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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料库的民航英语被动语态初探 

现代语料库语言学通常被认为发端 

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随着计算机技 

术和因特网的快速发展，这门衍生于语 

言学、计算机科学、应用语言学以及认 

知语言学的边沿学科得到越来越广泛的 

运用。特别是其借助计算机技术大规模 

地分析真实语言素材的方法为我们科学 

地研究语言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语料库 

研究方法不但在普通英语(General Engl ish) 

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专门用途 

英语 (ESP)的研究上更是具有立竿见影的 

应用效果。专门用途英语语料库针对性 

强 ，因此可以在远远小于普通英语语料 

库规模(约1 O0万 )的基础上获取较为科 

学可靠的研究数据I 。为了进行该研 

究，本文作者建立了一个小规模的民航 

英语语料库(CAEC，约1 3O万)，并根据 

其中的波音737和空客320飞行员操作手 

册英语子语料库 (约1 2万)进行了被动语 

— — 波音空客飞行手册英语个案研究 
文／何均洪 夏 莲 

态的研究。 

英语被动语态概述 

对于 英语 学 习者 而言 ，“语 态 ” 

(VOIce)这个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它作 

为一个语法范畴，是表示主语和动词之 

间关系的动词形式。传统英语语法把语 

态分为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两种。伦敦 

学派代表人物韩礼德认为 人们在说话 

时往往包含一个过程(Process)，这个过程 

的参与者可能是动作的施事者(Agent)， 

也可能是使过程变为现实的目标(GoaI)和 

“受事者”(Recipient)。因此，若施事者作 

主语．则为主动语态，若 目标作主语 ， 

则为被动语态[2]。 

就语态而言，主动语态是语言中更基 

本 、更常见、更自然的结构，因而它是 

无标记的。与之相对应 被动语态无论从 

形态上还是从分布上看都是一种有标记 

的语态。我们知道，一个英语动词能否 

变成被动语态，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主动 

分句必须包含有 主动宾”这三个成分。 

英语动词的被动语态通常由 助动词be的 
一 定形式+及物动词的一ed分词+(bY短 

语)”构成 )。 Douglas Biber等利用语料 

库方法也得到相同的结论： Most passive 

constructions are formed with the auxiliary 

be fol lowed by an ed-participle” 不少 

语法书对get+ ed分词这种被动语态形 

式也有所论述，get在此作为助动词。但 

是get多用于非正式文体 ．而be则多用于正 

式文体中 j。 民航英语中的手册英语是 

专门用途英语(ESP)中学术英语的分支． 

文体较为正式，所以本文只对be型被动语 

态进行分析研究。 

英语 中，特别是在学术英语中被动 

语态使用得十分广泛。据Douglas Biber等 

的语料库统计 ，学术英语是被动语态使 

用最多的，平均每1。0万词次就出现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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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次 从比例上看 学术英语中被动语 

