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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计算语言学

计算语言学是用计算机研究和处理自然语言的一门新兴边缘学

科，涉及语言学、计算机科学、数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旨在通过

建立形式化的数学模型，来分析、处理自然语言，并在计算机上用程

序来实现分析和处理的过程，从而实现机器模拟人的部分乃至全部语

言能力。本章首先介绍了计算语言学的概念和发展沿革，分析了其与

理论语言学的区别，以及其与自然语言处理、人工智能研究、机器翻

译的关系，随后列举了计算语言学的主要用途，并在最后部分解读了

几种常见的自然语言知识的表达方式。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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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语言学与机器翻译导论

第一节  计算语言学的概念

1什么是计算语言学

计算语言学（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也称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by Computer, NLP）或自然语言理解（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by Computer, NLU）， 有 时 也 叫 计 量 语 言 学

（Quantitative Linguistics）、数理语言学（Mathematical Linguistics）、人类

语言技术（Human Language Technology, HLT）等。它是用计算机来研

究和处理自然语言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涉及语言学、计算机科学、数

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并通过建立形式化的数学模型，来分析、处理

自然语言，并在计算机上用程序来实现分析和处理的过程，从而实现以

机器来模拟人的部分乃至全部语言能力。例如，用计算机对自然语言

的音、形、义等信息进行处理，即对字、词、句、篇章的输入、识别

（recognition）、分析、理解、生成、输出等进行操作和加工。自然语言处

理这个术语主要用于说明方法，计算语言学则主要用于说明理论。

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研究和处理，一般应经过如下四个过程：

（1）从语言学角度提出自然语言处理的语言问题和理论（linguistic 
problem）；

（2）把需要研究的问题在语言学上形式化（linguistic formalism），使

之能以一定的数学形式，严密而规整地表示出来；

（3）把这种严密而规整的数学形式表示为算法（algorithm），使之能

在计算机上形式化（computational formalism）；

（4）根据算法编写计算机程序，使之在计算机上能得以实现（computer 
implementation）。

因此，为了处理自然语言，不仅需要有语言学方面的知识，还需要

有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方面的知识。因而，计算机语言学就成了一门介乎

语言学、数学和计算机之间的边缘性交叉学科，同时涉及到文科、理科

和工科三大领域，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的性质。（冯志伟 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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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过程的前两个属于计算语言学的理论部分，后两个属于计算语

言学的方法部分，也称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

2计算语言学与语言学的区别

语言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研究的是语言现象及其规律，传统上归

属于人文学科，按我国传统习惯归入社会科学，而计算语言学是语言学

的一个分支，是运用计算机手段研究自然语言的现象和规律的一门新学

科，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

1. 传统语言学是一门经验学科，而计算机语言学既是一门理论学科，

又是一门实验科学；（侯敏 1999：9）

2. 计算机语言学要面对整个自然语言现象，它必须研究计算机处理

语言的过程中具有普遍性和整体性的一般问题；而传统语言学家常常喜

欢深入研究某一特殊的语言现象，更加注重研究语言中的某个特殊问题；

（冯志伟 2001：68）

3. 传统语言学主要是描写性的（descriptive），而计算语言学要求语

言学理论必须具备计算机的可操作性，即首先要把一个句子中所有的信

息，包括词法的、语法的、语义的都形式化，变成计算机可以识别的规

则，这样它才能一步步操作，最后达到计算机理解这个句子的目的。计

算语言学最根本、最关键的方法就是要指出自然语言出现和变换的条件。

只有这样，计算机才有可能根据有关条件，执行相应动作，从而使整个

系统成为一个动态地执行的过程；（刘颖 2002：2）

4. 计算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必须通过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来检验，计

