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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蒙古文文本中存在一个有别于多数其他文字的特别现象──看到的单词字形正确但其内码序列不正
确，或者说单词“变形显现字形”序列正确但“名义字符”序列不正确的现象，我们称其为蒙古文的拼写
形式多样化现象。本文先定义该现象及相关概念，再通过简单图示、例词拼写形式穷举、新闻语料统计分
析和基于整篇文章标注统计等多方式、多角度论证这一现象的事实性和严重性，分析导致这一现象的深层
原因并指出拼写形式多样化对蒙古文信息处理和应用方面的严重影响，最后提出通过推广普及录入规范和
标准提高用户意识、使用智能输入法避免误录、使用校对纠错工具后纠正、基于生语料的统计学习方法为
补充等多途径解决方法。本文对蒙古文标准编码的推广普及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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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like most other script，there is a special phenomenon in Mongolian text -- word shape is correct but
the code sequence is maybe wrong, or the words, presentation form is correct but nominal character
sequence is wrong, we call it Mongolian Spelling Diversity Phenomenon. This article firstly defined the
phenomenon and explained related concepts, than demonstrated this phenomenon by exhausting spelling style of
example word, raw corpus statistics and whole text annotation statistics etc. We analyzes the deep causes of this
phenomenon and points out that MSDP’s serious impact on Mongoli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application.
Finally, we promote serious of methods to solve MSDP, it includes popularization of standardized input by raise
awareness of the user, using intelligent IME to avoid input mistake, using the spelling error correction tools,
exploration of raw corpus based statistical learning methods etc.
Keywords: Mongolian text; Spelling Diversity Phenomena; intelligent IME; Spelling Error

引言
蒙古文编码国家标准 2将蒙古文字符分为“名义字符”
（Nominal Character）集和“变
形显现字形”
（Presentation Form/Character）集，并规定前者用于信息存储、传输和计算，有
明确的码位，后者（即蒙古文各类丰繁复杂的字母变形形式）仅用于信息的输出（显示和打
印）
，不需要码位 [1]。把一种文字的字符分为“名义字符”和“变形显现字形”进行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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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向为基于语音语言处理技术的计算机辅助汉语教学技术的研究工作.
2蒙古文编码标准有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目前两者即相关又有所区别。国际标准只有大体框架，国家标准
是在其基础上的细化和升级，是标准、用户协定和转换规则三者的统一体。符合国家标准必然符合国际标
准，而符合国际标准的未必能符合国际标准，所以本文所述“标准编码”特指国家标准。

并把信息传输与信息输出截然分开来处理，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英法德等西方文字和汉日韩等
东方文字通用方式的较特殊的编码结构与编码方式。原本在其他文字中特别简单的字符 C i
到字形 T i 的“一对一”
“映射关系”
，变成了字符序列 C 1 C 2 ……C n 到字形序列 T 1 T 2 ……T m
的“多对多”的复杂“转换过程”
。由于蒙古文的这一转换过程远复杂于阿拉伯文，仅仅依
靠词首、词中、词尾等词内位置进行调形的阿拉伯文成功经验已无法满足蒙古文复杂变形需
求。幸好目前已有部分操作系统、浏览器及通用基础软件环境具备了标准编码实现条件，技
术层面上基本攻克了这一复杂转换过程的技术难题。只待“用户协定”和转换规则[2]进一步
查漏补缺，各机构共同执行即有希望实现对于任意一个名义字符序列 C 1 C 2 ……C n 转换为唯
一一个变形显现字形序列 T 1 T 2 ……T m ，从而真正实现编码统一。为解决同形词（Homograph）
，
’
’
’
完全有可能存在另一个名义字符序列 C 1 C 2 ……C k （k 与 n 不一定相等）同样被转换为
T 1 T 2 ……T m 。Unicode 标准 Core Specification 中 13.4 节给出了如图 1 的一个案例。
表 1 Unicode 标准提供的蒙古文词形趋同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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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C’是否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合法的字符序列或根本不是用户想要的字符序列呢？
这种我们所不希望的事情发生概率如何呢？非常不幸的是，由于蒙古文的“一字一音”、
“一
字多形”和“一形多字”等自然属性，这种可被映射为相同 T 的 C 的组合非常庞大且非常
常见（见下文分析）
。蒙古文文本中存在的，这种单词输出（屏幕显示或打印）的“变形显
现字形”所表现的字形正确，但其存储的“名义字符”序列（文本内码序列）不正确现象，
我们称为蒙古文拼写形式多样化现象（Mongolian Spelling Diversity Phenomena）
，简称为拼
写多样化。也有文章称其为同形异码词[3]，是对同一事实的不同层次命名。
正由于蒙古文的拼写多样化现象，蒙古文拼写错误（spelling error）[4]有别于其他文种，
可细分为“读音错误”和“词形错误”
。依据字符序列 C 转换结果 T 的唯一性特性可知，当
一个单词的词形 T 错误时对应的 C 也一定错误，所以词形错误时读音一定错误（详见 2.5）。
相反，词形正确却无法保证其读音正确。所以拼写多样化也可以叫“字形正确，读音错误 3”
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蒙古文的读音错误才是其他文字中所述拼写错误，但从其他文字经
验和直觉而言，很容易理解为字形错误是拼写错误。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蒙古文的拼写错误有
“字形正确但读音错误”和“字形读音都错误”两个层次。本文中“词”是指单词名义字符
序列，而“词形”是指其变形显现字形序列，所以同形词即指同形异码词。本文生语料统计
计算中没有进行字形纠错和归并。
另需要说明的是，蒙科立编码[5]作为一种“全字符编码”方式[4]，本身就是基于标准编
码框架的一种变形显现字形方案。所以，不管是按名义字符形式保存的标准编码还是按变形
显现字形形式保存的蒙科立编码，只要是基于“音”的编码形式就必然存在拼写形式多样化
现象，本文分析结果通用于所有此类编码方式的文本。文章[3]提到蒙科立编码文本语料库中
存在同形异码词，但此文集中于用同形异码字符替换和符合字符拆分、组合方式归并同形词
上，与本文目标具有较大差异。蒙古文自动校对[6][7]等也提及蒙古文同形异码，但都没有对
此进行特别深入分析。

