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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语言检索中机器翻译技术的 
应用和进展 

口刘群 骆卫华 ／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北京 1 00080 

摘要 ：本文以跨语言检索为背景，主要介绍 了机器翻译技术的应用和进展。文章介绍了跨语言检索中机 

器翻译技术的应用形式，简单回顾 了机器翻译技术发展历史中出现的各种方法及其基本思想和优缺点、特别 

是近年来统计机器翻译的发展。本文通过一个实例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目前主流的基于短语的统计机器翻译原 

理，然后通过一个实际的新闻长句子对几个典型的基于规则的和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系统的翻译结果给出了 

细致的比较和分析。最后对机器翻译在跨语言检 索中的应用前景做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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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跨语言信息检索问题研究的是基于一种自然语 

言构造的、查询搜索任意语言文档的方法。它与信 

息检索、机器翻译两项技术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 

很多跨语言检索方法都要用到不同形式的翻译 

技术。通常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查词典。因此 

词典构造和查询方法就成为这一类方法的重要研究 

内容。也有一些跨语言检索方法直接利用机器翻译 

系统进行翻译。 

具体来说，跨语言检索中用到机器翻译的地方 

主要有两方面 ： 

(1)查询语句的翻译。这是最普遍的用法。也就 

是将源语言的查询语句翻译成 目标语言，再到 目标 

语言的语料库中去查找相关的文本。 

(2)目标文本的翻译。由于查询者可能只懂源语 

言，所以对于查询到的目标语言文本，需要翻译成 

源语言。这种翻译可能是全文翻译，也可能是对文 

本的摘要进行翻译。理论上说，我们也可以在检索 

之前，就将所有的目标语言文本都翻译成源语言， 

直接用源语言的查询语句进行检索，这样就不需要 

进行查询语句的翻译了。当然，由于这样做代价太 

高，现在实际上很少有人这么做。 

由于效率原因，目前主流的做法还是对查询进 

行翻译。显而易见，在跨语言检索中，查询翻译结 

果的好坏，实际上对检索的效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对于查询翻译，目前大部分系统采用的做法 

还是词典查询 ，然而随着近年来统计机器翻译技术 

的迅速发展 ，将统计机器翻译的研究成果应用于跨 

语言检索必将引起人们更多的重视。 

近年来 ，国际上机器翻译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突 

破。在一些主要的国际机器翻译评测中，采用传统 

的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方法的系统的性能已被目前 

主流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全面超越。其中的很多思 

想和做法已经被跨语言检索研究引入，为该领域的 

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将主要从机器翻译的角 

度介绍这个领域的发展，重点是统计机器翻译近年 

来取得的进展，其中穿插了这些技术在跨语言检索 

中的应用。 

本文将首先介绍机器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 

以及目前主流的基于短语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的基 

本原理 ，再通过一些实例 ，具体比较两个机器翻译 

系统一 个是传统的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系统， 

另一个是基于短语的统计机器翻译系统的翻译结果， 

并分析其对跨语言检索可能产生的影响，最后给出 

结论和展望。 

2 机器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机器翻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 946第一台现代 

电子计算机ENIAC诞生后不久。英国工程师布斯 (A 

D．Booth)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副总裁韦弗 (w ． 

Weave r)在讨论电子计算机的应用范围时，就提出 

了利用计算机进行语言自动翻译的想法。1 94 9年， 

’关于机器翻译的历史更详细的介绍．{I参见参考文献[1】和[2】。本文有关机器翻译历史的很多介绍材料都来自冯志伟先生的相关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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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弗发表了一份以 《翻译》为题的备忘录 正式提 

