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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语形态复杂词汇的神经表征和处理机制研究
——以心理语言学研究结论为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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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心理语言学的词汇判断实验范式来研究维吾尔语屈折词和派生词在大脑心理词典中的表征
及存储形式。实验一是维吾尔语屈折词的表征及加工研究，实验二为维吾尔语派生词的表征及加工研究。
实验一的行为实验结果揭示人脑加工维吾尔语屈折词时需要对它进行形态分析。实验二的行为数据却显示，
派生词和单语素词的加工过程是相同的。本实验结果显示维吾尔语派生词、屈折词的加工形式是彼此独立
和不同的过程，维吾尔语屈折词是分解加工而派生词进行整体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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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esent behavioral study, we investigated Uyghur inflectional and derivational
word processing of mental lexicon with lexical decision paradigm. Our experiments consisted of
two parts: inflectional word processing for experiment 1, and derivational word processing for
experiment 2. In the experiment 1, the results support to the view that morphological parsing
takes place during the inflected word processing. Contrary to the experiment 1, the experiment
2 revealed that processing cost of the derived words almost same with the monomorphemic words.
Our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processing of the inflected and derived words independent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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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in which a speaker of the Uyghur represent and access inflected words in a morphologically
decomposed form, while derived word are accessed as single entities.
Key words: inflected words； derived words； Uyghur

1 引言
众所周知，词汇是自然语言处理中最核心的因素，当我们要表达某种思想时，我们的大
脑会迅速从庞大的心理词典中搜索并提取出合适的词汇，然后通过发音完成言语交流，而且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语言理解也经历类似的过程。言语交流及言语理解过
程似乎给我们的印象是大脑心理词典是由一个个独立、具体的单词组成的。虽然有一些语言
中的研究证明并支持这一点[1]，实际上心理词典中词汇信息的存储及提取形式并不是这样
的，尤其是词汇形态变化复杂的黏着语更是如此。
黏着语中大部分词汇的形态变化是比较复杂的，因为与单纯词比较，形态变化复杂词是
由两个或更多的意义部分组成的，即由所谓的语素组成的。
“语素”在语言学上被定义为表
达语义的最小单位，是形、音、义的结合体。如果一个词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素组成，它
就是一个多语素词。比如：Boy+s (Boy+表示复数的语素) 或 Boy+ish (Boy+形容词弱化级)。
像 Boys 这样的词叫做屈折词，其中后缀“-s”主要表示语法意义，而像 Boyish 这样的词被
称为派生词，其中词缀”-ish”在改变词的词汇意义上起着重要作用。一般来说屈折词的产
生能力比派生词强，但是这种屈折变化不会改变词的词基（base morpheme），也就是词的基
本意义维持一致。除此之外，屈折形式的整体意义是词基语素和屈折语素两者的意义合成而
组成的。但是组成派生词的各个语素之间的意义和派生词的整体词义之间没有太大关系，也
就是派生词的意义组合性没有屈折词强。因此屈折词的语义比派生词透明。
像屈折词和派生词这样形态变化复杂的词在大脑中如何被解码及获取，又是如何认知和
产生的呢？他们在大脑中的表征及加工过程是否相同？大脑如何表征及加工形态变化复杂
的多语素词？这个问题一直以来困扰着心理语言学家以及认知神经科学家。有的学者提出屈
折词、派生词、复合词等形态变化复杂的词属于功能上不同的加工过程的论点[2][3]。很多
有关电生理学、心理语言学、认知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结果却支持以下观点[4][5]，即像名
词的复数、格、人称等附加成分主要表示词的语法功能，而派生后缀的主要作用是派生新的
词。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形态复杂词的表征及加工不必这么区分，只不过是词缀的不同用法而
已[6][7]。此外一些学者认为形态复杂词中的词缀只有在与词干语义上密切相关的时候，大
脑才能够进行分解加工和表征，而当词缀与词干语义上无关时进行整体加工[8] 。
这些理论争议在自然语言的大脑表征及加工中还涉及另一个问题：即大脑加工屈折词、
派生词等形态词时，是通过其语素来进行词法分析，还是以词的整体形式加工及表征？比如：
“work+ed”和 “work+er”等形态词，大脑对词干”work”和词缀”ed”，”er”进行词
法分析还是进行整体加工，虽然词干“work”还参与该词有关的其他词的表征及加工过程，
比如”workless”, “working”等。

2 形态复杂词的加工模型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研究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语素构成的形态复杂词在大脑心理词典
中的表征及加工过程。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已提出不同的模型来描述其在大脑心理词典中
的表征及获取形式。总的来说，形态复杂词的表征及加工，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依序描
述如下。
基于语素（morpheme-based）的表征及加工模型。该模型认为形态复杂词的形态结构对
大脑表征及加工过程的影响很大，因为人脑心理词典中包含着词汇的形态信息，词缀和词根
是以相互独立的形式分别存储在心理词典当中[9][10]。因此所有的形态复杂词（单语素词

