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维吾尔语句子成分分析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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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句子成分分析是自然语言处理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首先陈述现代维吾尔语短语和句子之间的关系、
语类间的相互关系及现代维吾尔语单句成分划分问题；其次讨论现代维吾尔语语料库的预处理、短语标记
集、句子成分划分基本思路、句子成分分析算法等研究内容；探索现代维吾尔语谓语的识别算法设计、其
他句子成分的识别、自动界定预测算法等关键技术；最后分析实验结果，利用规则和统计相结合的方法实
现现代维吾尔语句子成分分析，取得相对较高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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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ntence component analysis is emphasis and difficulty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research. Firstly, it states relationship between phrases and senten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class, division problems of modern Uyghur single Sentence component; Secondly we
discussed these Research Contents which are pretreatment of modern Uyghur language corpus, phrase
tag set, the basic idea of dividing the sentence elements and Sentence component analysis algorithm,
and explores key techniques like design of modern Uyghur predicate elements recognition, identify
other sentence components, automatic definition of prediction algorithms; Finall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r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The method used to realize modern Uyghur language
sentence constituents analysis that is using rules combined with statistic, and have a relatively
high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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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句子成分分析是自然语言处理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现代维吾尔语句子的形式复杂多
样，简单的维吾尔语句子可以只有一个词或一个短语，复杂的维吾尔语句子可以接近一个段
落。基于浅层句子成分分析的思想,本文介于线性词序列和完整句法树表示之间浅层句子成
分分析。若只靠语法知识是不能满足要求的，语法语义相结合的深层句子成分分析是一个难
1
题。
现代维吾尔语单句成分划分在句子中，词与词之间有一定的组合关系，句子成分由词或
词组充当。现代维吾尔语里一般的句子成分有六种：即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和补
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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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语句子成分主要格式为（主语）（宾语）
（谓语）
，一般谓语都在句子的后面。例
如：
①．写人格式：
“谁”＋“干什么”
吐尔逊‖写字
主语

ﺗﯘرﺳﯘن ﺧەت ﻳﺎزدى
谓语

宾语

吐尔逊

写

字

ﺗﯘرﺳﯘن

ﻳﺎزدى

ﺧەت

②．写物格式：
我读了书。 ﻣەن ﻛﯩﺘﺎﺑﻨﻰ ﺋﯘﻗﯘدۇم
主语
谓语

宾语

我

读了

书

ﻣەن

ﺋﯘﻗﯘدۇم

ﻛﯩﺘﺎﺑﻨﻰ

经过复杂句子的分析发现，现代维吾尔语句子成分划分为三个中心概念。以上三大成分
具有一定的特征。还有其他成分，如：定语、状语、补语也具有一定的特征。这维吾尔语句
子成分分析带来一定的方便。

