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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自然语言理解、机器翻译、舆情分析等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中，维吾尔谚语识别是整个文本实体识别的重要

组成部分。为满足维吾尔谚语信息化的需求，本文构建了比较完善的维吾尔谚语语料库。同时，从传统语言学角度
对维吾尔谚语的语法、语义结构进行分析，构建了一个由维吾尔谚语功能语类 (词缀) 组成的、专属维吾尔谚语规则
的知识库，并将此知识库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相结合，实现一个既能够从文本中识别出维吾尔谚语，又能提供维汉互
译等功能的信息软件系统。该系统也为开展计算机理解与处理维吾尔文字奠定了一个崭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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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语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范围内使用人
数较多的语言，维吾尔语信息化是我国少数民族语
言文字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一直以来得到
[1]

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维吾尔谚语在维吾尔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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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泛应用，通常由语素、词、词组、句子等基本单

1) 肯定形式：谚语中的动词词干后附加词尾
构成的谚语。

[2]

位逐级组建构成 。维吾尔谚语作为维吾尔语言的

2) 将来时第三人称单数词尾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其他的维吾尔语言成分结
[3]

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完整的语言网络系统 。根

3) 第二人称祈使句分为肯定和否定两种形式
的谚语。
4) 过去式时态接陈述式第三人称，即在副词、

尔谚语语言结构的探讨与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
角，同时该研究在舆情分析、语言理解以及机器翻

[10]

动词等词类后附加词尾 构成的谚语

译中将会被广泛使用 。除此之外，考察维吾尔谚

构成。

语的使用率、覆盖率，统计新谚语，在文本分析研究

6) 谓语是以形容词结尾的谚语。等 6 种语法

中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在传承民族优秀文化、饮食
文化、道德观念、哲学思想等方面起一定的作用 。

1 维吾尔谚语规则知识库的建设
维吾尔族谚语是流传在维吾尔族人民群众口头
上的定型的现成语，具有意义的完整性、结构的简
短性、结构的稳定性、语言的通俗性、哲理及教育性
等特点。在语法和结构上，维吾尔谚语也有其自成
[6]

一格的结构系统 。
根据语言学界对谚语的研究结论和语言学理
[7]

论 ，从维吾尔谚语的语义、语法结构两方面入手，
提出辨别维吾尔谚语的基本原则，并根据基本的原
则建立成规则库为计算机自动划界并识别维吾尔谚
[8]

语提供基础 。到目前为止，维吾尔谚语规则库包
括词缀、关键词、关联词等几个形式。通过对语料
库中的维吾尔谚语进行分析与研究归纳出谚语识别
规则。
1.1

维吾尔谚语规则知识库

。

5) 否定形式的谚语:在动词词干后附加词尾

[4]

[5]

构成的

谚语。

据维吾尔谚语自身的语法、语义、结构特征将谚语
从这一网络系统中提取出来是从计算机角度对维吾

·453·

结构规则。例如：
(慷慨者的笑能
使小气鬼哭)
(断臂
人的痛苦只有断臂人知道)

1.1.2 维吾尔谚语关系规则
根据维吾尔谚语提出了并列、假设、取舍、连锁
等 4 种关系规则。
根据上述的维吾尔谚语的句型结构归纳的规
则 (词缀) 总数有 75 种，词缀的含义是黏附在词根
上构成新词的语素，它本身不能单独构成词。在维
吾尔语言中黏附在词根前面的词缀称为前词缀 (前
缀)，黏附在词根后面的词缀称为后词缀 (简称后
缀)，插入词根中间的词缀称为中词缀 (简称中缀)。
另外，维吾尔谚语中有一种特殊词缀，即由两个或
者两个以上中缀黏附在词根后面，本文中均可以双
中缀和多中缀，例如表 1 所示。

