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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English-Corpora.org 是世界范围内使用最为广泛的语料库集（高度可检索文本集）。 本语料库每月的使

用人数超过 13 万，遍布 140 多个国家。 此外，全球有几百所大学持有学术研究许可证，用户凭此证可

获取高级访问权限。 

在本语料库集的基础上，成千上万篇学术文章、论文以及学位论文得以完成，而这些文本也支撑起世界

范围内涵盖各个层次的语言及语言学课程。近五至十年里，几乎所有关于“用语料库进行英语教学”的书

籍都围绕本语料库集展开（因其创建于杨百翰大学，有时也被称为“杨百翰大学系列语料库”）。 

自 2005 年第一批语料库发布以来，现在共建有 17 个语料库： 

 Corpus # words Dialect Time period Genre(s) 

1 iWeb: The Intelligent Web-based Corpus  14 billion 6 countries 2017 Web 

2 News on the Web (NOW) 11.3 billion+ 20 countries 2010-yesterday Web: News 

3 Global Web-Based English (GloWbE)  1.9 billion 20 countries 2012-13 Web (incl blogs) 

4 Wikipedia Corpus  1.9 billion (Various) 2014 Wikipedia 

5 Hansard Corpus 1.6 billion British 1803-2005 Parliament 

6 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 (COCA)  1.0 billion American 1990-2019 Balanced 

7 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 755 million British 1470s-1690s (Various) 

8 Coronavirus Corpus  673 million+ 20 countries 2020-yesterday Web: News 

9 Corpus of Historical American English (COHA)  400 million American 1810-2009 Balanced 

10 The TV Corpus 325 million 6 countries 1950-2018 TV shows 

11 The Movie Corpus 200 million 6 countries 1930-2018 Movies 

12 Corpus of US Supreme Court Opinions 130 million American 1790s-present Legal opinions 

13 Corpus of American Soap Operas  100 million American 2001-2012 TV shows 

14 British National Corpus (BNC)   100 million British 1980s-1993 Balanced 

15 TIME Magazine Corpus  100 million American 1923-2006 Magazine 

16 Strathy Corpus (Canada)  50 million Canadian 1970s-2000s Balanced 

17 CORE Corpus  50 million 6 countries 2014 Web 

 

 

为何语言变体如此重要 

词频 

词组和搭配 (和型式) 

语法 / 句法 

语义 (通过搭配词体现的词义和用法) 

历时变体 (近期变化) 

方言变体 

虚拟语料库 (聚焦某一特定话题) 

为语言学习者和教师准备的工具 

其它工具及功能 

 

https://www.mark-davies.info/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iweb/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now/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glowbe/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wiki/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hansard/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eebo/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rona/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ha/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tv/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movies/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scotus/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soap/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bnc/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time/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an/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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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语言变体（如此）重要  (返回开头) 

本语料库集尤为关注（不同体裁、历史时期和方言间）的英语变体，使得它有别于其它任何语料库。那

些语料库仅提供大“团”数据，很少提及变体。变体为何重要呢？ 让我们以单词 seldom 为例， 在 COCA 

(含 10 亿词的当代美式英语语料库，后文简称 COCA) 中，该词在正式场景中的使用频数比在非正式场景

中使用的频数更高，并且其使用频数正随时间推移而骤降。 

(注意: 在示例 seldom 和本文件中其它的此类示例中， 单击蓝色链接进行检索。在浏览器上，可以通过“在新标签

页上进行搜索”并随后关闭来使检索更加便捷。) 

 

  

 

如果一个大型在线语料库只能告诉你， seldom 在 170 亿个单词中出现了 8 万 7 千次，那么这个语料库的

用处并不大。因为学生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们在用这个词的时候给人感觉其实要么像个七八十岁老头，

要么太过郑重其事，或者两者兼有。这只是个检索频数的简单例子。而对于无数单词（频数、语义和用

法）以及语法结构来说也是这样，只知道其频数还不够。语言变体十分重要，而 English-Corpora.org 是

唯一一个能详细展现英语变体的语料库。 

 

