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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综述了基于信源信道思想和基于最大熵思想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并介绍了统计机器翻译的

评测方法。基于信源信道的方法将翻译概率表示为一个语言模型和一个翻译模型。而基于最大熵的方法则

是利用一系列实数值特征函数的线性组合来求解最优的译文。基于最大熵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比基于信源

信道的方法更具有一般性，后者可以看做前者的一个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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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统计机器翻译，又称为数据驱动（I>6>NID7C84）的机器翻译。其思想其实并不新鲜。早在

!,#,年，P8>C8D发表的以《翻译》为题的备忘录中就提出：“当我阅读一篇用俄语写的文章的

时候，我可以说，这篇文章实际上是用英语写的，只不过它是用另外一种奇怪的符号编了码而

已，当我在阅读时，我是在进行解码。”这实际上就是基于信源信道思想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的

萌芽。实际上，早期的机器翻译系统通常都建立在对词类和词序分析的基础之上，分析中经常

使用统计方法，只是后来以;H9<5BE转换生成语法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方法兴起后，统计机器

翻译方法几乎不再被人使用。,%年代初，0FK的FD9M4等人提出了基于信源信道思想的统

计机器翻译模型，并且在实验中获得了初步的成功，引起了研究者广泛的关注和争议。不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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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当时计算能力等多方面限制，真正开展统计机器翻译方法研究的人并不多，统计机器翻译方

法是否真正有效还受到人们普遍的怀疑。不过，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投入到统计

机器翻译的研究中并取得了成功，统计方法已逐渐成为国际上机器翻译研究的主流方法之一。

作者根据所查阅的文献，把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方法大体上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基于

平行概率语法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其基本思想是，用一个双语平行的概率语法模型，同时生

成两种语言的句子，在对源语言句子进行理解的同时，就可以得到对应的目标语言句子。这种

方法的主要代表有!"#$%&’的()%*+,%-#*./),模型和吴德恺的0+1模型，由于这类方法影响

较小，而本文篇幅有限，这里不对这类方法进行介绍。第二类是基于信源信道模型的统计机器

翻译方法，这种方法是由023公司的4)5),2,6&-等人在78年代初提出的［9，:］，后来很多人

都在这种方法的基础上做了很多改进工作，这也是目前最有影响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一般说

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都是指的这一类方法。第三类是德国;/$等人最近提出基于最大熵的

统计机器翻译方法［7］，这种方法是比信源信道模型更一般化的一种模型。

本文将依次介绍后两类统计机器翻译方法，然后介绍一下在统计机器翻译中经常使用的

机器翻译自动评测技术，最后给出总结。

二、基于信源信道思想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

<=> !"#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

<=>=> 基本原理

基于信源信道模型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的基本思想是，把机器翻译看成是一个信息传输

的过程，用一种信源信道模型对机器翻译进行解释。假设一段目标语言文本!，经过某一噪

声信道后变成源语言"，也就是说，假设源语言文本"是由一段目标语言文本!经过某种奇

怪的编码得到的，那么翻译的目标就是要将"还原成!，这也就是一个解码的过程。

根据2%?)#公式可推导得到：

!#%,@A%B
!
$（!）$（"%!）

这个公式在2,6&-等人的文章［9］中称为统计机器翻译的基本方程式（C.-*%A)-5%"DE.%F
5’6-6GH5%5’#5’/%"3%/$’-)+,%-#"%5’6-）。在这个公式中，$（!）是目标语言的文本!出现的概

率，称为语言模型。$（"!!）是由目标语言文本!翻译成源语言文本"的概率，称为翻译模

型。语言模型只与目标语言相关，与源语言无关，反映的是一个句子在目标语言中出现的可能

性，实际上就是该句子在句法语义等方面的合理程度；翻译模型与源语言和目标语言都有关

系，反映的是两个句子互为翻译的可能性。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直接使用$（!!"），而要使用$（!）$（"!!）这样一个更加复杂

