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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简单分析了中文信息处理与智能人机接口领域基础数据建设的意义以及国

内外的现状，重点介绍了 #$% 计划中文信息处理与智能人机接口领域基础数据库的设计

与实现，并对基础数据的应用和今后的工作设想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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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中文信息处理与智能人机接口技术是计算机与

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同时也涉及到

语言学、声学、光学、人体工程学等相关领域。开展

中文信息处理和智能化人机接口技术的研究，对于

我国信息化建设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

意义。中文信息处理与智能人机接口技术的研究范

围十分宽广，目前主要的研究内容有：自然语言处理

技术（包括机器翻译、检索和自动文摘等）、文字识别

技术（包括印刷体和手写体文字识别等）、语音处理

技术（包括语音识别与语音合成等）、计算机视觉与

图像处理技术、生物特征信息处理技术（包括指纹识

别、虹膜识别、脸像识别、笔迹鉴别和声纹识别等）、

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和多模式人机交互技术

等等。

在开展上述关键技术研究过程中，其核心算法

不管采用的是统计方法、规则方法，还是目前流行的

基于语料库的方法，总体上讲，都需要一定规模的语

料或样本对核心算法进行训练。在这里我们把这些

语料和样本数据称之为基础数据。显然，基础数据

库是开展中文信息处理和智能化人机交互技术研究

与开发的基础。此外，基于基础数据库的关键技术

评测已成为一种客观评价的重要手段。

! 国内外基础数据库的现状

正是由于基础数据库的重要性，国内外科研机

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设计和制作基础数据

库。目前比较有影响的基础数据库主要是语言学数

据联盟（&’()*’+,’- ./,/ 01(+12,’*3，&.0［!］）提供的数

据库。&.0 由 .4564 和 789 资助，于 !::; 年在美

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建立，目的在于建造、收集和发行

语言学数据，用于语言信息处理领域的研究和发展。

现在已经有 !"" 多所大学、公司和政府部门加盟，有

各种语言学数据 ;;" 种，涉及英、德、法、西班牙、中、

日和阿拉伯文等多种语言。&.0 已经向近 <"" 个单

位发行了数据。在 &.0 的众多数据中，包括了相当

多的语音数据，覆盖了汉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

阿拉伯语等许多主要的语言。同时，语音内容极其

丰富，包括：新闻广播、口语对话、对讲机对话、手机

对话以及噪音环境下的对话等，这些语音数据都是

在真实环境下录制的，因此大大增加了语音识别的

难度，同时也反映了基础数据建设向自然方向发展

的趋势。

国际上现在有很多著名的基于评测的国际会

议，这些会议往往也会为参加评测者提供大量的训

练数据和测试数据。例如信息检索领域的文本检索

会议（=5>0）［;］、日本信息检索评测会议（7=0?5）［%］、

话题跟踪与检测会议（=.=）和信息理解会议（@A0）

等等，这些会议都为相关技术的研究发展提供了一

个可 比 的 评 测 环 境 和 开 放 的 技 术 交 流 论 坛。以

=5>0 会议为例：=5>0 会议每次评测都分成很多评

测任务（一个任务称为一个 =2/-B），近年来数据规模

最大的评测任务是网页检索任务（CDE =2/-B），这个

任务的所有数据都是从 ?(,D2(D, 上 F GHI 结尾的网站

（即政府网站）上采集下来的，因而又称为 F GHI 数

据集。前两年的 F GHI 数据集规模为：文档数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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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万个，平均文档大小为 !& $"’，数据规模为 !% $
!(。在今年的 )*+, 评测中，提出了一个新的 )- 级

评测任务（)./0123.4 )/05’），这个任务是用了一个新

的 $(67 数据集，称为 $ (67" 数据集，数据扩大了 "8
倍，其中：文档数约为 "&"8 $& 万个，平均文档大小为

!9:9’，数据规模为 #";(。

基础数据库建设是一个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

长期任务。国外基础数据库建设已经形成比较成熟

的机制，国内相应的工作还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

国家 %;< 计划于 !==8 年建立了 &88 万手写汉字样

本，!==; 年建立了 "88 人连续语音样本库。“十五”

期间，国家 %;< 计划计算机软硬件技术主题专家组

对中文信息处理和智能人机接口领域关键技术的研

究发展进行了全面的部署，并设立了“中文平台总体

技术研究和基础数据库建设”的重点课题，集中支持

了中文信息处理与智能人机接口领域的基础数据库

（以下简称 %;< 基础数据库）的建设，其目的在于为

相关关键技术研究和科学评测提供基础数据，避免

重复劳动，促进交流与合作。基础数据库由中国科

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负责，并联合了中国科学院自

动化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北京大

学等多家单位共同完成。

" 基础数据库的设计与实现

按照“需求驱动，总体规划，分段实施”的设计原

则，根据关键技术研究的需要和技术发展趋势，进行

基础数据库的总体规划，并按照关键技术对技术数

据库需要的紧缓程度，分阶段地开展基础数据库的

建设。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 %;< 基础数据库已经

有较大的规模和覆盖面，整个数据库的容量超过

";8(，包括了以下 ; 个大类的 !; 个库［#］。

! $" 文字类

文字类的数据主要用于文字识别的关键技术研

究和产品开发，目前主要建立了大字符集联机手写

汉字识别样本库，约 #88 万字的样本，具体内容如

下：

字符集 人数
每人书写

样本数

合计样

本数

(- > )!%8<8（不含 (- > )"<!"） !88 人 "8 9"! " 89" !88
(- > )!%8<8 全部 98 人 "9 #%# ! ="< %88

