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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指南 

感谢您选择 The Prime Machine。 我们希望此系统对您有所帮助。我们希望通过使用它, 

您会发现一些关于语言及语言表达的有趣的例子和使用方法。 

 

什么是语料库 （Corpus）？ 

从本质上讲, 语料库是一个提供单词和词组使用实例的文本集合。 这些文本可能来

自书面或口头语言。 他们可能是完整的文本, 也可能是节选自某文本。 语料库

Corpus 的复数形式是 Corpora。 

 

什么是 语词检索程式 （concordancer）？ 

Concordancer 是一个计算机程序, 它集合了特定单词或词组的实例。使学生或研究

人员可以通过整个语料库来查找词语的所有使用方式。它的工作方式与搜索引擎或

文字处理器的查找功能类似, 但其目的是为如何使用单词和短语提供实际示例。 

 

我能用 The Prime Machine 做什么？ 

The Prime Machine 在开发过程中充分考虑了语言学习者和老师的需求。 您可以使

用它来查找语言使用的示例。  

 

它无法取代其他形式的语言学习支持, 但是可以用它来补充信息。 下表列出了您可

以获得语言学习支持的资源，同时还对比了其他资源与 The Prime Machine 中提供

的信息的差异。 

资源 The Prime Machine 

词典  更多的实例； 

 特定领域的实例； 

 关于典型语言环境的信息（标签及关联） 

搜索引擎  结果能从用于文本分析的原文而不是网站中得出 

 关于常用搭配的信息; 

 所获结果的排序不会受到商业用途的影响 

单词&语法书  得到的结果可以剖析其实际使用; 

 得到的结果可以突出典型并显示差异化 

 可以看到不同体裁及文本类型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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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可能的用途是: 

·通过查找单词以找到有用的短语或搭配; 

·比较两个或多个同义词的使用情况; 

·查看不同体裁或文本类型中单词的使用方式; 

·从其他文本中查找示例, 以比较您自己的语言选择。 

 

系统要求 

The Prime Machine 是一款客户端-服务器应用程序, 这意味着如果需要使用它，您

将需要用互联网访问。 它是一个 Windows 应用程序, 可以在 Windows Vista 及以上

版本使用。 本系统已在 Windows 7 和 Windows 10 系统上进行了测试。 

目前, 它还不可用于其他平台, 但在未来, 希望它也可以在 Mac, iOS 和 Android 系统

上使用。 

 

安装 

The Prime Machine 应用程序文件是单个的 EXE 可执行文件。 如果要从 ZIP 文件复

制此应用程序, 应在运行之前将其解压。 

只需将应用程序文件放在桌面上 (或系统中的其他位置), 然后双击它即可运行。 

 

卸载  

The Prime Machine 不会在系统注册表中存储非常多的数据, 但是如果需要完全清

除信息, 可以到 "选项" 标签中, 选择 "加载/保存设置" 页, 然后单击“清除 tPM 文件

关联” 和 "清除家庭网络设置" 旁边的 清除键。 

您也可以直接删除应用程序的 EXE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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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 

本节将介绍如何使用 The Prime Machine 获取语言使用实例，以及如何运用某些主

要功能。 

 

打开应用程序 

当您第一次使用 The Prime Machine 时, 您需要连接到服务器以访问预准备的语料

库和资源。 

 

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学生和工作人员在校园中或使用 西交利物浦大学的虚拟网络时，

请记得勾选“尝试 tPM 内部网络（Try tPM Home Network）”以获得额外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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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连接"(connect), 应用程序将连接到服务器, 并检索可用的语料库的信息。 (如

果您已经保存了结果, 或者您想脱机创建 DIY 语料库, 则可以单击 "脱机工作" work 

offline) 

 

功能概览 

连接到服务器后, 将显示主界面。 在屏幕顶部有许多选项卡。 这些能帮助您查到有

关单词和短语使用的不同类型的信息。  

下图展示的生命环（Life-ring）按钮为您提供了有关当前选项卡的信息。 

 

XJTLU Staff and 

Students 

should tick this 

box when on 

campus or 

connected via 

XJTLU’s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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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不确定某一按钮或搜索框的用途, 您可以通过用鼠标指向它来获取提示消息。 

