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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Ｎ一最短路径方法的中文词语粗分模型
张华平刘群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软件吏验室北京ｔ０００８０）

摘要：预处理过程的词语粗切分，是整个中文词语分析的基础环节．对最终的召回率、准确率、运行艘率起
着重要的作用。词语粗分必须能为后续的过程提供少量的、高召回率的、中间结果。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Ｎ
最短路径方法的粗分模型，旨在兼顾高召回率和高效率。在此基础上，引入了词频的统计数据，时原有模型
进行改进，建立了曼实用的统计模型。针对人民日报一个月的语料库（共计１８５，１９２个句子）．作者进行了粗
分实验。按句子进行统计，２一最短路径非统计粗分模型的召回率为９９．７３％；在１０一最短路径统计粗分模型
中，平均６

１２十粗分结果得到的召回率高迭９９．９４％．比最走匹配方法高出１５％＋比以前最好的忉词方法至

少离出６ ４％。而粗分结果数的平均值较仝切分减少了６４倍。实验结果表明：Ｎ最短路径方法是一种预处
理过程中实用、有效的的词语粗分手段。
关键词：Ｎ一最短路径方法；粗分；中文词语分析
中圈分类号：ＴＰ３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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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活动的有意义的语言成分”…，但汉语是以字为基本的书写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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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华平，男，１９７８年生，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自然语言处理与中文词语分析刘群，男，１９６６年生，在职博上
生．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机器翻译．自然语言处理与中文信息处理
１

万方数据

词语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分标记，因此，中文词语分析是中文信息处理的基础与关键。而中文词
语分析一般包括３个过程：预处理过程的词语粗切分，切分排歧与未登录词识别、词性标注。
目前中文词语分析采取的主要步骤是：先采取最大匹配、最短路径、概率统计方法、仝切分等方
法。得Ｎ－－个相对最好的粗分结果，然后进行排歧、未登录词识别，最后标注词性。例如：北大
计算语言所分词系统采用了统计方法进行词语粗分［２ｔ３，“，北航１９８３年的ＣＤＷＳ系统则采用
了正向或逆向最大匹配方法【４，“，而清华大学的ＳＥＧＴＡＧ系统采用的是全切分方法”１。在实
际的系统中，这三个过程可能相互交叉、反复融合，也可能不存在明显的先后次序。
预处理过程产生的粗切分结果是后续过程的处理对象，粗分结果的准确性与包容性（即必
须涵盖正确结果），直接影响系统最终的准确率、召回率。预处理得到的粗分结果一旦不能成
功召回正确的结果，后续处理一般很难补救，最终的词语分析结果必然会导致错误，粗分结果
的召回率往往是整个词语分析召回率的上限。同时，粗分结果集的大小也决定了后续处理的
搜索空间与时间效率，最终也会影响系统的运行效率。因此，词语粗分是后续处理的基础和前
提，其关键在于如何以尽量高的效率寻找数量极少、涵盖最终结果的粗分结果集。
我们采取当前常用的粗分方法．对大规模真实语料库的进行测试实验，词语粗切分的召伺
率均不足９３．５０％。因此，改进预处理过程中的汉语词语粗分方法，是提高排岐、未登录词识
别、ｉ剞性标注最终效果的基础性措施，也是提高中文词语分析质量的重要途径。

本文提出ｒ一种旨在提高召回率同时兼顾准确率的词语粗分模型——基于Ｎ一最短路径
方法的中文词语粗分模型。根据我们针对丈规模真实语料库的对比测试，粗分结果的召回率
有较大提高，模型的运行效率也令人满意，该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本文第二节将系统描述非统
计模型的基本思想与实现，然后加入词频信息，得到Ｎ一最短路径的一元统计模型，最后给出
对比实验的结果及分析。

二、基于Ｎ一最短路径的非统计粗分模型
粗切分的目标是快速（粗分结果集尽量少）、高召回率（即可能的涵盖最终结果）。一个很
直接的研究思路是先快速的找出包含正确结果在内的Ｎ（Ｎ≥１）种粗分结果。然后综合考虑
速度和召回率，通过试验，确定Ｎ的最佳值，最终得到涵盖最终结果在内的尽量小的粗分结果
集。
２．１基本思想