1

拼写多样化情况

1.1. 简单的拼写多样化案例
我们先看一个简单且容易理解的拼写形式多样化现象。因 ö/ü、x/g、d/t、a/e 四对字母
在相同词内位置和相同阴阳性（ ）条件下经常表现为同形，人们很容易就“发现”
3

同形词也属于拼写形式多样化，但读音不错。

录入常用词 Кφтυ≤ș(bügüde)时可随意替换这几个字母而获得所需词形，并至少可列举出图 1 所
示 32 种拼写方法（其中只有实线路径是正确拼写）
。原本在书面教学和日常使用中就很容易
混淆的这些同形异音字母在一个单词中如此高频度组合出现，录入中混淆不足为奇。实际上，
这个词形的可拼写形式远不止这 32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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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单词 Кφтυ≤ș(bügüde)的常见拼写方式
基于例词的拼写多样化穷举
我们再以常用词（ündüsüten）为例，试图穷举其所有可能的拼写形式。这次我
们不仅要考虑上例所用同形异音字母之间的替换输入，还要考虑字形之间内含关系（ 被拆
分为  ）和切分歧义（ 可能是  ，也可能是   ），甚至考虑古文用法字形
等编码范围内的所有可能录入方式。据此我们可以理论上穷举出如表 2 的多种拼写方式。
表 2 穷举ündüsüten 一词拼写形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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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音标后上标 1 和 2 表示那个字母的变体，
就是变体选择符（Mongolian Free Variation
2
Selector）的缩写形式。例如 a 表示字母 a 的词中变体，也就是古文用的单齿 a。 n1 表示
词首不带点的 n 辅音（жųŉтυёπуź"Consonant）古文写法。 ö1 表示 ö 的词中变体等等。
从表 1 可知，这个单词词形有多达(2+2*3+3*4*3+3*2)*3*2*4*1*4*2*3*3=86400 种拼
写形式。考虑到这个数字已经非常大，足以说明问题，也为了防止表格过于繁杂，我们没有
再列举 w 辅音的形等更为偏激的异常拼写方式。如果要考虑连续、交替、重复使用多个控
4
制字符 ，可以稍微夸张地说每个单词有无穷多种拼写形式。
1.3. 真实语料统计下的拼写多样化
穷举分析毕竟是理论推导，而且有的拼写方式过于复杂，实际出现概率极低。那么实
际应用情况是什么样呢？为此我们抓取三个新闻网站的文字性新闻报道页面，并经过行序恢
复、HMTL 标签剔除、编码转换等一系列预处理后形成了测试集，本文称其为 MGLNews。其
数据情况如表 3 所示。
在可获取众多数字资源中，尤其是各种网络资源中选择这三个新闻网站数据作为实验
表 3 MGLNews 数据情况汇总
Website
Docs
Sentences
Tokens
Types
86189
4008244 49243265
312902
中国蒙古语新闻网 MNN
CNR
43857
885970
11493090
84458
中国蒙古语广播网
8195
180570
2039115
57216
央视网 CNTV
138241
1214513 62775470
454576
合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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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ü1n…方式录入 字形后，在ü1 后再输入多个变体选择符都不会影响字形。

