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双数组和 PAT 树算法的动态词典机制
姜鹏

黄德根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大连 116023）
摘要：现有分词词典在使用过程中会遇到未登陆词问题。为了能够正确识别未登录词，有必
要将这些信息添加到词典中去，而现有的分词词典对词的添加均存在一定的不足。对于静态
词典索引，当词条数目庞大时，添加新词重新生成索引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对于动态的词典，
添加词条不会耗费大量时间，但是每次使用该词典时都必须重新生成动态索引，词条越多耗
费时间越大。本文利用了一个动态索引算法和一个静态索引算法来构成一个词典，可以满足
词条的动态添加、删除和查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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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ynamic dictionary mechanism of
Double-array-based and PAT tree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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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isting participle dictionary can meet not registers the word question in the using
process. In order to correctly distinguish not registers the word,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se
information to the dictionary, but the existing participle dictionary all has the certain insufficiency
to the word increase. Regarding static dictionary index, when the entry number is huge, increases
the new word will re-produces the index that will cost the massive time. Regarding dynamic
dictionary, the increase entry cannot cost the massive time, but each time when uses this
dictionary must re-produce the dynamic index, the entry more costs the time is bigger. This article
used one dynamic index algorithm and one static index algorithm constitutes one dictionary,
which was allowed to satisfy the entry the dynamic increase, the deletion and the search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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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汉语自动分词是信息处理的基本单元，而词典是自动分词不可缺少的核心部分，在进行
汉语分词处理时系统需要频繁查询分词词典，如何有效的快速查询分词词典将直接影响系统
的整体性能，同时，词典词条的数量和质量将影响切分的正确性，如何提高词典的性能就成
为自动分词的首要任务。我们知道，目前应用广泛的分词方法是基于最大匹配的分词方法，
该方法的特点是速度快，结构简单，易于实现。
但最大匹配方法存在严重的不足，对于歧义和未登录词的切分无能为力，从而产生大
量的错误切分。另一方面，在目前网络应用当中，如网络搜索引擎，处在一个大规模、开放
的语言环境中，需要不断的对词典进行添加新词、删除词条等维护工作，这就要求分词词典
必须能够快速检索，动态添加，采用动态的分词词典就显的非常的必要。
本文采用双数组（Double-Array）的数据结构，结合 PAT 树的数据结构，设计了一种动
态的词典结构，利用它即可以实现快速查询，又可以满足动态词条的添加。常规词典部分的
查询与词条的个数无关，动态词典部分的查询随词条的增加变化很小，使得整个词典结构能
保持快速查询，并且词的覆盖率相应提高。最后通过试验说明了该词典算法的查询效率，使
得对该词典的整体性能有个初步了解。

2.词典的数据结构

整个动态词典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常规词典部分，另一个是动态词典部分。常规词典部
分采用的是 Double-Array 数据结构，动态部分采用的是 PAT Tree 结构。该词典具有的性能
概括为三个方面：随机添加新词成为可能；添加词条对文本切分不会产生明显影响；静态检
索部分与词条数目无关，动态检索部分随词条的增加变化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静态部分是分词词典的核心部分，采用的是基于 Hash 思想的 Double-Array 结构，动态
部分是动态词典的关键部分，采用的是压缩 Trie 结构。下面本文将介绍这两种算法的实现
原理和词典的结构。动态词典部分我们采用的算法结构是 PAT 树结构，该方法对于词条的添
加极为方便，可直接对词条进行添加，不需要对词典进行额外的操作，它的动态性和实时性
非常强，可以满足对词条的频繁添加和删除。
2.1 Double-Array 结构的提出
Double-Array 是 Trie 搜索树的一种变形。因为 Trie 树的空间复杂度为 O(n)，数据结
构复杂，查询效率较低。为了让 Trie 实用的实现算法在空间占用较少的同时保证查询的效
率，Aoe.J 提出了用 2 个线性数组来进行 Trie 树的表示，即双数组 Trie (Double-Array
Trie)。 它本质是一个确定的有限状态自动机（DFA），每个节点代表自动机的一个状态，
根据变量的不同，进行状态转移，当到达结束状态或者无法转移的时候，完成查询[6]。
2.1.2 Double-Array 结构特点
它有两个关键数组：
Base[]
：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相当于 Trie 树的一个节点。
Check[] ：相当于当前状态的前一状态。
对于从状态 s 到状态 t 的一个转移，必须满足：
check [ base [ s ] + c] = s
base [ s ] + c = t
其中 c 是输入变量，在实现的时候，我们用一个结构体来表示这两个数组结构。
struct UNIT
{
size_t base ;
size_t check ;
};
2.1.3 Double-Array 分词词典的查询过程
查询词 w 是否在词典当中，只需要根据查询词的字符值进行简单的加法运算，就能够在
词典索引中快速的找到要查找的词的位置。
确定词条查询
每个词是以‘＼0’为结束符号的。为了方便说明，我们运用了一些符号来表示，其中s是
初始状态，t是转换状态，f(a)是字符转换函数。f(α)={‘＼0’→1,‘a’～‘z’→98～123}，
t=base[s]+f(a); check[t]=s; 设定值的原因是为了简化字符的变换且使得每个字符的标
志号唯一，我们设定‘＼0’为1，其他字符的编号为每个字符对应的整数值加1。
例如查找单词“ab”。从数组下标 0 的base位开始进行状态转移，经过字符‘a’转移后，
base的新状态为: 1＋98＝99 即数组下标为99的base位为新的状态位。然后再通过字符‘b’
进行转移，转移后的新状态为：101＋100＝200 即数组下标为200的base位为新的状态位。
转移完所有的字符后，判断该数组对应的base值下标中的base值是否为负数，如果是负数则
说明该词再词典中存在，如果不是负数，则该词不再词典中。
最长词条查询与前缀词条查询
例如我们要查询“中”、
“中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存在前缀关系的词条在 Double-Array
中位置关系。由于彼此存在相同的位串，它们在 Double-Array 中的路径有一部分是相重的。

