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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口语对话语料分析是口语交互翻译系统和人机对话系统研究的基础。本文以限定领域汉语口语对

话语料为基础，首次对汉语口语对话中的语言现象进行了详细统计和分析，提出了建立通用口语词典和适

应不同应用领域转移性的词汇提取方法。本文提出的方法和统计的结果对于研究鲁棒性汉语口语理解算法

和建立限定领域的口语翻译系统和人机对话系统，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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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alysis of spoken dialog corpus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of speech-to-speech 

translation system and man-machine dialog system. Based on the Chinese spoken dialog corpus in restricted 

domain, this paper firstly presents statistical data and performs analysis in detail on the spoken language 

phenomena. The ideas to establish universal spoken language dictionary and the methods to extract words from 

corpus of different domains for expanding dictionary are also presented. The methods and statistical results 

presented in the paper are meaningful for research of robust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understand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spoken language translation system and man-machine dialo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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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口语翻译和人机对话系统研究中，口语语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性工作。由于口语对话中的语言现象与书面语相比具有较大的差异，而且不同的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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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词汇的分布等各种语言现象也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建立有效的语料分析方法，对

特定领域的口语现象进行准确地统计和分析，对于口语理解方法的研究和建立限定领域的

口语翻译系统和人机对话系统，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几年来，随着口语翻译系统和人机对话系统的研究日渐兴起，口语语料的分析受到

越来越多的重视，尤其在国外，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已经成为自然语言处理研究中

的一个比较活跃的分支[1~3]。而在我国，除了语言学家对汉语口语进行过一些定性的分析[4]

以外，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中对口语现象的研究还只是十分初步的。本文以旅馆预订领域

收集到的对话语料为基础，对汉语口语中的语言现象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和分析，提出了建

立通用口语词典和适应不同应用领域转移性的词汇提取方法。本文统计的结果和提出的方

法，对于研究鲁棒性汉语口语理解算法和建立限定领域的人机对话系统及口语翻译系统，

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2． 语料收集及统计结果 

 
    本文的研究工作以旅馆预订领域的对话语料为基础。对话过程是两个人通过电话以一

问一答的形式进行的，电话一端代表客户，另一端是旅馆前台服务人员，说话方式完全是

自由的和随意的。 

    为了表述方便，我们首先给出如下定义： 

    定义1 对话语句(Utterance) 从对话者一方开始讲话到讲完停下或被对方强行打断为

止，所说的全部内容称作一个对话语句。 

    定义2 对话子句(Dialog sentence) 一个对话语句中所包含的分句，称作对话子句。 

    例如：我打电话到订票处了 / 他说票特别紧张 / 他说去试一试 / 这样吧 我明天一

早 给您挂电话 行吗 

这一段文字从开始到结束是一个对话语句，在这个对话语句中包含有4个对话子句（由

“/”隔开）。 

 
2.1 语料的整理与标注方法 
 

口语对话语料的收集与书面语语料的收集方法不同，它首先需要通过录音的方式将对

话内容记录下来，然后再将其整理成文字，因此，往往需要大量的手工操作。首先用录音

电话将对话内容记录在磁带上，然后由人根据磁带记录的信息将对话整理成文字。整个处



理过程可以简单地表示为如下流程图： 

                                                           语料标注 

                              
            人与人的   录音             整理    文字表示    分词           标注  标注后     
            自由对话          磁带存放        的对话内容  提取词汇  词典          词典               

 
                                               标注后 
                                                语料 
 

图 1 语料整理流程 

 

