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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语词法分析的有向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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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们为蒙古语词法分析建立了一种生成式的概率统计模型。该模型将蒙古语语句的词法分析结果描述为
有向图结构，图中节点表示分析结果中的词干、词缀及其相应标注，而边则表示节点之间的转移或生成关系。特别
地，在本工作中我们刻画了词干到词干转移概率、词缀到词缀转移概率、词干到词缀生成概率、相应的标注之间的
三种转移或生成概率，以及词千或词缀到相应标注相互生成概率。以内蒙古大学开发的２０万词规模的三级标注
人工语料库为训练数据，该模型取得了词级切分正确率９５．１％，词级联合切分与标注正确率９３％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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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形态复杂的民族语言如蒙古语和维吾尔语，
１

引言

词法分析的准确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５。１¨。在民
族交流与融合需求日益迫切的现阶段，机器翻译技

对汉语和许多民族语言来说，词法分析是大多
数自然语言处理任务的基础。汉语的词形较为简
单，当前的词法分析已经做到实际可用的水平阻引，

术的重要作用越发凸显。民族语言词法分析作为机
器翻译的必备前提，需要得到研究者更多的关注。
与汉语的字符顺次拼接的构词方式相比，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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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和维吾尔语等形态丰富的语言构词规律更加复

在以下的章节中，我们首先介绍蒙古语词法分

杂。这类语言的词语通常由词干和若干起修饰作用

析的任务定义，然后描述我们的生成式概率统计模

的词缀组成树状结构，词法分析的任务就是解析出

型，在展示该系统实验结果并进行相应的分析说明

词语的词干和词缀构成，并且标定好它们的类别标

后，我们与前人工作进行对比，最后是总结和展望。

注。这样一来，在汉语上效果良好的序列标注模
型ｎ ２‘１４３在这里变得不太适用，而研究者往往直接借

２蒙古语词法分析

用这些现成的线性序列模型，同时将任务限定为粗
切分或标注口。１…，这使得系统的理论价值和实用性

同其他形态丰富的语言类似，蒙古语的词由词

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传统的基于规则的词法分析

干和可能的词缀组成。不同的是，蒙古语词干与词

模式需要专门的语言学人才，往往耗费大量的精力

缀的组合需要服从特有的约束：

调试搭建后，准确率和稳定性并不尽人意。因此，我

ａ）词干只能有一个且只能出现在最前面；

们有必要构造更为恰当的统计模型，尽可能准确地

ｂ）分写词缀只能跟在连写词缀之后；

描述形态丰富语言的构词规律，从而快速搭建高性

ｃ）同类词缀中不同词缀须以特定的顺序出现。

能的词法分析系统。

约束ａ）规定一个蒙古语词只能有一个义项中

我们为蒙古语词法分析建立了一种生成式的概

心，这一点与维吾尔语不同；而约束ｂ）和ｃ）规定了

率统计模型。该模型将蒙古语语句的词法分析结果

不同词缀的特定出现顺序，这一点与朝鲜语又不

描述为有向图结构，图中节点表示分析结果中的词

相同。

干、词缀及其相应标注，而边则表示节点之间的转移

以内蒙古大学拉丁语料中的蒙古语词ＨＵＵＲ—

或生成关系，它们刻画了词干、词缀及其相应标注连

ＮＩＬＤＵ／ＨＵ—ＤＵ为例，其在特定语境下的一种词

