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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的自然语言处理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低水平重复状态，由于缺乏一些
公共的基础设施，很多研究工作都要花费大量的精力从底层模块做起，造成研究工作难以深
入。本文提出，可以将开放式的开发模式应用于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并给出了一个面向中文
的自然语言处理开放平台的设计。这个平台能够共享代码、语料、语言知识库等资源，并支
持协作开发。这个平台的上层管理采用项目方式，实现了资源的重复利用。随着参与者的增
多，和项目的发展，这个平台一定会为中文信息处理提供大量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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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的自然语言处理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低水平重复状态，由于缺乏一些公共
的基础设施，很多研究工作都要花费大量的精力从底层模块做起，造成研究工作难以深入。
近些年来，随着 Linux 等开放源码软件的惊人发展，开放式开发的思想正在逐渐深入人心[1]。
开放的好处不仅体现在成品上，更体现在过程中。只有当开发过程成为开放式的以后，该领
域的工作者才能以最自然的方式形成最大规模的协作，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把一个个
好的思路贡献出来，使得一个公共的产品迅速得到演化更新。
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我们处理的都是同一个对象：人类语言。而且，这个对象体系庞
大，从词法层次直到语义层次现象复杂。所以，要对这个公共的对象进行处理，理应存在一
套公共的基础设施和工具集，理应存在最开放的协作和过程管理，否则，我们要进行大量的
低水平重复开发，并且总是处在争执不下的局面，难以提高这个领域的处理水平。
目前，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已经有了很多的共享资源，特别是英语的资源已相当丰富，
词典、语料库、词法分析、句法分析、命名实体分析等很多基础性的研究领域都有了可共享
的资源，这使得相关的研究工作起点很高，工作容易深入。不可否认，我国的自然语言处理
领域，各种自然语言处理的基础资源建设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最有标志性意义的两个事
件是董振东先生的《知网》和北京大学、人民日报社和富士通公司的《人民日报标注语料库》
的公开发布，这对中文信息处理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不过，与英语或者日语相比
较，我们可以得到的可共享资源还是要少的多。这极大地妨碍了我国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的进
展。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几乎所有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都要自己开发一套分词系统，这
就导致我国的分词研究低水平重复式地长盛不衰，而一些更加深入的研究工作，如句法分析、
语义分析等等，却总是难以深入。
本文当中，我们提出采用类似 Linux 的开放源代码方式，建设一个自然语言处理的开放
平台。这种方式的好处不仅仅在于开放和共享，我们认为一个更大的好处在于，可以吸引一
批真正有志于此领域的研究工作者，大家通力协作，完成一些大家在孤立状态下难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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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本文中我们将探讨建设一个面向中文的自然语言处理开放平台的若干问题，包括其目
标、意义和组织结构、整体设计，以及平台之上的项目规划。