我们采取的是最短路径的改进方法——Ｎ一最短路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根据词典，找
出字串中所有可能的词，构造词语切分有向无环图。每个词对应图中的一条有向边，并赋给相
应的边长（权值）。然后针对该切分图，在起点到终点的所有路径中，求出长度值按严格升序排
列（任何两个不同位置上的值一定不等，下同）依次为第１，第２，…，第ｉ，…，第Ｎ的路径集合
作为相应的粗分结果集。如果两条或两条以上路径长度相等，那么他们的长度并列第ｉ，都要
列入粗分结果集．而且不影响其他路径的排列序号，最后的粗分结果集合大小太于或等于Ｎ。
２．２模型求解
设待分字串Ｓ＝‘ｌ，ｆ２，…，ｆ。，其中ｃ。（ｉ＝１，２，…，＂）为单个的宇，ｎ为串的长度，”≥１。

建立一个节点数为／＇／＋１的切分有向无环图Ｇ，各节点编号依次为Ｖｉ，Ｖ１，％，…，Ｕ。
通过以下两种方法建立Ｇ所有可能的词边。
（１）相邻节点Ｕ—ｌ，Ｕ之间建立有向边＜Ｕ
认为Ｃ女（ｋ＝１，２，…，ｎ）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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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边的长度值为ｈ，边对应的词默

（２）若Ⅲ＝ｃ，，ｑ＋１＇．．，ｃｊ是一个词，则节点Ｕ １，ｕ之间建立有向边＜Ｕ

１，ｖｊ＞，边的

长度值为Ｌ。，边对应的词为Ⅷ（０＜ｊ＜ｊ≤”）

这样，待分字串ｓ中包含的所有词与切分有向无环图Ｇ中的边…对应。如图１所示：

＠（潞ＬＣｉ继！：茎净Ｃ‘ｎ－①
图１切分有向元环图

在非统计粗分模型中，我们假定所有的词都是对等的，为了计算方便，不妨将词的对应边
长的边长均设为１。
设ＮＳＰ为ｖｏ到ｖ。的Ｎ一最短路径集合；而ＲＳ是最终的Ｎ一最短路径粗分结果集，则
ＲＳ是ＮＳＰ对应的分词结果，即我们所求的粗分结果集。因此，Ｎ最短路径方法词语粗切问
题转化为如何求解有向无环图Ｇ的集合ＮＳＰ。
２．３

Ｎ一最短路径求解与复杂度分析

求解有向无环图Ｇ的集合ＮＳＰ，可以采取贪心方法＿６ Ｊ。我们使用的算法是基于Ｄｉｊｋ—
ｓｔｒａＥ３］的一种简单扩展。改进的地方在于每个节点处记录Ｎ个最短路径值，并记录相应路径
上当前节点的前驱。如果同一长度对应多条路径，必须同时记录这些路径上当前节点的前驱。
最后通过回溯即可求出ＮＳＰ。
我们以“他说的确实在理”为例，给出了３一最短路径的求解过程。如图２所示。

ｏ＇ｏ
Ｔ…ａｂ…ｌｅ（５…）…………ｉ磊靠ｊⅢ…一＼、．Ｔａｂｌ：（７）

一辈
回崮

前驱
（２．１）

【３，１）

攀

前驱
（３，１）

Ｈ，ｉ）

霞醚

图２“他说的确实在理”的求解过程示例（Ｎ＝３）

（其中盘线是回潮出的是第一条最短路径。对应的粗分结果为：“他，谎瑚／确实／在理，’）
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Ｏ（ｎ２），它求的是图中所有点到单源点的最短路径，而在切
分有向图中的应用，有２个本质区别：１）有向边的源点编号均小于终点编号，即所有边的方向
一致；２）我们求的是有向图首尾节点的Ｎ一最短路径。所以我们使用的算法中，运行时间与ｎ
（字串长度）、Ｎ（最短路径数）以及某个字作为末字的平均次数ｋ（等于总词数除以末字总数，对
应的是切分图中结点人度的平均值）成正比。整个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是Ｏ（ｎ＊Ｎ＊ｋ）。

三、基于Ｎ一最短路径的统计粗分模型
在非统计模型构建粗切有向无环图有向边的过程中，我们给每个词的对应边长度赋值为
１。随着字串长度１１和最短路径数Ｎ的增大，长度相同的路径数急剧增加，同时粗切分结果数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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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必然上升。例如，Ｎ＝２时，句子“江泽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参加全国法院工作会议和全
国法院系统打击经济犯罪先进集体表彰大会代表时要求大家要充分认识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的
艰巨性和长期性”的粗切结果居然有１３８种之多。大量的切分结果对后期的处理，以及整个性
能的提高是非常不利的。
３

