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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paper, summarization of results of program funded by NSFC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in recent years is given, including summarization of Chines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chnology,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pplication technology, minority langua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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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近年来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资助的已结题项目进行了综述,内容涉及中文信息

处理技术项目总结、自然语言处理应用技术项目总结以及少数民族语言信息处理技术项目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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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近年来十分重视中文和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信息处理研究,在资助方面作出了一定的
资金保证,期望大力推进我国自然语言处理研究领域的技术发展.针对目前已经结题的项目(见表 1),分 3 个方面
进行概要介绍.

∗ 作者简介: 徐琳(1964－),女,浙江宁波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计算机图形学,人工智能;赵铁军(1962－),男,博士,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自然语言处理,机器翻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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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信息处理技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中文的词汇、句法、篇章分析方面的研究都给予了资助.鉴于中文本身的特点,这些

受资助的项目在词汇、句子、篇章的语义侧面上都展开了研究,包括词汇语义计算、句法语义模型以及篇章语
义的应用.
词汇是自然语言的基石,是语言更高层面自动分析的基础.“构建基于情境的词汇语义学的计算平台”项目
从“情境表现意义的关系”的基本定义出发,尝试对词汇语义所表达的概念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组织.该研究提出:
概念的表达可以通过概念本身的生成过程来描写,而这一过程是和代表概念的具体词汇所处的上下文相关的,
这样一个上下文环境被认为是情境 [1].因此,该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在概念的生成情境中定义概念和描述概
念之间的关系,为此提炼了一套数学描述工具,进而形成完整的基于情境的词汇语义学描述体系;在人工提炼
140 个情境描述的基础上,总结形成了基于不同语义词典描述资源的人工提炼情境内容的基本准则和处理方
法,应用在知网和同义词词林的信息融合方面的工作[2],为开发一个方便、灵活的汉语情境开发支撑平台提供了
有力支持.该研究还在已有的句法研究(包括树库资源)的基础上探索了中文句法成分到语义资源的自动联结算
法,以期形成汉语“句法→语义→概念”分析理解的联系通道.
词汇的搭配是描述词间组合能力的一种重要的词汇知识,在语句分析、词义消歧和信息抽取方面有着重要
作用.“汉语动词搭配知识的自动发现研究”项目在中文大规模真实语料库(6 个月《人民日报》分词和词性标注
语料库)基础上,进行了动词搭配知识抽取的实验,获取了 50 万动词搭配词对、1 万条动词语法搭配等知识.要获
取高精度的词语搭配知识,势必需要对真实句子进行分析,以确定什么是动词的主语、宾语、修饰语等,进而获
得有关的搭配.因此,该项目实施的基础包括完成了不同层次的部分句法分析,特别是建成了 200 万汉字的功能
语块库,为课题的顺利完成提供了有力保证.
词汇级统计语言模型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有着广泛应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了相关研究,“基于大规模
语料库的汉语词语自动聚类研究”项目是其中之一.该项目以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汉语字、词的不同元数,尤其
是三元以上的同现概率统计为基础,研究了汉语词语自动聚类的关键技术 [3,4],包括汉语构词统计规律、基于上
下文的词语相似度的计算方法、面向大词表的词语自动聚类算法,进而构造一个基于类的统计语言模型.
在句子语义表示的探索方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了“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逻辑语义表达与演算模型研
究”项目.该项目以词汇功能语法(lexical functional grammar,简称 LFG)为基本参考语法框架.研究设计了面向中
文和中英文对比的自然语言语法语义一体化处理模型框架,即 LogSem 框架.该框架共有 3 个层次,即表层句法
成分结构(sc-结构)、表层句法功能结构(sf-结构)、深层句法结构(ds-结构),其中 ds-结构可向自然语言语句的逻
辑表达投射.目前,正在用 LogSem 框架作基础并结合本体论技术,进行相关机器翻译实验研究[5].使用细致结构
信息的句法-语义分析技术能否经得住真实文本的考验,一直是自然语言处理研究面临的挑战之一.
篇章语义分析方面的典型应用是指代消解,“汉语指代消解与多文本交叉共指研究”项目对单个文本和多
个文本之中的指代消解都作了探讨和实验.该项目针对单个文本,研究了人称代词与先行语的关系、命名实体
的共指问题、指示代词消解所需的基本知识等.对于多个文本,研究了命名实体的共指关系,如相同人名在不同
文本中出现时,是否表示同一对象的问题.相关的实验表明,人名、地名、机构名三大命名实体共指消解具有较
高的准确度,其中单数第三人称“他”的消解,在人民日报语料库上测试,超过了 90%的准确度.在多文本命名实体
的共指消解方面,选择了歧义现象最突出的人名同指消解,项目中所涉及的实验结果的 F-measure 值超过了
85%.该项目研究者对于利用弱化的语言知识,如单复数、性别特征等进行指代消解也作了深入研究[6].

