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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我们在“面向新闻领域的汉英机器翻译系统”中语言资源建设
的总体框架，然后着重介绍了其中扩充词典的建设方法。扩充词典是相对于核心词典而言的，
特点是词汇量大，每个词的信息相对较少．扩充词典的建设包括以下几个阶段：收集；格式
整理；词条拆分；词性标记归一化；词性标记补弃；词条合并．实验结果表明，采用这种方
法，利用较少的人工，就可以得到规模很大、并初步可用的双语机器翻译词典，并且这部词
典可以大大减少翻译中未定义词的数量，提高翻译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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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在的机器翻译研究，从一种劳动密集型的研究方式逐步过渡到了一种资源密集型的研
究方式。这二者的区别在于，在劳动密集型的研究方式中，语言学家的工作是为某个具体的
机器翻译系统开发词典、规则库等语言知识库，其工作依附于某个具体的机器翻译系统，不
具有独立性。而在资源密集型的研究方式中，语言学家和计算机工作者的分工更加明确。语
言学家的研究成果以语言资源的形式呈现出来，而不是仅仅为某—个机器翻译系统服务，其

工作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同时，这种分工导致了语言资源的共享，也使得计算机工作者在算
法的研究中对于语言资源的使用有了更广泛的选择余地。
本文简要介绍了我们在“面向新闻领域的汉英机器翻译系统”开发过程中语言资源建设

的总体规划和实施情况，然后详细介绍了其中一个子任务一“扩充词典”建设的工作流程、

算法设计、实施过程和结果评价。

二、语言资源建设的总体规划
我们在“面向新闻领域的汉英机器翻译系统”（Ｌｉｕ ｅｔ．ａ１．２００１）的开发过程中，非常重
视语言资源的建设。我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覆盖语言知识各个层面的机器翻译语言资源建
设规范。并启动了一系列的语言资源建设子任务。这些子任务包括：
１．汉语语义词典子任务
在原有语义词典基础上，完善规范、修改错误、补充词语，构造一部完整的机器翻译用
汉语语义词典。目前此项工作正在进行，目标是将北京大学语法信息词典中的七万多汉语词
’本项目接受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９７３）资助，课题号为：Ｇ１９９８０３０５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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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加入到语义词典中。

２．汉英扩充词典子任务

在原有核心词典的基础上构造一部机器翻译用扩充词典，本文后面将详细介绍。
３．汉英短语库子任务
收集汉英对照的短语，标记出短语结构信息，此项工作已告一段落，目前收入短语５万
余条。
４．汉英双语语料库收集整理子任务
收集、整理双语语料库、进行格式整理、篇章标注、篇章对齐，此项工作第一阶段已经
完成，收录大约１００万汉字的汉英对照新闻语料以及大量的其他类型语料，目前正在进行第
二阶段工作。
５．汉英双语语料库句子对齐子任务
在篇章对齐语料库基础上，完成段落对齐和句子对齐，与上一个子任务一样，第一阶段
已完成．完成了１００万汉字的汉英对照新闻语料的句子对齐（约４０００句对），并整理其他类
型句子对齐语料约１８万句对。目前正在进行第二阶段工作。
６．汉英双语语料库短语对齐子任务
在句子对齐语料库基础上，完成子句、最长名词短语、基本名词短语以及其他一些特定
类型短语的对齐，此项工作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大约完成了３０００汉英句对的短语对齐工作。
第二阶段还没有开始。
本文主要介绍其中的第二项子任务：汉英扩充词典子任务。

三、机器翻译的词典建设
双语词典建设是机器翻译系统开发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常见的机器翻译词典开发有以下几种方法：

１）人工开发：组织人力物力，从头开始开发。当然，在实际的开发中，都要借鉴已有
的词典，甚至以已有的某部词典为基础。这种方法费时费力，但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裁
减所需信息，易于和翻译算法紧密结合。传统的机器翻译词典开发一般都采用这种方法。《知
网》（董振东）也可以看作一部采用这种方法开发的可用于机器翻译的双语词典。
２）利用已有的电子词典资源：目前通过各种方式可以获取的双语电子词典已有很多，
通过对这些词典进行收集整理，可以得到机器翻译用的双语词典。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充
分利用已有资源，省时省力，缺点是各种不同来源的词典格式、体例、属性字段等都不一致，
词典质量参差不齐，整理加工比较麻烦。
３）从双语语料库中抽取词典：在各种双语对齐语料基础上，利用统计方法，从中抽取
双语对照词语。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直接从语料中抽取，可以学习到一些活的翻译方法，而这
些译法很可能在词典中是找不到的，特别适用于一些专业领域的词典抽取，或新词语的学习。

