔｅｒ
ｒｏｒｉｓｍ，ｓｋｅｐｔｉｃｉｓｍ，ｒａｃｉｓｍ的具体发展变化。由于该语
料库不是平衡语料库，因而数据也只按１０年时期方式
展现和排列，以体现不同时代图书用词的历时变化。

查询结果的显示方式与Ｄａｖｉｅｓ教授其他语料库有所不
同，现只提供 Ｌｉｓｔ和 Ｃｈａｒｔ两种，默认查询时结果以
Ｌｉｓｔ方式显示。ＳＥＣＴＩＯＮＳ分类部分也只有每１０年的
时段选择，如果选定时段ＳＥＣＴＩＯＮＳ去查询内容，则可
以进行不同时段的数据对比分析，该语料库界面对于

需要做历时对比研究是非常得力的助手。查询到的数

据可以复制到 Ｅｘｃｅｌ或 ＳＰＳＳ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和计
算频率差异。如可以查询在谷歌图书中１８５０－１９００
年间与１９５０－２０００年间 ｓｔｒｏｎｇ的同义词使用对比情
况，也可以对不同时段内 ｆａｓｔ所修饰的名词进行历时
分析。如查询 ｇａｙ在 １８３０ｓ－１９１０ｓ和 １９７０ｓ－２０００ｓ
时段的使用情况显示为：在第一个时段内该词常与

ｂｒｉｌｌｉａｎｔ，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ｊｏｌｌｙ和 ｊｏｋｉｎｇ结伴，而现在主要与
ｈｅｔｅｒｏｓｅｘｕａｌ，ｓｅｘｅｓ，ｇｒｏｕｐｓ和 ｂｉｓｅｘｕａｌ等词同现，这种
搭配变化自然反映了词语ｇａｙ本身意义的变化。

３　谷歌图书语料库特色

具体来讲，用美国英语谷歌图书语料库界面可以

查询出独立词如 ｇｒｉｅｖｅｄ，ｓｕｂｌｉｍｅ，ｂｏｓｏｍ的使用频率
呈下降趋势；ｓｔｅａｍｓｈｉｐ，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和 ｓｗｅｌｌ（作形容词）
为先上升后下降趋势；而 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ｆｕｎｋｙ和 ｇｕｙｓ的用
法呈上升趋势。也可以查询短语，并且短语中的具体

位置词可以用词性界定或使用通配符。Ｄａｖｉｅｓ教授的
美国英语谷歌图书语料库界面可以使用词性 ＰＯＳ查
询，这在谷歌图书界面是无法进行的。如可以查询诸

如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ＮＯＵＮ，ＡＤＪｗｏｍａｎ，ｗａｌｋｅｄＡＤＶｌｙ，或
ＶＥＲＢｔｈｅｗａｙ（大写字母为词性类别，置于查询框中则
按语料库要求进行，如 ＮＯＵＮ需要输入为［ｎ］）。也
可以查询一个词的所有词形形式或同义词。还可以合

并查询复杂结构如 ｓｙｎｏｎｙｍｓｏｆ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ａｆｏｒｍｏｆ
ｗｏｍａｎ（查询框里输入［＝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ｗｏｍａｎ］），或 ＡＤＪ
＋ｓｙｎｏｎｙｍｏｆｓｉｌｌｉｎｅｓｓ（输入［ｊ］［＝ｓｉｌｌｉｎｅｓｓ］）。
对句法感兴趣的用户同样可以在该界面查询特定

句式结构，如［ｓｔａｒｔ］ｔｏＶＥＲＢ（输入［ｓｔａｒｔ］ｔｏ［ｖ］），
ＶＥＲＢｏｎｅ＇ｓｗａｙＰＲＥＰ（输入［ｖｖ］［ａｐ］ｗａｙ［ｉ］，得
到结果如ｆｏｒｃｅｈｉｓｗａｙｉｎｔｏ等）。对于曾经研究过助动
词的研究者可以再在该千亿级大型语料库中对比ｍｕｓｔ
ＶＥＲＢ，ｓｈｏｕｌｄＶＥＲＢ，ｏｕｇｈｔｔｏＶＥＲＢ，ｈａｓｔｏＶＥＲＢ或
ｎｅｅｄｔｏＶＥＲＢ的用法，相信会有新的斩获。而且这些
查询均是返回整类查询结果，在谷歌图书中则只能逐