除外）中词干与词缀分别是各自独立的词条，大脑表征形态复杂词时，先对其进行拆分，然
后在大脑心理词典中分别找出对应的词干和词缀，通过计算，最后获取整个复杂词的概念意
义。该模型提出了形态分解假设（morphological decomposition hypothesis）,比如：
“unlucky”和 “cats”这样的形态复杂词都是以词基的形式（即“luck”和 “cat”）存
储在心理词典当中，对“unlucky”和 “cats”的单词进行分析时，大脑将会首先搜索各自
的词基形式，因此获取词汇之前大脑对形态变化复杂词进行词缀剥离（prefix- stripping）
。
基于语素的加工模式的开创性结论对心理语言学、认知神经科学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研究
方向，并第一次通过实验解释了大脑表征及加工形态复杂词的基本过程。但是他们提出的“词
缀剥离”假设却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议，受到一些心理语言学家及认知神经学家的批评。有一
些学者认为形态复杂词的词干和词缀并不是分开存储，而是以整体（whole word）形式存储
与提取[11][12]。他们认为基于语素的表征模型所提出的形态分析假设并不成立，因为形态
复杂词的词缀具有强烈的个体差异性特征，很难发现其词缀与词根的结合方式有一成不变的
规律[13]。而且在组成形态复杂词的各个语素中很难推断整个词的准确含义，形态复杂词的
词根与词缀的组合形式没有很强的规律性。因此他们提出了第二种加工模式：整体加工模式。
整体加工模式认为词的形态结构在词汇加工过程中没有任何作用，大脑是对其进行整体
获取及加工[14]。Garamazza 等人提出的双路 AAM 模型（Augmented Addressed Morphology）
[15]，认为我们的大脑为处理形态复杂词汇提供了性质不同的集群（clusters），每个词都
有各自的表征基础及处理机制[16]。单词在心理词典中以两种形式——基于整体和语素（包
括词根和词缀）的形式存储。他们认为很多因素影响着形态复杂的表征及加工，比如：词形
（word form）
、词频、词汇透明度等是加工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一些学者已经通过实验证
明和支持了这一点，高频词是整体加工，低频词按其组成的语素来分解加工[17][18]。尽管
整体加工和基于语素（分解）的加工两者能同时进行，但是整体加工所需要的时间要比语素
加工所需要的时间短，除非该单词本身就是不熟悉的且透明度比较低的词。
除此之外，有些学者在其他形态变化复杂的语言中进行了实验研究并提出了与众不同的
加工模型。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芬兰语中的词干语素变体/屈折分解模型(Stem Allomorph/
inflectional decomposition,SAID)。他们通过眼动仪技术研究失语症患者和正常人加工形
态复杂词的加工过程，并发现屈折词所需的加工时间比派生词所需的加工时间长，并推定芬
兰语中的屈折词是分解加工，但是芬兰语中的派生词则是整体加工。因为他们认为芬兰语屈
折词加工过程比派生词要长，是因为屈折词加工需要耗费更多时间来进行词干与词缀的分解
及整合 (这包括切分、检测词干和词缀组合的合法性及最后的整合过程)。还有学者通过视
觉词汇判断实验来研究附带同形异义词缀（一个词缀有两个或更多的语义及句法功能）的词
其表征及加工方式，并发现这种附带同形异义词缀的词是整体加工[19][20]。
目前大部分有关形态复杂词的大脑表征及加工过程研究都是以英语、法语、德语、法语、
荷兰语等西方语言为研究材料。这些语言的词汇结构一般来说没有那么复杂, 形态变化也没
有那么丰富。同时对汉语这种词汇结构极为简单的语言(只有复合词)，我们已经有了较多的
了解[21]，但对处于词汇结构复杂和形态变化丰富的语言，比如蒙古语、匈牙利语等，我们
还知道得相对较少。这种具有复杂词汇结构的语言一般属于黏着语。在黏着语中，词缀(主
要是后缀) 可以比较自由地附着在上一个词缀上, 构成一个具有极多词缀的多词素词。土耳
其语就是一个典型的黏着语，曾经有学者指出土耳其语里的多词素词其词汇通达几乎肯定是
分解式的,而不是整词的[22]。但是最近有人比较了土耳其语中的多词素词和单词素词的词
汇判断反应时,发现被试对这两种词的反应速度没有差别[21][23]。据此他们认为, 黏着语
也有可能以整词形式加工。
以上研究表明不同语言的形态结构影响着大脑心理词典中的词汇表征及加工过程。因此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实证来探究大脑的词汇表征及加工，这里我们选择了中国境内典型的黏着

