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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新词语不断地在日常生活中涌现出来。搜集和整理这些新词语，是中文信息 

处理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本文提出了一种自动检测新词语的方法，通过大规模地分析从Intemet上采集 

而来的网页，建立巨大的词和字串的集合，从中自动检测新词语，而后再根据构词规则对自动检测的结果进行 

进一步的过滤，最终抽取出采集语料中存在的新词语。根据该方法实现的系统，可以寻找不限长度和不限领 

域的新词语，目前正应用于《现代汉语新词语信息(电子)词典》的编纂，在实用中大大的减轻了人工查找新词 

语的负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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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fast development ofthe society．Ⅱ10r andⅡ10re newwords come outin ourlife．Itis one oftheimpo~．t 

topics in Chinese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o collect those new words．A method is presented for detecting these new 

words automaitcally in this lmper． mI analysing webpages grabbed from the Intemet，a large word and string set is 

built．which new words ale detected from and filtered by rules．At last new words which exist in the webpages gmbb~ are 

extracted．The system builtinthisway canfind newwordsin anylength andin anyfield．Nowitis applyingtothe compila- 

fion of Modem Chineae New Word Information Dictionary．It reduced human labor a lot in practise． 

Key words．computer application；Chinese la lage process'mg；new word；automatic detection 

1 前言 

自然语言中新词语的不断涌现是一个客观规律。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对外交流 

的日渐频繁，特别是Intemet的普遍使用，这一现象变得更加明显。据中国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专家曾做的一个比较保守的统计，中国自改革开放的20年来平均每年产生800多个新词 

语 。 

由于汉语中词语定义的模糊性，很难给出一个新词语的确切的定义，在现有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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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们认为对于新词语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把握：(1)从词典参照的角度来说，新词语是指通 

过各种途径产生的、具有基本词汇所没有的新形式、新意义或新用法的词语 。新词语的特点 

在于“新”，这个“新”具体表现在词形、词义和词语的用法上。鉴定新词语的参照系是现代汉语 

基本词汇的词形、词义和词语的用法。着眼于一个词语的词形、词义和用法，将其与现代汉语 

基本词汇的词形、词义或用法进行比较，只要在这三个方面的任何一点上不同．就认为它是新 

词语。基本词汇的代表是《现代汉语词典》和《汉语大词典》的主体词汇。(2)从时间参照角度 

来说，新词语是出现在某一时间段内或自某一时间点以来所首次出现的具有新词形，新词义或 

者新用法的词汇 ]。新，就体现了与时间相关的特点。比如可以把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词语 

“经济特区”，“下海”，“打工”等等称为新词语。 

从大体上说，从语言学角度，汉语中的新词语按照来源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 

(1)命名实体：包括人名、地名、商品名、公司字号、机构名等； 

(2)缩略语：如“非典”、“计生委”等； 

(3)方言词：如“靓”、“埋单”等； 

(4)新造词：如“伊妹儿”、“美眉”等； 

(5)专业术语：如“非典型肺炎”、“蓝光光盘”等； 

(6)音译词：如“酷”、“秀”、“克隆”等； 

(7)字母词：如wro、APEC等； 

(8)词义、用法发生变化的旧有词语：如“下课”、“充电”等。其中还包括一种“旧词新用” 

