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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汉蒙机器翻译方法的研究，给出了一种基于实例的汉蒙机器翻译方法，并加以了实现。本文给

出了用于汉蒙EBMT机器翻译的实例搜索以及短语片段划分、匹配、组合的方法。本文给出的方法是基于词语对

齐的，利用词语对齐进行词语的匹配，并根据匹配词数和长度计算相似度，选取最好的实例。通过对齐信息，确定

片段组合的策略，生成翻译结果。通过对方法的实现和实验，完成了一个基于实例的汉蒙机器翻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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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Based Chinese-Mongolian Machine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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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e have presented an example based Chinese-Mongolian machine translation method，and implemented it．

The method is insist of several parts，includes exarfiple searching，segment splitting，matching and reeombining．

The method is based on word alignment．It is using word alignment information for segment matching，and compu—

ting the similaritjt by the number of matching words and length，and selects the best example．Using word alignment

information，determined the method of segment recombining，and generates the translation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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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蒙古语是我国重要的少数民族语言，也是蒙古

国的官方语言，在国际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作为

我国蒙古族自治地方的官方语言，使用的范围是非

常大的。这样，蒙古语的信息处理就成为了语言信

息处理的重要研究方面。其中，汉蒙机器翻译是将

汉语资料翻译成蒙古语的重要工具。但是，由于蒙

古语自身的原因，以及研究投入不够的问题，导致汉

蒙机器翻译的研究进展相对比较缓慢。目前，国内

外汉英机器翻译的研究如火如荼，我们正好可以借

鉴这些技术，加快汉蒙机器翻译的研究。

目前国内的少数民族语言机器翻译的研究还处

在初级阶段，主要的研究还是集中在基于规则的方

法上[2]。在蒙古语机器翻译的研究上，国内外的研

究和相关文献都比较少，目前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

研究的基础阶段[1¨。尤其是在基于语料库的方法

上还没有深入的研究，而且，在由内蒙古大学和中国

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合作研究的基于规则的汉蒙

机器翻译，是目前我们能够了解到的真正达到部分

实用的汉蒙机器翻译技术，但是其方法上能够取

得的进展也依然比较有限，无法达到比较好的实

用效果[2]。因此，基于语料库的汉蒙机器翻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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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非常值得研究。