的公式来估计译文的概率呢？其原因在于，如果直接使用$（!!"）来选择合适的!，那么得

到的!很可能是不符合译文语法的（’""FG6,A)*），而语言模型$（!）就可以保证得到的译文尽

可能的符合语法。

这样，机器翻译问题被分解为三个问题：

>=语言模型$&（’）的参数估计；

<=翻译模型$&（(!’）的参数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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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问题：寻找最优的译文；

从#$年代末开始到%$年代中期，&’(的机器翻译研究小组在统计机器翻译的思想指导

下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实现了一个法语到英语统计机器翻译系统。

对于语言模型!"（#），他们尝试了采用,语法、链语法等语法模型。链语法模型比,元语

法模型的优点在于可以处理长距离的依赖关系。下面我们着重介绍翻译模型。

)"-") &’(统计翻译模型

对于翻译模型!"（$!%），&’(公司提出了+种复杂程度递增的数学模型［+］，简称为&’(
(./01-!+。模型-仅考虑词与词互译的概率#（$&!%’）。模型)考虑了单词在翻译过程中位

置的变化，引入了参数!"（(&!&，)，*），) 和*分别是目标语和源语句子的长度，&是目标语

单词的位置，(&是其对应的源语单词的位置。模型!考虑了一个单词翻译成多个单词的情

形，引入了产出概率!（+!%’），表示单词%’翻译成+个目标语单词的概率。模型*在对齐时不

仅仅考虑词的位置变化，同时考虑了该位置上的单词（基于类的模型，自动将源语言和目标语

言单词划分到+$个类中）。模型+是对模型*的修正，消除了模型*中的缺陷（/023430,45），避

免对一些不可能出现的对齐给出非零的概率。

在模型-和)中，首先预测源语言句子长度，假设所有长度都具有相同的可能性。然后，

对于源语言句子中的每个位置，猜测其与目标语言单词的对应关系，以及该位置上的源语言单

词。在模型!，*，+中，首先，对于每个目标语言单词，选择对应的源语言单词个数，然后再确定

这些单词，最后，判断这些源语言单词的具体位置。

这些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计算源语言单词和目标语言单词之间的连接（6.,,0473.,）的概

率的方式不同。模型-最简单，只考虑词与词之间互译的概率，不考虑词的位置信息，也就是

说，与词序无关。好在模型-的参数估计具有全局最优的特点，也就是说最后总可以收敛于一

个与初始值无关的点。模型)到+都只能收敛到局部最优，但在&’(的实验中，每一种模型

的参数估计都依次把上一种模型得到的结果作为初始值，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的结果实际

上也是与初始值无关的。

下面以模型!为例，说明一下从源语言（英语）文本产生目标语言（法语）文本的过程：

-"对于句子中每一个英语单词%，选择一个产出率!，其概率为+（!!%）；

)"对于所有单词的产出率求和得到),-"’)%；

!"按照下面的方式构造一个新的英语单词串：删除产出率为$的单词，复制产出率为-
的单词，复制两遍产出率为)的单词，依此类推；

*"在这),-"’)%个单词的每一个后面，决定是否插入一个空单词89::，插入和不插入

的概率分别为--和-$；

+"设!$为插入的空单词89::的个数。

;"设) 为目前的总单词数：),-"’)%<!$；

="根据概率表#（$!%），将每一个单词%替换为外文单词$；

#"对于不是由空单词89::产生的每一个外语单词，根据概率表.（&!’，*，)），赋予一

个位置。这里&是法语单词在法语串中的位置，’是产生当前这个法语单词的对应英语单词

在英语句子中的位置，*是英语串的长度，) 是法语串的长度；

%"如果任何一个目标语言位置被多重登录（含有一个以上单词），则返回失败；

-$"给空单词89::产生的单词赋予一个目标语言位置。这些位置必须是空位置（没有

被占用）。任何一个赋值都被认为是等概率的，概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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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读出法语串，其概率为上述每一步概率的乘积。

