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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口语解析在人机对话系统和口语翻译系统中的作用是十分关键的。本文提出了一种统
计和规则相结合的汉语口语解析方法，解析结果是一种中间语义表示格式。该方法分为两个阶

段。首先，采用统计方法，解析出输入句子的语义信息，然后，利用规则，将这些语义信息映

射到中间语义表示格式。试验证明，此方法具有较强的鲁棒性，而且避免了完全用规则方法解

析的一些弊端，达到较高的解析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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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口语解析在人机对话系统和口语翻译系统中的作用是十分关键的。典型的口语翻译系统和

人机对话系统如图 1所示。语音识别模块和语言解析模块在两个系统中是可以共用的。语音识
别模块识别出用户的语音输入，并将识别的结果传递给语言解析模块，语言解析模块解析出句

子的语义，并将语义表示传递给两个系统相应的模块。对于对话系统来说，语义表示传递给对

话管理模块，对话管理模块根据语义表示，作出响应，然后由语音合成模块生成相应的声音。

而对于口语翻译系统来说，语义表示传递给语言生成模块，语言生成模块生成相应的语言，然

后由语音合成模块生成相应的声音。本文所叙述是就是语言解析模块部分的工作。 
 
 
 
 
 
 
 
 
 
 
本文给出了一种统计和规则相结合的汉语口语解析方法，解析的结果是一种中间语义表示

格式 IF(Ingerchange Format) [7]。 IF 为 C-STAR(Consortium for speech translation advanced 
research )[8]所采用，该组织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面向旅游信息查询领域的口语多语言翻译系统，

目前该组织已经将汉语，英语，日语，德语，韩语，意大利语，法语等语言包括到这个系统之

中。根据需要，这些 IF表达式可以转换为不同的语言，从而实现多语言间的互译。这一过程如
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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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口语翻译系统和人机对话系统结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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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利用 IF作为中介进行语言间的互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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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解析的任务是从口语对话的句子中提取出语义表示。在口语里，句子往往不符合语法

规范，句子中充满着重复、省略和颠倒等现象[6][12]，利用规则进行解析，往往需要针对这些特

殊的语言现象编写大量的规则，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成本。 
近几年来，统计方法越来越表现出它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优势。[2]和[5]利用统计的方法，

进行自然语言解析，其中的语义解析器实际上是一个各态遍历的隐马尔可夫模型 HMM[1]。统计

解析的特点是需要有足够的、经过标注的语料来对模型进行训练。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收集和

标注出足够的语料，用这些语料对模型进行训练，便可以得到统计理解模型。如果需要移植到

其他的领域，只需对新领域的语料进行标注，对统计模型进行训练，就可以得到新的领域的统

计解析模型。 
[2]和[5]是面向口语对话系统的，采用了格框架[3]作为最后的解析结果，我们所需要的是面

向口语翻译的中间语义表示格式 IF，它有着不同于格框架的一些特点。为此，我们提出了统计
和规则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汉语口语到 IF的解析。 
本文的安排的是这样的：第 2 部分介绍中间语义表示格式；第 3 部分介绍解析方法，其中

包括预处理，标注符号的定义，统计解析模型等；第 4部分介绍实验结果；第 5部分为结语。 

2、中间语义表示格式（IF） 
中间语义表示格式是一种基于中间语义关系的人造体系[7]。它能够表达旅游信息咨询这一领

域内的各种对话的意思，但不包含特定语言的语法特征[4]。 
IF由四部分构成。 
(1)说话人标志。用来表示谁在说话。有两种，分别是’c’ 代表顾客（client）和’a’ 代表代理
（agent）。 
(2)语句意图 (Speech Act)。表示句子的类型。是询问信息或者是回答问题等等。如
“give-information”表示提供了某种信息；“Pardon”表示请求重复刚才所说的内容。 
(3)概念(Concept)。表示句子的主题。各个概念之间按照一定的规则可以进一步组合成更加
广泛的主题。概念之间用 ’+’连接。如 reservation 表示预订， room 表示房间，而

reservation+room则表示预订房间。 
(4)具体信息(Arguments)。表示句子的具体内容。比如要预订的房间个数、房间标准等。具
体信息由 Argument和对应的 Value 构成。Argument和 Value中间用等号连接[4]。比如参数