词频  (返回开头) 

首先介绍最基本的功能：用户可以检索任何单词或短语在本语料库集不同版块出现的频数，也可以在子

版块中检索频数（仅在某些语料库中）。 例如，单词 strategic 在 COCA 中的学术板块中的频数最多，而

在整个学术版块中，该词又在商业、 历史和 法律/政治学几个子版块中的频数最多。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c=coca&q=92634330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c=coca&q=92754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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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检索任何单词、词组或子字符串 （例如 words with *break*，表示检索包含子字符串 break 的单

词），并在语料库的各版块中查看所有匹配结果。比如，COCA 会依次呈现检索结果在博客、其它网页、

电视/电影字幕、无脚本电视和广播话语类节目、小说、杂志、报纸和学术期刊中的频数。 

 

用户也可以在语料库中任意两个版块间进行比较，比如通过对比发现，特别不正式的电视/电影字幕

（下左）和相当正式的学术文本（下右）中，包含子字符串 break 的单词出现的次数要多得多。 

 

研究人员也可以查看在某一体裁（或子体裁）中比在另一体裁中出现频数高得多的所有单词。例如，下

左图显示的单词是在 COCA: Academic: Medicine （学术体裁中的医学子体裁）中的高频词，而非 COCA: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c=coca&q=92633190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c=coca&q=92634428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c=coca&q=9263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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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学术体裁）中普遍使用的。这样，用户就可以轻松找到如商业、医学、法律或工程等相关领

域的词汇。 

 

 

词组与搭配（词串）  (返回开头) 

当然，用户不止可以检索单个单词。下图展示了在 COCA 里，词组 soft + NOUN 在不同体裁中的结果，请

注意学术领域的 soft tissue(s)， power， skills， 电视/电影的 soft spot，小说的 soft voice， light， skin， 

touch， music， 和新闻与杂志的 soft drink(s) 或 landing 的结果。 所以，一个语料库，即使库容“巨大”

（150-200 亿单词），如果没有区分体裁，就无法呈现上述的差异结果。 

 

用户可以通过比较语料库内两种不同的体裁，找出一种体裁中使用频数更高的词组。例如， 以下截图

是 phrasal verbs with out（含有 out 的动词词组） 分别在小说（左）和学术（右）中的高频词组。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c=coca&q=92633245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c=coca&q=92633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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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 (返回开头) 

语料库还可以显示单词和短语的搭配。单词并非是孤立出现的，学习者需了解一个特定单词的搭配型式。

例如，从下图可看到，作动词的 account 后面几乎总是跟着 for： 

 

而 fathom 前几乎总有一个否定词。这便是为什么对母语者而言，I totally fathom what you're saying 这样

的句子（fathom 前无任何否定）听起来很奇怪。 

 

在展示单词的搭配型式方面，语料库远胜于简单的词典。 

语法/句法 (返回开头) 

语料库的最佳用途之一是研究句法结构的频数和用法。例如，试看 "like 结构"（and I’m like, he can’t do it, 

或者 but she was like, let’s just buy it），语料库可显示所有匹配短语的频数，以及它们在语料库各体裁中

的频数（下图显示的是“like”结构在 COCA 中各体裁和 1990-2019 年各时间段的频数）。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c=coca&u=15255&k=15439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c=coca&u=15255&k=11283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c=coca&q=9263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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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看 COCA 中 "BE passive"（如 he was hired; it was paid）或 "GET passive"（如 he got hired; it got 

paid）的频数。BE 被动态在正式体裁中出现的频数更高（这就反驳了被动态主要用于 "草率 "讲话中的观

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略有减少。而 GET 被动态则更多地出现在非正式体裁中，其频数随着时间的推

移增加。因此，若有人用英语写一篇学术论文，使用 BE 被动态要比使用 GET 被动态恰当得多，因为后

者太不正式。 

BE + V-ed 
 

 
GET + V-ed 
 

 
 

