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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时间和数字命名实体的识别与翻译是统计机器翻译中语料预处理任务的一个重要步骤，对后续的模

型训练和系统性能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在考虑汉英两种语言中时间和数字命名实体构成规律的基础上，将

其进行了类别划分并分别制定了相应的识别和翻译规则，最终实现了一个基于规则方法的时间和数字命名

实体识别翻译工具。经实验测试，该工具具备较高的识别和翻译准确率，提高了统计机器翻译系统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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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chnique to recognize and translate time and number named entities is an important pre-processing

step in 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 (SMT). It certainly influences the performance of an SMT system. This paper

carefully investigates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ime and number named entitie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divides the time and number named entities into several kinds and formulates the corresponding rules for

recognition and translation. Ground on this, a rule-based system has been built to recognize and translate the time

and number named entitie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ccording to our experiments, the system is shown to

have a high accuracy of recognition and translation,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performance of SM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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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命名实体(named entity, NE )识别及翻译是信息提取 0、问答系统和机器翻译等自然语言

处理任务中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走向实用化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一

1 本论文的研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60736014）、国家 863 项目（编号：2006AA01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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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来说，命名实体识别和翻译的任务就是识别并翻译待处理文本中的三大类名称词汇：实体

类、时间类和数字类。这三类词汇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七小类：人名、机构名、地名、时间、

日期、货币和百分比。

命名实体识别与翻译方法主要可以分为基于规则的方法和基于统计的方法两种。目前的

主流方法是基于统计的机器学习方法，它利用人工标注的语料进行训练，模型从语言现象中

学习识别和翻译知识，自动判别并翻译命名实体。但基于统计的机器学习方法需要大规模语

料的支持，当语料规模较小时，会降低命名实体的识别和翻译准确率，最终影响后续的自然

语言处理任务。而基于规则的命名实体识别和翻译方法虽然需要人工编制规则，但它不依赖

于语料规模，不需要标注和训练，具有简单高效的优点。

由于时间类和数字类命名实体的形式比较简单，在命名规则上也有较为明显的可循规律

性，因此通常利用基于规则的方法对其进行识别和翻译。

本文根据汉语和英语中的时间和数字命名实体的命名规律，将时间和数字命名实体进行

了较为详细的分类，并分别制定了相应的识别和翻译规则，实现了一个基于规则方法的汉英

双向时间和数字命名实体的识别及翻译系统。

2. 识别规则与翻译规则

时间、数字命名实体的构造形式简单，命名规则有规律可循，但其表达形式具有多样性

的特点，因此为了便于时间、数字命名实体的识别和翻译，我们将其划分为如下六种类型：

数量（Number）、数码（Figure）、序数词（Ordinal）、时间（Clock）、日期（Date）、星期

（Week），并针对这六类分别制定识别规则和翻译规则。制定识别和翻译规则的基本策略如

下：

（1）识别规则

数量和数码识别：

获取阿拉伯数字串和汉语、英语词串；

以左邻词和右邻词为依据区分数量与数码词。

时间、日期、序数词、星期识别：

获取对应类别的名词词缀；

利用习惯和常用形式对获取的名词和已识别得到的数字表达式进行组合；

以左右相邻词或中间连接词作为识别标志。

（2）翻译规则

找到字串中特殊的名词词缀；

确定字串中名词词缀和数字表达式的相对位置；

利用习惯或常用基准对识别得到的字串进行分解并翻译；

对翻译结果进行重排序。

2.1 英语时间、数字命名实体的识别规则

命名实体识别通常包括两部分：（1）实体边界识别；（2）确定实体类别。英语中每个词

之间均由空格隔开，在进行规则匹配和类型确定时相对汉语较为容易。但英语的时间、数字

命名实体在使用时较为灵活多变，为尽量兼顾英语时间、数字命名实体的各种用法，英语时

间、数字命名实体的识别和翻译规则较为繁琐，且需要不断扩展。通过对英语数字、时间命

名实体构成规律的分析，我们给出了英语时间、数字命名实体识别的主要规则，如表 1 所示。



表 1. 英语时间数字命名实体识别规则

2.2 汉语时间、数字命名实体的识别规则

汉语时间、数字命名实体的识别和翻译基于分词后的文本进行，以便于确定时间数字命

名实体的边界。例如：“下 一个 周三”，通过空格可以迅速确定“星期”类命名实体“周三”