 

 

 

 

 

 

 

 



help.theprimemachine.com   使用指南 

© Stephen Jeaco, 2018  第 6 页，共 26 页 

以下为主选项卡列表及其用途: 

 

搜索选项卡 

 

输入要搜索的单词、搭配或短语。 

 

索引行与卡片

选项卡* 

"索引行"搜到的结果与 "卡片" 选项卡相同, 但只是

索引行搜索到的结果是以一个表格的形式展现。

且每一行只显示一个结果。 在其他软件程序中, 

这些称为题内关键词 (上下文中的关键字)。如果 

选定一个索引行，它也可以同时显示为一张卡片 

(请参阅下面的索引行部分)。 

 

频率选项卡* "频率" 选项卡可以帮助您查看您所查找的单词和

搭配是否常见。 当看两个不同大小的语料库的结

果时, 每百万字所计算的频率会帮助您比较结果。 

 

图形选项卡* "图形" 选项卡允许您查看所查单词的典型上下文

信息。 包括位置 (标题、文本位置等)、语法结构 

(情态动词、时态、定冠词) 等。 除了查看显示当

前结果之外, 还可以看到所有存储在整个语料库中

的结果的总体比例。 

 

搭配选项卡* "搭配" 选项卡根据不同种类数据统计度量，为您

展示了经常被一起使用的词语，即常用搭配。 

 

标签选项卡* "标签" 选项卡为您提供了所查单词较为重要的标

签信息。包括对整个文本的标记, 包含所查单词，

作者或发言者的特定部分。 

 

关联选项卡* "关联" 选项卡显示了所查单词的最常用文本类

别。 它还显示了某类文本中经常出现的关键词, 

以及你所查单词为关键字的文本。 

 

选项 在不同选项卡的顶部会出现一些选项, 但要保存或

加载设置并更改为高级设置, 您需要使用 "选项" 

这一选项卡。 

注意: 标记为星号 (*) 的选项卡仅显示通过服务器查询并下载的信息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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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按钮 

‘搜索选项卡’中有一些子页和一系列不同的语料库可供选择。 如果进入错误页

面, 请单击 "主页" 按钮来清除搜索框并返回默认语料库。 

 

 

 

 

 

 

简单搜索 

您可以在每个搜索框中输入 1 到 5 个单词。 当您开始输入一个单词时, 该程序将显

示一系列自动生成的单词列表。 

如果您在列表中看到所需的单词, 只需单击它即可。 

 

当您输入了与语料库中的完整单词匹配的单词后, 系统将给您进一步的建议, 显示为: 

·用同一串字母开头的较长单词; 

·常用的搭配; 

·同根词 

·具有类似含义或类似翻译的词语 

 If you get lost, click the Home Button to clear the 

search boxes and return to the default cor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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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输入的一串字母在当前选定的语料库中找不到, 将出现红色下画线来表示错误

输入。 这并不意味着拼写错误, 只是在当前语料库中不能找到任何结果。 另一方面, 

如果您有拼写错误, 可以右键单击该单词以获得拼写建议。 

 

 

当您右键单击标记有错误行的单词时, 该程序将检查所有语料库, 以查看它们是否包

含该单词。 例如, 如果您在英国国家语料库的口语语料库中查找 polymorph 这个单

词, 它是找不到的并且将被标记为错误。 然而, 这一专业术语在一些学术文本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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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存在的, 并且其使用频率将会被展示。 如果您双击列出的一个语料库, 本软件

将开始使用该语料库。 

 

 

什么是单词？ 

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但是对于 The Prime Machine 系统处理您输入的字符时, 

有几个要点需要解释。 

基于一串字母的搜索中: 

 不同的单词形式在展示结果时不会被组合在一起; 

如果你搜索原因（cause）和其复数形式（causes）你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同时得到

的结果也和搜索其动名词形式（causing）以及过去分词形式(caused)不同。 

 拼写相同但含义不同的单词将混合在一起; 

如果你搜索银行(bank), 你可能会发现河岸和银行混在一起的例子。 

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的处理方式相同。 这意味着瓷器(china）和中国(China)的结果