的语言现象，比如“高就”、“赏光”等，很长时间不用了，最近又重新出现在语言中。 

就目前而言，新词语自动检测的困难主要在于： 

(1)汉语的词与词之间没有间隔； 

(2)除了命名实体和字母词外，其他具有新词形的词语的构成基本上没有一个比较普遍 

的规律； 

(3)对于低频的具有新词形的词语识别比较困难； 

(4)对于词义、用法发生变化的旧有词语的检测更加困难。 

现有的新词语自动检测的研究，以命名实体类居多，在汉语的命名实体识别研究中，又以 

人名、地名、音译名识别率较高，准确率和召回率都可以达到90％以上n]，机构名构成规律较 

为复杂，识别准确率和召回率较低一些。其他类型的命名实体研究很少，识别率更低。至于其 

他类型的新词语自动检测的研究就更少。由于命名实体的识别研究已经比较充分，因此本文 

目的在于研究非命名实体类的具有新词形的词语的自动检测。为方便起见，下文中提到的新 

词语均指非命名实体类的具有新词形的词语。 

非命名实体类的具有新词形的词语的自动检测的研究，目前国内主要的研究方法有两种： 
一

是规则为主的方法，建立专业词库、模式库和规则库，对语料进行识别处理 。二是统计为 

主的方法。利用重复串的信息，提取高频串，然后再利用语言知识排除不是新词语的垃圾 

串 ，或是计算相关度，寻找相关度最大的字与字的组合 “ ，或是对分词后的语料中产生的 

连续单字词进行关联范数估计，利用右边缘扩展的方法判断词的边 ]。规则的方法主要缺 

点在于局限于某个领域，并且需要建立规则库。统计的方法，一般都是限于查找二字，三字和 

四字的新词语或局限于词法分析后的某种情况。 

本文提出的新词语自动检测方法，目标是大规模的处理Intemet网页，从一个整体的角度， 

寻找某一时间点后首次出现的不限领域和长度的任意新词语。 

2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根据本文提出的方法实现的系统，在实验中，准确率在30％至40％间，召回率在90％左 

右，已应用于《现代汉语新词语信息(电子)词典》的编纂上，大大减轻了人工查找新词语的负担。 

2 面向Internet的中文新词语的检测 

2．1 基本思想 

新词语，就是已有汉字或词语的一种组合。而一种组合之所以能固定下来，被认为是一个 

新词语，而不是一种临时组合的词组，该词语必定要经常性重复出现。不仅要在一篇文章中多 

次出现，而且要在很多文档中反复出现，这是一个新词语被承认的必要条件。新词语另外一个 

规律是具有时效性。一般而言，新词语在某个时间点之前几乎没有出现过，而从某一个时间点 

开始出现，越来越频繁，而后稳定下来，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经济特区”等词，有的甚至会 

渐渐消亡，比如“粮票”、“布票”等这些建国以来出现的新词语。 

因此从一个整体的角度看，新词语有两个特征： 

(1)具有重复出现的规律； 

(2)具有时间规律，即新词语总是在某个时间点之后出现并且流行。 

此外在词法分析中，绝大部分的新词语都是未登录词而被切成散串。比如专业术语“非典 

型肺炎”，在词法分析中被切成了“非典型肺炎”，缩略语“非典”被切分成“非典”。如果这些 

词语在一篇文章中重复出现两次及以上，那么通过重复串查找就可以将它们找回。 

图1 新词语自动检测的框架 

综合上述的这些特征，本文提出的新词语自动检测的基本思想是：首先大规模处理网页， 

对于切分后的网页内容，用重复串查找寻找新词语，但同时也不可避免的找到了一些固定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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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噪音串。接着根据给定的时间，建立一个给定时问之前的大规模的词与串的背景词串集合， 