出了机器翻译问题。1 954年，美国乔治敦大学在国 

际商用机器公司 (IBM公司)的协同下，用 IBM一701 

计算机，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机器翻译试验，把几 

个简单的俄语句子翻译成英语 接着，苏联、英国、 

日本也进行了机器翻译试验 ．机器翻译出现热潮。 

在世界范围内，大量的资金和研究人员都投入到了 

机器翻译的研究之中。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展机 

器翻译研究的国家之一 ．1 9 56年．国家便把机器翻 

译研究列入了我国科学工作的发展规划，成为其中 

的一个课题。1 9 57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与计算 

技术研究所合作，开展俄汉机器翻译试验 翻译了 

9个不同类型的、较为复杂的句子。 

这时候的机器翻译系统通常都是很简单的．大 

多采取了词典查询和简单词序调整的方法．这种方 

法被称为直接翻译方法。显然 这时候的研究者还 

没有意识到机器翻译的难度 这种简单的直接翻译 

方法对于个别的例子还可以凑效，但对于稍微复杂 

一 些的句子就无法正确翻译了。实际上，这次机器 

翻译的研究热潮很快就碰了壁。 

1 9 6 4年 为了对机器翻译的研究进展作出评 

价 美国科学院成立语言自动处理咨询委员会 

(Automatic Language Processing Advisory Committee 简 

称ALPAC委员会)，调查机器翻译的研究情况．并于 

1 966年11 月公布了一个题为 《语言与机器》的报告． 

简称ALPAC报告，对机器翻译采取否定的态度。报 

告宣称：”在目前给机器翻译以大力支持还没有多少 

理由”；报告还指出，机器翻译研究遇到了难以克服 

的 ”语义障碍 (semantic barrier)。应该说，这个评 

价还是基本客观的。不过这个报告对整个机器翻译 

的研究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世界范围内的机器 

翻译研究热潮一下子就消退了，很多政府都撤销了 

这方面的研究经费，使得机器翻译的研究进入了萧 

条期。 

虽然如此，很多执着的研究者并没有放弃对机 

器翻译的研究，一些国家也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 

这方面的工作。这时候，人们逐渐认识到，要完成 

机器翻译，计算机必须在一定程度上 ”理解”源语 

言的句子。与此同时，人工智能这门学科在 1 970年 

代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种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的 

理论和算法被研究者提出来。在这种背景下 人们 

对自然语言理懈和机器翻译的认识更为深刻了。 

这一阶段机器翻译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对语言进 

行了深层次的分析、转换和生成。也就是说 ，翻译 

不再是在句子的表层 (词序列)上进行，而是在句 

子的某种更深层结构 (如句法结构、语义结构或知 

识表示)的层面上进行。为了做到这一点 ．需要大 

量的语言知识和翻译知识，因此，这时候的机器翻 

译程序 ．从结构上比早期机器翻译程序的一大进步 

是采用了数据与程序相分离的形式。语言知识和翻 

译知识以数据形式存在．而翻译程序利用这些数据 

进行翻译。这种数据，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就是规则 

和词典。因此，这一类机器翻译方法被称为基于规 

则的机器翻译方法。 

机器翻译方法也可以根据源语言理解和翻译转 

换所在的语言学层面的不同进行划分。如图1所示。 

形态 

图1机器翻译方法图示 

在词层面进行翻译的方法成为直接翻译法 早 

期的机器翻译方法就是这一类。基于规则的机器翻 

译方法通常在更深的层次上进行机器翻译 ．包括句 

法层面 (句法转换)、语义层面 (语义转换 ) 甚至 

知识层面 (中间语言)。 

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方法导致了程序工作者和 

语言工作者的一种合作范式：程序工作者和语言工 

作者共同确定翻译算法、制定数据规范。确定语言 

知识和翻译知识的表示形式：然后程序工作者编写 

程序实现翻译算法．这种翻译算法的运行是用语言 

知识和翻译知识来驱动的；而语言工作者编写语言 

知识和翻译知识。 

在这种工作范式下面．系统翻译性能通常受到 

两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算法的设计是否合理．另 
一

个是语言知识是否足够丰富。其中最主要的瓶颈 

还是后者。一旦翻译程序编程结束，并经过调试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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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后，基本上就不需要再做修改了。而改进翻译 

