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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与规则相结合的维吾尔语人名识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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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命名实体识别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NER) 是自然语言处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 中重要的任
务, 其中人名实体是主要的识别对象之一. 本文从维吾尔语黏着性特点出发, 从词干、音节、字符串三个角度对维吾尔语单词
进行拆分, 获得更小的语言单元, 并把切分的新单元作为特征加入到条件随机场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 CRF) 中, 明显缓
解了数据稀疏的影响, 取得了比以单词为基本单元的人名识别方法更好的性能. 同时还从维吾尔语中汉族人名的特点出发, 提
出了基于规则的维吾尔语中汉族人名的识别方法, 最终利用统计和规则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提高了识别的准确率. 实验结果
表明, 该方法人名识别的准确率、召回率和 F 1 值分别达到了 87.47 %、89.12 % 和 88.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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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tion of Statistical and Rule-based Approaches for
Uyghur Person Name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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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NER) is an important subtask of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where person name
is one of the major objects. From agglutin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yghur language, we split a Uygur word into
different level units such as syllable, suffix, stem, etc., so as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data sparse problem. Since the
Han people name is the major remaining errors for the CRF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based approach, we also propose
a rule-based post-processing approach for Han people name recognition in Uyghur languag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is cascade approach achieves satisfactory performance, and that the recognition accuracy, recall rate and F 1 score
are 87.47 %、89.12 % and 88.29 %, respectively.
Key words

Uyghur language processing, person name recognition,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 (CRF), syllable bank

Citation Tashpolat Nizamidin, Wang Kun, Askar Hamdulla, Palidan Tuerxun. Combination of statistical and rulebased approaches for Uyghur person name recognition. Acta Automatica Sinica, 2017, 43(4): 653−664

命 名 实 体 识 别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NER) 是指识别文本中的人名、地名、组织机构
名等命名实体[1] . 命名实体识别作为自然语言处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 领域的一个
基础任务, 被广泛且成功地应用于信息抽取、信息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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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信息推荐和机器翻译等任务中. 由于人名作为
事件的主体, 因此人名识别是命名实体识别任务的
重要一项子任务. 与汉语相比, 维吾尔语的资源较为
匮乏, 同时, 维吾尔语与汉语有明显的不同. 例如, 就
人名识别而言, 汉语人名可以利用百家姓氏字来确
定人名左边界, 而维吾尔语人名全名由 “人名 + 空
格 + 父亲名” 的形式书写. 两者在书写形式上没有
区别, 如果替换位置也可以造合法的人名词. 人名词
也可以不带父亲名在句中单独出现. 另外维吾尔语
人名用词二义性现象较多. 因此, 汉语的命名实体识
别方法无法直接用于维吾尔语. 研究维吾尔语命名
实体识别研究的学者也较少, 所以识别方法及效果
上明显落后于汉语.
目前已有的命名实体识别方法可以大致分为基
于规则的方法、基于统计的方法以及规则与统计相
结合的方法. 基于规则的方法速度快, 而且不需要
大量的已标注语料, 但该方法对知识库的依懒性较
强. 另外, 基于规则的方法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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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isch 等提出了基于规则的生物实体识别方法[2] ,
Farmakiotou 等提出了基于规则的用于希腊金融文
本中的命名实体识别方法[3] . 与基于规则的方法相
比, 基于统计的方法系统实现代价较小, 对语言的依
赖性小, 可移植性好. 目前的统计方法主要有隐马尔
科夫模型[4] 、最大熵模型[5] 、支持向量机模型[6] 和条
件随机场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 CRF) 模型[7]
等. 例如, 李佳正等提出了维吾尔语中汉族人名的识
别及翻译[8] , Le 等提出了基于二元语法模型的中文
命名实体识别方法[9] , 规则与统计相结合的方法在
统计中引入一些规则来进行识别. 例如, 加日拉 · 买
买提热衣木等提出了基于统计和规则混合策略的维
吾尔人名识别方法[10] , 刘杰提出了基于规则和统计
相结合的地名实体识别的方法[11] .
近年来, 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主要是统计方法占
主导地位, 对命名实体识别而言, 条件随机场模型受
到很多学者的青睐. 该方法已被广泛地应用于人名、
地名、组织机构等各种类型命名实体的识别, 并在具
体应用中不断得到改进, 可以说是命名实体识别中
最成功的方法.
在英汉等语言中, 人名识别方法研究的较多. 相
比而言, 维吾尔语中人名识别研究起步较晚, 不过近
几年来开始受到很多学者的青睐.
2013 年, 艾斯卡 · 肉孜等[7] 发表了基于条件随
机场模型的维吾尔人名识别方法相关的论文, 该论
文中主要用了上下文词形、词性、位置等信息作为
基本特征, 还从维吾尔语黏着性特点出发, 提出了词
干、词缀、第一音节和最后音节等特征. 该方法存在
的主要缺点在于, 其特征选择上没有进一步考虑维
吾尔族人名词之间的内在联系, 同时没有把汉族人
名独有的特征加入进来. 因此, 该方法泛化能力较
差.
2014 年, 加日拉 · 买买提热衣木等[10] 提出了基
于统计和规则混合策略的维吾尔人名识别方法, 该
方法主要用人名左右边界词作为重要统计量进行人
名识别, 同时加入了维吾尔族人名词典. 该类方法的
弱点在于没有把维吾尔语黏着性特点考虑进去, 同
样也没有对维吾尔语中汉族人名进行针对性的识别.
因此, 该方法对维吾尔族人名识别效果较好, 但对其
他类人名的识别效果一般.
本文在以上方法的基础上, 对于语言现象进行
深入分析, 设计了基于规则与统计相结合的方法. 为
了统计维吾尔文语料中各类人名的真实分布, 我们
从《人民网》维吾尔语版抓取了 197 篇新闻语料, 其
中 111 篇新闻包含人名词, 86 篇新闻没有包含人名
词, 全语料包括 14 339 个单词, 含有 231 个人名, 其
中包含维吾尔族人名 92 个 (39.8 %), 汉族人名 88
个 (38.1 %), 欧美人名 23 个 (10.1 %), 阿拉伯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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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个 (5.2 %), 俄罗斯人名 9 个 (3.9 %), 其他人名 7
个 (3.0 %). 从各类人名分布情况可以看出, 维吾尔
族人名和汉族人名在维吾尔语真实语料中占 77.9 %,
其次是欧美人名、阿拉伯人名、俄罗斯人名和其他
人名.
本文把维吾尔语文本中的各类人名作为识别对
象, 从维吾尔语的语言特点出发, 合理地选择语言单
元, 提出了基于条件随机场模型的人名识别方法, 同
时根据维吾尔语中汉族人名的特点, 采取了基于规
则的维吾尔语文本中汉族人名的识别方法, 最终通
过两者结合取得了比较好的识别性能, 并通过实验
验证.

