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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语 平行语料库在 自然语 言处理领 域有很 多重要应 用，但 是 大规模 双语 平行语 料库的 自动 获取 并不容 易。 

该 文提 出了一种 有效的从 Web上 获取 高质量双语 平行 语料 库的方 案 ，研 究 了候选 双语 混合 网 页获取 和 平行 句对 

抽取等 关键技 术。运 用该文方法共获取 了 258万双语 平行句对 ，平均正确率为 93．75 ，其 q-前 150万句对的平 均 

正确 率达到 96 。该文还提 出句对质量排序和 领域信息检 索两种 方法将 Web数据 应用于统计机 器翻译 的模型训 

练 ，在 IWSI T评 测数 据上 BI EU 值可 以提 高 2到 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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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ning Parallel Corpora from W eb and Its Application in M achine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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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Laboratory of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Processing，Institute of Computing Tec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90，China) 

Abstract：Bilingual parallel corpora can be used in many applications of NI P，but it’S not easy tO acquire the large 

scale corpora automatically．This paper proposes an effective solution to mine high—quality bilingual parallel corpora 

from web pages and analyses the key technology of obtaining candidate mix-languages web pages and sentence align— 

ment．W e have extracted 1．67 million parallel sentences，which average accuracy is 93．75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first 1 million sentences is 96％．This paper also proposes the sentences re ranking method and domain informa 

tion retrieval method tO apply the web data tO the training of SMT mode1．Experiments conducted on the IWSI T 

tasks show 2 tO 5 BI EU gains over baseline． 

Key words：W eb mining；parallel corpora；sentence alignment；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 

引言 

在计算语言学 的发展和研究 中，双语平行语料 

库的作用 日益突显 ，双语平行语料库可以用于统计 

机器翻译的模型训练 ，双语语料库的建设对于双 

语词典编纂 、跨语言信息检索也有重要价值 。但 

是大规模双语平行语料库 的获取并不容易 ，现有 的 

平行语料库在规模 、时效性 和领域 的平衡性等方 面 

还不能满足处理真实文本的需要 』。随着互联网的 

普及和迅速发展，越来越 多的信息 以多语言 的形式 

发布 ，这就为双语或多语的语料库建设提供了资源 。 

web上的双语 网页大致可 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 

双语信息分布于两个对照的网页间，本文称之 为双 

语平 行 网 页 (例 如 http：／／www．gov．hk／tc／resi— 

dents／和 http：／／www．gov．hk／en／residents／)；另 

一 类是双语信息包含在同一个网页内，如图 l所示， 

本文称之为双语混合网页 。已有的研究方法主要处 

理的是双语平行 网页，获取双语 平行网页有两种常 

用方法 ：一种是基于 URI 相似性L4 ]：首先利用搜 

索引擎和双语网站中的语言标志作为启发式信息 

(如网站 中的“English Version”、“中文版”等)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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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候选双语平行 网站 ，然后再利用 网页 URI 地址 

的相似性(如 file—e．htm[和 file
— c．htm[)来获取平 

行网页。另一种是基于 网页结构相似性 的 ]：通 

过追踪平行 网页上的链接 ，分析网页之间的 html标 

签结构(DOM tree)的相似性 ，不断迭代发现新 的候 

选平行网页。基于双语平行网页的双语平行资源获 

取方法取得 了很好 的效果 ，为平行语料库的 自动获 

取提供了有效 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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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双语混合 网页示例 