接成词的规律。生成式概率统计模型为这些转移或

法分析结果为：

生成关系赋以合适的概率形式，词法分析的过程就

ＨＵＵＲＮＩ／Ｖｅ２＋ＩＤＵ／Ｆｅ３＋ＨＵ／Ｆｔｌ２一ＤＵ／Ｆ℃２１

是寻找其所有概率乘积最大的有向图。在本工作中

其中，“＋”号和“一”号分别表示后面紧接着的

我们刻画了词干到词干转移概率、词缀到词缀转移

是连写后缀和分写后缀。给定一个蒙古语词，我们

概率、词干到词缀生成概率、相应的标注之间的三种

可以借助词干表和词缀表，以递归枚举的方式把可

转移或生成概率以及词干或词缀到相应标注相互生

能的词法结构罗列出来。在该语料库中，分写后缀

成概率。这些转移或生成概率以极大似然估计的方

和一部分连写后缀在原始词中已经被标识出来。所

式从训练语料中统计得到。鉴于本工作的意图在于

有的分写后缀都放在词的尾部，且以“～”号分隔，例

统计建模，在为句中的每个词枚举可能的词语结构

如词尾的“一ＤＵ”；一部分连写词缀位于分写词缀之

候选时，我们并没有利用人工标注词法分析语料库

前，且以“／”号与前面部分分隔开来。这部分连写词

之外的任何语言资源，也没有设计专门的词法和语

缀前面的“／”号是内蒙古大学拉丁语料在初步标注

法知识进行指导，而是依据从人工语料库中抽取出

过程中人工加进去的词干与变形附加成分之间的分

的词干表和词缀表，通过递归搜索穷举所有可能的

隔符号，因此我们在系统测试之前将删除输入数据

构词方式。

中的“／”号，以模拟真实环境下的蒙古语语句反映词

我们在内蒙古大学开发的２０万词规模的三级

法分析系统的真实性能。

标注人工语料库（内蒙古大学拉丁语料）上进行实

许多蒙古语词拥有不止一种词法分析候选结

验。我们随机分割出５％和５％的句子分别作为开

构，在同时做词干标注和词缀标注的时候，候选结构

发集和测试集，剩余的９０％的句子全部作为训练

数量变得更为庞大。如果根据特定的上下文环境为

集。在测试集上，该模型取得了词级切分正确率

蒙古语词选择正确的词法分析结构，既是歧义排解

９５．１％，词级联合切分与标注正确率９３％的好成

的问题，也是蒙古语词法分析的难点所在。基于语

绩。另外，整个系统的训练过程只需要几十秒即可

言学规则的词法分析系统能够为每个单独的词高效

完成，解码过程在ＰＣ机上也可达到几百词每秒的

地枚举出尽可能精简的候选分析集合，却不擅长于

速度。而且，由于系统几乎没有借助任何语言学知

根据上下文环境为每个词选择最恰当的候选。语言

识，我们相信只需很少的改动就可以应用到其他形

的统计建模恰好可以与规则方法实现优势互补。统

态丰富的语言上。

计方法难以为每个词确定一个精简的合法候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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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却擅长于高效地为整个句子选择最可能的整体

构，如图１所示：

分析结果。本工作的重点即在蒙古语词法分析的统
计建模上。
＼

３有向图概率模型
基于统计的有监督建模总体上可分为两类：生

＼

成式统计建模和判别式统计建模。两种模型体现了

＠

截然不同的建模思路。生成模型同时考查输入和分

图１词语内部结构表示

析结果，旨在找出产生概率最高的输入与分析结果
的组合。因此，它有一部分概率知识用于描述输入
语句的生成规律。判别模型则立足于输入考查分析
结果，其目的在于找出已知输入的情况下最优的分
析结果候选。与生成模型的理念相比，判别模型更
符合人们分析解决问题的方式。事实也证明了判别
模型的优势。在序列标注的经典问题词性标注上，判

这里，Ｓ（Ｓｔｅｍ）表示词干，Ａ（Ａｄｊｏｉｎ）表示连写
词缀，Ｄ（ＤｉＳｊｏｉｎｔ）表示分写词缀。我们用虚线连接
的两个Ａ（或Ｄ）表示Ｏ或多个连写词缀（或分写词
缀）。在词干到词缀之间以及词缀到后续词缀之间，
箭头表示生成或者转移关系。对于整个语句，分析
结果则可描述为树状结构，如图２所示：

别模型在汉语和英语上都比生成模型有明显进步。
然而，判别模型用于蒙古语词法分析还存在不
少有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一方面，与生成模型不同
的是，判别模型的训练要设计大量的判别特征，并通
常需要漫长的多轮迭代过程。与形态简单的汉语和