“room-spec”表示房间种类，它对应的值可以是：single 表示单间，double 表示双人间等
等。比如：room-spec=single 表示原来句子中所描述的房间种类为单间。 
IF通过 IF表达式具体代表每一句话。每一个 IF表达式都由一个说话人标志和至少一个的语

句意图以及数目可选的概念和参数组成。语句意图，概念和参数之间按照 IF的规则可以进行组
合。其组合方式如下所示：speaker: speech act+concept*(argument*)，其中’*’表示可以重复出现。 
例如汉语句子“我想预定一个单人间”所对应的中间语义表示为： 
give-information+reservation+room(room-spec=(single,quantity=1)) 

3、统计和规则相结合的汉语口语解析 
本方法的具体思路是：首先收集大量的口语对话语料。然后对这些语料进行标注，并且用

这些经过标注的语料对 HMM的参数进行训练，从而得到统计解析模型。对于需要解析的句子，
经过 HMM的解析出标注符号序列。最后，利用规则的方法，将标注符号序列映射成 IF表达式。 



我们的解析系统是针对旅馆预订领域的，到目前我们共收集到了该领域的语料大约 3500句，
我们从中选取了 1500句作为训练语料，进行标注和训练模型。图 3表示的是本系统训练、解析
的过程，其中目标语言生成部分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 

 
 
 
 
 
 
 
 
 
 
 
 
 
 

3.1预处理 

预处理的主要功能是对词进行语义归类和语义合并，句子经过预处理以后，所有的词汇都

归属到相应的语义类，预处理的输出就是语义类序列。 
对于自然语言理解来说，我们所需要的最终解析结果是句子的语义表示，句子的语义表示

可以是格框架[3]、语义框架[10]、语义图[11]或者是中间语义表示格式 IF。句子和语义表示之间的
关系不是一一对应的。但是，类似的句子结构，往往有着类似的语义表示。例如下面两个句子，

就有着相同的中间语义表示格式（句子后面的部分是它所对应的中间语义表示格式）： 
我想预定一个单人间-----give-information+reservation+room(room-spec(single,quanlity=1)) 
我想预定一个双人间-----give-information+reservation+room(room-spec(double,quanlity=1)) 
由于我们是通过统计模型来进行解析的，而统计模型是通过训练得到的。假如在训练的过

程中，“单人间”这个词汇得到了训练，而“双人间”这个词汇没有得到训练，那么，统计模型

就不能够正确解析出第二个句子。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的语料总是有限的，不可能

把所有能够遇到的词汇都训练一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对词汇进行语义归类。词汇的语义

归类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总的原则是按照词在句子中的语义功能进行划分。在本系统中，我

们将所有的词汇共划分为 230个语义类。 
例如：“单人间”、“双人间”、“豪华间”和“总统套间”等表示房间种类的词汇都属于一类

N_O_ROOMLEVEL。这样，在训练或者解析的过程中，“单人间”，“双人间”等词汇都是作为
一个语义类。 
另外，对于数字我们也做了一定的处理。在汉语中，数字的表达方式十分的灵活，数字的

表达往往需要一个一个或多个词组成一个词组。例如：“一千一百二十”，这个词组由五个词组

成。但是，作为一个词组，它在句子中的语义功能和“五千三百”以及“二十”在句子中所起

到的语义功能是没有区别的。为此，有必要对表达数字的词汇进行语义合并。我们采用了一些

图 3  系统框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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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规则，对数字进行合并，无论是“一千一百二十”或者是“五千三百”，经过合并以后，

都只是一个数字，我们用一种语义类来代表它们，在训练或者解析的时候，把它们都看作是一

个语义类。 

3.2 标注符号的定义 

对语料进行标注，是建立统计模型的第一步。经过预处理后，句子由词序列变成语义类序

列，对应于句子中的每一个语义类，都应当标注出它在最后的语义表示中担当的角色。我们要

求的最终理解目标是中间语义表示格式 IF，所以希望解析的结果能够很方便的映射到 IF。因此，
根据 IF的特点，我们从 IF中抽出一些 Speech Act， Concepts和 Arguments 作为标注的符号，
另外结合汉语口语的的特点和 IF的规则，又定义了一些符号。主要有以下三类： 