国际、国内在机器翻译的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

RBMT、EBMT和SMT三种基本方法上，其中EB-

MT和SMT是基于语料库的，RBMT是基于规则

的。早年，国内外的机器翻译工作都是集中在RB—

MT方面的，但是RBMT具有扩充困难等问题，所

以目前相关研究较少。EBMT和SMT是基于语料

库的，其中EBMT是80年代长尾真提出的一种方

法，它具有构造容易，容易生成高质量译文等特点’。

SMT则是由Brown等提出的方法。在汉蒙机器翻

译方面，由于蒙古语和汉语都属于语法比较复杂的

语言，所以利用基于语料库的方法可以尽量减少语

言知识上面的投入，能够尽快建立比较好的翻译系

统。作为今后SMT研究的基础，我们选择了更容

易实现和看到效果的EBMT作为研究的切人点。

相对于汉英机器翻译来说，汉蒙机器翻译的特

点和难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蒙古语的语序[7]。蒙古语具有谓语在句子的末

尾的特点，所以在以短语为单位进行翻译的时候，存

在长距离的调序。而相对来说汉英机器翻译中这样

的调序并不多。这样，就给汉蒙机器翻译的调序带

来相对更大的困难。

蒙古语的词形变化[8]。蒙古语的词形化非常复

杂，动词、名词都存在时态、数、格等多种变化，这些

变化是通过添加词缀的方法实现的。这些变化在使

用统计的机器翻译方法时就会造成比较多的词形错

误。相对来说汉英机器翻译中主要考虑的只是单复

数等比较简单的变化，而且相对数量比较少。

很多蒙古语词，尤其是动词，存在着纷繁的变化

形式。这些变化构成了复杂的词干一多词缀形式。

例如，一个动词词干，后面可以添加格、数、人称、时

态等多种词缀，例如，在一个20万词的语料中，动词

词干ILA可以衍生出来的词有ILABA、ILAGAD、

ILAGDABA等10多种形式，而且这还不是全部。

因此单独以词(包含词干词缀的词)为单位来进行汉

蒙机器翻译是远远不够的。

和RBMT相比，EBMT具有易于构造的优点。

由于蒙古语的特殊复杂性，编写蒙古语的翻译规则

是非常复杂的事情，难于得到好的效果。通过先前

基于规则的汉蒙机器翻译的尝试，我们发现，虽然基

于规则的方法也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但是，一方面

规则的维护非常复杂，进一步提高翻译系统的效果

需要的工作量非常庞大，另一方面在语料不断的积

累中，这些语料很难应用到系统中，无法从语料规模

的扩大中获益。

和SMT相比，对于相似度比较高的句子，EB-

MT具有更好的效果。由于EBMT是基于实例的，

因此，如果能够选择到比较好的实例，那么经过简单

的替换就可以生成非常好的翻译结果。但是，如果

不能找到好的实例，那么翻译效果就会变差。因此，

结合EBMT和SMT是比较好的思路。这里，我们

给出的EBMT实现的汉蒙机器翻译就可以为今后

的工作打下基础。

本文第2节将给出这个基于实例的汉蒙机器翻

译系统的总体架构，第3节给出构建实例库的方法，

第4节给出实例的匹配和搜索的方法，第5节给出

片段的匹配和组合的关键方法，第6节给出候选翻

译结果的评价方法，第7节给出系统的实现及初步

实验的结果。

2 总体架构

我们知道，EBMT具有以下的主要优点r3~5]：

·不需要编写规则

·系统维护容易

·容易产生高质量的译文

·需要的相关语言知识少

通过以往的尝试，我们发现，由于汉语和蒙古语

分属不同的语系，语言的差别相对比较大，编写规则

相对来说比较困难，调试起来工作量比较大。因此，

选择基于语料库的机器翻译方法就是比较合适的。

通过分析论证，考虑到我们以前研究的汉蒙双

语对齐的技术基础，我们采用了基于对齐的EBMT

系统。

在系统的架构中包含几个主要的处理步骤：

(1)分词和对齐

将待翻译的句子切分成以词为单位的片段。在

本系统中，汉语的分词采用的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

术研究所研发的ICTCLAS汉语分词系统。在最终

系统中，蒙古语按空格分词，不做特殊处理。将双语

语料库中的汉蒙句对进行词对齐。这里是利用汉蒙

双语词典及共现概率为基础的方法进行词对齐。经

过对齐后，将双语语料库转换为实例库，为机器翻译

提供实例。

(2)实例搜索

从实例库中所有最接近的实例。这一步的主要

内容包含相似度的计算和搜索两个部分。

(3)片段匹配、分割和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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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待翻译句子和实例中查找匹配和不匹配的片