不过这种方法依赖于学习算法的好坏，会产生很多垃圾信息，要得到高质量的词典也需要较
多的人工校对；学习到的词典信息依赖于语料库，往往信息不够全面，最好作为已有词典的
补充。这方面的研究现在比较多（Ｍｅｌａｍｅｄ，１９９６），（Ｃｈｕｒｃｈ ｅｔ．ａ１．，１９９０），（Ｓｍａｄｊａｅｔ．ａ１．，
１９９６）．（Ｈａｒｕｎｏ ｅｔ．ａ１．，１９９６），（Ｆｕｎｇ，１９９５）。
·２６·

在我们的汉英机器翻译系统中，已经有了一部核心机器翻译词典（王慧等，１９９８）－这
部词典含汉语词条（以词形ｗｏｒｄ ｔｙｐｅ计算）约五万，这部核心词典含有丰富的词法、句法、
语义搭配信息如图１所示。这部词典是采用上面所述的第一种方法·通过自己组织人力物力
从头开发的。词典采用文本形式存储，使用我们专门编写的词典管理工具进行管理。不过，
在面对真实的文本的时候．这个词典的规模就显得有点太小了，远远不能满足实际翻译的需
要。在我们的新版本机器翻译系统中使用了一个独立的分词程序，而这个分词程序所用的分
词词典就有词语８万多条，这样就导致很多分词程序切分出的词语无法翻译。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决定采用上述的第二种方法，构造一部扩充的汉英机器翻译词典。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
采用这种方法构造机器翻译词典的文献，所以本文介绍的方法完全是我们自己摸索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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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核心词典示例

四、扩充词典的收集与整理
１．扩充词典的目标
扩充词典（下面我们又称目标词典）应该满足以下三方面要求：
１）面向通用领域：扩充词典不是专业词典，不应该收入专业性太强的词语；
２）词汇量足够大：扩充词典的词汇量不应太少，按照我们事先的估计，至少应达到２０。３０
万词对的数量级；

３）每个词对的信息虽然不必像核心词典那么丰富，至少应该含有以下几个字段：汉语
词语、汉语词性、英语词语、英语词性、置信度而且汉语词性和英语词性的标记集应该与核

心词典一致。我们称之为一个珏元组。
４）通过在多部词典中出现的频次的统计．也可以得到双语词对的置信度信息。这种置

信度信息虽然不是直接从双语语料库统计得到的，但也有一定的统计意义。
词典在收集过程中采用数据库进行管理，这样便于利用成熟的数据库管理工具进行操
作。最后得到的词典再通过文本形式提交给翻译程序．由翻译程序建立索引、进行查询。
·２７·

２．扩充词典的收集
确定了目标以后，我们开始从各种途径收集一些的英汉和汉英词典，加上我们原先的一
些积累．总共得到６部电子版的词典，本文把这六部词典称为原始词典。这些词典的总体情
况如下表所示：
表１扩充词典的来源
词典

方向

规模

Ａ

羹汉

１２万词时

背单词车ｊ＝件（各类大中学学英语谭本、英语学习类书籍共３０余本’

Ｂ

瘦奠

１８万词对

书面词典

Ｃ

投英

１７万诃对

书面词典

汉英

１２万词对

网络词媳

Ｅ

捉蓖

８万诃对

网培同赡

Ｆ

汉英

６９３词对

一些常用新词语

Ｄ

——

类

型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词典里既有英汉词典，也有汉英词典。我们的实验表明，即使在汉
英机器翻译中，加入英汉词典中获得的信息也是有效的。例如，我们的汉英机器翻译系统曾
经遇到一个汉语词语“中西部”，在汉英词典中都查不到，而在英汉词典中确可以找到其对应
词语“Ｍｉｄｗｅｓｔ”。
３．扩充词典的整理

