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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形算法在统计机器翻译Ｒｅ—ｒａｎｋｉｎｇ中的应用
付雷１’２，刘群２
（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１０００４９，
２．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多语言交互技术评测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０８０）
摘要：近年来，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ｒｅ－ｒａｎｋｉｎｇ技术已经被应用到很多自然语言处理相关的分支中，像句法分析，词性
标注，机器翻译等，并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在各自相应的评估标准下都有所提高。本文将以统计机器翻译为
例，详细地讲解利用单纯形算法（Ｓｉｍｐｌｅｘ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对翻译结果进行ｒｅ—ｒａｎｋ的原理和过程，算法的实现和使用方
法，以及ｒｅ－ｒａｎｋ实验中特征选择的方法，并给出该算法在ＮＩＳＴ一２００２（开发集）和ＮＩＳＴ一２００５（测试集）中英文机器
翻译测试集合上的实验结果，在开发集和测试集上，ＢＬＥＵ分值分别获得了１．２６％和１．１６％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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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称之为“Ｎ—ｂｅｓｔ ｌｉｓｔ”，然后根据需要选取合适的
１

译文特征，生成所有候选译文的特征分数，接着，就

前言

可以利用某种ｒｅ—ｒａｎｋｉｎｇ算法针对机器翻译相应的
所谓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ｒｅ—ｒａｎｋｉｎｇ就是指针对某

评估标准，如ＢＬＥＵ、ＮＩＳＴ，在开发集上训练出各特

个评估标准对机器翻译程序输出的多个结果进行重

征在相应评估标准达到最优值时的权重，最后，利用

新选择，致力于从中选择出使该标准达到最优时的

开发集上训练得到的各特征的权重直接从测试集的

翻译结果。

Ｎ—ｂｅｓｔ

以统计机器翻译为例，实现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ｒｅ—

ｌｉｓｔ中选出每个句子的最佳译文。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ｒｅ—ｒａｎｋｉｎｇ技术由国外的研究人

ｒａｎｋｉｎｇ的基本做法如下：首先由机器翻译系统对

员首先提出并广泛应用于句法分析中，同时取得了

开发集和测试集中的每个句子都生成Ｎ个候选译

很好的效果，机器翻译的研究人员受其启发，将其应
用在机器翻译系统的后处理阶段，以期获得翻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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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付雷（１９８６一），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是自然语言处理、统计机器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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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在性能上的提高。这项技术之所以能够在统计机

测试集的Ｎ－ｂｅｓｔ ｌｉｓｔ中重新选择一个最好的候选译

器翻译后处理中得到重要应用，还在于：

文作为最终翻译结果了。

１．当前的统计机器翻译系统很多是基于对数

最小分类错误率算法，目前广泛应用于统计机

线性模型（Ｌｏｇ—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的，而该模型建立时一

器翻译系统模型构建的最小错误率训练中，其基本

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模型特征的选择，最好不要选

思想和实现方法在文献［１］和［３］中有详尽的描述。

计算过于复杂的特征，那会使模型的训练和解码的

对于单纯形算法，意大利的ＩＴＣ－ｉｒｓｔ（Ｔｈｅ

Ｃｅｎ—

复杂度让人不可忍受，有了ｒｅ－ｒａｎｋｉｎｇ技术，就为在

ｔｅｒ

模型建立时采用相对简单的特征，而在ｒｅ—ｒａｎｋｉｎｇ

加ＩＷＳＬＴ一２００５（ｔｈｅ

阶段使用比较复杂的特征提供了条件，既可降低模

Ｓｐｏｋｅ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型的复杂度，又能取得较好的整体性能；

统［ｚ］中曾采用过，用来对其统计机器翻译系统产生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在参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评测的机器翻译系