#"!"$ 搜索算法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对于统计机器翻译而言，搜索算法是一个严重的

问题。因为搜索空间一般都是随着源语言句子的大小呈指数增长的，要在多项式时间内找到

全局最优解是不可能的。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找到一个可接受的译文，必须采用各种启

发式搜索策略。

对于搜索问题，%&’采用一种在语音识别取得广泛成功的搜索算法，称为堆栈搜索（,-./0
,*.1/2），这里不做详细介绍。其他的搜索算法还有柱搜索（&*.3,*.1/2）、4!搜索等等。

虽然搜索问题很严重，不过%&’的实验表明，搜索问题并不是统计机器翻译的瓶颈问题。

实际上，统计机器翻译的错误只有两种类型：

!"模型错误：即根据模型计算出概率最高的译文不是正确译文；

#"搜索错误：虽然根据模型计算出概率最高的译文是正确译文，但搜索算法没有找到这

个译文。

根据%&’的实验，后一类错误只占所有翻译错误的56。

#"!"7 8.9):)*系统

与传统的基于转换的机器翻译方法相比，我们可以看到%&’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中没有

使用任何的非终结符（词性、短语类等）。所有的参数训练都是在词的基础上直接进行的。

%&’的研究者基于上述统计机器翻译的思想，以英法双语对照加拿大议会辩论记录作为

双语语料库，开发了一个法英机器翻译系统8.9):)*［#］。

;+<*9/= 4)*><./= ?:3*@.-:(
!AA# !AA$ !AA# !AA$ !AA# !AA$

,=B-1.9 "7CC "57D "CEC "F7$
8.9):)* "5!! "5ED "5F5 "CFD
?1.9B3.9 "E!A "E$E "E$F "E5D "CEE "C#5
’.9<.+ "E$$ "E7D

上表是4@G4测试的结果，其中第一行是著名的,=B-1.9系统的翻译结果，第二行是8.9H
):)*的翻译结果，第三行是8.9):)*加人工校对的结果，第四行是纯人工翻译的结果。评价指

标有两个：;+<*9/=（流利程度）和4)*><./=（合适程度）。（?1.9B3.9是%&’研制的一个译后编

辑工具。?:3*@.-:(显示的是用8.9):)*加?1.9B3.9人工校对所用的时间和纯手工翻译所

用的时间的比例。）

从指标上看，8.9):)*已经和采用传统方法的商品系统,=B-1.9不相上下，译文流利程度甚

至已经超过了,=B-1.9。

不过，8.9):)*采用的并不是纯粹的统计模型。实际上，8.9):)*采用的也是一种“分析—

转换—生成”的结构。分析阶段使用了形态分析和简单的词序调整，生成阶段也使用了词序调

整和形态生成，分析和生成这两个过程都是可逆的。只有在转换阶段使用了完全的统计机器

翻译方法。这种做法可以达到三个目的：使隐藏在词语变形之后的英法语对应规则性显示出

来；减少了双语的词汇量；减轻了对齐的负担。不过，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有人抨击统计机器翻

译是“石头汤（,-(9*,(<I）”，并认为在这个系统中真正起作用的还是规则方法，因为英法两种

语言词序本身相差就不是太大。通过预先的词序调整，两种语言的词序更为接近，这实际上避

开了%&’统计机器翻译方法的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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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机器翻译方法小结

%&’提出的统计机器翻译基本方程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的其他工作只是对

这个基本方程式的一种理解。从理论上说，%&’的模型只考虑了词与词之间的线性关系，没

有考虑句子的结构。这在两种语言的语序相差比较大时效果可能会不太好。如果在考虑语言

模型和翻译模型时将句法结构或语义结构考虑进来，应该会得到更好的结果。

%&’提出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在研究者中引起了相当大的兴趣，很多研究者都开展了相