1 维吾尔语人名组成特点及识别难点
维吾尔语, 简称维语, 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
西匈语支, 在结构语法上属于黏着语类型[12] .

1.1 维吾尔语特点介绍
维吾尔语文字由 32 个简化的阿拉伯字母组成,
单词之间由空格分隔, 单词结构为: 单词 = 词干 +
词缀 1 + 词缀 2 +· · · 、前缀 + 词干 + 词缀 1 + 词缀
2 +· · · (很少一部分单词有前缀). 方便起见本文用维
吾尔语拉丁文字 (Uyghur Latin character) 代替维
吾尔语阿拉伯文字 (Uyghur Arabic character).
如 下 是 维 吾 尔 语 单 词 构 成 的 三 个 例 子: polatni (把 甫 拉 提) = polat(甫 拉 提) + ni (把), polat
是词干、ni 是后缀.
polatnimu (把 甫 拉 提 也) = polat (甫 拉
提) + ni (把) + mu (也), polat 是 词 干、ni 是 后 缀
1、mu 是后缀 2.
natoghra (不 正 确) = na (不) + toghra (正 确),
na 是前缀、toghra 是词干.
维吾尔语中人名包括维吾尔族人名、汉族人名、
外国人名等. 一般外来人名各自在原语言都有明显
的规律, 比如英语人名是大写开头, 汉语人名有姓氏
字等明显的特点, 但这些外来人名在维吾尔语中没
有任何规律可循.

1.2 维吾尔语人名识别难点
1) 组成维吾尔语人名的单词数不固定. 最少有
一个单词组成, 最多有三个单词组成: adil (阿迪力),
nur bekri (努尔 · 白克力), ablajan awut ayup (阿
不拉江 · 阿吾提 · 阿玉普).
2) 黏 着 性 导 致 派 生 词. 人 名 单 词 连 接 各 种
词 缀 产 生 新 单 词, 这 将 产 生 大 量 未 登 录 人 名, 导
致 数 据 稀 疏 问 题. 例 如 人 名 erkin (艾 尔 肯) 有 几
种 形 式: erkinning (艾 尔 肯 的)、 erkinge (对 艾 尔
肯)、erkindek (像艾尔肯)、erkinni (把艾尔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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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名单词无大小写区分. 这导致人名单词跟
普通词在词形上没有任何区别.
4) 存在二义性. 由于没有大小写区分, 因此有
二义性的人名跟不同词义的单词在词形上没有任何
区别. 如 adil 这单词有人名“阿迪力”和普通词“公
平、公正”两种含义. 存在二义性的人名直接影响人
名识别效果.
5) 维吾尔文信息处理领域起步较晚, 因此可
用资源缺少, 缺少效果较好的词性标注 (Part-ofspeech tagging, POS tagging) 工具.
6) 现有的词干提取工具对人名词的切分效果较
差.

2 基于统计与规则相结合的方法
本文提出的方法有两部分组成. 首先, 我们利用
基于条件随机场模型的维吾尔语人名识别方法进行
识别; 然后, 对识别结果利用基于规则的维吾尔语中
汉族人名识别方法进行改进. 流程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中 (a) 为统计模块、(b) 为规则模块.

择是很关键的问题, 仅仅利用词干提取方法切分单
词, 还是无法获得维吾尔语人名词之间的词形相似
性和音节相似性, 而且目前已有的词干提取器对人
名词的提取效果明显比普通词差, 因此本文提出基
于单词拆分的特征实现维吾尔语人名识别, 通过实
验验证该方法对维吾尔语人名识别是有效的.
本文把维吾尔语单词以三种方式进行拆分:
1) 词干拆分规则假设一个维吾尔语单词由词干
+ 词缀组成, 利用维吾尔语词干提取器则把单词切
分成两个部分, 可写为 Worduy = Stem + Suffix.
可以通过词干提取把词干相同的人名提取出来, 如
下面以举例来说明.
Worduy = Stem + Suffix
“ekberge” (向艾克拜尔) = “ekber” + “ge”、
“ekberning” (艾克拜尔的) = “ekber” +
“ning”、
“ekberdin” (从艾克拜尔) = “ekber” + “din”.
词干信息是人名识别非常重要的特征. 因此本
文利用维吾尔语词干提取器[13] 进行维吾尔语词干
切分.
2) 音节拆分规则
由于维吾尔语人名用词除了词干层面外还在音
节层面上也有共性. 因此本文对维吾尔语单词进行
音节拆分, 从而进一步获取有用信息.
假设一个维吾尔语单词由 N 个音节组成, 根
据维吾尔语音节切分规则把一个维吾尔语单词可
以切分成 N 个音节, 写成 Worduy (n) = S1 S2 S3 · · ·
SN −1 SN (Si 为第 i 个音节). 如表 1 所示维吾尔语
人名用词的音节特点.
表1

图1
Fig. 1

统计与规则相结合方法流程图

655

Table 1

人名词的音节拆分

Syllable segmentation of person name

Flow chart of statistical and rule-based approach

首先, 我们利用有监督的学习方法对训练数据
进行训练, 通过训练出的模型参数对测试数据进行
自动标注. 然后, 通过基于规则的维吾尔语文本中汉
族人名识别方法对已标注的测试数据结果进行纠正.
接下来我们分别介绍基于单词拆分的人名识别方法
与基于规则的维吾尔语文本中汉族人名识别方法.

3 基于单词拆分的人名识别方法
本文从维吾尔语黏着性特点出发采取了一种基
于单词拆分的维吾尔语人名识别方法, 同时还提出
基于人名词典和人名后缀库的正向匹配算法, 把人
名词典和人名后缀库等词典信息作为特征加到 CRF
模型中.

