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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语言学相关课程的设置和教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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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中国传媒大学应用语言学系计算语言学方向有关课程的设置和教学情
况，提出计算语言学课程的设置应该突出学科的交叉性特点，同时要注意可接受性及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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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计算语言学”的历史始于 1947 年，这一年人们开始考虑使用刚诞生不久的
计算机进行自动翻译的问题2。机器翻译的研究奠定了计算语言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得以存
在的基础。著名机器翻译历史的研究者 John Hutchins 认为：机器翻译的先锋们所做的工作
不仅仅有益于机器翻译这一领域本身的研究和发展，而且对于计算语言学、自然语言处理以
及从人工智能的角度研究语言问题，都有极大的意义[1]。经过 50 年的发展，今天的计算语
言学几乎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了。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设立计算语言学的专业，培养各个层次
的专门人才。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在大学设立了计算语言学专业，我们应该教学生些
什么呢？如何设置课程才能让学生掌握基本的计算语言学知识，而这些知识又有益于学科的
建设和学生未来的发展呢？这一问题虽然不是什么计算语言学的前沿课题，却是一个不容忽
视的问题，因为对于任何称得上是学科的研究领域而言，其高等教育的相关课程大致形成了
该学科的理论和研究基础，因此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问题，也正引起越来越多同行的注意
和兴趣，如 2002 年在美国宾州大学召开了题为“Effective Tools and Methodologies for
Teaching NLP and CL”的研讨会；计算语言学的领头羊机器翻译在 2003 年第九届机器翻译
峰会(MT Summit)期间也召开了题为 T4（Teaching Translation Technologies and Tools）的研讨
会，而类似的有关机器翻译教学的会议此前已召开过两次。
中国传媒大学从 2000 开始招收应用语言学专业的本科学生，目前已形成一个计算语言
学方向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层级培养体系。本文介绍了我们对于计算语言学一些基本
1

虽然本文题目中用了“计算语言学”的字样，但文章内容对于自然语言处理、自然语言理解、中文信息
处理等课程和专业的设置也有参考意义。因为文章的重点在于如何针对学科的交叉性设置课程与教学。
2
有关机器翻译的早期历史参见 Hutchin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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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理解以及在课程设置和主要课程教学方面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我们希望本文一方面能
得到各兄弟院校、各位专家的批评指导，另一方面能引起人们对文科背景计算语言学专业课
程的设置和各级计算语言学人才培养计划制定的重视，当然也希望能对各兄弟院校相关专业
的课程设置有些参考作用。
1． 计算语言学的基本定义
什么是计算语言学？这是一个至今没有一致答案的问题。对于研究用计算机处理自然语
言具体应用的学者而言，可以完全不必纠缠于这个问题。但要在大学开设计算语言学专业，
授予各级学位，则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好在我们有诸如 Robert Dale/Moisl/Somers[2] 和
Mitkov[3]等权威的计算语言学和自然语言处理的手册可供参考，也可以从 Carstensen 等[4]和
Jurafsky/Martin[5]编的大部头教科书中提取必要的信息。
简单说来，计算语言学是一门研究用计算机处理语言的交叉性学科[3]。 也有人说“计
算语言学是研究用机器来处理自然语言的学科。它是由信息技术和语言学交叉而成的”[4]。
这两个定义虽然简单，但道出了计算语言学的特殊之处，它是一门交叉学科，其内容涉及语
言学、信息技术、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和逻辑学）、人工智能、认知科学、数学（数理逻
辑、自动机和形式语言、图论、统计学等）[4]。关于计算语言学学科的交叉性，我国学者也
多有论述，冯志伟在自己的多部著作中都认为语言的计算机处理涉及语言学、计算机技术和
数学等领域，从而强调培养跨学科人才的重要性[6]。学科的这种交叉性给计算语言学专业课
程的设置和教学带了困难和问题。德国出版的一本《计算语言学和语言技术》把目前计算语
言学领域的研究分为四种路向[4]：
• 作为语言学的分支（如同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
，它只研究语言及语言处理
与计算相关的方面，而不管其在计算机上的具体实现。语法形式化理论的研究便是
其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这类似于英语术语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计算语言学）
的涵义。
• 作为开发语言学研究相关程序以及语言学数据处理的学科。这一方向近年来随着大
规模语料库的出现，越来越重要。
• 作为在计算机上实现自然语言能力的学科（德语区一般称为“机器的语言处理”
，
对应于英语的“自然语言处理”）。这一方向的研究与人工智能以及认知科学关系密
切。
• 作为面向实践的、工程化的语言软件开发。也称语言技术。
以上细分较好地解决了我们对学科定义的困惑。从大的方面看，这四种研究方向都属于
计算语言学，只不过侧重点不同。我们一直认为，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对于计算语言
学这样的前沿领域更是如此。结合上述四种计算语言学的研究路向来看，其中的第一、三项
是基础，没有这两项研究的支撑，第四项的研究不会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突破。任何急于求
成，只看到短期效益的语言技术应用，只会是昙花一现。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语言学
的所有分支学科中，计算语言学是最具实践性的。作为文科（语言学）背景下的计算语言学，
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第一、三种方向。综合以上看法，我们给计算语言学下的工作定义是：从
多种角度研究如何通过计算机来模仿人类语言处理能力3的学科，它的终极目标是构造一个
能懂人语、会说人话、可用自然语言进行交流的机器。这个定义突出了计算语言学的两个
特点：理论性和实践性，前者体现在为了模仿人的语言处理能力，我们必须对人的这种能力
有所认识，而且要把这种认识上升到一定的理论层面，如果这种认识不能用一种数学的手段
表述出来，那么这样的认识是无助于最终目标的实现的，这一点也体现了计算语言学与其他
3

