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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几年来，基于短语的统计翻译模型在机器翻译研究中受到普遍关注，并取得了较好的翻译性能。

但是，由于目前基于短语的翻译系统在解码时采用精确匹配的策略，常常导致数据稀疏，一方面，有些短

语在训练获得的短语表中找不到精确的匹配，使其成为未知短语；另一方面，短语表中大量的短语无法得

到充分的利用。为此，我们提出了基于短语模糊匹配和句子扩展的翻译方法。对于不存在于短语表中的短

语，通过模糊匹配的办法，寻找与其相似的短语，然后将所有相似短语用于替换原短语，从而生成扩展句

子，在此基础上对所有扩展的句子进行翻译。由于并不是所有扩展后的句子都能提高原始句子的翻译效果，

因此，我们在句子翻译完成后设置了组合分类器用于选择最优翻译结果。实验证明，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

提高翻译系统的译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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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to 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 Based on Phrase  

Fuzzy-matching and Sentence Expansion 
LIU Peng,  ZONG Cheng-qing 

(National Laboratory of Pattern Recognition,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hrase-based 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 model obtains more attention and gets 

good translation performance. However, the model uses the strategy of precise matching in decoding, and the data 

sparseness becomes a serious problem. On the one hand, some phrases become unknown phrase because they are 

not able to be matched precisely in the phrase table; On the other hand, most of the phrases in the phrase table 

can’t be fully used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herefore, we propose a novel translation approach based on phrase 

fuzzy matching and sentence expansion. In our approach, for a phrase that doesn’t exist in the phrase table, saying 

unknown phrase, we find its similar phrase in the phrase table through fuzzy matching. Then the sentence is 

expanded by replacing the original phrase with the similar ones. And then all the expanded sentences are translated 

into the target language sentences. Finally, a combination classifier is employed to select the best one of the 

translations. The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at this approach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translation quality. 

Key words: Machine translation; Phrase-based 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 fuzzy matching; combination 

classifier 

 
1 引言 
近几年来，基于短语的统计机器翻译模型取得了良好的翻译效果，在机器翻译研究中得

到广泛关注。在该方法的翻译过程中，将任意连续的字符串都视为短语，从对齐的双语语料

库中抽取双语短语对，并以短语为翻译的基本单位[1]。但是，由于系统在翻译过程中采用短

语精确匹配的策略，一般只能利用很少一部分短语，往往导致数据稀疏严重，一方面，有些

短语在训练获得的短语表中找不到精确的匹配，使其成为未知短语；另一方面，短语表中大

量的短语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特别是长短语，更是如此。对于口语来说，由于其特殊性，



句子中存在大量间断、重复、修正、冗余、倒装等非规范的语言现象[2]，使翻译句子中的所

有短语都能够在短语表中找到精确的匹配，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例如，在句子“下 一 班 是 几点 ？”中，省略了主语，这是很常见的口语现象。在

目前基于短语的翻译过程中，由于缺乏上下文信息，无法判断下一班指什么，是指飞机，还

是指火车？这就给翻译造成了困难。而在短语表中，存在类似的短语“下 一 班 飞机”，因
此，如果能够利用短语表中的短语将句子修正为完整的表达，则容易得到正确的翻译。 
再如下面的两个句子：(1)“您 是 在 这儿 用餐 还是 带走 ？”；(2)“您 在 这儿 吃 

还是 带走 ？”。两个句子语义相同，但是在短语表中存在长短语“在 这儿 吃 还是 带走”，
所以，第二个句子可以得到较好的翻译结果“Do you eat here or to go ?”。而第一个句子中的
短语“在 这儿 用餐 还是 带走”无法得到精确匹配，只能切分成更短的短语，因此句子被
翻译成：“Are you here meal-time or out ?”，显然不如第二个句子的翻译结果好。 
因此，如何充分利用已经获得的短语知识，以提高翻译系统的性能，从而得到较好的翻

译结果，成为我们关注的问题。从直觉上讲，如果能够利用更多的长短语，可以使译文更加

流畅，得到更好的翻译结果。 
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中，Och提出的对齐模板的方法[3]将单词映射到词类，该方法算法简