3.1 单词拆分方法
维吾尔语作为黏着性语言, 因此语言单元的选

人名原形

音节拆分形式

abduweli (阿布都外力)

ab + du + we + li

abduqadir (阿不都卡迪尔)

ab + du + qa + dir

abdusalam (阿不都萨拉姆)

ab + du + sa + lam

abduraxman (阿布都热合曼)

ab + du + rax + man

dilmurat (迪里木拉提)

dil + mu + rat

xalmurat (哈里木拉提)

xal + mu + rat

从表 1 可以看出, 在不同的人名词中出现很多
相同的音节, 如 “ab + du”、“mu + rat”、“ba + har”
等, 这些音节信息多数是人名词独有的特征. 因此本
文提出了基于音节拆分的音节组合特征.
3) 字符串拆分规则
维吾尔语人名用词之间的共性不仅仅体现在词
干和音节层面, 也会体现在字符串层面上. 维吾尔
语人名词中有许多独有的人名常用字符串. 例如,
abdu (阿不都), ire (XX 热), gvl (古丽), jan (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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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包含这些常用字符串的人名而言, 只进行
词干切分或音节拆分无法准确获取有用的信息. 假
设一个维吾尔语单词由 M 个字母组成, 可以把它写
成 WordU y (M ) = C1 C2 C3 · · · CM −2 CM −1 CM (Ci
为第 i 个字母). 如表 2 所示维吾尔语人名用词的字
符串特点.
表2
Table 2

人名用词字符串特点

String characters of person name
单词样例

imameli

hezirtieli

mireli

mireli

aygül

ayshem

aynur

ayishe

aynigar

ayimgül

ayimnisa

mihray

gülmire

gülire

munire

almire

dilmire

semire

nadire

sebire

nurbiye

zülpiye

gülpiye

süriye

从表 2 可以看出, 这些人名在字符串层面有很
强的共性, 如 “eli”、“ay”、“ire”、“iye” 等都是维吾
尔语人名词独有的一些特点. 由于以上共同部分在
音节层面上属于两个音节, 因此音节拆分无法获得
这些共同部分, 所以利用以字符串形式拆分单词可
获得更有效的信息. 除了维吾尔族人名词外, 还有维
吾尔语中汉族人名的字符串特点也有着很独特的共
性, 如表 3 所示.
表3
Table 3

汉族人名词的字符串特点

String characters of Chinese person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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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词典特征的标注. 分析测试结果得出, 由于存在
二义性的人名较多, 因此导致标注错误的现象严重,
最终效果较差不适于作为词典特征加给条件随机场
模型.
本文采用以无歧义性人名词典作为人名词典,
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词典特征的准确率.
定义 1. 无歧义性人名是指人名单词在句中只能
充当人名, 而不能充当普通词的人名专用词.
为了提高词典特征的召回率, 根据维吾尔语黏
着性特点, 本文又建立了人名后缀库作为后向匹配
项. 该做法降低错误标注的同时也保证了覆盖率. 人
名词典建立:

图2
Fig. 2

无歧义人名词典建立

Unambiguous person name list

反过来歧义性人名指的是在句中做人名以外也
可以做普通单词的人名词, 这类人名词对维吾尔语
人名识别带来很大的标注错误, 也是最主要的识别
难点, 由于人名词典包括大量的歧义性人名, 因此本
文提出包括歧义性人名的词典 (全人名词典) 和无歧
义性人名词典进行对比实验来选择最佳人名库.
人名后缀库建立:

单词样例

shijinping (习近平)

dengshyoping (邓小平)

liping (李平)

xuanggwoping (黄国平)

dengyaping (邓亚萍)

maping (马平)

lyuyang (刘洋)

lyudexua (刘德华)

lyulu (刘璐)

从表 3 可以看出不同的汉族人名在维吾尔语中
都有很多相同的字符串特点, 而且这些特点也是汉
族人名独有的, 如“ping”、
“lyu”等, 这些共性部分
对汉族人名的识别有很大贡献.
根据维吾尔语人名的以上特点, 本文又提出了
对维吾尔语单词进行字符拆分的字符串特征.
本文通过以上三种拆分方式可以把维吾尔语单
词以词义 (词干词缀拆分)、语音 (音节拆分)、词形
(字符串拆分) 三个方面都进行拆分来获得更多有用
信息, 最终通过实验印证本文提出的基于单词拆分
方法的有效性, 具体特征集在第 3.4 节介绍.

3.2 基于人名库和人名后缀库的正向匹配算法
对于维吾尔语人名识别而言, 建立有效的人名
词典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本文以我们实验室收集的
23 200 个人名作为人名词典对训练语料及测试语料

图3
Fig. 3

人名后缀库抽取

Suffix list of person name

维吾尔语单词由词干和词缀组成, 词缀又分为
前缀和后缀, 前缀在维吾尔语中占极小的比例, 而且
人名没有加前缀的情况, 这里所提的前缀是指有词
义的维吾尔语 7 个前缀, 而维吾尔语人名词不跟这
些前缀搭配, 因此不考虑前缀. 维吾尔语是词干加词
缀来产生派生词, 因此人名后面也加后缀来产生各
种派生词. 由于登录词后加后缀就产生各种各样的
未登录词, 所以维吾尔语中仅仅靠人名词典无法覆
盖全部的登录词.
尽管维吾尔语中有 2 956 个后缀, 但仅有一小部
分后缀能够和人名结合形成新的维吾尔语词. 因此,
本文从维吾尔语后缀库中人工抽取了跟人名搭配的
后缀, 这些人名后缀作为后向匹配以锁定带后缀的
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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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语中词缀的结构复杂, 和词根连接时其
新词的音节结构也可能有变化, 而且维吾尔语自动
词干提取法恰恰对人名词效果较差, 所以在词根和
词缀切分时我们只能按字符进行分析, 搜索时我们
提出了基于正向搜素的词典匹配算法.
算法 1. 正向匹配算法
1) 若词的长度是 N , 从词的前 i (i = N − 1) 个
字母开始在人名词典进行搜索.
2) 若无匹配词或 i > 3 (由于人名用词至少由三
个字母组成), 转下一步, 若有匹配词转到 4).
3) i = i − 1 转到 1);
4) 若查找成功则将剩下的字符串在人名后缀库
中进行匹配. 若成功匹配词典特征返回为 1; 否则,
返回 0.
我 们 以 单 词 “musabiqe” (比 赛) 和 “musaning” (穆萨的) 为例来说明该算法的有效性. 以上
算法是从字符串后部开始正向进行搜索, 所以称
为 正 向 搜 索. 用 该 算 法 我 们 得 出 的 人 名 词 干 候
选 是 “musa” (穆 萨), 后 缀 候 选 分 别 是 “biqe” 和
“ning” (的), 因为后缀候选 “biqe” 在人名后缀库
不可查, 后缀候选 “ning” (的) 在人名后缀库可查,
所以单词 “musabiqe” (比赛) 的词典特征返回为 0,
“musaning” (穆萨的) 的词典特征返回为 1. 这样一
来, 尽管 “musaning” 没有出现在人名词典中, 但是
我们仍然通过词干和人名后缀组合的方式将这一候
选识别出来.