双语平行网页存在地址或结构上的相似性 ，处 

理方法 已经很成熟 ，但这些方法并不适用 于双语混 

合网页。双语混合 网页与双语 平行 网页相 比，双语 

对照更整齐、翻译 质量较好 、句对 长度适 中，然而双 

语混合网页不存在地址和结构上 的相似性 ，很难 自 

动发现和区分 ，而且页面组织形式多样 ，很难精确抽 

取主体 内容 。目前对于双语混合网页的解决方案仍 

比较少 ，一种 自适应模式学习的方法 最近被提 }H， 

该方法首先利用翻译和音译模型找到网页中的翻译 

词对作为种子 ，然后利用种子学习泛化的模板，最后 

利用学习到 的模板抽取 网页 中所有 的双语 平行数 

据。这种方法可以获取大量的双语平行句对 ，但是 

正确率只有 83．5 。本文提 了另一 种从双语混 

合网页自动获取双语平行语料 的方案 ，不仅可 以获 

得大量双语平行句对，而且正确率 比较高，平均正确 

率有 93．75 ，前 15O万 的平均正确率可以达到 

96％。本文提 的决方案解决了候选混合网页的发 

现和获取 ，网页噪声过滤，双语网页确认以及平行句 

对抽取等难点问题。此外，本文将从 web上获取的 

双语平行句对应用 于统计机器翻译的模型训练 ，提 

出了句对质量排序和领域信息检索两种不同的应用 

策略将 Web平行语料加载到训练集 中，实验证明本 

文提出的两种策略可以提高翻译系统性能 ，在 IWS— 

I T评测任务 中 13I EU 值可 以提 高 2到 5个 百分 

点。 

本文第 1节主要阐述候选双语混合网页的获取 

方法 ，第 2节描述如何从双语混合 网页抽取平行句 

对，第 3节研究 Web平行语料在统计机器翻译中的 

应用策略 ，第 4节是实验结果 ，第 5节是对全文的总 

结和对未来工作的展望。 

1 候选双语混合网页获取 

1．1 候选双语混合网页获取方法 

相对于候选双语平行网页而言 ，候选双语混合 

网页的获取更为困难。因为这类网页的分布通常不 

确定 ，缺乏一些常见的启发式信息(如双语 网站获取 

中的“中文版”、“英文版”等)。本文首先介绍两种获 

取双语混合网页的常用方法： 

方法一 ：限定 目标源 的方法 ，预先收集整理若 

干个相关主题的网站 ，比如英语学 习网站和翻译 网 

站等 ，然后递归下载。 

方法二 ：利用搜索引擎 的方法 ，通过搜索引擎 

和启发式信息可 以获得大量链接 ，然后 以这些链接 

作为种子链接，进行递归下载。 

本文结合以上两种方法 ，提 出了第三种候选资 

源获取方法——尝试下载策略 。首先利用搜索引擎 

和启发式信息得到一个候选网站列表 ，比如以“双语 

新闻 英汉”为启发信息用 Google进行检索，可以得 

到不重复 的 524个链接。通过查看 ，这些页面大致 

可 以分成三类 ： 

(1)目录型网页：通常是所有双语新闻或双语 

阅读的标题链接页 ，追溯链接 可以得到大量的双语 

混合网页。此类网页可以递归下载。 

(2)内容 型网页 ：通 常本身是双语混合 网页， 

但是追溯链接得到的都是无关网页，比如某人博客 

中一篇双语文章 。此类 网页不可以递归下载。 

(3)无关 网页：既不是 目录型 网页，也不是内 

容型网页。此类网页不可以递归下载。 

真正的候选 网站列表应 由目录型网页组成 ，若 

对 内容型网页和无关网页进行递归下载，将得到大 

量的无关网页，不仅会占用较大的存储空间，还会影 

响系统的执行效率。由于不同网站的设计风格和组 

织架构各式各样 ，所 以很难利 用规则判断或是特征 

分类的思想对这三类网页进行 区分，所以本文采用 

了一种尝试下载策略。把通过启发式信息和搜索引 

擎返回的所有种子链接分别追溯至下一层 ，即只下 

载当前页面和当前页面上的链接所对应 的页面 ，不 

再进行更深层的采集 。然后用 2．2节所提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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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双语混合 网页确认 ，如果 一个种子链接所对应 