关的工作，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下面简要介绍其中的一些改进。

!"! 王野翊（!"#$%&’(）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工作

王野翊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一种对于%&’统计翻译模型的一种改进方法。

由于%&’的模型完全没有考虑句子的结构信息，这使得人们怀疑%&’模型能否在句法

结构相差较大的语言对中获得成功。王野翊在他的口语机器翻译实验中也发现，由于德语和

英语这两种语言存在的结构差异，导致%&’的词对齐模型成为翻译错误的一个重要来源。为

此，王野翊提出了一种改进的统计翻译模型，称为基于结构的翻译模型。

此模型分为两个层次：粗对齐（)*+,-./0,12314）模型和细对齐（53460/37./0,12314）模

型。首先，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短语通过一个粗对齐模型进行对齐，然后短语内的单词再通过

一个细对齐模型进行对齐。粗对齐模型类似于%&’’*73/!，细对齐模型类似于%&’’*73/8。

为了在粗对齐阶段实现双语短语的对齐，王野翊引入了一种双语的文法推导算法。在训

练语料库上，通过基于互信息的双语词语聚类和短语归并反复迭代，得到一组基于词语聚类的

短语规则。再用这组规则进行句子的短语分析。

王野翊的实验表明，结构的引入不仅使统计机器翻译的正确率有所提高（错误率降低了

##9），同时还提高了整个系统的效率，也缓解了由于口语数据的严重缺乏导致的数据稀疏问

题。

!"(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机器翻译夏季研讨班

%&’提出统计机器翻译方法引起了研究者广泛的兴趣。不过，由于其他人无法得到%&’
的源代码，而要进行统计机器翻译的研究，首先需要重复%&’的统计机器翻译试验，然后才谈

得上对它进行改进。这将面临着编码方面巨大的工作量。于是，在#:::年夏天，很多相关的

研究者会聚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夏季研讨班上，大家共同合作，重复了%&’的统计

机器翻译试验，并开发了一个源代码公开的统计机器翻译工具包———>?@AB。在这以后，这

些研究者回到各自的研究机构，继续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并提出了各种改进的模型，使得统

计机器翻译的研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年统计机器翻译夏季研讨班上，研究者们构造了一个基本的

统计机器翻译工具集>?@AB，并将该工具集在感兴趣的研究者中间自由散发。在研讨班上，

他们使用这个工具集作为试验的平台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

研讨班开始时预期达到的目标如下：

#"构造一个统计机器翻译工具并使它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可用的。这个工具集应该包含

语料库准备软件、双语文本训练软件和进行实际翻译的实时解码软件。

!"在研讨班上用这个工具集构造一个捷克语—英语的机器翻译系统；

("进行基准评价。这个评价应该包含客观评价（统计模型困惑度）和主观评价（质量的人

工判断），并试图使二者互相联系。还要产生一个学习曲线，用于显示系统性能如何随着双语

语料的数量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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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形态和句法转录机改进系统性能；

#"在研讨班最后，在一天之内构造一个新语对的翻译系统。

研讨班最后完全达到了上述目标。除此之外，研讨班还完成了以下实验：提高双语训练的

速度，使用双语词典，使用同源词。

研讨班还构造了一些工具来支持以上实验，包括一个用于浏览词对词对齐结果的复杂图

形界面、一些准备和分析语料库的工具和一个人工判断的评价界面。

$%&’(工具包包含以下几个模块：

)"%*+,：这个模块用于从双语语料库中抽取统计知识（参数训练）。

-"./012/3：解码器，用于执行具体的翻译过程（在信源信道模型中，“解码”就是“翻译”）。

4"56731：整个翻译系统的可视化界面，用于管理所有的参数、查看双语语料库对齐的过程

和翻译模型的解码过程。

!"897::;/：语料库预处理工具。

$%&’(是个免费的工具包，其源代码可以在网上自由下载。这为相关的研究工作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基础。

-"! !"#"$"和%&’()*的工作———基于句法结构的统计翻译模型

南加州大学信息科学研究所（*<*／=<5）的>/?7@>@7A9:是统计机器翻译的主要倡导者之

一，在统计机器翻译方面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和推广工作，他也是BC=的统计机器翻译夏季讨