项查询，但动词类是开放词类，无法进行穷尽式的查

询。在美国英语谷歌图书语料库查询这些结果只需几

秒钟就可以呈现，但标准谷歌图书进行相同查询则可

能历时数小时、几天甚至几周都无法完成。

近邻词汇（ｎｅａｒｂｙｗｏｒｄｓ）与搭配（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ｅｓ）严格
来讲是不同的，语料库中查询的是一个词的近邻词语

而并非全部是Ｆｉｒｔｈ所定义的“由词之结伴可知其词”
的有意义词项组合。近邻词汇比搭配包含的范围更

广，包括了词之间没有修饰关系但在一定词距内的共

现成分，为了方便描述本文仍然通称为“搭配”。偶然

的词语近距离同现也许只是特例，但高频的同现则可

能说明尽管同现词间无显著结构修饰关系，但它们之

间一定有某种语义关系。近邻词汇搭配的查询（需要

将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ＥＳ一栏点击显现出输入框才可以进行）
极大地突破了谷歌图书的限制，查询不再局限于谷歌

图书的实际字符串查询，可以使用词性类别，如进行相

邻的动名搭配、形名搭配和名名搭配等查询；也可以跨

距查询搭配，但由于谷歌图书 ｎ元组中 ｎ的最大值为
５，所以只支持左或右跨距为４词内的查询，并且查询
搭配时输入ＷＯＲＤ（Ｓ）框的核心词目前只能是单个词
汇，两词以上的词串暂时不能进行该类处理。如查询

·６１·

汪兴富，等：谷歌图书与谷歌图书语料库比较



ｅｎｔｒｏｐｙ的左侧搭配动词可以得到如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ｆｉｎｄ，
ｓｅｅ，ｃｏｍｐｕｔｅ和ａｌｔｅｒ等动词，点击所查询的字串结果
或点击每１０年时期显示的频数即可链接到相应的谷
歌图书网站界面，并且以所查询的字符串在谷歌图书

搜索并显示图书预览，用户不用再次在谷歌图书界面

输入想查询的内容。

在谷歌图书语料库查询词汇 ａ与 ｂ搭配时（ｂ输
入的是表类别的词性），实际查询将进行两个步骤：第

一步由语料库查出所有 ｂ与 ａ共现的词汇（单个词
汇），第二步将在用户点击具体显现的ｂ词项后展现所
定义词距结果（即ｎ元组）。

在谷歌图书语料库和ＣＯＣＡ语料库查询词汇词性
时可以使用更精准的比例限定标记｛ｘｘ｝，表示按该词
在语料库中的词性比例进行查询，ｘｘ的值为０１－９９，
默认值为５０。如输入［ｖ］｛９０｝ｌｉｋｅｔｈａｔ表示查询该
形式中第一个词（即［ｖ］｛９０｝）为动词词性且为动词
时比例是９０％的情形，得到的结果有ｓｏｕｎｄ／ｗｏｒｋ／ａｃｔ
／ｆａｃｅ／ｐｌａｃｅｓ／ｄｒｅｓｓｌｉｋｅｔｈａｔ，因为该结构第一个词还
可能为名词，如 ａｓｔｒａｎｇｅｓｏｕｎｄｌｉｋｅｔｈａｔ，ｄｏｗｏｒｋｌｉｋｅ
ｔｈａｔ，ｗｉｔｈａｆａｃｅｌｉｋｅｔｈａｔ。

谷歌图书语料库与ＣＯＣＡ语料库相比也有不同的特
色展现，如在ＣＯＣＡ查询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有１３４次，在
谷歌图书语料库查询同时段的数据为２６５４５次，差异自然
有库容的因素（同时段ＣＯＣＡ收词４．２５亿，谷歌图书语料
库４６８．９亿），但主要是语料库收录的材料不同所致，如谷
歌图书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的专著就有多本。

４　谷歌图书语料库查询原理

整个语料库是基于谷歌图书提供的 ｎｇｒａｍｓ（即 ｎ
个词序列）制作的，查询美国英语谷歌图书语料库时实

际是在查询这些ｎ元组，而不是在直接查询谷歌图书。
但由于这些频率表与谷歌图书间建立了链接，点击查询

结果或频率数后也就能在Ｇｏｏｇｌｅ图书中看到具体的呈
现情形。谷歌图书语料库是将每个区别性的ｎ元组整
合为１０年期的数据存储在关系数据库中供用户查询。

只有那些在１５５０亿词汇中出现４０次以上的词串才
会进入ＧｏｏｇｌｅＢｏｏｋｓ的ｎ元组；谷歌图书ｎ元组本身不是
按词性ＰＯＳ标注的，但Ｄａｖｉｅｓ教授对谷歌图书语料库中
的ｎ元组数据专门做了词性标注。由于１ｇｒａｍ只有一个
词汇，当词具有多个词性又无上下文参照时无法准确判

