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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词汇化信息在短语调序中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层次短语翻译模型调序时并不考虑变量所泛化的短语的词

汇化信息，因此该模型调序的歧义性较大。为此该文提出面向层次短语模型的词汇化调序方法。我们定义变量与
邻接词语的调序关系，并使用变量所泛化短语片段的边界词信息来指导调序。在大规模语料的汉语到英语翻译评
测任务中．我们的方法在ＮＩＳＴ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测试数据上获得了０．６～１．２ ＢＩ，ＥＵ值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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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使用的短语；同时也包括含变量的规则。我们
ｌ

引言

分别称这两种规则为短语规则及泛化规则。如表１
所示，规则（１）的中文端和英文端都是词语，因此是

层次短语模型［】｛］是目前统计机器翻译最好的
模型之一。它简洁有效，在统计机器翻译中得到了

短语规则；规则（２）是包含一个变量的泛化规则；而
规则（３～５）则是包含两个变量的泛化规则。

广泛的应用。这种模型使用同步上下文无关文法
（ＳＣＦＧ）形式的规则进行翻译。ＳＣＦＧ规则将其左

表ｌ

ｓｃＦＧ规则

Ｘ一＜与沙龙，ｗｉｔｈ ｓｈａｒｏｎ＞

（１）

步重写为右部，其中右部包含对齐的两个部分：翻

Ｘ－－·＜Ｘ１举行，ＸＩ ｈｅｌｄ＞

（２）

译的源语言端及翻译的目标语言端。在本文中，我

Ｘ一＜Ｘｌ举行Ｘ２，Ｘ１

ｈｅｌｄ Ｘ２＞

（３）

们将用中文端和英文端来表示这两个部分。ＳＣＦＧ

Ｘ－－，＇＜Ｘｌ举行Ｘ２，ｈｅｌｄ Ｘ２ Ｘｌ＞

（４）

规则既包含完全词汇化的规则，相当于短语模型【３１

Ｘ－－，＜布什Ｘｌ举行Ｘ２，ｂｕｓｈ ｈｅｌｄ Ｘ２ Ｘ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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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层次短语既能捕捉短距离调序，也能捕捉长距