单，容易实现，应用较广。但是，单词聚类的性能对翻译结果的影响比较大。何中军提出了

基于短语相似度的统计机器翻译模型[4]，用基于实例的方法翻译长短语。但是这种方法要求

相似的短语必须具有与原短语相同的长度及词性序列，限制比较严格，不能很好地缓解数据

稀疏问题。特别是在口语中，个别词的存在与否并不影响整个句子的基本意思。如果采用这

种严格的限制，仍然使很大数量的短语无法得到利用。 
因此，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短语模糊匹配和句子扩展的统计翻译方法，首

先利用模糊匹配的思想，在短语表中查找可利用的相似短语，并利用所有相似短语生成新的

源语言句子，称之为扩展句子。然后，对所有扩展短语进行翻译，并利用组合分类器选择最

优翻译结果。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 2节介绍我们提出的基于模糊匹配的翻译方法；第
3节给出实验结果及其分析；最后一节给出了结论和下一步工作的展望。 

 
2 基于模糊匹配的统计翻译策略 

基于模糊匹配的统计翻译策略可以描述为如下过程：对于一个待翻译的源语言句子：

1 1 2
m

ms s s s= L ，对应的翻译结果为： 1 1 2
l

lt t t t= L 。在基于短语的翻译过程中，首先将源语言

句子切分成短语，其中短语的形式为 start ends sL (1 start end m≤ ≤ ≤ )，是连续的词序列。假设 1
ms

可以切分成由 J 个短语构成的集合 1
Jf ，对于 1

Jf 中的每条短语 jf ，分别在短语表中查找：如

果能找到，说明存在 jf 的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可以直接利用已有的知识；相反，如果找

不到，说明不存在 jf 的对应翻译，我们称为未知短语。基于短语的统计翻译系统，是无法

直接利用这样的短语的。把句子切分成短语并确定未知短语后，我们对未知短语进行扩展，

找到与其相似的可翻译的短语。假设有 I 个短语不存在于短语表中，这些短语构成集合 1
If% 。

由于长短语的精确匹配更加困难，因此，在 1
If% 中，长短语居多。 

由于这些短语不在短语表中，在翻译过程中是无法直接利用的。但是，在短语表中却存



在着与这些短语非常近似、语义基本相同的短语。因此，首先我们通过模糊匹配的方法，在

短语表中查找相似的短语；然后，在原句中将原短语用短语表中的相似短语做替换，生成新

的源语言句子，称作扩展句子，并利用翻译系统将扩展句子翻译成目标语言；最后，使用组

合分类器的方法将翻译效果好的句子识别出来。 
根据上述描述，基于模糊匹配的翻译框架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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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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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模糊匹配的翻译框架示意图 

在该框架中存在三个关键问题：(1) 如何建立短语模糊匹配策略；(2) 如何生成扩展句
子；(3) 如何设计组合分类器。下面分别具体描述。 

 
2.1 短语模糊匹配 

在短语模糊匹配中，主要有两类方法：一是基于字符串的相似度，将两个短语视作字符

串，计算两个字符串之间的相似度；二是基于语义的相似度，分析两个短语的语义，通过某

些语义资源，如知网[5]，WordNet等，计算两个短语语义之间的相似程度。目前计算两个词
语之间的语义相似度已经得到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很多方法，如基于知网的词汇语义相似度

计算方法[6]。但是短语之间的语义相似度计算方法还不够成熟，速度和准确率不够理想，所

以我们选用了基于字符串的相似度方法。 
基于字符串的相似度计算，学者们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很多相似度度量的方

法。因为短语表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大，所以我们对计算速度的要求比较严格，并选择了以下

两种相似度度量方法。 
(1) Dice 系数 
Dice 系数的定义是： 

1 2
1 2

1 2

( , ) 2
s s

Dice s s
s s

=
+
I

 

其中， 1 2s sI 表示两个字符串 1s 、 2s 中相同元素的数目， 1 2s s+ 表示两个字符串长度的和。

Dice 系数越大，说明两个字符串之间的相似程度越高。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计算速度快，适
合对大规模的数据进行处理。但是，由于没有考虑到词语之间的位置关系，这是一种比较粗



