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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语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因而维吾尔语的

信息处理先从对语言的形态分析开始。形态分析首

先须要进行词目还原(lemmatization)。词目是在

单词词典中存储的形式，词目还原指的就是把句子

中的屈折变化形式还原成它相应的词目，如把名词

的复数形式还原成单数形式等(冯志伟 2004)。维

吾尔语中形态变化最丰富最复杂的是名词和动词，

维吾尔语中每一个名词或动词都需在其词干上按

照一定的顺序缀接不同的词尾。因此在维吾尔语信

息处理中，研究名词和动词的形态分析是一个很重

要的课题。因此，我们以研究维吾尔语动词的词目

还原问题为主要内容，比较几种词目还原方法并论

述削尾法的实现过程。

1 .维吾尔语动词的词目还原过程

在维汉机器翻译中，源语言的形态分析是首先

从对词进行词目还原开始的。维吾尔语中同样一个

动词有不同的、复杂的形态变化，但是在词典中只

存一个词目，这个词目在通常情况下就是动词的原

形即动词的非构形形式。所谓词目还原就是把句子

中的形态变化形式还原成它相应词目，并把词典中

存储的各种信息加到相应的词语中去，这是维吾尔

语形态分析中最主要的任务。例如在词目还原中，

计算机把具有时、人称变化的“alidim”这一形式的
动词还原成“ala”这一词干形式，并给削尾的词尾
“dim”加上各种语法信息，如“直接陈述式、一般体、
过去时、第一人称、单数”等。为了进行形态分析，实

现削尾需要进行如下工作。

1.1 建立机器词典

需要建立动词词干词典和词尾词典。目前我们

以数据库形式建立了词干词典和词尾词典。词干词

典包括2855个动词及其语音特征，词尾词典包括

150个词尾及其语法属性(阿孜古丽 2008)。

1.2 确定动词附加语素连接的顺序

维吾尔语动词的语态、体、否定、时、人称等范

畴的各种附加语素的连接有一定的顺序，因此需要

确定附加层次。有限状态转移网络图就是能够描述

词目连接层次的常用方法之一。一个有限状态转移

网络是一个有向图，图中的结点代表状态，用圆圈

表示，其中有一个圆圈代表起始状态，还有一个用

双圈或单圈表示终止状态，即状态转移过程的结束

标志。状态之间用有方向的弧线连接，表示从一个

状态向另一个状态转移，弧线上的标记表示转移的

条件，也可以看作是输入符号，即在当前状态，如果

输入某个符号就转移到下一个状态。要让计算机列

出语言中的每一个词干和词缀，并且表示出形态顺

序规则，告诉我们怎样把这些词干和词缀结合在一

起，最常见的方法就是使用有限状态转移网络图。

采用该方法可以给形态顺序规则建模。按照有限状

态转移网络图给维吾尔语动词的词干和附加语素

的附加顺序和可能出现的所有组合给予描述，在描

述时包括动词的语态、体(内部体)、否定以及时态。

因此起始状态是词干，终止状态是时态和人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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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0=词干，q1=使动态，q2=被动态，q3=交互共同态，

q4=自复态，q5=w 〉 t，q6=wal，q7=w 〉 r，q8=ala，q9
=wat，q10=否定，q11=过去时和人称，q12=非过去
时和人称。图中不包括体的重叠，其图如下：

图1 维吾尔语动词与附加语素的有限状态网络图

1.3 研制正词法规则

维吾尔语动词的末尾音节中的元音“a、〉”变为
“e、i”是维吾尔语的一大特点，因此还原时需要正词
法，如将削尾后的“ali”形式改正为“ala”。
2 .维吾尔语动词词目还原的几种实现方法