本文通过分析小学 1 年级到 6 年级的维吾尔文

Table 1

语文教材后，收集了在文本中紧跟着维吾尔谚语前

后缀

面或者是后面出现，用来引用当前谚语的词组或句

表 1 维吾尔谚语词缀 (部分)
Part of Uyghur proverbs suffixes display
例子

汉译 (例子)
黄金的价值金匠知

子，用其作为搜索的对象从而缩小了文本中维吾尔
中缀

谚语的搜索范围。其部分规则如下 (总规则词组为

例子

汉译 (例子)
与其给了得罪人，不如不给

12 种)：

当恶人
双中缀&多
中缀

例子

汉译 (例子)
金钱面前莫动心，说起当官
莫眼

(从此留下这种话语/比喻)。其基于标点符号的

根据 6 490 条维吾尔谚语自身的特点，归纳了

规则：“‹›”和“：”等这些符号作为谚语识别候选规
则，为下一步判断谚语作为参考。

75 种词缀，其中有 35 个后词缀 (后加成分)，6 个中

1.1.1 基于维吾尔语附加成分特征的规则研究
根据维吾尔谚语的语法结构，对谚语进行分类
[9]
判断 。例如：

缀，34 个双中缀和多中缀。
1.2

维吾尔谚语歧义现象
歧义是指语言中对一个词语或一种结构有两种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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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或多种解释，是语言研究中梳理的一个关键点 。

㐠४ᅀ䅆䄙㜖ߔ䃲ݗ㈧㐋

1) 谚语成为句子成分
维吾尔谚语进行自动识别时在不同的规则层次
中出现不同的歧义现象。不符合规则的现象分为以

䅆䄙䃲ݗὍಃ

下两类：新谚语和谚语成为句子成分。对于基于关
键词规则方法来说，有的谚语可以直接引用，前后

䅆䄙㐋䃍Ὅಃ

图 1 维吾尔谚语识别系统功能图
Functional diagram Uyghur proverb recognition
system

Fig. 1

不加任何词语，而且作为固定组合时也可以充当句
子的其他成分，比如：主语、宾语等。但这种可能非

䅆䄙ᴑ䄎Ὅಃ

常有限 。如：

1) 维吾尔谚语判断模块
维吾尔谚语判断模块从多种角度进行判别：

① 强盗收拾贼是免不了的。

①通过由关键词、标点符号、附加成分 (词

[12]

缀) 组成的三层识别方法，从文本中识别出可能成
② 你可知瞧着被子伸腿，一个巴掌拍不响的道理。

为谚语的固定语句并判断该固定语句是否为维吾尔
谚语；

虽然固定语句是维吾尔谚语，但是具备了一个
非维吾尔谚语该有的句子结构和语法结构

[13]

②对话框中输入固定语句，系统通过匹配当前

，比如

固定语句的附加成分 (词缀) 后判断该输入语句是

上述例子①②。然而，这类谚语，往往需要借助人

维吾尔谚语或者是成语或者是其他类固定语句。
2) 维吾尔谚语统计模块
此模块主要功能分为两部分：一是对已判别好
的维吾尔谚语成分进行统计；二是按照规则知识库

工处理后才能判断是否是谚语。
2) 谚语成为其他固定语句
维吾尔谚语作为语言中的一种固定的定型语
句，谚语、成语和格言构成并列关系，三者同属于非
生语范畴并且构成上下位关系。谚语、成语和格言
的语义结构与功能存在某些交错。因此、计算机对
维吾尔谚语进行自动处理时须有专属维吾尔谚语的
[14]

特定规则，后再使用计算机进行处理 。
谚语与成语。在结构上，虽然都大于词，但谚
语一般为一个完整的句子或者复句，而成语则多为
词组

[15]

。系统自动识别时，部分维吾尔谚语除了句

尾用句号以外，句中由逗号隔开，这就表明维吾尔
谚语的形式是以句号、逗号相配合组成的谚语，而
成语则只是以句号结束。
谚语和格言。在结构上，维吾尔谚语一般由一
个或两个句子组成，这是由维吾尔谚语的语义简洁
性所决定的。而格言有的是由一个或两个句子构
成，有的则是由几个句子构成的语段。
谚语与歌谣。维吾尔谚语语言结构形式类似于
维吾尔语歌谣，但是在结构、语义和句法功能上同
样存在差别

[16]

。通常维吾尔谚语最长不超过两三
[17]