略的相似度计算方法。 
(2) 编辑距离 
编辑距离的定义是：使一个字符串变成另一个字符串而进行的插入、删除、替换操作的

最少次数[7]。编辑距离不但考虑了两个字符串之间相同元素的数目，还考虑了它们之间的位

置关系，是一种更为精确的相似度度量方法。通常，将编辑距离归一化，以便比较。编辑距

离越小，说明两个字符串越相似。与 Dice 系数相比，编辑距离的计算速度较慢，但是结果
更加准确。 
在这里，我们结合 Dice系数和编辑距离来计算相似短语。首先，根据 Dice系数对短语

表做初步的筛选，查找与 if%基于 Dice 系数相似的短语。通过这样的筛选，可以将大部分无

关的短语过滤掉。然后，对所获得的短语，继续计算它们与 if%的编辑距离，得到与 if% 的编

辑距离小于阈值的短语的集合，记为 1
Pg 。由于两种相似度都与短语长度有关，对于长度较

短的短语来说，即使只有一个词不同，也会导致相似度有较大的差别。因此，通过限制两种

相似度的阈值，可以确保找到的相似短语与原短语 if%是非常近似的，都是长度较长的短语，

而且没有长度或词性等限制。由于相似度的限制不是很严格，可以得到更多的相似短语，有

效缓解了数据稀疏的问题。同时，在翻译过程中，也有更多的语言知识可以利用。 
 

2.2 扩展句子生成 

通过短语模糊匹配，我们在短语表中为短语 if%找到了一组相似短语 1
Pg 。为了能够在解

码过程中利用到这些相似短语，需要构造一些新的包含这些相似短语的源语言句子。我们称

源语言句子 1
ms 为原始句子，并假设 if%在 1

ms 中的位置为[ , ]begin end ，即 i begin endf s s=% L 。用 1
Pg

中的一条相似短语 pg 替换短语 if%，可以得到一个新的源语言句子，记做 ,i ps′ 。由于 ,i ps′ 是原

始句子 1
ms 经过短语替换扩展而来的，我们称为扩展句子。如图 2所示。 

i

begin ends s

f

L
14243

%
1 1 1
m

begins s s −= L

, 1 1i p begins s s −= L

1end ms s+ L

1end ms s+ Lpg

 
图 2 原始句子与扩展句子 

对 1
Pg 中的每一条短语都进行如上操作，可以得到 P个扩展句子 ,1 ,, ,i i Ps s′ ′L 。这组句子是

对短语 if%做替换得到的，记做 ( )iE f% 。 1
If% 中的每条短语都可以得到一组相似短语，进而得到

一组扩展句子，所有的扩展句子构成集合
1

( )
I

i
i

ExpSen E f
=

= ∑ % 。然后利用基于短语的统计机器

翻译系统，将所有的扩展句子翻译成目标语言，其中， ,i ps′ 的对应翻译记做 ,i pt ′ 。 



通过以上步骤，我们为源语言句子 1
ms 生成了一组扩展句子 ExpSen，并得到了它们的对

应翻译。例如，原句为“下 一 班 是 几点 ？”，在短语表中，不存在短语“下 一 班 是”，
但是可以找到相似短语“下 一 班 飞机 是”，经过短语替换，生成扩展句子“下 一 班 飞
机 是 几点 ？”。如图 3所示。 

 

 
图 3 一个扩展句子的实例 

由于扩展句子中的长短语是存在于短语表中的，在解码过程中，就可以利用到这些语言

知识，从而可能产生翻译质量更好的句子。我们的目的，是从扩展句子的翻译中找出那些翻

译质量有提高的句子。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自动评价句子翻译质量的标准是 BLEU。对于每
一个扩展句子的译文，我们对它进行 BLEU 打分，并与原始译文的 BLEU 得分做比较。根
据 BLEU 得分提高与否，可以把扩展句子分成两类：一类是 BLEU 得分有提高的，另一类
是 BLEU得分没有提高的。 
但是，BLEU打分需要有译文的参考答案。如何在没有参考答案的情况下，把两类句子