的下一层含有 5个(经验值)以上的双语混合网页， 

则认为此种子链接可以进行递归下载，将其放人候 

选网站列表中，否则将其舍弃。 

1．2 方法比较 

方法一 的优点是候选资源质量较好 ，避免 了大 

量非双语混合网站的下载 ，缺点是 网页数量有限且 

网站的选择需要人工干预。 

方法二 的优点 是可 以自动发现候选网站，缺点 

是候选资源 良莠不齐 ，会下载到大量非双语混合的 

无关 网页，需要对大量无关网页进行过滤 ，空间和时 

间开销都很大。 

方法三同时具备 以上两种方法各 自的优点 ，即 

实现了高质量候选 网站的全 自动筛选 ，克服了方法 

一 和方法二各 自的不足。 

为了衡量以上三种方法各 自的特点，本文进行 

了一组实验 ，即在相同时间下 ，考察分别使用三种方 

法得到的候选网站的正确率和候选 网站的数量 。 

表 1 候 选双语混合 网站获取方 法比较 

方法 候选 网站质 量(正确率 ) 候选 网站数量 

方法 一 1O0 87 

方法二 41 524 

方法三 lOO％ 2l5 

综合考虑 ，在相同的时间开销下 ，方法三是最优 

的候选资源获取方法 ，候选 网站的质量 比方法一持 

平 ，候选 网站的数量是方法一的 2．47倍 。与方法二 

相 比，候选网站 的正确率 提高了 59 ，与此 同时空 

间开销也降低 了一半。 

2 双语平行句对抽取 

通过第一节的方法可以获取大量的候选双语混 

合网页，然后需要从候选 的双语混合网页 中区分出 

真正的双语混合 网页 ，并从真正的双语混合网页中 

抽取双语平行句对 ，主要任务可 以分成三 部分 ：网 

页噪声过滤 、双语混合 网页确认和句子对齐 。 

2．1 网页噪声过滤 

Web文档包含了大量 的噪声 内容 ，比如广告链 

接、导航条和图片等，这些噪音通常分布在网页的不 

同位置，缺乏规律性 。大量 的网页噪声不仅会影响 

双语混和 网页确认 的准确率，也会影响句子对 齐的 

准确率 ，所 以首先需要对所有候选 网页进行 噪声过 

滤。 

本文采用一种专用的基于模板 的网页噪声过滤 

方法。因为不同网站的编辑规则通 常不 同，所 以很 

难定义一组通用的规则来处理所有的候选网站，但 

是仔细观察 ，发现同一个网站内部的噪声分布 和内 

容是大致相似 ，所以可 以在每个网站 内部 自动学 习 

噪声模板 ，N个 网站就会 自动生成 N个噪声模板 ， 

然后每个网站分别参照 自身对应的噪音模板进行过 

滤，具体算法见文献1-9]。 

2．2 双语混合 网页确认 

候选双语混合网页并不一定是真实 的双语内容 

对照的网页，有很多单语 网页或者英语试题等等 ，因 

此必须区分真正的双语混合网页和非双语混合网 

页 。本文对双语平行网页的确认主要分为两步来完 

成 ，分别是基于双语字符数 的粗判别和基于词典的 

细 U另0。 

通常双语平行网页中两种语言的字符数是成比 

例的 ，以 中英 文 为 例 ，假 设 中文文 件 的字 符 数 为 

number
—

zh，英文文件 的字符数 为 number—en，当 
“

number
— zh／number— en> T”或者“number—en／ 

number
—

zh> T”时 ，则认为是非双语平行网页 。实 

验 中，T的取值为 3。 

为了进一步提高判别 的正确率，本系统在第一 