论班的主要组织者之一［D］。

&6E626，>@7A9:等人在*FG的统计翻译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句法结构的统

计翻译模型［)!］。其主要的思想是：

)"*FG的信源信道模型中，噪声信道的输入和输出都是句子，而在基于句法结构的统计

翻译模型中，噪声信道的输入是一棵句法树，输出是一个句子；

-"在翻译过程中，对源语言句法树进行以下变换：

6）对句法树进行扁平化处理（将相同中心词的多层结点压缩到一层）；

H）对于源语言句法树上面的每一个结点的子节点进行随机地重新排列（I个子节点就有

I！种排列方式），每一种排列方式都有一个概率；

0）对于句法树任何一个位置随机地插入任何一个新的目标语言单词，每一个位置、每一

个被插入的单词都有不同的概率；

2）对于句法树上每一个叶节点上的源语言单词翻译成目标语言单词，每一个不同的译文

词选择都有不同的概率；

/）输出句子，其概率为上述概率的乘积。

从现有的文章中看，他们的实验采用了一个从英日词典中抽取的例句语料库，一共只有

-)-)个句子，平均句长不到)J个词。虽然其结果比*FGG12/;#更好，不过由于他们的实验

规模还比较小，严格来说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 +,)等人的工作

德国K8(C,609/@—=@7?/3L7:M1N(/09@1;1AM等人在统计机器翻译领域也开展了很多

的工作。

在德国主持开发的著名的语音机器翻译系统O/3HE1H7;中，P09所在的研究组承担了其

中统计机器翻译模块［Q］。与*FG的模型相比，他们主要做了以下改进：

)"为了解决数据稀疏问题，他们采用了基于类的模型，利用一种自动的双语词聚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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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两种语言的每一个词都对应到一个类中，总共使用了!""个类；

#$在语言模型上，采用了基于类的五元语法模型，采用回退（%&’()*++）平滑算法；

,$在翻译模型上，采用了一种称为对齐模板（-./0123145326.&43）的方法，实现了两种层

次的对齐：短语层次的对齐和词语层次的对齐。对齐模板也采用基于类的对齐矩阵的形式表

示，如图所示。

对齐模板的获取是自动进行的，在对训

练语料进行词语对齐以后，所有可能的对齐

模板都被保存下来，并根据其在语料库中出

现的频率赋予不同的概率。对于一个新句

子进行短语匹配的过程类似于一个汉语词

语切分的过程，采用一个动态规划算法，寻

找概率最大的路径。

!$为了搜索的方便起见，他们对于7%8
提出的统计机器翻译基本方程式进行了修

改，用一个反向的翻译模型取代了正常的翻

译模型，如下所示：

!"2&9
!
#（!）#（!$%）

通过实验他们发现，这种改变并没有降

低总体的翻译正确率。

三、基于最大熵思想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

正如上一节所述，:’;等人在进行统计机器翻译实验时发现，把7%8统计机器翻译基本

方程式中的翻译模型换成反向的翻译模型，总体的翻译正确率并没有降低，这用信源信道理论

是无法解释的。于是，他们借鉴了文献［<"，<<］中统计自然语言理解的一种思路，提出了基于

最大熵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这是一个比基于信源信道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更为一般化