由于 COCA 是唯一具有体裁多样、库容大、语料新等特点的英语语料库，数以百计类似的英语句法变异

方面的深度研究都是基于它进行的。 

语义（词义和用法）（返回开头） 

遵循"由单词的搭配可知其词"这一理念，搭配词（邻近词）对深入了解一个单词或短语的语义和用法极

其有用。在 iWeb（由来自网络的 140 亿单词组成）和 COCA（10 亿词、体裁均衡）语料库中，用户可看

到按词性划分的搭配词频数（并显示搭配词更倾向于出现在检索词的前或后，以及两词的“紧密度”）。

例如，这些是 iWeb 语料库中 hormone 的搭配词（先点“WORD”搜索，再点“COLLOCATES”查看搭配词）：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c=coca&q=92634592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c=coca&q=9271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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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词通常是看 "邻近"的词（如左边四个词到右边四个词）。话题（English-Corpora.org 特有的功能）

可查看语篇中任何地方共现的词。在许多情况下，话题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一个词的词义和用法（再看看

iWeb 语料库中 hormone 的例子）： 

 

搭配词有时反映出一个词具有与最初预期不同的 "语义韵"， "语义韵 "反映某些词的搭配词更多是积极还

是消极色彩。例如，我们可看到在 COCA 中（作为动词的） cause 的名词搭配词是多么消极： 

 

搭配词也可用来研究近义词间的区别，如对比 totally 和 completely（+ADJ），可观察到 totally 的搭配词

更为非正式（左）。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c=coca&q=92852730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c=coca&q=92857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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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词语义和用法也会因体裁而不同。例如，试看 care 的搭配词在小说中（左图；搭配词更多是接受照顾

的对象）和在学术文本中（右图；搭配词更多是提供照顾的主体）的不同： 

 

搭配词也可超越严格的 "语义"，反映出对于不同话题“我们在谈论什么”。例如，来看看 Asia（左图；更

侧重国家和机构）和 Africa（右图；更侧重个人、健康和福祉）的搭配词。 

 

English-Corpora.org 中的语料库是唯一可按同义词进行检索的语料库，这意味着可以把检索集中在意义

和形式（多词）上。这对非母语者而言非常有用，因为他们可以从多个 "相互竞争 "的词中看到哪些词

在特定语境中被实际使用（如“strong” argument），从而让他们的文章或语言更"接近母语者"。 

 

 
 

同义词也会因体裁而变化。例如，在小说（左）和学术语篇（右）中检索 strong 的同义词。要在同义词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c=coca&q=92302869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c=coca&q=92302291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c=coca&q=92302291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c=coca&q=92633501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c=coca&q=92633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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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典中找到所有这些词并不难，但只有语料库可以显示一个词的同义词会因体裁而异，如在小说体裁中，

作家可能会用 beefy， burly， strapping lumberjacks 作为“strong”的同义替代，而在学术写作中与"strong"

同义的则是 effective， compelling， persuasive arguments。 

 

 

历时变体 (返回开头) 

English-Corpora.org 中的许多语料库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语言演变数据，比如聚焦 15 世纪-17 世纪（在线