(1)代表 IF中的 Concept或者 Argument。如 who,room-spec等。 

(2)代表 IF中某种 Concept或者 Argument的标志。如 family-name=,room-spec=等。 

(3)代表 IF中的多个 Concept或者 Argument。在汉语中，某些词汇的含义需要用多个 IF中
的 Concept或者 Argument才能表示。比如“过来”表示“来”这个动作，同时又表示目的地
是“这儿”。因此，我们定义了符号+trip:destination=here来对这个词汇进行标注。类似的还
有 price:quantity等。 

3.3 统计解析模型 HMM 

每一个句子都有他的语义，每一个语义都通过一定的句子来体现，句子和它的语义之间的

关系可以用隐马尔可夫模型来体现。句子中的词汇相当于 HMM的观察状态，而句子的语义相
当于 HMM的内部状态。HMM的参数可以通过标注的语料进行训练。 

在我们的系统中，我们采用了一个各态遍历的二阶 HMM 作为解析模型，它允许所有标

注符号之间能够相互转换。预处理的输出语义类序列作为 HMM的输入也就是观察状态，而标
注符号序列作为 HMM的输出，也就是内部状态。我们标注了 1500句语料，涉及到的标注符号
有 171个，词的语义类有 190个。 

下面我们给出一个隐马尔可夫模型的解析的例子。 
需要解析的汉语句子：“你好，你们还有没有房间？”。 
预处理的结果为：“GREET P_PEOPLE advOther V_Q_AVAILABILITY N_C_ROOM”。 
HMM解析的结果：“greeting who      nul      +availability    +room”。 
 
隐马尔可夫模型可以记做 <S,O,A,B,л>, 它由五部分组成 [1]： 
(1)模型的状态 S,状态数记为 N 

(2)模型的输出 O(从每个状态可能输出的符号 ),输出数记为 M. 

(3)状态转移概率矩阵 ijA a= . 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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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状态 js 输出观察 kv 的概率分布矩阵 B = ( )jb k  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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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初始状态概率分布向量  iπ π=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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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从标注符号序列到 IF的映射 

3.4.1 利用规则对标注符号进行合并 

HMM的输出是标注符号序列，而我们解析的目标是 IF表达式。IF表达式有着严格的形式，
为了将标注符号转换成 IF，我们采用了规则的方法。通过分析 IF文档和统计解析的结果，从中
总结了 60多条规则，然后用这些规则分析标注符号序列并将他们映射到 IF表达式，试验证明
这个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下面我们给出一个 IF表达式映射的例子。 
汉语句子：“您好！您这还有没有房间？”，经过 HMM的解析之后，对应的标注符号序列为： 
greeting=begin, availability=question, room. 系统利用了三条规则，将这个语义序列映射成 IF的
表达式，这三条规则是： 

greet=?→greeting(greeting=?)                                                (1) 
?=question→request-information+?                                            (2) 
availability, room→availability+room                                          (3) 

“？”表示该条规则对应的位置可以是任何任何词汇。当系统分析语义序列的时候，它首先会

发现 greeting=begin 和规则(1)匹配，因此用 greeting(greeting=begin)替换 greeting=begin, 接着
会发现 availability=question 和规则(2)匹配 , 相应的用 request-information+availability 代替
availability=question，最后发现 availability,room 和规则(3) 匹配，相应的用 availability+room替
换.availability,room，最后生成了 IF表达式： 
greeting(greeting=begin), request-information+availability+room。 
下表给出了一些标注符号到 IF表达式映射的例子。. 
 

标注符号序列 IF表达式片段 

quantity=1, time-unit=day duration=(quantity=1,time-unit= day) 

who=I, disposition=disire disposition=(desire,who=I) 

room-spec= double, or, room-spec=single room-spec= (operator=disjunct,[double,single]) 

price:quantity=100, currency=$ price=(quantity=234),currency= us_dollar) 

表 1 标注符号序列和对应的 IF表达式片段 

3.4.2 语句意图(Speech Act)的获取 

在中间语义表示格式 IF的表达式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语句意图。语句意图的获取分
两种情况： 



1、统计解析模型可以直接解析出语句意图。一些句子中存语句意图的标志，比如疑问句尾
部的语气词“吗”，“呢”等；一些常用的疑问词比如：“有没有”，“是不是”，“是吗”