性能的任务完全落在了语言工作者的身上。对于基 

于规则的机器翻译系统而言，知识获取实际上是最 

大的瓶颈。通常，经过一个人一年左右的调试 ．就 

很容易得到一个可以翻译简单句子的演示系统。但 

要得到一个真正初步实用的机器翻译系统 ，非得要 

通过一批人常年累月的调试和积累不可。 

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系统 ．在 1 980年代．达到 

一 个高峰期。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的机器翻译系统， 

其中一些系统进入了初步的实用化阶段。国际上也 

出现了一些大规模的机器翻译系统研究计划 如欧 

盟的Eurotran项目和日本的亚洲五国语言机器翻译项 

目。与此同时，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系统的问题也 

逐渐暴露出来。这类方法最大的问题就是知识获取 

问题。依靠语言工作者人工编写规则 似乎永远也 

不能满足实际应用的需要。一个在市场上销售的机 

器翻译系统 ，通常都要经过数十乃至数百人年的调 

试．但翻译质量还是远远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更为糟糕的是 人工添加规则的做法，导致规则库 

的规模更大 系统性能的改进就更困难。因为一方 

面 规则库越大 规则之间的；中突就越多，导致所 

谓的 ”跷跷板现象”，系统虽然对某些句子翻译效果 

好了 但对另外一些句子效果反而差了 系统的整 

体性能并没有提高 另一方面 ，越到后面加入的规 

则．通常都是一些粒度非常小的规则 只是处理非 

常个别的语言现象 对系统整体性能的改进很小． 

整个系统的性能提高极为缓慢。而实际上 这个时 

期一些大型的机器翻译研究项目也都以失败而告终。 

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方法似乎走到了尽头。 

同一时期 信息检索技术的先驱者也已经开始 

了跨语言检索的研究。1 960年代．SMART系统的开 

发者 Sa1tOR就在小规模数据集上进行了跨语言检索 

的实验。那时使用的方法也是相对简单粗糙的．基 

本上就是通过查词典把查询和文档统一到同一种语 

言。为了克服查词典这种方法的两个根本缺陷：覆 

盖率有限和词汇歧义 ．研究者开始追求构造越来越 

大的词典．并不断向其中增加人工和统计知识。但 

是 这种方法永远赶不上语言变化的速度．而构造 

词典又是一项代价高昂的工作．因此人们渐渐放弃 

单一的查词典方法．代之以查词典与其它方法相结 

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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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克服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方法所面临的困 