句，而维吾尔语歌谣则以两句以上为多见 。

2 维吾尔谚语识别系统研究与设计
本研究中开发的维吾尔谚语自动识别系统分为
维吾尔谚语判断模块、维吾尔谚语查询模块及维吾
尔谚语统计模块三大模块，如图 1 所示。

对语料库中的谚语逐条自动进行判断其是否为维吾
尔谚语。
3) 维吾尔谚语查询模块
查询模块的主要功能是根据使用者的需求，输
出维吾尔谚语其他相关信息。
2.1

系统功能的实现
本系统识别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1) 识别关键

词；2) 识别标点符号后自动地确定目标，固定语句
的界定范围，以便后续进行判断；3) 识别功能语类
(功能语类是指用来表达语法意义的成分,本文中的
词缀)；4) 将维吾尔谚语语料库中的所有谚语作为查
询对象验证查询功能，即当输入维吾尔谚语上一句
或下一句时，系统就将自动查询维吾尔谚语的上一
句 (下一句)，并且输出维吾尔文解释、汉译、汉译解
释、拼音和类型等一系列信息供用户使用；5) 统计
功能，此功能包括维吾尔谚语成分统计和词缀覆盖
率统计。前者根据谚语语料库里每一个完整的维吾
尔谚语行数和词数进行统计。后者则根据已有的词
缀对“纯谚语”语料库中的所有维吾尔谚语进行统计
与计算，即检测维吾尔谚语关键技术研究系统的
精准度。维吾尔谚语自动识别系统总流程图如图 2
所示。
本文中设计的维吾尔谚语自动识别系统在文本
中充分利用 3 层条件识别出维吾尔谚语。识别系统
判断率已超过 97%。

第3期

穆妮热·穆合塔尔，等：基于词缀的维吾尔谚语识别关键技术研究
䒿ڑ᪳᱘

N

ڟ䩚䃹ࡥ䙹
Y

N

げणࡥ䙹

N

䃹㐬ࡥ䙹

Y
N

䃹㐬ࡥ䙹

Y
᭛॒䅆䄙
Y
N

比较后其识别准确率提高到 99%。这说明，从文中
搜索到的维吾尔谚语是在维吾尔谚语语料库里出现
的，因此可以确切地判断当前的固定语句为维吾尔
谚语。因为“维汉平行谚语语料库”中的维吾尔谚语
端语料总数少于“维吾尔谚语语料库”中的维吾尔谚
语总数，因此，基于“维汉平行谚语语料库”(其他语
料库关闭) 从文本中识别谚语的准确率为 43.47%。
“维汉平行谚语语料库”关闭状态与前面所述的“维
吾尔谚语语料库”关闭的状态是一个样的，就是说系
统只能通过上述的 3 层识别方法识别维吾尔谚语，
其数据分析如表 3 所示。

Y
䒿ܦ䅆䄙

䅆䄙ᒱ㶔

Table 3

图 2 维吾尔谚语识别系统流程图
Uyghur proverb recognition system flow chart

Fig. 2

维吾尔谚语语料库的构建
本研究所使用的文本为新疆师范大学“维吾尔
语文研究基地”提供的以《语文》为名的小学维吾
尔文语文教材、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维汉对照
维吾尔谚语》(总共 3 000 条)、《维吾尔谚语释解词
[18]
典》(总共 6 800 条 )。
以《维吾尔谚语释解词典》和《维汉对照维吾
尔谚语词典》中的 6 490 条维吾尔谚语 (其中
2 956 条包含维汉解释、读法 (拼音)、类型等一系列
信息) 组成的语料库为研究对象。用户根据需求进
行查询与匹配、统计与分类数据库，从而能方便快
速查找到所需信息。
本文中收集的维吾尔谚语数据如表 2 所示。
2.2