2

自然语言处理应用技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自然语言处理应用技术给予了积极支持,期望相关技术在实际应用中能取得良好的

效果.这些相关技术主要包括机器翻译、信息检索、自动文摘技术等.
机器翻译作为一个需要长期研究的挑战性课题,一直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关注,不断资助研究者从事
该方向的研究与开发.“基于语段处理的网上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项目以网络大规模文本出现的新环境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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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 4 种类型的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方法(EBMT),即翻译记忆、基于词表的 EBMT、基于模板的 EBMT 和
基于结构的 EBMT.在这些方法的研究中,核心内容之一是扩展语段(extended chunk)的定义.这是一种新的知识
表示方式,形式上是一个无翻译歧义的单词或单词串 [7].它是基于语义定义的,具有无歧义性、复现性、可嵌套
性、内部结构句法自足性等特征.通过英汉机器翻译系统中的 3 类知识库:电子词典、E-Chunk 库和规则库,从
而实现了上述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方法.研究成果最终集成在一个以语音作为输入和输出的面向网上真实文
本的口语英汉机器翻译系统之中.
对翻译机制的探索,也是推进机器翻译研究进步的一项内容.“基于知道逻辑的网上自动选择翻译方法研
究”项目采取了蒙塔鸠语言理论和技术来进行源语言的理解和目标语言的生成研究,构造了一种能够进行信念
修正的全新认知动态逻辑,从而为网上选择翻译机制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逻辑推理系统.在汉语的机器理解方
面,提出了一种意群动力学的新理论,并应用于词切分、标注以及指代消解等多个方面.这些研究也为认知逻辑
本身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高效率的信息检索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自然语言处理的核心技术,检索形式的多样化、智能化,检索内容
贴近用户需求是研究开发者共同追求的目标.“基于信息抽取和模板生成的多语种信息检索模型的研究”项目
以特定信息,如命名实体的识别和相关的模板生成作为检索手段,以期提高检索精度.围绕着信息抽取和模板生
成,该项目进行了汉语特定领域命名实体的自动识别和事件信息的自动抽取;提出了语言无关的模板与语言有
关的模式的结合、事先定义的模板与动态获取的模板,克服了信息抽取面向领域的局限,实现多语种信息处理
的一致性.同时研究了基于 Web 多语种词汇的在线自动获取技术,提高了多语种信息检索与抽取的查全率和查
准率.提出了一种多语种信息检索的模型,实现了投资信息的多语种信息抽取实验系统[8].
以问答方式来实现开放领域的信息检索,能够满足用户的多方需求,是一种高效而合理的检索方法.目前问
答式检索技术已经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属于自然语言处理和信息检索两大研究方向的结合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也给予了重点资助.作为先期的探索 [9],“开放域问答式信息检索技术研究”项目探讨了多种相关技术,包括:自
然语言问句的分类和理解,答案的抽取和融合,用于问句扩展和答案验证的复述技术,支撑问题理解的词义消歧
和句法分析技术,应对简述型问题的多文档自动文摘,对问答系统的自动评价等.在问答系统中,核心问题是“复
述”.围绕着复述研究,建立了基于多译本的复述语料库,进行了复述语料句对齐、词对齐、复述转换模板的研究.
此外,该项目还建立了为研究者共享的标准问答测试集,实现了相关实验系统,并开发了“金山在线客服问答系
统”[10].
面对互联网浩瀚的信息,自动文摘是另一项受到普遍关注的技术,特别是多文档的自动文摘技术更成为近
来的研究热点.“基于逻辑框架的多文档自动文摘技术”项目以网络大规模真实文本作为处理对象,探索了汉语
多文档自动文摘模型的实现[11].该项目通过对网络文本聚类技术(基于概念的文档主题聚类算法)、信息融合技
术(基于逻辑回归模型的文本片断聚类算法)、信息压缩技术(基于词汇链技术以及 MMR 方法的交叉文本结构
压缩算法)以及文摘生成技术等文本级自然语言处理的深入研究,建立了一个汉语多文档自动文摘系统.该系统
在网络文本聚类、多文档自动摘要的主题一致性以及摘要的可读性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3

少数民族语言信息处理技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近年来十分重视少数民族语言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为促进我国少数民族信息化建设