算语言学的理论不仅要说得通，更要重视理论的实用性，而传统的语言

学则要求讲道理，重视逻辑的完美性；

5. 计算语言学研究语言时必须先分析后理解，理解是分析的结果，

而传统语言学是先理解后分析，理解是分析的必要前提。（冯志伟 2001：
69）

3计算语言学与自然语言

计算语言学研究和处理的是自然语言，而不是人工语言或其他形式

第1章.indd   3 2010.12.7   5:03:17 PM



4

计算语言学与机器翻译导论

语言（formal language）。世界上的语言绝大多数是自然语言，是在人类

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约定俗成的用于人类社会交流的语言，如汉

语、英语、西班牙语等。

自然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人类借助自然语

言交流思想，进行思维活动，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创造了人类的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自然语言也是人脑的高级功能之一。法国医生布洛

卡（Broca, P.）于1860年发现人们大脑的左半球与语言的使用有关。1874
年，德国人韦尼克（Wernicke）发现了左半球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语言区

域，有着控制语言理解的技能。 

形式语言是人们有意识地通过形式化的定义所规定的语言，典型的

形式语言包括程序设计语言（如C语言）。形式语言是具有严格结构的符

号系统，适合于计算机等具有符号化信息处理能力的计算和通讯装置使

用。在计算机软件中，人们早已设计了许多人工语言，如Basic、Pascal、
Lisp、Java等，这些人工语言都遵循着形式语言的规律和规则，其词法

（lexical）、句法（syntax）、语义（semantics）分析和生成已比较成熟。美

国英语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形式语言理论，既适用于人

工语言。也适用于自然语言。这有力地说明，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之间，

在形式描述方面确实存在着某些共同的性质。正如美国著名逻辑学家蒙

塔古（R. H. Montague）在《英语作为一种形式语言》一文中所说的：“我

并不认为形式语言和自然语言之间在理论上存在着重要区别。”（冯志

伟 2001：27）

但是，自然语言毕竟是在人类历史长期发展中约定俗成的，是人类

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极其复杂，要比人工语言复杂得多。按照法国文学

理论家、哲学家、符号学家巴尔泰斯（R. Barthes）的解释，除人类的

自然语言以外，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其他复杂的符号系统。（丁尔

苏 2000：4）因此，用计算机处理起来也就困难得多。冯志伟从以下四

个方面列出了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的区别：

（1）自然语言充满歧义（ambiguity），而人工语言中的歧义则是可以

控制的；

（2）自然语言的结构复杂多样，而人工语言的结构则相对简单；

（3）自然语言的语义表达千变万化，迄今还没有一种简单而通用的

途径来描述它，而人工语言的语义则是可以由人来直接定义；

（4）自然语言的结构和语义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一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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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对应的同构关系，而人工语言则常常可以把结构和语义分别进行处

理，其结构和语义之间有着整齐的一一对应的同构关系。

由于自然语言存在这些独特的性质，自然语言处理成为了当今计算

语言学中一大难题。 

第二节  计算语言学的主要研究领域

机器翻译：即利用计算机系统把一种自然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自然语

言，是目前计算语言学领域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 

语音自动识别（sound recognition）和语言自动合成（sound synthesis）：
前者指用计算机对语言做出明确无误的辨认。语音识别可用来在铁路、

民用航空等建立人机对话的无人管理问讯，还可用于口语翻译的语音

识别。后者就是利用计算机技术或数字信号处理技术来重新产生人类

语言。

自动文摘（automatic abstracting）：用计算机将反映原文中心思想的

某些方面的内容进行自动检索或抽取（retrieval），并用同于或不同于原

文的句子表示出来。

自然语言理解：又称人机对话（man-machine dialogue），研究如何

让计算机理解和运用人类的自然语言，使得计算机懂得自然语言的含义，

并通过对话方式，用自然语言回答人提出的问题。自然语言理解系统可

以用在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知识工程（knowledge engineering）、
情报检索（information retrieval）、办公自动化的人机接口（man-machine 
interface）等领域。