果迥异。规则（３）并不改变词语的中文端和英文端

离调序。短距离调序主要通过短语规则来实现，而

的相对位置关系；而规则（４）则大幅度调整Ｘ．所覆

长距离调序则由泛化规则来捕捉。比如规则（４），变

盖的短语片段在英文端的位置。从语言学的角度来

量Ｘ。在中文端处于“举行”之前，在英文端它的位

分析，规则（３）认为Ｘ。是名词性的成分，英文翻译

置被调整到Ｘ：之后。因为变量能够覆盖较长的短

应位于动词“ｈｅｌｄ”之前；而规则（４）则将Ｘ，作为补

语块，使用这样的规则就能实现长距离的调序。

语，因此在英文端应该位于动词“ｈｅｌｄ”后面。在当

然而，由于泛化规则中的变量能够匹配任意的

前的上下文中显然使用规则（４）更为合适。然而规

短语片段，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引起了较大的歧义。

则（３）在训练语料中十分常见，导致第一种翻译被选

图１显示翻译中文片段“与沙龙举行会谈”时使用

择的可能性更高。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调序与变量

的两种调序选择。Ｘ。泛化了（与沙龙，ｗｉｔｈ

Ｓｈａｒ—

所覆盖的短语片段是相关的。事实上，短语调序模

ｏｎ）的短语对；Ｘ２泛化了（会谈，ａ ｔａｌｋ）的短语对。

型上的工作［４１３已经表明，词汇化的信息对调序十分

虽然规则（３）、（４）都能够匹配该中文片段，但翻译效

重要。

Ｘｌ

Ｘ２

沙龙！

举行

高ｗｉｔｈ三蔓ｓ三ｈ三ｈｅ／ｌｄ磊ａ
；与

：一一一一一一一！？竺１．－ｊ

ｊ会谈；

ｌ一一一一！！ｋ－ｊ

Ｘｌ

；与

Ｘ２

举行

沙龙；

ｌ全谈；

Ｌ－－．．三．三．．－－Ｉ詈车二Ｌ－－－－一－－一Ｊ１
ｌ—ａ一一一竺！蔓＿ｊ ｉ—ｗ—ｉｔｈ一一一ｊ！！ｆ（竺Ｊ

ｈｅｌｄ

（ｂ）

图１两种调序选择
注；（ａ）使用规则（３）进行顺序翻译；（ｂ）使用规则（４）进行翻译，并将ｘｌ的位置调整到最后

为此我们提出面向层次短语模型的词汇化调序

法以支持任意长度短语的调序。根据当前短语对与

方法。我们在规则上定义了四种调序关系，并使用

前面短语对之间的位置关系，这些模型使用三种调

变量所泛化的短语片段的边界词信息来估计调序关

序方向：单调（Ｍｏｎｏｔｏｎｅ）；交换（Ｓｗａｐ）；非连续

系的概率。在判别式模型［８］的框架下，我们训练若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干词汇化调序模型并以特征的方式融入到基准系统

如图２（ａ）所示，基于词的调序模型［５｛１分析位

中，以达到消解调序歧义的目的。在大规模语料的

置（ｓ一１，ｕ一１）与（ｓ一１，ｖ＋１）的关系。因为（ｓ一１，

汉语到英语的翻译评测任务中，我们的方法在

ｖ＋１）没有词语对齐，ｂｐ的调序方向定义为非连续。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测试数据上获得了０．６～１．２

基于短语的调序［４３判断当前短语对与位于（Ｓ一１，

ＮＩＳＴ

ＢＬＥＵ［９１值的提高。

ｖ＋１）的临近短语对的关系，并将这里的调序方向定

文章的组织结构如下：第２节简述词汇化调序

义为交换调序。层次化的短语调序模型［７］不需要限

模型的相关工作；第３节详细介绍面向层次短语模

制短语的最大长度。这种方法将图２（ｂ）定义为交

型的词汇化调序方法。首先定义调序关系；然后介

换调序。

绍词汇化调序模型；第４节描述实验设置和结果；最
后是总结和展望。

２相关工作

ｉ

ｉ

目

ｓＩ园

一

（ｂ）

Ｉａ

调序是机器翻译中非常重要的子问题之一，很

网２

短语模型中的词汇化调序

多研究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常见的词
汇化调序模型主要出现在短语模型［４。］中，包括基于

基于ＩＴＧ模型的句法也使用词汇化信息‘１川。

词［５｛］、基于短语［４］、基于层次化短语［７］的调序。特

该方法考虑正序和逆序两种调序规则，并将这两种

别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基于层次化短语的调序，并

调序转化为分类问题，而分类使用短语的边界词作

非指该模型使用了类似层次短语模型的ＳＣＦＧ规则

为特征，并在词语对齐语料上训练最大熵分类器。

进行调序，而是该模型解码时通过移近一规约的算

基于规则类型选择（Ｒｕｌｅ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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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作［１１－１２３将词汇化信息引入到了层次短语中，文

