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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维吾尔语名词词干识别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重要基础性研究，主要目的是从句子中提取名词

词干，提高名词识别效率。首先陈述形态分析概念和通过这些形态特征可以准确地识别其词性的意义。其

次讨论维吾尔语的词类划分标准、名词的形态特征分析，总结词缀歧义及消解规则。本文提出研究总体思

路，设计现代维吾尔语新词中名词识别算法，其中包括特征选择及参数估计、词内部特征、前后依存词特

征等。最后将初中、高中物理维吾尔语教材作为验证对象，对名词词干进行统计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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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Uyghur noun stems recognition is an important basic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extracted noun stems from the sentence, 

thereb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nouns recognition. Firstly, statement morphological analysis 

concepts and the meaning of through these characteristics can accurately identify the parts of 

speech. Secondly discuss the part of speech division standard, morphological analysis of nouns, 

summarizing the affix and ambiguity resolution rules in Uyghur language. Then put forward the 

overall train of thought, the design of modern Uyghur language new nouns recognition algorithm, 

include feature selection and parameter estimation and internal characteristic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pendent word before and after the word. The teaching material of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physics Uyghur as test object,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f the noun 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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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维吾尔语名词词干识别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重要基础性研究，主要目的是从句子

中提取名词词干。现代维吾尔语名词具有丰富的句法和语义信息，识别的结果可以广泛应用

于维吾尔语名词短语分析、词性标注、命名实体识别、句法分析、机器翻译等领域。现代维

吾尔语名词词干识别还应用在平行语料的对齐上，以提高词对齐的效果；由于维吾尔语歧义

切分问题导致句法分析的任务变得十分复杂，维吾尔语名词词干的识别能部分消解这些歧

义；随着新事物的不断涌现，新词术语的识别、统计分析、翻译也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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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语在形态结构上属于粘着语类型，作为粘着语类型的语言，词的词汇变化和各种

语法变化都是通过在实词词干上缀接各种附加成分的方式来表现的。维吾尔语词形态的多变

性是维吾尔语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形态是在语言中词与词组合时形式要发生变化，同

一个词与不同的词组合就有不同的变化。这些不同的变化形成一个聚合，叫做词形变化，或

者叫做形态。”
2
维吾尔语名词类词语的特点就集中体现在形态的变化上，容易产生歧义。而

影响短语分词、机器翻译质量的核心问题是机器处理歧义的能力。本文结合现代维吾尔语语

言学、形态学、计算语言学、计量语言学等学科，通过研究维吾尔语名词的形态特征，并根

据名词特定的构词规则和格式，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名词的识别率和机器翻译的准确性。比如

连接词缀（北京）بېيجيڭ北京人”是一个新词，是由维吾尔语原词“بېيجيڭليق ‹ليق-› (…人)，

通过这些形态特征可以准确地识别其词性和翻译其意义。 

2 现代维吾尔语名词形态分析研究 

2.1 维吾尔语的词类划分标准 

确定划分词类的标准，实质是找出各类词在类别上的语法特点。每一种词类都有区别于

其他词类的特点。维吾尔语的词类特点表现在词的形态学、结构学和语义学三个方面。维吾

尔语是黏着语，根据其语法特点，应该把形态学特征作为划分维吾尔语词类的重要标准之一。

比如维吾尔语的名词有人称、数、格的范畴。各个词类有不同的形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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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学特征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志是维吾尔语的派生新词的能力。根据构词词缀的不同，