数据的原因主要有：

[1]. 可获取性：选择网络资源的首要原因是它有便利的可获取性，便于其他研究人员
也可以获取对照。

[2]. 可靠性：正规新闻媒体机构主办，稿件经过编辑、审核等多道编审流程发布。具
有内容相对可靠、术语相对规范统一、干扰因素相对低等优势。

[3]. 时效性：作为新闻类网站，具有较强时效性，可基本反映新词术语和蒙古文使用
现状。当然，时政类新闻为主的新闻内容词汇量必然比不上文学作品，文风也相对拘谨。

[4]. 代表性：虽然是正规新闻稿件，但依然存在较为严重的读音错误，也不乏字形拼
写错误，具有普遍代表性。

[5]. 可验证性：因工作便利，可对此三个网站爬取内容进行正确性验证，确保网页爬
取、网页模板分析、格式转换、行序回复等工作正确。
[6]. 结构性：可额外获得结构化数据（Structured Data），便于进行按文档种类各
自分类训练，便于进行关键字抽取（Keyword Extraction）、摘要生成（Summary Generation）
等有监督学习（Supervised Learning）的后续研究工作。搜索引擎中结构化搜索（Structural
Search）就是基于 MNN 的结构化数据（实际用 TREC 标记标示）进行了充分训练和验证。

[7]. 可延续性：这三个新闻网站每日稳定更新。通过前期试验，语料搜集工具成熟后，
可以定期更新扩充语料。
将 MGLNews 语料所有单词按字形进行归类后获得了所有词形统计数据，表 4 节选展
示了部分典型数据。
表 4 拼写形式统计节选数据
拼写种类 所属词形频度 所属词形数 平均频度
所属词例（to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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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第一行表示，词形在语料中共出现 90485 次，有 273 种 5不同拼写方式，是
拼写形式最多的词形。第三行表示和这两个词形各有 118 种拼写方式，共出现
11472 次，每个词形平均出现频度为 5736 次。最后一行表示 141006 个词形只出现了一种拼
写形式。如前所述，语料中不仅存在读音错误，也有字形错误，表 3 统计过程中我们并没有
进行错误字形纠错。例如，表 5 展示了 MGLNews 中单词 ўķоķ≤ķф"į 的部分词形相似词，其中
只有一个是形近字，其余都是拼写错误。
表 5 词
的部分字形相似词
单词
类型
原因

原词
名词“要求”

形近
动词“要求”

拼错
替换
辅音“”替换为辅音“”

拼错
替换
辅音“”替换为“”

拼错
替换
辅音“”替换为元音“”

拼错
替换
辅音“”替换为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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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篇幅所限，在此略去拼写方式数据。












拼错
插入
多输入一个齿“”
拼错
插入
重复输入辅音“”
拼错
插入
多输入一个齿“”
拼错
插入
多输入一个齿“”
拼错
插入
多输入一个齿“”
拼错
插入
多输入一个齿“”
拼错
删除
少输入一个结尾元音 A
拼错
删除
少输入一个辅音 R
拼错
删除
首音节少输入一个元音 A
实际数据表明，蒙古文拼写形式混乱程度远超我们之前的估计[3]。这种混乱不仅有理论
依据和发生概率，实际使用中人们也确实经常犯这种错误，而且很多用户根本没有意识到自
己的错误所在。更何况还有表 5 所示拼写错误也非常多，这给我们的数据利用形成了非常大
的阻碍。
从统计数据分析可知，拼写多样化基本与单词组成字母的同形字母个数及字形组合可
能性而定。显然单词越长，拼写形式多样化概率越大。常用词拼写形式个数略显多一些的原
因仅仅是因为常用词频度较高，其各种拼写形式出现概率高了而已，相信随着语料量的增大，
“大数法则”凸显后，这一现象渐渐平稳并趋于稳定。
1.4. 基于完整文章标注统计的拼写多样化
内蒙古日报 2014 年 6 月 6 日第一版的题为 Ђφњűя"űтυ≤κ"√ķź"КΨя"ЂφЌο"ŷűЋų≤πź"і ķķоΦя"的一篇文章 6共
计 411 词。其中词形正确但读音错误的拼写现象共出现 182 次，竟达 45.25%7。内蒙古日报
社编辑们作为专业文字工作者，非常清楚自己要写的词如何拼读，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拼写
正确的必要性，受到传统纸质媒体出版的多年影响，一般认为传递的是蒙古文字形，没有必
要一定要读音正确。或者说，他们将基于“音”的标准编码还是当成基于“形”的编码来用。
这种现象绝不是内蒙古日报独有，它是整个蒙古文信息处理和应用中普遍存在的，也是我们
需要认真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经认真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篇文件的录入者有几个录入习惯：①不用 o 、ö，只用 u、
ü；②不管读音是 t，还是 d，字形 ℓ 都用 t 输入，字形 ᠳ 都用 d 输入；③阴性词里的 x、g 都
用 g 录入；④词末的Ο"不管阳性、阴性都一律用 u 录入；⑤不用分写词缀( )前必须用
的 202F 等等。
经我们持续观察，这种录入习惯具有普遍代表性，仅仅是不同人对不同键位具有一定
偏好而已，但总体思路基本相似。