这里的“能力”指的不仅仅是乔姆斯基所说的语言能力（competence）
，也包括语言应用（performance）。
这个定义可视为[7]和[8]中提到的有关定义的一种简化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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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分支的不同。计算语言学中不但含有构建成分，而且应该能够解决问题，因此也可以
将它称为 “应用驱动”的语言学研究。计算语言学具有的建构性也导致技术现实对理论框
架有一种反作用、一种限制，说起来近乎完美的理论，如果现有的技术无法实现，那么也是
解决不好实际问题的。这样，我们有理由说计算语言学是一种真正的交叉学科，即它是有一
套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的，绝对不是简单的“计算机”＋“语言学”。
“这些理论和方法不是不
学而能的，而是需要通过学习之后才能掌握的，如果不认真学习是不容易掌握的”4。这样
我们就找到了计算语言学课程的基本出发点，即：计算语言学课程的重点应该放在交叉的这
一部分内容上。
2． 数学理论基础
我们曾经借用软件工程中的思想把计算语言学系统的构建过程分为三个模块：理论语言
学（基础研究层）、计算语言学（形式化层）和计算机科学（实现层）[9]：
1．
基础研究层关心的是语言本身的特性, 它的主要任务是为后面的模块提供语
言学基础, 它与计算机实现没有直接关系, 这一阶段的主角是(理论)语言学
家。
2．
与计算机关系最密切的是实现层, 它的关心焦点是如何控制计算机的各种执
行过程, 它也负责向其他层次的人员提供高效的开发工具与环境, 理论上它
与具体的语言无关。实现层的主角是计算机科学家和程序员。
3．
形式化层可以说是基础研究层与实现层之间的接口, 它的主要任务是将基础
研究提供的普通语法模型改写为更易于计算机处理的形式化语法模型。普通
语法与形式化语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静态的, 是陈述性的，而后者是动
态的, 是过程性的。将语法形式化是计算语言学家的任务。
其中计算语言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语言的形式化。显然，形式化的基础离不开数学和其
他面向计算的理论。也就是说，为了对语言进行形式化的描述，计算语言学家应该掌握一定
的数学及其它工具。具体而言，相关的知识有：
• 集合论、命题逻辑、谓词逻辑、类型（高阶）逻辑、Lambda 演算、模态逻辑
等；
• 形式语言、有限状态理论、上下文自由及相关文法，算法的可计算性和确定性
等；
• 图和树、特征结构及其一般运算等；
• 概率统计的一般知识；
• 文本标注技术、HTML、XML 等。
为了学生便于理解这些数学工具在语言学中的应用，我们选用了冯志伟的《数理语言学》
作为教材开设了“数理语言学”课程。而有关文本标注技术的内容则置于《信息技术》和《语
料库语言学》两门课中。
3．计算语言学理论基础
为了让学生了解计算语言学及中文信息处理的一般问题，我们设置了《计算语言学基础》
课程，采用的教材为侯敏的《计算语言学与汉语自动分析》[10]。通过这门课程，学生基本
掌握了计算语言学的历史和概况，对于中文信息处理中的汉字输入和分词等也有了一定的认
识。在这门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采用自编的小软件让学生做语言形式化分析的练习，还用
已有的一些较成熟的分词和词性标注软件指导学生进行文本语料的处理，这不但培养了学生
的动手能力，也让学生初步感受到了计算语言学作为一门交叉性学科的魅力，增加了进一步
4