根据维吾尔语动词形态的变换规则，可以提出

以下几种还原方法。

2.1 “原型”匹配法

此方法指的是，建立维吾尔语动词库，根据形

态变化规则输入每个词及它的所有形态标志，在具

体语言信息处理中直接从词库找出其原形。此方法

主要依赖计算机存储空间，没有体现出语言的变化

规则。此外，在《维吾尔语详细词典》中输入的2 855

个动词中如果有了150个词尾的变化，就会出现

428250个动词，很显然此数据库就是一个庞然大

物，在这种数据库中进行搜索也会耗去很多时间。

这一方法的可行性很差。

2.2 最大匹配法

这是目前很多语言学家进行切分词语时使用

的方法。其特点是，先建立一个维吾尔语动词词干

词库。进行还原时，从后向前截取一个定长的字符

串，将剩下的部分跟词库中的词干相比较。若匹配

成功，则可确定这个字符串为词干，否则，就把该字

符串逐词减一，再与词库进行匹配，直到成功为止。

此方法的特点是编程容易、实现简单。缺点是，

第一，维吾尔语动词中构成不同形态的附加成分的

音节数并不一样，到底从词尾中截取几个音节？音

节数多了，会出现丢失词干部分的现象，从而影响

匹配；音节少了(如每次削减一个音节)，会增多数

据库搜索的次数，从而降低运行速度。第二，动词在

形态变化过程中会出现音变情况，而词库中仅记载

每个词的原形，这就会出现附加成分已被去掉但与

词库中的词干不匹配而导致找不到词干的情况。此

方法没有用到语言学知识，如果使用会弊多利少。

2.3 削尾法

削尾法可以说是最大匹配法的优化，即在最大

匹配法的基础上根据语言特点进行了修改，同时增

加语言学知识。其特点是，首先建立动词词干数据

库。进行处理时按不同附加成分的特点逐一消除其

附加成分，看剩下的字符串是否有下一部分分析的

情况，再与数据库匹配。若匹配成功，则此字符串就

是词干；若匹配不成功，则此字符串就不是动词词

干。削尾法大大减少访问数据库的次数，提高运行

速度。图2为削尾法的实现过程。

图2 计算机削尾法的实现图

此流程图可以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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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输入具有形态变化的动词，该动词可能是

附加了所有附加词尾的动词，也可能是只有时态及

人称词尾形式的动词。动词的时态及人称词尾是最

外围的语素，计算机首先要削时态及人称词尾。对

动词谓语中的动词来说，时态及人称词尾是动词必

须粘贴的词尾，因此计算机对该词尾的判断是用长

方形式表示。

按照维吾尔语动词的过去时和非过去时词尾

的字符特点，可给计算机设置一个命令：维吾尔语

动词的时态及人称词尾共有40个，可分为2、3、4、5、

6等字符。其中有两个字符的词尾有4个(di、ti、di、
di)，有三个字符的词尾有18个(dim、tim、dum、tum、
dym、tym、duq、tuq、di 、ti 、du 、tu 、dy 、ty 、
idu、jdu、idu、jdu)，有四个字符的词尾有8个(im〉n、
jm〉n、imiz、jmiz、is〉n、js〉n、isiz、jsiz)，有五个字符
的有2个(diiz、tiiz)，有六个字符的有8个(di lar、
ti lar、dular、tu lar、dy lar、ty lar、isil〉r、jsil〉r)。
其削尾方法：如果最后一个字符等于“r”，便去掉六
个字符；如果最后字符等于“z”，看第三个字符是否
等于“”，如果“是”就去掉五个字符，否则去掉4个
字符；如果字符的最后一个字符等于“n”，便去掉四
个字符；如果最后一个字符等于“i”，便去掉两个字
符；上述条件除外，其它的都要去掉三个字符。计算

机实现时态及人称削尾后将词尾存在a1中，并查抄

词尾库，标出词尾的语法属性。

计算机实现时态、人称词尾后就开始进行第二

步的查找，开始判断该动词是否有表示“否定”的字

符ma、m〉、mi。由于“否定”语素不是动词必须附加
的，因此计算机对它的判断是用菱形来表示。如果

剩下的字符中，后两个字符等于ma或m〉或mi，计算
机会访问词干词典，查找后两个字符有无等于ma或
m〉或mi的，如果剩下的字符与词干词典的字符相
同，就不执行削尾，保留字符。如果与词干的字符不

