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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向限定领域的特定任务翻译服务，在有限资源的掌上电脑（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PDA）上实

现快速语音翻译这一实际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suffix arrays 数据结构的快速翻译算法。在该算法的基础

之上我们建立了旅游信息查询领域的汉英语音翻译模块，并在 PDA 平台上加以实现。初步的实验结果表明，

该系统不仅具有较好的实时性和比较高的正确率，能正确处理一些语音识别产生的错误，而且在限定领域内

可以达到较高的覆盖率，为语音翻译的进一步实用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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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novel fast transl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the data structure of suffix arrays is proposed to 

solve the translation service problem in restricted domains for specific tasks with limited resources on PDA. Then 

based on this algorithm a Chinese-to-English speech translation module based on travel information accessing is 

established and implemented on a PDA platform. Preliminary results show that it could not only work with a rapid 

speed and high accuracy and deal with some errors from speech recognition, but also reach a high coverage on 

specific domains, which makes a step further towards real applications of speech transl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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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国际化时代的到来，消除语言障碍的社会需求的日渐迫切，语音自动翻译技术研究

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面向限定领域特定任务（比如餐饮服务、天气预报信息翻译、体育信

息翻译等）的语音翻译系统具有广泛的用途和巨大的潜在的市场。 
语音翻译（Speech-to-speech Translation）是指通过计算机实现从一种语言的语音到另一种语

言的语音的转换过程。其基本设想是让计算机像人一样充当持不同语言的说话人之间翻译的角

色。典型的语音翻译系统如图 1 所示，其输入是持某种语言（源语言）的用户的语音，语音经过

语音识别部分识别为文本以后，由机器翻译模块把源语言文本翻译为目标语言文本，然后由语音

合成部分输出目标语言的语音。 

 
图 1 语音翻译系统 

在过去的十多年研究中，人们借鉴文本机器翻译，提出了很多语音翻译方法，并开发出了一

些语音翻译系统[1-4]。 
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Example-based Machine Translation，简称 EBMT）方法是在语音翻译

中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翻译机制[5]。这种翻译技术的优点在于：翻译机制不需要对其进行深层

次的句法分析，翻译机制所依赖的实例库是对翻译历史客观的记录，从而避免了人为因素（如基

于规则的方法中人工标注字典、编写规则等）的主观性。其不足之处在于：系统往往难以处理实

例库中没有记录的陌生的语言现象，而且当实例库达到一定规模时，其实例检索的效率较低。 
与文本翻译相比，语音翻译具有如下的两个特点：一是语音翻译所需要处理的是语音识别的

结果，该结果中往往含有识别错误，语音翻译必须要克服识别错误带来的影响；二是翻译的速度

问题，语音翻译必须具有较好的实时性才能走向实用，对翻译速度的要求相对较高。由于这两个

特点的存在，目前已经提出的翻译方法往往很难适应有限系统资源下快速语音翻译的要求。 
我们以 EBMT 为基础，首次采用了 suffix arrays 数据结构及其对应的高效搜索算法用于口语

翻译，设计了一种快速的实例搜索算法，并将其应用于 PDA 上的语音翻译系统之中。 

 

2 翻译模块的设计 

 

 机器翻译模块是语音翻译系统之中的核心模块之一，这个模块设计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

到整个系统的效果。在本节中，我们将从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两个方面对翻译模块的设计进

行简要的介绍与说明。 
在翻译方法的选取方面，根据第一节的分析我们提出的基于 suffix arrays 数据结构的方法，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第一是语音翻译系统的需要，由于语音翻译模块的输入是语

音识别的结果，所以在进行翻译模块设计的时候要考虑到如何处理语音识别中的错误；第二

是系统平台的要求，由于这个系统是建立在 PDA 平台上的，存储容量以及运算能力都十分有

限（存储容量 64MB，处理器为 StrongARM SA－1110，主频为 400MHz），与目前的 PC 机的

主流配置（CPU P4 2.0GHz，存储器：内存 256MB，硬盘 80GB）还是有着较大的差距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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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进行翻译方法的选取上要考虑到空间占用和计算量的问题；第三是现有资源的充分利用，