将混合在一起。 

如果一个单词中间的部分是大写，那么则会出现大写字母在建议框的情况。(如：

博士 PhD)。 

如果要同时查看两种单词形式, 可以使用 "比较" 按钮 (见下文)。 

 

搜索搭配和短语 

当您在搜索框中输入多个单词时, 你要知道某一个词的常用搭配及其与其他单词组

成的短语的区别。如果你搜索的词组被存储为常用搭配，该软件的数据库也会存储

关于此搭配的语言知识点（例如语义，语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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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he Prime Machine 中， 

如果您输入或选择一个符合要求的短语, 您将能够看到匹配的图形, 标签和关联的搭

配, 以及索引行信息。 

对于搭配, 单词的顺序很重要。 您应该按他们的使用顺序输入单词, 如果允许空隙, 

在单词之间使用两个点。 例如: 

 造成困难 （cause difficulties） 

 根本原因 （root cause） 

 导致..行动 （cause .. action） 

 可能..因为 （likely .. cause） 

The Prime Machine 还存储三, 四和五词的搭配。 

 

如果您在搜索框中输入的单词组合可以在数据库中找到，并作为常用搭配出现, 服

务器则会为您进行查询并下载结果。 

但是, 如果该短语未存储为常用搭配, 则系统将检查是否有该组合: 

 连续不断(如：美国总统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_ 意味着每个单词之间不会出现其他单词, 它们必须是按照规定顺序的。 

President （总统） _ of（的） _ the _ united（联合） _ states（国家） 

 

 按顺序, 但有空隙 (如：总统_美国  President ________ United States) 

* 意味着单词之间可能会出现其他单词, 但它们必须按相同的顺序排列, 并且第一到

最后一个单词的距离不能超过 4 个单词。 

president （总统）* united（联合的） * states（国家） 

 

 5 字窗口内的任何命令 (例如, 联合的总统国家 United President States) 

 “|”符号表示单词可能以任何顺序出现, 但第一到最后一个单词的距离不能超过 4

个单词。 

联合 |总裁 |美国   united | president | states 

 



help.theprimemachine.com   使用指南 

© Stephen Jeaco, 2018  第 11 页，共 26 页 

这些搜索查询非常复杂, 但是如果输入的短语没有被存储为常用搭配, 系统则会给出

建议。如果您单击 "检查其他语料库" 按钮, 该程序将检查所有其他语料库, 以查看

该短语是否在其中为常用搭配。 

 

 

 

 

 

 

 

 

 

 

 

 

 

 

 

 

 

  

当您学习和使用英语时，您需要特别注意词形。 

在使用 The Prime Machine 语料库检索软件时，您应该非常谨慎的使用其屈折

语，即您应该在查询单词时完全按照它们在句子当中所出现的形式输入。 

  

如果您查询的短语显示 "No priming summary available" 无相关语言知识点

（语义，语用等）信息，也许是因为您输入的短语没有被此软件存储为常用搭

配。即使是这样的情况，您也可根据此软件建议的使用 |, _ or *符号加在所查询

短语当中，以便查询到一些索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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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个语料库 

对于学术工作, BNC: 学术语料库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这是本系统的默认语料库, 并

且在每次打开程序时都被默认选中。 

如果您单击下拉菜单, 您将能够看到其他可用的语料库。 如果您是连接在 the Prime 

Machine’s Home Network (XJTLU), 相比没有连接西交利物浦大学网络或虚拟网络的

用户，您将能看到并使用更多的语料库。  

 

英国国家语料库的每个部分都是单独提供的, 但您也可以视其为一个完整的语料库

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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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latest corproa 

available check tPM Help 003a and 003b from 

help.theprimemachine.com.  

