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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安全
与个性化信息服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云计算、大数据、社会计算、数据挖掘等一批新术
语像雨后春笋般地相继涌现

这些术语的背后蕴藏着哪些科学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技术和手段是什么？

少数民族语言信息处理该从何处入手抓住时代的机
遇，应对面临的挑战？

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

— 一门不能不关注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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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器学习方法概述

2.1 基本概念

目前，机器学习方法的主要理论基础是统计学
和信息论，因此，机器学习通常又被称为统计
学习 (statistical learning) 或者统计机器学习
(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

“如果一个系统能够通过执行某个过程改进它
的性能，这就是学习。”－Herbert A. Si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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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器学习方法概述

统计学习的主要特点[李航，2012]：

以计算机和网络为平台

数据驱动

对数据进行预测与分析

以方法为中心，构建模型

是概率论、统计学、信息论、计算理论、最优
化理论和计算机科学等多领域的交叉学科

对象:  语料

目的:  对语言现象进行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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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器学习方法概述

举例①

今天他从北京来到兰州。

昨天张老师从上海来到这里。

明天赵老师从南京来兰州。

十年前她从北京来到兰州。
……

[Time] + NP/Pron + 从 + Place1 ＋来(到) ＋ Place2

[Time] + NP/Pron + 从 + Place1 ＋来(到)兰州|概率？

他和她从 + ？＋来(到)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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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器学习方法概述

举例②

微博情感分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性 负性

“这有什
么不好
的！”

“神马玩
艺儿，坑
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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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器学习方法概述

2.2 基本方法

监督学习(supervised learning)

非监督学习(unsupervised learning)

半监督学习(semi-supervised learning)

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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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器学习方法概述

监督学习(supervised learning)

给定有限的、人工标注好的大量数据，假设这些
数据是独立同分布产生的(训练集，training data)

假设要学习的模型属于某个函数的集合，即假设
空间(hypothesis space)

应用某（些）个评价准则(evaluation criterion)，从
假设空间中选取最优的模型，使其对已知的训练
数据和未知的测试数据(test data)在给定的评价准
则下有最优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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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器学习方法概述

一般步骤：

①获得一个有限的训练数据集合

②确定包含所有可能的模型的假设空间，即学习模
型的集合

③确定模型选择的准则，即学习的策略

④通过学习方法选择最优模型

⑤利用学习到的最优模型对新数据进行预测或分析

语料收集和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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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器学习方法概述

问题的形式化：

学习系统 模型

(x1,y1), (x2,y2), …, (xN, yN)
ˆ ( )

ˆ( | )

Y f X

P Y X



预测系统
xN+1 yN+1

给定一个训练数据集：T={(x1,y1), (x2,y2), …, (xN, yN)}

其中，(xi,yi), i=1, 2, …, N，称为样本。xi是输入的观测

值，也称输入或实例；yi 是输出的观测值，也称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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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器学习方法概述

在监督学习中，假设训练样本与测试数据是依据

联合概率分布独立同分布的。

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习系统利用给定的训练样本，

通过学习（或训练）得到一个模型，表示为条件概率

分布： 或决策函数： ，描述输入与

输出随机变量之间的映射关系。

ˆ( )Y f Xˆ( | )P Y X

在预测的过程中，预测系统对于给定的测试样本

集中的输入 xN+1，由模型

或 给出相应的输出yN+1。
11 1 1

ˆargmax ( | )
NN y N Ny P y x
  

1 1
ˆ( )N Ny f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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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器学习方法概述

2.3 常用方法

感知机(perceptron)：二类分类

k-近邻法(k-nearest neighbor, k-NN)：多类分类问题

朴素贝叶斯法(naïve Bayes)：多类分类问题

决策树(decision tree)：多类分类问题

最大熵(maximum entropy)：多类分类问题

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二类分类

条件随机场(conditional random field, CRF)：序列标注

隐马尔可夫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 HMM)：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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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器学习方法概述

概率图模型的演变[Sutton and McCallum, 2007]

点 线 图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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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器学习方法概述

2.4 开源工具

条件随机场：

CRF++ （C++版）：

http://crfpp.googlecode.com/svn/trunk/doc/index.html

CRFSuite （C语言版）：

http://www.chokkan.org/software/crfsuite/

MALLET（Java版，通用的NLP工具包，包括分类、序
列标注等机器学习算法）：http://mallet.cs.umass.edu/

NLTK（Python版，通用的NLP工具包，很多工具是从
MALLET中包装转成的Python接口）：http://nltk.org/

http://crfpp.googlecode.com/svn/trunk/doc/index.html
http://www.chokkan.org/software/crfsuite/
http://mallet.cs.umass.edu/
http://nlt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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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器学习方法概述