3.3 条件随机场模型
人名识别可以定义成序列标注问题, 即判断观
察词是否属于预定义的标记集合. 假设一个维语人
名由单词序列 W (w1 , w2 , · · · , wm ) 构成 (m ≤ 3, 维
吾尔语人名最多由三个单词组成), 给定的标记序列
y (y1 , y2 , · · · , yn ) (yi ∈ O, B-PER, I-PER). 其中,
表示给定单词序列长度. 我们将对待输入句子进行
单词切分并提取特征, 然后将自然句子转换为以下
CRF 格式数据, 如表 4 所示.
条件随机场模型的定义为

P (Y |W, λ) =

1
exp (λj ·Fj (Y, W ))
Z(W )

其中, 分母 Z(W ) 为归一化因子:
X
Z(W ) =
exp (λj ·Fj (Y, W ))

(1)

(2)

Y

λj 是第 j 个特征函数的权重系数; 函数 Fj (Y, W )
为特征函数的统一表示, Fj (Y, W ) 如式 (3) 所示.
Fj (Y, W ) =

n
X
i=1

fj (yi−1 , yi , W, i)

(3)

657

其中

Pr,j =

(
1,

yi−1 和 yi 满足某种搭配条件

0, 否则

(4)

输出句子为
<per> mEmtimin yvsvp <per> bilEn <per>
abdureHim Otkvr <per> amrikiGa bardi.
表4
Table 4

CRF 格式数据
CRF format data

Word features tag
mEmtimin mEm min mEmti timin 0 0
mEmtimin 0 1 mE in mEm min mEmt imin B-PER
yvsvp yv svp 0 0 0 0 yvsvp 0 0 yv vp
yvs svp yvsv vsvp I-PER
bilEn bi lEn 0 0 0 0 bilEn 0 0 bi En
bil lEn bilE ilEn O
abdureHim ab Him abdu reHim abdure dureHim abdureHim
0 1 ab im abd Him abdu eHim B-PER
Otkvr Ot kvr 0 0 0 0 Otkvr 0 0 Ot vr Otk kvr
Otkv tkvr I-PER
amerikiGa a Ga ame kiGa ameri rikiGa amerika Ga 0
am Ga amr iGa amer kiGa O
bardi bar di 0 0 0 0 bar di 0 ba di bar
rdi bard ardi O

3.4 特征模板
本文选择了上下文词形、人名词典、上下文词
干和后缀、上下文音节组合以及上下文字符串等特
征. 在 CRF 模型的特征中, 观察窗口的选择是至关
重要, 窗口长度越大, 可利用的上下文信息越多, 可
能准确率越高, 但是窗口长度过大会产生过拟合现
象, 导致召唤率急速下降, 从而导致 F 1 值下降; 而
窗口长度越小, 特征模板包含的信息有限, 会丢失有
用的上下文信息. 表 5 列出了本文所用的特征及描
述符.
其 中, S1 (第 一 个 音 节)、 SN (最 后 一 个 音
节)、S1 S2 (第一个双音节)、SN −1 SN (最后一个双音
节))、S1 S2 S3 (前三个音节)、SN −2 SN −1 SN (最后三
个音节)、C1 C2 (前两个字符)、CM −1 CM (最后两个
字符)、C1 C2 C3 (前三个字符)、CM −2 CM −1 CM (最
后 三 个 字 符)、 C1 C2 C3 C4 (前 4 个 字 符)、 CM −3
CM −2 CM −1 CM (最后 4 个字符)、C1 C2 C3 C4 C5 (前
5 个字符)、CM −4 CM −3 CM −2 CM −1 CM (最后 5 个字
符).
为了确定以上几种特征在不同特征模板下对于
识别效果的影响, 本文分别做了对比实验, 最后根据
F 1 值的大小选择窗口长度并得到最佳的特征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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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表5
Table 5

动

化

特征及描述符

Template and descriptor

特征

描述符

当前词

[W]0

当前词的前一词

[W]−1

当前词的后一词

[W]1

当前词的词典特征值

[Dic]0

当前词的词干、后缀

[Stem]0 、[Suffix]0

当前词前一词的词干、后缀

[Stem]−1 、[Suffix]−1

当前词后一词的词干、后缀

[Stem]1 、[Suffix]1

当前词的音节特征

[S1 ]0 , [SN ]0 , [S1 S2 ]0 , [SN −1 SN ]0 ,

学

43 卷

报

注. 这批数据将来会公布于众, 供研究人员进行对比
研究.
本文实验评测标准为准确率 (P )、召回率 (R)
和 F 1 值 3 种指标, 式 (5) ∼ (7) 所示;

P =

正确标注的人名个数
× 100 %
标注为人名的总个数

(5)

R=

正确标注的人名个数
× 100 %
语料中人名的总个数

(6)

2×(P ×R)
× 100 %
P +R

(7)

F1 =

[S1 S2 S3 ]0 , [SN −2 SN −1 SN ]0
当前词前一词的音节特征

[S1 ]−1 , [SN ]−1 , [S1 S2 ]−1 ,
[SN −1 SN ]−1 , [S1 S2 S3 ]−1 ,
[SN −2 SN −1 SN ]−1

当前词后一词的音节特征

[S1 ]1 , [SN ]1 , [S1 S2 ]1 , [SN −1 SN ]1 ,
[S1 S2 S3 ]1 , [SN −2 SN −1 SN ]1

当前词的字符串特征

[C1 C2 ]0 , [CM −1 CM ]0 , [C1 C2 C3 ]0 ,
[CM −2 CM −1 CM ]0 , [C1 C2 C3 C4 ]0 ,
[CM −3 CM −2 CM −1 CM ]0 ,
[C1 C2 C3 C4 C5 ]0 ,
[CM −4 CM −3 CM −2 CM −1 CM ]0