｛（ｉ，ｊ）），根据变量与源端邻接词语的位置关系，我

章［１１］根据规则的类型（包括变量数目，是否调序）

们定义了四种调序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对

进行分类，分类时使用词汇化的信息。直接应用这

齐包含变量的对齐。变量必然是一对一的对齐，而

种方法到层次短语系统中将导致大量的分类器［１１‘，

中文端的一个词语则可以对应多个英文单词。变量

文章［－１２］将规则简化为七种源端类型、１７种目标端

的对齐表示为（ｉ１，ｊ１）；源端词语的对齐为ａ”＝｛（ｉ”，

类型。因此这种方法受限于规则的种类，难于扩展

ｊｗ））；源端邻接单词用Ｗ表示。我们考虑两种情

到规则类型复杂的翻译模型上（如句法模型）。本文

况，前一个词（一１），后一个词（＋１）；调序方向用０

所使用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本文直接定义变量的

表示，共两种情况单调（Ｍ）和交换（Ｓ）。根据Ｗ、０

调序方向，因而模型更为简单紧凑，并且不受规则类

的取值情况，我们定义四种调序关系：
·（Ｗ一一１，Ｏ＝Ｍ）：严＜ｉ。ａｎｄ Ｖ（尸，Ｊ”）∈

型数量的影响。

ａ”：』”＜歹。；

３面向层次短语模型的词汇化调序方法

·（Ｗ＝一１，０一Ｓ）：严＜ｉ２

ａｎｄ

ｊ（ｉ”，＿ｆ”）∈

ａ４：ｊ“＞ｊ３；
·（Ｗ＝＋１，０一Ｍ）：严＜矿ａｎｄ Ｖ（ｉ”，Ｊ”）∈

３．１基于层次短语规则的调序关系
由于翻译模型的不同，短语模型的调序方向不
能直接用于层次短语翻泽中。这里首先举例说明本

ａ”：．『”＞歹２；
·（Ｗ＝＋１，０＝Ｓ）：ｉ”＜ｉ。ａｎｄ了（ｉ”，Ｊ”）∈

铲：ｊ“＜ｉ２

ｏ

文使用的调序方向。层次短语的调序都是通过规则
完成，我们只需定义规则的调序就能直接获得翻译
的调序。本文的调序仅考虑变量与前后词语的位置
关系，因此只需分析泛化规则。这主要是由于短语
规则本身就是完全词汇化，其调序并没有歧义性。
同时本文仅区分单调（Ｍｏｎｏｔｏｎｅ）及交换（Ｓｗａｐ）两
种调序方向。单调调序是指词语在中文端英文端的

３．２词汇化调序模型
我们通过变量所泛化短语的边界词估计上述四
种调序关系的概率。一个变量在中文端和英文端共
有四个边界词分别是：中文端左边界词（ｆｉｂ）；中文
端右边界词（ｆｒｂ）；英文端左边界词（ｅｌｂ）；英文端右
边界词（ｒｌｂ）。如图３中变量Ｘ，四个边界词分别

相对位置并不改变，而交换调序则表示相对位置发

是：ｆｉｂ＝与；ｆｒｂ＝沙龙；ｅｌｂ—ｗｉｔｈ；ｅｒｂ＝ｓｈａｒｏｎ。

生了变化，如图３所示。图３是使用规则（５）进行翻

我们按照如下方式估计变量Ｘ１与前一个词“布什”

译时的调序情况。变量Ｘ，与其前面的短语对（布
什，Ｂｕｓｈ）在中文端和英文端的位置关系都是一致，
因此是单调调序。而Ｘ。相对于短语对（举行，ｈｅｌｄ）
则发生变化。虽然Ｘ，在中文端位于“举行”之前，然
而在英文端Ｘ。的位置被调整到了“ｈｅｌｄ”的后面，因
此这里的调序是交换调序。同样的Ｘ。与“举行”则
是单调调序。具体的从图上来看，如果变量的对齐
连线与词语的对齐连线并不交叉，则两者的调序关
系是单调，否则为交换调序。
Ｍ

Ｓ

．．

一

／二；量；≤ｊｊ，

布什

Ｉ与

Ｂｕｓｈ

ｈｅｌｄ

沙龙Ｉ

举行

！会谈！

ｔａｌｋ！
Ｌ……——Ｊ
Ｉ…——…———．一．Ｊ

；ａ

Ｐ（０ＩＷ＝一１，ｆｌｂ＝与，ｆｒｂ＝沙龙，ｅｌｂ＝ｗｉｔｈ，
ｅｒｂ＝＝ｓｈａｒｏｎ）

类似的，Ｘ１与“举行”、Ｘ２与“举行”调序的概
率则为：
Ｐ（０ＩＷ一＋１，ｆｌｂ＝与，ｆｒｂ一沙龙，ｅｌｂ＝ｗｉｔｈ，
ｅｒｂ：＝ｓｈａｒｏｎ）

Ｐ（ＯＩ Ｗ＝一１，ｆｌｂ一会谈，ｆｒｂ＝会谈，ｅｌｂ＝ａ，
ｅｒｂ＝ｔａｌｋ）

／ｏ一苎Ｌ ｆ、／弋蔓一、
Ｍ

的调序的概率：

！ｗｉｔｈ

ｓｈａｒｏｎ

图３使用规则（５）进行翻译的调序情况
注：箭头弧线上的字母Ｍ，Ｓ分别是Ｍｏｎｏｔｏｎｅ。Ｓｗａｐ的
首字母缩写

给定变量的边界词以及变量与邻接词语的调序
方向。我们估计参数Ｐ（Ｏｌ Ｗ，ｆｉｂ，ｆｒｂ，ｅｌｂ，ｅｒｂ）。
这组参数同时考虑中文端和目标端的边界词语。到
目前为止，我们仅说明了规则上的调序情况。完整
的词汇化模型是定义在推导上的。所谓的推导就是
生成翻译结果的整个规则序列。这里的调序模型区
分邻接词语的位置，因此共有两个调序模型。具体
定义如下。