贝叶斯分类器：
http://www.openpr.org.cn/index.php/NLP-Toolkit-for-Natural-Language-Processing/

支持向量机(LibSVM)：

http://www.csie.ntu.edu.tw/~cjlin/libsvm

隐马尔可夫模型：

http://htk.eng.cam.ac.uk/

http://www.openpr.org.cn/index.php/NLP-Toolkit-for-Natural-Language-Processing/
http://www.csie.ntu.edu.tw/~cjlin/libsvm
http://htk.eng.cam.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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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熵：

OpenNLP：http://incubator.apache.org/opennlp/

Malouf： http://tadm.sourceforge.net/

Tsujii： http://www-tsujii.is.s.u-tokyo.ac.jp/~tsuruoka/maxent/

张乐： http://homepages.inf.ed.ac.uk/lzhang10/maxent.html

林德康： http://webdocs.cs.ualberta.ca/~lindek/downloads.htm

2. 机器学习方法概述

http://incubator.apache.org/opennlp/
http://tadm.sourceforge.net/
http://www-tsujii.is.s.u-tokyo.ac.jp/~tsuruoka/maxent/
http://homepages.inf.ed.ac.uk/lzhang10/maxent.html
http://webdocs.cs.ualberta.ca/~lindek/download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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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由字构词 (基于字标注)的分词方法
(Character-based tagging )

第一篇由字构词的汉语分词方法的论文[Xue, 2002]

发表在2002年第一届国际计算语言学学会(ACL)汉语

特别兴趣小组SIGHAN (http://www.sighan.org/) 组织

的汉语分词评测(Bakeoff)研讨会上。该方法在2005年

和2006年的两次Bakeoff 评测中取得好成绩。

3. ML方法在NLP中的应用

http://www.sigh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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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思想：将分词过程看作是字的分类问题。该方

法认为，每个字在构造一个特定的词语时都占据着

一个确定的构词位置(即词位)。假定每个字只有4个

词位：词首(B)、词中(M)、词尾(E)和单独成词(S)，

那么，每个字归属一特定的词位。

这里所说的“字”不仅限于汉字，也可以指标

点符号、外文字母、注音符号和阿拉伯数字等任何

可能出现在汉语文本中的文字符号，所有这些字符

都是由字构词的基本单元。

3. ML方法在NLP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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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1) 上海/ 计划/ 到/ 本/ 世纪/ 末/ 实现/ 人均/ 国

内/ 生产/ 总值/ 五千美元/ 。/

(2) 上/B 海/E 计/B 划/E 到/S 本/S 世/B 纪/E 末

/S 实/B 现/E 人/B 均/E 国/B 内/E 生/B 产/E

总/B 值/E 五/B 千/M 美/M 元/E 。/S

3. ML方法在NLP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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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字标注过程中，对所有的字根据预定义的特

征进行词位特征学习，获得一个概率模型，然后在

待切分字串上，根据字与字之间的结合紧密程度，

得到一个词位的分类结果，最后根据词位定义直接

获得最终的分词结果。

工具：

支持向量机 (SVM)

条件随机场 (CRF)

3. ML方法在NLP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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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条件随机场(CRF)的识别方法：序列标注

y1 y2 y3 … yn-1 yn

…

W=w1w2…wn

… …

wi-1 wi wi+1

yi-1 yi yi+1

… …

3. ML方法在NLP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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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L方法在NLP中的应用

1
( | , ) exp( ( , ))

( )
j jp Y X F Y X

Z X
  λ

Z(X)为归一化因：

( ) exp( ( , ))j jY
Z X F Y X  

1

1

( , ) ( , , , )
n

j j i i

i

F Y X f y y X i




特征函数：

三个基本问题：特征的选取、参数训练和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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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B 海/E 计/B 划/E 到 本 世 纪 ……

3. ML方法在NLP中的应用

B, E, M, S ?