区分开呢？我们利用了组合分类器。 
 

2.3 分类器设计 
组合分类器可以融合多个分类器的结果，使分类效果得到显著提升。我们选择 SVM分

类器作为基本分类器。SVM 分类算法主要用于解决二元模式分类问题，基本思想是在向量
空间中找到一个决策平面，这个平面能最好的分割两个分类中的数据点 [8]。我们利用

LIBSVM[9]工具实现了 SVM分类算法，并采用径向基函数(Radial Basis Function, RBF)作为
核函数。 

在分类器设计上，主要有三个问题，特征选择、分类器训练和分类结果融合。 
(1) 特征选择 
特征选择是模式识别中的一个关键问题，直接影响到分类器的性能。 

如果一个扩展句子的翻译质量更好，应该同时满足两个条件：a) 扩展句子 ,i ps′ 应该与原

始句子 1
ms 非常接近，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保证扩展句子与原始句子的语义是相同的。b) 扩

展句子的翻译 ,i pt ′ 应该与参考答案非常相似， ,i pt ′ 与参考答案越接近，译文的 BLEU得分就越

高。 
因此，可以将扩展句子与原始句子，以及扩展句子的翻译与参考译文之间的相似程度作

为分类器的特征。另外，解码器的打分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反映了译文的质量。我们选择

译文的解码器打分比值，未知短语 if%与相似短语 pg 的相似程度，扩展句子 ,i ps′ 与原句子 1
ms 的

词性序列相似程度，以及扩展句子的译文 ,i pt ′ 与参考译文的相似程度等 16个特征。如表 1所



示： 
 

表 1 分类器特征  

特征 说明 

解码器打分比值 
扩展句子的译文 ,i pt′ 与原始翻译结

果的解码器打分之间的比值 

未知短语 if% 与相似短语 pg 的相似程度 

扩展句子 ,i ps′ 与原句子 1
ms 的词性序列的相似程度 

扩展句子的译文 ,i pt′ 与参考译文的相似程度 

相似程度包括： 

1. Dice系数 

2. 编辑距离 

3. Overlap系数 

4. Jaccard系数[10] 

5. 长度比值 

 
(2) 分类器训练 
在训练语料上，对每一个源语言句子，首先按照模糊匹配的方法计算相似短语，生成扩

展句子，并得到对应的翻译；然后根据译文的参考答案对每一个翻译结果进行 BLEU打分，
最后提取上文所述的 16个特征。将扩展句子译文的 BLEU得分与原始句子的得分相比较，
如果 BLEU 得分有提高，则标为正例，否则标为反例。通过这种方式，构造了训练数据。
源语言句子通常有几个译文作为参考答案，因此我们为每一组译文训练一个分类器，分别进

行参数训练。这样，我们得到了多个分类器，并在最后通过融合算法将分类结果融合起来。 
(3) 分类结果融合 
实验表明，融合多个分类器结果的组合分类器在很多方面要优于参加组合的单个分类

器，组合分类器的研究最近也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实验中，融合方法采用了投票规则[11]。

假设有 R个分类器，其中 R为译文参考答案的数目，对于一个样本， R个分类器分别进行
判别，并将得到最多的那个类别作为样本的最终判别类别。 

在测试语料上，由于没有参考答案，因此我们将句子 1
ms 的原始翻译结果作为参考答案，

从中提取特征，并分别送入每一个分类器中进行判别。由于参考答案只与最后五个特征有关，

且 Dice 系数、Overlap 系数、Jaccard 系数与词序无关，只有编辑距离与词序有关，长度比
值只与译文的长度有关。而原始的翻译结果中包含了一定的译文信息，如句子长度、词汇选

择等，因此，从中提取的相似度特征具有较好的鲁棒性。 
 

3 实验及分析 
我们分别在 IWSLT2007(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poken Language Translation)及