其中，词典标注采用人工方式，语料标注采用机器自动标注与人工核对相结合的方法。

当第一次收集语料时，词典是不存在的，我们只需要对整理的语料进行分词，然后提取所

有的词汇，并依据这些词汇建立相应的词典。词典一旦建立之后，当领域转移或扩展时，

系统只需将新收集的语料中在词典中没有的所有新词提取出来，然后在人的辅助下决定是

否将这些新词添加到词典中去。这样，对于应用领域接近或同一领域扩展时，只需要处理

少数新的词汇即可，而避免了大量的重复工作。 

 
2.2 词类划分与词典标注 
 
    面向口语翻译系统，我们将建立一个通用的汉语口语词典。词典中尽量收集口语中使

用较多的一些口语词汇和相对稳定的一些常用的虚词。每一个词条信息包括汉语词条的词

类、语义特征信息和对应的英语单词等。 

    考虑到口语中若干词的使用方法和含义与其在书面语中的作用和含义有所差异，因此，

在考虑一般的汉语词类划分方法的同时，我们还专门针对口语中的词汇进行了调整，将全

部词汇划分为18个大类：名词N、代词P、时间词T、处所词W、动词V、助动词X、判断动

词J、形容词A、数词Q、副词D、方位词F、介词R、连词C、助词H、量词L、语气词M、拟

声词Y、习惯用语I。其中，习惯用语较多地考虑了日常口语对话中的用词习惯，它包括敬

语、插入语、感叹词和呼应语以及搪塞性的词语。呼应性的词是指对话双方在交互过程中

应答性的口头用语，如：“嗯，好的，哦，没错儿，够戗，”等；敬语主要包括日常对话

中的一些寒暄性用语，如：“多谢，不敢当，久仰”等；搪塞性的词语是指当说话者处于

思考状态或语塞状态时使用的一些，如“那个、这个、这”等。 

    词义特征标记根据不同的词类采用不同深度的树状层次化结构的标记方法，由上位到

下位逐步细化，层次最多的是名词，语义特征树的高度最高达8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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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语料统计结果 
 
    根据上述介绍，我们对收集到的100多段涉及旅馆预订的对话语料进行了全面统计。以

下给出部分统计结果： 

（1） 词长分布 

    口语中的词长分布如下表所示： 

表 1  词长分布 

词长（字） 1 2 3 4 

比例（%） 28.51 57.20 12.99 1.31 

    统计结果显示，在口语对话中，1字词和2字词占绝大多数（86.19%），3字词和4字词

只占少数，4字以上词基本上极少出现。口语的平均词长为1.87个汉字，比书面语的平均词

长（约2.45汉字）短[5]。 

    （2）对话语句长度分布 

对话语句长度的分布情况如下： 

表 2  语句长度分布 

长度(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67

比例(%) 15.12 8.34 9.28 8.54 7.68 6.78 5.27 5.27 4.78 4.09 24.85 

在我们收集到的语料中，最长的对话语句为67个汉字，占全部语句的0.08%，其次长度

是61个汉字，占0.041%。长度为1的语句数最多，这些语句一般是单字长的语气词或呼应性

的单字词，如：啊，噢，嗯等，平均语句长度为7.8个汉字。 

（3）词类分布统计 

根据我们对口语词类的划分标准和对口语词的处理方法，对收集的语料进行统计后得

到如下词类的分布结果： 

表 3  词类分布统计结果 

词类 A C D F H I J L M 

比例(%) 4.00 1.52 6.84 0.52 3.98 10.77 2.63 2.87 5.37 

词类 N P Q R T V W X Y 

比例(%) 14.69 10.88 15.61 0.66 3.10 15.31 0.47 1.63 0.00 

    从统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口语中使用最多的5种词类依次是：数词、动词、名词、代

词和习惯用语。在统计语料中数词之所以如此之多，主要是因为在旅馆预订时经常需要交

换电话号码、询问费用和房间号码、楼层号等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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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非规范语言现象的统计 

我们专门对口语中经常出现的重复、次序颠倒、冗余和语句残缺（严重省略）等4种非规范

语言现象的出现几率进行了统计。以下首先说明4种非规范语言现象的界定： 

    1）重复 

    这里所说的重复主要指字面上明显的重复现象。如下面的例句： 

    (a) 啊 打九折行 下礼拜下礼拜二三吧 好吗 

    (b) 不 不 现在先不订 过两天再订 

    2）次序颠倒 

    次序颠倒主要指语序上明显的不合理现象。如下列例句： 

    (c) 已经给您打过折扣了 这个 

    (d) 有房吗 现在 

    3）冗余 

    冗余现象主要指语句中含有多余的词语。如下面的例句： 

    (e) 那个可以预订吗 可以 

    (f) 就里面的那些设施啊怎么样 就是条件 我想大概就是说看一下 

    4）省略或语句残缺 

    省略现象主要指说话人根据对话主题和上下文语境，有意省略双方正在讨论的问题所

对应的词汇，或者说话者出现语塞，或被对方强行打断等现象引起的对话语句残缺。如下

面的语句： 

    (g) 那六楼呢 

    (h) 差别在哪里 二百三百 

    另外还有一类语句我们把它们称之为独词句或零句，这类语句一般只有一个词或同一

个词连续重复，多数是说话一方呼应对方或彼此使用的敬语，如：“对、对、对”，“不

客气”，“没问题”等。独词句和省略句只按一种情况记。 

    以下是对上述4种非规范语言现象和独词句出现几率的统计情况： 

表 4 非规范语言现象出现几率 

语言现象 重复 次序颠倒 冗余 省略 独词句 现象并存

出现几率（%） 3.56 1.23 4.70 32.61 44.59 5.68 

其中，“现象并存”是指重复、次序颠倒、冗余和省略（或独词句）至少两种语言现

象同时存在的情况。 

另外，口语中常常因为说话人边思考，边重复对方讲话内容，同时还伴随介绍正在进

行的动作，从而导致说出来的语句支离破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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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住到 我看看啊 住两天两晚上 