段。根据匹配和不匹配的片段确定翻译结果片段。

将翻译结果片段组合成翻译结果。

(4)评价

从候选的翻译结果中选择最佳的翻译结果。

3实例库生成

获得双语语料库后，需要对语料库进行处理，生

成实例库。

3．1原始语料库

采用拉丁转写的原始语料库的存储格式是以

xml格式。原始语料库最初是由源语言文本文件和

目标语言文本文件组成的，它们都是每行一个句子，

在自动对齐时生成xml格式的语料库。

为了蒙古语的处理方便，蒙古语的存储方式为

拉丁转写方式。拉丁转写是采用英文字母和数字0

作为蒙古语的表示方法。由于采用了ASCII表示

蒙古语，在存储和处理时就非常方便了。在具体显

示的时候，再转换为蒙古文的显现格式。

3．2分词

将待翻译的句子切分成以词为单位的片段。在

本系统中，汉语的分词采用的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

术研究所研发的ICTCLAS汉语分词系统。在最终

系统中，蒙古语按空格分词，不做特殊处理。事实

上，单从词的基础上进行蒙古语机器翻译的研究还

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在词根、词干、后缀的层次上才

能得到蒙古语更深入的研究，这也是我们将来的研

究目标之一。

其中，汉语分词结果中包含每个词的词性，词性

的标记集是ICTCLAS的词性标记集。蒙古语没有

标注词性。

经过自动对齐以后的结果可能存在一些错误，

可以通过人工对齐工具进行校对。

3．4建立索引

建立索引是语料库处理的关键步骤‘3。。通过索

引的建立为实例库的搜索提供基础。实际上，建立

的索引包括两个，一个是以句子排序的索引，另一个

是按词排序的索引。

(1)生成索引

生成索引即生成语料库的索引。索引的内容是

以句对排序的。

(2)生成词表

最终的实例库不是以文本形式存储的。如果以

文本形式存储，那么查找需要的时间代价是比较高

的，因此，在建立索引的时候，所有的词将被词的序

号所代替。这个序号存储在词表中。

倒查表中存储词表中所有的词在哪些双语语料的

句子中出现。即纪录某个词出现的所有句子的序号。

(3)生成倒排索引

建立了词表以后，语料库中的句子将被转换成

以序号表示的形式。这样在查找的时候速度会提高

很多。
。

在实例库索引中，包含实例的源句子、目标句子

和对齐信息。

3．5双语词典

对于不能从实例库中获得的翻译，可以利用双

语词典进行翻译。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待翻译的句

子无法找到接近的实例的话，将会退化成基于词典

的翻译。

双语词典包含源语言词、源语言词性、目标语言

词、目标语言词性(蒙古语的词性是忽略的)以及一

个致信度。

3．3词对齐
4 实例搜索

本系统的词语对齐采用了大规模汉蒙词典。双

语词典含有大量的词语互译信息，用双语词典进行

词语对齐往往准确率很高。由于规模的限制，双语

词典的词汇覆盖面往往不够，因此用双语词典进行

词语对齐有召回率不高的缺点。在我们的方法中，

利用双语词典计算的词语相似度、位置等信息进行

词语对齐，并通过对齐窗口得到了多对多的词语对

应。通过这样的方法得到的较好的词语对齐结果。

EBMT的关键点之一就是从庞大的实例库中

搜索到所有相似的实例。这里主要包含两个指标：

正确性和完备性。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尽量搜得所

。有相似的实例，另一方面要更准确的评价相似程度。

因此，在实例搜索中就存在两个主要的内容：相似

度计算和搜索算法。

相似度计算的方法很多，例如利用功能词的相

似度计算方法，利用编辑距离的相似度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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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3~6]。在设计算法的时候，我们既要考虑到计算