版早期英语书籍语料库 EEBO），1810-2009 年（历时美国英语语料库 COHA），1800-2018 年（美国最高

法院语料库 US Supreme Court），1803-2003 年（英国议会议事录语料库 Hansard; British Parliament），

或是涵盖 1926-2006 年（美国时代杂志语料库 TIME）。电影语料库 （Movies）（1930-2010 年）和电视

（TV）语料库（1950-2010 年）是仅有的两个大型语料库，提供大量相当非正式化口语变化数据。而研

究人员也可在如 COCA（1990-2019）、在线新闻语料库（NOW）（2010-2020）和冠状病毒语料库

（Coronavirus）（2020）几个库中关注近期的语言变化。后两者每晚都会更新数百万词的数据。总的来

说，这些语料库有数十亿词，库容大多是同类历时语料库的 50-100 倍，这使得研究人员能观察到更为

广泛的现象。此外，它们提供的检索范围比在 Google Books n-grams 中简单精确检索词和短语要广得多。 

在入门层面上，研究人员可以查看单词和短语在各个年代出现的频数。例如，以下是 COHA 语料库（含

4 亿单词，涵盖 1810-2009 年）的截图，可以看到 steamship 一词在各个年代出现的频数，以及 Reds 在

各个年代甚至每年出现的频数（注意 1953 年，即美国参议院举行数次麦卡锡听证会那年）。像搜索 a 

most ADJ NOUN 一样，研究人员也可以查找短语，包括词性。 

steamship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rona/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ha/?c=coha&q=92634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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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s 

 

 

a most  
ADJ NOUN 

 

 

 

研究人员可以找到所有年代中符合要求的字符串的频数，例如可以在 COHA 语料库中查看*ism words 

（以 ism 结尾 的单词）在不同年代的频数。可以看到，patriotism、despotism，和 heroism 在 19 世纪出

现的频数更高， socialism、communism，以及 nationalism 在 20 世纪中期出现频数更高，capitalism 和 

terrorism 在 20 世纪末、21 世纪初出现频数更高。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ha/?c=coha&q=92634555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ha/?c=coha&q=92634641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ha/?c=coha&q=92634641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ha/?c=coha&q=92634663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ha/?c=coha&q=92634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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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还可以在语料库中找到所有在某一时期比其它时期更常见的单词。例如，COHA 语料库显示了

包含 *heart* （heart 字符串） 的单词在 19 世纪（左图）和 20 世纪晚期（右图）的频数对比，TIME 语

料库显示了*ess words（以 ess 结尾的单词）在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左图）和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

纪 10 年代（右图）的频数对比；注意那些年代久远、带有女性词缀的单词，例如 negress、authoress、

sculptress、adventuress 和 poetess。 

 

 

English-Corpora.org 还可用于研究语法的变迁。（自 COHA 语料库于 2010 年发布起）的过去十年间，

English-Corpora.org 广泛用于研究。例如，可用 COHA 查看过去 200 年间 GET + V-ed 这类短语（例如 get 

married、got painted）出现的频数， 或查看 END up V-ing 这类短语（例如 ended up paying too much）的

频数；可以看到，后者是近 100 年前才开始使用的。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ha/?c=coha&q=92634567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ha/?c=coha&q=92634567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time/?c=time&q=92634772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time/?c=time&q=92634772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ha/?c=coha&q=90648159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ha/?c=coha&q=92634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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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up V-ing

 

研究人员也可通过搭配词研究语义的变化，因为搭配词的改变可能标志着一个单词含义或用法的变化。

下图是过去 200 年各年代里 gay 的搭配词变化。在 19 世纪，gay 一词更多和“快乐、喜悦”联系在一起，

到了 20 世纪后半叶，则向“性取向”靠拢。  

 

搭配词也可以标志我们对某一话题讨论内容的变化。例如，19 世纪的文本中 women 的搭配词（左图）

带有强烈的性别歧视意味：从道德角度对女性评价（noble、 true、pure、 cultivated、 refined、

wretched）；通常认为女性处于弱势（unfortunate、abandoned、helpless）；给聪明或独立的女性打上

“不寻常”的标签（strong-minded、clever）。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ha/?c=coha&q=92634703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ha/?c=coha&q=60212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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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English-Corpora.org 的语料库以外，没有其它任何历时语料库有足够丰富的库容和强大的架构，去完

成以上两例搭配词的搜索。而且，在收词 4 亿条的 COHA 或是 English-Corpora.org 的其它历时语料库里，

要实现以上复杂的搜索并提供大量有用的数据，仅需 1 至 2 秒。 

 

