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２２卷第５期

中文信息学报

Ｖ０１．２２，Ｎｏ．５

２００８年９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ｅｐ．，２００８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０７７（２００８）０５－００６７一０７

基于Ｗｅｂ的双语平行旬对自动获取
叶莎妮，吕雅娟，黄赞，刘群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１９０）
擒要：双语平行句对是机器翻译的重要资源，但是由于获取途径的限制，句子级平行语料库不仅数量有限而且经
常集中在特定领域，很难适应真实应用的需求。该文介绍了一个基于ｗｅｂ的双语平行句对自动获取系统。该系
统融合了现有系统的优点，对其中的关键技术进行了改进。文中提出了一种自动发现双语网站中ＵＲＬ命名规律
的方法，改进了双语平行句对抽取技术。实验结果表明文中所提出的方法大大提高了候选双语网站发现的召回
率，所获取双语平行句对的召回率为９３％，准确率为９６％，证明了该文方法的有效性。此外，谊文还对存在于双语
对照网页内部的双语平行句对的抽取方法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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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ＴＰ３９１

文献标识码：Ａ

Ａｕｔｏｎｌａｔｉｃ

ＰａｒａＵｅｌ是胁ｔｅｎｃｅ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Ｗｅｂ

ＹＥ Ｓｈ矿ｎｉ，ＬＶ Ｙａ－ｊｕａｎ，ＨＵＡＮＧ Ｙｕｎ，ＬＩＵ Ｑｕｎ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曲ｉｎｇ １００１９０，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ｂｓｈ馈ｃｔ：ＰａｒａＵｅｌ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ｆｔｅｎ ｄｏｍａｉ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ｈｉ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ｅｂ．Ｔｈｉｓ

ａｌｓ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９３％ａｎｄ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ｕｔｓ

ｆ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ｒｅａｄｉｌ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ｏｂｔａｉｎ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ｍｉｌａ“ｔｙ ｏｆ ＵＲＬｓ ｉｎ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ｗｅｂｓｉｔｅｓ，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ａｉｎｓ

９６％ｗｈｅ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ｐａｒａＩｌｅｌ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ｏ

ｎｏ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ｅｓｔ

ｗｅｂ

ｓｅｔ．

ａ

ｒｅｃａｌｌ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ａｔｅ

ｍｋｅｓ

ｐａｇｅｓ．

１【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ｗｅｂ

ｍｉｎｉｎｇ

机器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有效改善了翻译质
ｌ

引言

量，在机器翻译研究领域掀起了新的高潮。另一方
面，双语语料库又是获取翻译知识的重要来源，从中

近年来，语料库资源对于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的

可以挖掘学习各种细粒度的翻译知识，如翻译词典

巨大价值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特别是双语语

和翻译模板，从而改进传统的机器翻译技术。此外，

料库（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Ｃｏｒｐｕｓ），已经成为机器翻译、机器

双语语料库也是跨语言信息检索，翻译词典编纂、双

辅助翻译以及翻译知识获取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

语术语自动提取【ｌＪ以及多语言对比研究等的重要基

源。一方面，双语语料库的出现直接推动了机器翻

础资源。

译新技术的发展，基于统计（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ＰＢａｓｅｄ）和基于

然而，大规模双语语料库建设与获取存在着很

实例（Ｅｘａｍｐｌｅ－Ｂａｓｅｄ）等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方法为

大的困难。虽然各国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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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力来加强双语语料库的建设，但是现有双语语料

ＵＲＬ：

库在规模、时效性和领域平衡性等方面还不能满足

ｗｗｗ．ｆ∞．ｏｒｇ／ｎｅｗｓｒｏｏｍ／ｚｈ／ｆｉｅｌｄ／２００５／ｉｎｄｅｘ—ｃ．ｈｔｍｌ

处理真实文本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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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普及和迅猛发展提供了大量而丰富的
电子信息。随着国际化的需要，越来越多的网站成
为双语网站，越来越多的网上信息以多语言的方式
发布，这就为双语和多语语料库提供了很好的来源。
互联网是一个取之不尽、日益增长的信息源，因此是