利用原始词典并不能通过简单合并得到所需的扩充词典。由于词典来源不一，导致了很
多问题。其中的主要问题包括：
·格式不一致：由于词典来源不一，格式、体例都不～致，有的格式比较规整，有的就
比较混乱；
·录入排版错误和格式错误：录入、排版、格式方面的错误很多，需要认真清理；
·词性标记不一致：每部词典的词性标记都不一致，而且都与核心词典的词性标记不一
致：
·诃性标记不完整：很多词典甚至没有词性标记。
可以看到原始词典面临的问题是非常杂乱的，由于数量巨大，如果都采用人工校对的方

法，人力、物力的消耗都是难以承受的。为此我们主要采用了人机互助的办法，以自动处理
为主，对于一些自动处理无法解决的问题，辅以人工校对。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是成功的，
我们只采用了较少的人工校对，就得到了一部规模较大、初步可用的机器翻译扩充词典。
扩充词典的整理按照以下几个步骤进行：
１）词条拆分：由于我们的目标词典的每个词条是一个五元组（汉语词语，汉语词性，

英语词语，英语词性，置信度），而原始词典中，往往是将～个源语言词语解释成词性相同或
不同的多个目标语词语，因此需要将一个原始词典的词条拆分成一个或多个目标词典的词条。
通过词条拆分，词典就可以装入数据库中，后续的步骤都是在数据库上面进行操作。

２）格式整理：原始词典中存在大量的格式错误，需要校正，还有很多的附加信息（如
领域信息、解释性信息）需要滤捧。
３）词性标记归一化：由于每部原始词典的词性标记信息都不～致，而且与核心词典的
词性标记也不一致．因此要将原始词典的词性标记映射到核心词典的词性标记；
４）词性标记补齐：由于原始词典中很多词没有词性标记，葡目标词典中所有词条（五
·２８·

元组）都必须有完整的词性标记，因此对于原始词典中缺少的词性标记要补上，并给出置信
度信息：
５）词条合并：将来自不同原始词典的相同词条合并为一个词条，同时将置信度求和。
在词典整理过程中，必然设计一个人工校对的问题，如何实现人机互助的校对？如何用
最少的人力、快速有效并且高质量的完成以上工作，是这项工作的一个关键。我们把握的原
则是：能够用机器做的事尽量不用人做；通过计算机程序，将无法由人工完成的复杂的校对
工作分解成很多非常单一的校对任务，以尽可能地提高校对的质量和效率。
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们只在上述的第一步和第二步（词条拆分和
格式整理）完成了人工校对，后面几步都是全自动进行的。虽然这免不了有很多错误．不过
总体上词典还是可用的，而且概率信息的引入，也使得这些错误的影响降低到很低的程度。
下面我们分别就以上五个步骤介绍我们的具体做法。
３．１词条拆分

原始词典的词条可能是以下形式：
ｃｏｍｐｌｅｘ＝ａ．复杂的，１＂ｔ．复合体；综合建筑
通过词条拆分，要变成以下形式
Ｉ
Ｉ

汉语词条

Ｉ

复合体

ｌ

综合建筑

汉语词性

英语词条

复杂的

英语词性
＆

ｃｏｍｐｌｅｘ

当然，实际操作并不这么简单．会遇到很多复杂的格式问题，有时还需要引入人工校对。
通过这种方式，将原始词典从文本形式转换成了数据库形式，便于后面的进一步处理。
３．２格式整理

每一部原始词典的格式都不相同，所以处理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图２是其中一部词典的
格式处理过程。

图２词典格式整理过程示例
·２９·

这种做法的好处有两点：Ｉ自动处理阶段处理丁大部分的格式问题。比如方括号的处理，
很大一部分的方括号都是领域信息，而领域信息的种类是有限的，只要把表示领域信息的方
括号处理好，剩下需要人工校对的工作量就很小ｒ：２．通过这种逐级处理的方式，每一次人
工校对的工作都变得非常单一．这一方面减轻了校对者在工作中的大脑思维活动的负担，使
得校对国内工作的速度和质量都有所提高，同时也使得校对的工作量计算更为合理，有利于
控制成本。
３．３词性标记归一化