当前词前一词的字符串特征

[C1 C2 ]−1 , [CM −1 CM ]−1 , [C1 C2 C3 ]−1 ,

本文分别做了 2 个单类特征实验, 以确定上下
文单词窗口长度和词典类型. 对于提取上下文单词
特征, 其窗口的选择很重要, 通过实验我们确定窗口
长度为 3 (前一个词、当前词和后一个词), 如表 6 所
示. 我们还通过对比实验确定词典类型. 从人名词
典 (全集) 和无歧义性人名词典对比实验发现前者召
回率比后者有微小的提高, 但准确率比无歧义性人
名词典效果较差, 其 F 1 值也比后者较低, 如表 7 所
示, 因此本文使用无歧义性人名库作为人名词典进
行特征标注.
表6

[CM −2 CM −1 CM ]−1 , [C1 C2 C3 C4 ]−1 ,
[CM −3 CM −2 CM −1 CM ]−1 ,

Table 6

上下文单词窗口确定实验
Context window experiment

[C1 C2 C3 C4 C5 ]−1 ,
[CM −4 CM −3 CM −2 CM −1 CM ]−1
当前词后一个词的字符串特征[C1 C2 ]1 , [CM −1 CM ]1 , [C1 C2 C3 ]1 ,

[CM −2 CM −1 CM ]1 , [C1 C2 C3 C4 ]1 ,
[CM −3 CM −2 CM −1 CM ]1 ,

准确率 (%) 召回率 (%) F 1 值 (%)

窗口长度

[W]−1 , [W]0 , [W]1

93.70

55.85

69.98

[W]−2 , [W]−1 , [W]0 , [W]1 ,

94.28

53.42

68.21

94.23

5.19

65.49

[W]2

[C1 C2 C3 C4 C5 ]1 ,

[W]−3 , [W]−2 , [W]−1 , [W]0 ,

[C1 C2 C3 C4 C5 ]1 ,

[W]1 , [W]2 , [W]3

[CM −4 CM −3 CM −2 CM −1 CM ]1

表7

3.5 实验语料及结果
本文实验所用语料包括已标注语料 11 257 句.
其中, 训练语料有 10 805 句 (186 885 个单词), 测试
语料有 1 650 句 (21 183 个单词), 其中训练语料里
有 10 359 个人名, 测试语料里有 2 359 个人名. 全部
语料中包含 12 718 个人名, 其中包含维吾尔族人名
5 112 个 (40.20 %)、汉族人名 4 873 个 (38.32 %)、
外来人名 2 733 个 (21.48 %). 所用语料有人名词典
(21 317 个人名)、人名后缀库 (259 个后缀) 等. 语料
中采用的标注分别有 BPER (人名前部)、IPER (人
名内部) 和 O (其他).
本文语料是 “新疆大学信号与信息处理” 重点
实验室人员搜集, 从新疆日报、
《新疆大学学报》等
学术杂志、小说等数据中筛选, 并安排人员进行了标

Table 7

词典类型确定实验

Experiment of dictionary selection

词典类型

准确率 (%)

召回率 (%)

F 1 值 (%)

人名词典 (全集)

46.23

30.82

36.98

无歧义性人名词典

97.52

28.25

43.80

本文把上下文单词特征作为基本特征, 分别作
了 5 个对比实验, 如表 8 所示; 表 9 为 5 个对比实
验的识别结果.
为了跟已有的工作作对比, 我们把艾斯卡尔 · 肉
孜等提出的基于条件随机场模型的维吾尔人名识别
方法[7] 作为基线系统. 由于词性标注工具的好坏对
实验结果影响较大, 所以我们在艾斯卡 · 肉孜等提出
的最佳模板中去除了词性特征. 我们与基线系统作
对比实验, 结果如表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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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Table 8

对比实验

Comparative experiment

实验名称 特征模板
实验 1

[W]−1 , [W]0 , [W]1

实验 2

[W]−1 , [W]0 , [W]1 , [Dic]0

实验 3

[W]−1 , [W]0 , [W]1 , [Stem]−1 , [Suffix]−1 ,

实验 4

[W]−1 , [W]0 , [W]1 , [S1 ]0 , [SN ]0 , [S1 S2 ]0 , [SN −1 SN ]0 ,

实验 5

[W]−1 , [W]0 , [W]1 , [C1 C2 ]0 , [CM −1 CM ]0 , [C1 C2 C3 ]0 ,

[Stem]0 , [Suffix]0 , [Stem]1 , [Suffix]1
[S1 S2 S3 ]0 , [SN −2 SN −1 SN ]0
[CM −2 CM −1 CM ]0 , [C1 C2 C3 C4 ]0 ,
[CM −3 CM −2 CM −1 CM ]0 , [C1 C2 C3 C4 C5 ]0 ,
[CM −4 CM −3 CM −2 CM −1 CM ]0
实验 6

[W]−1 , [W]0 , [W]1 , [Dic]0 , [Stem]−1 , [Suffix]−1 ,
[Stem]0 [Suffix]0 , [Stem]1 [Suffix]1 , [S1 ]−1 , [SN ]−1 ,
[S1 S2 ]−1 , [SN −1 SN ]−1 , [S1 S2 S3 ]−1 , [SN −2 SN −1 SN ]−1 ,
[S1 ]0 , [SN ]0 , [S1 S2 ]0 , [SN −1 SN ]0 , [S1 S2 S3 ]0 ,
[SN −2 SN −1 SN ]0 , [S1 ]1 , [SN ]1 , [S1 S2 ]1 , [SN −1 SN ]1 ,
[S1 S2 S3 ]1 , [SN −2 SN −1 SN ]1 , [C1 C2 ]−1 , [CM −1 CM ]−1 ,
[C1 C2 C3 ]−1 , [CM −2 CM −1 CM ]−1 , [C1 C2 C3 C4 ]−1 ,
[CM −3 CM −2 CM −1 CM ]−1 , [C1 C2 C3 C4 C5 ]−1 ,
[CM −4 CM −3 CM −2 CM −1 CM ]−1 , [C1 C2 ]0 ,
[CM −1 CM ]0 , [C1 C2 C3 ]0 , [CM −2 CM −1 CM ]0 ,
[C1 C2 C3 C4 ]0 , [CM −3 CM −2 CM −1 CM ]0 ,
[C1 C2 C3 C4 C5 ]0 , [CM −4 CM −3 CM −2 CM −1 CM ]0 ,
[C1 C2 ]1 , [CM −1 CM ]1 , [C1 C2 C3 ]1 , [CM −2 CM −1 CM ]1 ,
[C1 C2 C3 C4 ]1 , [CM −3 CM −2 CM −1 CM ]1 ,
[C1 C2 C3 C4 C5 ]1 , [CM −4 CM −3 CM −2 CM −1 CM ]1

表9
Table 9

最佳模板确定实验

Experiment of best template selection

实验名称

准确率 (%)