其他选项可能包括某些专业领域的语料库, 如以下的 Hindawi 学术期刊。 

 

每个语料库都有自己的搭配和其统计数据的方法, 所以尽量将您搜索的词语与合适

的语料库相匹配。 

 

 

 

 

 

 

索引行（索引行与卡片选项卡） 

最重要的结果将展示在 "行" 或 "卡片" 选项卡上。这两个选项卡得到的是完全相同

的结果，只是用两种方法展示。 

在搜索框中输入要查询的单词或短语, 然后单击 "搜索" （Search）。 索引行和其他

数据信息都是从服务器直接下载的，所以可能需要几分钟时间。 

 

http://help.theprimemachine.com/
http://help.theprimemach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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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它准备就绪时, 程序将跳转到 "行" 或 "卡" 选项卡。您可以在查看索引行和索引卡

之间切换。（可以点击选项卡去选择其他默认结果展示方法）。 

 

 

If you choose Lines + View, 

the card for the currently 

selected line appears on the 

right. 

The word you looked for is 

centred in the table, with 

each example in one row in 

the table 

The View Options button allows 
you to change the way concordance 
lines are displayed.  Click to access 

the drop-down 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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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索引行的更多信息 

如果您想快速查看许多示例, 则这些索引行很有用。 

符号“/”用于分隔段落。 

如果将鼠标悬停在行号上, 类别和源信息将会出现。 

 

Major Text Category and source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The top of each card shows 

collocations found in each example 

The line containing the word you 

looked for is highlighted in blue 



help.theprimemachine.com   使用指南 

© Stephen Jeaco, 2018  第 16 页，共 26 页 

与所有其他结果一样, 单击右键或双击

可以选择复制或保存结果。 

 

MetaObjects 允许您在另一台计算机程

序中重新调整结果显示的大小, 而不会

影响图像质量。 

 

结果最终以图片保存为 JPEG 图像后, 

因此无法编辑。如果放大, 可能会出现

图像不清晰的情况。 

 

对于 "索引行" 选项卡 (以及其他结果), 

您可以选择复制或保存为电子数据表。 

 

保存为工作表的默认文件格式为 

Microsoft Excel 97-2003 工作簿 (.XLS 文

件)。 但是, 您也可以选择另存为 CSV 文件格式(逗号分隔文件)。 

 

"索引行" 选项卡将尽可能多地显示文本的左侧和右侧, 最多可以显示其

之前的一整句话到之后的一整句话。但是, 如果只想看到完整的句子, 可

以使用 "视图设置" 下拉菜单中的 "仅限句子" （Sentence Only） 选项。 

 

更广泛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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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同一句: 

 

 

关于索引卡的更多信息  

如果您希望看到某一单词使用的更大范围的上下文,或

是您想看到它在段落或标题中的位置, 则这些索引卡片

很有用。 

 

您可以单击右键或双击来复制或保存索引卡。 

作为长列表查看的卡可以复制或保存为图片或电子表

格。  

 

 

如果您从索引行 + 屏幕处单击右键, 您可以选择保存这张索引卡或

所有的索引卡片作为图片。 

 

 

文本类别和源信息可能很有用, 但它会使卡片变大。 如果您想要隐藏这些信息, 可

以通过 "视图设置" 下拉菜单来隐藏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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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行及索引卡排序 

搜索时, The Prime Machine 服务器将发送固定的随机选

择的索引行。 如果查询的结果比您设定的限制少 (或

者如果您使用 DIY 语料库), 您将收到所有的索引行。 

 

能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些行和卡进行排序,是本系统的亮

点。这可 以帮助您在搜索的结果中看到不同的使用模

式。 

 

对结果进行排序有 12 种不同的方法, 如果选择 "按字

母顺序 左 1（L1）" 或 "按字母顺序右 1（R1）", 则可

以单击图示按钮以更改排序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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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列出了为索引行进行排序的不同方法。 

 

随机顺序 
Random Order 

固定的随机顺序- 如果语料库被重新处理 (即在一

个主要版本升级后, 或如果您再次导入文本到 DIY 

语料库)时，这个顺序才会改变。 

 

文本顺序 
Text Order 

按照文本和句子加载到语料库中的顺序排序。 

 
 

常用搭配 
Collocations 

按照词语搭配强度排序-包含很强关系的词组搭配

的索引线将被置顶。(索引线将根据跨文本链接的

排序进一步排序)。 

 

常用搭配（左） 
Collocations (L) 
 

和常用搭配一样, 但只显示左边的单词。 

 

常用搭配（右） 
Collocations (R) 

和常用搭配一样, 但只显示右边的单词。 

 