要为每一步原始词典的词性标记建立到核心词典的词性标记之间的映射关系。这样，绝
大部分词性标记归一化工作可以自动完成。个别情况需要人工校对（暂时役做）。
３．４词性标记补齐

原始词典中．很多词语都没有标记词性。英汉词典中．汉语词语没有标注词性。汉英词
典中，几乎都没有任何词性信息。所以，词性标记补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词性补齐需要用到两部（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带词性标注的单语词典。这两部单语词典
的来源除了已经整理的原始词典以外，还利用了机器翻译系统的核心词典。
另外，需要用到一个双语词性对照表，也就是说，对于源语或译语的每一种词性，要给
出其最可能的对译词性。这个表根据语言知识很容易构造。

在得到两部单语词典以后．对于每一个五元组，如果没有词性缺失．那么设置其置信度为
Ｉ．如果有词性缺失．那么利用以下算法进行词性补齐并计算置信度：

ｌ

如果一种语言词语Ａ词性已知，另一种语言词语Ｂ词性未知：
ａ）按照算法２或者算法３，判断词语Ｂ的词性；
ｂ）如果词语Ｂ有多个词性
ｉ．如果词语Ｂ的词性中有与词语Ａ的词性对应的词性．那么只保留这种词性，删除词
语Ｂ的其他词性，生成一个五元组，置信度为Ｉ；
ｉｉ否则保留词语Ｂ的所有词性，将该五元组拆分成多个五元组，这些五元组的置信度
都是Ｉ／ｎ，ｎ为Ｂ的词性个数；
ｃ）如果词语Ｂ只有一个词性．那么生成一个五元组，置信度为Ｉ：
ｄ）如果词语Ｂ的词性没有判断出来．将词语Ｂ的词性设置成与词语Ａ的词性相对应的词
性，生成一个五元组，置信度为０ ５；

２．如果双语词性都未知：

ａ）首先分别使用算法２和算法３．判断两个词的词性：
ｂ）如果两个词语的词性都已判断出来
ｉ．如果两个词的词性中有些词性组合满足对应关系，那么只保留这些词性组合，生成
相应的五元组，删除其他词性，生成的五元组置信度为１：
“．如果两个词的词性中没有词性组合满足对应关系，耶么都保留．两两对应生成五元
组，这些五元组置信度为ｌ，ｎ，其中ｎ为五元组的个数：
ｃ）如果只判断出一个词的词性．那么将另一个词的词性设置为已知词性的对应词性，生
成相应的五元组，置信度均为０．５；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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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如果两个词语都无法判断出词性．一律标为名词，生成五元组置信度为ｏ

ｉ。

｛

算法ｉ词性补齐算法

ｉ查单语回典，如果查到则返回成功：

２按照以下规则判断汉语词性：
ａ）尾字为“的”＝＞形容词
ｂ１……

３，如果判断出汉语词性，返回成功，否则返回失败
算法２汉语词性判断算法
１．查单语词典，如果查到则返回成功；
２按照以下规则判断英语词性：
ａ）首字母大写＝＞专有名词
ｂ）如果是单词＝＞根据词缀判断
ｃ）如果是短语＿＞根据首单词判断
ｉ．酋单词是冠词＝＞名词短语
ｉｉ．首单词是不定式ｔｏ－＞动词短语
缸首单词是动词＝＞动词短语
ｉｖ．首单词是介词＝＞介词短语
３．如果判断出英语词性，返回成功，否则返回失败
算法３英语词性判断算法

３．５词条合并
最后一个步骤是词条合并。词条合并就是将汉语词语、汉语词性、英语词语、英语词性
相同的五元组合并成一个五元组，其置信度是被合并的所有五元组的置信度之和。
４．输出结果
词条合并之前，共有６８１，６７６个词条（五元组）。词条合并之后，还有，１６０，４５５个词条。
其中，不考虑词性，汉英词对大约有约４１万，单独计算汉语词形和英语词形，分别有大约
２１万。