的一种方法，基于信源信道的方法可以看做是基于最大熵的方法的一个特例。

基于最大熵的方法与基于信源信道的方法不同，没有语言模型和翻译模型的划分（虽然也

可以将它们作为特征），因而是一种直接翻译模型。

最大熵，又称最大熵原理，或者最大熵方法，是一种通用的统计建模的方法。我们这里简

单介绍一下最大熵方法的基本思想［,］。

对于一个随机事件，假设我们已经有了一组样例，我们希望建立一个统计模型，来模拟这

个随机事件的分布。

为此，我们就需要选择一组特征，使得我们得到的这个统计模型在这一组特征上，与样例

中的分布完全一致，同时又保证这个模型尽可能的“均匀”（也就是使模型的熵值达到最大），以

确保除了这一组特征之外，这个模型没有其他的任何偏好。依据这个原则的统计建模方法就

是最大熵方法。

假设&、’是机器翻译的目标语言和源语言句子，(<（&，’），)))，(*（&，’）分别是&、’上

的* 个特征，!<，)))，!* 是与这些特征分别对应的* 个参数（权值），那么直接翻译概率可

以用以下公式模拟（推导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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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而对于给定的&，其最佳译文%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推导略）：

%% !&’()&"
%

｛*’（%(&）｝

!&’()&"
%

｛!
"

#!$
!#$#（%，&）｝

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将两个特征分别取为+,()（%）和+,()（&"%），并取!$-!.-$，那么

这个模型就等价于信源信道模型。

在最大熵方法中最常用的做法是采用二值特征，可以用一种//0算法进行参数训练。而

在基于最大熵的统计机器翻译中，由于采用的特征是一种实数值特征，模型的参数不能使用通

常//0算法进行训练。为此文献［1］提出了采用了一种区别性学习方法（2345’3)36&738!9’&36:
36(），其训练的优化准则为：

!%"$ !&’()&"
!"$

｛!
*

+!$
+,(,!"$（%+(&+）｝

这个判定准则是凸的，并且存在全局最优。

;5<介绍了他们在基于最大熵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上的一系列实验［1］：

$=首先将信源信道模型中的翻译模型换成反向的翻译模型，简化了搜索算法，但翻译系

统的性能并没有下降；

.=调制参数!$和!.，系统性能有了较大提高；

>=再依次引入其他一些特征，系统性能又有了更大的提高。

他们引入的其他特征包括：

$=句子长度特征：对于产生的每一个目标语言单词进行惩罚；

.=附件的语言模型特征：一个基于类的语言模型特征；

>=词典特征：计算给定的输入输出句子中有多少词典中存在的共现词对。

可以看到，采用基于最大熵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确实比简单地采用信源信道模型可以较

大地提高系统的性能。

基于最大熵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为统计机器翻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这

篇论文［1］获得了?@A.BB.的最佳论文奖。

四、统计机器翻译的评测方法

在自然语言处理中，评测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人们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语音识别研究

的进展给了人们很好的启示［C］。现在，在自然语言处理的相关领域，已经出现了一系列以评

测带动的学术研讨会，对有关的学术研究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机器翻译评测方法的研究，已经成为机器翻译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在D90E))37
.BB$上，就有一个专门的F,’G4<,#讨论机器翻译的评测问题。

机器翻译的评测，主要有人工评测和自动评测两种方法。人工评测的优点是准确率高。

缺点是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都太高。自动评测的优点是成本低，速度快，可以反复使用。缺点

是准确率较低。目前机器翻译评测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于如何提高自动评测的准确率。

除了公开的机器翻译评测之外，在日常的系统开发工作中，机器翻译评测也是非常重要

的。只有通过频繁的评测，才能从各种方法中找到最有效的办法来提高机器翻译的效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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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频繁的评测只有自动评测方法才能胜任。