每个关键词在存入 Double-Array 时都添了一个结尾字符‘\0’，这些路径将在‘\0’的位置
处出现分叉，这些位置的 base[t]的值都为负数。如果我们将其中最长词条的路径称为主干，
则其它较短词条出现在这条路径的前面。一但输人匹配的最长词条被确定，则前缀词条查询
和最长词条查询这两种查询就同时完成了。所以“最长词条查询”与“前缀词条查询”所用
的方法是完全相同，只是输出的结果有所不同。
例如：如果查询到了“中华人名共和国”，那么“中”“中华”等前缀词条就同时找到了。
2.2.1 PAT 词典结构的提出
PATRICIA(Practical Algorithm to Retrieve Information Coded In Alphanumeric) 是 由
Morrisonrz〕在 1968 年首次提出的，Gonnet 在 90 年代将 PATRICIA 应用到全文检索领域，
发展成 PAT Tree 并获得很大的成功[5] ，它也是 TRIE 树的一种，我们将在以下具体介绍
该种算法的实现方法及原理。
2.2.2 PAT 树的结构特点
PATRICIA Tree 本质上是一种压缩的二叉查找树，它将关键词记录在树的结构中，从根
结点到叶子结点的每一条路径都代表一个关键词位串。在 PATRICIA Tree 中，关键词的具
体信息都保存在叶子结点上，PATRICIA Tree 的内部结点则用来记录关键词的路径，它有三
个基本的数据项: 比较位、左指针、右指针，其中，左指针和右指针分别指向该结点的左、
右子树，比较位记录的是从根结点到达该结点的所有位串中第一个不相同位的位置。由于比
较位的存在，途经该结点的位串将选择不同的后继路径，当比较位为 0 时，位串转向左子树，
当比较位为 1 时，位串转向右子树。该结构的详细内容请参考文献[3].
2.2.3 PAT 树的数据结构
PAT 树的数据结构如下所示：
struct Unit
{
unsigned short cmpbit;
// compare bit
Unit
* lpstr;
// left pointer
Unit
* rpstr;
// right pointer
}
该结构单元每个共需 10 个字节。内部节点的 cmpbit 表示要比较的位数，叶子节点的 cmpbit
表示该词在词典中的位置，我们根据位置值来确定该词的附加信息。

3.动态词典的结构
词典是文本切分的关键组件，词典的词汇量对文本的处理很重要，所以我们的词典需要
有自学习的能力，从外部语料中获得新词，扩充原有的词库。为了满足这个要求，我们在动
态词典中添加了词频统计模块。词典的主要结构示意图如下：

图 1 词典结构示意图
对词典的查询首先从静态模块开始，搜索失败后再转换到动态模块中，动态模块的词可
在字典未工作时添加到静态模块中，重新生成索引。动态模块可在字典工作时动态的添加词
条，增加了词典添加新词的灵活性。
新词的添加原则是：通过词频统计找到高频词，然后将其中包含在词典中的词去除，再
经过人工干预去掉其中不符合规则的词语，剩余的作为动态词库的新词保留，经过反复的学
习和纠正，动态词典的词条就显著增加了。该词典经过规则匹配，可以生成自动添加新词的
模块。

4.对两种词典的性能分析
通过试验表明，Double-Array 的查询速度是未经过优化的 PAT 速度的三倍，
由于 PAT 树
词典在应用中占据相对小的一部分空间，为了降低算法的复杂度我们不打算对该方法进行优
化(详细的优化方案请参考文献[2])，尽管如此，它本身一样可以完成优秀的查询，并不会对
词典的性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在这里我们给出 PAT 结构性能的整体分析结果，它说明 PAT
Tree 结构的性能是好于逐字二分法的[8]。
表 1 基于 PAT 树和逐字二分的两种分词词典机制的性能分析(微妙/次)

PAT 结构的优点在于添加词条时不需要重新排序，添加删除的速度很快，而且添加后检
索词的速度也很快，满足词典的快速检索要求。
为了更好的说明静态词典的查询性能，我们也给出了实验的结果，该结果表明
Double-Array 的查询性能大致是 PAT Tree 算法词典索引速度的三倍，并且从以上的结构分
析可以看出，它的结构非常简单，只用到了一个包含两个数组的结构，每个单元空间占用 8
字节，每次对词的检索不用重新生成词的索引结构，非常适合对词典数目固定部分的检索，
且非常易于实现，适用于各类词条个数固定的检索要求，同时也能满足网络数据的检索要求。
表 2 Double-Array 结构与 PAT Tree 结构性能比较

根据两种算法的实现原理分析，得知两种词典算法都克服了字符串匹配的缺陷。静态部
分采用的是 Trie 结构，本质是一个有限自动机原理，动态部分采用的是压缩二叉树结构，
采用逐位比较方法。静态部分的特点是检索速度非常快，动态部分的特点是插入新词的速度
非常快，因此，两者共用大大提高了词典的检索更新效率，提高了汉语自动分词的分词速度，
进一步适应了网络应用的要求。

5.结论
通过使用快速的查询更新算法，显著提高了词典的查询性能和覆盖率。对分词过程中

需要添加新词给出了解决方案，该方法解决了查询过程中添加新词所带来的困难，并保持了
原有词典的查询效率，对于大规模信息的处理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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