近期变化  （返回开头） 

EEBO、COHA、US Supreme Court，以及 Hansard（英国议会）这几个语料库聚焦数百年前或是近两百年

左右英语的变化。但 English-Corpora.org 系列语料库还有个特点，即能让研究人员查看英语近些年的变

化。电影语料库（涵盖 1930-2010 年）和电视语料库（涵盖 1950-2010 年）是全球仅有的两个大型语料

库，聚焦近年非正式英语口语的变化。例如，它们能显示 1930—1969 年（左栏）和 1990—2018 年（右

栏）更常见的单词（包括近几十年电影中出现较多的秽语）。 

 

在 COCA 中如何查看英语基于不同体裁的变体，已经在前面小节做了介绍。不过，从 1990 到 2019 年，

该语料库里各类体裁的比例每年几乎没有变化，因此这个拥有十亿库容的语料库也可以用于查看过去30

年英语的变化（COCA 是世界上唯一能实现这类搜索的语料库）。例如，用户可按五年为一个时间段查

看单词和短语的频数（也可查看每年的频数）。下图展示了以五年为单位，搜索 old-school 和 freak out，

能看到它们使用频数的增加（现在是 25-30 年前的四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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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school freak out 

  
 

研究人员也可研究英语近年来的句法变化，例如 END up V-ing 结构（如 we ended up leaving at 9 AM 

instead）或是 like 结构（如 and I was like， I guess they can come）使用的增加。 

END up V-ing “like construction” 

  
 

前文以单词 gay为例，演示了在 COHA语料库中如何通过查看搭配词来发现其语义的变化。在 COCA中，

也可进行同样的搜索，查看单词在过去 30 年里语义和用法的改变。以下分别是 web 的搭配词 的搜索结

果（注意：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与万维网相关的单词开始增加（右上图）），以及 green 的名词

搭配词 的结果，显示 21 世纪 10 年代（右下图）green 有了更新的含义，即“环保”。 

 

 

NOW 语料库的独到之处就是能显示英语新近变化。该语料库共收集了从 2010 年至今（确切地说，2020

年 11 月本指南完稿前一天）约 115 亿单词。每一天，该语料库会新增 600 万至 1000 万单词，也就是每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c=coca&q=92677983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c=coca&q=92715601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c=coca&q=92715632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c=coca&q=92678055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c=coca&q=92678095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c=coca&q=92678220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c=coca&q=9267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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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新增 2 至 2.5 亿单词。用户可查看单词和短语每半年的频数（甚至每十天的频数）。例如，下面截图

显示 fake news 在 2016 年下半年（即红框中的 2016-2）使用激增，可更具体地看到，该短语是在 11 月

上旬到 11 月中旬之间出现激增，紧随当年 11 月 8 日 的美国大选。 

 

 

NOW 语料库还可显示过去十年短语的变化，例如对比 2010-2013 年（左图），data + NOUN短语在 2018-

2020 年（右图；如 data ethics、data scandal）使用更频繁。 

 

Coronavirus 语料库 是 NOW 语料库的子集，包含自 2020 年起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文章。截至 2020 年

末，Coronavirus 语料库约包含 7 亿单词，每月还会新增约 6000 万至 7000 万单词。它能显示自 2020 年

1 月起，单词和短语每十天的频数。例如，我们可以看到 flatten the curve 的频数在 2020 年 3 月中旬达

到最高，6 月起趋于平缓。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now/?c=now&q=92678310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now/?c=now&q=92678448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rona/?c=corona&q=9271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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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变体  (返回开头) 

GloWbE 语料库收入 20 个不同英语国家大约 20 亿词的语料。研究人员可以通过该语料库查看不同方言

的差异，而其它任何一个语料库都达不到同样的效果。自 GloWbE 2013 年公开以来，研究人员已发表了

大量基于该语料库的文章。 

最基本的功能是，研究人员可以查看某个单词或词组在这 20个国家的使用频数，例如 fortnight（注意，

这个单词在美国和加拿大英语，以及基于美语的菲律宾英语中基本没有使用)，rather more ADJ（显然在

英国英语中使用得最频繁)，Eve teas*（意思是“性骚扰”，基本只在南亚使用），以及 equipments（复数

形式）在大多数国家都较多使用，除六个“核心”国家外（指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 

fortnight 

 
rather more 
ADJ 

 
Eve teas* 

 
equipments 

 
 