跨文本链接 
Links Across Texts 

跨文本链接是基于您搜索的单词的左右两边常用

搭配词性来排序的。通常，您可以查看所查询单

词的左边 4 个和右边 4 个常用搭配的词性。满足

这些条件的索引行将被置顶。（其它索引行将按

照常用搭配强度来排序。） 

 

跨文本链接(左) 
Links Across Texts (L) 

与跨文本链接相同, 但仅限于向左文字。 

 

跨文本链接(右) 
Links Across Texts (R) 

与跨文本链接相同, 但仅限于向右文字。 

 

文本内链接 

Links Within Texts 

根据同一文本中句子和其他句子之间的链接排列

的顺序--在每个文本中,某一单词在其他句子中也

重复出现的索引行将被排在最前面。 

这不可用于 DIY 语料库。 

 

词典格式 
Dictionary Style 

一个基于短句及较少的低频词的排序方法—索引

行中有许多符号, 不常使用的词或名字等将被排

在最下面 

 

按字母排序 

（左 1-左 4） 
Alphabetical L1-L4 

在搜索单词左侧的 1、2、3 或 4 个单词中按字母

顺序排列。 

 

按字母排序 

（右 1-右 4） 
Alphabetical R1-R4 

在搜索单词右侧的 1、2、3 或 4 个单词按字母顺

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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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获取更多的结果 

如果您要查看更多的索引结果 (更多的索引卡片和索引行), 请单击显示结果的窗口

右上角的加号按钮。 

 

还可以通过更改选项卡上的设置 （Options Tab）来增加每次获取的结果数量。 

 

筛选结果 

通过单击 "索引行/卡" 选项卡右上角的图标, 可访问 "筛选" 的下拉菜单。 

 

有许多不同的方法来选择和筛选一些索引行。 

 

 您可以通过隐藏/显示复选框（Hide/Show checkboxes）来

加亮索引线。 

 您可以使用 "内部搜索..." （Search Inside…）按钮来标亮

显示 (或清除) 包含想要搜索的特定文本的索引行。 

 您可以使用 "图表" 选项卡 （Graphs Tab）上的按钮取消选

择某些语言知识点的展示, 然后突出显示符合您要求的索

引行 (见 22 页)。 

 

突出显示一行或多行后, 您可以通过“筛选左侧”（ Filter Left）

（或是筛选右侧 Filter Right 等）来显示选定的索引行。 

 

如果要将突出显示的索引行与未突出显示的进行比较, 单击 "

筛选和比较" （Filter and Compare）后显示结果将被拆分。左

侧仅显示突出显示的索引行, 而其余部分则显示在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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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搭配 

"搭配" 选项卡（Collocations tab）显示经常被一起使用的单词。 您可以通过单词云

（Word Cloud）或表格来查看结果。 

 

 

使用 "显示表" （the Show table button）按钮可以查看表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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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常用搭配强度的主要算法包括： 

对数似然比 (log-likelihood)考虑了单词的位置, 并且

提供了长达 5 字或更长的搭配。 

得尔塔 P (Delta P)考虑了顺序 (A 然后 B) ，并且显示

2 词的搭配。 

其他三个(互信息 3 值(MI3), T 值(T-Score)和戴斯系数

(Dice)) 是在其他语词检索程序中用于计算常用搭配

的衡量标准。 

关于这些算法的表格显示了您所搜索的单词与其左

右两边的 4 个单词同时出现的比例。 

集群不是基于一个数字的衡量标准;它们是在最小频

率之上重复出现的字串，通常是按照长度排序。 

 

 

图表选项卡 

系统主界面的底部的一组图标用于显示一些典型的上下文。 你可以浏览 "图表" 选

项卡（Graphs Tab）上的信息。 要跳转到 "图表" 选项卡（Graphs Tab）上的相关页

面, 只需单击其中一个图标即可。

 

 

 刚开始您可能会觉得"图表" 选项卡（Graphs Tab）上的菜单和子菜单非常复杂, 但

它们提供了重要且具有总结性的功能信息。 "图表" 选项卡（Graphs Tab）的每个子

菜单都有其自己的生命环（Life-ring）信息。 

 



help.theprimemachine.com   使用指南 

© Stephen Jeaco, 2018  第 23 页，共 26 页 

例如, 下面的图表显示了结果（consequence）一词在 BNC 语料库中是如何使用的: 

在 BNC 学术语料库中，它经常在句子的前五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出现。规范（Norm）

则显示了这个词在这些语境中，和在所有语料库中的比例, 所以很容易看出使用趋

势有何不同。

 

The figures for current set are for the 
concordance lines which have been 

downloaded.  The figures for all are for 
all the concordance lines in the entire 
corpus that match your search query. 