内容上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内容上存在
互为翻译关系，那么就很可能是一对平行网页。ＰＴ
Ｍｉｎｅｒ、ＳＴＲＡＮＤ、ＷＰＤＥ等系统都利用了前者，
其中ＷＰＤＥ系统发现ＵＲＬ的ｐａｔｈｎａｍｅ与

一个潜在的巨大的多语种语料库信息源。这为双语

ｂａｓｅｎａｍｅ存在不同的命名相似性，需要分别进行处

平行语料库的获取提供了潜在的解决途径。研究如

理。ＢＩＴＳ系统只利用后者。而ＰＴＩ则同时利用了

何从互联网上自动挖掘这些海量的、真实的双语句

这两部分信息，先用一个基ＵＲＬ名相似性的抽取

对，对于解决双语语料库获取难题，推动相关技术发

器找出一部分双语候选网页，再用基于内容的抽取

展和实用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器对剩下的双语网页进行处理。

本文的目标就是建设一个高效的、自动化的双

双语候选网页的过滤在取得双语候选网页之

语句对获取系统，主要集中在获取中英平行语料。

后，采用分类器过滤掉伪平行的双语网页，就得到了

但是除了一些与具体语言相关的配置文件以外，本

真正平行的双语网页。ＳＴＲＡＮＤ系统在这个环节

文采用的方法不依赖具体语言，可以很轻松地移植

采用的一些基于结构和内容的特征，基本上都被其

到其他的语言对上。

他系统所采用。之后出现的系统不断采用更加合适
的基于网页内容的特征与分类器，都取得了很好的

２

相关工作
现有系统在基于Ｗｅｂ获取双语语料库资源时

主要分为四个步骤：双语候选网站的获取及过滤，双
语候选网页的获取，双语候选网页的过滤，双语平行
句对的抽取。著名的系统有ＰＴ Ｍｉｎｅｒ［引，ＰＴＩ［３】，
ＢＩＴＳ［４。，ＳＴＲＡＮＤ［５ｔ ６１，ＷＰＤＥ［７１等。

双语候选网站的获取及过滤候选网站为可能

效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双语平行句对的抽取最后需要从双语平行网
页中抽取出双语平行句对，得到句子级双语语料库，
才能满足真实应用的需求。ＳＴＲＡＮＤ中采用双语
平行网页之间ｈｔｍｌ结构的相似性，对两个网页的
ｈｔｍｌ标记序列进行对齐［６］，夹在两对对齐的ｈｔｍｌ
标记之间的句子就够成一个双语平行句对。类似的
方法如用Ｄｏｍ Ｔｒｅｅ［８］来描述网页，然后对两棵
Ｄｏｍ

Ｔｒｅｅ进行对齐从而得到相应的平行句对。

含有双语平行网页的网站，如果一个中文网页中含

尽管现有系统在基于Ｗｅｂ获取双语语料时都

有以“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Ｖｅｒｓｉｏｎ”等为锚文本或图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仍存有以下不足。首先，所有

片ＡＬＴ信息的链接，或者一个英文网页中含有相

系统在利用ＵＲＬ命名相似性得到双语候选网页都

应的以“中文”、“中文版”等为锚文本或图片ＡＴＬ

需要依赖预定义的字符串集合。其次，由于网页资

信息的链接，则可以认为含有该网页的网站是一个

源的噪声很大，仅仅依赖双语平行网页ｈｔｍｌ结构相

中英候选网站。微软的ｗＰＤＥ系统首次提出除了
锚文本之外，还可以利用图片的ＡＬＴ信息来搜索
双语网站。

似性来获取双语平行句对并不能取得一个理想的效
果。最后，双语文本资源来源主要集中于中英平行
网页对，但是有相当一部分高质量的中英平行文本
存在于双语对照的一个网页中。本文集中解决上述

双语候选网页的获取从一个双语网站中获取

的三个问题，而本文实现的系统中双语候选网站获

双语候选网页，可以利用结构与内容两个方面的特

取与双语候选页过滤部分都类似ＷＰＤＥ中的方法，

征来实现。结构上一般可以利用网页作者在双语网

同时融合了已有系统的优点，在此就不再赘述。

页ＵＲＬ命名时的特点。如下例所示的两个中英平
行网页的ＵＲＬ中只有语言相关的字符串“ｚｈ”与

３

双语网页ＵＲＬ命名模板的自动发现

“ｅｎ”以及“ｃ”与“ｅ”不同。
例１

一对具有命名相似性的中英网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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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语种相关，并且在大量双语网站的ＵＲＬ中出现。