步判别过滤的基础上又进行 了一步基于词典的细判 

别 。因为有时候 网页中中英文字符数尽管符合一定 

比例 ，但是内容上不是互为翻译的，比如英文试题的 

解析 ，所 以引入词典作为参照，判断网页的中英文是 

否互译。为了避免 中文分词 带来 的错误 ，所 以采用 

从英文向中文方 向查词_1 ，定 义互译率 transratio 

一  型 
，如果 transrati0大 于 1／2 

cou~t(total P 叫Ord) ’ ⋯  

认为是双语混合网页，通过查词典验证可以进一步 

过滤掉那些内容上不是互为翻译的候选双语混合网 

页 。 

2．3 句子对齐 

经过上一步 的双语混 和网页确认 ，得到的是篇 

章级或段落级对齐的双语 文本 ，而统计 机器 翻译模 

型训练需要的是句子级对 齐的双语平行语料库 ，所 

以还需要在两个单语文本之间抽取双语平行句对。 

Brown和 Gale最早提 出了基于长度 的句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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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方法ll 。Stanley F．Chen通过建立词到 词的翻 

译模 型，实现 了另一种基于词典 的句子对齐方 

法 引。wu、Utsuro将 长度 方 法 和词 典 方法 相 结 

合，分别进行了汉英和日英句子的对齐试验，得出了 

混合方法好于单纯 的长度方法或者词汇方法Llaq 5]。 

本文的主要工作是在长度加词典 的基础上又考 

虑了标点符号和数字 、缩略词等其他混合信息 ，实现 

了一个汉语和英语 的句子对齐方法。基于混合特征 

的句子对齐方法主要考虑了 3类特征，分别是 ： 

(1)长度特征 ：这是最广泛被采用 的特征 ，因 

为互为翻译的句子长度符合一定比率 。 

(2)翻译特征 ：利用翻译特征来进行句子对齐 

可以大幅度提高对齐的精度 。 

(3)符号特征 ：句子中的符号主要包括标点符 

号、数字、缩略词等。互为翻译的句子通常会使用对 

应的标点符号。 

一 些 出现频率较低的符号具有很高 的参考价 

值 ，比如?、!、*、$。句子中的数字和缩略词一般不 

会出现在双语词典 中 ，在互译 文本 中却经常采用相 

同的形 式，比如表示 日期、数量 、专有名词 、机构名 

等 。因此 ，考虑符号特征对句子对齐是有意义的，可 

以作为长度特征和翻译特征之外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3 Web平行语料在统计机器翻译中的应用 

这一节主要研究 Web平行语料的特点 ，以及根 

据 Web平行语料的特点提 的两种将 Web语料应 

用于统计机器翻译的方法。 

3．1 Web平行语料特点 

从 Web上获取的双语平行语 料库主要有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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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点 ： 

