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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提出了一种从未经深层次处理的双语口语语料库中自动获取机器翻译模

板的方法。这种算法是一种无监督的、基于统计的、数据驱动的方法。这种方法有两个基本

的步骤。首先，通过语法归纳分别从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中获取语义类和短语结构类。然后，

利用双语划界文法将短语结构类进行对齐。对齐的结果经过后处理就可以得到翻译的模板。

初步的试验结果表明，本方法是有效的和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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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new approach which automatically acquires translation 
templates from the unannotated bilingual spoken language corpora. This approach is an 
unsupervised, statistical, data-driven approach. In the approach, two basic algorithms named 
grammar induction algorithm and alignment algorithm using Bracketing Transduction Grammar 
are adopted. First, the semantic groups and the phrasal structure groups are extracted from both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Second, the alignment algorithm based on Bracketing 
Transduction Grammar aligns the phrasal structure groups. The aligned phrasal structure groups 
are post-processed as the translation templates. The preliminary experimental result is show that 
our algorithm is effective and 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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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机器翻译的模板是机器翻译系统中的一种重要的知识表示形式，由于它具有表达简洁，

形式直观，概括性强等优点，近年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很多机器翻译和机助翻译系统中，

机器翻译模板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因此，机器翻译模板自动获取方法的研究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了一种从英汉对齐的双语语料库中基于短语结构抽取和对

齐的自动获取机器翻译模板的方法。 
在早期的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系统中，翻译模板往往是手工从语料库中提取出来的。

Kitano在他的系统中采取了一种翻译规则的手工编码的方式[1]。Sato也建立了一个基于实例
的机器翻译系统[2]，在这个系统中，采用了人工撰写的匹配表达式作为机器翻译的模板。
但是，当语料库越来越大的时候，这种人工的方法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会带来越来越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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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 
一些学者也提出了自动从语料库中获取模板的方法，如Güvenir和Cicekli等人提出的基

于类比学习的方法[3][4]和Watanabe、Imamura等人提出的基于结构对齐的方法[5][6]。基于
类比学习的方法是通过比较语料库中的翻译实例的相同部分和不同部分，加以归纳，将不同

的部分进行变量置换而得到翻译模板。这种方法需要非常大规模而且存在大量相似句子的双

语语料库。基于结构对齐的方法遵循着一个“分析－分析－匹配”的过程[7]。这种方法首
先分别对两种语言进行句法分析，然后根据一定的启发式算法进行双语的结构的匹配。这种

方法同时需要两种语言的高精度的句法分析器，就目前来说，尤其对于汉语，很难找到一个

可靠的句法分析工具。吕雅娟[9]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单语句法分析的结构对齐方法，取得
了不错的效果，但是仍然需要以句法分析作为基础。 
在本文当中，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统计的、数据驱动的机器翻译模板自动获取方法。这

种方法的基础是双语的语法归纳（grammar induction）以及基于双语划界文法（Bracketing 
Transduction Grammar（BTG））的结构对齐。本文的剩余部分是这样安排的：第2部分介绍
模板获取系统的系统架构；第3部分分别介绍两个基本算法，即双语的语法归纳算法和基于
双语划界文法的对齐算法；第4部分介绍实验结果以及分析；最后，第5部分为结语。 

2 系统架构简介 

基于结构对齐的模板获取方法是目前模板获取研究中的主要方法，许多学者在这个研究

领域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由于难以获得足够精确的句法分析的结果（尤其是中文），

使这种方法的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因此，我们致力于找到一种途径来避免使用句法分析

的结果。在本文当中，我们使用双语的语法归纳作为短语结构提取的方法。 
我们的机器翻译模板获取系统的架构如图1所示： 

       

 
图1    翻译模板获取系统架构 

 

系统的输入是句子对齐的中英文双语语料。首先，我们对中文的语料进行分词，然后分

别在中英文两种语言当中进行语法的归纳，从而分别在双语中得到了语义类（标识为SCi）
和短语结构类（标识为PCi）。最后，采用改进的BTG对得到的短语结构类进行对齐。对齐后
的短语结构类进行后处理以后就可以得到所需要的翻译模板。 
下面简单的举例说明模板的获取方式。表1中所列的是我们从语料库中获取的部分语义

类和短语结构类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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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部分语义类和短语结构类 

Chinese part: 
SCC10 → 单人间 ∣ 双人间∣ 标准间  

PCC3 → 一 个  

PCC8 → PCC3 SCC10 

PCC12 → 我 想 预订  

PCC20 → PCC12 PCC8 
English part: 
SCE5 → single | double | standard  

PCE2 → want to  

PCE4 → a SCE5 room 

PCE8 →I PCE2 reserve 

PCE14 → PCE8 PCE4 
 

由表1中的语义类和短语结构类，经过对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结果： 

[[I/我  [want/想 to/ε] reserve/预订] [a/一 ε/个 N
*
 room/N]]. 