当前字的前后 n 个字 (如 n＝±2)

当前字左边字的标记

当前字在词中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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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该方法的重要优势在于，它能够平衡地看待词表词

和未登录词的识别问题，文本中的词表词和未登录词

都是用统一的字标注过程来实现的。在学习构架上，

既可以不必专门强调词表词信息，也不用专门设计特

定的未登录词识别模块，因此，大大地简化了分词系

统的设计。

3. ML方法在NLP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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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于CRF的藏语分词方法

主要针对的问题是：紧缩词识别

已有的方法多数是基于规则的

Huidan Liu et al.(2011)实现了基于音节标注的藏
语分词方法，该方法把分词和紧缩词识别融和
到一个统一的标注体系中

史晓东等(2011)将基于HMM的汉语分词系统
Segtag移植到了藏语中

3. ML方法在NLP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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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超等(2013)分析了紧缩词的出现频率

3. ML方法在NLP中的应用

语料 频度 整体 S1 S2 S3 S4 S5 S6

词典
次数 38354 26677 12701 4866 235 11 11

比例 0.4910 0.3415 0.1626 0.0623 0.0030 0.0001 0.0001

文本
次数 298777 192623 56618 46242 677 1946 671

比例 0.3488 0.2249 0.0661 0.0540 0.0008 0.0023 0.0008

S1~S6分别代表6个紧缩词：“ས་”、“ར་”、“འ་ི”、“འ་ོ”、
“འང་”、“འ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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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把紧缩词识别问题看成分类问题，
将这6个紧缩词按照功能划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作为格助词，

另外一类是非格助词（包括基字和后加字）。这样就可以把
紧缩词识别转化为序列标注问题，进而可以采用当前成熟的
序列标注模型（如CRF ）来进行识别。如句子：ཆབ་སིད་ཀི་ཁ་ཕོགས་
དང་རྩ་བའི་རྩ་དོན་

切分为音节序列后：ཆབ་/ སིད་/ ཀི་/ ཁ་/ ཕོགས་/ དང་/ རྩ་/ བའི་/ རྩ་/ དོན་/

序列标记后： ཆབ་/N སིད་/N ཀི་/N ཁ་/N ཕོག/N ས་/Y དང་/N རྩ་/N བ/N འི་
/N རྩ་/N དོན་/N

还原出分词的基本单位：ཆབ་/ སིད་/ ཀི་/ ཁ་/ ཕོགས་/ དང་/ རྩ་/ བ/ འ་ི/ རྩ་/ དོན་/

3. ML方法在NLP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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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汉语基于字的分词方法，选用“BMES”标记
集，根据每个藏文音节在词中出现的位置，给予不同的
标签。

3. ML方法在NLP中的应用

音节数 藏语词汇 标记示例

1 ང་(我，nga) ང་/S

2 སོབ་མ་(学生，slob ma) སོབ་/B མ་/E

3 གསར་འགོད་པ་(记者，gsar vgod pa) གསར་/B འགོད་/M པ་/E

4 རྒྱུན་ལས་ཀྲུའུ་ཞི་(常务主席，rgyun las 

kruvu zhi)

རྒྱུན་/B ལས་/M ཀྲུའུ་/M ཞི/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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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语料：13.4M，用于分词模型和紧缩词处理模型
训练

开放测试集：424212 (词数)

3. ML方法在NLP中的应用

紧缩词识别结果：F1 = 98.91%

分词结果：F1 ≥ 95%

实验证明，紧缩词识别对提高分词性能有明显的效果。

李亚超，加羊吉，宗成庆，于洪志，基于条件随机场

的藏语自动分词方法研究与实现，中文信息学报，

2013年7月，第27卷第4期，第5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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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CRF和ME相结合的藏语人名识别方法

藏文人名识别的难点
藏文人名没有明显的形态特征，不像英语等,首字母大写

普通词作为人名用词现象严重，如རྒྱ་མཚ(ོ大海)、 མ་ེཏགོ(花朵)、
ཚེ་རིང(长寿)、བད་ེསདི(幸福)、པ་སངས(星期五)、ཚསེ་གཅགི(初一)等

音节长度不规范。藏文人名以二、三、四音节为主，也有
少量单音节的人名（如：མཚམས）以及多音节（如: བསྟན་འཛནི་རིན་
ཆེན་རྒྱལ་མཚན། འཕགས་པ་ལྷ་དག་ེལགེས་རྣམ་རྒྱལ། ངག་དབང་བོ་བཟང་བསྟན་འཛནི་འཇགིས་མདེ་རྒྱ་མཚ།ོ）。

藏文最长人名可达26个音节

3. ML方法在NLP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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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人名的组成特点：
 用宗教术语命名，如: རོ་ར།ེ སོལ་མ།