的可靠性，又要注意计算的速度‘10]。因此，我们采

用了下面的方法。

4．1相似度计算

在本系统中，采用了片段分割与组合的方法。

即，将实例划分成几个片段，分别得到这些片段的翻

译，然后组合成最终的句子。这样，相似度的主要评

价指标就是如何使得匹配上的片段最多、最长。因

此，设计的相似度计算公式如下：

m一∑w(p05(i))×match(i)×w2(i)
这里，pos(i)是相应词的词性，w2是行程长度。

在评价相似度的三个元素中，首先是词性。举

例来说，一个明显的结论是匹配上的动词要比匹配

上的名词更重要。

例如，两个实例“我有一支笔”和“我拿走了

一支铅笔”对于待翻译的句子“我有一支铅笔”来

说，显然动词匹配的第一个实例更符合要求。因此

在相似度计算的第一个参数就是词性的权重。通过

实验，我们给出了各个词性的权重。以下是几个典

型的词性权重：

表1几个典型词性的权重

V动词 P介词 W标点 N名词 M数词

2．0 1．5 1．2 0．5 O．6

第二个既是匹配值。

rata砌㈤=㈠f洲w(i)m=e。(ii；
其中伽(i)是待翻译句子中的词，P(i)是实例句

子中的词。

第三个是行程长度。考虑到相邻匹配的越多，

那么相似程度越高，所以在计算相似度时，还要考虑

连续匹配的长度。

举例来说，实例“我有一支笔”和“我还有一

支蓝色的铅笔”对于待翻译的句子“我有一支铅

笔”来说，虽然后一个实例的匹配词更多，但是前一

个实例的匹配片段要长，实际上，还是前一个实例更

合适。

4．2 实例搜索

由于实例空间相对比较大，所以搜索时要考虑

搜索的效率。

通常的搜索方法就是顺序搜索，这样将计算所

有实例的相似度。这样的方法最准确，但是效率也

最低。

我们采用的方法是，利用词的倒排索引进行搜

索。其基本方法是，根据待翻译句子中出现的词，查

找所有出现这些词的实例句子，然后只计算这些句

子的相似度。

这样做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即使是用这样的方

法，出现某些词，例如“的”，“一”等的句子非常多，还

是不能有效地减少搜索量。另一个是，可能漏掉匹

配比较好的句子，例如实例“我讨厌狗”和待翻译

句子“他喜欢书”，可以采用一一替换的方式进行

翻译，可能是比较好的例子。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认为，这样的匹配实例无

法确定其真正的结构相似性，即使获得了相应的实

例也很难得到较好的翻译结果。所以，在实际处理

中，这种情况不考虑。也就是说，只考虑有多个词匹

配的情况。

对于第一个问题，常见词由于在很多实例中出

现，对于评价句子的匹配程度的贡献是非常小的，因

此在匹配的时候，这些词都被过滤掉了。

目前，被过滤掉的词性包含CC、ude、w、ns、nr。

出现次数超过一定阈值的也被过滤掉。

5片段的匹配与组合

片段的匹配与组合是构成翻译结果的关键步

骤。首先，将匹配的实例进行拆分，拆分成匹配和不

能匹配的片段，然后，将实例的翻译结果分割成与上

述片段对应的翻译片段，最后，将这些片段组合成翻

译结果。

5．1片段匹配

片段匹配就是匹配实例和待翻译句子，形成一

段一段的匹配和不匹配片段。匹配片段中的词有两

种情况，一种是词本身完全相同的，称为完全匹配的

词，另一种是词虽然不同，但是，词性相同的，称为词

性匹配的词。一般来说，词虽然不同，但是词性相同

的词可以通过查词典的方法直接得到翻译结果。引

入词性匹配的概念，可以更好地利用实例。

经过这样的匹配，相连的匹配词就构成匹配段，

相连的不匹配的词就构成了不匹配的段。

5．2片段分割

片段分割部分是整个翻译过程的核心阶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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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确定片段的翻译是这部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系统采用了基于词语对齐的EBMT方法。

片段分割的核心就是对齐信息。

图1是一个汉蒙机器翻译的例子。

S： 要／v提防／v

Sl：墨』!堡堕』!
(1)

小偷／n

型』!全』旦厶』旦
、 (2)