这个集合里面不仅包括了大部分已有的词语，并且还包括了噪音和固定搭配。然后我们在这 

个背景词串集合的基础上，通过评价函数对于给定时间以后的每一个词和串进行比较和评价， 

从中得到新词语候选。最后用过滤规则对新词语候选进行过滤，得到最终的新词语结果。具 

体的流程如图1所示。 

2．2 重复串查找 

重复串查找的目标是在一段文本中将所有出现在指定次数以上的重复串都查找出来，查 

找以字或词为单位。本文采用的是基于词的重复串查找的方法。与不分词进行基于字的重复 

串查找的方法相比，分词后基于词的重复串查找的优点在于可以大大减少垃圾串产生。比如 

对于“⋯⋯中国人民⋯⋯中国人⋯⋯”这段话，不分词的话，基于字的重复串查找将会将“中国 

人”作为一个重复串查找出来。但是如果分词后进行基于词的重复串查找的话，则“⋯中国人 

民⋯⋯中国人⋯⋯”这段话中，“中国人”将不作为一个重复串被找出来。 

由于需要大规模的处理十万至百万级的网页，因此要求重复串查找算法必须快速。针对 

这些要求，并且对比了其他重复串查找的算法后，我们提出了我们的重复串查找算法。该算法 

的时间复杂度的上界是0(kn)，其中k是文本中最长的重复串长度，空间复杂度是线性的。 

由于一般自然语言文本中，常见的重复是不长的词和短语，因此在实用中，完全能满足本文提 

出的要求，但是限于本文的篇幅，这儿不做算法的描述以及时间空间复杂度的证明。 

2．3 新词语查找 

网页处理结束后，生成了一个巨大的词与串的原始信息集合。新词语的查找是在这个集 

合的基础上进行。原始信息集合由两张表组成，其例子如图2所示。图2中左表存放网页的 

原始信息，右表存放每篇网页中出现2次或者2次以上的所有的词和串。 

页面id 路径名 日期 

1083 ＼774＼97632．html 2003—06一l1 

1084 |774|97扛 html 2003一o6一l1 

1085 |774|97643 html 20o3一o6一l1 

1O86 |774|97644 html 20o3一O6—11 

对应左表的页面id 词串 词性 频度 

1083 条件 n 2 

1O83 非典 n ng 14 

1083 抗击非典 V n tag 2 

1O83 非典疫情 n ng n 3 

1O83 非典患者 n rig n 3 

图2 原始信息集合不例 

从原始信息集合中生成背景词串集合的过程，是将指定日期之前的所有文档的词或者串 

的总频度和文档频数统计出来。与此类似，将指定日期之后的所有文档的词或者串的总频度 

和文档频数统计出来，即成为前景词串集合。这儿的文档频数指的是该词或串在多少篇网页 

中出现过。背景词串集合的例子如表1所示。 

假设用s 来表示背景词串集合，用s，来表示前景词串集合，其中S ={eI e=(word，total— 

freq，docfreq)}， ，也类似的表示。则评价函数可以表示成如下- 

r 1 x·t。talfreq~>m &x·docfreq~> & 

．厂( )={V ( ∈s6一z．word~x．word) 

0其他情况 

其中 ∈s，，，n和 是预设的阈值。输出1表示该词是新词候选。对于每一个前景词串 

集合里的词或者串运用评价函数判断，即可得到新词候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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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背景词串集合示例 

词或者串 词性序列 总词频 文档频数 

保护伞 n 74 16 

生态 农业 n n 74 24 

法人 治理结构 n vn n 74 18 

形式主义 n 74 14 

外国专家 n n 74 14 

困难群体 an n 74 29 

农村 义务教育 n nl 74 22 

政务 公开 n Vn 74 17 

刑讯 逼供 n Vl 74 — 8 

2．4 新词语过滤 

由于背景词串集合不可能将所有的词与词之间的常用搭配都收录进去，因此在新词语查 

找生成的新词语候选中，存在着很多非新词语的垃圾串。为了尽可能的除去这些垃圾串，结合 

新词语的词形来考虑构成新词语的词性序列。下列的词性标注标准采用的是计算所汉语词性 

标记集。 

在词法分析的过程中，新词语一般被切成散串，表现成三种情况：单字词之间的组合，单字 

词和多字词的组合以及多字词之间的组合。通过对大量的新词语词性序列的观察和分析，我 

们发现由于单字词词性兼类的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单字词的词性标注不一定准确。比如：边／d 

警／ng，分／qt尸／ng案／ng，尤其是人名和地名以及缩略语，词性标注更是不准确，例如：库／n赖／ 

v，淤／vg溪／ng镇／n，秦／ 碧／ng天／n，I临／v管／v会／v。而多字词的词性基本准确，比如：斩首／v 

行动／vn，补偿／vn指导／vn单价／n，高考／vn移民／n。 

此外根据观察，新词语候选中的垃圾串，一部分是日期和数字相关的串，比如有关股指的 

串“1000点”和日期“2003年11月6日”等，另外有一部分垃圾串词性不符合构词规则，比如： 

“岁／qt就读／ 于／p”等。 

通过对上面的新词语和垃圾串的特点的分析，可见可以通过构词规则来过滤掉一部分确 

定不是新词语的垃圾串。过滤规则用正则表达式来表示，参照文献[6]，我们从垃圾串中总结 

出的一部分过滤规则如下： 

1．“[a—z] d”表示所有以副词结尾的词性序列； 

2．“u[a—Z] ’表示所有以助词开头的词性序列； 

3．“[a—Z] u”表示所有以助词结尾的词性序列； 

4．‘‘[m]+”表示单纯的数字； 

5．“[t]+”表示所有的日期； 

6．“[a—Z] C[a—Z]一’表示所有包含连词的词性序列。 

7．“q[a—z]一’表示所有以量词起始的词性序列。 

此外，由于单字词的词性标注不是很准确，所以在被过滤掉的垃圾串中，还要将非日期和 

数字的单字词召回。 

2．5 优缺点讨论 

从理论上分析，这种做法的优点在于： 

[1]在背景数据库的支持下，可以过滤掉大多数的垃圾串和已有的词。因为背景数据库不 

仅存人了已有的词，还存人了很多固定搭配及偶然噪音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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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以寻找前言中所述的“旧词新用”这种新词。因为“旧词新用”的词的频度从时间上 

