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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是个体之间由于沟通需要⽽制定的指令。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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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汉语

Language英语

Langue法语

Sprache德语

Idioma西班⽛语

Língua葡萄⽛语

linguaggio意⼤利语

⾔語⽇语

언어韩语

Bahasa马来语

ภาษา泰语

Ngôn ngữ越南语

Хэл蒙古语

Язык俄语

希伯来语שפה

阿拉伯语لغة

Lugha斯⽡希⾥语

Ururimi卢旺达语

世界上具有丰富多样的各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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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语⾔：⼈类之间⽤于沟通交流的语⾔。

⾃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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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语⾔ 机器语⾔

望庐⼭瀑布 
（唐）李白 

日照香炉⽣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x = 1; 
        int y = 2; 
        printf(“%d”, x + y);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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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性：⾃然语⾔呈现为⼀种线性的符号序列。

⾃然语⾔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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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教授昨天在北京做了⼀个演讲                              

Professor Wang gave a speech in Beijing yesterday   

ألقى األستاذ وانغ خطابا في بكين أمس                                  

汉语

英语

阿拉伯语

汉语和英语的语序是从左向右，⽽阿拉伯语的语序是从右向左。

http://cbs.wondershare.com/go.php?pid=7286&m=db


• 层次性：⾃然语⾔内部存在层次结构。

⾃然语⾔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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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教授 昨天 在 北京 做 了 ⼀ 个 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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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歧义性：同⼀个⾃然语⾔句⼦存在多种不同的理解。

⾃然语⾔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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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死猎⼈的狗

The boy saw a girl with a telescope

南京市长江⼤桥

他有两本鲁迅先⽣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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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化性：⾃然语⾔随着时代不断演化。

⾃然语⾔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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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I服了You 2010 神马都是浮云

2001 猪队友 2011 hold不住

2002 菜鸟 2012 ⼗动然拒

2003 表酱紫 2013 逆袭

2004 偶稀饭 2014 也是醉了

2005 互粉 2015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2006 草根 2016 吃瓜群众

2007 Orz 2017 尬聊

2008 打酱油 2018 真香

2009 杯具 2019 柠檬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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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语⾔是⼀门利⽤计算机⾃动处理⼈类语⾔的交叉学科。

⾃然语⾔处理

9刘洋（清华⼤学） ⾃然语⾔处理 第2讲：⾃然语⾔处理概述

计算机科学 数学

语⾔学

⾃然语⾔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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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段不带空格的汉语⽂本。 

• 输出：以空格隔开词语的汉语⽂本。

中⽂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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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教授昨天在北京做了⼀个演讲

王 教授 昨天 在 北京 做 了 ⼀ 个 演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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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词

12刘洋（清华⼤学） ⾃然语⾔处理 第2讲：⾃然语⾔处理概述

http://thulac.thunlp.org/demo

http://thulac.thunlp.org/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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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给定⼀个词语的序列。 

• 输出：输出⼀个对应的词性的序列。

词性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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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教授 昨天 在 北京 做 了 ⼀ 个 演 讲

np  n  t  p  ns  v  u  mq  n

http://cbs.wondershare.com/go.php?pid=7286&m=db


词性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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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hulac.thunlp.org/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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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段⽂本 

• 输出：该⽂本的类别。

⽂本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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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8月30日消息，据西班牙媒体报道，梅西通知巴萨自⼰
不会参加周日进⾏的核酸检测。来自RAC1电台的最新消息指
出，梅西已经将这个决定告诉巴萨，他依然维持离开巴萨的决
定。目前梅西转会陷⼊僵局，西班牙媒体之前的报道指出，巴托
梅乌现在不愿意和梅西见面，也不愿意进⾏相关的转会谈判。

政治 军事 经济 教育 体育 科技 旅游 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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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类

16刘洋（清华⼤学） ⾃然语⾔处理 第2讲：⾃然语⾔处理概述

http://www.languagetech.cn/nlp/index/demo_clas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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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给定⼀个词语序列 

• 输出：预测下⼀个词

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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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is the largest city in the United  _____

… country Nations State States books tre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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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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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emo.allennlp.org/next-token-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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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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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emo.allennlp.org/masked-lm

https://demo.allennlp.org/next-token-lm
https://demo.allennlp.org/next-token-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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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段可能包含语法错误的⽂本。 

• 输出：识别出⽂本中的语法错误并进⾏修改。

语法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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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are the largest city o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re the largest city o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is the largest 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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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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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ingersoftware.com/grammar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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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个⾃然语⾔句⼦ 

• 输出：句⼦的句法结构（短语结构或依存结构）

句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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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教授 昨天 在 北京 做 了 ⼀ 个 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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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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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emo.allennlp.org/constituency-pa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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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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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emo.allennlp.org/dependency-pa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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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拼⾳符号的序列 

• 输出：汉字序列

拼⾳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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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jiaoshouzuotianzaibeijingkaihui

王教授昨天在北京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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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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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inputtool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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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段⾃然语⾔⽂本。 

• 输出：情感的类别（如正⾯、中性、负⾯）

情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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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可辛都拍不出这么做作的电影，明明煽情得要死还要搞出⼀副
纪录片的质感，后半段整个崩掉，⽣怕观众get不到还要派黄晓
明出来说教点题。有⼏个战⽃场面本来拍得还⾏，但都抵不过杜
淳那出戏的假⽅⾔。

正面 中性 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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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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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emo.allennlp.org/sentiment-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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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个⾃然语⾔句⼦。 

• 输出：标出句⼦的谓语及相关语义⾓⾊。

语义⾓⾊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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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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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emo.allennlp.org/semantic-role-lab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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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个⾃然语⾔处理句⼦ 

• 输出：该句⼦的语义表⽰形式

语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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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boy likes a star

∀x(boy(x) → ∃y(human(y) ∧ pop(y) ∧ like(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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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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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emo.allennlp.org/atis-parser

https://demo.allennlp.org/atis-parser
https://demo.allennlp.org/atis-parser
http://cbs.wondershare.com/go.php?pid=7286&m=db


指代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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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段⾃然语⾔⽂本 

• 输出：该⽂本中代词所指向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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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代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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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emo.allennlp.org/coreference-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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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段源语⾔⽂本 

• 输出：⼀段⽬标语⾔⽂本

机器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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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教授 昨天 在 北京 做 了 ⼀ 个 演 讲

Prof. Wang made a speech at Beijing yeste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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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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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anyi.sogo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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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段⾃然语⾔长⽂本。 

• 输出：⼀段能概括长⽂本核⼼意思的短⽂本。

⽂本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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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8月30日消息，据西班牙媒体报道，梅西通知巴萨自⼰
不会参加周日进⾏的核酸检测。来自RAC1电台的最新消息指
出，梅西已经将这个决定告诉巴萨，他依然维持离开巴萨的决
定。目前梅西转会陷⼊僵局，西班牙媒体之前的报道指出，巴托
梅乌现在不愿意和梅西见面，也不愿意进⾏相关的转会谈判。

梅西执意离开巴萨，拒绝参加周日的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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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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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anguagetech.cn/nlp/index/demo_clas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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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对联的上联 

• 输出：对联的下联以及横批

对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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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叶 ⽵ 叶 叶 叶 翠

秋 声 雁 声 声 声 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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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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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uilian.msra.cn/

http://duilian.msra.cn/
http://duilian.msra.cn/
http://cbs.wondershare.com/go.php?pid=7286&m=db

	Lecture02.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