用户也可以查询匹配特定字符串的各种单词在全部 20 个国家的使用频数。例如，下图所示是使用最多

的*ism words（以 ism 结尾的单词）。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glowbe/?c=glowbe&q=92715743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glowbe/?c=glowbe&q=92716398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glowbe/?c=glowbe&q=92716398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glowbe/?c=glowbe&q=92715773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glowbe/?c=glowbe&q=92715802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glowbe/?c=glowbe&q=92715844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glowbe/?c=glowbe&q=92715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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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语料库和电影语料库也能提供方言差异方面的有用信息，因为它们汇集了来自六个“核心”国家的非

常口头的英语语料，库容达 5.75 亿词。例如，下表所示是对应各词性，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中更常见的

单词。 当然，这两个语料库也能比较这六个国家方言间任何其它方面的差异，包括构词、句法、语义

和用法（通过“搭配词”体现）。 

 

大量研究也使用了 GloWbE 语料库考察不同方言的句法差异，这里举两个例子予以说明。“like 结构”（如

and I’m like， no way can they do it）在美国英语中使用得最频繁，但也出现在其它“核心”国家，如加拿

大、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尽管频数从前往后越来越低）。下面右图是 try and VERB 结构

（如 I’m gonna try and talk to her，注意对比 try to talk）在六国的使用频数，该结构在美国英语和加拿大

英语中常被认为是“错误的”（源于这两个国家 50-100 年前约定俗成的语法），而在其它国家（不把这一

语法规则奉为金科玉律的地方），该结构就常见多了。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glowbe/?c=glowbe&q=92716465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glowbe/?c=glowbe&q=92716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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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 construction try and VERB 

  
 

基于 GloWbE 语料库的庞大库容（接近 20 亿词），我们也可以用搭配词来考查不同方言在语义和用法方

面的差异。例如，下图所示是 scheme 的搭配词，其中 alleged， evil， fraudulent， nefarious 等搭配说明

该词在美国英语中的消极色彩比在英国英语中更浓烈。 

 

对于讲不同方言的人们如何谈论不同话题，我们也可以用搭配词来对比，可揭示文化和社会层面一些有

意思的差异。 例如，亚洲和非洲方言中 wife 的搭配词（左图）包括 existing， temporary， permanent 等，

都与这些国家的文化习俗有关。像 chaste， obedient， good， virtuous 等其它搭配词也传达了这些国家

重要的文化习俗和社会规范。可以看到，一次仅用 2、3 秒的简单搜索——如果用对语料库的话——就

能呈现出不同国家文化的一些有意思的差异，不止语言学家，社会学家也会对此感兴趣。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glowbe/?c=glowbe&q=92716465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glowbe/?c=glowbe&q=92716446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glowbe/?c=glowbe&q=92716529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glowbe/?c=glowbe&q=22154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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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语料库（返回开头） 

从前面小节中可以看到，本语料库集划分了多个版块——例如体裁、年代和国家，供研究人员使用。 

用户也可以快速轻松地在语料库中创建一个文本集合，然后搜索这个”虚拟语料库”，就像是在用一个现

成的语料库一样。 比方说，用户可以专注于某一特定话题的文本（如生物、投资、核能、篮球或者哈

利波特）、某一特定作者或文本来源（如《纽约时报》、《天文学杂志》）、某一特定体裁（如电视语

料库中的真人秀、COCA 语料库或 BNC 语料库中的财经文章等）、某一特定时间段，或者任意组合以上

选项。 

下图具体展示了研究人员在电视语料库（左）和 NOW 语料库（右图上方）中创建虚拟语料库的页面。

English-Corpora.org 的 17 个语料库每个都可以用这样类似的页面创建虚拟库。用户也可以只基于单词和

词组快捷地创建虚拟语料库（右图下方）。 

TV Corpus NOW Corpus 

 

 
 

 
 