难 ，从 1 980年代末到 1 990年代初．出现了一类新 

的机器翻译方法，可以统称为基于语料库的机器翻 

译方法。其基本思想是．采用语料库作为机器翻译 

知识的来源．直接利用各种算法．从语料库中获取 

翻译知识 ．而不需要依靠人工方法来编写翻译知识。 

研究者希望，这一类方法能够克服传统方法中的知 

识获取瓶颈问题。具体来说 ．基于语料库的机器翻 

译方法又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基于实例的机器翻 

译方法，一种是统计机器翻译方法。 

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方法采用类比推理的思想． 

在翻译一个句子的时候 ．到语料库中去寻找与被翻 

译句子相似的句子或者句子片断．通过对语料库中 

这些相似句子或者句子片断的修改和组合 ．得到输 

入句子的译文。统计机器翻译的基本思想是，认为 

源语言句子到目标语言句子的翻译是一个概率问题 ， 

任何一个目标语言句子都有可能是任何一个源语言 

句子的译文 只是概率不同．机器翻译的任务就是 

找到概率最大的句子。因此．统计机器翻译又可以 

分为一下几个问题：模型问题、训练问题、解码问 

题。所谓模型问题 就是为机器翻译建立概率模型 ． 

也就是要定义源语言句子到 目标语言句子的翻译概 

率的计算方法。而训练问题 就是要利用语料库来 

得到这个模型的所有参数。所谓解码问题 就是在 

已知模型和参数的基础上．对于任何一个输入的源 

语言句子 去查找概率最大的译文。 

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方法和统计方法虽然都属 

于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方法 ．但它们的发展经历了一 

个非常不同的过程。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 曾经受 

到了广泛的关注 ．研究的人很多。但由于各研究者 

采用的方法虽然总体上都是采用类别推理的思想 

但实现方法上都不尽相同 没有形成一种被普遍接 

受的模式．因此总体上 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研究 

比较分散．虽然这种机器翻译系统体现出了一些基 

于规则的机器翻译系统所没有的优点．但在总体性 

能上 ．并没有明显超出传统的规则方法。 

统计机器翻译方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 

过程 但现在已经成为机器翻译研究的主流 ]。统计 

机器翻译最早是由IBM公司的研究者在 1 990年前后 

提出来的．他们开发的系统在美国ARPA组织的机器 

翻译评测中取得了可以与Systran系统相媲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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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Systran系统经过了几十年的调试，而 IBM的 

系统只经过了几年的开发．直接从语料库中获取翻 

译知识．没有经过人工的规则调试。IBM的工作在当 

时引起了轰动。但由于当时IBM动用了最先进的工作 

站集群计算环境．其它研究者很难重复他们的工作，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统计机器翻译一直停滞不前。 

一 直到 1 999年．一些研究者在一次约翰霍普金斯夏 

季研讨会上．重复了IBM的工作．并且发布了一个开 

放源代码的工具以后 ．统计机器翻译重新引起了人 

们的重视。2002年开始，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 

(NIST)在美国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的支持下， 

开展了一个每年一度的机器翻译评测工作【4】．在这个 

系列评测中．统计机器翻译方法一鸣惊人 ．全面超 

过了传统的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方法．成为了目前 

机器翻译研究的主流。图2是近几年NIsT评测中最 

好的系统的评测结果 ： 

汉语一英语 刚拉伯语一英语 

图2 NIST机器翻译测评结果比较 

虽然由于每年的测试集都有所不同．各年的成 

绩并不可比．但实际上．每年的测试集的难度是大 

致相同甚至略有增加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每 

年的机器翻译成绩实际上都有不小的提高 ．几乎是 

呈线性增长的趋势。这引起人'ffl zt~-常大的兴趣。因 

为大家都知道，基于规则的方法在系统达到一定水 

平后．再要提高一点点都是非常困难的。而统计机 

器翻译方法的水平却年年不断地在提高，这不禁使 

人对其充满了希望。这就导致近几年来形成了一个 

新的统计机器翻译研究的热潮．参与这个领域研究 

的人数和发表论文数量都呈指数型增长 。图 3是 

Goog I e公司统计的统计机器翻译研究的论文数量统 

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趋势。 

统计机器翻译技术本身也经过了一个不断发展 

的过程。统计集群翻译的模型框架从早期的噪声信 

道模型发展到目前普遍采用的对数线性模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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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统计机器翻译研究的论文数量 

