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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过对大量维吾尔文网站的调查与分析，本文从多语种混合网页中针对维吾尔文网页识别进行了研
究。这对维吾尔语信息处理工作起着关键的作用。首先本文探讨了维吾尔文不规范网页的字符编码转换规
则及原理，以此对不规范维吾尔文字符进行了相应的处理。之后介绍了基于修改的 N-Gram 方法和基于维
吾尔语常用词特征向量的两种方法，其中后者融合了维吾尔文常用候选词语料库 及向量空间模型（Vector
Space M odel）。使用三种不同类型的维吾尔文网页文本作为本研究的数据集，在此基础上验证了本文提出
的网页识别方法，以及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网页识别的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基于 N-Gram 的方法对正
文较长的新闻或论坛网页的识别性能最佳，反而基于常用词特征向量的方法对短文本的网页识别性能优越
N-Gram。所提方法对维吾尔文网页识别的整体性能达到 90%以上，并验证了这两种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维吾尔文；网页识别；N-Gram 方法；常用词；向量空间模型
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献标识码：A

An Approach to Uyghur Webpage Recognition Based on Multi-strategy
Alim Murat1, 2, 3 , Azragul4 , Yating Yang1, 2 and Xiao Li1, 2
(1.Xinjiang Technical Institute of Physics &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Urumqi 830011, China ; 2.
Xinjiang Key Laboratory of M inority Speech and Langua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Urumqi 830011, China;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Beijing 100049, China; 4.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5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d the web-page identification task for Uyghur, after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a
large number of Uyghur websites. In the first, paper discussed the character encoding conversion rules and
principles over non-standard Uyghur characters, stored on the web and conducted corresponding treatment to the
issue. Then, two major approach to task is presented, one is the modified N-Gram method (M NG) and the other is
that a feature vector of Uyghur common word, fusing Uyghur common word corpus with space vector model．The
datasets constitute of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Uyghur web-page documents are used, in order to validate the
proposed method in this task. The experi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N-Gram based approach substantially performed
well in identifying web-pages of a longer text in news site and forum. Instead, a feature vector of Uyghur common
word approach performed superiorly in web-pages of short text and outperform the N-Gram based approach.
Overall, the proposed method gained more than 90% F1 score in the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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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带动了新疆的少数民族语言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使用互联网进行查
找信息的少数民族用户对各类信息的需求日益增加，同样各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网页数量


收稿日期：
定稿日期：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166208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工程项目-面向维汉
机器翻译的维吾尔语命名实体识别研究（201471100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工程项目
-维汉机器翻译模型关键技术研究（201472103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基于多特征融合的复杂
形态语言建模研究（2015211B034）;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新疆少数民族信息处理（XDA06030400）；
作者简介：阿力木·木拉提（1988——），男，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自然语言处理、机器翻译；
通讯作者：李晓（1957——），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多语种信息处理、人工智能；

在极速增长。因此，研究网页识别技术，将极大提高少数民族用户使用互联网同其他网民交
流、沟通，能够对地区文化、经济的发展以及信息化建设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
目前国内外众多学者投入了网页识别相关技术的研究。Janitima Polpinij 等[1]采用 SVM
（Support Vector Machine）分类器和朴素贝叶斯分类器对泰语和英语网页进行识别，结果表
明，朴素贝叶斯分类器得到较高的准确率，与此同时导致显然的极度过滤问题。Kriegel 等
[2]以主题频次向量（Topic Frequency Vector）作为网站的主题特征，依据网站所包含每个主
题的文档数来相应特征项的权值，从而进行网站分类。通过网页类别进一步标记，将网站定
义为一种有标记的树结构，采用 Markov 模型来识别商业网站[3]。文献[4]采用两步分类算法，
采用优化的互信息特征抽取方法以及朴素贝叶斯，构建了基于中文网页的高性能文本分类方
法。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网络的覆盖，特别是在智能端使用维吾尔语来进行传播信息的渠道
越来越多，
使得更进一步促进了维吾尔文信息化的发展，以此大量的维吾尔文网站应运而生。
由于维吾尔语的网页自动发现与内容采集技术相对落后，维吾尔文网站的受众有限，且有关
语言网络资源不稳定等因素的影响，一些维吾尔文网站经常出现故障、知名度小和难以发展
的生存危机。因此，如何在庞大的网络资源中及时、准确地发现维吾尔文网络资源、并对其
进行采集和存储并加以利用，是维吾尔文信息处理中紧迫解决的基础性研究。为此现代维吾
尔语的网页识别方法作为本文的宗旨，同时，
对维吾尔文网页字符的编码进行了优化的研究。
维吾尔文的书写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受过其他语言的影响，使得同一个字符在不同页面中
有多个编码。特别是维吾尔文网页中编码不统一问题相当严重并不规范，而且维吾尔文网页
的全文检索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对维吾尔文网页识别而言，网页文本的分类与识别是同一个
问题，因此本文以维吾尔文网页识别为目标，研究维吾尔文网页文本识别方法。本研究采用
网页文本节点特征与基于 VSM 的维吾尔语常用词统计学方法，识别维吾尔文网页。因此在
本研究中，需要消除维吾尔文网页文本导致的编码混乱，使用统一的编码来表示维吾尔文字
符，是维吾尔文网页识别问题的前提条件。以此，本文使用基于改进的 N-Gram 方法和维吾
尔语常用词及向量空间模型相结合的方法提高网页识别率。