接下来，语料库会显示出自认为最符合检索内容的文本，以供用户选择。用户可以增加或删除虚拟语料

库中的文本，也可以在不同虚拟语料库间复制或移动文本。 

  

用户可以看到所有自建的虚拟语料库，并且能按自定义类别进行归类（如科学、财经和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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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最重要的是，用户可以查看自建虚拟语料库中的主题词表，还可以调整主题词对于该虚拟库的特有

程度。以下是基于维基百科语料库自建的[生物]虚拟语料库中的主题词。 

 

用户单击某一主题词时，就能看到它在该虚拟语料库中索引行： 

 

当然，用户也可以进行其它任何形式的语料库检索——单词、词组、子字符串、同义词、搭配词等——

然后将检索限制在某一特定的虚拟语料库中。这样的话，虚拟语料库就如同“语料库中的语料库”，这对

研究某特定话题的人员应该更加有用。English-Corpora.org 与其它语料库网站不同的是，用户仅需轻点

几次鼠标再等上几秒钟就能创建虚拟语料库了。 

 

为语言学习者和教师准备的工具（返回开头） 

前文展示的许多检索结果都能为英语学习者和教师提供有用的信息。简洁的频数表有时能帮助学生“校

正”自己写作某一体裁时的用语。例如，学习者光靠直觉可能不知道 a lot of NOUN 这个词组听起来非常

不正式，在学术写作中很不常用，而 several NOUN 用在正式写作中就恰当得多：  

a lot of NOUN several NOUN 

  
 

正如前面所说，在特定语境下从若干“相互竞争”的单词中找出最常用的那个是很有用的，比如在

argument前的与 powerful同义的搭配词。这类知识可以通过超长时间接触第二语言学到，或者，在语料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c=coca&q=92754610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c=coca&q=92754591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c=coca&q=92633501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c=coca&q=9263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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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中进行几秒检索也能获得，而这样的数据对将英语当作第二语言进行写作的人（包括各个学术领域的

研究人员）来说十分珍贵。 

 

除了前面显示的多种搜索方式之外，本语料库还专为语言学习者设计了一些特色检索功能，在其它任何

大型语料库中绝对找不到。例如，在 COCA 和 iWeb 中，用户可以分别浏览这两个语料库中排名前 60000

的单词列表（它们是仅有的最大的、并且经过仔细校正的英语频数列表）。下面词表片段截图展示了三

个不同频数段的样本：分别排位在 5000（即该语料库中最常见单词的第 5000 位），25000 和 45000 左

右的单词。每个单词都有一个链接，可访问它的“主页”，后面几个图标分别对应发音音频、视频、图

像以及翻译（下图）。 

 

 

 

语料库中排名前 60000 的每个单词（词元）都有各自的“主页”，有这个词（词元）非常丰富的信息，

包括：频数、单词排位（如第 1 位—第 60000 位）、按体裁检索的频数、定义，以及多个链接，通过点

击相应图标可以分别定位到其它网站的定义、在线词源信息、图片、视频、翻译（超过 100 种语言）、

相关话题、搭配词、同义词、词簇（两词、三词或四词组成）、使用该词最多的文本和索引行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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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词“主页”上所有版块的内容都只是概览，用户可以点击几乎任一版块获取更多信息。例如，点进动

词 break 的“词典”页面（该词在 COCA 或 iWeb 中一共有七个页面），就会看到同义词、不同词形的频

数、相关词汇、以及语义更具体或更概括的单词。用户可以点击网页上的任一单词，从而转跳到该单词

的“主页”。换句话说，所有的单词都是链接在一起的，这样用户就能通过关联词汇追踪单词的“语义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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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COCA 中的“分析文本”功能为语言学习者和教师提供了诸多非常有用的配置。用户可以输入整

篇文本（可以是自己写的，或是来自在线报纸或杂志的文章）。然后，语料库会对文本中的低频词（这

些单词往往也是学习者不认识的单词）进行高亮标识，并且显示文本中的单词在该语料库中不同频数段

的百分比。同时，会呈现不同频数段中所包含的具体单词，并按频数降序排列，这对提取文本中主题词

很有用。例如，下面来自 CNN 的文章（关于“识别 COVID-19 的载体”），文章中的关键主题词分别是

infected， infection， antigen， symptoms 和 virus。 

 