那么，当存在一些中英网页对的ｎａｍｅ符合上

中文的有“ｃｎ，ｃｈｉｎｅｓｅ”等，而英文相应的有“ｅｎ，

述形式时，就可以得到我们要抽取的双语网页ＵＲＬ

ｅｎｇｌｉｓｈ”等。但是，同时存在着大量的双语网站，其

命名模板（具体见定义）。

ＵＲＬ命名虽然具有语言相似性，但不是通过预先定
义可以发现这种规律，例如某网站中英平行网页

ｕＲＬ命名模板定义

Ｌａｎｇ—ｃｌ—Ｌａｎｇ—ｅｌ，

Ｌａｎｇ—ｃ２—’Ｌａｎｇ—ｅ２…Ｌａｎｇ—ｃｉ—＋Ｌａｎｇ—ｅｉ

ＵＲＬ的对应关系为ｚｈ—ｃｎ．ｂｒｏａｄｃｏｍ．ｃｏｍ—，ｗｗｗ．

其中Ｌａｎｇ—ｃ；／Ｌａｎｇ—ｅｉ代表中文／英文网页

ｂｒｏａｄｃｏｍ．ｃｏｍ，再比如某网站中存在的ＵＲＬ对应

ＵＲＬ的ｎａｍｅ域中语言相关的不同部分，两者不可

关系则为ｗｗｗ．ｗｃｂｎ．ｃｏｍ．ｓｇ’ｅｎｇｌｉｓｈ．ｗｃｂｎ．

同时为空。从例１这对中英网页的ＵＲＬ中可以得

ｃｏｍ．ｓｇ。此外，也存在一些网站在命名时，中文一

到一条ｐａｔｈｎａｍｅ的命名模板“ｚｈ—ｅｎ”，一条

侧的ＵＲＬ用的是完整的单词，而英文一侧对应的

ｂａｓｅｎａｍｅ命名模板“ｃ—ｅ”。本文自动发现的ＵＲＬ

网页ＵＲＬ用的则是该单词的简写。例如某中英平

命名模板可以完全包含已有系统中预定义的ＵＲＬ

行网页的ｂａｓｅｎａｍｅ之间的对应关系为ｃａｒｔｏｏｎ—

命名相似性。

ｌｉｓｔ．ｈｔｍｌ与ｃａｒｔ．１ｉｓｔ．ｈｔｍｌ。

每一个模板在应用时都对应着具体的操作动

可见，只要ＵＲＬ命名的相似性没有涵盖在预

作，比如有一个ｐａｔｈｎａｍｅ命名模板“ｚｈ—ｅｎ”，就意

定义的集合中，那么已有的系统就无法处理。本文

味着当存在一个中文ＵＲＬ的ｐａｔｈｎａｍｅ中含有

提出以下这种方法，能够自动发现当前网站在双语

“ｚｈ”时，“ｚｈ”替换为“ｅｎ”，构造了一个英文ＵＲＬ的

网页命名时具有的特点，再进行候选双语平行网页

ｐａｔｈｎａｍｅ，如果这个ｐａｔｈｎａｍｅ在英文ＵＲＬ的

对的获取，完全不需要预定义与语言相关的字符串

ｐａｔｈｎａｍｅ列表中存在，那么就得到了一对命名具有

集合。

相似性的中英ＵＲＬ的ｐａｔｈｎａｍｅ部分。再配合

３．１

自动发现双语网页ｕＲＬ命名模板
从例１可以看出ｐａｔｈｎａｍｅ与ｂａｓｅｎａｍｅ中语

ｂａｓｅｎａｍｅ命名模板，就可以一对ＵＲＬ命名有相似
性的中英候选网页。根据Ｌａｎｇ—ｃ，Ｌａｎｇ—ｅ内容不
同，模板的动作也有不同的含义详见表１。

言相关的不同字符串出现位置有一定的相似性，我
们将ｐａｔｈｎａｍｅ与ｂａｓｅｎａｍｅ统称为ｎａｍｅ域。

袭ｌ应用模板的四种动作
Ａ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ｇ—ｃ

Ｌａｎｇ—ｅ

非空

非空