领域分布广泛 ：web平行语料是从互联网上随 

机采集的，可能来 自于政府的官方新闻网站 ，可能来 

自于英语学习网站，可能来自于某人的博客等等，所 

以具有领域分布广泛的特点 。现有的双语平行语料 

库通常都是限定领域的，比如官方的双语法律文档， 

而 web平行语料库的多领域性可以克服现有平行 

语料库领域局限的不足 ，也为领域性课题应用提供 

了很好的基础资源。 

实时数据更新 ：由于互联网上的数据及时更新 

瞬息万变 ，所 以从 Web上获取的双语平行语料具有 

一 定的实时性 ，可以捕捉到最新颖 的词汇和翻译 ，新 

词发现是计算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比如“我 

被雷到 了。”对应英文翻译“I am startled．”，把这些 

实时数据加到统计机器翻译系统的训练集中可以让 

系统学习到更多的知识从而提高性能 。 

存在噪音干扰 ：web2．0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 

用户的参与性 ，从 Web上获取的双语平行数据很多 

来 自互联 网用户的个人发布 ，比如论坛中的翻译擂 

台，所以可能存在一些拼写和语法上的错误 ，这些噪 

音的存在使得 Web平行语料不可能具有百分之百 

的正确率，所以需要去粗取精提取真正有价值 的信 

息 。 

为了确认 Web平行语料的领域分布情况 ，我们 

进行了如下实验 ，对从 Web上获取的双语平行文本 

进行分类 ，分类器采用 的是 中国科学 院计算技术研 

究所的 DRAP分类系统，这种分类器的效果要优于 

支持 向量机、朴素贝叶斯 和 K近邻等分类技术 (详 

情 参 照 http：／／www．searchforum．org．cn／tan— 

songbo／software．htm)，分类结果如图 2所示。 

Web语料领域分布 

图 2 Web双语平行 语料领域分类 

从分类结果图可以看 ，Web双语平行语料 的 

领域分布 比较随机，其中娱乐、科技、教育和电脑 四 

个领域的分布 比例较高 ，其他领域所 占比例较小，可 

见这些领域的双语平行语料比较稀缺，而 Web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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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语料本身规模 巨大 ，所 以对这些稀缺领域的平 

行语料获取是非常有意义 的。 

由于 Web双语平行语料存在一定的噪音干扰 ， 

且领域分布非常随机 ，所 以若将其直接加 载到统汁 

机器翻译 的模 型训 练 中效 果并 不理 想 ，因此 根据 

Web双语平行语料的特点 ，我们提出了两种应用策 

略 ，使其更好的适应实际应用的需要 。 

3．2 Web平行语料应用于 SMT的两种方法 

(1)句对质量排序方法 

统计机器翻译系统的性能通常和双语平行句对 

的质量成正比，所以本文提 出一种平行句对打分重 

排序的方法 ，以挑选质量较好 的双语平行句对。这 

里定义一个评价 函数为每一个平行句对打分 ，然后 

将平行旬对按得分 由高到低排序 。 

定义评价函数 ：F—Len—Ratio—Score(S，丁)+ 

Trans
—

Rate
—

Score(S，T) 

Len Ratio Score(S，T)是源语言 句子和 目标 

语言句子的长度 比得分 ： 
／ r 1 ，2 、 

Len
—

Ratio
— ScOr s，丁)一2(卜j_l。。 。。 ) 

