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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研究了一种维吾尔语中汉族人名的识别和翻译方法。该方法在词典等传统方法的基础上，运用语言
模型实现维语中的汉族人名的识别和翻译。针对维语人名的构词和拼写特点。增加了名词词缀识别预处理模块，
补充了维语字母到汉语拼音的映射规则。有效提高了人名识别的正确率及召回率。在ｌ ０００句舍有汉族人名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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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
１

前言

此，对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之间机器翻译的研究是

十分必要的。民族语言翻译不仅对少数民族和民族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除汉

族外，少数民族有５５个，其中有语言８０多种，４０多种

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起作用，更在维护祖国统一，
增强民族团结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现行文字，其中２２个民族使用２８种文字。随着社会

所谓的命名实体（Ｎａｍｅｄ Ｅｎｔｉｔｙ）主要包括实体

的发展，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越

（组织名、人名、地名）、时间表达式（时间、时间）、数

来越频繁。而语言的差异，作为一个客观现实，在一

字表达式（货币值、百分数）等。命名实体识别是对

定程度上制约了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经济发展以及

文本进行理解的前提Ｔ作，属于文本信息处理的基

社会进步。与此同时，语言作为搭载民族文化的独

础研究领域，它的研究成果将对后续的一系列工作

特因素，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研究和开发，以及弘

产生影响。人名识别在命名实体识别中是一个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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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的问题．它在英文中已经得到很好的研究。目