我们在与国际语音翻译联盟（C-STAR）成员的联合研究中[6]，收集了在旅行过程中的常用口

语中－英对照的句子各 10 万多句，在进行翻译方法的选取的时候，我们也应当充分地考虑到

这部分资源的应用。综合考虑以上的三个因素，我们决定采用一种改进的基于实例的翻译方

法，并且引入 suffix arrays 这种数据结构，加快在实例检索过程之中的速度。 
在翻译策略方面，本着限定场景和功能型翻译的原则[7]，将旅行过程中的口语对话 10 万

多个句子进行分类。根据不同的场景，将句子划分为餐馆、商场、酒店、邮局、银行等 13 个

子领域，这样，在每一个子领域当中，语音翻译就成为相对封闭的任务定义，大大降低了语

音识别和翻译的难度。我们首先在 13 个场景（子领域），以每个场景中所有的句子作为语料

库，以每一个句子作为语料库的一个子文档，分别离线建立其 suffix arrays。在运行时，根据

用户选择的场景，调入其对应的数据资料，这样就大大地节省了空间，降低了计算的复杂度。 

 

3 suffix arrays 简介 

 

suffix arrays 是一种数据结构，基于这种数据结构的算法可以快速地从一个大型语料库中检

索出一个子串的出现次数、它所出现的文档的个数以及它所在的文档。这种数据结构已经被广泛

地应用于信息检索等领域中[8,9,10]。 

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的基本观点是在翻译数据库中检索类似的翻译例句，其实质也可以归结

为一种检索的过程。因此，我们就可以利用 suffix arrays 快速高效的特点，将其利用于翻译系统

之中的实例搜索。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将每一个翻译实例视为翻译语料库中的一个子文档，对于

输入的句子在翻译语料库中进行检索，寻找最为近似的句子以获得翻译的结果。 

所谓的 suffix array（用 s 来表示）就是一个经过排序的 suffix 序列。suffix（用 s[i]来表示）

就是指从语料库中的 i 位置一直到 i 位置所在的文档结束这一部分子串。下面简单地举例说明

suffix arrays 的建立。 

假设语料库由三个子文档组成，这三个子文档分别是：（1）ABC（2）BCAD（3）BBD。其中（1）、

（2）、（3）为文档的编号，A、B、C、D 代表语料库中的子串。suffix arrays 的建立由两个步骤组

成。第一步是 suffix arrays 的初始化，即将每个文档的 suffix 取出，并按照 suffix 取出的顺序建

立一个序列。初始化的 suffix arrays 如表 1 所示： 

表 1 初始化的 suffix arrays 
Suffix Array 对应的位置 文档编号 子串内容 

S[0]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0 

1 

2 

3 

4 

5 

6 

7 

8 

9 

1 

1 

1 

2 

2 

2 

2 

3 

3 

3 

ABC 

BC 

C 

BCAD 

CAD 

AD 

D 

BBD 

BD 

D 

第二个步骤是 suffix arrays 的排序，将第一步中得到的 suffix arrays 进行按照其中元素的编码



的顺序进行排序，就可以得到需要的 suffix arrays。这个语料库的 suffix arrays 的表示如表 2 所示。

表中“对应的位置”是指该 suffix 在语料库中的起始位置，“子串内容”为 suffix 所对应的子串

的内容。 

表 2 经过排序的 suffix arrays 
Suffix Array 对应的位置 文档编号 子串内容 

S[0]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0 

5 

7 

1 

3 

8 

2 

4 

6 

9 

1 

2 

3 

1 

2 

3 

1 

2 

2 

3 

ABC 

AD 

BBD 

BC 

BCAD 

BD 

C 

CAD 

D 

D 

由上述的 suffix arrays，就可以方便地计算出一个子串在语料库中出现的次数，包含这个子

串的文档个数以及这个子串所在的文档。给出一个语料库中包含的子串 t，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以

t 开头的 suffix 的范围，假设 s[i]是以 t 开头的第一个 suffix，s[j]是以 t 开头的最后一个 suffix，
那么，在语料库中 t 的出现次数就是 tf=j-i+1，t 在且仅在{s[i],s[i+1],…,s[j]}这些位置出现，只