替换操作即用Ｉ。ａｎｇ—ｅ替换Ｌａｎｇ－ｃ

ｎａｍｅ对应的Ｓ有“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ｎｅｗｓｒｏｏｍ／”与“／

非空

为空

在中文ＵＲＬ中删除对应的Ｌａｎｇ－ｃ

ｆｉｅｌｄ／２００５／”。Ｌａｎｇ部分分别为“ｚｈ”与“ｅｎ”（记为

为空

非空

在英文ＵＲＬ中删除对应的Ｌａｎｇ—ｅ

为空

为空

ｎａｍｅ域都由语言无关的相同部分Ｓ与语言相关的
不同部分Ｌａｎｇ组成。例１中，中英ＵＲＬ的ｐａｔｈ—

Ｌａｎｇ—ｃ与Ｌａｎｇ—ｅ），这正是我们关心的中英平行网
页之间的命名规律。那么当一个网站中相当一部分

说明要查找相同的中文ＵＲＬ，英文
ＵＲＬ

中英网页的ＵＲＬ满足如下形式：
ｃｕｒｌ＝Ｓｌ＋Ｌａｎｇ—ｃｌ＋ｓ２＋Ｌａｎｇ—ｃ２＋…＋Ｓ＋
Ｌａｎｇ＿ｃｊ＋Ｓｊ＋ｌ
ｅｕｒｌ＝Ｓｌ＋Ｌａｎｇ—ｅｌ＋ｓｚ＋Ｌａｎｇ—ｅ２＋…＋ｓｊ＋
Ｌａｎｇ－ｅｊ＋ｓｊ＋ｌ

在本系统中，首先进行网页语种识别，将一个网
站中的所有网页分为中文和英文网页，分别得到中
文与英文网页的ＵＲＬ列表。在这两个列表中去自
动发现ｐａｔｈｎａｍｅ与ｂａｓｅｎａｍｅ命名相似性，生成相

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上述形式中的各个

应的命名模板，再进行查找双语候选网页对。生成

Ｌａｎｇ—ｃ与Ｌａｎｇ—ｅ就是当前网站中英ＵＲＬ命名时

ｐａｔｈｎａｍｅ与ｂａｓｅｎａｍｅ对应的模板集合算法相同，

的规律性。Ｓ与Ｌａｎｇ都由字段组成，其中只有Ｓ。

具体见算法１。

与Ｓ㈩可以为空，每一字段看作一个整体，具有操作

在生成ｐａｔｈｎａｍｅ命名模板时，ＣｎａｍｅＳｅｔ与

完整性原则即无论进行任何操作都对整个字段进

ＥｎａｍｅＳｅｔ是中英ＵＲＬ去掉ｂａｓｅｎａｍｅ所形成的中

行。在ｐａｔｈｎａｍｅ中，按照／来划分，每一个／ｓｔｒ／称

英ｐａｔｈｎａｍｅ集合。而生成ｂａｓｅｎａｍｅ命名模板时

为一个字段，而在ｂａｓｅｎａｍｅ中则按照“一．一”等分隔
符分成各个字段。

万方数据

相应的集合则是ｐａｔｈｎａｍｅ具有相似性的所有中英
ＵＲＬ所对应的ｂａｓｅｎａｍｅ形成的集合。

算法ｌ模板发现算法
ｌｔ蜘ｍ件：ｔｈｅ ｐａｔｈｎａｍｅ

ｏｒ

ｂａｓｅｎａｍｅ

ｖｅｃｔｏｒ

ｉｎ

一个有力的特征，更加侧重从双语句对的内容上去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ｓｈ

ｓｉｄｅｓ．
Ｅｎｓｕｒｅ

衡量一对双语平行网页中那些句对是真正互翻译
的。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利用平行网页ｈｔｍＩ结构