人名与汉语人名有着一定的差异。汉语及维语人名

前，人名识别的方法主要有基于规则的方法和基于

都由两部分组成¨］。汉族人名有名字有姓氏，由姓

机器学习的方法。孙茂松，宋柔等，采用基于规则的

和名两部分组成，有专用的姓；但是维语人名却没有

方法识别中国人名Ｉ．１ ３ Ｉ罗智勇，宋柔【２Ｊ从１０万条人

专用的姓，采用父子连名制，用父名作姓，其全名由

名库、２亿字的真实语料库中将姓名用字分为了９

本名和父名组成。汉族及维族人名形式不同。汉族

类。并总结了２１条识别规则。但是无论是收集规模

人名姓在前名在后，即姓＋名，如“张伟”；维吾尔族

巨大的人名库与真实语料库。还是提炼识别规则，都

人名排列次序恰好相反，本名在前，父名在后，即本

是一个费时费力的Ｔ程。随着技术的进步，利用统

名＋父名，本名与父名之间用间隔号，如某人本名

计方法进行人名识别成为主流。其中ＨＭＭＬ３１方法

叫艾尼瓦尔，父名叫萨迪克，则其维语名字即为“艾

被认为是更容易捕捉局部的语言对象，成为众多研

尼瓦尔·萨迪克”。

究者的选择。尤其是已用于已有的汉语命名实体识

基于维语人名组成的特殊性，在实际的翻译系

别系统中，如：张华平等【４１结合Ｖｉｔｅｒｂｉ算法实现角

统里，对于维语本土的名字，我们采用词典匹配的方

色的自动标注；吕雅娟【５Ｊ采用分解处理策略和动态规

法。但对于庞大的汉族人名来讲，建立完整的字典

划方法识别中外人名和中国地名；Ｗｕ Ｙｏｕｚｈｅｎ９９６０等

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因为汉语中存在多音字的关

提出了基于多特征相融合的汉语命名实体模型。

系，将维语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如果仅依赖词典会使

对于本文涉及到的维吾尔语人名的翻译，衣马

翻译结果非常单一，无法满足灵活的需要。因此我

木艾山·阿布都力克木在２０１０年提出了基于规则

们考虑，如果引人人名中每个字之间的统计关系，以

的维吾尔人名汉文机器翻译算法【７Ｊ。而有关维语中

及结合上下文的语境来进行人名识别和翻译，将会

的汉族名字该如何翻译这个问题，基本没有相关研

更加灵活和人性化。

究Ｔ作。

需要注意的是，人名作为一种特殊的名词，可以

本文提出一种维吾尔语中汉族人名识别及翻译
方法。在普通人名的翻译上可以有很大的自主性和

缀接名词词缀。可以预见，这种情况会给人名识别

灵活性，但对于诸如国家领导人姓名这样特殊的姓

带来很大难度，而缀接了名词词缀人名的识别也会

名集合，则必须要求精准翻译。因此。有必要建立一

有很大的不同。本文后面将对这种情况展开详细研

部包括国家领导人、艺术家等名人的人名库。与此

究，此处不再累述。

同时。在进行普通人名翻译的时候，姓名各个单字的

３维汉字母拼音映射关系

词典也是必需的。在识别汉族人名的过程中，我们
使用词典和拉丁维语及汉语的语言模型进行识别和
翻译。此外，针对维语中人名可以缀接名词性后缀

现在中国境内的维吾尔语使用的文字是以阿拉

的特点以及拼写特点．我们添加了名词词缀识别预

伯字母为基础的老维文（ＵＥＹ）和拉丁字母为基础

处理模块，补充了维语字母到汉语拼音的映射规则，

的拉丁维文（ＵＬＹ）。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老维文可

有效提高了人名识别的正确率及召回率。

以无歧义地转换成拉丁维文，因此本文仅对拉丁维
文进行处理。现代拉丁维文共有３２个字母，其中有
８个元音，２４个辅音。尤为重要的是。维吾尔语是一

２维吾尔语中汉族人名的特点

种拼音式文字。值得注意的是．维语的构成与特征
与汉语拼音有着一定的映射联系（见表１）。

由于不同民族的历史、语言等方面的原因，维语
农ｌ

汉语拼音与维语宇母映射裹

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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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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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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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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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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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

汉语

ｒ

Ｚ

Ｃ

Ｓ

ｙ

Ｗ

ａ

０

ｅ

Ｓ

Ｓ

ｙ

Ｗ

ａ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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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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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语

ｒ

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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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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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维语语料中的汉族人名，我们发现汉

２０１１矩

汉族人名。

语拼音（组合）到维语字母（组合）的映射并不是完全

识别的主要任务是要识别出文本中出现的拉丁

对应了以上规则。通过查阅资料，我们了解到在维

维语中的汉族人名。由前文知，维语中的汉族人名

语发音中，根据不同人的不同习惯，同样的发音可以

在书写上与汉语人名有相同的规则，均为“姓［空格］

有多种多样的拼写方式。在统计了大量维语汉族人

名”，即姓名之间用空格隔开。但在实际情况中，我

名后，本文总结出了一些规则，共有７条（见表２）。

们发现由于书写习惯的不同，在用维语书写汉族人

表２

名时，有可能写成“姓名”的形式，即姓和名没有用空

补充的维语字母到汉语拼音的映射规则

格间隔开。这就要求我们在识别过程中要能区分并

‘维语字母（组合）

Ｘ

ａｙ

Ｕ

ｅ

Ｕａｎ

汉语拼音（组合）

ｓｈ

ｅｙ

ｎ

ｅ

Ｕｅｎ

Ｕ

ｅ

ｏｎｇ

正确识别这两种正常的拼写形式。识别时，我们先
ｏ

ｕｎｇ

去查询输入的单词是否为无空格间隔开的人名，若
不是则去查询是否为姓氏，若为姓氏，则初步判定当

４维吾尔语中汉族人名的识别和翻译方法

前输入词和下一输入词为人名，这时我们用拉丁维

语的二元语言模型来判断这两个词的组合概率是否
本部分我们将详细介绍维吾尔语中汉族人名的

识别和翻译方法，包括基于语言模型的汉族人名识

４．１基于语言模型的汉族人名识别和翻译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否是真正可翻译的人名。具体识别步骤见图１。
翻译的主要任务是对识别为人名的两个单词翻

别和翻译、维吾尔语名词词缀两个方面。

统计语言模型（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在阈值控制的范围内，以此来判断输入的两个词是