⑨

英语相比，蒙古语词复杂的形态结构使得模型的搜
索空间要大的多，从而需要大的存储占用和更久的

图２整句的词语内部结构表示

训练时间；另一方面，判别模型通常仅适用于为搜索
空间结构固定的任务建模，如词性标注和依存分析，

与单个词的分析结果结构相比，整句分析结构

它们都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词语序列。而对于形态丰

中增加了相邻词的词干之间的生成或转移关系，从

富语言的词法分析来说则不具备确定的搜索空间结

而在所有词干和词缀之间形成一个拓扑有序的树结

构，因为我们需要枚举各种可能的候选词语结构，并

构。树中节点即表示词干或者词缀，而节点之间的

在选择最佳候选结构的同时确定该结构内词干和词

边则表示词干到词干、词干到词缀以及词缀到词缀

缀的标注。

的生成或转移关系。

目前，我们对于形态丰富语言词法分析的判别

概而言之，无论对于规则模型还是统计模型，建

式建模也构想了几套初步可行的方案，相关的研究

模的本质都是在刻画词干、词缀及其相应标注（如果

已经在有序的进行。在本文中，我们仅专注于阐述

同时也做标注的话）之间的生成、转移等约束规律。

已经成型的生成式概率统计模型。

如果我们能为树中的各种不同的边设计相应的权
重，这些权重的度量反映了节点之间生成或转移规

３．１单纯切分的模型结构

律的强弱，那么，求解整句词法切分结果的过程，即

同词语形态简单的汉语或者英语相比，词语形

为在所有可能的候选树中寻找权重之和最高的树的

态丰富的蒙古语的词法分析更像是一个对树结构进

过程。本模型中，我们用类似于隐马模型使用中的

行选择并对树中节点进行标注的过程，而不是一个

转移概率来描述树中边的权重。根据边指向对象的

简单的线性序列标注问题。这里，我们并不马上介

不同，我们设计以下两种转移概率：

绍能够同时进行切分和标注的最终词法分析模型，
而是先从较为简单的任务说起，即单纯切分的模型
构建。
我们把语句中各词的分析结果定义为链状结

万方数据

ａ）Ｐ（ＳＩＳ

ｎｇｒａｍ）

词干到词干的转移概率，类似于ｎｇｒａｍ
语言模型。
ｂ）Ｐ（ＸＩ Ｓ／Ｘ ｎｇｒ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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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

其他词缀的生成概率，Ｘ代表词缀，即
Ａ或者Ｄ。Ｓ／Ｘ ｎｇｒａｍ指当前词缀之前的
词干或词缀组成的ｎｇｒａｍ历史。
给定一个候选树Ｔ，我们用这些概率的乘积表
示该候选的整体生成概率：

Ｐ（Ｔ）＝Ｉ ｌ

Ｐ（ｓ

ｌ…）×

ｉ；’

ｌ Ｉ

Ｐ（ｘ

ｌ…）

ｘ一彳？贯ｘ∈丁

为简洁起见，公式中隐藏了两个条件概率的历

史条件。容易看出，这可以理解为传统的ｎｇｒａｍ语
法模型向树结构的拓展。
３．２联合切分标注的模型结构

＼由

上面的模型仅考虑词语的形态分析而不涉及词
干和词缀的标注。当我们也需要词干和词缀的标注

图３带词性表注的整句词语内部结构表示

信息时，就必须同时对这些标注成分进行概率建模
了。事实上，即使我们只需要进行词语形态分析，考
虑到人工词法分析语料库规模不会很大，构词元素
特别是词干对现实世界中蒙古语语言的覆盖面相当
有限，在语料库提供标注信息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对
标注建模以利用这些标注信息，也是缓解数据稀疏
的重要手段。
对联合切分和标注进行建模的关键在于如何让
标注信息有效地参与描述句中各词的形态结构生成

其中，Ｐ（￡（Ｔ））表示标注树￡（丁）的概率，它和
Ｐ（Ｔ）的定义一样，只需把词干和词缀换成相应的标
注。Ｐ（Ｔ，￡（Ｔ））表示平行树结构Ｔ和￡（Ｔ）的映射
概率，它定义为平行树中所有节点对的条件概率的
乘积：
Ｐ（丁，ｆ（Ｔ））
＝