语——维吾尔语作为研究对象来考察。维吾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其形态变化比
较复杂，构词和构型附加成分也很丰富。它的词干绝大部分是自由词干，可以作为单词而能
够独立使用。词缀多为后缀，前缀比较少。词干可后接若干个词缀，构成多语素词。名词有
数、从属人称、格等语法范畴；动词有态、肯定否定、时、人称等附加成分。表示各种情态
的助动词比较发达。维吾尔语的文字是字母系统，其书写形式是左到右的书写形式，字母与
其所代表的音素有固定的一一对应关系。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维吾尔语的这些特征，研究维吾尔语中的屈折词和派生词在心
理词典中的表征及加工过程，维吾尔语中的屈折词和派生词在大脑中是独立的存储及获取还
是两者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使用词汇判断实验范式设计了两个实
验。 实验一为屈折词的加工实验，实验二是派生词的加工实验。

3 实验一
实验材料：我们总共选了 640 个维吾尔语名词，分成四个条件（所有实验材料从新疆大
学计算机系人工智能实验室测评语料库中挑选）
。第一个条件是单语素词（没有带任何词缀），
第二个条件是单语素假词（单语素真词中替换两个音而构成的，但是遵守维吾尔语语音系统
规则）
。第三个条件是屈折名词（单语素名词后面加名词格附加成分构成）。最后一个条件是
屈折假词（由假词干以真词缀的形式组成）。每一个条件有 160 个词汇。实验材料的词长严
格控制在平均 5～6 个字母。
（例子如表 1 所示）
：
表 1 实验一使用的实验语言材料类型
类型

词汇

翻译

单语素词
单语素假词
屈折词（两个语素）
屈折假词

ﺧﮫۋەر

新闻

ﻧﻮﻧﯘس
ﻛﯚزدە

在眼睛上

ﮔﻮزﻏﺎ

被试：被试为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系或预科部 21 名维吾尔族大学生，其年龄在 18 到
25 之间,平均年龄 M = 21.3 岁，都出身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族家庭，母语为维吾
尔语。裸视或矫正视力正常，均为右利手（实验前已通过爱丁堡手利测试），没有发现失语
症和精神病症状。所有被试均已阅读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并且知晓实验过程及注意事项，实
验完成后可获得 100 元报酬。
实验过程及记录数据：整个实验在消音实验室进行，且每个被试均进行单独实验。实验
之前我们已使用 E-Prime 软件编程，将所有实验材料进行呈现。实验分成两个部分，第一
部分是练习部分，目的是让被试熟悉实验的方法和流程。第二部分是正式实验。实验开始时
显示器屏幕中央显示“+”注视点，呈现时间为 800 毫秒，提醒被试看注视点，然后出现目
标词，呈现时间为 400 毫秒，目标词的出现顺序是随机的，其次出现判断界面“？？”，呈
现时间为 1500 毫秒，判断界面的出现同时要求被试尽快且尽量正确地判断屏幕中央出现的
目标词是不是维吾尔语词汇？ 如果被试判断为真，即屏幕上出现的词是维吾尔语词汇，则
按下游戏柄右边按钮，反之则按游戏柄左边按钮。整个实验延续 40 分钟左右，每 7 分钟让
被试休息一会然后接着做下面实验。
实验结果：经数据分析，在实验过程中有两个被试错误率较高，因此这两个被试的实验
数据未纳入事后的数据统计分析。使用 SPSS 统计分析软件对实验一行为数据进行双因素重
复测量 ANOVA 方差分析（实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词汇性（真词和假词）
主效应显著[F(1,18) = 7.8, p < 0.05], 真词的反应时间比假词要短。形态性（屈折词和
单语素词）主效应在统计学上也较显著[F(1,18) = 5.78, p < 0.05]，由此表明屈折词的加

工时间比单语素词的加工时间长。词汇性因素和形态性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1,18) =
10.7, p < 0.05]，与假词相比，屈折词的加工明显需要更长的耗费时间。我们进一步进行
了两两比较，比较结果再次证明屈折词和单语素词存在加工过程的时间差异，屈折词的加工
时间比单语素词的加工时间长[F(1,18) = 4.4, p < 0.05]，而单语素假词与屈折假词在加
工时间上没有显著差异[F(1,18) = .013, p > 0.05]。
错误率分析结果：单语素真假词、屈折真假词的平均错误率如表 2 所示，我们对这四种
条件的错误率进行重复测量的 ANOVA 方差分析，词汇性错误率的统计学效应并不显著
[F(1,18) = 3.3, p > 0.05]，但是形态性主效应是显著的[F(1,18) = 11.23, p < 0.05]，
因为屈折词的错误率比单语素词的错误率高。
表 2：实验一的平均反应时间及错误率
类型
单语素词
单语素假词
屈折词（两个语素）
屈折假词