IWSLT2008 BTEC中英文本翻译任务上进行了实验。翻译引擎采用我们开发的基于短语的统
计机器翻译系统。我们分别在两个任务的训练集上抽取短语，调整翻译系统的参数，这里为

了表示方便，将这两个任务分别称为 SMT07和 SMT08。训练数据除了任务本身的训练集，
还加入了网上公布的资源1。实验数据基本统计量如表 2所示。 

表 2 实验数据统计 

任务 训练集 开发集 测试集 短语长度限制 短语表规模 

SMT07 275,882句 489句 489句 7 24.3M, 394,910条 

SMT08 321,770句 764句 507句 10 420M, 4,420,370条 

                                                        
1 http://iwslt07.itc.it/ menu/resources.html 
http://www.slc.atr.jp/IWSLT2008/archives/2008/10/resources.html#LinguisticResources 

http://iwslt07.itc.it/
http://www.slc.atr.jp/IWSLT2008/archives/2008/10/resources.html#LinguisticResources


 
3.1 实验一 
为了验证扩展句子的翻译结果中是否存在翻译质量有提高的句子，我们按照如下算法进

行处理： 
算法 1：提取最优翻译的方法 

 

 

实验的目的是将扩展句子中翻译质量最好的一句抽取出来，以验证扩展句子中，是否存

在翻译质量有提高的句子。我们把这样得到的翻译结果称为最优翻译。 
我们使用 IWSLT 2007测试集及 IWSLT2008开发集在各自的系统上进行了以上实验，

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 最优翻译与原始翻译比较 

数据集 IWSLT2007 测试集 IWSLT2008 开发集 

翻译系统 SMT07 SMT08 

中文句子数量 489句 764句 

扩展句子数量 4,044 11,854 
平均生成扩展句子数 8.26 15.51 

原始翻译结果 BLEU得分 0.3750 0.4639 
最优翻译 BLEU得分 0.4223 0.5810 
最优翻译中扩展句子的数量 277 410 

 
通过表 3数据可以看出，在 IWSLT2007测试集上，原始的翻译结果的得分为 0.3750，

而从扩展句子中挑选出的最好翻译结果，即最优翻译的 BLEU 得分为 0.4223，比原始翻译
结果的得分提高了 4.73个百分点。在 IWSLT2008开发集上，原始翻译结果的 BLEU得分为
0.4639，而最优翻译结果的 BLEU得分为 0.5810，比原始结果提高了 11.71个百分点。 

在这两个数据集的实验上，翻译结果的 BLEU 得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证明了通过模
糊匹配的方法，生成的扩展句子中存在翻译质量更好的句子。原因主要在于，长短语的应用，

提高了句子的翻译质量。而且，通过短语替换，使输入句子的差异性增加，从而有机会获得

更好的翻译结果。 
在 IWSLT2008 开发集上，BLEU 得分提高的幅度更大，这是因为该系统的短语表规模

更大，生成的扩展句子更多，平均每个原始句子可以生成 15.51个扩展句子。而 IWSLT2007
测试集实验上，由于系统的短语表规模较小，平均每个句子只能生成 8.26 个扩展句子。可
以看出，大规模的短语表对提高系统翻译性能是有帮助的。 
扩展句子在最优翻译结果中所占数量方面，IWSLT2007上是 277句，占总数的 56.6%；

而 IWSLT2008上是 410句，占总数的 53.6%。两个实验中，都有半数以上的最优翻译是在
扩展句子中产生的，BLEU得分的提高，主要来源于这方面。这也说明，通过模糊匹配的方
法增加长短语的利用率，对提升翻译质量是有效的。 



以上实验证明了通过模糊匹配生成的扩展句子中，包含翻译质量更好的句子。但是，通

过组合分类器的方法来筛选最优翻译，是否可行呢？我们设计了以下实验。 
 

3.2 实验二 
首先在 IWSLT2007、IWSLT2008 开发集上，分别利用各自的短语表产生扩展句子，提

取特征，并训练 SVM分类器。我们在 IWSLT2007开发集上训练了 7个分类器，IWSLT2008
开发集上训练了 6个分类器。然后，我们在各自的测试集上生成扩展句子，提取特征，并用
组合分类器方法选择翻译效果有提高的句子。当有多个扩展句子被分类成可以提高性能的一