2 维吾尔语网页文本编码转换技术研究
一般来说，在维吾尔文网页文本的识别中会出现多编码、编码范围交叉重叠、HTML 页
面 Meta 标签属性无符合标准等问题。因此，考虑到以上众多编码不规范的问题，对维吾尔
文网页文本编码进行了相应的转换和调整。
维吾尔语书写规则，在基于阿拉伯文字的基础上建立的，所以维吾尔文字母所属的
Unicode 编码区域定位在阿拉伯文字编码区域。 维吾尔语中 32 个字母因位置不同有 126 个
书写形体[5],然而 ISO 没有为维吾尔语字母分配自己的编码区域，故使得维吾尔文字母包含
在阿拉伯编码区域。阿拉伯文在 Unicode 中分为两个区域，基本标准编码区域（0060—06FF）
和扩展区域（FE70--FEFF）两种格式。为此，维吾尔文在计算机的信息处理、传送、存储
和管理等过程中，普遍应用两种编码区域的维吾尔文字符。
目前许多维吾尔文网站网页上挂载 Unicode 标准基本编码字符的压缩字体库 EOT 文件，
但也有少数维吾尔文网页采用自己研发的 TTF 字体库，这些字体库所使用的输入法具有字
符不规范或者字体库字符归为在扩展编码区域，将为维吾尔文网页识别以及后期采集工作增
加难度。因此筛选待测网页和采集之前，使用统一的编码区域，是本研究中及其重要的一个
环节。这样有效地避免采集存储的网页数据库中会出现乱码和字体不显示等现象。于是本文
借鉴扩展编码区域维吾尔文字符相应的编码值，对这些字符进行加以规范化的处理。相应的

编码转换规范如表 1 所示。

图 1 维吾尔文 Unicode 编码转换

通过根据这两个编码区域之间相互转换规则和原理，其凭借扩展编码区域的相同字符拥
有不同编码值得特征， 从而依次判断网页文本的每一个维吾尔文字符，同时进行 Unicode
扩展区域字符的转换,最终匹配对应的基本区域编码值。据统计，目前维吾尔文网页所采用
的字体文件大约有 264 个，如“UKIJ Tuz Tom”、“Alp Basma Aq”和“Alkatip Tuz Tom”等

3 维吾尔文网页识别模型
鉴于互联网的海量信息具有多样化、多语种的特点，如何从众多混杂各种语言的网页中，
判定以及筛选内容为准确。本文综合采用以下 2 种方法对维吾尔文网页进行判断及识别。
3．1 基于改进的 N-Gram 方法
N-Gram 是指 N-1 阶马尔可夫语言模型(Markov Model)的表示。该模型使用这样的假设：
随机变量𝑆1 ,𝑆2 ,… , 𝑆𝑚 中，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变量 Si 出现的概率只与前面 N-1 个变量
𝑆𝑖−1 ,𝑆𝑖−2 , … , 𝑆𝑖−𝑛+1有关。以此序列 S 的概率:
𝑃(𝑆𝑖 |𝑆i−𝑛+1 𝑆𝑖−𝑛+2 ,… , 𝑆𝑖−2 𝑆𝑖−1) = 𝑃(𝑆𝑖 |𝑆1𝑆2, … , 𝑆𝑖−2 𝑆𝑖−1 )
N-gram 方法的具体原理是将给定文本的内容根据 N 的取值范围进行操作，形成多个长
度均为 N 的文本词汇序列，每个序列称为 gram，即作为该文本的一个特征；其对所有 gram
的出现频率进行统计，并按照预设定好的阂值对其进行筛选、统计出现次数较高的 grams，
以此形成该文本的 gram 特征列表。列表中的每个 gram 均为一个特征向量维度[6]。