定其词性，如ｌｉｇｈｔ。１ｇｒａｍ相当于一个词频表，即给出所
有词出现的频数。２元组及以上的词串方便标注，尤其是
在有冠词或其他限定词修饰时能适当排歧（ｄｉｓａｍｂｉｇｕ

ａｔｅｄ），较易判定其名词词性（如ｔｈｅｌｉｇｈｔ），或不定式符号
ｔｏ及助动词有助于判定动词（如Ｉｗａｎｔｔｏｌｉｇｈｔｔｈｅｆｉｒｅ）。
如在谷歌图书查询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ｉｎｔｏ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有３８２
项，其中有ｍａｎｅｕｖｅｒｅｄｔｈｅｍｉｎｔｏ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和ｔｒａｐｔｈｅｈｕｓ
ｂａｎｄｉｎｔｏ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但在谷歌图书语料库单独查询这两例
却没有返回任何词条，原因就是因为这样的ｎ元组数据
没有达到４０次的阈值限度，没有进入谷歌图书ｎ元组集
合。另外长词串的４元组或５元组的查询不如短词串表
现出色，查询２个词距内的结果会比查询４个词距内的结
果多得多。

４０次的阈值有其独特的意义，用户至少不会将这类
词串看作排版错误（ｔｙｐｏｓ）或异常情形（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谷
歌图书语料库比４亿词汇的ＣＯＨＡ语料库大得多，词条
的总频率数（ｔｏｋｅｎｓ）也要多许多，但词串类别（ｔｙｐｅｓ）与
ＣＯＨＡ相比只是接近甚至更少，如表２所示。

表２　谷歌图书与ＣＯＨＡ部分数据对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ＧｏｏｇｌｅＢｏｏｋｓ ＣＯＨＡ

ｔｏｋｅｎｓ ｔｙｐｅｓ ｔｏｋｅｎｓ ｔｙｐｅｓ

［ｊ］ｇｒｏａｎ
ｈｅａｖｙ／ｈｏｌｌｏｗ／

ｍｕｆｆｌｅｄｇｒｏａｎ
５６７８３ １８３ ８６９ ２７４

ｓｕｌｔｒｙ［ｎｎ］
ｓｕｌｔｒｙｈｅａｔ／

ｗｅａｔｈｅｒ／ｖｏｉｃｅ
８２，４１９ ２２４ ６８７ ２３６

ｗａｌｋｅｄｌｙ．

［ｒ］

ｗａｌｋｅｄｑｕｉｃｋｌｙ／

ｓｌｏｗｌｙ／ｂｒｉｓｋｌｙ
４４６，４１４ ３９８ ５，１６２ ３７６

ｓｔａｒｔｅｄｔｏ

［ｖｖ］

ｓｔａｒｔｅｄｔｏｒｕｎ

／ｗａｌｋ／ｎｏｔｉｃｅ
８６８，３７１ ９０７ １０，５６６ １２８２

谷歌ｎ元组是大小写敏感的（ｃａｓ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如查
询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将返回４类结果：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７０９９），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６２８），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５０１），和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６６）（括号中
数字为该形式的频数）。Ｄａｖｉｅｓ教授争取在今后添加
选项框把该类无意义区别的信息集中呈现。Ｇｏｏｇｌｅ图
书的ｎ元组也包括了标点符号，但与书的对应不是很
好，如“ｉｄｅａ；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中间的标点符号在谷歌图书
中显示为，或．或；，甚至没有。也就是说查询在ｎ元组
中可见，但在谷歌图书中不一定正确显现。这对于需

要将标点符号纳入查询条件的使用者来说是个问题。

后续工作将努力解决这一难题。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用户可能会发现Ｄａｖｉｅｓ教
授的谷歌图书语料库频率查询数据与谷歌图书网站数