2

拼写形式多样化的原因浅析

蒙古文拼写形式多样化原因很多，主要有：
2.1. 同形字母混用
如前所述，同形异音字母混用是拼写形式多样化的主要原因。其中尤其以词首 o/u、词
首 ö/ü、词中/词尾的 o/u/ö/ü、阴性词中的 x/g、所有 d/t、词中 a/e、词尾 a/e/n 混用占绝大多
数。这种混用更大是源于认识问题，还有一部分是源于确实分不清楚如何正确拼读。
2.2. 分写词缀误录
蒙古文分写词缀视觉上与前导词分写，容易被误解为独立单词。所以让人们普遍理解、
接受并规范输入需要一个过程。目前，录入分写附加成分的错误主要集中在不用控制字符
202F 和使用错误字母两点。例如“所有格”词缀 yin 可以有-iin –iiɑ -iie –ǰyn –ǰyɑ -ǰye -yi
6

原文已转载至 http://www.mgyxw.net/mdls/am/amview.aspx?iid=138925&mid=7273 。
本案例数据源自确精扎布教授与作者联名提交的报告，由确精扎布教授完成校对审核，因篇幅所限未付
标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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ɑ -yie 和 ǰin……ǰie ǰiɑ等十几种错误拼写方法。
2.3. 控制字符误用
因控制字符是不可见字符，目前操作系统和编辑器又缺少控制字符查重（Duplication
Checking）或过滤（Filtering）功能，乱用、误用情况在所难免。尤其是生僻且写法特殊的
外来词，录入者可能反复交替试用几个控制字符后最终获得所需字形，但有可能录入了多余
控制符而浑然不知。即使是常用词也有可能中间插入多余控制字符而表面上看不出来。例如
ģ 后放置 FVS1（U+180B）后变成

写词缀和前导词。由于部分独立单词字形与分写词缀同形，自动纠错难度较大，从而，统计
准确率很难得到保障。工作量统计中分写词缀算作一个单词，也许有利于编辑人员稿费统计
而故意为之。
检索、排序和统计等最基本的应用需求都难于得到满足，我们该怎么办呢？