其中，to/ε表示to在本句中没有对应的中文词； 

且 N=单人间 ⇔  N*=single;  N=双人间 ⇔  N*=double;  N=标准间 ⇔  N*=standard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翻译模板： 

我 想 预订 ⇔ I want to reserve      ① 

一个 N ⇔  a N
*
 room              ② 

在②中，N=单人间 ⇔  N
*
=single;  N=双人间 ⇔  N

*
=double;  N=标准间 ⇔  

N
*
=standard 

我们将①称作常量模板，将②称作变量模板。 

3 基本算法描述 

3.1  语法归纳算法 

本文中所采用的语法归纳算法是一种聚类算法。这种算法包含两个主要步骤：空间聚类

和时间聚类。在空间聚类过程中，我们将具有类似上下文的单元聚为一类，这些单元往往具

有相似的语义，我们把这些类称作语义类，将其标记为SCi。在时间聚类的过程中，我们将

具有最高同现概率的单元聚为一类，这些单元往往是常用的短语，我们将这些类称作短语结

构类，将其标记为PCi。语法归纳算法的流程如表2所示。 

 
                               表2 语法归纳算法的流程 

第一步：设定计数器i=0; 

第二步：如果处理的是中文的部分，对中文的部分进行分词； 

第三步：提取词表（单位不仅仅是词汇，有可能还有类的标记）； 

第四步：空间聚类，将语义相似度较高的词汇聚为一类； 

第五步：将语义类中的词汇用它们的标记进行代换； 

第六步：时间聚类，将具有较高互信息的聚在一块儿； 

第七步：将短语结构类中的单元用其类的标记进行代换； 

第八步：i=i+1； 

第九步：如果i达到了事先定好的次数N，结束； 

        否则的话，转到第三步。 

 

聚类的次数N要根据语料的情况进行设定。 

在空间聚类中，我们采用了两类相似度量度，分别是基于距离的量度和基于向量空间的

相似度量度。下面分别对这两类相似度量度进行介绍。 

在基于距离的量度中，我们采用Kullback-Leibler（KL）距离作为两个单元上下文分布

的相似程度的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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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1表示单元e1的邻接词汇的分布，p2表示单元e2的邻接词汇的分布，V表示所有出

现在e1和e2邻接位置上的词汇的集合。 

为了获得对称的距离量度，我们使用了散度作为距离的量度： 

)||()||(),( 122121 ppDppDppDiv +=                 （2） 
两个单元e1和e2的距离就可以表示成为： 

              ),(),(),( 212121
rightrightleftleft ppDivppDiveeDist +=            （3） 

为了使得聚类的精度更高，我们引入了扩展上下文的概念。所谓的扩展上下文，就是e1

和e2邻接词汇的邻接词，即在语料库中与e1和e2距离为2的词汇。在计算中，我们也将扩展上

下文考虑进来，两个单位的距离就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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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212 ppDiv 为扩展上下文的散度。 

两个单元的相似程度就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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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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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于向量空间的相似度量度中，我们引入特征向量来描述一个单元的上下文，如果一

个单元w出现在给定的单元e的上下文中，这个特征就可以用f(posi,w)来表示，posi表示w
的位置，如果w出现在e的左边，posi的值就是left，反之，posi的值就是right。每个特征

的值就是该特征在语料库中出现的次数的总和。我们用 ),,,( 21 nuuu L 和 ),,,( 21 nvvv L 来表示

两个单元u和v的特征向量，n为所有从语料库中提取的特征的总数。fi表示第i个特征。 

我们引入了三种基于向量空间的相似度量度，余弦量度（Cosine Measure），基于点式
互信息的余弦量度（Cosine of Pointwise Mutual Information）以及 Dice系数(Dice 
Co-efficient)。 
余弦量度计算的是两个特征向量的余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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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点式互信息的余弦量度的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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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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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fP i 表示特征fi和单元u的共现概率， )( ifP 表示特征fi出现的概率， )(uP 表示单元u
出现的概率。 

Dice系数的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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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如果 x>0， s(x)=1，否则 s(x)=0 。 