最后得到的词典，从直观上看，质量还是可以接受的，以下是两个词的例子：
阿姨

爱

ａｕｎｔ，Ｎ．３ ００００

ｖ，ｌｏｖｅ．ｖ．１４．００００

ｕｂｃ ｆｏｎｄ ｏｆ，Ｖ，２ ００００

ｎ．ａｕｎｔｉｅ．Ｎ．４ ００００

ｎ．１０ｖｅ，Ｎ．１ｌ ００００

ｖ，ｔａｋｅ ｇｏｏｄ ｃａｒｅｏｆ，Ｖ，２００００

ｎ．ａｕｎｔｙ，Ｎ．１．００００

ｎ，ａｆｆｅｃｔｉｏｎ．Ｎ，６００００

ｖ，ａ－ｅ．ａｓｍ＇ｔ，Ｖ，２ ００００

ｎ．ｍｏｔｈ．ｓ ｓｉｓｔｅｒ，ＭＬ００００

ｖ，ｌｉｋｃ．Ｖ，４ ００００

ｎ．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Ｎ．１ ００００

ｎ，ｎｌｌｉｊ＠．Ｎ．１ ０（Ｘ）０

ｖ，ｈｏｌｄ ｄｅａｒ，Ｖ，２．００００

ｖ，ｂ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ｂｉｔ

ｖ，ｂｅｋｅｅｎ ０ｎＶ２００００

ｒｔ．ｆ硫ｄｏｆ，ｔ４，０２５００

ｖ，ｃｈｅｒｉｓｈ，Ｖ，２ ００００

ｖ，ｆｏｎｄ ｏｆ，Ｖ，０ ２５００

ｎ

ｏｆ，Ｖ１．００００

ｖ，ｂｅ ａｐｔ ｔｏ．Ｖ，２ ００００

由于整理过程中，后面几个步骤都没有经过校对，词典中也有不少错误，不过这些错误
·３１－

的词条大多数鼢信度都比较小。

五、实验及结果
我们的机器翻译系统采用的是一种微引擎流水线体系结构（Ｌｌｕ，２０００）。
扩充词典在我们的机器翻译系统中被两个微引擎所使用：一个是词典转换微引擎。对于
核心词典中找不到的词语．如果扩充词典中能找到，那么可以利用扩充词典的信息进行翻译：

另一个是短爵分析分析引擎，扩充词典中有很多词在核心词典和分词词典中都没有．实际上
这些阋大部分都是短语，这些短语被一个短语分析引擎利用作为短语引擎加入到了句法分析
的过程中。

我们利用一个机器翻译的自动评分工具Ｂｌｅｕ（Ｐａｐｉｎｅｎｉ ｅ１．ａ１．．２００１）对加入扩充词典前

后机器翻译系统翻译的结果进行了比较。使用的测试集主要是新华社的新闻稿．测试集中含
有８００多个句子。我们分别计算了使用扩充词典前后无法翻译的汉语词语数目：使用扩充词
典以前．有４０５个汉语词语ｆ ９１７词次）无法翻译，使用后只有９１个汉语词语（１７７词次）
无法翻译，可以看到，扩充词典的使用，大大减少了无法翻译的词语数目。
我们利用Ｂｌｅｕ对这个测试集在使用扩充词典前后的翻译结果进行了自动评测：使用扩充
词典以前，翻译结果的评分为：４．７５８０，使用后翻译结果的评分为５．７５８０。实验证明，扩充
词典的使用，对于改善翻译的质量有相当明显的效果。
整个扩充词典的建设工作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例如在词性补齐过程中，如果引人
单语的概率词典以及双语词性之间的转换概率信息，词性猜测的正确率还可以提高很多。另
外．很多中英文词条实际上都是短语，如果采用一些浅层分析的方法（如有限状态自动机），
词性的判断会更为准确。
这部扩充词典除了用在我们的机器翻译系统中以外．还在我们正在进行的双语语料库对
齐中得到应用。以后，我们计划开展基于统计方法的机器翻译研究．这部扩充词典也可以在
其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致谢：在词典整理工作的初期，李丙辰同学曾经承担了其中大部分工作并贡献了很多有价值
的思想，在此向他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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