形式化上，给定一个规则及其词语对齐关系ａ＝

万方数据

·与左边邻接词语的调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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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Ｐ一，＝ⅡⅡＰ（Ｏ
ｒＥＤ

Ｗ＝一１，ｆｌｂ，ｆｒｂ，ｅｌｂ，ｅｒｂ）

ｆ∈’

此并不估计这个规则中变量的调序。

·与右边邻接词语的调序模型：

Ｐ＋。＝ⅡⅡＰ（Ｏ
ｒＥＤ

Ｘ：，Ｘ。Ｘ：＞）。这个规则确定性的使用单调调序，因

ＩⅣ一＋１，ｆｌｂ，ｆｒｂ，ｅｌｂ，ｅｒｂ）

ｊ∈７

４

实验

其中Ｄ表示推导，ｒ表示规则，ｘ表示ｒ中的
变量。

４．１

我们还估计其他两组类似的参数Ｐ（Ｏｌ Ｗ，ｆｌｂ，
ｆｒｂ）；Ｐ（０Ｉ Ｗ，ｅｌｂ，ｅｒｂ），这两组参数仅依赖与中文
端的边界词或者英文端的边界词。这两组参数可以
看作对Ｐ（０Ｉ Ｗ，ｆｌｂ，ｆｒｂ，ｅｌｂ，ｅｒｂ）的回退。因为这
三组参数十分相似，在下文中我们仅说明第一组

数据
实验在汉语一英语方向上的翻译进行。所使用

的语料如下。
·双语语料。约１５５万平行句对。这些句对来
自ＬＤＣ语料的部分子集，包括：ＬＤＣ２００２Ｅ１８；
ＬＤＣ２００３Ｅ０７；ＬＤＣ２００３Ｅ１４；ＬＤＣ２００４Ｔ０７

参数。
概率估计。我们使用词语对齐的语料来估计参
数。当一个规则被抽取的时候，同时记录各种调序
实例，以此来估计参数。如图３所示，当规则（５）被

Ｈａｎ—

ｓａｒｄｓ部分；ＬＤＣ２００４Ｔ０８以及ＬＤＣ２００５Ｔ０６。双语
语料用于抽取规则和训练词汇化调序模型。我们首
先使用ＧＩＺＡＣ＋＋［１３３工具获得汉英、英汉两个方向
的词语对齐，然后使用ｇｒｏｗ—ｄｉａｇ—ｆｉｎａｌ—ａｎｄ［３］的启发