相同就会去掉两个字符，将其存在a2，并查找词尾

词典，标出词尾的语法属性。如果后两个字符不等

于ma或m〉或mi，计算机就会进入第三阶段。
在第三个阶段中，计算机查看剩下的字符是否

等于w〉t或w〉r或wal或wat，该三个字符之前的字符
是否等于i或u或y，如果“是”就去掉四个字符，如果
“不是”就去掉三个字符，并将词尾存在a3中，标出

词尾的语法属性。如果后字符不等于w〉 t或w〉r或
wal或wat，计算机将会实现第四个阶段。
进入第四阶段时，计算机会判断剩下的后一个

字符是否等于l或n或或r，如果“是”，就看其间的字
符是否等于i或u或y，如果“是”，就去掉两个字符，否
则去掉一个字符，并将词尾存在a4中，标出词尾的

属性。如果后一个字符不等于l或n或或r，计算机就
会判断后一个字符是否等于t，如果“是”，就去掉一
个字符，并将词尾存在a4中，标出词尾的属性，如果

“不是”就进入下一个阶段。如果后一个字符既不等

于l或n或或r又不等于t，计算机将进入第五个阶段。
计算机进入第五个阶段时，就查看剩下的字符

是否与词干中的字符相同，如果相同就保留字符，

如果不相同就会访问最后一个字符为i或a或〉或e的
词干并查找a或〉音的变音规则库，最后把动词还原
为原形，解决语音变化。最后再访问维汉双语词典

找出输入动词的译文。

3 .维吾尔语动词词目还原时存在的问题

计算机削尾时存在的问题如下：

第一，不能正确区分动词词干末尾音素和动词

的附加语素。维吾尔语中有些动词末尾音节中的音

素与附加语素相同，如erin-的末尾两个音素与动词
的被动态附加语素或自复态语素相同，因此计算机

会削in，并标出属性，最后还原的动词为er，这时计
算机无法判断动词erin-是原形词干。这种动词的末
尾音素与附加语素相同的词共有211个，占总数的

31%，其中与语态附加语素相同的词有202个，占总

数的29 . 6%，与“体”附加语素相同的有3个，占总数

的0 . 44%，与“否定”附加语素相同的有6个，占总数

的0 . 88%。语态附加语素与动词末尾音素的相同程

度也不一样，其中使动态附加语素t与以t结尾的动
词的相同性最高，数量最多。其它语态附加语素的

比例是，t﹥﹥l﹥n﹥in﹥i﹥yr﹥il﹥ur﹥ul=yn﹥y
=un=yl﹥tur﹥y﹥quz=tyr。其表格形式如表1所示
(见下页）。

第二，不能正确判断元音 a、〉的音变情况。给计
算机设置还原 a、〉的程序后，计算机会把末尾音素
为i的动词也判断为变音情况，将其还原成a、〉。如eri
-是动词原形，但计算机会判断为变音，将其还原为

er〉。在681个原生动词中末尾音节为以i结尾的动词
有42个，占总数的6 . 2%。因此计算机需首先从这些

词中查找，最后再判断。

第三，不能正确判断增音现象。维吾尔语中两

个动词在附加附加语素时会有增音现象。如j〉-、ju-
动词加附加语素时，有增音。如jeji、juju计算机不
会判断，将其还原成jej、ju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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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 分类 实例 数量 比例 总比例

语

态

t at- , ojat- 40 5.8%

29.6%

 a- , qatna- 33 4.8%

i eri- , pi- 13 1.9%

u uqu- , toqunu- 5 0.7%

y k’jy- , jyry- 2 0.2%

n ajlan- , s〉sk〉n- 17 2.4%

in arin- , tin- 14 2%

un Uoqun- , sun- 4 0.5%

yn jykyn- , t〉lpyn- 6 0.8%

l al- , b’l- 19 2.7%

il bil- , jiqil- 11 1.6%

ul burul- , qutul- 6 0.8%

yl U’myl- , kyl- 4 0.5%

quz qutquz- 1 0.1%

tur atur- , oltur- 4 0.5%

tyr ’ tyr- 1 0.1%

ur tapur- , jour- 10 1.4%

yr tyr- , sypyr- 12 1.7%

体

w〉t 〉w〉t- 1 0.1%

0.4%iw〉t tikiw〉t- 1 0.1%

wit dewit- 1 0.1%

否定
ma Uirma- , qama- 5 0.7%

0.8%
m〉 j’m〉- 1 0.1%

表1动词附加语素与动词末尾音素的相同型比例表

第四，不能正确判断同音不同义的附加语素。

维吾尔语中，动词的被动态附加语素和自复态的附

加语素是同音不同义的附加语素。在标出附加语素

的语法属性时，计算机就不会判断。

第五，不能正确判断同音不同义的动词。维吾

尔语原生动词中有30组动词是同音词，汉语中有不

同的翻译。计算机实现词目还原后，在查找相对应

的译文时，会很难判断这30组同音词的译文。

第六，不能正确还原a和〉。计算机判断音变情
况后将词还原成a还是〉，可以设置为前面字符有a、
o、u的，还原成a，如有〉、’、y的，还原成〉。但是有的
动词没有规律，这种动词共有32个，占总数的4.7%。

第七，不能正确区分音变后的词。维吾尔语有

些动词中的a、〉变成i后，i跟后面的音素组合而成的
音素会与动词语态附加语素相同，这时计算机不会

判断，将其削尾。如：ajlinim〉n中计算机首先削im〉-
n，之后就削in，因为这里的in与语态附加语素in相
同。这种动词共有47个，占总数的6.9%。

第八，不能正确还原单音节动词中的a和〉。维
吾尔语中单音节的原生动词中44个动词是有a的单
音节动词，28个动词是有〉的单音节动词，但两者的
音变形式相同。因此计算机不能正确判断其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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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act：Applying the general theory and approaches of computer linguistics , this paper addresses briefly the

existent problems in automatic recognition of stem-affix in Uyghu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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