２．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ｒｅ－ｒａｎｋｉｎｇ技术使得为模型

的候选译文进行ｒｅ—ｒａｎｋ，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

添加一些有用的全局特征成为可能，像候选译文的

其对应用该算法的基本原理，实现细节和特征选择

句法结构特征，从而使统计机器翻译系统也可以利

等关键部分都未详细讲解，本文将结合实验详细地

用一些句法信息来提高系统的性能。

介绍上述几方面，详细地介绍单纯形算法在机器翻

目前，国际上针对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ｒｅ—ｒａｎｋｉｎｇ提

译系统ｒｅ—ｒａｎｋｉｎｇ中的应用。

出了多种可行算法，这些算法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

下面，我将分以下几个部分来阐述：

一类是将ｒｅ－ｒａｎｋｉｎｇ问题看作类似于分类问题，通

＜１＞基于对数线性模型的统计机器翻译系统中

过改造现有的机器学习算法来进行ｒｅ－ｒａｎｋ，具有代

ｒｅ—ｒａｎｋｉｎｇ的基本原理；

表性的算法有感知机（Ｐｅｒｃｅｐｔｒｏｎ）算法［９］，类感知
机（Ｐｅｒｃｅｐｔｒｏｎ－Ｌｉｋｅ）算法［７］，支持向量机（ＳＶＭ）算

＜２）如何利用单纯形算法进行ｒｅ—ｒａｎｋ以及ｒｅ—
ｒａｎｋ中单纯形算法的实现；

法［６３等；另一类是将ｒｅ－ｒａｎｋｉｎｇ问题看作是多维求

＜３＞利用单纯形算法进行ｒｅ—ｒａｎｋ实验中所选

极值问题，具有代表性的算法有鲍威尔（Ｐｏｗｅｌｌ）算

特征的介绍以及和利用最小分类错误率算法

法，最小分类错误率算法（ＭＣＥ）［３］，单纯形算法［２３等。

（ＭＣＥ）进行ｒｅ—ｒａｎｋ的实验结果比较。

在这些算法中，应用比较广泛的是类感知机算
法［７］，最小分类错误率算法（ＭＣＥ）［３］，和单纯形算

２基于对数线性模型的统计机器翻译系统

法‘引。

中ｒｅ－ｒａｎｋｉｎｇ的基本原理

类感知机算法又叫做多偏差感知机算法
（Ｍｕｌｔｉ—Ｂｉａ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ｒｏｎ

根据对数线性模型的原理公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是Ｓｈｅｎ针对

机器翻译结果进行ｒｅ—ｒａｎｋ这一特殊应用通过改造
传统的感知机算法提出来的。由于对机器翻译系统

加＠ｌ

’ｎ

产生的结果进行评估时每个句子都有多个参考译

的区分出好与坏，因为可能某个候选译文和某个参

其中，包为特征的权重，ｈ。（Ｐ，，）为特征分数，ｌＥＩ
为候选译文的个数。
我们要找的译文需满足：

考译文很接近，而另一个候选译文则和另一个参考

ｅ。一ａｒｇ

译文很接近，但两个候选译文之间相差较大，这不能
说明哪个译文质量更好，于是，Ｓｈｅｎ提出了一种解
决的方法，他将每个汉语句子的Ｎ—ｂｅｓｔ ｌｉｓｔ中的候
选按照对ＢＬＥＵ分值的影响大小重新排序，然后将

ｍａｘ。Ｐ目（ＰＩ厂）

（２）

因为公式（１）中的分母是一个归一化的因子，对
于每个句子的所有译文相当于是一个常数，所以公
式（２）可以等价的表示为下面的这种形式：

前ｒ个看作好的翻译，后ｋ个看作差的翻译来训练
分类的超平面，最后每个汉语句子都有一个超平面

（１）
△。ｎ～‘ｎ…Ｊ

Ｚ一一

文，而不像句法分析可以有一个唯一的最好的参考
结果，因此，对于一个句子的多个候选译文很难明确

ｐ一≯ｅ

∑０。Ｘｈ。（ｅ，ｐ
ｎ＝ｌ

ｍａｘ。ｇ蚤鹕㈦力

（３）

ｍａｘ。（∑六×ｈ。（８，，））

（４）

ｅ＊一ａｒｇ

亦即

将好与差的候选译文分开，并且要求这些超平面相
互平行，具有相同的特征向量ｗ，感知机算法训练的
目的就是要找到这个ｗ，有了ｗ之后就可以直接从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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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式（４）可以看出，每个句子的最佳译文即为