图1片段划分

Sl：要，v提防Ⅳ那／r个／q人／n
、 ⋯∥害髟

T．：TERE HoMON-ECEHICIYE+HUHEREGTEI(耐伽W_删删)
图2对齐

S是待翻译的句子，S，是一个实例。根据前面

的片段匹配规则，形成了两个片段(1)和(2)，其中

(1)是匹配片断，(2)是不匹配的片段。

图2是实例S。及其翻译T1，连接两者的线就是

词语对齐信息。对于不匹配的片段“那个人”，这里

存在不同的翻译片段的可能，其中“TERE

HOMON”是其必然的翻译，因为它们之I’HJ存在连

线。可后面的蒙古语附加成分“--ECE”是它的翻译

片段的组成部分吗?同样“提防”的必然翻译是

“HICIYE”，那么附加成分“+HU”和情态动词

“HEREGTEI”是不是“提防”的翻译呢?可以断定

的一点是，“TERE HOMON”不是“提防”这个词的

翻译，因为“TERE HOMON”和“那个人”是对齐

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最小片段和最大片

段。至于哪种分割更合适，交给评价阶段进行处理。

5．3片段组合

获得片段的翻译后，下一个步骤就是将片段组

合成一个翻译结果。由于在上一步片段分割的时候

保留了片段的位置信息。所以只需要将片段的翻译

置人相对的位置就可以了。

以下是一个翻译片段组合的例子：

S：要／v提防／v小偷／n

S1：要／v提防／v那／r个／q人／n

T1：TERE HOMoN—ECE HICIYE+HU

HEREGTEI

钾一州讲佃胃-ca啦n对
T：HVLAGAYICI—ECE HICIYE+HU

HER E：GTEI

6生成结果的评价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来，生成的翻译结果包

含了不应该加入的词。其原因是我们仅仅是把所有

的最大翻译片段简单地合在了一起，而不管它是不

是真正的翻译的一部分。

解决的方法是，对于未对齐的部分，生成若干保

留或者不保留的两个结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翻译

的候选集。然后评价哪个结果更适合作为翻译的结

果。

下面。我们用语言模型来评价。

我们采用了SRII，M(SRI口语技术与研究实验

室(SRI Speech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Labora—

tory)发布的开源的语言模型工具包)。

在训练中选用了两个参数：一unk保留<unk)和一

kndiscount采用modified Kneser—Ney平滑算法。

以下是一个汉蒙机器翻译的例子：

(-90．41)Tl：HVLAGAYICI—ECE HICIYE

+HU HEREGTEI HEREGTEI

(-85．758)I"2：HVLAGAYICI—DCE HICIYE

+HU HEREGTEI

在两个候选结果中，T。和T。分别利用语言模型

进行打分。其中T。的得分要好于T。，因此T。更适

合于作为翻泽结果。

当然，从语法上来说，上面的两个句子都不是最

好的结果。事实上，T。中有明显的语法错误，即

“HVLAGAYICI”是一个阳性词，而其后的附加成

分“一ECE”却是阴性的。

7 实验

7．1蒙古语的表示

实例库是由原始的汉语蒙古语平行语料转换得

来的，并存储为易于表示和操作的形式，这就涉及到

蒙古语的表示问题。

蒙古语文本的表示是近几年来研究比较多的问

题[9]。由于蒙古语是竖写的文字，书写时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书写。蒙古语的词并非是用空格分开的，

或者说用空格分开的串未必就是一个词。蒙古语的

词虽然是由字母顺序组成的，但是蒙古语的字母在

词首、词中、词尾会有不同的形式变化，这也给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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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表示造成了比较大的困难。因此，蒙古语的表

示问题一直是蒙古语计算机处理研究的重要问题之

一。随着蒙古文Unicode标准的制定，这一问题在

逐渐的得到解决。但是，Unieode的表示同样存在

表示的不便，而且其中存在的转义字符也对机器翻

译的处理造成额外的问题。因此，在我们的系统中

采用的拉丁转写作为蒙古语文本的表示方式。

拉丁转写是将蒙古语字符利用读音转写成拉丁

字母(英文字母)的方法，这种撰写方式具有表示容

易的优点。但是其缺点是表示不唯一，从蒙古文到

拉丁转写和从拉丁转写到蒙古文的转换都具会产生

一定的二义性。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解决，但

是，这些问题对翻译效果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7．2语料的规模

进行汉蒙机器翻译的研究还要遇到的一个问题

是语料规模的问题。由于蒙古语相关的信息处理发

展相对落后，在蒙古语语料的积累和汉蒙平行语料

的积累上还做得比较差[121。目前，我们制作了大约

6万句对的汉蒙平行语料，基本可以完成一些基础

的研究。这些语料还需要进一步扩大。

在这次实验中，我们采用了12 000个汉语蒙古

语句对的语料库，这些句对是已经完成词语对齐的。

7．3 实验结果
●

由于汉蒙机器翻译的测试平台相对缺乏，没有

汉英机器翻译的国际评测的便利，我们自己设计了

一个汉蒙机器翻译的测试平台。

在这里，我们给出了一个具有100个日常对话

句子的测试集，并由以蒙古语为母语的人翻译成蒙

古语。每个句子有4个蒙古语参考答案。

我想参加一个旅游团。

BI NIGE JIGVI。CII．AI，VN BOLHoM—DU OROLCAY—A GEIJU BODOJV BAYIN—A．

BI NIGE JVGACII，VN BoLHoM—DU OROLCAHV SANAG A—TAI．

BI NIGE JIGVLCILAL-VN BOLHOM—DU OROLCAY—A GEJU SANAJV BAYIN—A．

BI NIGEN JVGACII，VN BOLHoM—DU OROI。CAY—A GEIJU BAYIN—A．

有这个吗?

ENE BAYIN—A VV?

ENE YAGVM—A—TAI VV?

ENE YAGVM—A BAYIHV VV?