信息自动检索（automatic information retrieval）：指利用计算机根据

用户的需要从众多按照一定方式组织起来的文献资料中找出符合特定需

要的文献或情报的过程和技术。

术语数据库（term database）：指存储在计算机中的特定领域的概念

和术语的自动化电子词典，可以满足翻译人员的需要或标准化的需要，

以及图书出版商的需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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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教学（computer-aided instruction）：又称计算机辅助语言

学习（computer-aided language learning, CALL），是指计算机要按照人们

事先安排好的语言教学计划进行课堂教学和课外辅助操练。

电子词典（electronic dictionary）：机器可读的、形式化的知识库，是

语言知识库的重要资源。

文字自动识别：对印刷文字和手写体文字进行识别，并生成相应的

电子文档。现在对英文的识别已经很好了，如果汉字自动识别准确率高，

必然会大大提高中文信息处理的效率。

文献自动分类（information classification）：指用计算机系统代替人

工对文献等对象进行分类，一般包括自动聚类和自动归类。自动聚类

和自动归类的主要区别就是自动聚类不需要事先定义好分类体系，而

自动归类则需要确定好类别体系，并且要为每个类别提供一批预先分好

的对象作为训练文集。分类系统先通过训练文集学习分类知识，在实际

分类时，再根据学习到的分类知识为需要分类的文献确定一个或者多个

类别。

第三节  自然语言的知识表示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把语言说成是表达心灵印象的符号。

（丁尔苏 2000：4）如果把符号系统作为语言成立的标准，世界上就会

有很多“语言”，如机器语言、肢体语言（body language）、编程语言

（programming language）、数学语言、表示交通信号的红、黄、绿（traffic 
signs）等。若无特别说明，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是指人们日常说的

话或书写的文字语言，即“人类的自然语言”。

人们通过自然语言进行阅读，交流思想，表达感情。计算机怎样才

能识别、理解自然语言呢？换言之，我们怎么才能把自然语言转换成计

算机可以识别的语言，或为计算机编写一套程序使计算机能理解自然语

言呢？这是计算机语言学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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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自然语言一般都包括词、短语、句子三个层次，可视为三

种不同的语言单位。句子是能够表达完整意思的最小语言单位，因此它

也是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的基本单位。而句子又由更小的语言单位组成，

并且具有内部机构。尽管句子的书写形式是线性的符号串（string），但

其内部结构却是复杂的、非线性的（non-linear）。怎样表示一个句子？根

据对句子内部结构的不同描述和处理方便的需要，就有不同的表示形式。

常用的表示形式有句法树和有向图。

1句法树

句子结构的基本表示方式就是用树（tree）这一概念。因为它表示的

是句子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句法关系，所以称为句法树。

在数据结构（data structure）中，树被定义为n（n≥0）个节点（node）
的有限集合。在一棵非空树中，有且仅有一个特定点节点，称为根

（root）。当n＞1时，其余节点可分为m（m＞0）个互不相交的有限

集T1 ~ Tm，每个集合又是一棵树，称为根的子树（subtree）。这些子

树构成了森林（forest）或丛。节点包含一个数据元素及其指向于树的

若干分支，没有分支的节点称为叶子（leaf）。根和叶子之外的节点称

为内部节点（internal node）。节点与其分支上的节点分别互称为父节点

（father）和子节点（son），同一父节点而不同分支上的节点称为兄弟节点

（brother）。用树来表示一个句子时，其根节点通常代表句子S，叶子是组

成句子S的全部词W(i)（i≥1），S之下、W(i)之上的节点就代表了各种

短语。同一父节点的全部子节点构成了其父节点的直接成分（immediate 
constituent）。

因为树最直接地反映了句子内部从词汇组合成短语、再从短语组合

成句子的层次关系和组成成分，因而已经被各种语言学研究广泛采用。

实际上，任何具有层次结构的语法成分的组合都可以表示为树，根节点

不仅仅限于句子S，还可以是各种短语。在自底向上分析一个句子的过程

中，若干词汇组合成短语，小的短语又组合成更大的短语。在没有生成

一个句子之前，就是一个树枝。树枝不断合并，最终构成了一棵树，代

表了一个合乎语法的句子。

在描述各种语法规律时，通常使用语法规则（grammar rule），也是

产生式（production），它分为左部和右部，中间使用箭头相连。在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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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的知识表示之中，产生式左部代表条件，右部代表动作。在语言学

