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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文针对题录信息中的人名 、地址 、机构名和公司名的不同特征, 分别设计了不同的翻译方法, 并依靠词典

和翻译规则,实现了大部分内容的翻译。对于人名翻译, 该文设计了拼音转换 、假名转换和同音转换的翻译方法;

对于地址 、机构名和公司名的翻译, 该文提出了先切分 、再翻译 、最后调序的翻译流程。实验表明,利用该文的方法

翻译人名 、地址 、机构名及公司名,能够取得不错的翻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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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机器翻译是使用计算机进行翻译工作的技术 。

从 1949年 Weave r提出机器翻译的概念至今, 短短

半个世纪中,机器翻译技术在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

越大的作用,人们在机器翻译领域取得了很多阶段

性的成果
[ 1-3]

。题录信息的翻译, 是机器翻译的任务

之一 。随着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题录信息的翻译

会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比如名片翻译 、专利人信息翻

译 、刊物作者信息翻译 、英文信函地址翻译等 。

题录信息是书籍 、科技文献 、专利文献等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它通常包含标题 、人名 、地址 、组织机

构名 、公司名以及邮箱地址等。本文主要处理题录

信息中人名 、地址 、组织机构名和公司名的翻译 。由

于这些信息具有上下文无关性 、类型容易确定等特

点,其翻译相对于其他内容的翻译来说目标更明确 、

精度更高。在现代化的信息社会中, 题录信息的翻

译在政治 、经济 、外交 、贸易 、旅游 、新闻出版 、文化交

流以及日常生活中都有着重要的应用 。当前研究人

名翻译的工作很多,文献[ 4]等提出了人名翻译的许

多注意事项,但提出人名翻译的通用方法的文献较

少;研究地名翻译的工作也层出不穷[ 5-6] , 但是针对

地址翻译的工作较少;还有一些工作致力于从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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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中获得翻译[ 7] ,但这些方法受到语料规模和