做出了积极贡献.基金委专门设立以资助少数民族地区科研为主的地区科学基金就是一项重要措施.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的自动化处理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自然语言处理领域项目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已经结题的
项目中几乎有一半是此类项目.
少数民族语言信息处理的资助项目主要集中在蒙文、藏文和新疆地区民族语言上.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任何语言的自动处理都首先都要解决计算机输入和输出问题,少数民族语言因为用户数量少,民族文字的
键盘输入和字形显示的有关研发工作相对滞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于此类研究也给予了很多支持.这也是民
族语言信息化平台的基础部分.近年来,有 2 项关于蒙古文输入和输出技术、1 项关于藏文输出技术的资助.“蒙
古文整词输入法重码词智能化选择输出技术研究”项目是在《蒙古文整词输入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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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解决重码词的选择问题.该项目主要研究了重码词获取方法、重码词搭配关系、重码词知识表示方法、重
码词排歧选择方法和重码词选择的实现技术.该项目取得了预期成果,测试表明,该技术使平均每输入 10 个整
词时出现一次重码词,降低为平均每输入 25 个整词时出现一次重码词.其开发的软件模块已被集成在原输入法
中,构成了新的整词智能化输入输出软件系统,已进入试用和推广应用阶段.
“蒙文 TrueType 字型字体技术的研究”项目完成了蒙文 TrueType 字型的研制,可以在 Windows 环境中,应
用蒙文 TrueType 字型字体输入、显示、输出或打印蒙文.在研制过程中,根据蒙文特征、特点、语法规律、正
字法要求,考虑了美观性,注重体现蒙文字形的艺术加工,设计制作了蒙文字型字体样本原稿;按照相应的数学
算法、笔形特点和结构特点,修正笔划样本、连体样本、印刷体和手写体、艺术造型体样本.确定了标准字体
特征样本,并根据字型字体的位置、比例、高度、宽度、艺术造型规则,进行了测试分析研究工作.
“藏文字型生成与识别”项目把藏文的字型生成和印刷体识别结合起来,完成了现代藏文印刷体识别系统.
该项目完成 9 种字体的藏文 TrueType 字库;参考其他软件的字体样张,设计生成了现代藏文字体库 1 730 个、
梵文样本库 105 个.同时通过合作,完成了实用化“多字体印刷藏文(混排汉英)文档识别系统”,实现了藏文文档
图像输入及版面分析,印刷藏文与汉英混排文本识别,识别后文本编辑(包括对照、候选字选择、插入、删除)
等功能.测试表明,藏文白体、黑体等 6 种字体单字平均识别率达到 99.83%,实际藏汉英混排文本的平均识别率
达到 97.28%以上.
民族语言信息处理平台建设,在多民族聚居地区具有重要意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了“基于 LINUX 的
新疆维哈柯汉英多语种信息处理平台”项目.该项目突破了 Windows 系统的限制,采用开放源码的 Linux 系统作
为多民族语言文字的处理平台,以促进我国少数民族自主产权信息系统的推广应用及产业化 [12].该项目的主要
研究成果包括:掌握了在中文 Linux 系统平台中实现多语言输入输出、存储等技术;实现了基于 Linux 系统平台
的具有不同编辑方向、不等宽、不等长代码、连笔书写特征的多语种混合处理技术;在操作系统核心上实现了
支持 ISO10646(GB13000-1993)标准的多文种信息处理平台,提供对 GB18030-2000 编码集和维哈柯文国际代码
的代码转换页;实现了维汉英多语种 Linux 信息处理系统的桌面软件和服务器版本.
自然语言处理离不开词典和语料库等资源.在少数民族语言信息处理的资源建设方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也给予了资助.“蒙古语语法信息词典框架设计”项目设计了面向信息处理的、通用的蒙古语语法信息电子词典
框架;从信息处理角度对蒙古语词语进行了分类,制定了蒙古语词类标记集;通过对蒙古语词语各种语法属性的
研究,设计了易于机器处理的各种属性字段,并指定其取值规范;整个蒙语语法信息词典以数据库形式提供,采
用了基于 ISO 10646 的蒙古文编码国际标准,包括 1 个总库和 15 个分库.“人机互助的通用现代维语语料库加工
处理系统的研究”项目建立了人机互助的通用现代维语语料库加工处理模型.该模型的组成包括:收集原始语料
及文本格式转换,标注语料所需的各类语言资源,如语法信息词典、规则库、统计信息库等,语料库管理和查询
模块、统计处理模块、自动词类标注和人工校对模块、规则学习模块等各类处理模块.
各种民族语言信息处理的应用技术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取得了一些研发成果.“基于词典和格
标记的现代藏语自动分词系统研究”项目实现了以句法结构分析和形式标记识别为核心的组块识别及块内分
词.自动分词离不开词典,因此该研究包括构建带句法语义信息的词典部分.同时对藏语的词法、句法、组块分
析等进行了标注集建设、标记分类和识别,建立了面向信息处理的藏语语法体系.已建成的词典数据库包括 8
万余词条项,部分词项已填写各类词法和句法信息.与词典匹配的文本语料精选了约 3000 句式,建成了典型词
语句法数据库.
“蒙文上网及蒙文全文检索的理论与技术研究”项目是针对蒙文的特殊性而展开的.由于各种流行的网页
编辑器及 HTML 均不支持蒙文的“由左到右、竖行”书写格式,严重阻碍了蒙文信息上网.该项目重点研究了蒙
文编辑控件、蒙文网页编辑和蒙文全文检索的关键技术、模型和实现方法,设计和实现了蒙文编辑控件(ActiveX
控件)进行蒙文编辑,在蒙文网页编辑器中对蒙文进行“所见即所得”的实地编辑,在浏览器中浏览蒙文信息.应用
DHTML 技术设计和实现了蒙文网页编辑器,它既是普通的网页编辑器,也是蒙文编辑控件的容器,使网页编辑
和蒙文编辑融为一体.同时,还针对蒙文的特点,建立了蒙文全文检索模型和蒙文信息分类模型.
“新疆民文校对研究”项目针对新疆地区多种民族文字的自动文本校对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新疆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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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属于突厥语言的阿勒太语系,是一种自右向左、自上而下书写的拼音
文字,其校对有其自身的特点.该项目主要以维吾尔文为主,以其他民族语言为辅,通过统计大量的语料,邀请民
文语言学家参与,归纳出民文文本错误的种类,分为文本错误、数字错误、标点符号错误及其他错误.文本错误
又分为非词错误和真词错误.针对总结出的维文文本错误的类型,采用基于民文规则和语料库统计的方法,机器
自动查错与人工确认和查纠相结合,实现了先查错后纠错.在 Microsoft Word 2000/XP 软件上挂接了维文校对
系统,处理单词级的拼写校对.纠错以非词错误为主,用模糊匹配算法和最小编辑距离对词进行排序选词,供人
工纠错使用.
表1
项目编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资助的已结题项目列表
项目名称