（j）单人间 告诉我客人的名字 

    系统要对类似的句子正确地理解，必须能够识别并分隔这些语句中的插入片段或子句。 

 
3． 口语歧义现象分析 

 
从上面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在口语会话中无论是用词情况，还是句子结构等各

方面，与书面语相比都有较大的差异。除了上述已经获得的统计结果以外，口语中出现的

歧义现象也十分复杂，以下我们对口语中的歧义现象进行分析。 

 
3.1 口语中的词汇歧义 
 
    同书面语中的词汇歧义一样，口语中的词汇歧义主要是由词汇的一词多义引起的。在

口语词类的划分中，尽管有些词按严格的汉语词法规定不能算作词，如“不好、不行、行

了”等，但考虑到它们在口语中大量地存在，并且含义相对固定，因此，我们将其作为一

个词处理。但是，这些词在不同的场合下使用，有时仅仅是因为语气的差异而使其意思完

全不一样。请看如下例子： 

    （1）a. 这样肯定不行。 

         b. 不行您过来一趟。 

    在例句a中，“不行”表示对结果的一种判断，是确定性的；而在例句b中，“不行”

仅仅表示一种假设的语气，相当于“要不然的话”或“要不”。 

    （2）a. 您说的那个宾馆不是我们这里。 

         b. 价钱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第一句中的“不是”是否定意义的断词，在句子中充当谓语成分；而第二句中的“不

是”仅作为强调语气的一个填充性的词语，本身在句子中并不充当什么成分，含义也没有

任何否定的意义，相反加强了肯定的语气。 

    类似地，“不好，什么，那个”等在口语中都有不同的语义表示。 

 
3.2 口语中的结构歧义 
 
    由于口语语句中没有标点符号，又缺少了必要的声调、语气和停顿信息，因此而引起

语句的歧义结构也是常见的现象。如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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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您想住双间不在一层可以吗 

    这个句子由于丢失了语气（声调）信息而可能引起歧义理解。它可以有如下两种理解

结果： 

     (a) 您想住双间不? 在一层可以吗? 

     (b) 您想住双间，不在一层可以吗？ 

    结果(a)将例句（1）拆分成两个子句，问的是两个问题；结果(b)为一子句，前面部分好

象是讲话人在重复对方的要求，后半部分才是要问的问题。而“一层”在(a)、(b)中也可以

分别有两种不同的理解，(a)中一般理解为“第一层”（first floor），而在(b)中一般指的是

“（与别人）同一层”。 

    （2）如果是二月五号二月四号走也行 

该句至少有如下两种不同的理解结果： 

 (a) 如果是，二月五号二月四号走也行。 

 (b) 如果是二月五号，二月四号走也行。 

两种理解结果差距甚远。 

 
3.3 口语中的指代歧义 
 

口语中的指代歧义主要指对话双方由于过多地使用省略或频繁使用口语中的代词而引

起的理解误导。如下面的对话： 

        A: 你好 我是XX公司的  我姓张  张XX  常到您那去  咱是老朋友了  

        B: 唉  您好  张先生  

        A: 最近咱公司要来两个客人  准备在咱们这住  我问一下咱这能打折不 

         … … 

    在本段对话中，说话者A方分别在第一句和第三句多次使用了“咱”一词，有时表示的

是己方，有时又表示对方，对话双方由于特定的场景，可能会理解其中的含义，但是，对

于分析器来说，却难以分清各自所指。 

 
4． 结论与结束语 

 
根据上述统计结果和分析的实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口语中的词义相对简单。口语中的平均词长比书面语中的平均词长要短，每个词所

表达的义项也相对简单，尤其在特定领域中，每个词几乎就只有一个含义。这样对于口语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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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系统或对话系统来说，词法分析的任务就相对简单了。 

 口语语句结构相对简单。在我们收集的语料中，口语语句的平均语句长度只有7.8

个汉字，语句结构基本都是简单句，尤其独词句占有相当的比例，这对于句法分析器来说是

非常有利的一面。 

 非规范语句存在比率较大。在上述我们统计的语料中，如果将独词句排除在外，仅

算重复、次序颠倒、冗余和省略4种情况，累计出现的几率就高达42.1%，这些非规范语句

将是口语理解机制的主要障碍。 

 非文字信息的丢失导致句型歧义。由于口语转化成文字以后，许多非文字信息（语

气、停顿、声调等）丧失，使本来没有歧义的语句具有了歧义。因此，口语识别中的韵律特

征识别和声调识别显得非常重要，子句边界的识别和语句切分也变得十分重要。 

    尽管我们处理的语料限定在特定领域，而且也是非常有限的，但是，这些语料基本上

反映了人们日常口语对话中用词、造句的基本规律。因此，本文统计的结果对于不同领域

的口语对话翻译系统和人机对话系统研究都是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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