图 2 MNG 方法处理流程

如图 2 所示，本文采用的修正的 N-Gram 方法, 简称 MNG 方法（Modified N-Gram
Approach），由 Choong[7]通过改进原始 N-Gram 方法的基础上提出的。该方法将对某种语言

类型的训练文本进行 N-Gram 打分，并生成训练集，由此创建的训练集中不存在 N-Gram 出
现频率，只有完全不同的 N-Gram 序列。以相同的方式，将对测试文本进行相应的转换，以
及生成测试集。测试集是主要由 N-Gram 频率文件组成。之后，对所有训练集和测试集 N-Gram
之间的匹配率（Matching Rate，MR）进行计算。
MNG 方法在语言识别任务中与其他方法不同。一般而言，该方法对生成的 N-Gram 频
率没有依赖性，其通过布尔值（Boolean Value）来决定输出结果。本文以此使用该方法对维
吾尔文网页进行识别。大致思路如下：如果所有训练集的 N-Gram 特征项当中存在网页测试
文本的 N-gram 特征项，该布尔值为 1；如果训练集和网页测试文本的 N-Gram 特征项之间
无匹配，则布尔值为 0。这样将测试文本和训练集当中的所有 N-Grams 进行比较，通过总的
布尔值除以测试网页文本中不同 N-Gram 的总数计算相应的匹配率。计算公式如下：
𝑛

𝑀𝑅(𝑈𝑦) = ∑
𝑥−1

𝐵(𝑥)
𝑛

经过 N-Gram 的匹配率计算可以得出，用维吾尔文网页文本训练的 N-Gram 模型中，测
试网页文本得出的匹配率越高，该待测页面是维吾尔文网页的概率以此增加。
3．2 基于常用词的方法
基于常用词的方法采用每种语言最常用候选词的词库。使用常用词方法的先出优势是，
算法效率快、容易实现。然而，该方法需要构建一个常用词的频率词库，从而正确的判定测
试文本的语种。
鉴于此，本文将借鉴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中心少数民族分中心“维吾尔语文研究基地”、新
疆师范大学“网络信息安全与舆情分析重点实验室”构建的现代维吾尔语常用词语料库。该
语料库主要包含四大媒体语料：平面媒体、有声媒体、网络媒体和教材媒体等。根据常用词
语料库中每个词的频度，文本进行统计分析研究，赋予每个词一个相关的值 [8]。文献
[9][10][11]中，作者从词语的使用频率角度对词语进行基本考察，并其维吾尔语词语的“词种
数、频次、文本书、词长”作为构建常用词库的依据。该语料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维吾尔语常用词语料统计结果
词次
43,529,435

词汇种数
703,669

词干种数
147,054

总文档数
96,025

从语料统计分析结果得出，学者研制的维吾尔语常用候选词，仅在全四大媒体语料中的
覆盖度为 95.23%。数据以此表明，这些常用候选词在语料的覆盖度几乎接近于所有四大媒
体语料包含的词语。终归一言，该语料库完全地描述常用词具有的特性，其能够完全地代表
维吾尔语常用词。因此，本文引入向量空间模型，通过语料中的每一篇文档用向量来表示，
从此有效地整合维吾尔语常用词语料库与向量空间模型，因而验证该方法在维吾尔文网页识
别的有效性及可行性。

图 3 维吾尔文常用词语料在 VS M 中的应用

向量空间模型（Vector Space Model）[12]：通过向量的方式来计算相似度，其中由一个
向量来表示一篇文档，而测试文档也同样用一个向量来表示[13]。该模型基于以下思想：使
用语料库中每一篇文本（本文将常用词语料看作该模型的参照文档）定义一个文档向量；每
个文档向量都有 n 个分量。文档向量中的分量是指整个语料文本中计算出来的每个独立词项
的权值。每篇文档中，词项权值以基于词项在所有语料中出现的频率及词项在某一个文档中
出现频率自动赋值。一般来讲，权值可以用分量的出现频率来近似表示。文中提到常用词语
料文档集中，一个文档的权重向量表示为：