2 现代维吾尔语句子成分的识别与实现
2.1 现代维吾尔语短语和句子之间的关系
为了描述句子成分分析的结果，对句子成分制定成分标注标记集。主语表示为 1，谓语
表示为 2，定语表示为 3，宾语表示为 4，状语表示为 5，补语表示为 6。例如：
. ﺳېﺘٮﯟاﻟﺪٮﻢNP300805B1KP0/[ﻣﮫن ]ﻗٮﺰٮﻞ ﺗﺎﺷﻠٮﻖ ﻛٮﺘﺎب
2( )ﺳېﺘٮﯟاﻟﺪٮﻢ4[4( )ﻛٮﺘﺎب3( ])ﻗٮﺰٮﻞ ﺗﺎﺷﻠٮﻖ1()ﻣﮫن
（我）1 （买了）2 (红皮的)3 (书)4
以上例子中有一个最大的短语是红皮的书，它的词类编码为 NP300805B1KP0。
维吾尔语句子成分的数量是能确定短语的多与少。句子成分分析是先进行词汇、短语分
析。
维吾尔语的短语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词语类构成的更长的单位，由于每一个短语里
只有一个核心词（head）
，其他成分都起补足语（complement）或附加成分(adjunct)的作用，
该短语类就以核心词类名来命名。例如一个名词短语（NP）的核心词是名词，一个动词短语
（VP）的核心词是动词，一个形容词短语（AP）的核心词是形容词等。由于居上关系和属下
关系考虑，一个短语类里包含更大的语类。这些语类中短语语类居上，单词语类属下。整个
句子层面考察 IP 居最上，S 与 I 直接属下于 IP。而 S 直接居于 KP 与 VP 之上，KP 与 VP 直
接属下于 S。但是，KP 与 VP 有自己的内部结构，可以居于其他成分之上。
2.2 语类间的相互关系
语类的居上和属下关系其实就是句法层次关系。语类间的居上和属下关系可以是直接的，
也可以是间接的。语类间还有前后关系。维吾尔语言中有些结构可以用语类之间的姊妹关系
来下定义。在 NP 里，领属名词(Possessor)带领属格  ﻧﯩﯔ出现在前；从属名词(Possessee)带从属人称
词尾(即 Pos)，出现在后。从属人称词尾必须与领属者的人称和数相一致。如：“ ﻣﭕﻨﯩﯔ ﻛﯩﺘﺎۋﯨﻢ我
的书”。句中 “ﻣﭕﻨﯩﯔ我的”表示第一人称单数，表示领属格。这些特征中一致关系明显地体
现出来。因此，服从领属从属名词短语的一致性规则。如：领属名词和从属名词必须在人称
和数量上的一致。

3 句子成分分析算法

3.1 维吾尔语语料库的预处理
一般需经过分词处理、语法语义标注、句法分析等不同阶段进行处理，才能一个“生”
语料库逐步加工成为一个包含各种语言知识的“熟”的语料库，作为下一步自然语言信息处
理中非常有用的知识库，图 3.1 表示维吾尔语语料库进行多级加工过程。

图 3.1 多级加工过程
3.2 维吾尔语句法标记集
为进行维吾尔语语料库句子成分的划分，词一级标注的语料需要短语标注。本文使用新
疆师范大学提供的“面向信息处理的现代维语短语一级词性标记集”标准。详见表 3.1
表 3.1《面向信息处理的现代维语短语一级词性标记集》样例
格短语