ＴＴ

ｘ∈丁．磊茹∈ｆ（ｎ

Ｐ（ｘ｝￡（ｘ））×Ｐ（ｆ（ｘ）Ｉ

ｘ）

过程。本工作中，对应于单纯切分的模型结构，我们

理论上，Ｐ（Ｇ）的三项乘子概率对于候选有向图

为标注信息设计了一个同步树状结构以描述词干和

的优选可能具有不同的决策力，故为它们赋予合适

词缀标注之间的生成和转换关系。所谓同步是指树

的相对加权有望提升模型性能。但在本工作中我们

的结构和单纯切分模型的树结构完全一致，只不过

暂不考虑乘子加权问题，这相当于所有加权均为１。

树中对应节点，对后者而言是词干或词缀，对前者而
言是相应的标注。另外，我们设计两项概率描述两
个平行的树结构中节点之间的映射关系：
ａ）Ｐ（ＸＩ￡（Ｘ））

３．３训练与解码
出现在单纯切分模型和联合切分与标注模型的
各项概率，均可以用极大似然估计的方式从人工标

Ｘ代表词干或词缀，￡（Ｘ）代表其标注。

注词法分析语料库中统计得来。其中对于词干到词

此项概率可类比于隐马模型中状态到观察

干转移概率、词缀到词缀转移概率、词干到词缀生成

的生成概率。

概率、相应的标注之间的三种转移或生成概率，可以

ｂ）Ｐ（￡（Ｘ）ＩＸ）

此项概率代表词干或词缀Ｘ被赋予标
注ｆ（Ｘ）的概率。此项概率参与建模使得模
型倾向于为选择常见的标注。

借助成熟的工具包如ＳＲＩ语言模型工具来实现［１

５｜，

这将使我们不必理会概率的回退与平滑，而将精力
集中在模型结构的设计上。
模型训练完毕之后，解码任务就是一个递归枚

这两项条件概率在平行树结构的节点之间可表

举各词的可能分析结果候选，并紧接着进行动态规

示为不同方向的有边，从而建立起平行树结构之间的

划搜索确定各词最优候选的过程。枚举过程依据一

映射关系，构建描述能力更强的有向图模型（图３）。

个词干表和一个词缀表，递归的列举出词语所有可

求解切分和标注结果的过程，即为在候选有向图
中寻找概率最大的有向图。有向图Ｇ的概率定义为：
Ｐ（Ｇ）＝Ｐ（丁）×Ｐ（￡（丁））Ｘ Ｐ（Ｔ，￡（Ｔ））

万方数据

能的词形。需要注意的是蒙古语词的某些字符在特
定情境下会发生变形，主要总结为以下两种：
ａ）词干词缀划分过程中，若ＡＹＩ、ＥＹＩ、ＯＹ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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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