看，必然是在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少出现的，然后在一段时间内出现的频度增加。 

『3]由于重复串查找算法寻找的串不限长度，因此存人数据库的串都是不限长度的，从而 

这种方法可以寻找某个给定日期以后首次出现的不限长度的新词语。 

[4]由于在每篇文章中查找重复串的阈值是2，因此绝大部分高频的新词语可以找到，召 

回率比较高。 

这么做的不足是： 

[1]由于在每一篇网页中，我们只能将出现频度大于或者等于2的串都提出来，因此那些 

在所出现的文章里频度都是1次的新词语不会被找到。但我们认为，新词语在所有其所在的 

文章中都只出现一次的情况比较少，因为大部分的新词语既然是被人们所承认和流行，那么必 

然会在文章中反复出现。 

[2]因为在原始信息数据库中存入的词或者串都是在文章中出现2次或者2次以上的词 

或者串，由于那些词或者串还可能在其他文章中出现1次，因此从原始信息数据库中统计出来 

的词或者串的总频度和文档频数并不是该词或者串的准确的总频度和文档频数。因此对于评 

价函数中的分别代表总频度阈值的m和文档频数阈值的 来说，很容易过滤掉这样的新词 

语：它们只在少于 篇的文章中出现2次或以上，在其他很多的文章中都只出现过一次。这 

是我们以后需要加以改进的地方。 

3 系统实现与分析 

3．1 系统实现和实验 

实现的整个系统中，网页采集利用了一个共享的网页采集软件，中文词法分析则采用了计 

算所开发的汉语词法分析系统ICTCI_,AS，词和重复串的存储用了mysql数据库。 

由于人民日报系的报纸一般用语比较规范和严谨，一般而言，上面出现的新词语都是大家 

所认可的，因此从人民网采集了人民日报系的十三份报纸，一共有647684张新闻网页，时间跨 

度从2000年 1月至2003年 12月。 

在网页预处理阶段，我们从新闻网页上提取了新闻的内容和新闻的时间，接着进行分词和 

重复串查找，然后以2003年1月1日为界，首先将这十三份报纸中指定时间以前的所有网页 

建成一个背景词串数据库，里面包含了1820904条词和串。然后在这个背景词串集合的基础 

上，经验的设定评价函数阈值m为8，阈值 为4，选择人民日报华东新闻和江南时报，将这两份 

报纸中2003年1月1日以后的所有网页分别建成了两个前景词串集合，进行了以下两次实验： 

6 

报纸名称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 江南时报 

网页数量(2003年1月至12月) 6295 41948 

前景词串集合中词串的条数 23696 12cl930 

新词语候选数目 82 605 

新词语数目 30 146 

未加过滤的准确率 36．6％ 24．1％ 

未加过滤的召回率(大约) 100％ 100％ 

未加过滤的F值 53．6％ 38．8％ 

过滤后的准确率 40．30％ 32．02％ 

过滤后的召回率 93．3％ 93-8％ 

过滤后的F值 56．3％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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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准确率=结果中正确的新词语数目／新词语候选数目×100％； 

召回率=结果中正确的新词语数目／前景词串集合中存在的新词语数目×100％。 

需要说明两点，一是由于用来实验的集合很大，要是人工从人民日报华东新闻的6295份 

或者江南时报的41948份网页中寻找出所有的2003年度首次出现的新词语作为标准答案，是 

很费时费力的。而考虑到重复串查找的时候是将每篇文章中重复频度大于1的串都提取了出 

来，所以只要新词语在某篇文章中重复出现两次及以上，就可以将其找到，并且我们认为在人 

民日报华东新闻或者江南时报中，在其所出现的文章里都只出现一次的新词语极少，因此我们 

把 m=0、n=0时的新词语结果经过人工确定后作为新词语的标准答案，然后进行上述实验。 

二是本文上述指标是对于在报纸中指定时间点后首次出现的新词语进行考察的。 

由实验可见，引入自动过滤后，F值提高了，整个系统的性能有所改进。 

此外为了对比背景词串集合大小对于新词语查找的准确率的影响，我们选取了两份报纸， 

重新建立背景词串集合，进行了下面的实验： 

背景词串集合大小 1820904(十三份报纸) 524684(两份报纸)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新词语准确率 36
．6％ 6．6％ (未加过滤

，2003／1—2003／12) 