见冯志伟为侯敏《计算语言学与汉语自动分析》一书所作的序。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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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兴趣。
在这些课程后，我们发现还有必要进一步从学科的交叉性入手，再开设一些能够体现计
算语言学交叉性特点的课程。然而，面对如此复杂、涉及多种学科的领域，该如何选择呢？
我们在前面说过，计算语言学是一种面向应用、含有构建成分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它的最终
目标是构造一个能够和人用自然语言进行交流的人工智能体。既然如此，就少不了要和计算
机打交道，换言之，我们需要通过计算机来模仿人类的语言处理能力。而要让计算机做任何
事情，我们必须要让计算机理解我们的意图，这种人机之间的交流需要用语言来完成，目前
这种人机交流的语言一般是面向机器的程序设计语言。人类的梦想是有朝一日用自然语言和
机器进行交流，事实上，这也正是计算语言学家的主要任务。由此，我们会很自然地会遇到
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一个应该成为培养所有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语言学方向学生的得到共识
的核心知识和技能呢？语言学家是否也应该懂得一些算法知识？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
文科背景的语言学系的计算语言学专业所学的程序设计与计算机科学系有何不同？ 能不能
找到一种能够为文科背景学生接受的、比较容易掌握的、又适合自然语言处理的程序设计语
言呢？
我们还一直认为，计算语言学是所有语言学分支中，最需要和国际接轨的。为了培养具
有国际视野的学生，我们在课程设置时应该参考国外大学有关课程的设置情况。为此，我们
通过各种形式考察了国外近百所大学的计算语言学课程的内容，特别对那些设有计算语言学
专业大学的相关课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我们也参考了一个有关欧洲 60 所开设了计算语言
学相关课程的大学的调查5。在 60 所大学中，其中有 33 所的计算语言学课程属文科。该调
查显示，在计算语言学教学的程序设计语言方面，其中有 40 所采用了 Prolog 作为主要的教
学语言。关于这一点大家很容易通过互联网来验证，一是访问有关大学的计算语言学或自然
语言处理课程的网页，看看课程采用什么程序设计语言；二是登陆全球最大的书店 Amazon
检索有关计算语言学所用程序设计语言的相关书籍，其中使用较为普遍的面向自然语言处理
的 Prolog 教科书有 Covington[11], Pereira/Shieber[12]等。看来，Prolog 语言是该专业学生学习
程序设计语言的首选。这个调查也显示，有 49 所大学的计算语言学课程核心内容是句法剖
析算法6（Parsing algorithms），另外一个教学的重点是形式语法（Formal grammars），有 45
所大学开设。这样做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无论要让机器做什么，首先都得对输入的自
然语言语句进行分析。这样我们又为学生开设了《Prolog 程序设计》和《自然语言的计算机
处理》两门课程。选择 Prolog 的理由主要有：
它是最常用的 NLP/CL 教学语言之一，几乎就是计算语言学界的 Lingua Franca；
国际接轨和阅读国外专业文献的需要；
对于没有其他程序语言编程知识的人而言，Prolog 更易入门；。
Prolog 是一种“用户友好”的语言；
可以满足构造软件原型的需要；
非常适合于自然语言剖析算法的实现。
我们的 Prolog 课程教学采用由 Blackburn、Bos、Striegnitz 编写的《Learn Prolog
Now!》(2001, Saarland University)，此书已被国外多所大学作为教材。通过这门课的
学习，学生可以掌握 Prolog 程序设计语言的一般知识，读懂用这种语言写成的程序并编
写一些简单的程序，可以利用 DCG（定子句文法）构建简单的自然语言句法分析程序。《自
[6]
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课程采用了冯志伟的《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 一书和自编教材，