ＶＹＩ、０ＹＩ或ＵＹＩ由非词尾变为词尾，则删

表２不同子模型组合在开发集上的性能／％

掉字符Ｙ。

Ｐｗ

Ｐｓａ

Ｒｓａ

Ｆｓａ

Ｐ（Ｔ）

７５．４

８０．２

８０．６

８０．４

Ｐ（ｆ（丁））

８３．Ｏ

８４．６

８５．８

８５．２

Ｐ（Ｔ，￡（Ｔ））

７５．７

７０．９

８１．６

７５．９

解码过程。考虑文章篇幅限制，我们这里对这两个

Ｐ（丁）＋Ｐ（ｔ（Ｔ））

８６．６

８８．７

８９。１

８８．９

过程不再展开详述。

Ｐ（Ｔ）＋Ｐ（Ｔ，ｆ（Ｄ）

８８．６

８９．４

９０．４

８９．９

Ｐ（￡（Ｔ））＋Ｐ（Ｔ，ｆ（Ｔ））

９２．８

９２．８

９３．３

９３．１

ＡＬＬ

９３．１

９３．２

９３．６

９３．４

ｂ）词干词缀划分过程中，若ＧＡ、ＨＡ、ＹＡ、ＹＥ
和ＲＥ由非词尾变为词尾时，需在中间添加
下划线“一”。
动态规划的搜索过程就是自左到右的ｖｉｔｅｒｂｉ

４实验
我们在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开发的２０万词

表１展示了系统在测试集上以上述几个评测指

规模词法分析语料库上进行实验。该语料库共包括

标考量的最终性能。词级正确率９３％意味着系统

１１５个完整的句子，我们从中随机抽取出各５％

对测试集中９３％的词都能够分析出完全正确的词

的语句分别用做开发集和测试集，各含７０５句，剩余

形结构和标注信息。我们发现，不论对于哪种评测

９０％的语句用做训练集，含１２ ７０５句。模型各项概

指标，不考虑词性标注都要比考虑词性标注高１个

率均从训练集中以极大似然估计法统计得来。其

百分点以上。这说明联合词形分析与标注的难度明

中，词干到词干转移概率、词缀到词缀转移概率、词

显高于单纯的词形分析，如何有效地联合利用词干、

干到词缀生成概率、相应的标注之间的三种转移或

词缀及其标注信息进行建模值得更加深入的探索。

生成概率，我们直接借助成熟的语言模型工具包

由于联合切分和标注的意义远高于单纯切分，我们

ＳＲＩＬＭ，以ＷＢ平滑方式训练三元模型。

在后续的试验中仅报告考虑标注的相关指标分值。

１４

蒙古语的词法分析结果结构远比汉语复杂，传

下一步我们验证有向图概率Ｐ（Ｇ）定义的有效

统的正确率、召回率和Ｆ值不能直接适用。本工作

性。如本文第２章中描述，Ｐ（Ｇ）由三个子模型概率

中我们定义和采纳了多种指标，从不同角度和层面

累乘起来，包括词干词缀树概率Ｐ（丁）、相应标注树

考量词法分析器的性能。这些指标包括：

概率Ｐ（￡（Ｔ））以及词干词缀树与标注树之间的映射
概率Ｐ（Ｔ，￡（Ｔ））。此次试验在开发集上进行，我们

ａ）词级正确率Ｐｗ

以词为单位计量，仅当词内词干、词缀
及其标注均正确时，该词才是分析正确的。

ｂ）词干词缀级正确率Ｐ阻，召回率ＲＳａ和Ｆｓａ值
以词干和词缀为单位计量，仅当词干或
词缀及相应标注正确时，该词干或词缀才是

分别尝试不同的子模型组合的性能，以验证各个子
模型发挥的作用。通过表２我们发现，标注树概率
Ｐ（￡（丁））发挥的作用最大，并且它和词干词缀树到
标注树的映射概率Ｐ（Ｔ，￡（Ｔ））联合使用时，系统性
能已经趋近于完整系统了。

分析正确的。因此，词干和词缀可类比为汉

相比英语、汉语和其他资源丰富的语言来说，当

语词法分析中的词。此评价标准引自文

前蒙古语词法分析人工标注语料规模要小得多。通

献［７］。

过模型改进带来的性能提升毕竟有限，要想大幅度

ｃ）相应的不考虑标注信息的评测指标：Ｐｗ－ｔ，

人工标注语料支持。在语料库扩建之前，我们可以

Ｐｓａ－ｔ，Ｒｓａ－ｔ和Ｆｓａ—ｔ
表ｌ

提高蒙古语词法分析的准确率，必须有更大规模的

先探索一下性能提升和语料规模扩大的关系。为

系统在测试集上的性能／％

此，我们固定开发集和测试集不变，而从训练集中每
词级

词干词缀级

＋ｔ

—ｔ

Ｐｗ

９３．Ｏ

９５．１

Ｐｓａ

９２．７

９４．３

语句，我们从中随机选取一系列不同规模的子集，分

Ｒｓａ

９３．４

９５．１

别含有６

Ｆｓａ

９３．Ｏ

９４．７

句，并按照由小到大的次序画出系统性能随训练数

次提取不同规模的子集以训练系统，并考查该系统
在测试集上的表现。整个训练集含１２ ７０５句标注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据增加的变化曲线。