用户可以点击文本中的任一单词，或文本频数列表中的任一单词，就可以查看该词的完整条目，如前所

述。这是 COCA 语料库独有的特色，能够让用户轻松浏览不熟悉单词，并查看其详细信息。 

最后，用户可以点击文本中的任何单词生成短语，然后就能在 COCA 中快捷地找到相关短语。例如，这

篇文章中的短语 infectious diseases，用户可点击这两个词（左下图），然后点击“POS”（词性），来

检索除 infectious 之外的任何形容词，然后点击“FORMS” （词形）来查找 diseases 的任何形式（右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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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SUBMIT”（提交）之后，可以在 COCA 中找到相匹配的短语，并按不同体裁中的频数排序。 

 

对于教授写作或是用英语写作的非母语研究人员来说，可以“点击即查看”相关短语，特别方便。例如，

他们可以点击其文章中的任何短语，查看该短语在不同体裁中的频数（比如判断它是否正式），并且便

捷地找到更好的短语（比如如前所述，找到与 powerful argument 相关的短语）。 

其它工具及功能（返回开头） 

如前所述，用户可以进行广泛检索，但刚开始，可能会有些不知所措。幸好每个页面都有一系列“上下

文相关”的帮助文档，可以引导用户进行选项设置（例如下图的“搭配词”）。大部分这些帮助文档都

提供了示例搜索，通过点击，用户可以先了解熟悉语料库的使用。 

 

此外，每个“结果”页面都有一个[HELP]链接，可以帮助用户理解数据的具体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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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查看他们的检索“历史”，甚至可以找到以往检索过的特定单词或短语，然后复制检索的链接，

将其嵌入到研究论文或是网页中，这样其它人就能看到他们最初的检索内容（从而使语料库的检索结果

“可复制”）。 

 
 

通过添加注释或评论的方式，用户可以“标注”其检索，然后在这些标注中检索所有匹配项（例如，检

索某一课程讲座或是其正在撰写的论文）。 

 

用户也可以保存索引行，并划分成不同类别（注意下图中的三种不同颜色）： 

 

之后，还可以对这些索引行进行扩充、删除和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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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如果想检索一系列单词，例如与身体、情绪或是某类动词相关的一组单词，还可以创建“定制词

表”。 

 

然后直接将这些词表打包使用（如下图的“@body”，指定制的与身体有关的词表），从而“在语义层

面”对语料库进行检索： 

 

 
 

在任何检索“结果”页面，都有着丰富的外部资源链接，例如翻译（超过 100 多种语言），谷歌搜索的

网页、图像和书籍，以及单词的发音和视频。 

 

 

 
 

最后，研究人员还可以下载大量基于在线语料库的数据，方便离线时使用。例如，下载全文数据

(www.corpusdata.org)，频数数据(www.wordfrequency.info)，搭配词(www.collocates.info)以及 N 元组

(www.ngrams.info)。 

http://www.corpusdata.org/
http://www.wordfrequency.info/
http://www.collocates.info/
http://www.ngrams.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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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nglish-Corpora.org 的系列语料库集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料库，每月用户超过 13 万人次，包括研究

人员、教师和语言学习者。这些语料库已成为每年数以千计的研究论文的写作基石，也是世界各地课堂

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 English-Corpora.org，研究人员可以观察到英语的变体（如基于体裁的、历时的以及方言的），而在

其它语料库几乎无法实现。历史、文化以及法律等特定领域的研究人员还可以利用语料库中的大量文本

来研究社会文化问题。这些语料库为（广泛学术领域）的非母语研究人员的英语写作提供分析工具，是

标准词典和同义词词典都无法匹及的。同时，English-Corpora.org 还为语言学习和教学提供了丰富的可

能，让它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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