要找到这些 suffix 所对应的文档编号，就可以得到 t 所在的文档以及包含 t 文档的个数。这种搜

索的时间复杂度仅为 O（log（N））[11]，其中 N 为语料库中元素（字或词）的总的个数。 
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想要得到 B这个子串的相关信息，首先就要查找以 B 开头的 suffix。

可以发现第一个以 B 开头的 suffix 是 s[2]，最后一个以 B 开头的 suffix 是 s[5],所以 B 在语料库

中的出现的次数为 5－2＋1＝4 次，B 所在的位置为{s[2]，s[3]，s[4]，s[5]}，其对应的文档编号

分别为{3，1，2，3}。由此可得，B 所在的文档在语料库中共有 3 个，对应的文档编号为{1，2，

3}。同样，BC 这个子串在语料库中出现了 2 次，它所在的文档在语料库中共有 2 个，对应的文

档编号为{1，2}。 

 

4 翻译模块的架构与流程 

 

翻译模块的系统流程框图如图 2 表示： 

下面对流程中的各个步骤进行解释： 

第一步，数据载入。根据系统提供的场景信息，载入该场景的相关资源，如该场景所对应的

suffix arrays 文件、词典、翻译结果的集合等等。 

第二步，预处理。对语音识别的结果进行预处理，首先通过词典对识别结果进行词性标注，

然后对其中的一些关键信息的成分进行归约，输出翻译结果的时候对这些关键信息单独进行处

理。这类关键信息主要是一些实体，比如说人名（PEN）、地名（PLN）、数量（QUA）、数字串（NUS）、

时间（TIM）、楼层（FLR）等等。 

第三步，整句匹配。将预处理后的整句结果根据建立好的 suffix arrays 进行搜索。如果可以

找到的话，根据输入语句与语料库中语句的长度差进行排序，转到第六步；否则的话，接下来进

行第四步。 



 

图 2   翻译模块的流程图 

第四步，分段匹配。将输入的语句拆成 bigram（即句子中长度为 2 个词的子串）的集合，

对这些 bigram 根据 suffix arrays 进行搜索，记录这些 bigram 所在的句子，以及这些 bigram 在输

入和目标句子中的位置信息。 

第五步，动态规划。根据上一步记录下来的 bigram 的位置以及相应的句子，利用动态规划

的方法计算该句子与输入语句的相似度，并根据相似度对这些文档进行排序。相似度是按照如下

方式进行计算的： 

如果两个串都是空串的话，SIM(“”, “”) =0；否则的话，SIM(a,b)=MAX(SIMs(a,b),SIMg(a,b))。 
其中，SIMs(la,lb)=MAX(Score(m)+SIM(na,nb))；l＝mn 为从第一个词开始的最长匹配子串；

Score(m)=-log(df(m)/N)；df(m)为 m 在整个语料库中出现的文档个数，N 为语料库中的所有文档数；

SIMg(xa,yb)=MAX(SIM(a,yb),SIM(xa,b),SIM(a,b))；在上述的公式中，a,b,x,y,m,n,l 均为句子中的子

串。 

第六步，翻译结果获取。根据上面获得的句子的编号，找到其对应的翻译结果。 

第七步，后处理。将翻译结果中的关键信息翻译成为目标语言，最后输出结果。 

下面举例说明整个翻译的流程： 

假设语音识别结果的句子为：我 想 改变 一下 我 执教 的 光洁度 

首先进行预处理，对输入进行词性标注： 

我/r 想/v 改变/v 一下/d 我/r 执教/v 的/u 光洁度/n 
然后进行规约，由于句子中不含有我们所设定的关键信息，因此归约后的结果仍是： 

我 想 改变 一下 我 执教 的 光洁度 

由于检索无法直接找到对应的句子，因此将输入的句子拆成如下的 bigram： 

“我 想”、“想 改变”、“改变 一下”、“一下 我”、“我 执教”、“执教 的”和 “的 光洁度” 