最主要的统计翻译模型也从早期的基于词的模型发 

展到了目前主流的基于短语的模型，以及目前很多 

人都在进行基于句法统计翻译模型研究。 

在统计机器翻译研究中．计算机工作者和语言 

工作者的合作形成了一种新的范式。语言工作者的 

工作主要是定义和开发语料库、词典等语言学资源， 

而计算机工作者主要是改进算法。这种范式比基于 

规则的机器翻译系统研究中形成的开发范式更加有 

效。一方面．语言数据和算法之间的区分更加清楚， 

在系统开发过程中，基本上不用语言工作者和计算 

机工作者进行交互．二者独自开发就可以了；另一 

方面．语言工作者开发的语言资源不是为特定的机 

器翻译系统服务的．可以用于任何一个机器翻译 系 

统．这样从总体上大大减少了语言工作者的重复劳 

动．形成了良好的积累效应。而且．计算机工作者 

可以不断地通过改进算法来提高机器翻译系统的性 

能 ．而不像基于规则的范式中．一旦算法确定．提 

高系统性能的任务主要取决于语言工作者的词典编 

写和调试。 

和机器翻译一样．语料库方法也成为跨语言检 

索研究者的新宠。对语料库的使用目前有两种不同 

的做法：一是把语料库作为自动构造词典的工具． 

二是把语料库作为查询翻译模型的训练数据。前者 

利用文档对齐、句子对齐乃至词对齐的语料抽取词 

的翻译知识，从而实现词典的增量式 自动构造．再 

使用查词典技术来进行查询翻译和检索．这项技术 

仍未摆脱简单的查词典模型的窠臼．但由于语料中 

包括共现等有用的统计信息．通过这种方法实现的 

跨语言检索仍然取得了较大的性能提升。而后者则 

直接把统计信息用于查询翻译 ．避免了舍近求远的 

过程 ．通过词向量翻译模型或隐含语义标引．在一 

定程度上消除了翻译歧义问题。整体来看．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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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与机器翻译在使用语料库时面临着基本相同的 

问题，但也有一些地方有所不同。比如，有研究表 

明，跨语言检索对于句法分析产生的错误不如机器 

翻译敏感 ，但对于语义分析则要依赖得多。 

3 基于短语的统计机器翻译原理 

目前 ，最成熟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还是基于短 

语的方法 】。这一类方法本质上并不复杂。下面我们 

简单介绍一下这种方法的原理，以便读者对这一方 

法有个初步的了解。 

基于短语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其基本的思想 

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从双语对齐的平行语料库中， 

抽取所有可能的双语词语序列，并记录其概率信息。 

对于新输入的源语言句子，首先查找语料库中所有 

已经存在的双语词语序列，取出其中的目标语言词 

语序列，并根据其概率，组合得到最优的译文句子。 

我通过一个例子说明一下。 

统计机器翻译分为训练和翻译 (又成为解码) 

两个过程。 

训练的时候 最初输入的是一个双语语料库， 

实际上就是一对一对互为翻译的句子。如下所示： 

经过一个词语对齐过程，得到如下形式的数据 

可以看到，我们已经知道了句子中哪些词是互 

为翻译的。下面，就可以进行短语抽取了。所谓短 

语抽取，就是抽取出语料库中所有互为翻译的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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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词串，而不用管这个词串是否具有真正的含义。以 

上面第二个句子为例，我们可以抽取到以下的短语 ： 

实际上，所抽取出来的短语中，除了两种语言 

的词语外，还有一些概率信息。下面是我们从真实 

的大规模语料库中抽取出的一些以 ”大规模”开头 

的短语片断。 

中文短语 英文短语 概 率 

大 规模 Mass 0 468586 

大 规模 Massive O 227749 

大 规模 的 arqe—scaIe 0 4461 54 

大 规模 的 Massive O 41 5385 

大 规模 的 救济 arge-scale relief 0 666667 

大 规模 的 救济 argescale rel ief O 1 66667 

大 规模 的 救济 行动 arge--scale relief operations O 5 

大 规模 的 救济 行动 massive relief operation O 5 

大 规模 军事 arge--scale miIitary 0 423077 

大 规模 军事 largescale military O 1 73O77 

大 规模 军事 行动 large--scale military action O 290323 

大 规模 军事 行动 large--scale military operation O 1 93548 

大 规模 杀 ，whi le widespread 1 

大 规模 杀伤 mass kiIIinq 1 

大 规模 杀伤 large scale killings 0 038462 

大 规模 杀伤 mass destruction O 961 538 

大 规模 杀伤 武器 Lethal weapons of mass 0 041 667 

大 规模 杀伤 武器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O 958333 

大 规模 杀伤性 mass destructlon 0 821 429 

大 规模 杀伤性 mass destructlve O 1 7857 

大 规模 杀伤性 武器 mass destructive weapons O 1 81 81 8 

大 规模 杀伤性 武器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on O 8 

我们看到，”大规模”这个短语，在语料库中主 

要有mass、massive、large—scale这几种翻译方法，跟 

不同的词搭配的时候，有一些习惯性的翻译方法， 

通常不能混用。比如．指 ”军事行动”或 ”救济行 

动”的时候 ，通常用large-scale，指 ”救济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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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 ，也可以用massive，而指 杀伤性武器 的时 

