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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维吾尔语小学语文教材语料为验证对象，使用从语法语义相结合角度制定的《现代维吾尔语
词干词类标注标记集》
，对维吾尔语小学语文教材词干进行了词性标注，验证该标记集规范的可行性、适应
性和可靠性。首先介绍小学语文教材电子语料库；其次讨论《信息处理用现代维吾尔语词干词类标注标记
集》的基本情况和多策略现代维吾尔语词干标注标系统模型设计与算法；最后分析现代维吾尔语词性标注
标记集验证结果，并验证《信息处理用现代维吾尔语词干词类标注标记集》科学性，补充和改正部分词类
的语义分类及标注代码，提出了规范的扩充建议。
关键词：现代维吾尔语词干；词类标注；标记集；验证

Confirmatory study of Modern Uyghur Word Stem POS Tag set
Azragul1, Mirxat2, Yusup Abaydula1
(1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 Technology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54, China; 2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5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Uyghur word stem POS tagging of the Uygur language textbooks which are
in use in primary schools as the verification object, we validate the feasibility, adap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Modern Uyghur Word Stem POS Tag set which is ma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mmatical semantic combination. This article first describes electronic corpus of primary
school Uyghur language textbooks; Secondly, it discusse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part-of-speech and tagging set standards of modern Uyghur word stem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the design and algorithm of multi-strategy modern Uyghur Words Stem tagging system model;
Finally, we analyse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validate the scientificity of Modern Uyghur Word
Stem POS Tag set, supplement and correct part of The semantic classification and code and
recommends a substantial expansion of the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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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维吾尔语信息处理目前的情况看，研制出一套面向信息处理的、具有较强通用性的现
代维语词语标注规范是当务之急。无论是维吾尔语的自动切分、识别、校对、词类标注、还
是编制通用的现代维语语法信息词典、维汉机器翻译，其最基本的前提就是需要有一个能够
全面反映维吾尔语的基本情况，且易于形式化和机器处理的词语词类规范体系。只有词类标
注规范，同一个系统内部才能运行，不同系统才能相互兼容。制定面向信息处理的现代维语
词词类规范，不仅会对各种应用系统提供一个完整、实用的词类标注规范体系，而且还会对
1
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现代维吾尔语各类规范与标准提供一个较为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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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处理用词类标注标记集在语言研究工作中，特别是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研究早已成为
一个最重要的研究课题。汉、英语信息处理研究工作开始的较早，通过长期探讨已经取得了
引人瞩目的成果。现代维吾尔语是黏着性语言，语法、语义、语用三位一体构词结构，三个
范畴融合在一起的复杂语言。目前的现代维吾尔语词性标注研究主要是按词语的语法功能进
行词性标注，没有考虑语义方面的特征。这种词性标注方法无法满足短语分析、句法分析、
机器翻译等现代维吾尔语信息处理方面的需求。只有语法语义特征相结合，才能正确的表达
词语的有关信息。新疆大学从语法角度来考虑词性标注标记集，有关专家在理论方面提出了
《信息处理用现代维吾尔语词干词类标注标记集（以下简称：标记集）
》
，但是目前为止，还
没有用具体材料来验证该标记集的可行性、适应性和可靠性。
由于维吾尔文小学语文教材通用性强，教材中使用的大多数词语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
用，语言最为规范，代表性强，故本文以小学维吾尔文语文教材（普通版）为研究对象。首
先，使用语法语义特点相结合的标记集，对小学维吾尔语词类进行词性标注，建立标准的小
学维吾尔文语文教材词性标注标记熟语料库。其次，在构建熟语料库过程中，不断验证、补
充和完善现有的标记集，考察分析对教材中各种词类标注标记集的满意度情况。最后，分析
本研究中所得到的标记集结果，根据标记集的满意度概况，验证和补充标记集代码，并且对
该标记集提出扩充建议。
维吾尔语词的分类问题是在维吾尔语言研究中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 。至今还没有得到
一致意见，对语言教学和维吾尔语信息化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本文以小学维吾尔文语文教材
语料库作为对象对该规范进行验证性的研究，进一步证明该规范的可行性、可靠性和适应性。
本研究为开展语法分析、语义分析、语音识别、机器翻译、信息过滤、舆情分析、内容理解
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提供统一标准，为开发智能软件通用性和兼容性提供标准支持服务。

2 关于信息处理用现代维吾尔语词干词类标注标记集
利用语法语义相结合的方法，《信息处理用现代维吾尔语词干词类标注标记规范草案》
提出了词语、词干词性标注的标记集规范。该标记集规范了 18 种词类作为语法框架，制定
了词干标注代码。在 18 种框架基础上，制定了《信息处理用现代维吾尔语词干类标注标记
规范》
。根据现代维吾尔语语法语义结合的方法和维吾尔语词干语义特点，将词干分为一级、
二级、三级、四级等多个层次代码，每类词干根据具体词类情况而确定，总共 1349 种。其
中：
名词（N）代码长度 7 个字符组成，语法语义相结合角度分四个层次，其中首位为字母
N，其余 6 位是数字。例如：