时期的限制。目前大量题录信息的翻译工作是人工

完成的。人工翻译虽然有着较高的翻译质量, 但是

其耗时长,占用资源多,不适合大规模的翻译 。这些

都是本文将解决的问题。

本文主要设计了题录信息中人名 、地址 、机构名

和公司名的机器翻译方法 。采用的方法主要是词典

查找和规则翻译等。对于中国人名,本文使用拼音

转换的方法进行翻译, 即通过查看汉字拼音转换表

对汉字进行翻译;对于日本人名,本文设计了假名转

换的方法,即首先将中文的日本人名转换为假名, 再

将假名转换为相应的罗马字母的方法;对于欧美国

家人名,本文设计了同音转换的方法,即读音相同的

欧美国家人名, 其对应的译文也相同;对于地址 、机

构名和公司名, 本文提出了先切分 、再翻译 、最后调

序的翻译流程。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人名和地址,

更加有利于不同国家的人们了解中国文化, 也更加

方便外界与国人的沟通交流, 是中国和全世界的

标准 。

本文的组织如下:第 2 节详细介绍了人名翻译

的主要方法和策略, 针对中国人名 、日本人名和欧美

人名的特点,分别设计了相应的翻译方法;第 3节介

绍了地址翻译的方法, 将地址翻译的过程分为地址

切分 、局部翻译 、译文调序三大部分,并给出了每一

步的具体过程;第 4节主要介绍了如何翻译机构名

和公司名, 其翻译方法与地址翻译的方法类似 。在

第 5节中,介绍了实验情况, 经过人工随机抽样测

试,本文设计的翻译方法能够很好的翻译人名 、地

址 、机构名和公司名 。最后一节,我们对本文的工作

进行了总结,并指出未来研究工作的方向。

2　人名翻译

人名是意义相对较少的专有名词, 是所指称对

象的一个对应符号。一般地, 人名的翻译方法主要

有书写形态借用 、语音借用 、语义翻译三种。当两种

语言处于相同或者相似的文字系统中时, 一般采用

书写形态借用的翻译方法;当两种语言处于不同的

文字系统中时, 语音借用起了很大的作用
[ 8]
;当人名

有着特殊的意义时, 一般采用语义翻译的方法 。由

于汉语和英语处于不同的文字系统,本文主要采用

语音借用的翻译方法 。

本文主要处理三类人名:中国人名 、日本人名以

及欧美国家人名 。人名首先经过词典进行切分查找

翻译;不能通过词典得到翻译的人名,将首先通过人

名分类器得到其对应的类别,然后根据类别使用不

同的翻译方法进行翻译 。

2.1　词典的使用

词典是在进行题录信息翻译时的辅助资源 。由

于题录信息的翻译相对于长句的翻译来说,内容简

短 、存储空间小 、查询效率高,因此,题录信息的机器

翻译借助于词典, 显然是简单可行的方法 。同时,词

典提供给用户灵活添加词典词条的接口, 从而极大

的提高翻译质量。另外,对于一些有歧义的翻译项,

将其添加进词典后,由于词典的优先级较高,译文优

先选择词典内的翻译项, 可以尽量避免歧义造成的

干扰。

本文针对人名翻译 、地址翻译 、机构名和公司名

翻译,分别开发了三本词典:人名词典 、地名词典 、机

构公司词典, 以此来翻译不同的内容 。三部词典均

存储在数据库中, 其中每个词条包含如下特征:序

号 、中文端 、英文端 、所在词典 、用户 ID 、添加时间 、

是否使用 、是否审批等 。

除了用户词典,本文还用到了 LDC命名实体词

典①。LDC 在语料资源的开发加工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是国际上自然语言处理方向最大的资源共享发

布平台。本文使用 LDC 开发的命名实体词典, 来辅

助题录信息的翻译 。

在进入题录信息翻译模块时,首先查找词典,如

果词典中已包含需要翻译的词条,那么,直接将其对

应的翻译取出,作为翻译结果;否则, 进入规则翻译

流程,用规则方法实现词条的翻译。

使用拼音转换等方法,已经可以翻译题录信息

的大部分内容, 但仍有少数的翻译结果差强人意。

本系统提供给用户自行添加词典词条的接口,用户

可以动态地加入自定义的词典词条, 从而明显提高

了翻译质量 。

由于在人名翻译 、地址翻译 、机构名和公司名翻

译的模块中,对词典的使用与维护类似,因此这里一

并作出论述,下面不再累述 。

2.2　人名判断器

人名判断器的主要作用是判断人名所属的类

别,其主要利用人名的姓氏特征 、字符特征和长度特

征进行判断 。中国人名 、日本人名和欧美国家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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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t tp:// project s.ldc.upenn.edu/ Chin ese/ .



2 期 李贤华等:题录信息的机器翻译方法

的姓氏有显著的不同, 按照姓氏特征可以基本区分

这三种人名 。本文收集了中国姓氏 494个, 日本姓

氏 9 973个(其中有对应翻译的姓氏为 3 617个) , 以

此识别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名和日本人名 。字符特征

主要用来识别欧美国家人名 。欧美国家的正式人

名,姓氏与名字之间多用“ ·”间隔,大多数名字带有

字母, 这是中国人名和日本人名不具备的特征 。通

过符号特征可以将欧美国家人名识别出来。长度特

征主要用来判断通过姓氏特征和符号特征无法识别

的人名。

2.3　人名翻译流程及方法

针对上述三类人名, 本文分别使用三种不同的

方法进行翻译, 其主要流程如图 1所示 。

图 1　人名翻译主要流程

对于中国人名, 主要采用拼音借用的方法 。汉

语的文字系统和英语的文字系统虽然不相容, 但是

罗马化的汉语拼音和英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书同文

关系,中国人名通过汉语拼音直接借用为英语人名,

在理论和实际操作中都是可行的 。比如中国人名

“李志强”,直接用拼音“Zhiqiang Li”作为其翻译即

可。对于日本人名, 主要采用假名转换的方法。假

名转换,指的是通过假名做中间桥梁,首先将汉字的

日本人名转换为对应的假名形式,再根据假名的发

音,将其转换为对应的罗马字母。比如日本人名“藤

田良雄”,首先将其用假名“ ふじた よしお”表示, 再

根据假名的读音,转换为“Fujita Yoshio”即可 。而

对于欧美国家人名,如“R.A.戴维森”, 则根据字符

“ .”进行切分后,再逐个进行翻译。对于切分后的每

个单元,将其转换为拼音,如果与词典中词条的拼音

相同,则将其对应翻译选为译文, 这样, 可以增加词

典中词条的匹配率 。

3　地址翻译

地址的翻译,指的是将中文的地址翻译为英文

的地址 。本文主要设计了中国地址 、日本地址和欧

美国家地址的翻译方法 。本文收集了中国省市区县

的名字共 2 381个, 全世界国家名 220个, 作为地址

切分和翻译的基础 。另外,中文地址的书写特点是

先大后小,即将区域范围广的内容放在前面,区域范

围窄的内容放在后面;而英文地址的书写恰好相反。

一般地,地址翻译的主要原则是先小后大,本文采用

译文调序的方法, 实现译文的先小后大排列。

地址翻译的主要流程是:先切分,再翻译, 最后

调序。

3.1　地址切分

地址切分,指的是将长串的地址切分为有独立

意义的较小单元, 方便下一步的翻译[ 9] 。地址切分

的主要依据是词典和切分关键词。地址切分使用

“前向最大匹配法”,并优先考虑词典中的词条。由

于中国地址和日本地址 、欧美地址的切分关键词不

尽相同,本文设计了两组切分关键词表,一组用来切

分中国地址, 一组用来切分外国地址 。部分切分关

键词见表 1。

表 1　部分切分关键词

中国地址切分关键词:

中国, 省,市, 区, 县, 镇, 市镇, 村, 院, 乡, 沟, 队, 局, 街, 路,

大道, 庄,屯, 组,医院, 大学,弄, 巷,楼, 单元,号……

外国地址切分关键词:

国, 州,县, 区,市, 城, 府, 目, 番, 番地, 号房, 巷, 町, 街, 路,

楼, 号,公园, 工业园,工业区, 公寓,单元, 信箱, ……

　　比如地址:安徽省芜湖市新芜区莲塘村芙蓉园

6幢 4单元 102室。根据关键词表,可以切分为:安

徽省　芜湖市　新芜区　莲塘村　芙蓉园　6　幢

　4　单元　102　室。

3.2　局部翻译

局部翻译,指的是将切分得到的各个单元分别

翻译为英文。翻译的主要方法是查词典和拼音转

换:对于切分后得到的每一个单元,首先通过查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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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翻译;对于查字典后没有翻译的单元,将符合条

件的单元进行拼音转换,以得到其对应翻译。此处

的符合条件,指的是该单元的最后部分在拼音转换

关键词表中。部分拼音转换关键词见表 2 。

上述切分后的地址:安徽省　芜湖市　新芜区

　莲塘村　芙蓉园　6幢　4单元　102 室,经过地

址翻译后的结果为:Anhui Province, Wuhu City ,

Xinw u Dist rict, Liantang Residential, Furongyuan,

Building 6, Uni t 4, Room 102.

切分关键词表以及拼音转换关键字表可以随时

进行修改和维护,以提高地址翻译的准确率。

表 2　部分拼音转换关键词

省 Province 楼/栋/幢/座 Buiding

市 City 巷/弄 Lane

区 District 信箱 Mailbox

县 County 院 Yard

镇 Tow n 单元 Unit

村 Residentia l 层 F loo r

路 Road 室 Room

街 Street 号 No.

3.3　译文调序

译文调序, 即将翻译后的译文进行一定的调序,

使其符合英文的书写习惯 。译文的调序需要满足一

定的规律, 上述翻译后的地址:Anhui Province,

Wuhu City , Xinw u Dist rict , Liantang Residential,

Furongyuan, Building 6, U nit 4, Room 102, 进行

倒置后得到:Room 102, U nit 4, Building 6, Fu-

rongyuan, Liantang Residential, Xinw u Dist rict,

Wuhu City , Anhui Province 。此即原地址“安徽省

芜湖市新芜区莲塘村芙蓉园 6幢 4单元 102室”的

最终翻译结果。国外地址与国内地址一样, 只是使

用了不同的切分关键词表 。

地址除了包含地址信息外,还会包含机构名 、公

司名等复杂地址信息 。这部分内容的翻译, 将在第

4部分得到阐述。

4　机构名和公司名翻译

机构名和公司名的翻译过程, 与地址的翻译过

程类似,即遵循“先切分, 再翻译, 最后调序”的翻译

流程 。相对地址翻译而言, 机构名和公司名的切分

比较简单,倒置规则也较简单。由于机构名和公司

名中有些部分不能直接用拼音转换的方法进行翻

译,其对词典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

本文收集并整理了常见的机构和公司后缀名

327个,并设计了他们的对应翻译。常见的机构和

公司的后缀名及其翻译如表 3所示。

表 3　常见的机构和公司的后缀及其翻译

重点实验室 Key Lab 基金会 Foundation

大学 Unive rsity 联合会 Feder ation

铁道部 Minist ry o f Railway s 办公室 Office

劳动部 Minist ry o f Labo r 株式会社 Co., Ltd.

化学公司 Chemical Company 有限公司 Co., Ltd.

研究所 Institute 研发中心 R&D Cente r

　　对于机构名和公司名,首先识别其所属地信息

并进行切分,再结合用户词典 、LDC 词典以及后缀

表进行切分,接着对各个部分进行翻译,最后进行一

定的调序。

例如机构名“深圳华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经

过切分后,得到“深圳 华为 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经

过翻译后, 得到“Shenzhen Huawei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Co.Ltd” ;经过调序, 得到最终翻译