的边界。

虽然汉语时间、数字命名实体的命名规律相对固定，但也经常会出现一些较复杂的特殊

情况，例如：“4-5 百亿”。因此制定汉语时间、数字命名实体的识别规则时需要在一般规律

的基础上进行扩展。表 2 给出了遵循汉语时间、数字实体一般命名规律的实体识别规则。

表 2. 汉语时间、数字命名实体识别规则

实体类别 主要识别规则介绍（其中括号内为对应的翻译结果）

数量（Number） 1. 英语数量单词组合。如：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and fifty（二千

五百五十）

2. 带 point 英语数量词组合。如：one point five million（一百五十万）.
3. 混合阿拉伯数字表示数量。如：1.53 million（一百五十三万）

4. 分数、百分数。如：three sevenths（七分之三）thirty two percent
（百分之三十二）

数码（Figure） 连续英文数字组成数码。如：one two three（一 二 三）

序数词（Ordinal） 1. 英文单词组合。如：thirty second（第三十二）eighteenth（第十八）

2. 阿拉伯数字加后缀。如：36 th（第 36）
时间（Clock） 1. 两个英文单词组合。如：eight twenty-two（八点 二十二分）

2. 带 past 或 to 的时间表示。如：eight past ten（十点 八分）

3. 带 quarter 的时间表示。如：a quarter to ten（十点差一刻）

日期（Date） 常用日期表示方法。如：10 september 2008（2008 年 9 月 10 日）

october tenth ,2008（2008 年 10 月 10 日）

10th of september（9 月 10 日）

星期（Week） 表示星期的单词： Monday（星期一）

数字实体类别 主要规则介绍（其中括号内为对应的翻译结果）

数量（Number） 1. 汉字表示数量。如：四十三（forty-three）、三万（thirty thousand）
2. 混合阿拉伯数字表示数量。如：3 万（three hundred thousand）
3. 小数，分数。如：五分之二（two fifths）, 十五点二（15.2）
4. 大约的数量。如：七八百（seven or eight hundred）

数码（Figure） 连续的中文数字组成数码。如：二六二一零（two six two one zero）
序数词

（Ordinal）
特殊词“第”加数量词构成序数词。如：第二十四（twenty-fourth）

时间（Clock） 1. 确切的时间。如：7时 25分（seven twenty-five）、八点零八分（eight past
eight）

2. 表示时间的特定词。如：八点一刻（eight fifteen）
日期（Date） 1. 汉字表示日期：公元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eighth August 2008 A.D.）

2. 阿拉伯数字加表示日期的词缀：1990 年 6 月 23 日（23th June 1990）
星期（Week） 表示星期的前缀加对应汉字：星期一（Monday）周日（Sunday）



2.3 汉英双向时间、数字命名实体的翻译规则

时间、数字命名实体的翻译在识别结果上进行。由于翻译需要针对不同的实体类型作更

为详细的划分，因此相对识别规则较为繁琐，我们仅仅列举翻译过程中最常用的规则，如表

3 所示（其中 C1 C2…和 E1 E2...分别代表汉语和英语表示数字含义的词）：

表 3. 汉英数字命名实体翻译规则

3. 识别及翻译系统实现

根据上述识别和翻译规则，我们实现了基于规则的汉英双向时间、数字命名实体识别及

翻译系统。该系统由“汉到英”和“英到汉”两部分组成，每个部分结构相同，都包含 3
个基本模块：识别模块、翻译模块和输出模块。系统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基于规则的汉英时间数字命名实体识别及翻译系统框图

系统接受经过分词的汉语文本或经过词汇化（tokenization）的英语文本作为输入，以行

为单位进行处理。识别模块将包含数字信息的表达式抽取出来，按照表 1 所示的六类进行识

别标记。翻译模块根据识别模块的识别标记结果进行分类翻译。输出模块可以根据识别和翻

译的结果提供识别输出、翻译输出以及输出生词列表三种结果。

以英文句子 “September eighth is the thirty second day .” 为例，给出系统的识别与翻译过

程。例句中 September 为日期词缀，eighth 和 second 为序数词缀，thirty 为数量词，其他词

不具有数字含义。根据日期和序数词的识别规则，识别模块将 September 和 eighth 合并，并

规则 举例

汉

语

数量→阿拉伯数字→英语数量 三百二十八→ 328 → three hundred and
twenty eight

C1 C2 C3… → E1 E2 E3… 零一零五三→zero one zero five three
C1 点 C2 分 → E1 E2 八点 二十五 分 → eight twenty-five
C1 年 C2 月 C3 号 → E3 E2 E1 二零零九 年 十月 一日 → first October