候，通常翻译成mass。对于 行动 一词 ， 救济行 

动 一般翻译成r elief operations，而 军事行动 可 

以翻译成military action，也可以翻译military operations。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决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翻译成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 少数情况下翻译成 

mass destruct i ve weapons”
。 要知道，上述这些知识 

全部都是机器 自动获得的，而如果在基于规则的方 

法中，要依靠人写的规则来区分如此细微的差别， 

是非常困难的。而对于跨语言信息检索的查询翻译 

来说 ，由于输入的查询语句通常都是一些短语片段， 

采用这种基于短语的翻译模型无疑是非常合适的。 

从上面的介绍中，读者也会发现很多问题。最 

大的问题就是．统计机器翻译似乎回到了早期不需 

要理解的时代．是在词语或短语层面进行翻译 ，而 

没有在更深层的句法或者语义层面进行转换。事情 

确实如此，很多人尝试在统计机器翻译方法中引入 

句法分析等方法，但效果都不理想，原因是多方面 

的，一方面是目前句法分析的正确率太低 ，另一方 

面．目前基于句法的翻译模型不完善 ，也是重要的 

原因。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这 

个问题，基于句法的统计翻译模型已经成为了目前 

的研究热点 ，相信不久的将来这方面的工作将会有 

较大的进展。 

近期的研究表明，短语的识别和翻译对于跨语 

言检索也有相当显著的影响。正确的短语翻译可 以 

显著减少翻译的歧义性，缩小检索的范围，提高查 

询的准确率。因此统计机器翻译在短语处理上的进 

展对于跨语言检索也有相当正面的影响。不过相对 

而言 ，由于跨语言检索对机器翻译有一些特定的要 

求，简单地将统计机器翻译应用于跨语言检索可能 

会遇到一些问题，需要将统计机器翻译方法针对跨 

语言检索的特殊需求进行调整，这方面的研究还有 

待开展。 

4统计机器翻译与传统机器翻译的结 
果对比分析 

目前在一些公开的机器翻译评测中，统计机器 

翻译方法已经取得了比较明显的优势。这里 ，我们 

通过一些实际的例子来看看这两类系统的翻译效果。 

源语言句子 

前来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 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的国 

家主席胡锦涛 1 6日下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同美国总统布什 

会晤。双方就 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了意见 。 

Yahoo Babelfish[。 的翻译结果 

华建在线翻译 的结果 

Google Language Tools[。 的翻译结果 

我们自己开发的机器翻译系统的翻译结果 

上面的四个系统 ，除了最后一个系统是作者所 

在的课题组自行开发的以外 ，其它三个系统都是在 

网上可以公开测试的系统 ，读者不妨一试。这几个 

系统中，前两个系统都是基于规则的系统，后两个 

系统都是采用统计方法的系统。其中Yahoo Babelfish 

采用的就是Systran的系统。 

这是一篇真实的新闻稿中的句子，显然，这是 

一 个非常复杂的句子，目前的任何一个机器翻译系 

统都很难给出很好的译文。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上 

面的四个系统给出的译文，基本上都不是合法的英 

语句子。每个译文都大致反映了源文句子中一些片 

段的意思 ，但完整的意思都不合适。不过 ，如果我 

们仔细分析一下 ，还是能比较出其中的优劣。 

我们看看以下几个片段的译文 ，读者可以比较 

一 下 ： 

(1)前来出席 

}Comes to attend 

} coming to attend 

att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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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d 

