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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蒙古文同形词歧义消除问题是蒙古文信息处理的难点之一。本文提出了基于蒙古语名词语义网的同
形词歧义消除方法，设计实现了同形词歧义消除算法,最后给出了语料库中同形词歧义消除实验的设计过
程及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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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 ongolian homographs disambiguation problem is one of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M ongoli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method for eliminating homonyms ambiguity based on
M ongolian nouns Semantic network, achieving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homograph
disambiguation algorithm. Finally, the design process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the corpus of homograph
disambiguation experiment ar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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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然语言中“歧义”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又是比较难处理的问题。自然语言歧义
问题事实上是词义和词形之间矛盾的问题。同一词形对应于两个或两个以上词义或结构时，
就无可避免地产生了歧义，因此我们把歧义又称“同形歧义”。
蒙古文的歧义表现于它的语言单位，可分别为字体、音标、字节、字、构词助词、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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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词、词、连接法等等。例如：音标方面有（

等），字节方面

[1]

有（
等）歧义 。同形词歧义方面比如蒙古文中的《
》
（0R0I）这个词有“山顶”的顶和“早晚” 的晚两种含义，只从词形上是无法确定其含义
的。同形词的歧义消除问题已经涉足词汇语法属性和语义属性领域了。30 多年的蒙古文信
息处理实践说明，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开发，都离不开对词汇进行语法属性和语义
属性的描述。没有一个基于词汇的语法、语义属性描述体系，就无法满足深层次的语言信
息处理需求。
作为蒙古语语义属性描述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蒙古文同形词词典》的建立与应
用是本研究的一部分。在蒙古语的语义研究中，通过语料库进行研究已经成为主要的手段。
基于语料库的同形词研究不仅要统计同形词的词形出现频率，更重要的是同一词形分别以
不同词义出现的频率。这样才能准确统计同形词按不同词义出现的概率，为搭配词库的应
用，机器翻译等提供概率统计方面的帮助[4]。

2 蒙古文同形词信息词典
同形词歧义研究工作中为了更清楚地表示蒙古文同形词的不同词义形式，内蒙古大学
淑琴博士研究设计了蒙古文同形词信息词典，其中包括“蒙古文词形”（MONGGOL） 、
“拉丁转写”（GALIG)、“词类”（UGSAIMAG）、“分类标记”（ILGAHV）、 “汉语词义”
（HITAD）等字段。
以蒙古文词形

举例为如下：

从中可以看出蒙古文的
(0I) 这个词形有名词、动词等不同词类形式，具有兼类词
性质，同时同一个词类情况下有不同词义现象。这就说明词形和词类确定不了其词义，还
得进一步区分同一种词类时究竟是哪个词义来使用。为此同形词词典中添加了分类标记
（ILGAHV）字段来区分以上情况。如
(0I)这个词的词类为动词 Ve2 情况下如果其分类
标记（ILGAHV）为 A 则表示跳起，B 则表示坠落。
蒙古文同形词歧义问题如果把同形词的词形、词类的基础上能够准确标注其分类标记
（ILGAHV），则歧义自然就能够消除了。
基 于 语 料库 的 同 形词 研 究中 首 先要 求 同 形词 歧 义消 除 问题 ， 即上 述 分 类标 记
（ILGAHV）的正确标注是关键问题。对于大规模的语料库当然需要一个能够自动标注分
类标记（ILGAHV）的功能。

3 基于蒙古语名词语义网的歧义消除方法

蒙古语名词语义网是一种语言知识库，其建立的目的就是为自然语言理解与处理服务。
蒙古语名词语义网提供词汇语义查询功能以外还有一个特点是解决词汇歧义问题。通过词
汇概念的形式化描述和概念之间语义关系的简明结构使得蒙古语名词语义网成为词义消歧
的主要词典资源。特别是名词继承体系，其严格的继承关系使得在语言分析过程中，句子
中的词汇歧义，只要通过内部结构自身就可以利用概念密度的计算，加以消除。
例如蒙古文的句子：
句子中
对

（食堂没地方，我在饭馆吃了饭 。）
（地方）是有歧义的词。不经过分析，单单依靠词汇语义网，就可以

（地方）进行消岐。
（地方）有以下六种不同的意思：
（地球）
（庄稼）
（地方）

（长度单位）
（地板）
（指原因的副词）
以上含义分列在不同的语义树上，其中一个树的部分如图 1 所示。

图1

只要计算一下
道，
的

词汇

（食堂）和
是离
词义。

（地方）的语义树

（地方）之间的距离，直观上就可以知
（H0G0LAN GER）最近的，应选“地方”

4 语料库中同形词歧义消除实验
4.1 歧义消除算法
蒙古文的同形词歧义消除过程中可利用上下位语义树。如蒙古文的

（CIHI）这个

词形对应到三个名词，一是耳朵，二是树苗的苗子，三是器皿两侧的耳子。在同形词词典
中以上三个词条分别对应到分类标记 A、B、C。因此只要语料库中遇到的
能够自动识别并准确进行 A、B、C 就可以完成同形词的歧义消除工作。