～ oo< < + 。。 

双语平行句对 的句子长度 比值服从正态分布 ， 

则变量 一(z。一z f)／~／z 服从标准正态分布，1 j 

越小则平行句对的相似性越高，Len—Ratio—Score 

(S，丁)的分值越高 。 

Trans
—

Rate
— Score(S，T)为源语言句子和 目标 

语言句子的互翻译率得分 ： 

Trans
_

Rate
—

sc。 s 一 

平行句对互 翻译程度的得分定义为 ：按照从英 

文向中文的方 向查词典 ，中文解 释在 中文句子 中命 

中的次数比上英文句子的总单词数 。平行句对的互 

翻译程度越高则 Trans—Rate—Score(S，T)得分 

越 高 。 

(2)领域信息检索方法 

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方法使用双语平行语料库 

作为翻译知识的来源 ，翻译知识 的获取在翻译之前 

完成 。基于统计 的方法需要大规模 双语平行语料 ， 

其翻译模型、语言模 型参数 的准确性直接依 赖于语 

料的规模 ，其翻译 质量 主要取决于概率模 型的好坏 

和语料库的覆盖能力。在已知测试集领域的情况 

下 ，可以挑选与测试集领域相关 的双语平行语料进 

行模型训练 ，使机器翻译 系统学 习到 的翻译 知识尽 

可能的与测试集一致 ，从而提高翻译质量。因此，为 

了更好的利用 web双语平行语料库 ，本文提出了一 

种领域信息检索的方法从 Web双语平行语料库种 

检索与测试集相似的句子用 于模 型训练 ，具体分为 

三步 ： 

(1)在测试集上建立索引 ，本文使用开源 的信 

息检索工具 I emur进行索引的建立和查询。 

(2)把 Web平行语料 库中的句对 逐一作为查 

询字符串 ，检索测试集中与之相似的句子 ，然后把返 

回的所有句子 的相似度得分相加 ，即得到 Web平行 

语料库中每个句对与整个测试集的相似程度 。 

(3)按相 似程度分值对 整个 web双 语平行语 

料库进行排序。 

4 实验 

4．1 双语平行句对获取实验 

目前针对双语混合 网页 的研究还 比较少，微软 

提出的自适应模式学习的方法 8̈ 有效的解决 了从双 

语混合 网页抽取平行句对的问题 ，取得 了良好的效 

果 。为了证 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同样有效并且具有更 

高的句对正确率 和网页召 回率 ，特将两种方法进行 

对 比，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基于双语混合 网页的平行语料挖掘方法对 比 

方法 候选网页数量 双语混合网页数量 网页召回率 平行句对数量 平行句对正确率 

Microsoft 3 5O0 000 000 20 OO0 000 0．6 7 522 803 83．5 

ICT 1 884 496 472 641 25．1 2 58O 117 93．75％ 

从表 2可以看 出，对 比两种基于双语混合 网页 

的平行旬对挖掘方法 ，Microsoft的方法在获取的平 

行旬对总的数量上占优势，而本文提出的方法却在 

双语混合网页召回率和平行句对正确率上 占优势。 

之所 以前者能获取大量 的平行句对是因为具有 35 

亿的候选 网页可从中筛选 ，但其混合网页的召回率 

只有 0．6％，这无疑会消耗大量 的空间和时 间成本 ， 

而本文提出的方法具有更高的存储 利用率 。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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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的方法所抽取 的平行句对正确率几乎 比前 