1 开放资源
建设一个开放平台，首先要把开放的资源加以明确。我们把自然语言处理的开放资源定
义为以下几类：
(1) 代码资源
目前各个领域都已有大量的开放源码计划。在中文信息处理领域方面，我们只在国
外少数几个网站[6]找到了很少的中文处理源代码，其中最复杂的是一个用 Perl 语言编写
的汉语词法分析器，具有初步的词语切分和人名识别功能，正确率不高。其他方面几乎
都还是空白。
我们认为，自然语言处理的代码资源主要应包含以下几种类型：
a) 基础型：发展基础的和通用的技术。建立评测数据集和评测结果记录，包括功
能指标，如精确率、召回率和性能指标，如运行时间、空间开销，吸引参与者
改进源码或提交同类源码，促进目标系统的演化发展。例如，分词和标注系统
[3,4]、短语划分和句法分析系统[5]。
b) 工具型：自然语言处理在底层有着许多琐碎的任务。推动工具共享，能够使我
们尽快走出作坊式加工的现状。例如，词典管理工具，汉字编码处理工具。
c) 应用型。制定小型应用目标，通过其实用性来吸引更加广泛的参与者。这些小
的应用都有可能发展为具有真正应用前景的系统，关键是要公开接受检验。例
如，汉语的书写检查工具、拼音汉字转换、人机聊天系统、特定领域的知识问
答系统。
(2) 语言资源
自然语言处理越来越依赖于语言资源的丰富性。目前网上已经有了一些可以共享的
中文语言资源。除了前面提到的《知网》和《人民日报标注语料库》外，LDC（Linguistic
Data Consortium）网站上也提供了很多中文的资源，其中有些也是免费的。
语言资源多种多样。对于中文的分词系统来说，所需的资源包括切分标注好的语料
库、各类型的专名库，词典等；对于句法分析系统来说，除了与词法部分共享的词典资
源外，还需要语法规则库、进行过句法标注的语料库——树库[2]。 尽管类型多样，我
们还是可以初步地将语言资源分作语料资源和语言知识资源两种。语料资源主要是不同
层次的语言现象的样本集。语言知识资源主要是语言知识库。
和开放源码的“Given enough eyeballs, all bugs are shallow”的思想[1]相平行，把语
言资源放置于众人审视的目光之下，最有利于资源质量的提高，同时也最有利于规模的
扩大。
以语料库资源的级联式加工模型为例，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多机并行，人机互助的语
料库加工过程，如下图所示。开放利于发展。语料资源如此，语言知识库资源也不例外。
以语法规则库为例，就是需要很多人讨论一道来调整的知识库。可以说，使规则系统完
善的最好方法：将其开放，经受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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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档资源
不论是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还是开发，都涉及到大量的关于理论、模型、系统的文
档，这些文档的重要性不亚于前面任何一种资源。推动自然语言处理作为一门学科的发
展，迫切地需要知识的积累。建立一个由参与者共同维护的文档库，必将发挥每个个体
的知识优势，实现文档的“准”和“全”两大目标。实际上，Linux 下面的文档计划和
源码计划同步开展，已经提供了成功的案例。
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文档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文献：各种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和技术报告。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国内的
研究者，特别是广大的学生，很难比较全面地接触到国际上相关的研究资料，
有时甚至一些重要的文献都没有掌握，这对从事相关的研究工作非常不利。收
集、整理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应该是自然语言开放平台的一项重要任务。对
于国内研究者来说，翻译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2. 标准：国际国内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都出台了一些标准，如国内的信息处理用
汉语分词标准、分词标记集标准等等；
3. 技术资料：一些大型系统开发中所形成的使用说明、技术规范、规格说明书等
等，在系统开发者同意的情况下，可以放到开放平台上。这种资料是开发者实
际工作的经验积累，对其他研究者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于文档类资源，开发平台应提供完善的管理和检索功能。

2 开放平台
建设一个支持对以上这些资源实施开放的平台，需要提供哪些功能呢？
以上这些资源都可以抽象为文件或文件集合。需要编辑内容的资源主要都是纯文本，或
可以转换为纯文本格式的。所以，并发式的文本编辑功能是最需要的。
如果这些资源没有好的组织，不仅混乱，而且发挥不了价值。一个凌驾于资源管理之上
的项目管理功能十分必要。这个项目管理可以理解为资源的视图，或是组合。

最后就是关于使用者的管理——用户管理。用户管理是与项目管理相协调的。用户是项
目的参与者，项目由用户来共同维护和开发。

3 组织结构
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支持资源共享和开发的平台，具有工作平台的性质。所以，我们
认为，按照项目方式进行组织是比较合理的。我们希望吸引对此感兴趣的志愿者在平台上管
理和组织自己的项目。
整个平台按照资源包和项目两个层次来组织。
平台上所有的资源组成一个个的资源包，这些资源包按照前面的介绍分为代码资源包、
语言资源包和文档资源包三类。
每个资源包都唯一地归“属于”一个项目，我们称该项目“拥有”这个资源包。一个项
目可以“拥有”一个到多个资源包，项目对于它所“拥有”的资源包有读写权限。同时一个
项目可以“使用”一个到多个不“属于”它的资源包，项目对于它所“使用”的资源包有读
权限。一般情况下，资源包都应该允许被不“拥有”它的其他项目所“使用”，从而达到资
源充分共享的目的。
一个项目有唯一的一个项目管理员，可以有多个项目参与者。从项目管理员、项目参与
者和普通访客的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项目视图：
(1) 项目管理员视图：
可以看到项目的全部资源，以及各个用户对资源所进行的修改的提交。提供定版功
能，管理员可以由此决定哪些修改应被保留下来将资源更新。项目管理员可以决定加入
和删除该项目的参与者。
(2) 项目参与者视图:
可以看到项目的全部资源。提供提交/上载的接口。
(3) 项目访客视图:
只能看到权限允许的部分资源。
下图为项目和资源包关系的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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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项目和资源的关系