（CIHI）

为了统计自动识别算法的结果，首先在 26 万词条（已完成语法信息标注）的语料库
中人工方式对每一个
（CIHI）进行了分类标记的标注。接下来调用自动标注算法进行
了一遍标注工作。最后对以上两次标注工作结果进行对比，进而评价自动标注算法的性能。
整个歧义消除算法（或者现在已经对应到分类标记自动标注算法）是在以句子为单位
的语义环境中的进行歧义判断的。通过同形词与同句名词之间的语义关系计算最终判断歧
义。因此所考虑的名词必将是跟同形词共处一个句子，并且要句法关系相近的词汇才行。
本文中查找名词时考虑到了与同形词间的距离，选择计算的是与同形词距离最近的名词。
语料库中进行以上同形词的歧义消除过程的算法为如图 2 所示：
图2

基于词汇语义网的语料库中同形词歧义消除算法流程图

4.2 实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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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形
的设计方
义消除实

词词汇歧义消除实验
案跟前面的多义词歧
验大体相同。本文中直

接利用了

基于搭配词库的同形

词歧义消除实验中的初始数据。

歧义消除试验中共选择了 8 个词形，20 个名词。下面是在 26 万词条（已完成语法信
息标注）的语料库中利用语义网进行词义消除情况。
8 个词形，20 个名词的同形词表的信息为如下表 1：
表1

同形词词词汇歧义消除实验单词信息表

4.3 实验过程
（1）第一步：将同形词按每个义位添加到蒙古文上下位关系语义树中，即给每个义位
进行 SynsetID 标注，并指出其上位 SynsetID。 例如蒙古文的
（0I）在 《同形词典》
里有 4 个义项，对应到 4 个义位。因此将其看成是 4 个单词来添加到语义树里。
SynsetI 标注结果为如图 3 所示：

图3

同形词 SynsetID 标注结果

(2)第二步：语料库中查找所有上述同形词，先进行人工标注（标注其义位编号），然
后调用上述算法进行自动标注方式完成歧义消除，即确定句子中的同形词究竟是对应到多
个义位中的哪一个。进行歧义标注的语料库为如图 4 所示：

图 4 语料库中同形词歧义标注结果

4.4 实验总结
（1）第一步：对所得结果进行统计。
通过程序运行最终共对 1013 个单词进行了歧义标注，结果为表 2 所示：
表 2 语料库中同形词歧义消除结果

序
号

GALIG

次
数

正确
次数

错误
次数

准确率

1

0I

89

79

10

88.80%

2

AGVR

64

37

27

57.80%

3

ANGGI

332

187

135

56.30%

4

CIHI

91

30

61

33%

5

HELE

166

92

74

55.40%

6

H0TA

190

106

84

55.80%

7

HOLOS
O

43

10

33

23.30%

8

0R0

38

17

21

44.7%

合计

101
3

558

445

55.1%

（2）第二步：对统计结果进行分析
分析结果后发现，错误标注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① 语义网中名词的同义词集合 ID 标注有不准确的情况 如果同义词集合 ID 标注合理
准确将会提高准确率；
② 自动标注算法运行过程中所找到的名词跟当前词（同形词）不在同一语义块中，
导致无法计算距离；
③ 第一个同形词 0I 的标注结果准确率相对较好的原因是语义计算的名词大部分都是
该词常用搭配词，进而提高了歧义消除效率。
④ 同形词

（CIHI）的标注结果准确率较差的原因是总共 91 次标注当中

1）

出现了 74 次，
3）出现了 17 词，而
2）没有出现。但是在自动标注结果中
1）
标注了 19 次，
2）57 次，
3）15 次，将多数
1）误认为
2）。经过分析
后发现主要是这些标注错误的句子中没有出现与
1）搭配关系很近或语义关系密切的
词出现，进行语义计算的词汇大部分都是其它的一些词汇。如
（鼻子），

（脸）等词汇共同出现则

1）与

（眼睛）、

都能够非常准确的标注。同样

3）

也是，与
（庄稼）、
（树）、
（杨树）等词汇计算距离时都能准确判
断其义位。
因此依靠语义网进行语义计算，完成歧义消除时找到语义树上距离相近的词汇很关
键。随着蒙古文句法处理技术的深入，结合短语标注等技术可以较准确地判断与同形词计
算距离的名词。这样不仅提高准确率，还可以降低算法中查找名词的时间复杂度。

5 结论
词汇语义网络是词汇语义计算的非常重要的工具。目前基于 WordNet 等各类语种词汇
语义网络的应用比比皆是。蒙古语名词语义网的研究课题目前刚刚起步，本研究初步尝试
了基于蒙古语名词语义网的同形词歧义消除工作。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词汇语义网的
框架结构,完善词汇语义数据库的信息,补充动词和形容词等其它词类信息的同时要提高语
义网的应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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