很容易将维吾尔语词的类别划分清楚。如在原词词根后连接词缀چى构成的词是名词。 

2.2 维吾尔语名词的形态特征分析 

现代维吾尔语属于黏着语，在形态学方面以词干或词根为基础，后接附加成分派生新词

和进行词形变化；附加成分分为构词附加成分和构形附加成分（包含名词、代词、形容词、

数词的格、领属、数范畴以及动词时、体、态、式等）两大类，其中构形附加成分不改变词

根或词干的词类属性；但词干后缀接构词附加成分时，有时发生词类变化，有时不发生词类

变化．因此，在维吾尔语名词识别中上下文的词类特征和当前词的形态特征都是很重要的。 

维吾尔语中有相当一部分新词都是由词缀缀加于词干构成的。本文归纳总结了构成名词

的词缀，并通过这些词缀识别名词。表示人的维吾尔语词缀 20种，共 36个；表示物的维吾

尔语名词词缀 20 种，共 52个；表示人、物的维吾尔语名词词缀 5种，共 13个；表示地域

的维吾尔语名词词缀 5种，共 5个；不能构成名词的维吾尔语名词词缀 53种，共 53个；共

103种，共 159个。样例如表 2-1，2-2，2-3，2-4，2-5所示。 

表 2-1 表示人的维吾尔语名词词缀样例 

序号 词缀 举例 

بەن-/ۋەن- 1  ”管家“ساراىۋەن、”门卫“ دەرۋازىۋەن 

گەر-كار،-كەر،- 2  ”生意人سودىگەر、”承包人“ھۆددىگەر 

پەز- 3  ”烤包子师傅“سامسيپەز，”厨师“ئاشپەز 

تيراش- 4  ”理发师“ساتيراش、”雕塑家“ھەىكەلتيراش 

گير- 5  ”收税者“باجگير，”霸权者“جاھانگير 

表 2-2 表示物的维吾尔语名词词缀样例 

序号 词缀 举例 

چە- 1  ”自制小书“كيتابچە、”维吾尔语“ئۇىغۇرچە 

نچە،نيچە- 2  ”铺盖物“سېلينچە、”遮盖物“ىېپينچ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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دارچيليق- 3  ”亲戚“تۇققانچيليق 

نامە- 4  
 ”承诺书“ۋەدىنامە

كۈچ-گۈچ،-قۇچ،-غۇچ،- 5  ”耳机“تيڭشيغۇچ、”筛子“سۈزگۈچ 

表 2-3 表示人、物的维吾尔语名词词缀样例 

序号 词缀 举例 

كەش- 1  ”酒鬼“ھاراقكەش、”操劳的人“جاپاكەش  

 ”“گەپدان”暖瓶“چاىدان，”水壶“چاىدان -دان 2

ۈش-ۇش،-ىش،-ش،- 3  ”熟人“تونۇش”知道（名）“بيليش 

كۈن-گۈن،-قۇن،-غۇن،-گۈن،-كۈن،- 4  ”俘虏“تۇتقۇن、”叛徒“ساتقين 

داش- 5  “同事”、قېرنيداش“亲戚”、 ەنيداشم “同义” 

表 2-4 表示地域的维吾尔语名词词缀样例 

序号 词缀 举例 

خانا- 1  
 ”厕所“ھاجەتخانا”书店“كيتابخانا，”饭馆“ئاشخانا

زار- 2  
 ”葡萄园“ئۈزۈمزار”草坪“چيمەنزار，”花园“گۈلزار

گاھ- 3  
 ”景区“سەىليگاھ，”会所“ئارامگاھ

ىستان- 4  ”“ ئۆزبيگيستان”阿富汗“ ئافغانيستان 

ىيە- 5  ”土耳其“تۈركييە、”日本“ىاپونييە 

表 2-5 不能构成名词的维吾尔语名词词缀样例 

 ماقچى
9 

 ۋىليشيميز
7 

 مەسليك
5 

 ۋاليميز
3 

 دىغانليقى
1 

 ۋىليش
10 

 ماسليق
8 

 ىليۋىليش
6 

 لەنگەندە
4 

 غانليقينى
2 

2.3词缀歧义及消解规则 

同一词缀接在词干上也会产生不同的词类。对于这个类型的问题，本文专门列出具有

歧义的词缀及其消歧规则，已提出 7种，共 19个词缀歧义及消解规则，有效地提高了维吾

尔语名词的识别率。样例如表 2-6所示。 

表 2-6 词缀歧义及消解规则样例 

序

号 

词缀 词性 举例 歧义的规则 

چى- 1  

 

①构成名词 ىالغانچى“骗子”、كۈنلەمچى“吃

醋”、سەنئەتچى“艺术家” 

 

②构成动词 كەلمەكچى “将要来”、بارماقچى

“将要去” 

若该词缀前有 ‹ماق،مەك-› ，

该词语被视为动词。 

چ-چەك،-چاق،- 2

چۈك-ۇق،  

①构成名词 قوزىچاق“小羊”、كۆلچەك“小

湖”、قاپچۇق“钱包” 
 

②构成形容词 ىاسانچۇق“ 爱 打 扮 的 ”、 

 ”爱偷懒的“ ئېرىنچەك

若含有该词缀的词语前一

个 词 是 带 有 加 重 级

（ ىيتى،ئينتاىين،بەكناھا ）的形

容词，那这个词语被判断

形容词。 



三、基于形态分析的现代维吾尔语名词识别方法 

3.1 识别总体思路 

现代维吾尔语名词识别主要包括维吾尔语词汇统计、词性标注（基于词典、统计）、名

词识别等关键技术与方法，图 3-1所示。 

图 3-1 名词识别流程图  

 

 