中文信息学报

３０

该句子的所有候选译文中各特征分数乘以相应权重

单纯形算法。不同于其他求极值的算法，单纯形算

的和值中最大的那个，每一个候选译文ｅ都对应一

法在迭代过程中不需要求导，求梯度下降方向等，因

个特征分数乘以权重的和值，即：

此实现起来相对简单一些，收敛的速度也比较快，对

Ｎ

（５）

Ｐ≥＞：巩×ｈ。（“．厂）

于维数不是太高的（＜３０）求极小值的问题还是比较
适合的；另外，单纯形算法不像其他的算法，它不是

ｎ＝１

所以，当我们调整了某个或某些特征对应的权

从一个点开始迭代，而是从Ｎ＋１个点同时开始，每

重时，则每个候选译文ｅ对应的特征分数乘以相应

次从Ｎ＋１个点中选出函数值最大，次大和最小的

权重的和值就会发生改变，相应的对每个句子的最

三个点，然后，通过算法迭代，将函数值最大的点拉

佳译文的选择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对最佳译文选

向最小点，接着再重新选择三个这样的点，反复迭

择的变化，反映到机器翻译的评估标准上，如

代，直到函数值达到一个局部最优值或达到最大迭

ＢＬＥＵ，将导致ＢＬＥＵ分值在两次选择之间产生差

代次数为止［１

２｜。

异，可能升高也可能降低，当然，我们做ｒｅ—ｒａｎｋｉｎｇ
的目的就是要让这种差异向好的方向发展，即

３．１

如何利用单纯形算法进行ｒｅ－ｒａｎｋ

ＢＬＥＵ值升高的方向，于是，我们假定评估标准

要利用单纯形算法对统计机器翻译输出的结果

ＢＬＥＵ和候选译文ｅ的选择之间潜在的存在着某种

进行ｒｅ—ｒａｎｋ，首先，要选择一些额外的特征，这些特

函数关系：

征不同于解码器中所用到的特征，可以把它们看成
Ｎ

（６）

ＢＬＥＵ—ｆ（芝：巩×ｈ。（Ｐ，厂））

是对解码器特征的一种扩充，这些特征将和解码器
本身的特征一同用于对解码器输出的Ｎ—ｂｅｓｔ ｌｉｓｔ进

ｎ＝１

我们要做的就是用算法来拟合这种关系，从而

行重新选择。在统计机器翻译ｒｅ—ｒａｎｋｉｎｇ阶段，特

将ｅ的变化反映到评估标准ＢＬＥＵ上，选择那些能

征选择的自由度很大，你可以选择解码器在训练和

够使ＢＬＥＵ值达到最优的ｅ。

解码时由于系统资源和算法复杂度等原因无法选择

基于上述原理，本文将利用单纯形算法来拟合

的一些特征，如在训练和解码阶段采用低元的语言

这种函数关系，达到优化ＢＬＥＵ值的目的。由于单

模型而在ｒｅ－ｒａｎｋｉｎｇ阶段采用高元的语言模型。另

纯形算法是用来求函数极小值的，而我们的目的是

外，由于每个候选译文都是一个完整的英文句子，而

要求使ＢＬＥＵ值达到最大时的ｅ，所以在算法实现

不像在解码阶段是一个个的短语片断，因此在ｒｅ—

时，我们将对ＢＬＥＵ值和特征值都取相反数。

ｒａｎｋｉｎｇ阶段也可以采用像候选译文的句法结构特
征这种全局性的特征。还可以利用词性信息，句子

３

如何利用单纯形算法进行ｒｅ－ｒａｎｋ以及

长度信息，词语对齐信息，外部词典信息等作为特

ｒｅ－ｒａｎｋ中单纯形算法的实现

征，尽可能多的利用一些语言学方面的特征，以对统
计机器翻译系统的输出结果进行评估，把更符合语

单纯形算法‘１２３，也称为Ｎｅｌｄｅｒ—Ｍｅａｄ