者高出10％，显然我们的研究是有价值的。 

4．2 平行句对排序实验 

将 258万双语平行句对按照评价 函数 F进行 

重排序，取前 150万句对平均分成五组进行随机抽 

样 ，每组随机抽样 500个句对 ，一共抽样 2 500个句 

对 ，然后通过人工查验的方式统计正确率 ，前 150万 

双语平行句对的平均正确率是 96 ，分组统计结果 

如表 3所示。 

表 3 甸对重排序后正确 率统计 

双语平行句对 正确率 

1—300 ooo 98．6 

300 OO1—600 0oo 96．2 

600 O01—900 000 95．8 

900 001 1 200 000 94．8 

1 200 OO1 1 5O0 000 94．6Yoo 

从分组统计结果可 以看 出，评价 函数 F的设置 

是合理的，经过打分重排序 ，可以将高质量的平行句 

对排在前面，将低质量的平行句对过滤掉 ，从而获取 

正确率更高的双语平行语料 。 

4．2 Web数据应用于 SMT的实验 

Web双语平行语料应用 于统计机器翻译系 的 

实验环境设 置如下 ：解码 器为著 名的开 源解码器 

moses(摩 西 )(http：／／www．statmt．org／moses／)， 

对齐工具 使用 的 GIZA+ + (http：／／www．fjoch． 

com／GIZA++．htm1)。语 言模型为 四元 ，参 数训练 

方法使用 的是最小错误率训练 ，系统实现采用对数 

线性模型，机器翻译性能的评测标准为国际评测的 

通用标准 BI EUll 。 

第一组实验 ，将用 国际 IWSI T评 测的公用语 

料 BTEC语料训练的翻译 系统作为基准系统 ，按照 

平行句对打分重排序 的方法将排序靠前 的 Web平 

行旬对加入到训练集 ，以混合后的数据重新训练翻 

译系统 。为了观察 BLEU值 的变化 ，我们按照指数 

级增加的方式分别加入 2 000、4 000、8 000、16 000 

个 Web双语平行句对到训练集 ，实验结果如表 4中 

数据所示。 

从表 4可以看出，随着添加到训练集数据规模 

的增 加，翻译系统 的性 能也 随之提升。添加 2 000 

个双语平行句对 时效果提 升最 明显 ，主要 因为这 

表 4 打分重排序方法挑选添加数据的实验 

O5测试集上 O6测试集上 O7测试集上 训 练数据 

BI EU值 BI EU值 BLEU值 

Baseline 0．400 9 0．146 2 O．216 9 

Add2000 0．431 8 0．161 4 0．243 6 

Add4OOO 0．432 1 O．167 4 O．246 9 

Add8000 0．440 3 O．169 1 O．247 5 

Add16000 0．453 4 O．172 7 O．248 8 

2 000个双语平行句对的翻译质量是最好的，打分排 

序最靠前 ，翻译正确率可以达到 99 。随着添加数 

据规模的增大，系统性能的提升速度越来越缓慢，因 

为后面添加的数据的翻译质量要低于前面添加的数 

据 ，但是 BLEU值都在稳 步提升 ，实验结果证明按 

照打分重排序挑选 出的 Web双语平行句对是可以 

应用于统计机器翻译 系统的模型训练 的，效果 比较 

理想。 

第二组实验 ，将用 BTEC语料训练的翻译系统 

作为基准系统 ，按照平行句对信息检索的方法将查 

询返回的与测试集相似 的 web平行句对加入到训 

练集 ，以混合后的数据重新训练翻译系统。与第一 

组实验相 同 ，也按照 指数级增 加 的方式 分别加 入 

2 000、4 000、8 000、16 000个 web双语平行句对到 

训练集 ，实验结果如表 5中数据所示。 

表 5 信 息检 索方法挑选 添加数据 的实验 

O5测试集上 O6测试集上 O7测试集上 训 练数 据 

BI正U值 BLEU值 BI EU值 

Baseline 0．400 9 O．146 2 O．216 9 

Add2000 O．412 3 O．155 5 O．219 6 

Add4000 0．427 7 0．168 3 0．243 4 

Add8000 0．453 0 0．171 0 0．251 7 

Addl 6000 0．457 1 0．172 1 O．253 8 

从表 5可以看 出，随着添加到训 练集数据规模 

的增加，翻译系统的性能也随之提升，但 BLEU值 

提升的趋势与实验一有所不 同。第二组实验中，翻 

译系统性能的提升速度是 比较平稳 的，而第一组实 

验呈现先快后慢的趋势。因为第三组实验添加的句 

对翻译质量 比较平 均，而第二组实验添加 的句对翻 

译质量是 由高到低排序的。从实验二可 以看出，用 

信息检索的方法对 Web双语平行句对加 以利用是 

有效的，因为 IWSTI 评测是旅游会话领域 的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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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相 比第一组实验的 NIST语料更能体现根据特 

定领域选取的语料对翻译效果的影响。 

上述实验证明 ，我们提 出的两种对于 Web双语 

平行语料的利用方案是 都是有效 的，按照两种方案 

挑选出的数据加入统计机器翻译系统是可以提高翻 

译性能的。 

5 小结与展望 

双语平行语料库在 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有很多重 

要应用 ，但是大规模双语平行语料库 的获取并不容 

易，现有 的平行语料库在规模 、时效性和领域的平衡 

性等方面还不能满足处理真实文本的实际需要 。而 

互联网作为广泛使用的信息载体，为我们提供了大 

量的双语候选资源 。因此 ，本 文提 出一种基于双语 

混合网页的双语平行语料库 自动获取方案 ，解决了 

候选资源获取 、平行句对抽取等难点问题 ，运用该解 

决方案实际获取了百余万双语平行句对。为了有效 

利用 Web数 据 ，我们 提 出 了两种 应 用策 略 ，将从 

web双语平行语料 中挑选 出的数据 加入到统计机 

器翻译的模型训练 ，实验证明，我们提出的两种方案 

都可以提高翻译质量，可以使 Web数据更好的服务 

于统计机器翻译 的应用。 

在以后的研究 中，我们希望解决 以下几个方面 

的工作 ： 

第一 ，继续探索候选资源获取的解决方案，以期 

望能够快速 、自动获取双语候选 网站列表 。 

第二，构建更大规模更高对齐正确率的双语平 

行语料库，以供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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