“Huaw ei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 gy Co.Ltd,

Shenzhen”。

5　数据与实验

本文对于人名翻译 、地址翻译 、机构名和公司名

翻译这三个模块分别进行了测试 。本文所用的样例

来自于 13 477篇专利文件的题录信息。经过去重

处理,最终得到总数据量为 22 705个人名 、6 431个

地址以及 7 709个机构名和公司名 。测试样例从数

据中随机抽样产生, 分别抽取了中国人名 、日本人

名 、欧美国家人名 、地址 、机构名和公司名各 200条。

本文所进行的测试, 均是在没有使用词典的基础上

进行的 。如果添加词典, 翻译效果将会得到极大的

提升。

5.1　人名翻译模块的测试

对于人名翻译模块,本文主要测试了人名判断器

的正确率以及人名的翻译率。人名判断器的正确率

对于人名翻译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保证人名判

断器有较高的准确率。人名翻译率主要是测试在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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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外加词典的情况下,人名得到正确翻译的情况。

本文随即抽取了中国名字 、日本名字 、欧美国家

名字各 200个 。通过人名判断器后, 统计得到人名

判断器的分类正确率,再经过人名翻译模块, 最终翻

译结果的翻译率进行统计(见表 4) 。

表 4　人名翻译模块测试结果

人名类别

测试类型
中国人名 日本人名 欧美国家人名

判断器正确率 100% 100% 100%

判断器召回率 100% 100% 100%

翻译率 100% 46.5%

　　实验结果表明,人名翻译模块在没有添加词典

的情况下,可以很好的完成中国人名的翻译;日本人

名的姓氏基本可以得到翻译, 名字则需要借助词典;

欧美国家的人名则主要依赖词典中的词条。由于文

中实验均在不加词典的前提下进行,因此欧美国家

人名的翻译率并没有进行测试 。

5.2　地址翻译模块的测试

对于地址翻译模块, 本文主要测试了地址的切

分正确率以及翻译正确率 。地址的切分正确率指的

是在地址切分过程中的正确率 。如果将人工切分得

到的地址块数量记为 N, 机器切分的地址块中, 与

人工切分相同的地址块数量记为 n, 则地址切分正

确率为:n/ N×100%。地址的翻译正确率率指的是

正确切分并正确翻译的地址块部分,占人工切分的

地址块的比例。

本文随机抽取了 200条地址作为测试语料进行

翻译 。通过人工分析, 最终测得该模块的切分正确

率为 92.2%,翻译正确率率为 84.8%。切分错误大

多数是由地址信息本身较为复杂引起的, 比如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与民田路交界处星

河国际花园 A2座 11”,此处的“福华三路与民田路

交界处”并不符合一般的地址写法,因此发生切分错

误。但是, 如果把“福华三路与民田路交界处”作为

词条加入词典, 则根据词典的优先权,此地址可以得

到正确的切分。

实验表明, 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址,都可以通过拼

音转换的方法得到对应的翻译。外国地址的翻译,

主要依靠词典以及规则翻译。

5.3　机构名和公司名翻译模块的测试

机构名和公司名翻译模块的测试方法与地址翻

译模块的测试方法类似 。本文同样测试了该模块的

切分正确率和翻译正确率。

本文随机抽取了 200条机构名及公司名作为测

试语料,经过切分 、翻译以及人工分析, 得到该模块

的切分正确率为 99.2%,翻译正确率为 63%。实验

表明,在机构名和公司名中,所属地信息基本都可以

得到翻译,后缀的翻译效果也较好,翻译正确率率偏

低主要是受机构名和公司名中间的名称部分的影

响 。比如公司名“吴江福华织造有限公司”,切分后

得到“吴江 福华织造 有限公司” ;此时“吴江”和“有

限公司”可以得到很好的翻译, “福华织造”的翻译则

需要依靠词典。

实验表明,机构名和公司名的大部分可以通过

拼音转换的方法得到对应翻译, 如果加入词典, 则翻

译效果可以得到极大的提升 。

6　总结及将来的工作

本文主要针对题录信息的不同特征, 使用词典

以及规则,设计了不同的方法对人名 、地址 、机构名

和公司名进行翻译 。对于人名翻译, 本文提出了词

典查找 、拼音转换 、假名转换和同音转换的方法;对

于地址 、机构名和公司名, 本文采用了先切分 、再翻

译 、最后调序的流程 。实验结果表明了上述方法的

可行性和有效性。

为了进一步提高题录信息翻译的质量, 还需要

收集和整理更多有关题录信息的资料, 采用更细致

的方法针对性地翻译题录信息, 进一步提高系统性

能 。在本文中,为了体现系统的稳健性,并没有充分

利用词典资源,在实际系统中,可靠的词典资源将对

系统性能产生重要的影响。近年来, 随着网络信息

资源的爆炸式增长, 研究人员开始在实际系统中引

入各种有用的网络资源, 下一步的工作可以考虑将

可靠的网络资源引入系统中,更好的提升系统的翻

译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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