ｌ

ｔｈｅ ｍａｐ ｏｆ ｒｕｌｅｓ ｍＲ“Ｚｅ．

１：ｆｂｒ

ｃｎａｍｅ

２ｌ

伪ｇ—Ｏ

３ｌ

ｆｂｒ

上存在的相似性，而且保证得到的双语句对在内容

ＣｎａｍｅＳｅｔ如

ｉｎ

上确实是互为翻译的。获取互为翻译的双语句对，

ｒ“ｋｉｎＲ“￡ＰＳ以ｄｏ

ｅ，｜口ｍＰ卜Ａ户户妇ＲＨ如（州如，ｃ船优＃）
●ｆ ｅｎａｍｅ∈ｖＥｎａｍｅ ｔｈ蛐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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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ｌ

可以结合Ｄａｎｉｅｌ Ｍａｒｃｕ在不平行文本中抽取平行
句对所采用的方法［９］。从两个中英平行网页中得到

６：

ＡｄｄＷｅｉｇｈｔ（ｒｕｌｅ）

７：

ｍｇ—ｌ

的中英句子序列进行对齐可以看做一个中英候选句

８ｌ

ｂｒｅａｋ

对集合的分类问题，从中英候选句对中抽取一些特

９ｉ

ｅｎｄ＂

征，送入分类器进行分类，判断当前的中英候选句对

１０ｉ

ｅｎｄ

１１：

Ｉｆ（ｆｌａｇ＝一Ｏ）ｔｈｅｎ

ｆｏｒ

１２：ｌ打Ｐ撇ｍＰ

ｉｎ

是否是真正平行的。

ｖＥｎａｍｅ

ｄｏ

１３

ｌ

ｎｅｗｒｕｌｅ－一Ｃ他“Ｎｅｔ￡ＩＲ缸如（ｃ，｜口打＂，Ｐｎ口行＂）

１４

ｌ

Ｉｎｓｅｒｔ

ｔｏ

ＲｕｌｅＳｅｔ

ｅｎｄｆｏｒ

１５：
１６：

蜘ｄ

１７

Ｓｏｒｔ

Ｉ

１８：
１９ｔ

ｎｅｗｒｒｕｌｅ

平行文本的难度，并且可以最大限度的挖掘出平行

Ｉｆ

ＲｕｌｅＳｅｔ ｂｙ

采用分类的方法将大大屏蔽由于平行网页内容
不完全一致与ｈｔｍｌ结构混乱而带来的抽取句子级

Ｗｅｉｇｈｔ

伽ｇ—Ｏ
ｅｌ订ｆｏｒ

网页中的平行句对资源。
４．１生成双语候选旬对集合
先将每一个网页解析成一个由“ｈｔｍｌ开始标记

３．２获取具有ＵＲＬ命名相似性的双语候选网页

＋句子＋ｈｔｍｌ结束标记”这种结构组成的句子序列

首先根据ｐａｔｈｎａｍｅ模板寻找ｐａｔｈｎａｍｅ具有

（见图１）。图１中的“句子”实际上就是网页中的一

相似性的中英ＵＲＬ，再根据ｂａｓｅｎａｍｅ模板寻找同

段连续文本，可能是为短语、句子、段落，我们在这里

时还具有ｂａｓｅｎａｍｅ相似性的中英ＵＲＬ，至此就得

不做仔细地区分。在本环节的最后针对过长的双语

到一对可信的双语候选网页。为了自动发现的模板

句对（即中英句子都是包含多个句子的段落）利用现

更加准确，限定ｐａｔｈｎａｍｅ／ｂａｓｅｎａｍｅ模板中只要任

有的技术进行句子划分并对齐，这里就不再详细叙

何一个Ｌａｎｇ—ｃ或Ｌａｎｇ—ｅ为纯数字字符串，则认为

述。

当前模板无效，并不是我们要找的与特定语言相关
的字符串。
采取本算法的优点在于可以根据每个网站自身
的特点来处理，而不是像预定义那样只能处理ＵＲＬ
命名符合特定规律的网站。本文的方法不仅可以发
现所有常见的ＵＲＬ命名规律，而且还可以找出不