图

现代维吾尔语名词分类结构图

动词（V）代码长度由 7 个字符组成，根据动词的语法语义特点，动词分为三个层次，
关系更加系统化。静态关系（用 V100 符号表示）、心理活动（用 V200 符号表示）、动态行为
（用 V300 符号表示）等分三个子类。其中动态行为根据行为语义分为变化（用 V300301 符
号表示）、气象（用 V300302 符号表示）
、身体活动（用 300V303 符号表示）等 13 个子类。
每一类动词具有直接陈式（11 种）
、间接式（8 种）
、转述式（11 种）、陈述式（10 种）等四
种实态，总共 931 种。如图 2-2 所示。

图

现代维吾尔语动词分类结构图

形容词（A）分为程度和非程度两种，代码长度为 6 个字符，其中首位为字母 A，其余
5 位由数字表示，总共 80 种。程度形容词（A1）共分为 56 类，其中一级共 1 类、二级共 1
类、3 级共 7 类、4 级共 47 类，例如：A10102(浓度：

语法语义标注是目前语法语义分析的一种主要实现方式,它采用“谓语动词—角色”的
结构形式,标注句法成分为给定谓语动词的语义角色,每个语义角色被赋予一定的语义含义。
例如“[早晨（动作发生的时间）] [我（施事）]向[单位（受事）][已去（核心动词）]。
”
由于各种机器学习方法都已经比较成熟,仅依靠单纯机器学习算法的改进,在性能上很难提
高水平。所以,丰富有效的特征提高了语法语义标注的效率。

3 现代维吾尔语词干词类标注系统
3.1 现代维吾尔语词干词类标注标系统模型设计
本文利用现代维吾尔语词干词类标注标记集作为基础，维吾尔语小学语文教材验证对
象，利用现有的“现代维吾尔语多策略词干标注系统”
，验证了《信息处理用现代维吾尔语
词干词类标注标记》
。该系统总体模块图 1 所示。

图 1 现代维吾尔语词干标注系统模块图

3.2 现代维吾尔语词干标注标算法
图 1 所示的自动分析器由词干提取、词干词性标注、统计分析等多个模块组成，其中词
干标注模块利用隐马尔可夫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HMM）进行词干词性标注。
本研究中词干是词性标注的对象，因此设 N 是词干集(词干-Nomenclature 的首字母)，
T 是词干词性标记集库（标记-Tag 的首字母）
。S 是待标注词干串（待-Stay 的首字母），
S=S1S2S3 …Si…Sm（Si∈N）
。C 是 S 对应的词性标记串，C=C1C2C3 …Ci…Cm（Ci∈T）
。那
么，词性标记串 C 的出现频率 P（C）可由以下公式来计算：

在公式 3 中，count（cici-1）表示词性标记对 cici-1 在训练语料中出现的次数。
以上模型为基础及利用算法设计与实现“现代维吾尔语多策略词干标注系统”
。

4 现代维吾尔语词性标注标记集验证性分析
4.1 名词的验证性分析
从验证结果来看，全套教材中的所有 28133 词中，有 12926 种名词服从标记集规范，有

一部分名词没有放在该规范的语义分类框架中。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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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4

1345

17

99.5

28133

318

99.72

表 1 可见，在现代维吾尔语词干词类标注标记集中对该套教材中标注满足率 99.5%，其
中名词、动词、形容词满足率 96.4%、99.14%、97.5%，其他词类标记集满足率 100%；在教
材中无法标注的词干数 318 种，标注满足率 99.72 %，其中名词、动词、形容词满足率 98.89%、
98.45%、98.8%，其他词类标记集满足率 100%；扩展四级词类 17 种，其中名词、动词、形
容词分别 7、8、2 种，其他词类标记集满足率 100%。以上分析可以结果说明：
（1）
“信息处理用现代维吾尔语词干词类标注标记集”的顶层设计符合现代维吾尔语特
点和计算机信息处理要求。第一层语法角度考虑、共 14 种，第二层开始语法框架基础上语
义角度进行第三、第四层。
（2）设计每一层时，考虑了适应性和扩建性，提出比较科学的层次。
（3）基本满足构建通用信息处理用现代维吾尔语词干词类标注熟语料库，提供科学、
有效、可行和规范，并作为新疆维吾尔语词干标注标记集标准打下良好的基础，提供科学依
据，进一步优化后，可以推荐地方标准，下一步提升国家标准层面提供科学依据。
本结论维吾尔语小学语文教材为对象，进行的实验性验证结果分析基础上提出来的。本
课题组下一步初中、高中维吾尔语文教材进行实验性研究，进一步优化和补充“信息处理用
现代维吾尔语词干词类标注标记集”
，提高标记集的可行性和完整性，提高社会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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