You can choose to highlight lines on 

the Lines/Cards Tab by unticking some 

features and clicking Mark left lines 

You can choose to highlight lines on 

the Lines/Cards Tab by unticking some 

features and clicking Mark left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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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排比较结果 

用 The Prime Machine 同时比较两个词或词组非常容易。 

只需要简单地在每个搜索框中输入一个搜索字词, 然后单击 "比较" （Compare）按

钮。 

建议用于: 

 查看同一个单词的不同单词形式的使用方式 

例如: 名词分析（analysis）与动词分析（analyse） 

 查看单词在作为常用搭配时的使用方式 

例如: 有效（effective）与成本效益 （cost effective） 

 查看具有类似含义或翻译的单词的使用方式 

例如: 结果（consequence）与结果（result） 

 

比较两个不同语料库的结果 

除了看一个语料库的结果, 用 The Prime Machine 你也可以并排看到两个不同语料库

的搜索结果。 这将使您看到在不同体裁或文本类型中单词和词组不同的使用方式。 

要使用此功能, 只需单击 "搜索" （search）选项卡中的 "与另一个语料库"

（compare with another corpus）选项卡进行比较即可。 在框中输入单词或短语, 

然后选择要用于比较的语料库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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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级的设置 

标签选项卡 

语料库中的句子通常附有标签, 以提供有关文本、章节或原创作者的详细信息。 数

字统计的标准可以确保一个词或词组出现在特定类型的文本中的机会比预期更多。 

文本标签包括文本的主要类别 (如小说或学术文章)。 它们还可能包括有关出版商、

来源或体裁的信息; 

章节标签是文本的子标题 (如摘要、导言或结论); 

原创作者标签提供关于作者或演讲者的信息 (例如他们的名字、年龄、性别等)。 

邻里标签基于对当前卡片中单词和词组的重复语义标记。 

框上方的线条和箭头显示了在数据库中可见的标签所占的单词的匹配比例。 如果

百分比非常高, 则意味着云中的标签会对大多数可使用的索引行进行说明。 如果百

分比很低, 则表示在许多其他文本环境下也会出现该单词。 

详细说明: 由于可能出现一个单词和多个标签关联的情况，因此这些数字显示为一

系列值, 而不是单个百分比。较高的百分比显示了在云中（ the cloud）可以表示的

最大发生比例, 因为它给出了标记的所有标记的组合频率。 

关联选项卡 

搭配主要是研究某一关键词左右两边经常一起使用的词，但你也可以通过看到单词

或词组经常出现在同一文本中, 来了解一个词是如何使用的。 系统中的中的单词和

词组是与主搜索词相同的文字中的关键词。 

此选项卡还显示搜索的顶级文本类别以及属于该类别的结果百分比。 

箭头用来表示如果所有单词在所有文本类别之间平均分配，是高于还是低于预期的

比例。 

如果您的单词从未出现在类别中, 则它将在 "空类别" 框中（Empty Categories box）

列出。 这可能表明该词通常不用于这种文本。 

如果您有兴趣查看特定类别或标记的关键字列表, 则可以在 "主搜索" 选项卡

（Search Tab window）窗口中使用 "标记搜索"（T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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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卡 

您可以通过自定义您的搜索来进行很多的更改。 

 

最有用的是排序方法（Ranking methods）和结果

(Results)选项卡。 

 

选项卡的每个子节都有其自己的生命环 Life-ring 信

息, 因此您可以单击生命环（Life-ring）信息查看详

细信息。 

 
 

更多支持和帮助 

The Prime Machine 仍在不断升级改进中。 

浏览 http://help.theprimemachine.com 以获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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