１基本原理

假定一个词串Ⅳ经过信道传送，由于噪声干扰而丢失了词界的切分标志，到输出端便成
ｒ汉字串ｃ，这是一个典型的噪卢一信道问题！“。Ｎ一最短路径方法词语粗分模型可以相应
的改进为求取ｗ，使得概率Ｐ（Ｗ『Ｃ）的值是最大Ｎ个。为了简化Ｐ（Ｗ Ｃ）的计算，我们采
用的是一元统计模型，即只引入词频并假定词与词之间是相互独立。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引入
词Ⅲ，的词频信息Ｐ（ｗ：），对模型进行了改进，得到一个基于Ｎ一最短路径的一元统计模型。
３．２一元统计粗分模型的求解与实现
尸（ＷＩＣ）的求解如：

Ｐ（ＷＩＣ）＝Ｐ（Ｗ）Ｐ（Ｃ』Ⅳ）／Ｐ（Ｃ）

（１）

其中，Ｐ（０）是汉字串的概率，它是一个常数，不必考虑。从词串恢复到汉字串的概率Ｐ（ｃｉ
ｗ）＝“只有唯一的一种方式）。因此，我｛ｆｊ的目标就是确定Ｐ（ｗ）最大Ｎ种的切分结果集合。
Ｗ＝…Ｉ，∞一２，…，＂。是字串ｓ＝。ｌ，Ｃ２，…，Ｃ。的一种切分结果。”ｆ是一个词，Ｐ（ｗ：）表
示ｗ，的出现的概率。在大规模语料库训练的基础上，根据大数定理Ｌ８Ｊ，即：在大样本统计的
前提下，样本的频率接近于其概率值。所以Ｐ（Ｗ：）的极大似然估计值【９］等于词频，有：

３
Ｐ（７．ＬＩ，）≈ｋｉ／∑女，（其中ｋ：为∞。在训练样本中出现的次数）

（２）

Ｊ＝０

粗切分阶段，为了简单处理，我们仅仅采取了概率上下文无关文法Ｌ”Ｊ，即假设上下文无
关，词与词之间相互独立。因此，根据（１）、（２），我们可以得到：

则Ｗ的联合概率Ｐ（Ⅳ）＝ⅡＰ（”，）＊ＴＩ（＾Ｆ／Ｅ ｋｉ）
Ｔ。１

ｉ；１

（３）

Ｊ＝０

为了处理的方便，令Ｐ＊（ｗ）＝－－ｌｎＰ（Ｗ）＝∑［一ｌｎＰ（ｗｉ）］一∑［一ｉｎ（ｋ，／Ｚ女，）］
Ｉ＝０

＝∑［１ｎ（∑＾，）一Ｉｎｋ，］

ｒ＝０

，＝０

（４）

那么就可以将（３）极大值的问题转化为求解（４）极小值的问题。适当修改切分有向无环图
Ｇ边的长度（加１主要是为了数据的简单平滑处理）：
１）＋＜Ｖｋ一１，Ⅵ＞的长度值Ｌｋ＝一ｉｎ（０＋１），（ｋ＝ｌ，２，…，ｎ）
２）。Ⅻ＝ｑ，ｑ＋１，…，ｃ，对应的有向边为＜Ｖｉ—ｌ，ｕ＞，
．生