在空间聚类当中，我们选取最相似的单元（也就是相似度最大的单元），将它们聚为一

类，并用SCi作为标记。然后，用标记替代该类中的单元，转而进行时间聚类。 

在时间聚类中，我们采用互信息作为表征两个单元同现程度的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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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最大的互信息的单元将被聚为一类，并用PCi作为其标记。然后用相应的标记替换

其对应的类别，接着进行循环进行空间聚类和时间聚类，直到达到预先设定的次数。 

在语法归纳结束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标记为SCi的语义类和标记为PCi的短语结构类，接

下来就要进行短语结构的对齐了。 

3.2 基于双语划界文法的对齐算法 

假设一个英语的句子e1,…,eT ，它对应的汉语句子为c1,…,cV。 tse L 表示英语子串es+1, 

es+2,…, et， vuc K 表示从cu+1到cv的汉语子串。由BTG，双语的局部最优函数可以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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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tsFe ， ),( vuFc 分别为英语和汉语的约束函数，s，t分别为双语分析中对应英文

部分的开始位置和结束位置，u，v为汉语的开始位置和结束位置。约束函数的作用是将已有
的结构信息表示出来，并且融入到分析当中。以下面的句子为例，如果分析的边界与结构抽

取的结果相矛盾，如（4，5）、（1，2）等，此时我们就要给对应的约束函数赋一个很小的值

（比如0.001）;如果分析的结果与结构抽取的结果完全吻合，如（2，3）、（5，7）等，我们

就要给对应的约束函数赋一个较高的值（比如10）；当分析的结果在结构抽取的范围之内的

时候，如（5，6）、（6，7）等，约束函数就要被赋一个中等大小的值（比如1）。 

[[I/1 [want/2 to/3] reserve/4] [a/5 single/6 room/7]]. 

 汉语约束函数的定义与英语的定义是相同的。 

短语级的结构对齐可以通过动态规划的算法来实现，具体算法的实现可以参照文献[7]。 

4 实验结果及分析 

4.1 实验语料库 

我们实验所采用的语料库是收集于旅游信息查询领域的英中双语口语语料库。该语料库

包含2950个句子对。共有汉语词汇989个，英语词汇1074个。汉语句子的平均句长为7.0个词

汇，英语句子的平均句长为6.7个。将这些句子作为数据集进行语法归纳、结构对齐，从而

获取翻译模板。 

4.2 实验结果 

在语法归纳中，聚类的次数N设定为100。 

实验的正确率定义为： 



%100×=
N
NrAcc                                  （12） 

其中，N为算法从语料库中抽取出的所有模板的个数，Nr为其中正确模板的个数。 

在只使用词汇的对译概率的情况下，BTG也可以进行双语的分析，进行短语的对齐。因

此，我们将我们的算法与仅仅使用BTG进行了比较，比较的结果如表2所示： 
                             表3 实验结果比较1 

实验 Acc(%) 

只使用BTG 63.58 

我们的算法 75.44 

 

为了考察不同的相似度量度对算法的影响，我们分别采用不同的相似度量度进行了实

验，实验的结果如表3所示： 
表4 实验结果比较2 

相似度量度 Acc(%) 

Dist*  75.44 
Cosine Measure 73.21 

Cosine of Pointwise 
Mutual Information 

76.77 

Dice Co-efficient 75.69 

 

4.3 实验结果分析 

从表3中可以看出，使用我们的算法的架构进行机器翻译模板的自动获取要优于仅仅使

用BTG，而且正确率也达到了不错的水平，说明了这种算法是有效的。 

从表4中可以看出，采用不同的相似度量度，对于系统的正确率有一定的影响，采用基

于点式互信息的余弦量度作为相似度量度所能达到的正确率最高。 

实验结果中的错误的产生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在聚类算法中还没有充分的利用

句子中包含的各种信息；其二是在一些习语的对齐中产生了一定的错误。 

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将引入一些同义词词典的知识，并将对一些特殊的语言现象

进行一些预处理以获得更好的实验效果，降低错误产生的机率。 

5 结论 

在本文当中，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统计学习的机器翻译模板的自动获取方法。这种方法

不需要对语料库进行标注，不需要任何句法分析器。在该方法中，我们采取了在双语中分别

进行语法归纳以获取语义类和短语结构类，然后采用以BTG作为指导的结构对齐的流程。结

构对齐的结果进行后处理而得到机器翻译的模板。初步的实验结果表明，虽然我们在提高语

法归纳和对齐的质量上还面临着很多的困难，该方法还是取得了比较令人满意的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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