ｍｏｄｅｌ）通

译成中文人名。在翻译的过程中要考虑一下三种情
况：（１）“姓名”为人名库词典中存在的词条；（２）
“名”为单字；（３）“名”为双字。

过大量对文本文件的统计，提取不同字、词之间先后

翻译时，我们在姓氏词典里查询输入的第一个

发生的统计关系。目前主要采用的是ｎ元语法模型

词，再对第二个输入词进行分析，判断其是单字还是

ｍｏｄｅｌ），这种模型构建简单、直接。本文

两个字，若是两个字则对其进行拆分。这样取出每

主要借助ＳＲＩＩ。Ｍ工具包来进行语言模型的创建。

一个单字后，我们用汉语的三元语言模型对每个单

ＳＲＩＬＭ是一个建立和使用统计语言模型的开源工
具包，在Ｃｙｇｗｉｎ的平台上能实现训练、预测、计算

字的组合求概率，选择概率最大的组合为最佳翻译。

（Ｎ—ｇｒａｍ

的一系列操作。利用ＳＲＩＬＭ，我们可以方便地创建

具体翻译步骤见图２。
４．２维吾尔语名词词缀

和运用多种基于Ｎ—ｇｒａｍ的统计语言模型。
本文搭建了两个语言模型。分别用于维文中汉

维吾尔语是一种形态变化很复杂的语言，其中

族人名的识别和翻译。在识别方面，汉族人名的构

名词是一种形态变化复杂的词类。维吾尔语属于阿

成与维语普通词的构成是有着一定差别的，这在统

尔泰语系突厥语族，黏着型语言。黏着语语言是一

计信息上可以予以体现。利用这种不同，本文搭建

种有时态变化的语言类型，通过在单词的词尾粘贴

拉丁维语语言模型来识别出维语中的汉族人名，由

不同的词缀来实现语法功能。维吾尔语中的名词词

于维语中的汉族人名一般占用两个维语单词。所以

缀共有４９个。在本文所搭建的人名翻译系统中，人

采用维语二元语言模型。当识别出的汉族人名是词

名作为一类特殊的名词，其后也会缀接名词词缀。

典中的人名时，对其翻译只需查找词典即可。而翻

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识别出词缀才能截取出

译的难点就在于那些不在词典中的人名该如何翻

我们需要的人名，后续的翻译等工作才能顺利

译。显然，为不断出现新的人名而建立丰富、全面的

进行。

对照词库是不现实的。在汉语里，每个字在人名中

在图１中，相邻两个单词ａ、ｂ作为输入，判断ａ

出现的概率是不一样的，甚至于有些字的组合出现

是否为无空格间隔的人名，若非此种情况，则判断ａ

的概率也是不同的。譬如，“志洋”二字在名中出现

是否为姓氏，若非姓氏，则判断“ａ空格ｂ”是否为人

的概率就要大于其他“ｚｈｉ ｙａｎｇ”组合的概率。由于

名，若是人名则用拉丁维语二元语言模型计算ａ、ｂ

汉族人名长度绝大多数为２和３，所以本文用汉语

组合的概率，若小于固定阈值则识别成功，其余情况

字符的三元语言模型选择最符合汉族人习惯的中文

均视为失败。

人名。下面我们详细介绍如何识别及翻译维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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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２中，相邻单词ａ、ｂ作为输入，若ｂ不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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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

功。其主要流程如图３所示。
输入词

＼／

／７＼

＼／
是否为姓氏？

１螽淞 叫渤凇黼
、名或双字名一一
Ｙ

＼／
Ｎ

面念
隔姓名或是单字名

＼或是双阜名／

图１识别主要流程

！Ｙ
输出词为名字和词缀

输入词不做处理

（．堡堂
’、－．．．．．．．．．．．．．．．／）
图３词缀识别处理主要流程

在图３中．依次判断输入词是否为名人库中的
名字、是否为姓氏以及是否为单字或双字名，若皆
非。则用反向最大匹配识别输入词的词缀，若词缀是
可识别的，继续判断去掉词缀的部分是否为无空格
间隔姓名、单字名或双字名中的一种。若是其中一
种．则词缀识别成功，并将名字和词缀分别输出；其
图２翻译主要流程

字，且可拆分成两个字Ｃ、ｄ，且用汉语三元语言模型
计算姓和名各单字的组合概率，选取最大值组合为

余情况视为识别不成功。

５实验与分析

译文；否则视为不可译。
本文将对词缀识别的改进算法添加在对翻译文
件的预处理阶段．即在人名的识别翻译前先对词缀
进行过滤。我们考虑输入词有以下几种情况：（１）

本文逐步实现了此前阐述的有关人名识别和翻
译的功能，并对维语中汉族人名翻译进行了测试。
实验数据

５．１

普通词。即非人名的词；（２）为无间隔空开的人名库
中的姓名；（３）为姓氏；（４）为名；（５）为缀接词缀的无
空格间隔的人名库中的姓名ｌ（６）为缀接词缀的人名
中的名字部分，其中名字可以为单字名．亦可以为双
字名。识别词缀时．若是前四种种情况我们则不对

本文所用的实验数据来自于新疆大学信息科学
与丁程学院的学者标注的１２万维吾尔语语料以及
搜狗官方网站提供的人名语料①，并在此基础上根
据我们需求做了一定处理。
５．１．１