据不一致（ｍｉｓｍａｔｃｈ）。然而该语料库数据与谷歌 ｎ元
组数据是完全一致的。原因在于该语料库是美国英语

图书数据集，而谷歌图书呈现的图书摘录是所有谷歌

图书（包括英国英语图书等），因而在谷歌图书网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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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有比谷歌图书语料库ｎ元频率更多的数据。依据
谷歌图书语料库查询的数据是正确的，谷歌图书摘录

数据只是没有给定限定范围而显示了更多数据而已。

５　后续工作

离散查询现在是语料库的弱项，也就是在该语料

库界面下无法方便查询几个独立的关键词信息，如查

询什么书论述了ＮＬＰ，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ｔｏｎｙｍｓ和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在谷歌图书中查询则相对方便一些。谷歌
图书语料库查询的功能暂时还没有Ｄａｖｉｅｓ教授其他几
个语料库丰富，并且在进行搭配查询时 ＷＯＲＤ（Ｓ）框
只能输入１个单词，包括通配符。Ｄａｖｉｅｓ教授争取尽
快增加谷歌图书语料库查询功能，变成和其他语料库

一样丰富的有序关系查询。

该界面现在只是一个先期版本，并且只包含美国

英语图书数据。Ｄａｖｉｅｓ教授接下来会增加更多特色查
询框。尤其希望像在 ＣＯＨＡ中进行语义导向的查询，
如查询表达＂ｂｒｉｅｆｌｙｔｏｕｃｈｓｏｍｅｏｎｅ＂概念（输入［［＝
ｓｔｒｏｋｅ］］．［ｖ］［ａｐ］［ｎ］），就会显示 ｓｔｒｏｋｉｎｇｈｅｒ
ｈａｉｒ，ｒｕｂｂｅｄｈｉｓｃｈｉｎ，ｐａｔｔｅｄｈｅｒｓｈｏｕｌｄｅｒ等结构。谷
歌图书语料库界面证明谷歌图书数据可以整合到现有

的Ｄａｖｉｅｓ教授的各语料库界面中。目前的一些基本功
能还会有陆续添加以丰富界面和查询内容，如频数分

布按年而不只是按１０年期显示、两个词的多个搭配词
之间的比较、两词以上字串的搭配词查询、可存储用户

查询的词表及结果、按词目词归类以及兼容不同的操

作系统和浏览器等功能。由于受限于谷歌图书数据的

ｎｇｒａｍｓ表示，１０－２０词的真实长词串不能查询。但后
续的更新将能让用户查询任一词的最常见词串。并且

作者也希望在获得相关研究经费后增加英国英语、西班

牙语、德语和法语的类似图书语料库，这些语料库库容

都至少在５００亿词汇以上，它们对于已有资源和检索将

是非常了不起的补充。借助这些语料库人们将能够进

行更深入的语言研究和更精准的行业资料查询，而这样

的研究用其他语料库工具目前都是不容易实现的。

谷歌图书对自己汇总图书的工程给了出版社和作

者一个美妙的解释：“我们尊重您为您的图书所付出的

大量创造性劳动。这就是我们想尽可能地让人们容易

找到图书的原因。”（Ｗ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ｈｅ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ｏｒｔｙｏｕｐｕｔｉｎｔｏｙｏｕｒｂｏｏｋｓ．Ｔｈａｔ＇ｓｗｈｙｗｅｗａｎｔｔｏ
ｍａｋｅｉｔａｓｅａｓｙａ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ｆｉｎｄｔｈｅｍ．）但
谷歌图书这句话似乎只是让读者快速找到了书，并没

有帮读者高效阅读和查找书中信息。我们的认识是谷

歌图书语料库在谷歌图书的注解后加入了“ａｎｄｕｓｅ
ｔｈｅｍ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让读者真正高效地使用图书。

谷歌图书本身就已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工具，使研究

者在资源文献方面获益匪浅。所有图书包含的词汇总量

是其他任何已有英语语料库的几百倍甚至上千倍。但其

许多作用和潜力都被ＧｏｏｇｌｅＢｏｏｋｓ界面有意或无意地禁
锢起来了。借助Ｄａｖｉｅｓ教授的美国英语谷歌图书语料库
界面将能让英语研究者和学习者更上层楼，让专业的资

料查询更简单友好并且高效，能让使用者发挥无限潜能

去大胆挖掘谷歌图书这一巨型语料库宝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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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兴富，等：谷歌图书与谷歌图书语料库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