等等。我们在标注的时候，可以根据句子的不同类型，将这些词语标注成为不同的语句

意图，那么统计模型在遇到句子中的这些词汇的时候，，也能够根据上下文关系，解析

出语句意图。 
2、当统计解析模型无法解析出语句意图的时候。在汉语中，还有一些疑问句，在句尾没有
语气词来表示疑问。比如：“价格是多少？”。统计模型无法解析出句子主题，此时，就

要根据原句子中的一些信息，来判断语句的行为。解析的结果是标注符号，这些符号或

者是 IF 中的 Concept，或者是 Argument，我们都把这些符号对应的原来句子中的词汇
保存下来。当无法解析出语句意图的时候，我们可以查询这些词汇，如果某个标注符号

所对应的原来的词汇是疑问代词，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句子是疑问句，相应的可以得到

语句意图。如果所有的标注符号对应的的词汇都不是疑问代词，那么这个句子就是陈述

句，可以得到相应的语句意图。 

4、试验结果 
我们的口语解析系统是面向旅馆预订领域的。训练语料一共有 1500句，我们用了 200句语

料对这个系统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如表 2所示：从句子解析到标注符号，单个标注符号的正确
率为 91.2％，稍微低于[2]中的方法，这是因为我们的训练语料还不够多所造成的。而从句子生
成 IF 表达式的正确率为 79.2％，正确率高于方法[2]和[5]中的最终理解结果。表 3 是不同方法
中的 HMM的比较。 

 
不同的方法 单个标注符号 中间语义表示格式 

[2]中的方法 91.4% 52.8% 

[5]中的方法 ― 72.0% 

本文的方法 91.2% 79.2% 

表 2：几种方法在解析的不同阶段的正确率比较 

 

不同的方法 训练语料(句子数) 状态 观察 

[2]中的方法 6439 330 737 

[5]中的方法 1037 89 100 

本文的方法 1500 171 190 

表 3：不同方法中的 HMM的比较 

 

从试验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本方法有如下一些优点：  

(1)增加了词汇的语义类数目。我们定义了更多的语义类，这样，更多词汇之间的语法、

语义差别可以体现出来。 
(2)增加了标注符号的数目。我们根据汉语和 IF的特点，定义了更多的标注符号，使用这



些标注符号能够更详细的体现原来句子的意思。 
(3)规则的使用。从标注符号序列到 IF表达式的映射，采用了规则的方法，这些规则保证

了标注符号序列能够比较好的映射到 IF表达式。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解析结果的错误率为 20.8%，离我们的期望值还有一定的差距，通过

分析解析结果，我们发现，解析错误主要由一下几个原因所引起： 
(1)对话历史，也就是对话中语句之间的上下文关系。目前的解析系统之中，没有考虑对

话历史，解析只是针对每一句话而进行的，但是在实际的对话中，有些句子的意思是隐藏在上

下文之间的，而没有显露在字面上，这样，就不能解析出正确的语义。 
(2)用 Bigrams 作为 HMM 的状态转移概率模型。Bigrams 无法体现间隔一个标注

符号以上的的标注符号之间的关系。 

(3) IF本身的特点。 IF 表达式有着严格的形式。虽然我们总结了 60条规则用来将语义序
列映射到 IF表达式，但仍然会有一些我们的规则无法正确处理的例外存在。 

5、结语 
我们利用统计和规则相结合的方法实现面向 IF的汉语口语解析过程。在解析的不同阶段分

别采用了统计的方法和规则的方法。该方法具有较高的鲁棒性。试验证明，这个方法是行之有

效的。下一步，我们准备在一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1）增加训练语料。（2）采用统计与规则
相结合的方法，提高 HMM解析的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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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oken language analyzing is a crucial part in human-machine dialog system 
and spoken language translation system.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a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alyzing method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statistical and rule methods The analyzing result is a 
middle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It has two stages, first, use the statistical method to analyzing the 
semantic information, then use the rule method to map the semantic information to the middle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This method avoids the shortcoming of the rule and has high robustness, at 
the same time it achieves a lower error rate. 

Key words: spoken language analyzing; statistical analyzing model; middle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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