彝文信息处理及标准彝文字符
69573026
69903007
69963001
69963002
69973015
69983006
60063001
60063002
60073058
60083003
60083005
60083006
60103014
60163001
60163002
60173005
60173008
60173024
60173025
60203020
60263003
60373100

集与编码的研制
汉语动词搭配知识的自动发现
研究
蒙古语语法信息词典框架设计
新疆民文校对研究
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汉语词语
自动聚类研究
基于知道逻辑的网上自动选择
翻译方法研究
蒙文上网及蒙文全文检索的理
论与技术研究
蒙文TrueType 字型字体技术的
研究
藏文字型生成与识别
基于信息抽取和模板生成的多
语种信息检索模型的研究
词汇、句法和语义——基于认知
实验的汉语加工过程研究
基于语段处理的网上英汉机器
翻译系统
基于内容的文本过滤技术研究
基于LINUX 的新疆维哈柯汉英
多语种信息处理平台
人机互助的通用现代维语语料
库加工处理系统的研究
汉语指代消解与多文本交叉共
指研究
构建基于情境的词汇语义学的
计算平台
基于词典和格标记的现代藏语
自动分词系统研究
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逻辑语义
表达与演算模型研究
开放域问答式信息检索技术研
究
蒙古文整词输入法重码词智能
化选择输出技术研究
基于逻辑框架的多文档自动文
摘技术

负责人

执行期限

资助金额(万元)

项目类型

沙马拉毅

1996.1-1998.12

6

自由申请项目

周强

2000.1-2002.12

12

青年基金项目

那顺乌日图
古丽拉

2000.1-2002.12
2000.01-2003.12

10
10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王晓龙

2000.01-2002.12

12

自由申请项目

周昌乐

2000.1-2002.12

11

高技术探索

王俊义

2001.01-2003.12

14.5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巴力登

2001.01-2003.12

14.5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于洪志

2001.01-2003.12

16

自由申请项目

盛焕烨

2001.01-2003.12

13

高技术探索

孙茂松

2001.01-2003.12

13

高技术探索

姚天顺

2001.01-2003.12

13

高技术探索

黄萱菁

2002.01-2004.12

28

联合资助基金
项目

吾守尔⋅斯拉

2002.01-2004.12

17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玉素甫

2002.01-2004.12

17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王厚峰

2002.01-2004.12

18

自由申请项目

周强

2002.01-2004.12

18

自由申请项目

江荻

2002.01-2004.12

19

自由申请项目

王惠临

2002.01-2004.12

18

自由申请项目

刘挺

2003.01-2004.12

15

青年基金项目

S⋅苏雅拉图

2003.01-2004.12

7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王晓龙

2004.01-2004.12

8

自由申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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