(2)八国集团 

eight countries grou ps 

Group Eight 

G-8 

G-8 

(3)对话会议 

converse con ference． 

conference of dialogue 

Dialogue(with the leader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attend the G-8)meeting 

dialogue meeting 

(4)俄罗斯圣彼得堡 

Russian St．Petersburg 

Sankt Peterburg(and US President Bush)of Russia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Russia St Petersburg 

(5)中美关系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relations 

Sino-US relations 

Sino-U．S．relations 

Sino-US relations 

(6)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 

significant international and the local problem 

丰 great internation al and regional question  of cârrnOn 

COnCer n 

issues of con"iTCh concern(on both sides)of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issues 

丰the ca rnon concern of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and 

reg ional issues 

(7)深入交换了意见 

have thorou ghly exchanged the op inion 

deeply exchange views 

in-depth exchange of views 

in—depth exchange of views 

这里译文的顺序与前面相同。译文中括号括起 

来的部分是错误插入的词语 。 

我们可以看到，总体上，后面两个系统的翻译 

更符合英语通常的习惯。比如说：”前来参加”，在 

英语中，我们通常只翻译成 attend就行了，没有必要 

把 ”前来”的译文come翻译出来。”八国集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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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虽然前两个系统的译文也不算错，显然G一8是 

一 种更简洁而且是普遍采用的译法。后面几个短语 

也是这样，虽然前面两个系统的翻译都不一定算错． 

但后面两个系统的译文显然更符合英文通常的表达 

方式。 

另外有两点情况要说明一下。第一点．统计机器 

翻译方法的效果与训练语料有很大的关系。上面两 

个统计机器翻译系统，在训练中都使用了大量的新 

闻语料，所以对这一类新闻句子的翻译效果比较好。 

如果被测试的句子与系统训练时的语料不符合．可 

能效果不会比基于规则的系统好很多。不过．对于统 

计机器翻译系统而言，要增加训练语料是一件比较 

简单的事情，而对于基于规则的系统而言．要适应一 

个新的领域要困难得多。第二点，通常基于规则的系 

统对于短句子效果会比较好一些，因为短句子通常 

句法分析成功的正确率比较高，如果句法分析正确， 

通常得到的英文句子整体结构会比较好，而采用统 

计方法的系统，由于没有进行句法分析，可能句子结 

构会差一些，但一些片段的翻译会比较好。 

5结论和展望 

综上所述 ，统计机器翻译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 

非常大的进展，其效果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的方法。 

由于统计机器翻译无需训l练即可获得大量细粒度的 

翻译知识，尤其是对一些短语片段的翻译效果比较 

好，这特别适合于跨语言检索中查询语句的翻译。 

当然，统计机器翻译用于跨语言检索中也会面 

临一些问题。比如说，平行语料库的获取问题。虽然 

平行语料库的获得比规则库的编写和调试要容易得 

多，但要获得大规模的句子对齐语料库，还是一件比 

较困难的工作，尤其是对于一些比较小的语种来说。 

另外，语料库的覆盖领域也是很大的问题。网络搜索 

中查询可能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这对语料库的领 

域覆盖性也提出了很大的挑战。现在有一些研究工 

作试图从可比语料库，而不是平行语料库中获取翻 

译知识，这也许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方法之一。可 

比语料库不要求输入的两种语言的语料完全互为翻 

译 ，只要是两个大规模的单语语料库涉及的领域基 

本相似即可。这大大扩大了语料库的选择范围，但获 

取双语翻译知识的难度也大了很多。对于在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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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中应用统计机器翻译来说 语料库的时效性也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网络搜索中查询语句通常 

都涉及一些时效性很强的新词或者新短语．而这些 

新词和新短语通常都还没有出现在语料库中．机器 

翻译系统通常很难正确地进行翻译。当然．这个问 

题并不是统计机器翻译所特有的．其它跨语言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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