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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一种基于词间关联度度量的维吾尔文本自动切分方法, 该方法从大规模生语料库中自动获取维吾

尔文单词 Bi-gram 及上下文语境信息, 在充分考虑维吾尔文单词间结合规则的前提下, 将相邻单词间的互信

息、t-测试差及双词邻接对熵的线性融合作为组合统计量(dmd), 度量文本中相邻单词之间的关联程度。以

dmd 度量的弱关联的词间位置作为切分点进行自动切分, 得到语义及结构完整的词串, 而不仅仅是以空格隔

开的单词。在大规模文本语料上进行的测试表明, 该方法的切分准确率达到 8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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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new idea and related algorithms for Uyghur segmentation. The word based 

Bi-gram and contextual information are derived from large scale raw corpus automatically, and according to the 

Uyghur word association rules, the liner combinations of mutual information, difference of t-test and dual adjacent 

entropy are taken as a new measurement to estimate the association strength between two adjacent Uyghur words. 

The weakly associated inter-word position is taken as a segmentation point and the perfect word strings both on its 

semantics and structural integrity, not just the words separated by spaces, is obtain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 on 

large-scale corpus shows that the proposed algorithm achieves 88.21% segmentation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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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切分是自然语言处理中的第一步, 又是关

键一步, 采取何种方法及切分难易程度, 在不同语

言环境下有所不同, 但其 终目的是一样的, 即从

文本中获取能表达具体、完整语义的语言单元的集

合。这些语言单元在很多情况下是突破词语概念界

限的语义串 [1–2], 是文本中上下文任意多个连续字

符(字或词)的稳定组合, 是结构稳定不可分割且语

义完整的语言单元(如固定搭配、习语、对偶词等

具有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模式串 [3–4]、词组或短

语[5]、复合词或领域术语[6]以及命名实体等)。 

在文本中, 句子可以表达完整、连贯、易于理

解的语义 , 而语义串蕴含句子的关键信息。因此 , 

用语义串表示文本 , 可以有效地刻画文本主题 [7], 

构造泛化能力更强、更紧凑的文本模型 [89], 从而

可以提高相关算法性能及文本处理效率。因此, 如

何识别语义串边界并完整获取, 已成为文本挖掘领

域中的关键问题[10–11]。 

中文信息处理领域中, 分词是研究历史 悠久

的科学问题, 经过多年的研究, 中文分词已出现多

种较成熟的技术和实用分词工具。但是, 文本海啸

的到来, 对中文自动分词研究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 

尤其是新词边界的正确识别及分词系统对开放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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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维吾尔文语义串识别及切分整体流程 
Fig. 11  Uyghur semantic string recognition and segmentation process 

等功能词, 在文本中始终不与其他单词(等پاھ、ئاھ)

结 合 成 为 语 义 串 。 本 文 将 这 些 词 称 为 “ 独 立

词”(independent word, IW)。 

特性 2 维吾尔文单词间的结合主要是在名词

(N)、形容词(ADJ)和动词(V)之间发生, 并构成语义

串。当形容词与名词或与动词结合时, 形容词总是

作为前驱, 而不会出现在后继位置。因此, N+ADJ

或 V+ADJ 关系的相邻单词不可能结合构成一个语

义串。 

根据特性 1 和特性 2, 我们归纳出用于词间关

联 识 别 的 单 词 结 合 规 则 (word association rule, 

WAR), 并定义如下。 

定义 3 单词结合规则(WAR): 对于文本中的相

邻 词 对 “A B”, 如 A {IW} 或 B {IW} 或 B
{ADJ}, 则判断 A 与 B 不能结合成为关联模式, 要

断开。 

因此, 我们建立两个辅助词表: 独立词表和形

容词表, 并用单词结合规则判断词间位置。这样既

减少了词间位置的 dmd 计算量, 又明显提高了准确

率。 

3  基于词间关联度度量的切分算法 

确定组合统计量 dmd 和单词结合规则后, 基于

词间位置判断的维吾尔文语义串识别及切分整体流

程如图 11 所示。 

对于训练语料, 将所有的标点符号都替换为分

隔符“|”, 并进行词干提取处理, 然后计算语料库中

所有词对的 dmd 值, 构建双词结合度(dmd)词典。

对于待处理文本 , 进行同样的预处理(标点符号的

替换以及词干提取), 然后依次提取词间位置(词对)

按如下流程判断词间的相邻性:  

1) 对于当前词对“A B”, 如 A {IW}或 B
{IW}或 B{ADJ}, 则判断 A 与 B 断开, 并插入分

隔符“|”, 来消除 A 与 B 间的相邻性, 否则转 2。 

2) 从双词结合度词典中读取词对“A B”的 dmd

值, 如 dmd(A, B)>Tdmd, 则判断 A 与 B 连接并保留

相邻性, 否则插入分隔符“|”, 消除 A 与 B 间的相邻

性, 转 3。 

3) 如“A B”是 后一个词对, 则转 4, 否则提取

下一个词对并转 1。 

4) 结束当前文本词间位置的判断。 

对当前文本中所有词间位置判断结束后, 以分

隔符“|”进行切分, 得到文本中所有语义串。算法具

体流程如图 12 所示。 

4  实验与分析 

我们基于生语料库 URC 得到维吾尔文单词(词

干)统计模型, 并构建双词结合度词典, 以 USC1 为

对象, 用不同统计量判断词间位置的准确率并调整

阈 值 , 确 定 式 (10)中 的和 , 来 检 验 组 合 统 计 量

dmd 的有效性以及验证语义串提取算法在开放环境

下的健壮性。因此, 我们分别在开发集和测试集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