Table 2

表 2 维吾尔谚语收集率
Uyghur proverb collection rates

语料库

总数

收集总数

差别

收集率/%

纯语料

6 800

6 490

310

95.44

平行语料

3 000

2 956

44

98.53

根据表 2 可知，本文中维吾尔谚语的收集率达
到 95.44%，维汉平行谚语语料库的收集率达到
98.53%。无论是维吾尔谚语纯语料 (单语言)，还是
维汉谚语平行语料，其收集率都较完整。
维吾尔谚语识别对比实验
为了衡量上述所构建维吾尔谚语语料库和维汉
平行谚语语料库的实用性以及谚语识别方法的有效
性，本文中分别对维吾尔谚语语料库、维汉平行谚
语语料库的开放以及关闭状态进行识别。实验结果
表明，系统通过规则词组、标点符号、谚语词缀等
3 层识别步骤筛选后的维吾尔谚语识别率达到
96.9%，如果将此结果再与《维吾尔谚语语料库》

·455·

表 3 谚语识别率对比性实验结果
Proverb recognition rate comparative experimental results
语料库状态

识别率/%

维吾尔谚语语料库 (开放)

99

维吾尔谚语语料库 (关闭)

96.9

维汉平行谚语语料库 (开放)

43.47

维汉平行谚语语料库 (关闭)

96.9

通过对比实验结果表 3 可知，维吾尔谚语语料
库开放状态下文本中识别谚语效率较高。当然用户
也可以在没有谚语语料库状态下根据专属谚语的特
定规则判别当前固定语句是否为谚语，但是其判别
率并不很理想。因此建议通过规则库进行筛选之后
再使用维吾尔谚语语料判断当前固定语句是否为维
吾尔谚语。
添加新谚语
维吾尔谚语是广大维吾尔族人民口头流传的固
[19]
定语句 。到目前为止很多研究者已经收集了大量
维吾尔谚语，但是随着维吾尔族文化的发展，可能
会生成新的维吾尔谚语，并且在文本中依然能与关
键词连用，或者出现在括号里。这些固定语句不仅
满足关键词规则和标点符号规则，也符合谚语语
法、词缀规则。另外，这些固定语句可直接存放在
待定谚语库里供使用者人工处理，并进一步判定该
固定语句是否为新的维吾尔谚语。表 4 是小学维吾
尔文语文教材中的新谚语数据分析。
2.4

2.3

Table 4

表 4 新谚语比例
Proportion of new proverbs

语料库

谚语总数

新谚语

新谚语比例/%

语文教材

170

28

16.47

从表 4 可知，小学维吾尔文教材中识别的维吾
尔谚语的总数共 170 条，其中新谚语数目为 28 条，
占总谚语数目的 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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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缀覆盖率
计算词缀覆盖率时，对收集的 6 490 条维吾尔
谚语进行分析。其中包含后缀的维吾尔谚语共 3 786
条，由中词缀相连接的维吾尔谚语共 1 555 条，由双
中缀和多中缀相连接的维吾尔谚语共 2 356 条。因
为谚语本身句法结构多样，附加成分 (词缀) 连接
特征极其不规律，包含上述词缀的维吾尔谚语共
4 934 条，覆盖率百分比为 75.81%。其余 1 556 条
维吾尔谚语是没有特殊的语法结构或者没有包含特
定的词缀，未覆概率百分比为 24.19%。其数据分析
如表 5 所示。
2.5

表 5 谚语词缀覆盖率
Table 5 Proverbs suffix coverage
词缀类型

个数

匹配谚 匹配覆 未匹配
语个数 盖率/%

双中缀和多中缀 34

未匹配

谚语

覆盖率/%

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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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谚语系统的分析、设计与实现详细地说
明系统的设计路线和功能模块，并进行小规模的实
验，即测试系统。本文阐述了维吾尔谚语规则库、
源数据库和设计系统的模型与设计中的一些细节，
并且对维吾尔谚语语料库的各项语料统计进行分
析，为自动识别系统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系统依据
用户所提交的含有维吾尔谚语的任何一种格式的文
本，通过关键词和相关符号，与语料库、规则库进行
判断，获得所需的维吾尔谚语，根据需要进行查询
与匹配，进行统计与分类，可快速地找到所需数
据。本研究除了在语言理解、维汉/汉维机器翻译中
起重要作用之外，还能为中考、高考中考维吾尔语
语文的全体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平台，对教学
研究及推广维吾尔语言也会起到很大作用。

2 356

36.30

4134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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