《８ｐａｎ＞联系我们Ｉ‘，５ｐ－时
＜ｈ３＞学术课程＜，ｈ３＞
＜５ｔｒ。ｗ＞新生Ｉ＜／５ｔｒｏｎ驴

‘５ｔｒｏｎｇ＞转学学分高于或等于∞学分的转擎生·＜，＿ｃｒｏ咿
‘５ｔｒｏｗ＞英语语言能力｛＜，ｓｔｒｏｎｐ
＜ｈ３，薨国语言和文化协岔（＆ｌｃｉ｛＜／ｈ３＞

‘５ｃｒ。ｎｇ＞强化升学英语预备课程＜，ｓｔｒｏ咿
‘＂联系我们‘／ａ＞

ｕｎｌｖｅｒｓｌｔｙ的ｎ Ｍｒｃ。。是一所发展恐逮的现代化举控
拥有大量新式建筑、尖端的计算机技术和先进的科擎实验奎．
在ｊ耋里，您可以感受到时代发晨的藿情．＜／ｃｄ＞
＜ｃｄ＞ｃａｌｉｆ。ｒｎｌａ

５ｃａｔｅ

图１带ｈｔｍｌ首尾标记的句子序列

同的网页编辑者带个人特色的ＵＲＬ命名规律，从
而可以找出尽可能多的可信的中英候选网页对。

对中文和英文网页进行解析得到图１所示的中
文和英文句子序列后进行简单的全组合就可以得到

４双语平行旬对的抽取

中英候选句对集合。这样得到的中英候选句对集合
中含有大量明显不平行的句对，可以采用一些过滤

在实际存在的双语网页中，很少一部分双语平

机制，过滤掉明显不平行的句对以节省下一步抽取

行网页是完全直译的。网页作者很难保证两个双语

平行句对的时间。如图１中“（ｈ３）学术课程＜／ｈ３＞”