态形式占限定动词 (finite verb)的25％ 

而日常口语中只占2％。此外 get型被动 

语态仅较少出现在 口语中 且只 占所有 

动词的0 1％ 。学术英语中 为何被动 

语态的应用最为广泛7这是因为学术英 

语描述的主体往往是客观的事物 现象 

或过程 而客体往往是从事某项工作 的 

人或装置 ，这时使用被动语态不仅比较 

客观 而且还可以使读者的注意力集 中 

在描述 的事物 、现象或过程 ，即主体 

上 。英语的被动结构要求有助动词 出 

现 通常是 b e．但是 b e本身有八种 

形态变化 过去分词也有不规则变化形 

式 被动语态还经常与时态、体及情态 

动词结合产生复杂结构形式[7]。本文就 

根据 b e的八种形态变化进行语料库检 

索分析。 

词条原码 (1cmma)BE的词频分析 

根据以上对被动语态的一般分析 

“助动词be的一定形式+及物动词的-ed分 

词+(by短语)”是最为普遍的被动语态形 

式 。为了便于语料检索分析 我们把 

Lemma BE的八种形态一一列出：表一般 

现在的am is和are： 表一般过去的was 

和we re 表进行体的being 表完成体的 

been：以及表将来和情态的be。利用语料 

库检索软件MY FINDER对民航英语子语料 

库——波音空客系统描述语料库进行检 

索 得~lJLemma BE的八种形态(这里我们 

把每一种形态作为一个单独的类符)的出 

现频数 如下表 

根据表一 动词BE在民航英语子语 

料库中出现频数为3746，且在八种类符 

上分布极其不均衡。从统计的角度看， 

只 有 三 种 类 符 具 有 显 著 性 特 征 

(significance)：即表一般现在的 is和are 

以及表将来和情态的be。这样的检索结果 

与学术英语的一般特征完全吻合。因为 

学术英语重在描述一般化的过程、状态 

或关系(”the focus of academic prose is 

usualIY on generalized processes
，

states
， 

or relationships”)．所以一般现在时是其 

主要时态基调 】。 

为了进一步检验民航英语子语料库 

中被动语态与BE动词的结合度 ．我们对 

最具显著性特征的类符IS进行了深度检 

索。我们把IS设为节点词 (node word)进 

行语料检索 类符Is；E民航英语子语料库 

中的频数为2 2 8 6次，且与类符BY共现 

(co--occur)了376次。 通过对类符Is随机 

节选的30行检索行进行分析 其中25行 

均表现为被动语态 居然达到了惊人的 

83 3％ 。当然 由于并未对2286行进行 
一 一 分析 此数据具有一定局限性，但 

_  

这样的数据足以说 明B E动词在民航英 

语子语料库 中的被动语态用法高频率 

特征。 

词 条原码 BY 的词频分析 

当我们~：BBY设为节点词进行语料检 

索时，在波音空客 系统描述子语料库 

中 介词BY共出现886次。进一步检索表 

明 词条原码BE和BY共现了553次 而随 

机节选的30行检索行中显性被动语态出 

现了24次 高达80％。这至少从一个侧 

面说 明民航英语子语料库中被动语态多 

以BY—Phrase的形式出现。根据章振邦的 

观点 被动分句中 BY-Phrase通常是被 

省约掉。理由是 用被动语态主要侧重 

动作的承受者 ，动作的执行者被降到了 

次要地位[9]。 为什么波音空客系统描述 

子语料库中的被动语态多以BY—Ph rase 

的形式出现呢7让我们先来看看以下几 

行随机节选以BY为节点词的被动语态检 

索行 ： 

1)cockpit a rea iIlumination is pro- 

vided by dome I ights flood integral 

2)dome lights are automatically pow— 

ered by the battery bus at a 

3)on at the intensity selected by the 

indicater lights selector the 

4)crossover Iight valve as detected 

by the autobright system sensors located 

如上边随机所选的几个例句中 by— 

ph rase中没有一个带有动作行为人一飞行 

员 且均为动作行为的工具或手段。但 

是我们根据常识也能知道，在波音和空 

客飞行员操作手册中 含有许许多多的 

操作指令。那么，这些动作行为是如何 

得以实现的呢7很显然．动作行为人飞 

行员(施事者agent)被作为一种大的语境 

前提被缩略了．并且施事者很难恢复到 

由这些例句改为的主动句中。因此 ，该 

子语料库中的被动句中，by短语多表达方 

式、方法或手段，而不表达行为的发出者 

(doer)。当然，随着飞机自动化水平的提 

高．飞行员只需把飞行管理计算机(FMC) 

初始化．在飞行的大部分时间都不需要进 

行任何操作。对这类特殊的被动语态进 

行施事和受事分析时，也许该提供专门 

的语法归类。 

词 条原码 BE和 BY的共现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知道BE和BY是 

构成被动语态形式的两个重要词条原 

码 。 

二者的紧密关系决定了它们共同出 

现的极大可能性。为了科学客观地研究 

这个问题 我们对二者进行了共现分析 

(co--occurrence analysis)。 

首先 我们通过类符词频检索建立 

了CAEC子语料库的级序(rank order)表。 

既根据每一个类符在语料库中出现的频 

数从高到低进行排列得到的一个等级序 

列排位。为了使该级序具有可比性 ，我 

们借用了两个通用语料库(BNC语料库和 

Brown语料库)的级序表 并对其频数最高 

的1 0个类符级序进行对比(如表二)。在 

频数最高的1 0个类符级序这方面 BNC语 

料库和Brown语料库的级序比较相似。这 
一 方面是因为二者所收词汇量大(BNC约1 

亿 Brown约1∞万)：另一方面是二者都是 

平衡语料库(balanced corpus) 其在收集的 

样本文章时考虑了各个领域 各种体裁 

和风格等因素。而它们的相似则更加彰 

显了民航英语的独特性。如表二 类符 

is are和 by在CAEC子语料库中的级序均进 

远高于在另外两个语料库中的级序 这 

样的级序表明它们之间有相对较高的共 

现可能。结合上文对被动语态的一般分 

析．类符is are和 by共现与被动语态有极 

大的关联性。因此 三者的高共现表明 

CAEC子语料库中被动语态是一个突出的 

语言现象 其频率远高于通用语料库中 

的出现频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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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 我们对词条原码BE和BY的进 

行深度共现分析 即按类符共现分布比 

例进行比较。原码BE和BY在CAEC子语料 

库中共现了553次 其中具有统计显著 

性特征的是表一般现在的类符is和are占 

80 10％，共计443次 类符be占1 9％． 

共计1 05次。而进一步的检索行分析表 

明，类符be几乎全与情态动词连接。这 

样的共现分布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CAEC 

子语料库中被动语态与一般现在时联。 

由于波音和空客飞行员操作手册编 

写在内容、结构和篇章上是统一的．虽 

然有更新页面(revesion pages)．但就英语 

本身而言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所以波音 

737和空客320飞行员操作手册英语能很 

好地代表各自的系列。根据以上分析 ． 

在波音737和空客320飞行员操作手册英 

语 中．被动语态是一个十分 突出的特 

征。通过语料库检索分析，波音737和空 

客320飞行员操作手册英语中被动语态在 

分布上是以一般时态为基调的：在表现 

形式上多含By—phrase， 但其施事者又多 

为隐略的 其工具性和手段性特征 明 

显。因此 我们在飞行人员的教学中不 

仅要突出被动语态的高频率性 更要区 

别其有别于一般文体中的被动语态的专 

业特征 以便学员可以更好地掌握和运 

用被动语态。 

(作者单位：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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