ENE YAGVM—A BAYIN—A VV?
‘

●●●

在实验中，我们采用了12 000句对的语料作为

实例库，实验结果如下：

表2翻译系统的实验结果得分

NIST BLEU

100个句子的测试集 3．524 8 O．187 1

评测工具采用的是NIST评测工具mteval—

V1lb．pl。

NIST和BLEU是目前最常用的机器翻译自动

评测的指标，它们都是基于N—gram的，它们依赖于

翻译结果和参考答案匹配的N-gram数目D3]。从得

分上可以看出，在BLEU得分上我们得到了基本满

意的结果，但是NIST得分较汉英等机器翻译的结

果稍低。以2005年的863汉英对话机器翻译评测

结果为例，我们的系统和汉英系统相比，得分相对比

表3和汉英机器翻译评测结果的对比

ID NIST BLEU

Systeml 7．139 2 0．250 6

System2 5．92l 6 O．181 4

System3 6．209 7 O．174 7

(中略)

System7 5．522 6 0．145 4

System8 4．227 3 0．071 0

较高，但是NIST得分处于比较低的位置，其原因

是，由于实例片断的来源不一，而蒙古语的词形变化

很大，因此往往由于词形的变化而无法匹配。而

NIST是匹配N—gram的算术平均值，而词匹配的数

量相对比较少，所以得分相对比较低。相对来说

BLEU得分更强的反应了连续词串的匹配程度，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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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些连续词串正确的比例比较高，

验证了EBMT词串片断匹配的优势。当然，汉蒙机

器翻泽和汉英机器翻译的得分直接比较是没有意义

的，这样的比较仅为说明汉蒙机器翻泽中存在的

问题。

通过对翻译结果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具

有比较接近的实例的句子，在翻译的时候，良好的体

现了蒙古语的特点，都能够保持蒙古语句子的正常

语序，仅仅是在一些小的词序及形态上存在问题。

待翻译句子：我想要透明胶带。

匹配的实例：

我／r想／v要／v预约／v．／w

BI JAHIYALAG-A ABVY—AGEIJU BODOJV BAYIN—A．

翻译结果：BI NAGALTA-YIN GILAGAR BOSE ABVY_A GEJU BODOJV BAYIN—A．

鼬州Ⅳ椰州嘶耐州嘶¨
参考答案：

BI TVNGGALAG NAGALTA—YIN BUSE ABVY_A GEJU BODOJV BAYIN—A．

如钿巾埘州一州1积)M恤耐阳七一．
BI TVNGGALAG NAGALTA—YIN BUSE ABVY_A GEJU BODOJV BAYIN—A．

舡钿咿艄州Ⅳ钾Ⅳ佃畸州．’耐．．
BI TVNGGALAG NAGALTA—YIN BUSE ABHV SANAQA—TAI．

如q口巾新州Ⅳ钾Ⅳ1献’耐钾神6呐-．
BI TVNGGALAG NAGALTA—YIN BUSE ABVY—A GEJU SANAJV BAYIN—A．

如钿巾艄州一钾Ⅳ懈，M州-知呜．．
虽然EBMT在实例比较接近的取得相对比较

好的结果，但是在实例匹配并不很好的时候，仍然会

出现比较差的结果。通过对翻译结果的分析，我们

发现，在这个EBMT系统中存在比较严重的片段边

界问题。对于未对齐的词是否应该出现在片段中，

并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来处理。如果条件比较严

格，就会出现丢词现象，反过来，如果条件比较宽松，

就会出现大量的冗余词。比较好的解决方法是通过

概率化的方法来处理。 ．

8 结论

通过以上实验，我们给出了一个基本的基于词

语对齐的汉蒙EBMT系统。这是在蒙古语机器翻

译方面的一个新的尝试。通过这次尝试，我们把蒙

古语机器翻译的方法从规则方法转移到基于语料库

的方法，并为将来统计的汉蒙机器翻译方法的研究

打下了基础。

通过实验结果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EB—

MT可以部分解决汉蒙机器翻译的问题，但是其中

两个重要的内容还有待研究。一是蒙古语词形的变

化问题，蒙古语的词形因词性、时态等原因会产生较

大的变化，这些形态变化多是通过增加后缀来进行，

经过EBMT生成的结果在词形上的错误很多，需要

进一步处理产生词形正确的结果。如果要利用蒙古

语的词形信息，我们需要对蒙古文的词进行切分，并

在这个基础上研究蒙古文的语言模型。这些相关的

工作还在起步阶段，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二是评

价生成结果的方法过于单一，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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