平行网页之间句子数目相同并且处于对等位置的句

在这个中文句子序列中的相对位置为２／９，那么在

子互为翻译。更何况网页资源本身噪声很大，双语

相应的英文句子序列中，相对位置也为２／９左右的

平行网页的ｈｔｍｌ结构有相似性但不相同。所以现

英文句子很可能就与该句子构成平行句对。经过统

有系统仅仅依赖平行网页的ｈｔｍｌ结构来挖掘双语

计可以发现平行的中文句子和英文句子在相应的网

平行句对是不可靠的。

页中所处的相对位置比例大量集中在１附近，少数

本文中把双语网页ｈｔｍｌ结构上的相似性作为

万方数据

分布在Ｏ．５…０．８，１．５…２．５。在本系统中可以用这

叶莎妮等：基于Ｗｅｂ的双语平行句对自动获取

５期

７１

个特征过滤掉候选句对中明显不平行的句对。同样

应该是平行的。针对这三种情况，我们定义了三个

的，还可以利用中英句子的词数比例等特征。

特征，详见表４。
表４同页结构特征

４．２抽取双语平行句对
网页结构特征

面对一对简短的中英句子，判断两者是否互为
翻译，就变得相对简单。可以利用三组特征：一般文

特征描述

当前句对是否在存在于根据ｈｔｍｌ标

ｈｔｍｌ对齐特征

记对齐得到的句对集合中

本特征、词语对齐相关特征以及网页结构特征。一

中文甸子和英文句子在相应的原始

般性的特征见表２。

ｈｔｍｌ标记特征

网页中紧跟的ｈｔｍｌ开始（或结束）标

表２一般文本特征
一般文本特征

特征描述

句子长度比特征

中英句子中的词数之比

词汇化汉译英比例

词汇化英译汉比例

记是否相同

中英句子相对位置

中文句子和英文句子在相应的网页

比例

中所处相对位置的比例

中文甸子在对应的英文句子中有对

例如，一个中英候选句对的相关信息如表５所

应翻译的词所占的比例

英文句子在对应的中文句子中有对
应翻译的词所占的比例

示。这个候选句对没有出现在初步句子对齐得到平
行句对集合中。那么ｈｔｍｌ对齐特征就为ｆａｌｓｅ．ｈｔ—
ｍｌ标记特征为ｆａｌｓｅ；中英句子相对位置比例为（３／

有一些中英句子描述的是同一件事情，虽然从
内容上来说词汇化汉译英比例（或英译汉）都比较

１０）／（４／１１）。实验证实这三个特征对双语候选旬对
分类有很大的帮助。

高，但不是互为翻译的关系。所以仅仅采用双语句

裹５示例

对的一般性特征并不能充分刻画互为翻译这个目

中英候

ｈｔｍｌ开

ｈｔｍｌ结

文本块集合中

标。在这里先对每个双语候选句对进行词语对齐，

选句对

始标记

束标记

的相对位置

再挖掘出一系列的词语对齐特征来进一步描述互为
翻译这个分类目标。词语对齐相关特征详见表３。

中文句子

＜ｐ＞

＜／ｐ）

３／１０

英文句子

＜ｓｐａｎ＞

＜／ｓｐａｎ＞

４／１１

表３词语对齐相关特征
词语对齐特征

一对一链接比例

中文词对空比例

在给出的双语候选句对集后，要从中选出真正

特征描述

一对一链接数占词语对齐中总链接数
的比例

中文句子中没有相应对齐的词语所占
比例

互为翻译的中英句子。首先要计算每一对候选句子
为平行的概率和非平行的概率，根据这两个概率的
大小进行分类。基于最大熵理论引入一个判别函
数：
Ｉ

英文词对空比例

英文句子中没有相应对齐的词语所占

ｐ（Ｑ

Ｉ印）＝１／ｚ（眵）Ⅱ舻‘。∽

比例

（１）

』＝ｌ

其中，ｃ；取值为ｆ。（不平行）与ｃ，（平行）；１／Ｚ
针对网页这类特殊的文本，还可以利用网页的

（ｓ夕）为归一化因子；厶（ｆｉ，ｓ户）为上述的特征对应的

ｈｔｍｌ结构信息，来帮助分类过程。首先，对于两个

特征函数；Ａｉ为特征的权重信息，可以通过训练得

中英网页，得到了图１所示的带ｈｔｍｌ首尾标记的句

到。

子序列以后，可以发现在两个中英句子序列中出现

一个中文句子在中文网页中可能多次出现，英

在同等位置上的中英句子为平行的可能比较大。其

文句子也一样。在进行分类以后，可能一个中文句

次，两个中英平行的句子其ｈｔｍｌ开始标记（或结束

子与多个英文句子构成互为翻译关系，那么再引入

标记）大部分也是相同的。最后，可以用Ｕｎｉｘ工具

一个平行句对选择函数：

ｄｉｆｆ对两个网页的ｈｔｍｌ标记序列进行对齐，那么也

妒＃一ｍａ均讣“｛妒＃Ｉ户（ｃ１ Ｉ印＃）＞户（ｃｏ ｌ妒ｇ））

就会得到一个相应的初步句子对齐（具体方法参见

（２）

文献［６］）如果两个中英网页是平行的并且近乎直译
的情况，那么得到初步句子对齐结果里面很多句对

万方数据

其中ｓ户。指的是中文句子ｉ与英文句子＿『构成
的双语候选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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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中英候选平行网页，经过后续的双语候选网页过滤

５获取单一网页内部的平行语料

步骤，发现这９０３对中英网页确实为平行网页。这
是因为采用自动发现网站内部双语网页ＵＲＬ命名

根据双语平行语料的存在形式可将ｗｅｂ资源

特点这个方法，不仅可以避免预定义带来的缺失，还

分为两大类即中英平行文本分别存在于两个中英平

可以避免网站建设者采用大小写、省略词等问题造

行的网页中和同一页面内的情形。以往的系统都主

成的缺失。

要集中于从前者这类ｗｅｂ资源中获取双语平行语

６．２双语平行旬对抽取的实验结果

料库。本文不仅要充分挖掘前者的潜在双语资源，
而且尝试了如何获取并利用后者这类资源。

在人工标注后的２７０对中英平行网页中人工找
出其平行的句对集合，总共１ ５２０对，组成训练语料

５．１双语对照页面的获取
在本系统中对于获取这类平行文本，作了初步
研究：通过观察，这类网页有一些共性。可以以一些
关键词为锚文本，利用搜索引擎来获取包含这些锚
文本的网页。常见的关键字例如“双语新闻”、“双语
学习”、“双语阅读”等。这些网页很大一部分本身就
有是双语对照的或者含有指向双语对照页面的链
接。那么以这些网页作为种子，追踪其中包含的链
接，进行深度下载，就可以获取相当大数量的这类网
页，这就初步解决了这类双语对照页面的获取问题。