 用自然意境命名，如: རྒྱ་མཚ།ོ མེ་ཏགོ

 表达美好愿望而命名的，如: ཚེ་རངི་། དབང་ཆནེ།

 以纪念出生日期命名，如: མིག་དམར། ཚེས་གཅགི

 用动物名命名，如: སྟག་མ།ོ ལུ་གུ

 以纪念某种历史事件命名的，如: བཅིངས་འགལོ་སལོ་མ། རིག་གནས་སབས།

3. ML方法在NLP中的应用

加羊吉对《西藏日报》2007年1月的语料中出现的
所有藏族人名进行了分析，其中91%的人名是以前三
种方式起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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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人名的边界用词分析：
加羊吉从《西藏日报》2007年1月的语料库和青海藏文网一

部分语料（共计528169个音节）中抽取了1403个人名，其中，
藏族人名有995个，译名有408个。得出如下统计数据：

3. ML方法在NLP中的应用

། SNR དང་ ཀྲུའུ་ཞ་ིགཞནོ་པ་ བོ་མཐུན་ ཧྲུའུ་ཅ་ི ཨུ་ཡནོ་ ཀྲུའུ་ཞ་ི འགོ་ཁདི་ འཕིན་སལེ་བ་

590 297 82 50 29 27 25 23 18 15

左边用词频度

右边用词频度
། གིས་ དང་ སོགས་ བཅས་ གི་ ནི་ ལགས་ ཚོགས་འདུ་ གདན་ཞུས་

568 383 194 53 51 45 14 12 7 4

SNR指人名出现在句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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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F与ME相结合的动因：

最大熵模型的特征选择比较灵活，应用于不同领域时的可移

植性较强，因此，在实验中一直保持较好的召回率；而条件随

机场能够较好地解决最大熵模型的标注偏置等问题，从而大幅

度地提高准确率。针对两种模型的优劣特点，加羊吉等(2013)提

出了两种模型相融合的识别方法，定义评价函数为：

Total = CRF + (1－)ME

其中，表示权重，我们可以通过调节值的大小，从而取得最优
结果。CRF 和 ME 分别表示用条件随机场方法和最大熵方法测
试人名识别的结果打分。

3. ML方法在NLP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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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选择：

左边界

右边界

左右边界和组合

人名字典

译名用字

3. ML方法在NLP中的应用

测试：
《西藏日报》2007年1月的

语料（大小约 3.5 MB），用
做训练语料，《西藏日报》
2007年2月1日至20日的语料
（大小约2.1 MB）用作开放测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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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3. ML方法在NLP中的应用

λ 准确率(%) 召回率(%) F值(%)

CRF － 97.42 87.84 92.38

Maxent － 93.52 89.65 91.55

Total

0.46 94.93 89.65 92.22

0.49 95.08 89.91 92.42

0.52 95.46 89.78 92.53

0.55 95.86 89.78 92.72

0.58 96.27 90.04 93.05

0.61 96.79 89.65 93.08

0.64 96.91 89.26 92.93

0.67 97.17 88.87 92.84

0.70 97.44 88.62 92.82

0.73 97.57 88.36 92.74

加羊吉,李亚超，
宗成庆,于洪志. 
最大熵和条件随
机场模型相融合
的藏文人名识别
方法. 中文信息
学报，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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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基于CRF的维语人名识别

维吾尔语的构成：维吾尔语从上到下可分为句子、
单词、音节和音素等4个层次。共有32个音素，8个
元音和24个辅音。音素组成音节，音节组成单词，
单词则组成句子。

3. ML方法在NLP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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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语人名识别难点：

① 黏着性导致太多的派生词：一个维吾尔单词通过连
接词缀可产生新的单词和派生词，这将产生大量的
未登陆人名。如“阿里木”有如下形式：

( جان+ئالىم)ئالىمجان

(نىڭ+ئالىم)ئالىمنىڭ

(غا+ئالىم)ئالىمغا

3. ML方法在NLP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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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无大小写区分：不像其它语言，维吾尔语中的人名

没有大小写区分。

③ 位置自由度强：单词顺序没有太大的限制，人名可

以出现在句子中的任何位置。例如，以下为包含人

名 ：的句子（阿里木）ئالىم

ئالىم كەلمىدى.（阿里木没来）

ئۇنىڭ ئالىمنىڭ ئاكىسى.（他是阿里木的哥哥）

ئۇنىڭ ئىسمى ئالىم.（他叫阿里木）

3. ML方法在NLP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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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存在二义性：部分人名兼有其它含义，如人名“阿
力木”也可用于“科学家”的称谓，而“热依汗古
丽”可用于一种花名。