抽取的时候，记录如下的实例：
·Ｏ＝Ｍ，Ｗ＝一１，ｆｌｂ一与，ｆｒｂ＝沙龙，ｅｌｂ＝

式方法获得多对多的词语对齐。规则抽取【２］及词汇
化模型训练在多对多的词语对齐数据上进行。

ｗｉｔｈ，ｅｒｂ—ｓｈａｒｏｎ

·Ｏ—Ｓ，Ｗ一＋１，ｆｌｂ一与，ｆｒｂ＝沙龙，ｅｌｂ＝

·单语语料。包含ＧＩＧＡＷＯＲＤ语料的新华
部分，包含约２．３８亿的英语单词。我们使用

ｗｉｔｈ，ｅｒｂ—ｓｈａｒｏｎ

·０＝Ｓ，Ｗ＝一１，ｆｌｂ＝会谈，ｆｒｂ一会谈，ｅｌｂ＝

ＳＲＩＬＭ［１４］工具训练四元的语言模型，使用Ｋｎｅｓｅｒ－
Ｎｅｙ平滑估计参数。

ａ，ｅｒｂ＝ｔａｌｋ

显然这些实例能够直接在规则抽取过程中同时

·评测语料。使用ＮＩＳＴ２００２年的评测语料

被抽取。这里不再赘述。当抽取完实例后，就可以

（ＮＩＳＴ０２）作为开发集。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的评测语料

直接用这些实例来估计上述的条件概率。我们使用

（ＮＩＳＴ０３－０５）作为测试集。

加０．１的平滑来估计参数。

我们使用最小错误率训练［１钥方法来优化线性

解码时使用参数。在对数线性模型的框架下，

模型的参数。采用的评测指标是大小写不敏感

我们将词汇化调序概率的对数值以特征的方式加入

ＢＬＥＵ－４。所使用的解码器是层次短语解码器的

到基准系统中。参考Ｍｏｓｅｓ系统【６］，我们也把每一

Ｃ＋＋重实现版本。该解码器采用ＣＫＹ方式进行解

种调序情况当作一个特征加入到系统中，即单调调
序与交换调序各自作为一个特征，这里举例说明与

码，并使用Ｃｕｂｅ－Ｐｒｕｎｉｎｇ的方法进行减值减少搜索
空间。实验所使用的栈为１００。

左边邻接词语的调序模型中交换调序特征分数的
４．２实验结果

公式：

兵。＝∑∑ｌｏｇＰ（Ｏ—Ｓ

ｗ

表２是实验结果。从最后一行的涨幅中，可以

ｒ∈Ｄ』∈７

＝＋１，ｆｉｂ，ｆｒｂ，ｅｌｂ，ｅｒｂ）

清楚的看到词汇化调序特征能够稳定的提高翻译的

考虑到有四种调序关系，每种关系有三组估计

效果，提高幅度从０．６到１．２个点，平均涨幅约０．９

的方式，因此我们共添加了３×４＝１２个特征到基准

个点，实验表明本文的方法是有效的。这也说明变

系统中。在抽取规则的过程中，保留规则的词语对

量泛化的子短语的词汇化信息有助于层次短语进行

齐信息，以便估计这些概率。当一个规则有多种对

调序。虽然层次短语规则本身已经带有一定的词汇

齐时，我们选择最常见的一个。解码过程中可能出

化信息，但是由于没有考虑子短语的信息，因此歧义

现未发生事件。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认为两种

比较大。我们的词汇化调序方法考虑了这一部分信

调序方向是等概率的，概率值都为０．５。特别注意

息，因此一定程度上帮助系统在翻译过程中选择正

的是，解码过程中还将使用到粘贴规则（Ｘ一＜Ｘ１

确的调序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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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测试数据上的实验结果

４１

优化有关。此外，ｔｒｇ的效果通常比ｓｒｃ好些，这说

ＮＩＳＴ ０３

ＮＩＳＴ ０４

ＮＩＳＴ ０５

明目标端的信息比源端的信息更有用。最后，同时

基准系统

３４．４９

３５．２８

３２．９６

使用三种参数（第５行）效果最佳，这说明目标端与

＋词汇化调序特征

３５．０６

３６．１７

３４．１９

涨幅

＋０．５７

＋０．８９

＋１．２３

源端的信息都有用，它们的作用并不重叠。

５总结与展望

注：第二行是基准系统的结果。第三行是加入１２个词汇化调
序特征的效果。最后一行是改进的系统相对于基准系统的涨幅。

本文提出了一种面向层次短语的词汇化调序方
表３两个系统在ＮＩＳＴ０５测试集合上的结果

法，使用词汇化的信息帮助层次短语的调序，提高了

长度限制

基准系统

＋调序

涨幅

翻译的质量。本文的方法并不需要额外的数据集，

８

３２．６６

３３．６４

＋Ｏ．９８

简单有效。将来我们希望将这些词汇化的信息也用

１０

３２．９６

３４．１９

＋１．２３

到其他模型中，比如基于语言学句法的模型［１６－１７３。
我们也希望使用其他的训练方法比如最大熵［１０－１１］

表４不同参数组合对翻译结果的影响

来训练词汇化调序模型。最后希望将ＩＴＧ逆序调

ＮＩＳＴ ０３

ＮｌＳＴ ０４

Ｎ１ＳＴ ０５

基准系统

３４．４９

３５．２８

３２．９６

＋ａ１１

３４．５２

３５．５０

３３．４０

＋ａｌｌ＋ｓｒｃ

３４．７３

３５．７９

３３．７２

＋ａｌｌ＋ｔｒｇ

３４．５ｌ

３５．９６

３３．８３

＋ａｌｌ＋ｓｒｃ＋ｔｒｇ

３５．０６

３６．１７

３４．１９

序规则加入到层次短语翻译中，将通过词汇化模型
来指导该规则的使用。

参考文献
［１］Ｄａｖｉ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
４３ｒｄ

注：ａｌＩ表不参数Ｐ（０１Ｗ，ｆＩｂ，ｌｒｂ，ｅｌｂ，ｅｒｂ）；ｓｒｃ表不参数Ｐ（Ｏ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ｐｈｒａｓｅ－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２３