反应时间(SD)
683(87)
775(103)
750 (98)
792(101)

错误率(SD)
6.3(5.8)
7.7(7.7)
16(11)
9.6(6.9)

4 实验二
实验材料：我们总共选了480个维吾尔语名词，分成四个条件，所有实验材料同样从新
疆大学计算机系人工智能实验室测评语料库中挑选出来。前两个条件同实验一，即第一个条
件是单语素词；第二种条件是单语素假词；不同的是第三和第四个条件，其中第三个条件是
派生词（单语素名词后面加构词附加成分来构成）
；最后一个条件是派生假词（由假词干真
词缀的形式组成）
。每一个条件有 120 个词。严格控制实验材料的词长平均为 6～7 个字母。
（如表 3 所示）
：
表 3：实验 2 中使用的实验材料类型案例
类型

词汇

翻译

单语素词
单语素假词
派生词（两个语素）
派生假词

ﺋﺎﺧﺒﺎرات

情报

ھﮫﺷﺎرەت
ﺋﮫﻣﮕﮫﻛﭽﻰ

劳动者

ﯾﮫﻏﻮﭼﭽﻰ

被试：被试为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系或预科部 19 名维吾尔族大学生，其年龄在 18 到
25 之间,平均年龄 M = 21.3 岁，条件均同实验一。
实验过程及记录数据： 实验条件同实验一，其中实验仍然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练习实验，第二部分是正式实验，同样也是在显示器屏幕中央显示“+”注视点，呈现时间
为 800 毫秒，提醒被试看注视点，然后出现目标词 400 毫秒，目标词的出现顺序是随机的，
其次出现判断界面“？？”，呈现时间为 1500 毫秒，判断界面出现的同时，要求被试尽快
且尽量正确的判断屏幕中央出现的目标词是否为维吾尔语词汇？其他均同实验一。
实验结果分析：本实验同样因为一位被试的错误率较高而放弃该被试的实验数据。派生
词和单语素词的平均反应时间如表 4 所示。同样使用 SPSS 软件统计反应时间数据，进行两
因素组内独立重复测量的 ANOVA 方差分析，即词汇性（真词和假词）和形态性（单语素词和

派生词）分析。组内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词汇主效应显著[F(1,18) = 3.8, p < 0.05]，
即真词的反应时间比假词要短，形态性主效应不显著(F(1,18) < 1.0)，由此表明单语素词
和派生词的加工时间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异。
错误率分析结果：这四种因素平均错误率如表 4 所示，按照独立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
果显示，词汇性主效应显著[F(1,18) = 3.4, p < 0.05]，但形态性主效应不显著，由此表
明单语素词的加工与派生词在时间进程上没有显著差异。
表 4：实验二的平均反应时间及错误率
类型

词汇

单语素词
单语素假词
派生词（两个语素）
派生假词

错误率 (SD)

751(138)
838(137)
757(132)
826(140)

6.3(3.9)
10(10)
6.5(4.3)
11(8.5)

5 总结与讨论
本文中我们通过词汇判断范式研究维吾尔语屈折词和派生词在心理词典中的表征及存
储形式是否相同。
对于实验一，行为实验结果显示，屈折词的加工有明显的形态效应，维吾尔语屈折词的
加工比单语素词慢，即加工屈折词所需的时间比单语素词更长。这一结果表明，维吾尔语说
话者的屈折词认知过程比单语素词要难，要占用更多的大脑认知资源。因此可以推断，维吾
尔语屈折词在加工过程中进行了分解加工（通过词根和词缀），即大脑加工屈折词之前首先
对它进行词法分析，词根和词缀分解，先获取词根然后获取词缀，最后把两个因素进行整合
而获取整个词的意义。而单语素词是通过整体形式加工的，至少在本次实验中如此。
实验二的行为数据结果与实验一相反，派生词在心理词典中的表征及加工方式与屈折词
不同。在实验二中我们没有发现形态效应，表 4 的结果表明，派生词的加工过程所需的时间
与单语素词几乎相同,错误率的方差分析结果也显示两者没有显著差异。由此表明派生词的
加工过程几乎与单语素相同，他们的认知机理可认为相同，即都是通过整体形式加工来完成
认知，这种认知过程完全不同于屈折词的认知加工。
由此证明维吾尔语屈折词和派生词在心理词典里的表征及加工形式各自独立且不同的
过程。屈折词是在心理词典中分解表征及存储的，而派生词是整体表征及存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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