5

http://www.hit.uib.no/AcoHum/cl/cl-questresult.html
关于句法剖析(parsing)的重要性，德国计算语言学家 Hans Uszkoreit 有如下名言“If you can walk, you can
dance. If you can talk, you can sing. If you can parse, you can understand.”（转引自 Martin Volk 的语料库语言
学讲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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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有：有限状态自动机, 有限状态剖析器和转换器, 递归转移网络(RTN), RTN 转
换器和 ATN,自底向上的句法剖析, 自顶向下的剖析, 左角剖析算法, 良构子串表和 CYK
算法, 自底向上活性线图剖析, 自顶向下活性线图剖析, 特征结构与合一运算, 基于特
征结构的剖析, 基于依存语法的剖析等。这门课的特点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说清楚每
一种计算语言学算法的同时，也用 Prolog 进行了实现。学生可以通过对这些程序的调试
和运行，更深入地比较各种算法的优劣。课程的目的不仅如此，我们希望学生用自己写的
汉语 CFG 语法调试学习这些算法，这培养了学生的自然语言形式化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
一个语言学背景的计算语言学人员最应该掌握的。为了方便学生调试自己的汉语形式语
法，我们也向学生介绍了由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计算语言学系的 Matthias Trautner
Kromann 开发的 Copenhagen Tree Tracer（以下简称 CTT）。CTT 是一个用 Prolog 开发的
图形接口和一个基于线图的剖析程序，它可以方便地跟踪句子分析结果并修改剖析所用的
CFG 和 PATR 形式的自然语言语法。
事实证明，Prolog 语言确实具有方便易学、适用性强的特点，以下例句及句子树结构
选自学生的课程作业7：三个学校的校长来了。

为了弥补 CFG 作为形式化体系的不足，我们又开设了《句法引论》的选修课。课程
采用了 Sag、Wasow[13]的“句法”教科书，另外也介绍了其它一些面向实用的语言形式化
理论，如依存和配价语法等。选修《句法引论》课程的学生，在课程结束后，可以读懂
HPSG 的有关文献并且具有使用这种理论来分析汉语的初步能力，课程也要求学生掌握依
存语法的一般原理，可以用依存语法模型分析和标注真实语料。
4． 结语
计算语言学是一门主要由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交叉形成的学科。随着计算机在人类生活
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计算语言学家肩上的任务也越来越重。为了使这一对人类极有意义的
学科得以发展，在大学设立相应的专业是非常必要的。计算语言学经过 50 多年的历史已经
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时，我们应该突出计算语言学的这种交叉
性，只有这样学科才能得到继续前进的动力。本文根据中国传媒大学应用语言学专业语言信
息处理方向课程的设置和安排，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希望会对其他兄弟院校相关专业的
课程设置有些用处。除了一般的语言学课程外，我们开设的有关课程计有：《信息技术与应
用》、
《数理语言学》、
《计算语言学基础》、
《软件工程（Prolog）》
、
《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
《实验语音学》、《语料库语言学》、
《计算语言学方法》、《机器翻译引论》、《句法引论》等。
7

选自本系 2001 级汉语言专业本科生赵怿怡的《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课程作业。作业要求学生写出汉
语 CFG 语法，然后放入 CTT 调试，树图是 CTT 根据语法自动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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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本文主要针对的是文科背景语言学相关专业计算语言学方向设立的，这样我
们所讨论的是一种面向理论的计算语言学教学，所谓面向理论不是说不要实践，而是强调我
们所说的实践是一种在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在本科阶段，我们没有开设专门的基于统
计的自然语言处理课程，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学生文科背景的占多数，开设此类课程的效果
不好。当然，随着越来越多的基于语料库的计算语言学工具的出现，我们也会考虑增加这一
方面的课程。无论如何，基于语言学理论的计算语言学教学应该成为语言学系计算语言学方
向的一个教学和科研重点。统计方法发展到今天，许多学者都已意识到统计和规则的结合是
非常必要的，近年来连续召开的“树库和语言学理论”(Treebanks and Linguistic Theories)8研
讨会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限于篇幅我们所讨论的课程主要是本科层面的，硕士和博士方面的
课程设置本文没有涉及。我们也没有提及开设的有关语言学和计算机方面的一般课程，在语
言学方面参照中文专业的课程设置，在计算机方面开设了数据结构、程序设计语言等。至于
计算机等理工科背景的计算语言学方向的课程设置，可能会有不同，但不管怎么样，均不应
忽视计算语言学的这种交叉性，因为这是学科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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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会议于 2002 年 9 月在保加利亚 Sozopol 举行，第二次会议于 2003 年 11 月在瑞典的 Växjö 举行，第
三次于 2004 年 12 月在德国的 Tübingen 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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