输入词进行处理，若是后两者即缀接了词缀的人名
的情况，我们用反向最大匹配去识别词缀，识别出词

人名词典

我们从搜狗官方网站下载了国家领导人．名人
以及常见人名细胞词库⑦，其中常见人名共１２０

缀后．为保证切割掉词缀的部分可以正常翻译，需要
对切割掉词缀的部分进行单字或双字的词典匹配。
若可以匹配成功．则表明缀接了词缀的人名识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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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ｈｔｔｐ ｓ／／ｐｉｎｙｉｎ．ｓｏｇｏｕ．ｃｏｒｎ／
ｏ

ｈｔｔｐｌ／／ｐｉｎｙｉｎ．ｓｏｇｏｕ．ｃｏｍ／ｄｉｃｔ／

６２０

中文信息学报

８６

个词条。本文选取了中国历代国家领导人的姓名，

三次测试的结果对比如图４所示。

名人的姓名作为名人人名库（共３ ７２０词条）。在制

００广——

作名人库的时候，充分结合了中国历史的特点，利用

９５Ｌ———一

百家姓对所有人名进行了过滤，以保证所有的人名

ｌ。。。。。。。。。。。。。。。。。。。。。。。。。一

９０

８５卜———

都是合乎中国文化及特点。在此基础之上，根据建

８０卜－———

立的汉字与维语拼音的映射。将名人库的姓名翻译

７５ ｒ

成拉丁维语。与此同时，为了后面对人名进行翻译

口正确哥：
■｛＝ｉ叫犁

７０｝

■ｒｉｆｔ

的时候有词典可查，分别生成姓以及名的各单字的
维汉词典。
型制｛。ｎ’圳

５．１．２语言模型

新疆大学信息学院学者建立了一个规模为
１１９
５

７３７句的维语语料库。其中，含有人名的句子有

８７４句；不含人名的句子有１１３ ８６３句。

本文使用了其中不含人名的１１３

８６３句来训练

拉丁维语二元语言模型，通过此模型来判断输人词
是以下哪种情况：（１）维语普通词与普通词；（２）维
语普通词与汉族人名的姓氏；（３）汉族人名姓氏与名
字；（４）汉族人名的名字与维语普通词。通过实验观

察数据得知，以上情况中，绝大部分汉族人名姓氏与
名字相邻的概率小于固定阈值。
本文同时使用了名人库（共３ ７２０词条）以及常
见人名（共１２０ ６２０词条）进行分词．来搭建汉语的

三元语言模型，建立汉族人名使用的单字之间的统
计关系。
５．１．３测试数据

本文对维语里中文人名翻译系统进行了测试。
所用的测试数据来自于１２万维语语料中含有汉族
人名的句子，共５ ８７４句，随机抽取其中１ ０００句进
行测试。
５．２实验结果

我们首先按照最初设计的识别及翻译流程，即
不使用人们常用的错误的拼写规则及词缀识别．搭

建了维语中汉族人名的翻译系统。在测试数据上对
系统进行测试．并统计了识别的正确率及召回率。
接下来，我们根据前面总结的汉语拼音（组合）
到维语字母（组合）的映射补充规则来重新建立汉字

与维语拼写的映射．并创建词典．包括名人库的人
名，姓氏及名字的词典。在此基础之上．用ＳＲＩＬＭ

工具包重训拉丁维语二元语言模型以及汉语三元语
言模型。用同样的测试数据进行测试。并统计结果。
最后．我们尝试根据前文提出的名词词缀识别
的算法再次改进系统，期望能够在正确率提高的基
础上，进一步提高召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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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盘地刚

ｔ７１：·ｔｉ ｒ：

三次人名识别测试结果对比图

测试结果表明，在第一个人名识别及翻译系统
中，仅有超过一半的人名翻译了。通过对比译文，总
结原因有两点：（１）由于维吾尔族人发音不同的原

因，有些维语字母对汉语拼音的映射并不是一对一
的，譬如：“ｙｏｎｇ”会拼写成“ｙｕｎｇ”；（２）人名是名词

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在维语里面有名词词缀，这些词
缀在拼接到人名后时，会使人名无法识别和翻译，如
“ｗａｎｇ