𝑀𝑑 = [𝑤1,𝑑 , 𝑤2,𝑑 , … , 𝑤𝑁,𝑑 ]

𝑇

当维吾尔文网页识别开始时，首先对测试网页文本进行相应的预处理,并将其表示成一个
查询向量𝑄 = (𝑞 1,𝑞 2 ,… , 𝑞 𝑛 )，共有 n 个独立词项。测试网页文本向量 Q 和文档向量 M 的相
似度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两个向量的内积。这种策略经常被用来两篇文档的相似度。 以此，
依据相似度公式来计算向量 M 和向量 Q 的相似度[10]。相似度计算公式如下：

𝑆𝑖𝑚 (𝑀, 𝑄) =
=

𝑀 ∗𝑄
|𝑀| ∗ |𝑄|

∑𝑛𝑖=1 𝑤𝑖 ∗ 𝑞𝑖
√∑𝑛𝑖=1 𝑤𝑖2 ∗ ∑𝑛𝑖=1 𝑞𝑖2

上述提出过，在向量空间模型中，每篇文档向量中有 n 个分量，每一个分量表示该词语
在该文档中的权值，用以描述该词语在表示此文档内容时所起作用的重要程度。计算词项权
值唯一的原则是要尽最大限度的区分不同文本。因此，网页测试文本向量（称为查询向量）
中的每个词语在语料文本向量中出现的频率来表示该词项的权权值。其具体计算公式如下所
示：

𝑊 (𝑡, 𝑑) =

𝑁
𝑡𝑓 (𝑡,𝑑) ∗ 𝑙𝑜𝑔 ( 𝑛 + 𝑎)
𝑁
2
√ ∑𝑚
𝑖=1[𝑡𝑓 (𝑡, 𝑑) ∗ 𝑙𝑜𝑔 ( 𝑛 + 𝑎)]

其中,𝑊 (𝑡, 𝑑)表示常用词文本语料文档集中，查询向量中的词项 t 在文本 d 中的权值。

1 ≤ 𝑖 ≤ 𝑚，m 为其中的文本 d 中词项 t 的频次。𝑡𝑓 (𝑡, 𝑑)表示 t 在常用词语料文本 d 中的覆盖
率，N 为常用词语料文本总数，n 为包含查询向量中的词项 t 的常用词语料文档的个数。

4 实验与分析
本文提出的维吾尔文网页识别研究，分为基于 N-Gram 的方法和基于常用词特征向量的
方法来进行实验。现有的维吾尔文网页识别方法主要是以表达式规则和人工辅助，并没有给
出标准的识别结果，以此与本文提出的方法无法进行比较和分析。为了验证本文所提出的方
法在不同的网页数据的性能和效率，采用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维吾尔文网页数据：新闻类、论
坛以及博客。
数据来源：目前维吾尔文还没有标准的、开放的语种识别语料库。因此，本文实验所使
用的数据来自于新疆最大的维吾尔文网址导航（www.ulinix.cn），其该网站提供的网址列表
中随机抽取 210 个站点，且对这些网站针对性地提取网页文档，以 txt 文档格式进行存储，
由此构建 N-Gram 特征库，提供有效的数据。详细语料的类型和规模以表 2 所示。考虑到采
用 SVM 进行网页识别，文档需要用向量来表示，故用维吾尔语常用词语料文本作为向量空
间模型的参照文档，从而与测试文档向量进行计算相似度，以及判定维吾尔文网页。维吾尔
文常用词语料库文档统计结果，以表 1 所示。
表 2 用于构建 N-Gram 特征库的网页文档分布统计