!"# 几个简单的机器翻译自动评价指标

机器翻译自动评价中，经常用到以下几个简单的评价指标：

#"句子错误率：与参考译文不完全相同的句子的比例。显然，这个指标过于严格。

$"单词错误率：从候选译文到参考译文，所需要进行的插入、删除、替换操作的次数（每次

对一个单词进行操作），除以参考译文中单词的个数；其中，这三种操作的次数之和又称为编辑

距离（%&’(&’)(*+,%）。这个指标是从语音识别中借鉴过来的。由于语音识别的结果语序是不

可变的，而机器翻译的结果语序是可变的，显然这个指标存在一定的缺陷。

-"与位置无关的单词错误率：在单词错误率的计算中，不考虑插入、删除、替换操作的顺

序。也就是说，候选译文与参考译文相比，多出或不够的词进行删除和插入操作，其余不同的

词进行替换操作。这个指标与单词错误率相比，允许语序的变化，不过又过于灵活。

可以看到，这几个指标都过于简单，对于机器翻译评测来说并不是非常合适。

!"$ 基于测试点的机器翻译自动评测方法

./年代初俞士汶等［#0］提出了一种基于测试点的机器翻译自动评测方法，采用一种类似

标准化考试的办法，对机器翻译的各个主要指标设计一定数量的试题进行测试，以达到对机器

翻译性能的总体评价。这是一种很巧妙的方法，其优点在于不仅可以实现真正的全自动评测，

而且可以按照人的意图实现分项评测，如单独测试系统的词汇能力或者语法能力。这也是世

界上较早提出的机器翻译自动评测方案之一。这种方法的主要缺点是试题的编写需要非常专

业的人员，成本较高，题库的扩充比较困难。

!"- 123的2456评价方法

123公司在其一份技术报告［#$］中提出了一种基于!元语法的机器翻译自动评测方法，

其基本思想是，将机器翻译产生的候选译文与人类翻译者提供的多个参考译文相比较，越接近

则候选译文的正确率越高。2456是2’4’+78*95:*98*(’;+6+&%<)(8&=的缩写，其设想是作为

人类专家评测的一个“替身”。

所谓!元语法的精确率，就是候选译文中!词接续组在参考译文中出现的比例。对于候

选译文中某个!词接续组出现的次数，如果比参考译文中出现的最大次数还多，要把多出的

次数“剪掉”（不作为正确的匹配）。

很容易发现，这种做法只考虑到了“精确率”，而没有考虑到“召回率”。为了避免“召回率”

过低的问题，2456的评价标准又对比参考译文更短的句子设计了“惩罚因子”。

在2456中，!的实际取值是#!!。总的评价指标是一元语法到四元语法的几何平均。

另外，对于整个语料库而言，2465的计算是基于词语进行的，而不是基于句子的。也就

是说，对于长度不同的句子，要以句子的长度进行加权平均。

因此，2456的总体评价公式如下：

2456>2?·%@A（!
"

!##
$!9;7%!）

其中，%! 是出现在参考译文中的!元词语接续组占候选译文中!元词语接续组总数的比

例，$!>#／"，"为最大的!元语法阶数（实际取!）。2?为长度过短的惩罚因子，按以下方

式计算：

2?>
# ’B&"’
(（#)’／&） ’B&#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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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为候选译文中单词的个数，"为参考译文中与!最接近的译文单词个数。

根据!"#的实验，"$%&可以相当好地模拟了人类专家对机器翻译的评测结果。参考下

图中的曲线。

其中’(、’)、’*分别是三个不同的机器翻译系统提供的译文，+(和+)是两个人类翻译

者提供的译文。蓝线是"$%&系统评测的结果，红线是只懂目标语言的人类专家提供的评测

结果，绿线是同时懂源语言和目标

语言的人类专家提供的评测结果。

可以看到，这三条曲线拟合得相当

不错。特别是与只懂目标语言的人

类专家相比，在翻译质量不是特别

好的时候（恰好现有机器翻译系统

的质量都不是太好），曲线的拟合程

度更高。

五、总结

前面我们介绍了三种类型的统

计机器翻译方法，这里我们把这三种

方法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基于平行语法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虽然已经有了几种不同的模型，不过在实践中并不很

成功。我们认为，这种方法虽然理论上比较完善，不过并不符合自然语言的实际情况。因为自

然语言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而在这种方法中，不仅要为两种不同的自然语言的语法之间

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并且还要服从相同的概率分布，这实际上是很不现实的，很难反映自

然语言的真实分布规律。

基于信源信道思想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的提出，是统计机器翻译的一个突破。在这种方