4 整体设计
4.1 前台目录
用户登录后进入相关项目，如果该项目具备相应资源，并且用户具备所需权限，则可能
看到以下内容：








项目介绍
项目新闻：最近进展、动态
下一步计划：TODOLIST
代码资源
CVS：代码的并发编辑环境。
下载：打包下载新版本程序。
更新记录：对程序所进行的最新更新的报告。
语言资源
CVS：语言资源的并发加工环境。
下载：打包下载加工好的语言资源。
更新记录：对语言资源进行的最新更新的报告，包括详细的条目说明，便于引起关

注。
 文档资源
提交接口：给出文件及详细描述。
分类目录和关键词检索接口
 演示:：本项目的在线演示版本
问题报告
 论坛

4.2 后台管理
开放平台建立在一个 Linux 服务器上，客户端可以使用 Linux、Unix 或 Windows 平台。
开放平台上的项目运行平台可以由项目任意指定。
更为重要和困难的是资源和项目的管理如何实现。开放平台的管理主要通过一个数据库
和一个源代码版本管理软件来实现。
数据库主要是用来进行用户管理、资源包管理和项目管理的。用户与项目的参与关系以
及项目和资源的隶属关系是数据库中的主要关系。数据库目前采用 MySQL。
源代码版本管理软件用于具体的资源文件的管理，可以实现资源文件的历史记录保存、
版本比较、多人协同开放等等。我们目前使用 CVS 作为开放平台的源代码版本管理工具。
作为一个源代码版本管理软件，CVS 在以 Linux 为代表的开放源代码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
用。与 Microsoft 的 Visual SourceSafe 相比，CVS 有如下优点：1.支持 Internet 上的开发，而
VSS 只支持局域网上的开发；2.权限管理功能更强；3.支持多人同时 Check Out 一个文件；
4.免费。
源代码版本管理软件虽然是为源代码管理而设计的，实际上可以用于任何的文本或数据
资源的管理，特别适合于文本资源的管理。自然语言处理面对的是大量的文本，而 CVS 最
适合于对文本并发编辑。用 CVS 就可以把代码资源、语言资源和文档资源都统一管理起来
了。

5 项目规划
平台的重要性总是通过平台之上的项目体现出来。我们已经规划了句法分析器和树库建
设[5]的两个项目。
句法分析器的项目将是一个侧重开放源码的项目。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小型的树库以及利
用我们的句法分析器得到的对于该树库的召回率、准确率等功能指标。这可以作为一个优化
的起点。

概率句法分析依赖于树库的规模，我们的句法分析器在进一步改进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
问题就是数据稀疏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也就是树库的建设了。所以，与句法分
析器项目相伴而生的一个项目就是树库建设项目。这个项目将是一个资源建设项目。初步的
设想是采用人机互助的办法。发挥网络的分布性和这个平台的协调功能，先把任务分解，然
后再归并到平台上来。
除了以上这两个主要的项目，我们还将会把我们在以前开放机器翻译系统中积累的一些
资源、文档也以一些小型的项目形式公开出来。另外，我们还打算设计一些项目，征集一些
志愿者作为项目管理者进行开放。例如我们打算征集的一个项目就是要将近年来发表在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上的所有文章摘要翻译出来。也希望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建
议。

6 总结和讨论
开放式开发的好处已经在软件技术的各个领域得到了证明。自然语言处理开放平台的目
标就是在本领域探索一条开放和协作的道路。我们首先把资源加以分类，对各自的属性加以
分析。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设计了数据库和 CVS 结合的平台架构，并规划了一些启动项目。
开放式开发的核心是人，网络只是提供了一种最佳的媒介。开放平台的长远发展需要众多项
目的加入，需要好的思路的汇集。
自然语言开放平台的真正成功，取决于它能否吸引到足够的“人气”，能否不断地更新、
不断的发展。真诚希望我国有志于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人员，特别是广大的学生，能主动关
心这个平台，为这个平台的发展出一份力，共同促进我国自然语言处理研究水平上到一个新
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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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Open source platform for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This is a platform that supports concurrent development of open source projects, including
ordinary programming projects, corpus annotating projects and documents repository building
projects. This platform is expected to become a 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N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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