Ｓｉｍｐｌｅｘ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由Ｎｅｌｄｅｒ—Ｍｅａｄ最先提出，用来求函数
在无约束条件下的多维极小值问题，又叫多维下降

法和句法结构的相对好一些的句子从每个句子的
Ｎ—ｂｅｓｔ

ｌｉｓｔ中挑选出来。

用单纯形算法进行ｒｅ—ｒａｎｋ的流程如下：

匡亟习—＞咂匦矿匝亟口
该算法的终止条件为：ＢＬＥＵ分值的提高幅度

最大迭代次数仍不收敛时停止，同时输出达到最优

小于某个容差值（如１０＿６）或算法达到人为设定的

值时的各特征权重，然后，直接用这组权重根据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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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４），利用测试集的Ｎ－ｂｅｓｔ ｌｉｓｔ的特征文件选出每个

１９：Ｘｃ—ｐ＋ＸＨｉｇｈ十（１一ｐ）＊ＸＦ；

句子的最佳译文，至此，完成了ｒｅ－ｒａｎｋ的整个过程。

２０：

ｉｆ（ｆ（Ｘｃ）＞ｆ（ＸＨｉ。ｈ））

２１：Ｘ。一１／２＊（Ｘ．＋ＸＬｏ。）；

ｒｅ－ｒａｎｋ中单纯形算法的实现

３．２

２２：

ｆｌ—ｆ（Ｘ。）；
ｅｌｓｅ

２３：

算法实现的伪码如下：

２４：
２５：

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ｘＩｔｅｒ＝５００；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ｔｏｌ＝０．０００ ００１；

／／Ｆａｕｌｔ—ｔ０１ｅｒ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ＢＬＥＵ

Ｘ［Ｎ＋１］ＥＮ－］；

／／Ｉｆ

ｈａｖｅ 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ｙｏｕ

ｙｏｕ

ｎｅｅｄ

ａ

ＸＨ。ｇｈ—Ｘｃ；ｆ（ＸＨ。ｇｈ）一ｆ（Ｘｃ）；
ｅｌｓｅ

２６：

ＸＨ，ｇｈ—ＸＴ；ｆ（ＸＨ。ｇｈ）一ｆ（ＸＴ）；

）ｗｈｉｌｅ（１）

该迭代算法的核心目的就是在每次迭代过程中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Ｎ＋１）＊Ｎ

Ⅱ一２；

７ｆｑ ｉｓ Ｅｘｐ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

口一０．５；

／／Ｐ ｉｓ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

都把单纯形中函数值达到最大的点替换掉，采取的
方法是先求出函数值达到最大的单纯形顶点的对称
点ＸＴ，这个步骤称为反射，之后，将对单纯形在某个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方向上进行扩展以加大步长，当到达“谷底”时，单纯