召回率 (%)

F 1 值 (%)

实验 1

93.70

55.85

69.98

实验 2

92.30

62.22

74.33

实验 3

94.02

66.53

77.92

实验 4

93.70

71.57

81.16

实验 5

92.56

73.46

81.91

实验 6

87.37

79.05

83.00

表 10
Table 10

对比实验

Comparative experiment

实验名称

准确率 (%)

召回率 (%)

F 1 值 (%)

基线系统

93.20

72.47

81.54

本文最佳模版

87.37

79.05

83.00

3.6 实验分析
通过表 8 中的各实验结果可知, 不同特征对人
名识别的结果都有贡献. 对比实验 1 和实验 2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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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 我们提出的词典特征有效地缓解了未登
录人名问题, 提高了人名识别的结果 (从 69.98 %
提高到了 74.33 %). 例如, 测试集中的人名 Abdurazaq (阿不都热扎克) 在训练语料没出现过, 但是
由于我们建立的人名库包含了此人名, 因此, 添加
词典特征以后成功地识别了此类未登录人名. 对
比实验 1 和实验 3 可以看出, 我们提出的词干和
词缀特征有效地缓解了带后缀的人名问题, 提高
了人名识别的结果 (从 69.98 % 提高到了 77.92 %),
例如, 人名 “abdulla” (阿不都拉) 在训练语料出现
过 18 次, 但 是 带 后 缀 的 人 名 “abdulladin” (从 阿
不都拉) 没有在训练出现过, 但是添加词干特征以
后成功地识别了此类情况. 对比实验 1 和实验 4
可以看出, 我们提出的音节特征有效地缓解了黏
着性带来的数据稀疏性问题, 提高了人名识别的
结果 (从 69.98 % 提高到了 81.16 %), 例如, 人名
音节 “memet” (买买提) 在训练语料出现了 63 次,
“memetzunun” (买买提祖农)、“abdumemet” (阿不
都买买提)、“memeteli” (买买提艾力) 等人名都包
含此音节, 因此这类高频维吾尔语人名音节对识别
效果影响较大. 对比实验 1 和实验 5 可以看出, 我
们提出的字符串特征有效地利用维吾尔语人名词前
后部高频字符串, 例如, 提高了人名识别的结果 (从
69.98 % 提高到了 81.91 %), 例如, 字符串 “gvl” 在
训练语料里人名单词前后部出现了 134 次, 测试语
料里人名前后部出现了 43 次, 这类高频人名专用字
符串对识别人名有很好的效果.
各个特征对实验结果的提高程度可以看出, 本
文提出的音节组合特征和字符串组合特征贡献大
于传统的词干词缀特征, 可见作为黏着性语言的维
吾尔语来讲, 其对词干进一步进行拆分效果好于单
纯利用词干提取进行人名识别. 最后做多特征融合
实验 (表 8 实验 6) 可知, 上下文单词、词典、词干
词缀、音节组合、字符串组合等多特征融合的特征
模板识别结果最高, 其准确率为 87.37 %、召回率为
79.05 %、F 1 值为 83.00 %.
通过错误分析可知, 识别错误 (873 个错误) 的
来源有两种, 一种是非人名词识别为人名词, 这类错
误有 240 个 (27.49 %), 另一种是人名词识别为非人
名词, 这类错误有 633 个 (72.51 %). 第一种错误主
要是歧义性词导致的, 如 alim (阿里木或科学家) 等
单词. 第二种错误中各类人名占的比例不同, 比如,
维吾尔族人名识别错误有 78 个 (12.3 %), 汉族人名
识别错误有 426 个 (67.3 %), 外国人名识别错误有
128 个 (20.2 %). 第二种错误中汉族人名占绝大多
数, 其次是国外人名, 而维吾尔族人名的错误率最
低.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我们单独对汉族人名进行识
别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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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汉族人名和维吾尔族人名的特点不同, 因
此我们根据汉族人名的特点提出了基于规则的维吾
尔语中汉族人名的识别方法. 从而缓解了汉族人名
导致的识别错误, 接下来我们介绍此方法.

4 维吾尔语中汉族人名的识别
4.1 维吾尔语中汉族人名的特点
维吾尔语中汉族人名的出现形式总共有四种,
如下:
1) 姓 +【空格】+ 名, 例如
xi jinpiN (习近平),
li keqyaN (李克强).
2) 姓 + 名,
xijinpiN (习近平),
likeqyaN (李克强).
3) 姓 +【空格】+ 名 + 后缀 1 + 后缀 2 +· · · ,
xi jinpiNniN (习近平的)
li
keqyaNGa (李克强).
4) 姓 + 名 + 后缀 1 + 后缀 2 +· · · ,
xijinpiNniN (习 近 平 的),
likeqyaNGa (向
李克强).
由于书写格式不同, 加上两种情况都可以接后
缀, 还有汉语人名库几乎是开放集, 没法建立维吾尔
语中汉族人名词典. 因此同样对维吾尔语中的汉族
人名进行音节切分来获取更小单元是比较有效的方
法.

4.2 基于汉语拼音改进的维吾尔语音节切分
维吾尔语中汉族人名几乎是开放集. 又因为维
吾尔语的黏着性特点, 在汉族人名后也接词缀. 因此
建立汉族人名词典是不可行的, 所以把维吾尔语中
的汉族人名单词切分成音节是必要的. 因为汉字拼
音在维吾尔语书写中是有限集合, 所以本文根据姓
氏字和人名字的拼音转换到维吾尔文, 建立了维吾
尔语化的汉族姓氏音节库和汉族人名音节库.
汉语拼音转到维吾尔语音节后, 在维吾尔语
中 的 出 现 形 式 有 CV, VC, CVC, CVV, CVVC,
CCVC, V 等 7 种, 汉语借词 (维吾尔语中从汉语音
译过来的单词) 中唯一的单字符音节是 “a” (“阿”).
其中 C 为辅音字母 (Consonant character), V 为元
音字母 (Vowel character), 部分示例如表 11 所示.
由于汉语拼音的音节组成跟维吾尔语音节组
成有差异, 所以利用维吾尔语已有的音节切分规
则对汉语借词进行音节切分会出现错误, 而导致
无法准确获得汉字拼音到音译化音节的一一对应
关系. 利用维吾尔语音节切分规则对汉语借词进
行切分, 如对人名 likeqyaN (李克强) 进行音节切
分得到结果为 li + keq + yaN, 通过以上切分可知,
根据维吾尔语音节切分规则对汉语借词进行切分
时会产生非法的音节, 如 “keq” 等, 其实 “keq”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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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q”是属于后一个音节 “yaN”, 正确的切分是
li + ke + qyaN. 针对以上错误的切分本文对维吾尔
语音节切分进行改进, 维吾尔语中汉语借词内部
出现的 xy, dy, qy, jy, ly, by 等连续的两个辅音
字是维吾尔语中汉语借词独有的情况, 如 “jaNdejyaN”、“lixyawloN”、“likeqyaN”、“linbyaw” 等.
所以可以用规则改进切分结果. 如下为改进前和改
进后的切分结果对比, 如表 12 所示.
表 11
Table 11