4

拼写形式多样化问题的解决方案

既然有这么多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呢？大致有两种解决思路。一种是要完全正确录
入或同时对被搜索内容和搜索关键字进行拼写纠错，区分同形异音字母和词，达到精准搜索、
精准排序、精准统计。另一种是通过额外算法解决同形异音字母的字形模糊匹配，达到模糊
搜索和模糊统计，但这是否违反了标准编码制定初衷，纵容用户拼写错误了呢？对此，我们
建议：
4.1. 推广普及录入规范和标准，提高用户意识
由蒙古文的自然属性、编码特性及拼写多样现象可知，让用户接受蒙古文标准编码的录
入规范，形成良好习惯并不是简单的书写媒介更换问题，可以说是一次重大的变革。把握好
了，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将标准音与信息化同时推进。把握不好，将严重阻碍蒙古文信息化进
程。为此我们认为，必须同时注重现有使用者培训和未来使用者培养，且后者更重要。
未来使用者培养方面，将蒙古文标准编码的录入规范纳入中小学课程，结合标准音推
广工作，从入学儿童开始培养起良好的习惯，待他们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时，将按标准录入视
为很正常的必然事件。
现有使用者培训方面，我们先重点培训编辑、记者、相关蒙古文工作人员，再逐步扩
大到普通用户步骤。单从报纸、期刊和图书出版角度考虑，要想让长期习惯于纸质出版做法
的相关人员按规范录入具有一定难度。兼顾字形和读音会额外耗费精力，这明显有悖于他们
追求绩效考核的初衷。那么如何让他们意识到这样做的好处并愿意付出这份努力也许是个不
简单的系统工程问题。将出版资源升级为“语料库”，作为商品授权给研究机构及商业公司，
获取经济效益等都不一定能凑效。如果不能形成长效机制，很难长久维持。所以从他们自身
使用便利角度考虑，让他们意识到这样做了可以便利利用以往资料等可能是更合理的方式。
4.2. 使用智能输入法避免误录
在标准编码 OpenType/AAT 字库实现中，一般都会附带一个键盘映射（Keyboard Mapping）
输入法。因复杂文本引擎和字体规则担负了名义字符到变形显现字形的映射转换，输入法本
身一般只需从键盘字母映射为蒙古文字母，一般不用做额外处理。因蒙古文是个同形异音字
符较多的文字，这种键盘映射输入法没有避免同形字符输入错误避免措施，从输出的字形又
不易察觉错误，所以，即使用户了解标准编码框架、懂得输入规范，也意识到规范录入的必
要性，但指望所有用户都能按标准录入是不现实的。
为标准编码的推广普及，不让终端用户陷入迷茫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推广智能化程度
较高的输入法做预防性处理。鼓励使用完全符合规范和标准的智能输入法，从录入源头避免
错误[9]。智能化输入法确保录入字形和读音正确的同时给用户简单易用的用户体验，让用户
不再感觉遵循规范是个负担。此处所述输入法不仅局限于全键盘录入，也包括智能终端的虚
拟全键盘、数字键盘及 OCR 识别录入、语音识别录入等所有输入方式。这些输入方式上必
须加以监督机制，尽量避免用户录入错误。不管输入法做到什么程度，总是无法避免 OOV，
而这部分的正确录入只能依靠用户自律或通过网络协同等方式作为弥补。
4.3. 使用校对纠错工具后纠正
虽然通过前两项可以解决今后的问题，但对于历史数据或字形扫描、手写录入等场合，
我们需要依赖自动校对和自动纠错。目前“词典+规则”是实现蒙古文文本校对常用方法[6]。
不管使用不确定有限状态自动机（NFSA）数据结构获取较高计算效率、使用词干/词缀和生

成规则来节省存储空间或是使用最一般的字符串匹配的库结构，其本质无非都是依赖词库，
词库中有的词认为是正确词，词典中没有词（OOV）就认为是错别词。再进一步用搭配库
或规则对部分同形异音词（例如 Π∂Ρ"Ί сųύ 的 Π∂Ρ录入为 Η≤Θ"Юķњź的 Η≤Θ）进行甄别。从公开
资料来看，未登录词、同形多音词处理还不够成熟，句法和语义层面错误基本未能触及,甚
至词法层面的形态变化分析[10]还有待提高，校对和纠错效果基本取决于词典词汇量。字形
拼写错误的纠错也不尽如人意，所以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改进校对和纠错。
4.4. 探索基于生语料的统计学习方法
我们有了确保单词读音正确的熟语料，可以顺利开展一些统计建模的科研研究[11]，但
目前我们所能获得量还难以支撑实际应用需求，更无法满足需要大数据支撑的个别模型。虽
说可以采取各种手段缓解数据稀疏（Data Sparse），但归根结底还得需要足够量数据支撑统
计建模[12]。很显然，深度机器学习（Deep Machine Learning）使用的词向量表示（Word Vector
Presentation）来说，语料量越大，低维空间（Low Dimensional Space）上的词向量越趋于精
准[13]。更何况熟语料没有读音错误只是一种假设，而我们日常产生的原始数据又有如此严
重的拼写多样化，我们所能采取的防范措施又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等待和
依赖加工足够量的熟语料后再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新词术语研究、语言动态监测、
舆情分析等工作总不能还要依赖加工的熟语料。直接利用生语料的研究工作是熟语料建设的
必要补充和回旋途径，相铺相成，互为补充，也是解决拼写多样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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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综上所述，蒙古文文本中大量存在拼写多样化现象，严重影响着蒙古文文本的日常应
用及科研研究。各种解决方式都无法独自满足需求，需加以综合利用。各项工作的开展势必
依赖语料库建设、知识库建设及相应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方面的突破，所以我们的研究工作
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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