Ｃｏｍｐｕｔｅ—ＢＬＥＵ（）；

／／利用Ｘ矩阵中的Ｎ＋１组权重计算出Ｎ＋１个

形将作横向收缩，且自行拉向最低点附近。
其中，需要说明的是算法初始化时，假设共有

ＢＬＥＵ值。

Ｎ个特征，其中解码器的特征数为Ｄ，额外的用于
Ｍｉｄ Ｌｏｗ（）

Ｈｉｇｈ

／／从Ｎ＋１个ＢＬＥＵ值之中选出最大，次大和最小的３

ｒｅ－ｒａｎｋ的特征数为Ｒ，那么按单纯形算法的要求，
需要初始化一个（Ｎ＋１）×Ｎ维矩阵，每一维是Ｎ

个值，并记录下它们对应的权重。
ｆｏｒ（ｉ一１；ｉ＜一Ｎ＋１；ｉ＋＋）

元向量（对应Ｎ个特征的权重）。矩阵的第一行ｐ。
的Ｎ个值应按这样设定：前Ｄ个解码器的特征权

｛

ｆＨｉｇｈ—ｆ（ＸＨｉｇｈ）一ｍａｘ（ｆｉ）

１≤ｉ≤ｎ＋１

ｆＭｉｄ—ｆ（ＸＭｉｄ）一ｍａｘ（ｆ。）

１≤ｉ≤挖＋１，ｉ≠Ｈｉｇｈ

ｆＬｏ。一ｆ（ＸＬ０。）一ｍａｘ（ｆ。）

１≤ｉ≤ｎ＋１

重应设定为解码器在开发集上训练得到的权重，即
产生开发集上１一ｂｅｓｔ时所使用的权重，后Ｒ个对应
于ｒｅ－ｒａｎｋ特征的权重都置为０。矩阵的其余Ｎ行

）；

利用单纯形算法进行机器翻译结果ｒｅ—ｒａｎｋ的

按下面的公式［１２３从第一行中派生得到：
Ｐ。一Ｐ１＋Ａ×Ｅｉ

主体迭代算法如下：

Ｅ。为Ｎ元单位向量，Ａ为对特征权重调整力度

Ｓｉｍｐｌｅｘ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的估值，即如果你认为该维特征较之其他维应该起

ｄｏ

到更大的作用，就可以将该维的Ａ设的大一些，反之
１：

ｔｏｌ一２＊（ｆＨｉｇｈ—ｆＬｏ。）／（ｆＨ蟾ｈ＋ｆＬ。ｗ）；

２：

ｉｆ（ｔｏｌ＜Ｆｔ０１）

ｒｅｔｕｒｎ；

３：

ｉｆ（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ｘＩｔｅｒ）

ｒｅｔｕｒｎ；

４：

Ｃｏｍｐｕｔｅ—ＢＬＥＵ（）；

就小一些，每一维对应的Ａ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
之所以要这样来设置初始值，是为了更好的保证单
纯形算法有一个好的基点，第一行权重的设置得到

５：Ｈｉｇｈ—Ｍｉｄ—Ｌｏｗ（）；

的结果（ＢＬＥＵ）为解码器在开发集上训练得到的最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好结果，以此为基点，单纯形算法调整后至少不会比