站点类型

#站点数

新闻

#网页文档数
训练集

测试集

65

100,000

5000

论坛

65

60,000

3000

博客

80

20,000

1000

另外，在 N-Gram 模型中阶数 N 的确定是维吾尔文网页识别的关键所在。将用所有
N-Gram 特征项作为网页文本的特征，导致特征维数非常高，这会对识别效率和速度有极其
影响。由此，从庞大的 N-Gram 特征项集合中筛选出对网页识别贡献较大的 N-gram 特征项，
将保留能够描述训练文本中维吾尔文的语言现象和特点的 N-Gram 特征项。
为此本文按照[14]
提出的维吾尔文 N-Gram 模型的参数 N 的选取问题，训练文本用 5-Gram 来表示，并按出现
频率对特征项进行降序排列，选取前 1000 个 5-gram 特征项，保存在训练特征库中。
评估方法：实际上维吾尔文网页识别是一个分类问题，由此采用分类系统的三个评价指
标：准确率 P (Precision)、召回率 R（Recall）和 F1 值，对本文所提出的方法进行整体评估。
本文首先使用基于 MNG 方法进行了维吾尔文网页识别实验，具体的识别结果如下所示。
表 3 使用 MNG 和常用词特征向量方法得出的维吾尔文网页识别结果（%）

方法

基于常用词

MNG

网页类型

P

R

F1

P

R

F1

新闻

99.8

100

99.9

98.2

99

100

论坛

88.6
95

95
80.1

91.6
87

82.4
88.5

97.8
98

89.4
93

博客

使用 MNG 方法进行网页识别的结果表明，通过不同类型的网页文本进行测试，整体来
看，基于 N-Gram 模型的方法对维吾尔文网页的识别性能相对较高。其中，对维吾尔文的新

闻类网页的识别达到了 99.9%的 F1 值，说明了此类网页上识别性能最好；当论坛类网页上
进行测试时，识别效果明显变低；对博客类的网页的识别效果明显地有所下降，说明该方法
在此网页上性能相对较差，F1 值从 99.9%下降至 87%。
使用常用词特征向量进行网页识别结果表明，以同样的测试数据，该方法整体识别和基
于 N-Gram 模型之间的相差不大，对识别效果的整体影响并不明显。与另外一种方法不同，
该方法分别在新闻类和博客类网页的识别性能达到了最高 F1 值 100%和 93%。尽管对两类
（新闻、博客）网页的识别性能有所提高，但对论坛类网页的识别性能显得较弱。
通过综合分析本文提出的两种方法对维吾尔文网页的识别结果，以及观察结果对比中的
F1 值，为此验证融合的方法在本研究的可行性，本文采用了融合方法进行网页识别。具体
的实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4 融合方法得出的维吾尔文网页识别结果（%）

F1值 （%）

100

网页类型

P

R

F1

新闻

100

100

100

论坛

83.6

98

90.2

博客

95

98

96.4

99.9

95

100

100
96.4
93

91.6

90

89.4

90.2

常用词语料特征

融合模型

87

85
80
MNG
新网

论坛

博客

图 4 MNG、常用词特征向量及融合模型所得的 F1 值对比图

图 4 中所示的识别结果中可以得出，当采用以两种方法结合的方式进行维吾尔文网页识
别时，总体识别效果优越前两种方法。特别是融合模型对博客类型的网页的识别性能有了显
著的提高，以此融合模型相比前两种方法能够互补前两种方法的识别性能较差的问题。
通过分析以上得出的识别结果，本文所提出的两种方法有以下几个特点：
1） 网页中只有少量维吾尔文文本，因而无法构建语言模型并不能有效地描述文本，将
会导致一定程度的错误。
2） 无论任何类型的维吾尔文网页，对正文部分较长的文档输出较高的准确率。
3） 维吾尔语常用词语料库特征向量对正文较短的网页识别效果相对较高，适合作为维
吾尔文网页特点。

5 总结与下一步工作
本文提出了基于修正的 N-Gram 模型和维吾尔语常用词向量特征方法，以此进行了维吾
尔文网页识别研究。同时，针对维吾尔文网页中常见的页面编码混乱问题做了分析及预处理，
以便快速、准确的识别维吾尔文网页。同时使用不同类型的网页数据基础上，构建了 N-Gram

模型的特征库，以同类型的测试数据上进行了网页识别的实验，获取了较高的识别效果。另
外，考虑到测试网页中出现的词语频率和文档数在维吾尔文网页识别中起重要的作用，统计
及分析维吾尔语常用候选词，并与向量空间模型进行融合，从而提高了识别维吾尔文网页的
概率，在实际系统的应用中得到了较好的性能效果，其系统综合性能提高到 90%以上。
本文在后期的工作中，将会进一步地扩展维吾尔语常用候选词，以便增加常用词在训练
文本的覆盖度，同时构建更多维数的 N-Gram 特征项，从而更加地提升维吾尔文网页识别的
整体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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