万方数据

５００，８００，４００，２００和１００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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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

干词缀的标注，所采用的词干、词缀拆分标准也更加
霎

细致复杂；之前工作多专注于切分而很少给出标注

麦

信息，并且词语切分的粒度也很粗略。相比而言，我

＝

量

们解决的任务更为严整复杂，系统也相应的更具实

星

用价值。

石

墨

第二，我们的工作针对词干词缀间的连接特性，

七
苔
≥

建立更贴合黏着语构词规律的树状生成模型；而之
前工作则通常借用现成的序列标注模型，将旬中所
有词干和词缀视为单一线性的序列结构。因此，我
图４训练集规模一系统性能曲线图

们对蒙古语词法分析的建模更加科学有效。
第三，我们为蒙古语的联合切分和标注任务建

通过图４所示的训练集规模一系统性能曲线我

立了高度形式化的，基于由同步树结构组成的有向

们发现，随着训练集语句数量的增加，系统性能持续

图的概率生成模型。这是针对黏着语构词特性的崭

变化。这在训练语料规模较小的时候尤其明显，例

新的建模方式。因此，与以前工作相比我们的工作

如，训练集从１００句扩大到２００句时，系统的词级正

具有更好的扩充性和提升空间，相应地也更具理论

确率从６７．５％上升到７５％。随着语料规模的继续

价值。

扩大，系统性能的提升幅度趋于缓和，例如，训练集
从６ ｏｏｏ旬扩大到１２ ｏｏＯ句时，词级正确率从

６总结与展望

９２．２％提升到９３．１％。这带给我们两方面的启示：
其一，鉴于现在蒙古语词法分析语料规模仍然较小，

本工作为蒙古语词法分析建立了一种生成式的

通过进一步扩建语料库以提升性能仍然是有意义的

概率统计模型，将蒙古语语句的词法分析结构描述

和必要的，毕竟接近１个百分点的绝对增长量也是

为有向图结构，图中节点表示分析结果中的词干、词

一个相当可观的性能提升；其二，语料规模继续增加

缀及其相应标注，而边则表示节点之间的转移或生

到一定程度后，统计模型通过语料扩建提升性能的

成关系。整体上，有向图由同步的词干词缀树和标

方案的性价比会越来越低，此时，引入语言学知识来

注树以及树间的映射关系组成，分别描述词干词缀

增强统计模型可能是最有希望的研究思路。

的生成转移关系、相应标注的生成转移关系以及词
干词缀与标注间的生成关系。最终系统在内蒙古大

５

相关工作

学开发的２０万词规模的人工语料库做到了较好的
水平，词级切分正确率为９５．１％，词级联合切分与

蒙古语词法分析的主要工作都是基于语言学规

标注正确率为９３％。

则的。统计知识的引入，是从侯宏旭等人借助语言

然而，当前模型还很初步，许多重要的方面仍有

模型对规则系统的提供的候选结果进行择优排歧的

待改进。首先，关于模型构建，鉴于判别式模型普遍

工作［７］开始的，该工作取得了９４％的词切分准确

优于生成式模型，如何为形态丰富语言建立有效的

率。而后又有一些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结果，例如，

判别式词法分析模型并设计相应的特征表示，将是

赵伟等人［８１取得了９９．２％的词切分准确率，丛伟【９］

我们接下来的重要探索方向之一。再者，我们目前

取得了９７．１％的词切分准确率，艳红和王斯日古

只是根据从训练集中自动抽取出的词干表和词缀

楞［１０］取得了９６．８％的词性标注准确率。但上述工

表，为每个待分析词递归地穷举可能的候选结构，这

作都将任务限定为粗切分或标注，且采用的数据集

导致过多的非法候选，以致引入无谓的歧义。如何

与我们不同，因此和我们目前工作缺乏可比性。这

利用语言学规则约束候选生成甚至解码过程，也是

些工作一般直接借用现成的线性序列标注模型，既

我们未来要进行的重要研究内容。

没有考虑黏着语的构词特性，也没有采用严整精细
的切分标注标准，从而使得系统的理论价值和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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