2009
星期 C1 → E1 星期天 → Sunday

英

语

数量→阿拉伯数字→汉语数量 one thousand two hundred → 1200 →

一千两百

E1 E2 E3… → C1 C2 C3… five nine six → 五 九 六

E1 past E2 a.m. → 上午 C2 点 C1 分 eight past ten a.m. → 上午 十点八分

E1 E2 , E3 → C3 年 C1 月 C2 日 September 10th,2008 →2008 年 9 月 10 日

E1 → 星期 C1 Sunday → 星期日



标记为日期实体（Date）；把 thirty 和 second 合并，并标记为序数词实体（Ordinal）。根据

各类别翻译规则，翻译输出结果为：“<Date>september eighth ||| 9 月 8 日<\Date> is the
<Ordinal>thirty second ||| 第三十二<\Ordinal> day”。

以汉语句子“公元 二零零八 年 八月 八日 是 星期 五”为例给出系统的识别与翻译

过程。例句中 “公元”、“年”、“月”、“日”为日期词缀，“二零零八”为数码词缀，“星期”

为星期词缀，“八”和“五”为数量词。根据日期和星期实体的识别规则，识别模块把“公

元 二零零八 年 八月 八日”标记为日期实体（Date）；把“星期 五”标记为星期实体（Week）。
再根据各类别翻译规则，翻译输出结果为：<Date>公元 二零零八 年 八月 八日 | eighth
August 2008 A.D.<\Date> 是 <Week>星期 五 | Friday<\Week>。

系统还可以以生词列表的形式作为识别和翻译结果提供给后续的翻译系统，如：

4. 网络系统

本系统开发的目的在于作为一个工具，对语料进行预处理，以提高后续的机器翻译等自

然语言处理任务的准确率。为方便使用，我们在实现了该系统之后，又开发完成了网络版处

理系统，用户可以通过连接 http://159.226.21.8/numne 访问该系统。

网络版系统的实现使用了语言黏合剂 swig，它对原系统进行了 python 扩展，并使用

python的 web 框架 cherrypy 完成了动态响应和网页demo的设计。最后将其移植到apache

web 服务器运行，从而能够通过网络方便地连接并使用该系统。

系统访问主页面如图 2所示：

图 2 汉英双向时间数字命名实体识别及翻译网络系统界面

September eighth ||| 9 月 8 日

thirty second ||| 第三十二

公元 二零零八 年 八月 八日 ||| eighth August 2008 A.D.
星期 五 ||| Friday



5.测试结果与分析

我们使用 CWMT 新闻语料的开发集对汉英双向时间、数字命名实体识别及翻译系统进

行了测试。汉语新闻语料共有 3276 行，系统识别得到 1698 个汉语时间数字命名实体。英语

语料共有 3481 行，系统识别得到 956 个时间数字命名实体，并都完成了翻译（两个数据都

不包括单纯的阿拉伯数字）。测试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时间、数字实体识别及翻译结果

从表中可以看出，本系统对于汉语、英语时间数字命名实体的识别和翻译准确率比较高，

但由于语言使用的灵活性，仍有或多或少的一部分数字命名实体没有得到正确的识别或翻

译。下面是对错误出现的原因分析。

5.1 汉语时间、数字实体识别及翻译结果分析

在进行汉语的时间、数字命名实体识别和翻译之前需要对汉语语料进行分词，因此分词

结果的准确率对于时间数字实体识别和翻译有很大的影响。此外，汉语使用过程中的一些习

惯也造成了时间、数字实体识别和翻译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条（例子中箭头后面的为系统

的错误处理）：

● 具有连词意义的词或符号的使用。

连词的出现把数值前面或后面的词缀省略了，系统无法找到其对应的词缀，将其作

为数值处理。

例：七、八月份 → <Number>七 | seven<\Number> 、<Date>八月份 | August<\Date>
三 到 五 万 → <Number> 三 | three<\Number> 到 <Number> 五 万 | fifty
thousand<\Number>

