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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维吾尔语同形词词性自动标注探析
赛麦提·麦麦提明
( 新疆大学 人文学 院 ,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 本文在介绍词 性自动标注系统原 理的基础上, 初步探讨了对维吾 尔文语料进行自 动处理、统计分析 过程中排
除由词语的兼类和同形而引起的歧义的三种方法, 即词语结构分析法、
搭 配词统计法和分布特点规则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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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语词性自动标注是维吾尔语词法、
句

文本自动处理的难点。

法分析自动化的重要突破口, 在维吾尔语自然语
言的理解、
处理和机器翻译系统开发中具有重要

自然语言的词性标注都有其各自的特点, 英
语与汉语不同, 维吾尔语也不同于英语和汉语。因

意义。词性自动标注能有效解决同形词( 组) 引起

为汉语是孤立语, 汉语词类自动标注系统一般采

的歧义问题。同形词词性自动标注的方法, 不仅适

用词典标注、规则标注、统计标注等手法, 其中统

用于维吾尔语自然语言的理解、维汉( 汉维) 机器
翻译, 还 可用于词频统计、文体分析 等语言学领

计标注法占的比重较大。维吾尔语是粘着语, 其形
态变化非常丰富, 适合词典标注法和规则标注法

域。

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词性自动标注。另一方面, 与其

维吾尔语是粘着语, 其形态变化比较丰富。名
词有数、格、人称等语法范畴; 动词有数、人称、时

它语言一样, 维吾尔语有相当多的兼类词, 同形
词的现象也很普遍, 这些因素加大了词性自动标

态、
语态的变化; 形容词有级的范畴。形态变化一

注工作的难度。

方面提供了一些深层语法信息, 为词法分析、词性

对维文语料的词性标注, 我们采取了分两步

标注带来极大的方便, 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自动标
注的复杂性。维吾尔语中兼类词和同形词数量较

走的方法。第一步, 先对非兼类词和非同形词进行
词性标注。这些词的词性标注主要靠词典和基于

多, 且使用频率较高, 这也为词性自动标注带来了

词干与附加成分搭配的构形规律。第二步, 对各类

一定的困难。因此, 研究词性自动标注必须首先解
决同形词识别问题。本文重点探讨维吾尔语词性

同形词( 兼类词和其它同形词) 进行词性标注。因
为, 具有词性标注的上下文和同形词的形态结构

自动标注系统的基本原则和同形词词性自动标注

特点会给确认同形词的词类提供更多的信息。

的方法。

1. 1

总体设想

1.
维吾尔语词性自动标注基础
词性标注的作用就是采取适当的方法, 根据

我们首先在 Window s/ xp 环境中用编程语言
V isual basic . net 开发了一个维吾尔语 词性自动

上下文语境和词语的形态标志, 消除句子中词的

标注系统。该系统在各类词库和规则库的基础上

语法兼类, 给句子中的每个词一个合适的词类标
记。对维吾尔语来说, 词性自动标注是词频统计、

通过程序从语料中提取词的切分、自动标注等。以
下是该系统总的工作流程图:

机器翻译、
语法分析等工作的基础, 也是维吾尔语

( S 1 为词干, S 2 为词尾, i 为字符串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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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utomatic Tagging of Homographic Words in Modern Uygur
Samat Mamatimin
( School of H umanities, X inj iang University , U rumqi 830046, China)

Abstract: T his art icl e int roduces t he basic principle of Uy gur w ord-class-t agg ing sy st em and on
t his base discusses disambiguation m et hod of ho mog raphic w o rds during U ygur corpus processing and
st at ist ical analysis. T his met ho d incl udes analysis o f wo rd st ruct ure , st at ist ical approach of mat ched
w ords, distributing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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