当中，左部表示句子中某个高层语言单位，右部表示左部语言单位的下

一层组成部分。通常表示语法规则的产生式左部只是一个语言单位符号，

而与句子中其他相邻语言单位无关，此时就成为上下文无关（context-
free）规则。一组上下文无关规则构成了上下文无关语法（Context Free 
Grammar，CFG），有关内容详见第二章。上下文无关语法和句法树节

点存在着对应关系，图1.1就是一个汉语语法规则集合及其相应句法树。

（赵铁军 2000：50）

图 1.1 一个汉语语法规则集合及其相应句法树

2有向图

当分析有歧义的句子时，有向图就显示了其优势。例如，著名的

英语歧义句子“Time flies like an arrow”中的依存关系如下页插图所示。

（Seo & Simmons 1989）

其中，time、flies、like 三个词的词性分别为N/V、V/N、P/V兼类。

当他们取不同词性时，分析结果是不一样的。图中显示了各种情况下的

依存关系组合。其中依存关系 snp表示V的主语NP，vpp表示附着在V上

的介词短语PP，vnp表示V的宾语NP，npp表示附着在N上的PP，ppn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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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介词的宾语N，mod表示N的修饰语，det表示N的限定语。这样，根

据不同的词性产生分析结果至少有以下五种：

1. Time/N flies/V like/P an/Det arrow/ N：时间像箭一样飞驰 /时光如

梭。（一般认为，这是最正确的分析）

2. Time/V flies/N [like/P an arrow] vpp：像箭一样测量苍蝇的速度。

3. Time/V flies/N [like/P an arrow] vpp：测量像箭一样的苍蝇的速度。

4. Time/N flies/N like/V an/Det arrow/ N：时间苍蝇喜欢箭。

5. Time/N flies/N like/V an/Det arrow/ N：泰姆苍蝇喜欢箭。

6. …… 

有向图还用来表示汉语分析的路径。书面汉语不同于英语、德语、

法语等印欧语语言。印欧语言在书写时，词与词之间用空格分开，因而

词与词之间的界限在书面上泾渭分明，而书面汉语则缺乏这种界限。所

以，如果以词为单位进行汉语句子或篇章处理，就必须首先进行分词或

切词（word segmentation）。有向图表示的自动分词如下图所示。

分词有向图中，一条弧把两个字连在一起表示一个词。因此，所有

单个汉字都算作一个词，同时有跨越两个汉字（葡萄、幸福、消费等）

或多于两个汉字的词（解放军、博士生、一厢情愿、孜孜以求等）。从起

点到终点的弧序列构成了一种分词结果，称为一条分词路径。如果存在

多种组合结果，说明这个句子的分词存在着歧义。自动分词算法就是要

第1章.indd   9 2010.12.7   5:03:38 PM



10

计算语言学与机器翻译导论

利用各种信息（如词频、二元统计信息、分词规则等）选择一条正确的

途径，从而得到正确的切分结果：已经 /学会 /了 /解答 /问题。

思考题

什么是计算机语言学？1. 

简述计算语言学的发展历史。2. 

简述计算语言学与自然语言处理、人工智能研究、机器翻译的关系。3. 

计算语言学与理论语言学研究有什么区别？4. 

计算语言学有何用途？5. 

计算语言学与自然语言之间的关系是什么？6. 

常用的自然语言的知识表达有几种？ 7. 

句法树是如何表示句子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句法关系的？8. 

有向图的优点有哪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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