● 汉语中的一词多义。

系统无法识别当前语义，只能从多种语义中选择一个。

例：“5 点”可以作为时间意义，也可以用坐如“5 点 意见”等的列举使用。

例：“49 年”可以作为表示时刻 1949 年，也可以表示时间长度“49 年”。

● 表示大约的词的使用。

例：四百 多 万 → <Number>四百 | four hundred<\Number> 多 万

十 几 万 → <Number>十 | ten<\Number> 几 万

5.2 英语时间、数字实体识别及翻译结果分析

英语词与词之间由空格隔开，没有对分词的要求。但英语的时间、数字命名实体在使用

时较为灵活，也使得在识别和翻译时出现错误。主要有以下几条（例子中箭头后面的为系统

的错误处理）：

语言 错词数 准确率

汉语 103 93.93%
英语 42 95.40%



● 连字符号的使用。

英语中有时用连字符号把两个词或数字连在一起使用，系统以空格之间的词为单位

进行处理，无法识别连字符号所连接的词。

例：july 14-15 → <Date>july|||7 月<\Date> 14-15

five-star → five-star(系统没有处理)

● 多义用法的使用。

英语中一种形式可以表示多种含义，使得系统无法辨别。

例：three fifty-five 可以表示时间“3 点 55 分”，也可以表示数量“355”

● 连词的使用

例：from 11 to 13 february → from 11 to <Date>13 february|||2 月 13 日<\Date>

5.3 对翻译性能的影响

为了更为直观地反映出时间数字的识别和翻译对最终翻译系统的作用，我们以

IWSLT09(国际口语翻译研讨会 2009)评测为实验来进行验证，其中表 5 和表 6 分别给出了在

开发集和测试集上的测试效果。

表 5 时间数字识别与翻译模块在 IWSLT09 开发集上的影响

如表 5 所示，我们在 BTEC、CTCE-CRR 和 CTEC-CRR 的开发集规模为各自任务下

IWSLT09 发布的所有开发集的总和。由表 5 可知，时间数字模块的引入对于翻译有比较好

的影响。在BTEC语料上提高了约 0.2个BLEU-4点，在CTCE-CRR上提高了约 0.3 个 BLEU-4
点，在 CTEC-CRR 上提高了约 0.03 个 BLEU-4 点。分析这里为什么对英中方向的打分影响

不大的原因，主要在于英中翻译的参考答案是基于字的，而一般的时间数字都是按照汉字翻

译的。也就是说，即便不用时间数字模块，得到的结果也跟没有加入的单个翻译当前数字时

间比较一致，所以影响不大也不足为怪。而对于汉英翻译而言，因为汉语的分词总是倾向于

将所有的时间数字合并成一个词汇，也就是说“一二三”会是一个词汇，那么对于测试集中

的时间数字而言，特别是数字，很可能属于未登录词，即在训练语料中不存在，这个时候我

们的时间数字识别和翻译模块就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将这部分的时间数字很好的召回并翻译

出来，从而很大程度的提高了翻译质量，这点在表 6 上体现的尤为深刻。

评测子任务 BTEC-DEV CTCE-CRR-DEV CTEC-CRR-DEV
测试句子数 2508 4447 1465
识别并翻译的

时间数字数
75 186 59

不加时间数字模块前的BLEU-4打分

（大小写不敏感）
46.75 39.15 47.30

加入时间数字模块后的BLEU-4打分

（大小写不敏感）
46.94 39.42 47.33



表 6 时间数字识别与翻译模块在 IWSLT09 测试集上的影响

如表 6 所示，因为测试集数目很小，而所占的时间数字比重比较大，所以导致时间数字

模块对于测试集的效果比开发集要明显很多，而引入的时间数字模块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

翻译的质量，在 BTEC 上提高了约 2 个 BLEU-4 点，在 CTCE-CRR 上提高了约 3.5 个 BLEU-4
点，在 CTEC-CRR 上提高了 0.04 个 BLEU-4 点。

由表 5 和表 6 六个实验很明显可以看出，对于口语语料而言，因为时间数字出现的几率

比较大，所以导致加入该模块对最终翻译质量的影响有比较大的影响。

6.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一个基于规则的汉英双向时间数字命名实体的识别和翻译系统。实验证明，

该系统能够较准确地识别并翻译汉语、英语数字和时间命名实体，具有简单高效的优点，对

于机器翻译、文本信息抽取等自然语言处理任务性能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针对目前实验中出现的一些错误现象进行深入分析，进一步改

进系统识别和翻译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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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测子任务 BTEC-TST CTCE-CRR-TST CTEC-CRR-TST

测试句子数 469 405 393

识别并翻译的时间数字数 39 90 83

不加时间数字模块前的 LEU-4 打分

（大小写不敏感）
38.47 30.69 38.74

加入时间数字模块后的 BLEU-4 打分

（大小写不敏感）
40.43 34.30 38.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