６：

Ｎ＋１

７：ｘＦ一１／ｎ＊∑Ｘｉ

ｉ＝≠Ｈｉｇｈ；

这个基点差，也就是说，保证了算法迭代一定是在向

１—１

８：ＸＴ一２＊ＸＦ—ＸＨｉｇｈ’
９：

１０：ＸＥ一（１＋旺）＊ＸＴ—ａ＊ＸＦ；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好的方向发展。

ｉｆ（ｆ（ＸＴ）＜ｆ（ＸＬ０。））
ｉｆ（ｆ（ＸＥ）＜ｆ（Ｘｅｏ。））
ｅｌｓｅ

４利用单纯形算法进行ｒｅ－ｒａｎｋ实验中所选

ＸＨ．ｇｈ—ＸＥ；ｆ（ＸＨｉｇｈ）一ｆ（ＸＥ）；

特征的介绍以及利用最小分类错误率算

ＸＨｉｇｈ—ＸＴ；ｆ（ＸＨｉｇｈ）一ｆ（ＸＴ）；

法（ＭＣＥ）进行ｒｅ－ｒａｎｋ的实验结果比较

ｅｌｓｅ

ｉｆ（ｆ（ＸＴ）＜一ｆ（ＸＭ。ｄ））

实验中用ＮＩＳＴ①一２００２（８７．８个汉语句子）做开

１５：ＸＨｉｇｈ—ＸＴ；ｆ（ＸＨｉｇｈ）一Ｉ（ＸＴ）；

．ｋ
罐ｔ

１６：

ｅｌｓｅ

１７：

。娄一

ｉｆ（ｆ（ｘＴ）＞ｆ（ＸＨｉ。ｈ））

１８：ＸＨｉ，ｈ—ＸＴ；ｆ（ＸＨｉｇｈ）一ｆ（Ｘ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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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发集，用ＮＩＳＴ一２００５（１ ０８２个汉语句子）做测试集，

在句子片段的选择时能够达到局部的最优，选择所

解码器采用实验室开发的孔夫子（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１胡统

有句子中出现最频繁的片段来组成整句。

计机器翻译系统，该系统采用最大熵模型，是一个基

实际实验中，需进行多次单纯形算法和最小分

于短语口妇（Ｐｈｒａｓｅ—ｂａｓｅｄ）的统计机器翻译系统，实

类错误率算法的迭代，每一次迭代采用上一次迭代

验中对于开发集和测试集中的每个汉语句子输出

生成的权重作为初始权重，直到ＢＬＥＵ分值不再升

１

０００个候选英语译文，即生成１

高为止。实验以孔夫子解码器在开发集和测试集上

０００一ｂｅｓｔ。

进行ｒｅ—ｒａｎｋ实验的单纯形算法按照文中所述
的算法伪码实现，最小分类错误率算法的原理和实
现请参见文献Ｅｌｉ和［３］。

直接输出的译文结果作为基线分数。
利用单纯形算法进行ｒｅ—ｒａｎｋ在ＮＩＳＴ一２００２（开
发集）上的实验结果见下表，表中每一行为单独使用

下面介绍一下进行ｒｅ－ｒａｎｋ实验中用到的特征
及实验结果比较。在ｒｅ－ｒａｎｋ的特征选择方面，我

每个特征时对ＢＬＥＵ值提高的贡献，最后一行为使
用所有特征时对ＢＬＥＵ值提高的总贡献。

一共用了以下１２个特征：

表１

单纯形算法在开发集上的实验结果

１．２一ｇｒａｍ英语语言模型特征

ＢＬＥＵ％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４－ｇｒａｍ英语语言模型特征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２６．７６

２－ｇｒａｍ １ｍ

２６．８２

０．０６十

５．３一ｇｒａｍ英语词性语言模型特征

４－ｇｒａｍ ｌｍ

２６．８０

０．０４十

６．４－ｇｒａｍ英语词性语言模型特征

５－ｇｒａｍ １ｍ

３．５一ｇｒａｍ英语语言模型特征
４．２一ｇｒａｍ英语词性语言模型特征

２７．２７

０．５１十

２６．９１

０．１５十

７．５一ｇｒａｍ英语词性语言模型特征

２－ｇｒａｍ

ｐｏｓ

ｌｍ

８．ＩＢＭ Ｍｏｄｅｌ训练生成的词典特征

３－ｇｒａｍ

ｐｏｓ

ｌｍ

２７．１１

０．３５十

９．ＣＬＡ训练生成的词典特征

４－ｇｒａｍ

ｐｏｓ

ｌｍ

２７．２４

０．４８十

１０．英汉句子长度比例的特征

５－ｇｒａｍ

ｐｏｓ

ｌｍ

２７．４３

０．６７十

１１．局部Ｎ—ｇｒａｍ出现频率的特征

ＩＢＭ Ｍｏｄｅｌｌ

２６．８８

０．１２十

１２．句首标点判断特征（２值特征）

ＣＬＡ

２７．０７

０．３１十

其中，英语词性的语言模型同普通语言模型的

ｌｅｎｇｔｈ

ｒａｔｉｏ

２６．７９

０．０３十

Ｎ—ｇｒａｍ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２６．９２

０．１６十

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２６．７６

０十

＋ａｌ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２８．０２

１．２６十

训练方法相同，就是将英语语料标注词性后，将词性
序列提取出来，单独训练一个５元词性语言模型；
ＩＢＭ Ｍｏｄｅｌ的特征是利用ＧＩＺＡ＋＋训练生成的词

典，然后按照ＩＢＭ Ｍｏｄｅｌ一１［１叩计算翻译概率的公式
算出概率值并取对数，ＣＬＡ（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Ｌｉｎｋｉｎｇ