维吾尔语中汉语借词音节类别

Chinese loanword syllable category in Uyghur

实验名称

拉丁维文

音节格式

拉丁维文

CV

xi (习)

CVVC

guaN (广)

VC

En (安)

CCVC

qyaN (强)

CVC

svn (孙)

CVV

hua (华)

V

a (阿)

表 12
Table 12

改进前和改进后的切分结果对比
Comparison of syllable segmentation

汉语借词

已有切分规则

改进后的切分规则

likeqyaN (李克强)

li+keq+yaN

li+ke+qyaN

lixyawloN (李小龙)

lix+yaw+loN

li+xyaw+loN

goboxyoN (郭伯雄)

go+box+yoN

go+bo+xyoN

jaNdejyaN (张德江)

jaN+dej+yaN

jaN+de+jyaN

xvbyaw (徐彪)

xvb+yaw

xv+byaw

jujyelvn (周杰伦)

juj+ye+lvn

ju+jye+lvn

4.3 维吾尔语中汉族人名的识别方法
本文提出的识别和排除规则流程图如图 4 所示.

图4
Fig. 4

识别及排除流程

Process of recognition and exclusion

对于维吾尔语中汉语借词[14] 的音节切分规则
进行改进后, 我们就得到了正确切分的汉语借词音
节单元. 这对维吾尔语中汉语借词的识别是至关重
要的. 本文利用汉语姓氏字和人名用字音译音节在
维吾尔语中的有限集和差异性等特点, 建立了基于
拼音转换的汉语姓氏音节库和汉语人名用字音节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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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这些音节库对已切分好的单词进行识别.
首先我们把维吾尔语单词序列转为单词 – 音节
混合序列, 如图 5 所示.
通过单词 – 音节混合序列, 我们可以把连续出
现的汉族姓氏音节和汉族人名音节视为汉族人名候
选, 再根据排除法过滤掉地名头部和机构名头部最
终识别出维吾尔语中的汉族人名.
本文利用汉族常用姓氏字库和汉族人名常用字
库等资源, 通过汉字转拼音、拼音转维吾尔语音节的
方式建立了包括 216 条音节的汉族姓氏音节库和包
括 404 条音节的汉族人名常用字音节库, 如表 13 和
14 所示部分示例.

维吾尔语中的汉族人名也接后缀, 因此我们又
建立了汉族人名后缀库, 包括 172 个词缀 (词缀集包
括单词缀和复合词缀), 如表 15 所示部分示例.
根据维吾尔语中汉族人名的 4 种出现形式 (详
见第 3.1 节), 本文提出了基于规则的识别维吾尔语
中汉族人名算法.
表 15
Table 15
释义

复合词缀

释义

niN

的

niNkidEk (niN+ki+dEk)

像 XX 的

ni

把

nimu (ni+mu)

把 XX 也

mu

从

dEkla (dEk+la)

像 XX 一样

算法 2. 维吾尔语中汉族人名的识别算法

Uyghur Latin version

for

何, 贺 he he

韦, 卫 wei wey

江, 蒋, 姜 jiang jyaN

俞, 于 yu yv

李, 黎 li li

张, 章 zhang jaN

文, 温 wen wen

Table 14

1 Input: Uyghur Word-Syllable data(wi , Si )

汉字 – 拼音 – 拉丁维文

王, 汪 wang waN

表 14

基于拼音转换的汉族人名音节库部分示例
Samples of Chinese lastname syllables in
Uyghur Latin version

汉字 – 拼音 – 拉丁维文

汉族人名后缀库部分示例
Suffix of Chinese person name

单词缀

表 13 基于拼音转换的汉语姓氏音节库部分示例
Table 13 Samples of Chinese surname in

汉字 – 拼音 – 拉丁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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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 – 拼音 – 拉丁维文

平, 萍 ping piN

辉, 惠 hui hvy

玉, 宇 yu yv

晓, 潇 xiao xyaw

晶, 静 jing jiN

亮, 良 liang lyaN

图5
Fig. 5

2 i = 1, · · · , len(W), Si = s1 s2 · · · sM −1 sM
(M = len (Si ))
3 CHI SUR = false
4 for i in 1, · · · , len(W) then
5 if CHI SUR == false then
6 if len(Si ) == 1 then
7 if s1 in SURNAME LIST then
8 CHI SUR = true
9 else if len(Si ) > 1 then
10 if s1 in SURNAME LIST and
11 s2 , [s3 ] in LASTNAME LIST and
12 [[s3 ]s4 · · · sM M] in SUFFIX LIST then

单词 – 音节混合序列
Word-Syllable se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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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HI SINGLE = true
14 if CHI SUR == true then
15 if s1 , [s2 ] in LASTNAME LIST and
16 [[s2 ]s3 · · · sM ] in SUFFIX LIST then
17 CHI LAST = true
18 return R(CHI SUR,CHI LAST,
CHI SINGLE)
根据上述算法, 识别步骤描述如下:
步骤 1. 利用空格将句子划分为单词序列;
步骤 2. 利用针对汉语借词改进的音节标注规则
将单词序列转换为单词 – 音节序列;
步骤 3. 利用维吾尔语中汉族人名的识别算法将
对每个序列给予标签 (SUR, LAS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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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青岛、唐山等. 反而, 县级以下地名都会伴随
“县”、“镇”、“村”、“山”、“区”、“路”、“岛”、“矿”、“铁
路”、“公路” 等地名尾部关键字出现, 如天津市滨海
区、柳园市、黄河路、长安街、海淀区、华西村、长
白山, 钓鱼岛等. 因此本文提出了通过建立地名词典
和地名尾部关键词库来排除这部分错误.
除了地名以外, 机构名开头也会出现汉语音译
过来的单词, 如 “万达集团”、“复旦大学”、“协和医
院”、“光大银行”、“腾讯公司”、“优酷网” 等. 这部
分机构名开头词也产生识别错误, 因此我们又提出
通过 “集团”、“公司”、“大学”、“银行”、“网” 等机
构名尾部关键字来过滤掉这部分机构名开头, 同时
还可以通过机构名内部关键字来进一步排除识别错
误, 如 “有限”、“文化”、“科技”、“传媒” 等.
针对错误识别为汉族人名的维吾尔语普通词,
我们提出了基于高频词过滤的方法. 对 80 万句维吾
尔语生语料进行词频统计, 通过设阈值 N (N > 20)
将满足条件的单词视作高频维吾尔语普通词过滤掉.
我们通过实验验证以上方法的有效性.