! $! 文本类

文本类的基础数据主要用于自然语言处理方面
的关键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应用对象包括机器翻

译、文本分类、信息检索、信息提取等。目前文本类
的基础数据库建立了两个：

（!）双语语料库
双语语料库包括汉英双语语料库和汉日双语语

料库，其中汉英双语语料库包括汉英词对齐语料

!8 !8"句对、汉英句对齐语料 <8" !&! 句对，汉日双
语语料库包括汉日句对齐语料 "8 888 句对。语料
既有文本语料，也有对话语料，涉及政府白皮书、政
府公文、新闻、旅游、餐饮、经贸、科技文献、政治文
献、法律、文学、体育、环境、艺术等领域。

（"）多语言常用词库
多语言常用词库包括以下 " 个子库：

名称 语料 规模

汉英体育词库
体育学及体育比赛规则、运

动学等相关学科词汇
&& <=% 条

汉英旅游词库
旅游、交通、邮电、餐饮、购

物等方面词汇
&"88 条

! $# 音频类

音频类的基础数据主要用于语音识别和语音合

成等关键技术的研究和产品开发。目前音频类数据

库有 9 个：

（!）语音识别样本库

语音识别样本库共建立了 % 个子库，其数据量

达到 !9(，语料以新闻类为主，发音人平均男女各

半，内容包括：

库名 语料内容 容量 时间长度

南方口音语音库 ! 888 888 句 %$"(- 98 小时
北方口音语音库 9& 888 句 &$%(- &8 小时
汉语对话语音库 !8 888 句 !$!(- %$# 小时
英语对话语音库 !8 888 句 !(- % 小时
嵌入式环境语音库 " <<! 句 9!$!?- !$< 小时
信息亭通道下自适应语音库 ! 888 句 #;?- #8 分钟
面向奥运的英语语音库 !& 888 句 =88?- 9 小时
面向奥运的日语语音库 " 888 句 #88?- < 小时

（"）方言地区普通话语音样本库

方言地区普通话语音样本库是从上海、重庆、厦

门和广州四个大方言区各选择了 "88 人（男女各 !88

人，共 %88 人）进行录音，每个发音人 ! @ " 小时的发

音时间。语料包括 ""8 个短语篇作为平衡语料（每

个语篇不超过 &8 个汉字）、!;8 个口语话题和 # 个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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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常用口语方言词汇。语音数据采用 !"#$% 采样，

!"&’( )*+ 方式保存。所有 ,-- 人的录音数据均做

了语音学标注，称为“粗标注”（汉字和拼音两层标

注）；并在每个方言点挑选出 .- 人（共 ,- 人）的语音

数据做了“精细标注”（汉字、拼音、有时间切分点的

音节层、实际发音的声韵母层等）。

（/）电话语音识别样本库

电话语音识别样本库的录音人数为 0-- 人，年

龄分布在 !1 至 ", 岁，来自 ., 个省市、自治区；语音

库包括北京本地电话数据和来自 , 省市的长途电话

数据。语料包括：!- 个数字和 2 个数字串、.- 个最

常用的单词、2 个货币金额的十进制数字读法、" 个

时间（/ 个日期、/ 个常用时间）、, 个覆盖音节平衡

的疑问句、.- 个考虑音节内和音节间的覆盖和平衡

的句子。语音数据采用 ,#$% 采样，!"&’( )*+ 方式

保存。数据量每人大于 /+，合计大于 . 3!4。

（1）语音合成数据库

语音合成数据库主要用于语音合成的研究，该

库包括 1 个子库：

库名
语料

男声 女声
录音数据量 标注数据量

普通话 556 系统数据库 117! 句 "-1" 句 !/2-+ 1.+
普通话 556 系统测试数据库 !--- 句 !--- 句 2..+ .,+
普通话语调分析用数据库 - !--- 句 .,"+ !2+
语流韵律分析数据库 2- 篇 2- 篇 !3"48 .+