在ＮＩＳＴ一２００５（测试集）上的实验结果如下：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口３的特征计算同ＩＢＭ Ｍｏｄｅｌ特征，只是

表２单纯形算法在测试集上的实验结果

利用的词典是由ＣＬＡ算法生成的；局部Ｎ—ｇｒａｍ出
现频率的特征是指对于每个汉语句子的１ ０００个英
语候选译文，统计每个候选译文的１一ｇｒａｍ，２一ｇｒａｍ，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ｒｅ—ｒａｎｋ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５．３８％

２６．５４％

１．１６％十

３－ｇｒａｍ和４－ｇｒａｍ在整个１ ０００句中出现的频率，然
后按照一组权重线性相加作为一个特征；句首标点判
断特征是指判断英语译文的句首是否为逗号、句号、
叹号等明显不能作为句首的标点符号，为２值特征。

利用最小分类错误率算法（ＭＣＥ）在开发集和
测试集上的实验结果见下表：
表３

ＭＣＥ算法在开发集和测试集上的实验结果

在这些特征中，直观的来讲，英语语言模型的特
征与句子的流利度相关联；词性的语言模型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句子的局部片段搭配是否符合语言

ＢＬＥＵ％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ｄｅｖ ｓｅｔ）
Ｄｅｖ

Ｓｅｔ（＋ａｌ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２６．７６
２７．７２

习惯；ＩＢＭ Ｍｏｄｅｌ １就是一个词的翻译模型，因此可
以处理句子的丢词现象；而Ｎ—ｇｒａｍ出现的频率特
征则使算法倾向于选择出现频率高的Ｎ—ｇｒａｍ，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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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ｔｅｓｔ ｓｅｔ）
Ｔｅｓｔ

Ｓｅｔ（＋ａｌ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０．９６十

２５．３８
２６．３１

０．９３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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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１中虽然有些特征单独使用时对ＢＬＥＵ

［２］

每个特征对最终结果的贡献都是正向的。另外，从

［３］

Ｆｒａｎｚ

Ｊｏｓｅｆ Ｏｃｈ．Ｍｉｎｉｍｕｍ

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

的语言模型特征来代替。

ｃａｌ

Ｉ．Ｄａｎ
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ｎｋ过程对孔夫子翻译系统的整体性能的确起到

ｔｈｅ

了促进的作用。但相比之下，单纯形算法要比最小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Ｌ Ｅｃ］．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Ｍｅｌａｍｅｄ．Ａ Ｗｏｒｄ－ｔｏ—Ｗｏｒ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Ｉｎ：Ｐｒｏ．ｏｆ

［７］

Ｌｉｂｉｎ Ｓｈｅｎ ａｎｄ

Ａ．Ｋ．Ｊｏｓｈｉ．Ａｎ ＳＶＭ ｂａｓｅｄ ｖｏｔｉｎｇ ａｌ—

Ｍ．Ｃｅｔｔｏｌｏ，Ｍ．Ｆｅｄｅｒｉｃｏ，Ｎ．Ｂｅｒｔｏｌｄｉ，Ｒ．Ｃａｔｔｏｎｉ

［Ａ］．Ｉ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原理，算法的实现细节以及ｒｅ—ｒａｎｋ过程中特征的

ｏｆ

［９］

ｐａｒ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ａｇｇｉｎｇ：Ｋｅｒｎ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ｏ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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