ｂａｎｇｊｉａｎ”在缀接了词缀“ｎｉｎｇ”后变成“ｗａｎｇ

ｂａｎｇｊｔｉｎｎｉｎｇ”，在识别过程中，第二个输入词就变成

了“ｂａｎｇＪｔｉｎｎｉｎｇ”，由于词缀的出现，系统无法将其
拆分成两个单字．拆分不成功将导致系统无法将其
识别为人名。
从图４中可以看出，人名识别及翻译系统在补
充规则后，识别的正确率提高了１５．５％，达到了
６９．４％，召回率则有２０．１％的提高，达到８４．３％；在
添加了词缀分析后，正确率在前者的基础上又有了
５．８％的提高，召回率有７．２％的提高，分别达到

７５．２％和９１．５％。结果表明，人名识别及翻译系统
最初使用的规则是不够全面的，补充了总结的汉语

拼音（组合）到维语字母（组合）的映射规则后，识别
及翻译效果得到了较大提升。而添加了词缀识别预

处理模块后．系统识别的正确率达到了７５．２％，召
回率更高达９１．５％。

另外，通过对比译文，我们发现，在对测试语料
对应的中文译文进行词法分析的时候，词性标注有
误，使人名翻译的译文存在噪声，这是系统识别召回
率无法提升的主要原因。例如，“谷歌”的拉丁维语
拼写为“ｇｕｇ∈ｌ”，中文分词时将“谷歌”识别为人名，
我们随机抽取含有。谷歌”的句子作为测试句，而

“ｇｕ９６１”是无法识别和翻译为汉族人名的。对于正
确率，由于在拉丁维语中，有些单词是与中文的姓氏

拼写相同的，例如“ｓｉ”、“ｎｉ”等，而这些拉丁维语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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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陈力为．计算语言研究与应用．北京：北京语言

出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在语言模型中拥有较高的

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３．

概率值，因此在通过拉丁维语二元语言模型计算与
前后词的组合概率时，与这些单词拼写相同的姓氏

８７

［２］罗智勇，宋柔．现代汉语自动分词中专名的一体化、快
速识别方法ｒＣ］／／Ｊｉ Ｄｏｎｇ—Ｈｏｎｇ，国际中文电脑学术

也会被当做普通词而不被识别，这是造成正确率不

会议，新加坡，２００１：３２３—３２８．

够高的主要原因。

［３］张华平，刘群．基于角色标注的中国人名自动识别研

４总结及下一步工作

Ｅ４］

究ｌ－Ｊ］．计算机学报，２００４，２７（１）：８５—９１．
Ｚｈａｎｇ Ｈ ｕａｐｉｎｇ。Ｌｉｕ Ｑｕｎ．Ｙｕ
ｎｅｓｅ

翻译。并采用添加规则和对人名词缀进行识别的方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Ｈｏｎｇｋｕｉ，ｅｔ ａ１．Ｃｈｉ—
ｕｓ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ｍｏｄｅｌ［Ｊ］．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本文针对维吾尔语中汉族人名的识别和翻译方
法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探索。设计了通过汉字与维
语拼音的映射规则来构造汉族人名的维语词典，使
用语言模型来计算输入译文是否为名字及名字如何

ｎａｍｅｄ 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０３，８（２）：２９·６０．

［５］

吕雅娟．赵铁军。杨沐昀，等．基于分解与动态规划
策略的汉语未登录词识别［Ｊ］．中文信息学报。２００１，
１５（１）：２８－３３．

［６］

Ｗｕ Ｙｏｕｚｈｅｎｇ．Ｚｈａｏ Ｊｕｎ。Ｘｕ １３０，ｅｔ
ｎａｍｅｄ

法来提高系统的翻译精度。实验结果表明了上述方

ｅｎｔｉｔｙ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为了进一步提高维汉人名翻译系统翻译的质

ｂａｓｅｄ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ｏｎ

ａ１．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ＨＬＴ／ＥＭＮＬＰ），Ｖａｎ。

量，还需要收集和整理更多有关维汉人名翻译的资

ｃｏｕｖｅｒ。２００５：４２７－４３４．

料，尤其是使用更为精准的测试语料。另外，在进行

［７］衣马木艾山·阿布都力克木．吐尔地·托合提．艾斯卡

识别时，我们可以调整阈值寻找更加合理的参数值

尔·艾木都拉．基于规则的维吾尔人名汉文机器翻译

以识别出更多的汉族人名，进一步提高系统识别的

算法研究［Ｊ］．计算机应用与软件，２０１０：８６—８７．

正确率。

［８］

张秀玲．汉维语人名文化异同之比较［Ｊ］．新疆大学学
报，２００９．３７（６）；１３６－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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