（2）语流韵律分析数据库

语流韵律分析数据库采集了广播电台 1 位（男

女各 . 位）播音员的语音，语料为 217 个篇章，1"7/
个句子，其中 27" 个句子为疑问句、感叹句和祈使句

等，数据量为 !-4，约 !0 小时。

（"）中英文混读数据库

中英文混读数据库主要用于中英文混读的语音

合成，数据库内容包括：汉语文本中包含字母缩写的

情景语句、单个英文单词的情景语句和英文短语的

情景语句。语料规模为 /--- 个句子，其中有 !1--
句左右中英文混合的句子、!--- 句左右英文句子和

"-- 句左右中文句子。数据包括男声和女声两部

分，每部分均含语音数据以及对语音数据检查和部

分数 据 的 标 注。语 音 数 据 采 用 !"#$% 采 样，!"&’(
)*+ 方式保存，数据量约 7--+。

（0）特定场景特定领域对话语料库

该语料库采录了 2 对人（2 男 2 女）的对话语

料。对话语料分成四个方面：餐饮、旅游、交通、天

气。每个方面的语料有 !-- 个对话，其中包含少量

英语对话。数据量 ! 3.4。

! 3" 视频类

视频类数据库主要用于研究虚拟现实、/9 游戏、

体育、舞蹈的训练系统等，目前建立了三个数据库：

（!）体育运动类视频数据库

体育运动类视频数据库目前主要建立了个体动

作部分，包括的运动项目有：跳水、蹦床、乒乓球、羽

毛球、网球、台球、体操、游泳、田径等项目，动作片断

有 ./! 个。数据格式采用 +):4;!，其中 / 个跳水片

断带运动解析数据（运动参数），数据量约 ! 3,4。

（.）舞台艺术类视频数据库

舞台艺术类视频数据库目前主要建立了群体动

作部分，包括 1/ 个完整的群体舞蹈，约 !.-- 个片

断，数据格式为 +):4;!，数据量为 /4。

（/）表情动作视频数据库

表情动作视频数据库包括了 0- 个人（男性 2!
人，女性 !7 人）的 !--- 段脸部表情视频（说话类表

情 2-- 段，情 感 类 表 情 2-- 段）；数 据 格 式 采 用

+):4;.，分辨率为："1- < 1,- 的 .1 位彩色，/- 帧 =
秒，数据量约 /4。

! 3# 人体生物特征类

人体生物特征类数据库目前建立了面像识别用

人脸数据库，主要用于面像识别的关键技术研究和

产品开发。数据库共有 !-1. 人，平均每人 !-- 张图

像。数据库基本涵盖光照、姿态、表情、饰物、背景、

时间、距离、年龄等主要与面像识别相关的因素，并

有相应的组合。数据采用 &>? 格式存储，每张图像

为 "1- < 1,- 或 /.- < .1-，数据量为 ,-4。

! 3$ 多模式类

多模式数据库是为研究多模式人机交互技术而

建立的，目前包括 . 个库：

（!）汉语听觉视觉双模态语料库

汉语听觉视觉双模态语料库，包括通用领域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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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领域 ! 个子库，采用 "#$%&’ 格式存储，图像大 小为 (!) * !+)，每秒 () 帧。其中：

库名 说话人数 语料 发音次数 数据量

通用领域双模态库 !) 人 通用领域的 ’!) 个单字、(,- 个词组和 ’’’ 个句子 ( 遍 !-%
奥运领域双模态库 !) 人 向奥运领域的 .)) 个专业词汇和 ’)) 个句子 ( 遍 ’-%

（!）手语数据库

连续手语数据库主要用于手语识别与合成技术

的研究与产品开发。目前的数据库是以《中国手语

辞典》作为建库的标准，采用数据手套方式，由专业

手语老师表演，建立了手语数据库，具体内容如下：

语料 人数 每人采集次数 合计样本数

!+)) 个词根 / 位手语老师 + .0/))
..)) 个词汇 - 位手语老师 ! ++)))
!))) 个连续手语句子 - 位手语老师 ! (!)))

( 基础数据库的应用

为了推动基础数据库的应用，由中国科学院自

动化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清华大

学、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等单位发起，成立了

中文语言数据联盟［.］，即 1234565 781，隶属于中国

中文信息学会，挂靠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目

前 1234565 781 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重点基础研

究发展规划（,0(）项目“图像、语音、自然语言理解与

知识发掘”和国家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重点课

题“中文平台总体技术研究与基础数据库建设”中语

言和语音相关部分的数据。基础数据库的共享应

用，对充分发挥大规模基础数据库的共享优势，避免

小规模数据封闭性重复建设，推进本领域关键技术

的研究开发，加速我国信息化的进程和相关产业的

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目前，-/( 基础数据库已经得到了较好的应用，

其中：大字符集联机汉字识别样本库已用于汉王公

司的识别系统中；语音识别数据库已在中科院自动

化所、清华大学等单位使用，语音合成数据库已在清

华大学和安徽中科大讯飞公司等单位使用；文本类

语料库由华建和 9:; 公司用于奥运项目的关键技

术研究中，人体运动数据库通过中科院计算所在国

家跳水队和蹦床项目训练中应用；上海银晨网讯公

司运用人脸数据库取得的成果获得了 !))( 年度上

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中科院计算所运用手语数据

库取得的成果获得了 !))(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此外，基础数据库还在 !))( 年度和 !))+ 年度

的 -/( 计划中文信息处理与智能人机接口关键技术

评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结束语

从世界范围看，基础数据库的建设向着规模、深

度和自然的方向发展。在基础数据库的规模上，要

求达到足够的规模；在基础数据库的深度上，力求进

行深层次的加工与标注；在基础数据库的自然方面，

强调基础数据库的内容要尽量真实、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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