江南时报新词语准确率 
(未加过滤，2003／1—2003／12) 24．1％ 12．0％ 

由实验可见，背景词串集合越大，越能提高新词语查找的准确率，这说明了背景词串集合 

过滤掉了大部分的噪音和固定搭配。 

3．2 实验结果 

下面是从两次实验中找到的2003年度的部分新词语： 

二字新词语： 

非典 边警 几比 抗非 留观 留验 司考 淘碟 神五 性商 疑似 整人 迅驰 

三字新词语： 

12强赛 百富榜 报检员 定销房 公投法 柜柜通 蓝筹股 临管会 国资委 漂 

亮biN 色老总 特巡警 重洽会 非典办⋯⋯ 

四字新词语： 

笔形手机 第三商圈 多边会谈 高考移民 六方会谈 末代甲A 绿色巨人 绿化会 

战 世遗大会 物管主任 公推公选 美男作家 美女棋手 两个率先 产业同构 拆迁新 

政⋯⋯ 

四字以上新词语： 

非典型肺炎 本息还款法 补偿指导单价 第三步兵师 国家渔政局 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条例 重大项目投资洽谈会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全路面起重机⋯⋯ 

字母词： 

SARS CEPA m G IVF 

分析实验结果，还发现： 

1．我们使用的词法分析软件ICTCLAS具有命名实体识别的功能，因此在建立原始信息数 

据库之前，我们去掉了所有的词法分析中寻找出来的命名实体。但是在我们的新词语 

查找结果中，能召回部分机构名和人名。比如“国家渔政局”被切分成了“国家 渔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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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因而在词法分析的下一步中未能将其识别成机构名，但是在新词语查找过程中被 

寻找出来了。又如“开心大药房”虽然切分正确，但是词法分析的命名实体识别模块 

没有将其找出，但是在新词语查找的结果中就出现了。 

2．查找出来的结果很多都是一些当年的热点问题。比如有关“和平解决朝核问题”，“要 

求人民币升值”，“美英联军”等，这些短语出现的频率都相当的高。 

3．有的新词语伴随着一连串的短语出现。比如我们在查找到新词语“非典”的同时，新词 

语结果里同时出现了“非典病房”，“非典患者”，“非典疫苗”，“非典影响”，“感染非典” 

“非典病区”，“非典康复者”，“非典疑似病人”，“非典时期”等一系列与非典相关的短 

语。 

4．对于很多垃圾串，从词形或者词性角度来说难以加以判断和过滤。比如：“一／m辆／q 

坦克／n”和“---／m个／q代表／n”单从词性和词形上就无法区分。还比如短语“房价／n涨 

幅／n”，从词性和词形上也无法区分是否是垃圾串。 

5．有些垃圾串是由于词法分析程序的错误造成的，比如：“是非典”被切成了“是非 典”， 

“的的姐”被切分成了“的的 姐”。 

实验结果里面包含了各种类型、各种长度以及各种领域的新词语，由此可见，本文所提的 

方法对于寻找各种类型的不限长度和领域的新词是有效的。 

4 结论 

汉语中新词语的不断涌现是一个客观规律。而随着Intemet的普遍使用，这一现象变得更 

’加明显。因而汉语新词语发现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和现实需求。本文提出了一种自动 

检测新词语的方法，通过大规模地分析从Intemet上采集而来的网页，建立巨大的词和字串的 

集合，从中自动检测语，而后再根据构词规则对自动检测的结果进行进一步的过滤，最终抽取 

出采集语料中存在的新词语。对人民Et报华东新闻和江南Et报的初步实验结果显示：本系统 

的新词语发现精确率在30％以上，而召回率可以达到90％以上。实验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 

可以发现观察文本中出现的大部分新词语。根据本文方法实现的系统，已经应用于《现代汉语 

新词语信息(电子)词典》词典的编纂，大大减轻了人工的负担。 

5 今后的工作 

新词语的选择和垃圾串的排除是影响系统性能的关键部分，针对目前准确率还不是很高 

的情况下，我们下一步将在背景词串集合的规模，新词语的选择标准以及垃圾串过滤等方面努 

力。首先是进一步扩大采集规模，由此建立了规模更加庞大的原始信息集合，其次是为采集的 

网页建立倒排表，以统计出每个词或者串的出现的真实的总频度和文档频数，第三是以一定的 

时间间隔从原始信息集合中统计生成这段时间间隔内的背景词串集合，从而可以追踪和绘制 

每个词或串出现的时空的曲线，以利于更准确的寻找新词。 

致谢 感谢张华平师兄仔细地阅读和修改了本文的初稿，并且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俞鸿魁同 

学对于本文的完成和新词语方面的研究也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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