KP

ﻛٮﻠٮﺸﻠٮﻚ ﺳﯚز ﺑٮﺮٮﻜﻤٮﺴﻰ

名词短语

NP

ﺋٮﺴٮﻢ ﺳﯚز ﺑٮﺮٮﻜﻤٮﺴﻰ

动词短语

VP

ﭘېﺌٮﻞ ﺳﯚز ﺑٮﺮٮﻜﻤٮﺴﻰ

形容词短语

AP

ﺳﯜﭘﮫت ﺳﯚز ﺑٮﺮٮﻜﻤٮﺴﻰ

副词短语短语

DP

رەۋٮﺶ ﺳﯚز ﺑٮﺮٮﻜﻤٮﺴﻰ

数词短语

MP

ﺳﯚز ﺑٮﺮٮﻜﻤٮﺴٮﺴﺎن

量词短语

QP

ﺳﯚز ﻣٮﻘﺘﺎر ﺑٮﺮٮﻜﻤٮﺴﻰ

代词短语

RP

ﺋﺎﻟﻤﺎش ﺳﯚز ﺑٮﺮٮﻜﻤٮﺴﻰ

摹拟词短语

ZP

ﺗﮫﻗﻠٮﺪٮﻲ ﺳﯚز ﺑٮﺮٮﻜﻤٮﺴﻰ

叹词短语

EP

ﺋٮﻤﻠٮﻖ ﺳﯚز ﺑٮﺮٮﻜﻤٮﺴﻰ

QT

ﻛﯚﭼﯜرۈﻟﻤﮫ ﺳﯚز ﺑٮﺮٮﻜﻤٮﺴﻰ

引语

3.3 句子成分划分基本思路
根据维吾尔语特点，打字员打字过程中有些问题很容易忽略，很容易出现字母录入错误
和词语录入错误。
（1）字母录入错误：维吾尔语 8 个元音字母双元字符组成，打字员录入时先打入（）ئ，
然后录入（）ۇ后完成录入完成（）ﺋﯘ元音字母的录入任务。但是具体语料中统计发现（、）ئ و
（）ئ ۇ现象。针对解决这种问题，利用维吾尔语的元音字母构成规则，自动完成调成任务。
（2）词语录入错误：A、“明天”（）ﺋﮫﺗﮫ是正确的，有时候 B、打“明天”）ﺋﮫ ﺗﮫ是
错误的。但是看出来很相似，实际上 B 时事错的。这个错误人发现不了，机器根据维吾尔
词与词之间空格分开的分词原则，很容易误认为（）ﺋﮫ和（）ﺗﮫ两个词。这软件统计的词汇
中大量出现非规范词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根据维吾尔语本身特点和 11 条现代维吾尔语
音节构成规则，基于词典与机器学习结合技术、人机互助方法解决此问题。
（3）语料需要解决和处理语料正字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根据维吾尔语的音节规
则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维吾尔语正字正音词典为基础，新疆师范
大学《网络信息安全与舆情分析》重点实验室开发的校对系统完成了语料校对任务。保证统
计语料的规范性，并下一步处理模块提供标准词语打下基础。
（4）词语定义和汉族人名、外国人名、机构名、地名等问题：得到正确句子成分，本
文中主要解决维吾尔语词语和汉族人名、外国人名、机构名、地名识别问题。
（5）研究词干提取问题：本次词干提取词干中利用基于词典和人机交互技术结合方法

提取词干，提取词干过程中现代维吾尔语词干词典维护来提取词干过程中出现的新词干的发
现、机器词典中新词干的补充和机器学习功能增加等。
（6）提取的词干进行标注问题：根据现代维吾尔语的特点、现代维吾尔语词干标注标
记集进行词干词类标注。
（7）短语标注和句子成分分类算法研究：根据现代维吾尔语分短语原则和现代维吾尔
语短语类标注标记集，进行句子短语分类，设计句子成分分类研究。
3.4 句子成分分析算法研究
对句子进行分析句子成分。

语法标注后，成分分析结果图 3-2 所示。

图3-2 句子语法标注成分分析结果

语法语义相结合标注后，成分分析结果图 3-3 所示。

图3-3 句子语法语义标注成分分析结果

为了实现以上目标下面几个方面进行现代维吾尔语句子成分分析，在分析过程中首先识
别谓语，然后逐步识别主语，宾语，定语，状语。
3.4.1 谓语的识别算法设计

经过粗筛选得到的集合 C 中的某个词可能是真正的谓语中心词,也可能不是,本文称这
些词成为准谓语,记为 Pk,k∈N,Pk∈C。
可信度 R(Pk):指句子中的准谓语 Pk 是句子真正谓语中心词的可能性的一种度量。输入
的句子经过语片捆绑和基于规则的谓语粗筛选,得到一个谓语候选集 C。其中 Pk∈C 都有 Pk
∈H∨Pk∈H(H 为谓语中心词集, 为非谓语中心词集,H∪ =C)。现在需要根据句子中 Pk 的
上下文和 Pk 本身的词性,评价 Pk 的可信度 R(Pk)，评价依据在本文中称为特征。下面讨论
相关特征的选择、特征权值的设定和调整、Pk 的可信度的计算。
准谓语 Pk 是否在句子中充当谓语中心词是由 Pk 本身的词性及其上下文的特征等决定
的。因此,本文选取了下文的几个特征。这样的选择减少了很大一部分的统计量,并且从对谓
语识别的性能上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在本文中,选取的特征有:
1)词类静态特征:考虑准谓语 Pk 的词性 T(Pk)对 Pk 充当谓语中心词的影响。表示为:
T(Pk)=t
其中,T(Pk)为 Pk 的词性,t∈TagSet,TagSet 为汉语词语的词性集合等。
2)词类环境特征:准谓语 Pk 在句子中出现时上下文词类的特征,这里只取与 Pk 前后相连
的两个词的词类。这两类特征分别表示为:

T(Pred(Pk))=t 和 T(Succ(Pk))=t
其中,Pred(Pk)表示 Pk 的前一词,Succ(Pk)为 Pk
的后一词。
将上文选取的特征表示为 A1,A2,…,An,如设词类静态特征为 A1,谓语前一词的词性特
征为 A2 等。对其中的某个特征 Ai,有 Ai=(ai1,ai2,…,aim),如词类静态特征 A1,准谓语的
词性可能为 vgo、vgn、vh 等,此中的 aij 即为 T(Pk)=vgo,T(Pk)=vgn 等具体特征。
有了上述定义,我们设定 Ai(Pk)表示准谓语 Pk 出现时出现特征 Ai 这一事件,aij(Pk)表
示特征 Ai 取某一值时的具体事件, (Pk)表示特征 Ai 不出现这一事件。则 aij(Pk)对 Pk 作
谓语中心词的支持度 V(aij(Pk))定义如下:
V(aij(Pk))=lgP(Pk∈H|aij(Pk))-lgP(Pk∈H|, (Pk)) (1)

(2)

其中,P(Pk∈H|aij(Pk))=

P(Pk∈H| (Pk))=

(3)

以上定义的论域是谓语候选集 C,HΑC。在选定抽取的特征 A 后,支持度可以通过统计计
算得到。其中�Ai(Pk)的情况如当准谓语 Pk 在句末时,无法考察 Pk 的后一词的词性特征,
即 Succ(Pk)为空,特征 T(Succ(Pk))=t 不存在。[11]
3.4.2 其他句子成分的识别

维吾尔语谓语成功识别后逐步实现宾语，定语，状语的实现。宾语和状语主要在谓语前
面，如果词性和短语标记为 N,词尾为“ni”的词语或者短语在谓语前面，那这个词汇或者
短语可看为宾语；比如：

V P308141B
τ
ψ
Ю∷
≯
1K
Б
МP0
τ
ψ
.“
/Э
[∷
※
(动词短语)

ЮА
е
∽
″
”
∽
1Kы
P0
щ
∽
О
/ψ
[Д
]N P300805B

′Б
]℃

(名词短语)
谓语(2)

宾语(4)

主语(1)

词性和短语标记为 D,DP 的，词尾为“da,ta,de,te”的词语或者短语在谓语前面，那这
个词汇或者短语可看为状语；比如：

V P306133B
хψ≮
О
1K
∽
Л
P0щ
.Б
/“
[Э
∶
(动词短语)

]Y P1B
Щ
Ⅷй
1K
ψ
’P0
Ⅳψ
“
/Э
[χ

τБ
Ю
щ
∽
]Ⅱ

(状态)
谓语(2)

状语(5)

主语(1)

w 001/.Ζ
/∶
v306133
щБ
“
Э

d03/
Е√
э
√
℃

(动词传述完存过去式)
谓语(2)

n303101/
τБ
Ю
щ
∽
Ⅱ

(时间)

(人名)
主语(1)

状语(5)

词性和短语标记为 A,AP 的，词尾为“ning”的名词词语或者短语在名词和名词短语前
面，那这个词汇或者短语可看为定语；比如：

V P306141B
≮√
Н
1K
√
ИP0
щБ
.Н
/О
[≈

]N P300805B
е∩
Я
∷
чН
ψй
”
∽
1Kчщ
P0
∽О
ψ
/Е
[≈

τ
ψ“
∽
″
Ⅰ
∽
]‘
(alim+ning
ﺎ ﺋ ڭﯩ ﻧ+) مﯩﻟ
定语(3)

(名词短语)

(动词短语)
谓语(2)

主语(1)

最后识别主语的问题，识别主语主要看谓语部分，通过谓语能确定主语部分，一般词性
和短语标记为 N,Np ，R 的词汇或者短语可看为主语。主语主要在句子前面，中间。比如

w 001/.Ζ
v306133
щБ
“
Э
/∶
(动词传述完存过去式)