⑤ 人名派生现象：由于用语习惯不同，一个人名可能
派生出几种人名，如：

（海米提）خەمىت=（艾米德）ھەمىد

（买买提）مەمەت=（穆罕木德）مۇھەممەد

⑥ 可用资源缺少：目前维吾尔语中尚缺少大型人名

标注语料、人名词典等可利用资源。

3. ML方法在NLP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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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语人名的类型：

(1)由一个单词组成的人名：

（姑丽加玛丽）گۈلجامال، （艾斯卡尔）ئەسقەر

(2)由两个单词或两个以上单词组成的人名：
（艾力·艾山） ھەسەنئەلى

（尼加提·买买提依明） مەمتىمىننىجات

（艾山·托合提·卡玛力） كامالتوختىھەسەن

3. ML方法在NLP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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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缩写人名：

（鲁提普拉·穆塔力普） مۇتەللىپ.ل

(4)外来人名：

（格里戈里·多布里金） دوبۇلجىنگىرىگېلى

（张大山） داشەنجاڭ

（汤姆·汉克斯） خەنكىستوم

（艾哈迈迪·内贾德） نىجادئەھمەدى

（藤原龙也） لوڭيېتېڭيۈەن

3. ML方法在NLP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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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说明

w-1w0w1 当前词w0的上下文词形（1）

POS-2POS-1POS0POS1POS2 当前词w0的上下文词性（2）

stem-1stem0stem1 当前词w0的上下文词干（1）

Suffix 第一个后缀，如 نىڭ+ئەركىن=ئەركىننىڭ (艾儿肯)

SuffixNum(w0) 后缀个数

HasSuffix
是否有后缀，如果有HasSuffix＝1，否则，
HasSuffix＝0。

SuffixLen(w0) 后缀长度

FirstSyll 第一个音节，如“ئاي“、”گۈل”和“دىل”等。

LastSyll
最后一个，如“قىز“、”باي“、”خان“、”جان”
和“گۈل”等。

wLen(w0) 单词长度

syllNum(w0) 音节的个数

nearVerb 最近的一个动词

posInSent 单词在句子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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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4207句个维语句子（含58058个词）作为训练

语料训练权重λk，采用贪婪算法选取特征模板；

利用1051个句子（含14581个词）作为测试语料。

3. ML方法在NLP中的应用

结果表明，上下文词形窗口为1时可以获得最高的

F1值，上下文词性窗口为2时可以获得最高F1值，

而对于词干特征来说，上下文窗口为1时可以获得

最佳F1值。综合利用各种特征，最终达到的准确率

为90.03％，召回率为82.96％，F1值为86.35。

艾斯卡尔.肉孜，宗成庆等，基于条件随机场的维吾尔人
名识别方法，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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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L方法在NLP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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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引言

2.机器学习方法概述

3. ML方法在NLP中的应用

4.一点建议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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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点建议和思考

1. 有的放矢地开发语言资源

 语言学基础问题研究

 机器翻译

 自动文摘

 信息抽取

……

－不同的应用目的，需要不同的标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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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点建议和思考

2. 建设开放的语言资源和关键技术交流平台
 LDC: http://www.ldc.upenn.edu

 Chinese LDC: http://www.chineseldc.org

 OpenPR: http://www.openpr.org.cn/index.php

 FudanNLP: http://code.google.com/p/fudannlp

 ICTCLAS: http://www.ictclas.org

 HIT: http://www.ir-lab.org

……
－开放与共享（包括有偿共享）是共同进步的
助推器

http://www.ldc.upenn.edu/
http://www.chineseldc.org/
http://www.chineseldc.org/
http://code.google.com/p/fudannlp
http://www.ictclas.org/
http://www.ir-la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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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点建议和思考

3. 走出边疆，走出“山寨”

 了解别人在做什么、怎么做

 让别人知道你在做什么

 和别人一起做事情

－追寻时代发展的快轨道，赶上国际前沿的高
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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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点建议和思考

4. 我的一点思考

 大数据时代我们面临的科学问题是什么？

 目前大数据计算模型与语言认知的基本过程是
一致的吗？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研究数据的同时研究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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