其长度值Ｌ。＝ｉｎ（∑ｋｌ＋ｍ）一ｌｎ（ｋ，十１）
Ｊ＝０

针对修改边长后的切分有向无环图Ｇ＊，使用２．３中的算法，就可实现问题的最终求解。

四、与常用方法对比分析
分词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常用的方法主要有：最大匹配（包括向前、向后以及前后相
结合）、最短路径方法（切分出来的词数最少）、全切分方法（列出所有可能的分词结果）、以及最
大概率方法（训练一个一元语言模型，通过计算，得到一个概率最大的分词结果。原理和３．１
类似）。下面针对各自的优缺点，对比分析如下：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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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最大匹配分词是一种纯粹基于规则的方法，简单有效。在没有大规模预先切分好的熟
语料的情况下，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该方法仅仅是从最大匹配的角度出发，很多问题
无法解决，如交叉歧义、组合歧义。最终的准确率不会太高，预处理的粗分过程一旦采用最大
匹配方法，后期处理必须做很多补救措施，才能保证最终的分词质量。另外一个不足在于它缺
少合理的评分机制，我们就很难再选出一个次优的切分结果。
２最短路径方法采取的规则足使切分出来的词数最少，符台汉语自身的语言规律。可以
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同样不能正确切分许多不完全符台规则的句了。如果最短路径有多条，
往往只保留其中一个结果，这对其他同样符合要求的路径时不公平的，也缺乏理论根据。
３，全切分方法列举出所有可能的切分结果，避免在粗分过程中就出现切分错误，将优选排
错的任务交给后续过程，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全切分产生的切分结果数随着句子长度的增大
而成指数级增大，其中大多数是无效结果，对正确结果的生成没有太大帮助。无论是求取所有
切分结果，还是后续过程对大量结果的分析处理都是非常困难而且费时。因此该方法和实际
需求还有一定差距．实用性不强。
４最夫概率分词方法＇７ Ｊ的根据是：联合概率（各个词的词频相乘）最大的词串就是最终的
切分结果，是一种效果较好的分词方法。最大概率分词方法实质上是·种简单变形的最短路
径方法，改进的地方在于它的切分有向图的边长等于词频。
５．Ｎ一最短路径方法实际上是最短路径方法和全切分的有机结合。该方法的出发点是尽
量减少切分出来的词数，这和最短路径分词方法是完全一致的；同时又要尽町能的包含最终结
果，这和全切分的思想是共通的。通过这种综合，一方面避免了最短路径分词方法大量舍弃正
确结果的可能，另一方面又大大解决了全切分搜索空间过火，运行效率差的弊端。同时我们还
可以看到最短路径方法和全切分方法分别是Ｎ一最短路径方法在Ｎ＝１（而且只能选择唯一的
路径）和Ｎ＝。。时的退化。Ｎ一最短路径一元统计方法在Ｎ＝ｌ（而且只能选择唯一的路径）时
就退化为最大概率分词方法。
作为预处理阶段的一种粗分方法，Ｎ最短路径方法的优势还体现在它的包容性．该方法
通过保留少量大概率的粗分结果，可以最大限度地包容正确结果，粗分结果仅仅是解决粗分阶
段能解决的一些问题，而将歧义字段、未登录词等问题，尽量保留给下－一阶段专门处理。常用
方法共同的弊端就在于保留一个自己认为最优的结果，而这一结果往往会因为歧义或未登录
词问题而丢失正确结果。例如，用最大匹配或最短路径方法粗分“结合成分子时”，得到的结果

均为“结合／成分仔时”。显然，由于交叉歧义的存在，这两种方法在粗分阶段就抹杀了事实上
的交叉歧义，导致最终的错误，而采取２一最短路径方法就完全可以将正确的结果“结合／成／
分子／时”成功召回。
Ｎ一最短路径方法相对的不足就是粗分结果不唯一，后续过程需要处理多个粗分结果。
但是，对于预处理过程来讲，粗分结果的高召回率至关重要。因为低召回率就意味着没有办法
再作后续的补救措施。预处理一旦出错，后续处理只能是一错再错，基本上得不到正确的最终
结果。而少量的粗分结果对后续过程的运行效率影响不会太大，后续处理可以进一步优选排
错，如词性标注、句法分析等。

五、实验及结果分析
采用８０８１２个词条的词典，针对已经切分标注好的人民日报一个月语料库（共计１８５，１９２
个句子），我们作了三组实验。实验一、实验二分别采用Ｎ一最短路径非统计粗分模型和统计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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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分模型，变换Ｎ，进行粗分实验，实验三是Ｎ一最短路径粗分模型与常用方法的对比实验。
５

句子正确粗分的评价标准

１

１．如果句子中不存在未磴录词，粗分结果与语料库中给出的参考结果完全匹配才认为是
正确的。

２存在未登录词的情况，正确的粗分结果必须满足２个条件：
１）粗分结果中除未登录词外的其它部分与参考结果必须完全一致；
２）未登录词部分的字串必须可以组合还原成参考结果中对应的未登录词。这样可以保证
不影响后续处理过程识别出正确的结果，保证可以召回。
例如：“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路”被粗切成“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路／’我们认为是正确的．
因为并不会影响后续过程将正确结果（“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路”）识别出来。但是“尉健行
李岚清”被粗切成“尉／健／行李／岚／清／’就不对，因为正确结果（“尉／健行／李／岚清／’）无
法由粗切结果召回。
Ｎ一最短路径方法的粗分实验