类时，我们选择第一个扩展句子译文作为最后的翻译结果。实验结果的 BLEU 得分如表 4
所示。 

 

表 4 实验结果 BLEU得分比较 

数据集 IWSLT2007 测试集 IWSLT2008 测试集 

翻译系统 SMT07 SMT08 

Baseline 0.3750 0.3543 

FSMT (N=4) 0.3714 0.3666 

FSMT (N=5) 0.3786 0.3614 

FSMT (N=6) 0.3775 0.3621 

FSMT (N=7) 0.3766 —— 

 
在表 4 中，基线系统(Baseline)为我们实验室开发的基于短语的统计翻译系统的输出结

果，FSMT指本文提出的基于短语模糊匹配和句子扩展的翻译方法得到的翻译结果。N为组
合分类器阈值，即满足至少 N 个分类器分类结果为正的句子才能作为最后的翻译，否则将
原始翻译结果作为最后翻译。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在 IWSLT2007测试集上，当 N取 5时，
得到了最好的翻译效果，BLEU得分为 0.3786，比原始得分 0.3750提高了 0.36个百分点。
在 IWSLT2008测试集上，当 N取 4时，得到最高的 BLEU得分 0.3666，比原始得分 0.3543
提高了 1.23个百分点。IWSLT2008提高幅度大的原因，是因为短语表的规模更大，生成的
扩展句子更多。 
另外，我们注意到，IWSLT2008实验上的所有结果都得到了提高，而在 IWSLT2007测

试集上，只有 N≥5时，BLEU得分才高于原始结果。当 N=4时，得分还有降低。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受到短语表的限制，IWSLT2007的短语表规模小，能产生的扩展句子数量少，
在训练分类器时，训练数据少很多。因此，在这些数据上训练出的 SVM分类器效果就差一
些。另一方面，当采用投票规则的分类器融合方法时，并不是所有的分类器都参加就能达到

最好的效果，融合方法还有待提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增加对未登录长短语的利用，可以提高句子的翻译质量。但

是，目前采用了投票规则方法融合多个 SVM分类器的结果，提升的效果还比较少，与能够
达到的最高得分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1)特征选择：目前使用的特征，
还不能很好地区分出翻译质量好与差的句子，因此，需要抽取更加有效、更加有区分度的特

征，来进行分类器的训练。(2)分类器融合：组合分类器的融合方法是目前受到广泛关注的
问题，主要包括固定的融合方法及可训练的融合方法[12]。投票规则属于固定的融合方法，

不需要调节参数，使用简单，但是分类效果比较有限。 
 
4 结论及展望 
我们在基于短语的统计机器翻译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模糊匹配的统计翻译策略。



通过模糊匹配的方法，寻找可供扩展的相似短语，并生成扩展句子，以达到充分利用短语表

里的语言知识的目的。由于采用模糊匹配的策略，可以利用到更多的短语，有效地缓解了数

据稀疏的问题。最后，通过组合分类器的方法，从扩展句子中挑选翻译结果最好的一句。实

验结果证明，这种方法可以提高翻译系统的性能。 
但是，现在的方法，对翻译系统性能的提升还比较有限，难度主要在于如何从扩展句子

中把最优的翻译提取出来。目前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在短语模糊匹配的策略中，仅

使用了基于字符串的相似度，找到了更多的短语的同时也引入了很多噪声，导致有些扩展句

子的语义与原句是不同的，自然无法得到满意的译文。因此，在短语模糊匹配时，应该更多

的考虑短语之间的语义相似性。下一步，我们准备改善模糊匹配策略，利用知网等语义资源，

过滤掉语义不同的短语，保证扩展句子与原始句子的语义相同。另一方面的问题是组合分类

器的性能不够理想。目前的提取的分类器特征还不够有效，不能很好的把翻译质量好的句子

识别出来。在下一步的工作中，需要提取更有效的分类器特征，同时改善分类器的融合方法，

以提升组合分类器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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