法中，翻译过程被模型化为一个翻译模型和一个语言模型。通过翻译模型和语言模型的共同

作用，使得获得的译文不仅可以忠实的反映源文要表达的意思，而且可以尽可能的做到译文的

流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不过，就目前的研究而言，翻译模型和语言模型都还显得比较粗糙，

不能反映语言的深层结构信息。

基于最大熵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的提出，大大开阔了统计机器翻译方法的思路。使得我

们在机器翻译中不仅可以引入翻译模型和语言模型之外的各种特征，而且可以通过最大熵方

法训练出一组参数，找到这些特征之间的一种最优组合形式。我们认为，这种方法的前景是非

常广阔的。

!"#提出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不仅仅是对机器翻译，而是对于整个的自然语言处理，都

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虽然!"#的统计机器翻译实验在初期取得了

很大的成功（在,-.,测试中获得了超过’/01234的结果），但!"#的统计机器翻译工作并没

有坚持下来，人们对统计机器翻译的怀疑也始终挥之不去。虽然统计方法在自然语言的很多

其他领域都取得了成功，不过在机器翻译领域，统计方法的有效性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

应该说，!"#的统计机器翻译工作是有一定超前性的。!"#在56年代末到76年代初就

开始进行统计机器翻译工作，在!"#公布其实验结果之后的很多年，都没有人能够重复类似

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76年代末，相关的研究工作开始得到重视，王野翊、#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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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都重复了)*+的工作并进行了一定的改进。统计机器翻译方法又出现了一

个小的高潮。在,-.的夏季研讨班的总结报告［/］上有一段话耐人寻味：

当解码器的原形系统在研讨班上完成时，我们很高兴地惊异于其速度和性能。在01
年代早期在)*+公司举行的23453机器翻译评价时，我们曾经预计只有很短（/1个词

左右）的句子可以用统计方法进行解码，即使那样，每个句子的解码时间也可能是几个小

时。在早期)*+的工作过去将近/1年后，摩尔定律、更好的编译器以及更加充足的内存

和硬盘空间帮助我们构造了一个能够在几秒钟之内对67个单词的句子进行解码的系统。

为了确保成功，我们在搜索中使用了相当严格的阈值和约束，如下所述。但是，解码器相

当有效这个事实为这个方向未来的工作预示了很好的前景，并肯定了)*+的工作的初

衷，即强调概率模型比效率更重要。

在6116年的389会议上，’(%等人关于统计机器翻译的论文［0］获得了大会最佳论文奖。

在6116年 :);<举办的机器翻译评测中，’(%所在的德国4=<-3>(%?"—."#@?AB#&CDE
<?(%"DFD$C提交的系统获得了最好的成绩，统计机器翻译方法的优势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当然，现在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并不排斥规则方法。从工程实践的角度看，这二者本来就

不应该是互相矛盾的。语言学家的理性的思辨帮助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语言的本质，并帮助

我们建立合理的模型，收集和整理有关的语言数据；而对已有的语言事实和经验数据的有效的

统计分析和合理运用，可以使得我们在现有的条件下达到最好的结果。

人类语言知识和统计方法的有效结合，是自然语言处理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应该

没有人会再怀疑。不过，在具体的做法上，作者认为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应该注意把握：

/G重视大规模语言资源的建设，特别要做到资源的开放与共享；

6G从研究的角度看，尽量不要去做封闭的、局限于某一具体系统的大规模语言资源（公司

行为除外）；

HG尽可能利用公开的语言资源，其他问题，尽量用统计方法解决；

IG评测是推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发展的有效方法；

7G评测应该做到公开，即评测规范、评测软件、评测的训练语料都应该公开；

JG评测应该尽量做到自动进行，减少人的因素。对于评测的组织者而言，这有利于评测

的公平性；对于开发者而言，快速、高效、低成本的评测可以有助于迅速选择合适的算法、模型

和参数，有效地改善系统的性能。

希望本文对关心和从事机器翻译研究工作的人们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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