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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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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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信息

数据载入

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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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分别在语料库中搜索上述的子串，记录它们的位置。 

接着用上面所介绍的动态规划算法，找到相似度最高的句子为： 

我 想 改变 一下 我 指甲 的 光洁度 

根据这个句子获取翻译的结果为： 

              I'd like to change my nail polish, please. 
由于句子中不含有我们所设定的关键信息，所以无需进行后处理的过程，直接将上面的句子

作为翻译的结果进行输出。 

 

5 实验 

 

从 13 个场景中选取 3 个场景，并在每个场景中选取 200 个句子进行实验。从语音的输入、

语音的识别到机器翻译的整个实验过程完全在 PDA 平台上进行的。 
我们分别从翻译的实时性以及翻译的正确性这两个方面对翻译系统进行评估。 
1. 实时性： 
整个系统语音识别的速度大概在 1.2 倍实时到 2.5 倍实时左右，机器翻译的速度大概在 1.5

倍实时到 3 倍实时左右，整个从语音到语音的翻译过程大概为 3.2 倍实时到 6.5 倍实时左右。单

从翻译速度方面进行考虑，用户基本上可以接受，基本上可以达到实用的水平。 
2. 正确性： 
对每一个语音输入，系统给出一个语音识别的结果。根据这个识别结果，经过翻译模块的翻

译，输出 5 个翻译的结果，实验的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实验结果 

场景 语音识别率（％） TOP1 TOP5 错误 
1 86.27 178 194 6 
2 85.44 175 193 7 
3 85.21 174 192 8 

表中，TOP1 表示翻译给出首选句子正确的结果个数，TOP5 表示翻译给出的 5 个候选句子

中含有正确翻译句子的结果个数，错误表示翻译给出的 5 个候选句子中不包含正确翻译句子的结

果个数。 
从实验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语音翻译系统对于语音识别的错误结果具有一定的适应

能力，对于 80％以上含有部分识别错误的句子仍能给出正确的结果，给出首选句子正确的比例

为 87％～89％，5 个候选结果中含有正确翻译的比例为 96％～97％，充分证明了我们系统的有

效性。 
但是对于个别情况的识别错误本方法尚无法进行处理的。例如，原句为“我 的 电话 号码 是 

八 二 六 一 四 四 六 八”，在语音识别的过程中发生了删除错误，识别结果为“我 的 电话 号
码 是 八 二 六 一 四 六 八”，在归约的过程中，我们把“八 二 六 一 四 四 六 八”和“八 
二 六 一 四 六 八”同样视为数字串进行处理，所以翻译的结果就是“My telephone number is 
eight two six one four six eight”。为了防止这种在语音识别的过程中发生的关键数据丢失或者错误

的情况，我们如果判断到句子中含有这种信息的时候，可以要求用户对这部分关键信息的识别结

果进行确认，在用户断定这部分是正确的之后，再进行翻译，这样可以提高翻译的准确度。 



6 结论 

 

本文以场景式、功能型的思想为基础，提出了一种基于 suffix arrays 数据结构及其对应的快

速搜索算法的语音翻译方法，并应用于 PDA 上的语音翻译系统当中。初步的实验结果表明，基

于这种方法的语音翻译系统克服了 PDA 运算速度慢、存储容量小等缺点，不但具有良好的翻译

实时性，而且在翻译的正确性方面也有较好的表现，为语音翻译的实用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本文中所采用的方法只是一种简单的检索与匹配，并没有进行深层次的处理，从某种角度上

讲，这种方法并不是翻译。但是文中的系统是建立在旅行过程这个领域中的各个相对封闭场景之

上的，我们的实例库的覆盖范围还是比较大的(达到 90％左右)，因此，对于这个限定领域中的

各个场景来说，我们的方法还是实用的。 

在进一步的工作中，我们还需要近一步完善预处理和后处理的模块，并且对于语料库中的实

例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和扩充，增加语料库的覆盖度，从而加强系统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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