3.2 现代维吾尔语普通新词中名词识别算法研究 

本文提出一种融合现代维吾尔语形态变形特征的最大熵名词识别模型。根据上述总结的

维吾尔语构词特点，定义上下文特征模板，提取特征集，再通过人工设置规则筛选模板．然

后，训练最大熵概率模型参数．经实验结果表明，融入多个语言形态特征的最大熵模型能获

得较好的性能。 

最大熵原理的主要思想描述为：将已知事实作为制约条件，求得可使熵最大化的概率分

布作为正确的概率分布．该模型的形式是 

 

其中，Zλ(x)为归一化函数；fi(x,y)∈(0,1)为特征函数；λi是特征函数的权重，代表

每个特征函数的重要性，每个λi对应于一个特征函数． 

3.2.1特征选择 

（1）特征选择依据 

使用最大熵模型对维吾尔语名词进行识别，是根据当前词的上下文特征，确定它的信息。

本文的模型特征选择依据维吾尔语名词本身的构词特点。 

（２）特征模板定义 

根据维吾尔语构词特点和统计结果，本文共设计了词内部特征、前后依存词特征。 

3.2.2词内部特征 

词内部特征表现的是一个词的内部变化，包括词干信息和词缀信息．维吾尔语词是通过

在一个词干之后连接不同的词缀（构词词尾）构成，词缀信息表现词性等语法意义，本文设

计了以下 2个类型的词内部信息特征模板。 

（１）词干信息 

因为构形词尾并不影响整个词的词类信息，对于维吾尔语词干、词根上连接构形词尾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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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词，只需考虑其词干或词根的标注信息。比如， “ يرتەنبۈچئ ”是数词，该词是由词干“ئۈچ”

加上词缀“تەنبير”构成，只要考虑词干“ئۈچ”的词性即可，特征函数定义为 

 

 

W,t 当前词汇 

stem(w),t 当前词汇的词干 

suffix(w),t 当前词汇的词缀 

stem(w),suffix(w),t 当前词汇的词干和词缀 

表 3-1 词内部信息特征模板 

（２）词缀信息 

尽管维吾尔文的构词和构形都是以词根、词干上连接不同词尾来完成，形成各类词，但

是词尾信息是有限的，根据“维吾尔文语法语义信息词典”收录为准维吾尔文词缀中过滤的

100余种名词词缀。设计例如“گەر”等作为名词词缀的一些特征模板．例如特征函数可以定

义为： 

 

3.2.3前后依存词特征 

前后依存词特征体现一个维吾尔文句子中与当前词紧密联系的词之间的关系，使用前后

依存词相关信息可以解决一词兼多个词类的问题．例如：句子１：.ئاليم ئات مينيپ ئوىنيدى（阿里

木骑着马玩）和句子２： （。阿里木向进入果园的小偷扔石头）ئاليم باققا كيرگەن ئوغرىالرغا تاش ئات.  

句中的 有动词和名词两种词性，可以通过其前后词的词类特征进行消歧处理．本文设计  ئات

了以下特征，表3-2所示。 

 

模板 表示 

W-1W,t 前一个词 

W-1,t-1,t 前一个词及其词性 

W-2W-1W,t 前两个词 

WW1W2,t 后两个词 

WW1,t 后一个词 

W1,t1,t 后一个词及其词性 

表 3-2 前后依存词信息特征模板 

四、实验结果分析 

本次统计语料是维吾尔语初中、高中物理教材为主。实验数据如表 4-1所示。 

教材 词汇总数 词种数 名词数 名词比例 

初中物理 66490 11603 5413 0. 4665 

高中 必修 48119 8094 3764 0. 4505 

选修  159500 16636 7887 0. 4740 

总数 457397 24171 17064 0. 4637 

表 4-1 中学物理教材词种数 

由表 4-1 所示，中学物理教材中名词在整个教材词汇的平均比例为 46.37%，本教材作



为实验语料合理、可行。 

 

教材 识别出的名

次数 

识别出的正

确名词数 

准确率 

（%） 

初中物理 5974 5413 91 

高中 必修 4183 3764 90 

选修 8764 7887 90 

表 4-2 实验结果 

本实验将一些带领属性人称的代词、缀接一些词缀的动词命令式等也被识别成名词。还

有一些又不带附加成分的，又不在名词词根库中的名词容易被忽略，需要丰富名词词根库。 

五、总结 

本文介绍了现代维吾尔语名词词干识别方面的一些研究工作，重点维吾尔语名词的形态

分析和在最大熵模型特征的选择。本文根据维吾尔语的特点，选取词内部词干和词缀、词前

后信息等形态信息作为特征，构建了名词识别系统。实验结果表明，利用维吾尔语形态特征

和最大熵模型，有效地利用上下文信息，得到了较好的识别率，尤其是对普通新词的名词识

别有显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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