щⅫ
Х
ψ
Ь∷
Ⅱ
n400201/
(地点)
地点+din

谓语(2)

状语(5)

n100401/
№Ⅻ
Ю
τБ
Щ
″
Б
М
(人名)
主语(1)

识别主语不像识别谓语，宾语，状语，定语的一样，人工识别也有一定的难度，所以识
别主语的时候我们偶尔依赖于人工处理，这样能保证句子成分识别的正确性。
给定一句经过正确切分和词性标注，短语标注后，如何利用其中的词语，词类，短语和
句法特征信息，确定句子成分的边界位置，即哪个词语处于句子成分的左边界，哪个词语处
于右边界，哪个词语处于句子成分中间的位置，是一个维吾尔语的界定研究所要解决的主要
问题，如上面所示的例题，此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进一步进行括号匹配和分析树生成进而
完成维吾尔语句子成分自动划分，具有重大意义。
3.4.3 自动界定预测算法

想象一串句子成分界定情况，经过一系列奇怪的变换，以一串词语的形式输出，次那个
人可以将句子成分界定预测问题抽象成如下的噪声信道模型[sh48]：

其中
为一串句子成分界定情况描述，
为 观 察 到 的 原 始 句 子 ，
为句子中的词语串，

为各词语的词类标记串，

这里的处理目标是：依据观察到的信道输出

,预测信源的句子成分界定分布情况

，对此

模型，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可以得到不同的句子成分界定预测结果。[14]

4.研究现代维吾尔语句子成分分析系统
4.1 现代维吾尔语句子成分分析系统实现
句子成分分析的整体过程如图4-1：

维
吾
尔
语

文本
规范
化

词性
标注

短语
标注

句子
成分
分析

输出
结果

图4-1 句子成分自动分析
过程

从图 4-1 看,整个句子成分识别过程分为文本规范化，词性标注，短语标注，句子成分
分析四个主要部分。
1)文本规范化的主要原理是：有多个连续的空格时替换为一个空格，每一个维文单词和
标点符号、标点符号和标点符号中间插入一个空格。按这规则规范化后的文本便于本系统得
短语标注，句子成分分析模块儿的正常工作以及人的理解。
2)词性标注：句子分解成单词后，把单词和标注内码置换，如果遇到一些新的单词，这
时系统靠操作员来处理新单词。
3)短语标注：短语分解过程为，首先把整个句子看成是一个短语，判断是不是一个正确
的短语，是——构成一个短语结构体，否——从句子前部或后部剪取一个单词，剩下的部分
看成一个短语进一步判断。短语分解过程中如果在当前的句子中各个短语的长度的和小于整
个句子的长度减 3，对这句子进行人工分解短语，把人工分解后的新的短语生成一个新的短
语规则添加到短语规则库里，以便下次遇到同样的短语时自动处理。
4)句子成分分析：通过短语标注，词性标注对维吾尔语文本进行句法分析，根据得到的
数据确定边界预算。
4.2 实验数据分析
本文所用的统计和测试语料主要选小学语文教材为验证对象。
选取了 120 篇文章共 9000
个句子,约 65,000 个词。这些句子中的大部分包括 1～3 个分句,本系统对每个分句进行句子
成分识别。整个测试分两步进行:
1)第一种测试利用基于规则的句子成分识别器进行句子成分识别和边界预算,并经过人
工校对。然后对带标记的语料集进行特征学习得到带权特征,进行测试,记录其准确率,其结
果 60%～75%左右。
2)第二种测试利用统计的方法进行分析。从结果中看出,最开始的时候,由于训练集和测
试集的特征的差别比较大,其准确率 69%左右,通过特征的不断学习,开始的时候准确率的波
动较大,随后逐渐趋向稳定,接近 70%。

从这个表可看出，如果本系统把两种方法合并起来使用,那本系统的识别正确率约在75%
左右,高于规则和统计的方法近6个百分点。因此,当训练集特征与测试集的比较接近或训练
集足够大时,可以取得相对较高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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