为了平衡翻译速度和质量间的关系，层次短语

Ｄａｖｉｄ Ｃｈｉａｎｇ．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ｐｈｒａｓｅ－ｂａ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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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ｈｒａｓｅ－Ｂａｓｅｄ

超过长度限制的短语都采用顺序翻译。表３比较了

ＮＡＡＣＬ ２００３．２００３．

［４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Ｔｉｌｌｍａｎ．Ａ ｕｎｉｇｒａｍ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的系统在ＮＩＳＴ０５测试集上的结果。使用更大的长
度限制，潜在的调序空间也就更大。使用更大的长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Ｊ］．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７，３３（２）：２０１—２２８．

的中文端长度进行了限制，传统的设置为１０。对于

不同长度限制下，基准系统及加入词汇化调序模型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５：２６３—２７０．

ｗ。ｆｉｂ，ｆｉｂ）Ｃｔｒｇ表示参数Ｐ（Ｏｌｗ，ｅｌｂ，ｅｒｂ）。

模型对于规则（仅指从语料中抽取的规则）所能覆盖

Ｃｈｉａｎｇ．Ａ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ＨＬＴ—ＮＡＡＣＬ ２００４：Ｓｈｏｒｔ Ｐａｐｅｒｓ．２００４：１０１—１０４．

［５３

Ｋｏｅｈｎ，Ａｍｉｔｔａｉ

Ｐｈｉｌｉｐｐ

Ａｘｅｌｒｏｄ，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

Ｂｉｒｃｈ

度限制，两个系统的ＢＬＥＵ值都有所增加，同时涨

Ｍａｙｎｅ，ｅｔ ａ１．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幅也就更大。这说明词汇化调序特征在更大的调序

２００５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ＩＷＳＬＴ ２００５，２００５．

空间有更好的效果，也进一步验证了词汇化信息对

［６］Ｐｈｉｌｉｐｐ

调序的重要性。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Ｗ，ｆｉｂ，ｆｒｂ）、Ｐ（０｜Ｗ，ｅｌｂ，

ｅｒｂ），分别记为ａｌｌ、ｓｒｃ、ｔｒｇ。ｓｒｃ、ｔｒｇ参数分别使用

Ｋｏｅｈｎ，Ｈｉｅｕ Ｈｏａｎｇ，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 Ｂｉｒｃｈ，ｅｔ ａ１．

Ｍｏｓｅｓ：（）ｐ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ｏｏｌｋｉｔ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

在文中我们使用了三种类型的参数Ｐ（０１ ｗ，
ｆｌｂ，ｆｒｂ，ｅｌｂ，ｅｒｂ）、Ｐ（０

ＩＷＳＬＴ Ｓｐｅｅｃ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Ｐｒｏ—

ｏｆ

ＡＣＬ ２００７，ｄｅｍｏｎ—

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７．

［７］Ｍｉｃｈｅｌ

Ｇａｌｌｅｙ，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Ｄ．Ｍａｎｎｉｎｇ．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ｃ］／／

源端和目标端对ａｌｌ进行回退。一个有趣的问题是，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哪种回退更为有效。为此我们比较了不同参数组合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ＥＭＮＬＰ ２００８．２００８：８４８—８５６．

的翻译效果。如表４所示，仅使用ａｌｌ参数能够提高
翻译效果（第２行），但涨幅有限。当继续增加ｓｒｃ
或者ｔｒｇ参数都能进一步提高效果（第３＂－－４行），所
以这两种参数都是有用的。特别注意到在ＮＩＳＴ０３
上，ｔｒｇ未能进一步提高效果，这可能与ＭＥＲＴ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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