中平行句对部分。在剩下的所有中英句子进行简单
的全组合，过滤掉中文句子和英文句子相对位置的
比例小于ｏ．３，大于３这些明显不平行的句对，再从
过滤后的集合中随机选出１ ５２０对组成训练语料中
不平行句对部分。
先从随机挑选出的２０对中英平行网页中抽取
出的中英候选句对集合，再从中随机选出２ １７３对
中英句对组成测试集。在这个测试集合上，抽取中
英平行句对模块最终取得了９３％的召回率与９６％
的准确率，具体结果见表６。
表６特征组合实验

５．２双语平行句对的抽取
中英文本在中英对照网页中主要有三种对照方

特征类型

一般文本特征

式：上下对照、左右对照以及段落或句子之间的相邻

一般文本特征＋词语对齐相关特征

对照。在本系统中采用了统一的处理方式，不受中

一般文本特征＋词语对齐相关特征

英文本在网页中出现格式所限制。在这个环节中，

＋网页结构特征

召回率

准确率

８９％

８８％

９０．５％

９４％

９３％

９６％

先将一个含有中英对照文本的网页解析成图１所示
的句子序列，去掉相应的ｈｔｍｌ标记后，进行句子的

这个实验结果来源于两方面的贡献，一个是双

语种识别，得到中文与英文的句子序列。这两者序

语候选网页过滤环节，本文中采用最大熵分类器对

列之间肯定存在着互为翻译的关系，并且由于这种

中英候选网页进行分类，融合了几个系统的长处，采

类型的网页中英之间对照关系是非常严格的，所以

用了一些对分类非常有帮助的特征。在随机挑选出

得到的中英句子序列之间为直译的比例很大在本系

的４５０对中英候选网页上取得了召回率为９９％，准

统中，可以利用４．２节中介绍的抽取平行句对的方

确率为９７．８％的结果，为中英平行句对的抽取做了

法，抽取出中英平行句对。

很好的除噪音工作。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环节就是本
系统中采用的双语平行句对抽取技术。

６实验结果与分析
６．１

自动发现双语网页ＵＩｕＬ命名模板的实验结果
我们随机选出具有ＵＲＬ命名相似性的１８个

网站进行测试，比较本文的方法与ｗＰＤＥ系统中采
用的方法。其中采用ｗＰＤＥ系统中的方法可以抽
取出２ １１０对候选中英平行网页，而我们的方法可
以找出３ ０１３对候选中英平行网页，多找出９０３对

万方数据

可见在经过双语平行网页过滤以后，得到的中
英平行网页中确实存在互为翻译的句对，而本文采
用的双语平行句对抽取方法能够很好地利用网页本
身的结构优点，并且对内容上互为翻译这个条件采
用了合适且高效的特征，从而大大提高了召回率与
准确率。
６．３同一网页内部平行旬对抽取的初步结果
对于这类资源的挖掘工作，本文目前已经解决

叶莎妮等：基于ｗｅｂ的双语平行句对自动获取

５期

７３

了从互联网上获取潜在的候选资源这个难题。下面

下一步工作我们将继续研究有效的双语网页分

仅以“双语阅读”这个关键字为例，来评估本文采取

析和过滤技术，进一步提高双语句对获取的质量，去

的获取方案是否可以获取大量的有用资源。通过

除重复句对，使得我们的系统可以持续、稳定、实时

Ｇ００９ｌｅ检索得到不重复的７３２个页面。其中，确实

地获取大规模的双语平行句对。此外，我们也将深

为中英对照或者含有指向其他中英对照页面链接的

入探索同一页面内部的双语平行旬对自动获取方

网页有３５３个，无效或不存在页面有１２７个。剩下

法，使得该类双语平行句对的获取可以不受具体双

的２５２个页面中很大一部分也为双语对照的，包括

语对照格式的限制。

中文与法语、韩语、日语以及俄语等。说明这一类型
的网页是大量存在的，并且可以通过特定关键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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