4.5 实验语料及结果

图6
Fig. 6

维吾尔语中汉族人名示例

Example of Chinese person names in Uighur

从 上 面 的 例 子 可 以 看 出, 识 别 算 法 将
“gowuyvEn” (国 务 院)、 “zoNlisi” (总 理)、 “li keqyaN” (李克强)、“mayvngE” (向马云) 等 4 个名
词识别为人名. 由于总理、国务院等非人名词在维
吾尔语中是直接从汉语音译的, 因此以上算法把这
些普通词也识别为人名. 对于这些错误我们又提出
了一系列排除规则, 详见第 4.4 节.

4.4 排除规则
通过对识别算法进行错误分析发现, 本文提出
的算法识别人名的召回率很高, 但准确率较差. 影响
准确率的主要原因有两种, 其一是将地名开头和机
构名开头识别为人名, 还有一种是将部分维吾尔语
普通词识别为人名, 因此我们提出了通过排除法过
滤掉这部分识别错误.
分析错误时发现, 误识别为人名的地名词里, 县
级以上地名有单独出现的情况, 如北京、浙江、新疆、

本实验所用的测试数据是从 CRF 测试数据里
抽取仅包含汉族人名的 600 个维吾尔语句子, 其中
包含汉族人名 690 个. 本实验又利用搜狗官网提供
的汉族人姓氏库 (包含 1 000 个常用姓氏字) 和常用
汉族人名库 (包含 9 023 个人名), 建立了维吾尔语中
汉族人名的姓氏音节库 (包含 256 个音节) 和人名
音节库 (包含 404 个音节). 还收集了中国国内 2 594
个县级及以上地名作为地名排除库, 242 个地名和
机构名尾部词库作为排除关键词库. 所用的生语料
包括 80 万句维吾尔语语料, 其中包含 474 359 个不
同单词及词频.
本文通过不同的对比实验确定了最佳的识别结
果, 如表 16 和 17 所示.
通过实验发现只采取基于姓氏音节库和人名音
节库的识别规则, 召回率会很高, 但是准确率较低,
表 16
Table 16

对比实验

Comparative experiment

实验名称

释义

实验 1

基于汉语音译音节库的规则匹配

实验 2

在实验 1 的基础上添加基于地名和机构名尾部
的排除规则进行错误消除

实验 3

在实验 1 的基础上添加汉语音译地名库的排除
规则进行错误消除

实验 4

在实验 1 的基础上添加基于维吾尔语生语料

实验 5

将以上实验全部叠加的结果

的排除规则来进行错误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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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Table 17

Experiment result

准确率 (%)

实验名称

表 20

实验结果

召回率 (%)

Tabl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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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验证实验
Cross-validation

F 1 值 (%)

实验名称

准确率 (%)

召回率 (%)

F 1 值 (%)

87.11

78.10

82.34

实验 1

73.25

97.34

83.59

1 (W1 = 1 493)

实验 2

75.89

97.32

85.28

2 (W2 = 1 707)

86.98

78.04

82.25

实验 3

89.60

97.06

93.18

3 (W3 = 1 616)

86.55

75.84

80.84

87.32

75.04

80.72

87.37

79.05

83.00

实验 4

93.64

95.79

94.70

4 (W4 = 2 173)

实验 5

97.63

98.08

97.86

5 (W5 = 1 669)

只要使用大量排除规则才能保证准确率. 因此, 最终
通过识别及排除相结合的方法取得了较好的实验结
果, 准确率为 97.63 %、召回率为 98.08 %、F 1 值为
97.86 %.

5 实验结果
为了验证基于条件随机场的统计方法与基于规
则的维吾尔语文本中汉族人名的识别方法联合使用
的效果, 同时方便跟统计方法对比, 我们依然利用统
计方法所使用的测试语料作为联合方法的测试数据.
利用统计与规则相结合的方法, 以规则方法准
确率高的特点对统计方法进行纠正, 将提高整体识
别率. 测试语料里的汉族人名识别结果和联合实验
的测试结果分别为如表 18 和 19 中所示.
表 18
Table 18

汉族人名识别结果

Experimental result of Chinese person name

实验类别

准确率 (%)

召回率 (%)

F 1 值 (%)

CRF

91.37

73.05

81.19

规则 (最佳结果)

97.63

98.08

97.86

表 19
Table 19

联合实验结果

Combined result of experiment

实验类别

准确率 (%)

召回率 (%)

F 1 值 (%)

CRF

87.37

79.05

83.00

CRF + 规则

87.47

89.12

88.29

为了验证实验结果的统计显著性, 我们对实验
数据进行交叉验证. 我们把数据分割成 K (K = 5)
个子样本, 一个单独的子样本被保留作为验证模型
的数据, 其他 K − 1 个样本用来训练. 交叉验证重
复 K 次, 每个子样本验证一次. 交叉验证结果如表
20 所示, 表中 Wi 表示被验证数据里的人名个数.
从以上实验结果可以看出, 利用统计与规则相
结合的方法跟单一的统计方法相比实验结果有了明
显的提高. 因此, 我们提出的基于单词拆分的人名识
别方法与基于规则的维吾尔语文本中汉族人名识别
方法相结合是有效的.

6 结束语
本文从维吾尔语黏着性特点出发提出了基于单
词拆分的人名识别方法, 还有根据维吾尔语中汉族
人名的组成特点提出了基于规则的方法, 最终将两
者结合取得了较好的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表明该方
法具有良好的识别性能. 该方法以拆分单词来缩小
语言单元取得比传统词干提取作为特征更好的实验
结果. 该方法有实现代价小性能较好等特点. 但同
时, 维吾尔语人名识别正确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尤其是对于外国人名识别上还需要收集适合相应语
言的规则, 仍需要进一步探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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