５．２

实验测试结果（被测试的句子总数为１８５，１９２）见表１、表２。
表１非统计粗分模型的实验结果
Ｎ

＿——

粗分结果数 正确粗分的句子数

裘２裹统计粗分模型的实验姑果

句子召回率

Ｎ

粗分结果数 正确粗分的句子数

句子召回率

ｌ

ｌ

１６９．９９２

９１踟％

１

１

１７３，１５６

９３

ｌ

２

１７５。２８３

９４．６５％

２

２

１８２．２５１

９８．４２％

１

４

１７５，５９８

９４

２８％

３

３

１８３，８１９

９９．２６％

１

８

１７５，６１２

９４

８３％

４

４

１８４，４６３

９９．６１％

２

２

１７５，８７３

９６．５９％

５

５

１８４．７４２

９９ ７５％

２

４

１８２，２９９

９４ ４４％

６

６

１８４．８７６

９９．８３％

２

１６

１８３，９９１

９９ ３５％

８

８

１８４．９９７

９９

２

４８

１８４．６８４

９９ ７３％

１０

１０

１８５，０７８

９９．９４％

５０％

８９％

其中，粗分召回率＝正确粗分的句子数佝子总数＊１００％。（下同）
实验一、二表嘎了Ｎ一最短路径方法可以取得较好的句子召回率，都超过了９９．５０％。由
于统计模型加入了词频信息，能更快速的得到数量更少、召回率更高的粗分结果集。比非统计
模型更加实用，但是它需要事先对语料库进行训练，得到带有词频的概率词典。对于缺少大规
模熟语料库的使用者来说，非统计粗分模型也不失为一种非常理想的粗分方法。
５．３与常用方法的对比测试
我们利用同一核心词典，分别采取最大匹配方法、最短路径方法、最大概率方法、全切分方
法、２一最短路径非统计粗分模型、１０一最短路径统计粗分模型针对同一熟语料库（句子总数为
１８５，１９２）进行粗分实验。对比结果如表３所示。对比实验的数据表明：
１．Ｎ一最短路径方法的句子召回率比目前最好的方法至少高出６．４％，与最大匹配比较，
句子召回率提高了将近１５％。
原因在于，Ｎ一最短路径模型粗切结果的数量一般大于Ｎ个（统计模型一般为Ｎ个，非统
计模型的粗切结果数更大），而且一旦第１个结果没有召回，后续的结果可以高概率的将正确
结果召回，例如：在第１个粗分结果没有成功召回正确结果的前提下，非统计模型的第２个结
果将其召回的概率为５８．４３％，而此时统计模型为７５．５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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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运行效率大大提高
与全切分方法相比，２一最短路径非统计粗分模型的召回率低了０．２７％．但是每句的切分
结果平均数仅仅是全切分方法的１／９０。１０一最短路径非统计粗分模型的召回率损失仅仅是
０．０６％。但粗分结果平均数是全切分的１／６４。
衰３与常用粗分方法的对比实验结果
一个句子粗分结

每句粗分结果
数的平均值

正确粗分

果数的最大值

最大匹配

１

１

１５８，２６３

８５

４６％

最短路径

１

ｌ

１６９，９９２

９ｌ

８０％

１７３，１５６

９３

５０％

１８５，１９２

１００ ００％

方法

的句子数

句于召回率

最大概率

１

全切分

＞３，４２４，５０７

２一最短路径非统计粗分

１６４

４ ４０

１８４．６８４

９９

１０一最短路径统计粗分

２０

６ １２

１８５，０７８

９９ ９４％

ｌ
＞３９ｌ

７９

７３％

六、结论
汉语预处理过程的粗切分，是整个词法分析过程的基础环节，对系统最终的召回率、准确
率、运行效率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综合最短路径方法与全切分方法，提出了一种基于Ｎ一最
短路径方法的粗切分方法，Ｎ＝２时，非统计粗切模型句子召回率达到了９９．７３％。在原有模
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词频信息，建立统计模型，使整个系统搜索空间和最终的结果数量
锐减，运行效率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粗切召回率也有较好的改善。统计模型在Ｎ＝８时，句子
粗切召回率已经达到了９９．９０％。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将引入规则以及优化函数，对数量不多
的、高召回率的粗分结果进行未登录词的识别和其他的相应处理，集中地提高准确率。最终采
取一体化方法，利用隐马模型选取切分及标注的最佳结果．实现中文词语的系统分析。
致谢感谢北京大学计算语言所提供的２个月《人民日报》语料库！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
研究所软件室的程学旗主任对本文的工作给予了细心的指导，张浩、李继锋、李素建、王长胜、
邹纲对本文的完成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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