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擒要：双语平行句对是机器翻译的重要资源，但是由于获取途径的限制，句子级平行语料库不仅数量有限而且经

常集中在特定领域，很难适应真实应用的需求。该文介绍了一个基于web的双语平行句对自动获取系统。该系

统融合了现有系统的优点，对其中的关键技术进行了改进。文中提出了一种自动发现双语网站中URL命名规律

的方法，改进了双语平行句对抽取技术。实验结果表明文中所提出的方法大大提高了候选双语网站发现的召回

率，所获取双语平行句对的召回率为93％，准确率为96％，证明了该文方法的有效性。此外，谊文还对存在于双语

对照网页内部的双语平行句对的抽取方法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

关键词：计算机应用；中文信息处理；双语句对；平行网页；网页挖掘

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献标识码：A

Autonlatic ParaUel是胁tences Extraction from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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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Laboratory of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Processing，Institute of Computing Tec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曲ing 100190，China)

Absh馈ct：ParaUel sentences are valuable resources for machine translation while not readily available in the necessary

quantities and often domain limited．This paper constructs asystem to automatically obtain parallel sentences of high

quality from the Web．This system puts forward a method to find the simila“ty of URLs in bilingual websites，and

also improves parallel sentence extraction technology．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is system gains a recall rate

of 93％and a precision rate of 96％when collecting paraIlel sentences from test set． In addition，this paper mkes

preliminary research in collecting parallel sentences from bilingual contrast web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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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引言

近年来，语料库资源对于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的

巨大价值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特别是双语语

料库(Bilingual Corpus)，已经成为机器翻译、机器

辅助翻译以及翻译知识获取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

源。一方面，双语语料库的出现直接推动了机器翻

译新技术的发展，基于统计(StatistiPBased)和基于

实例(Example-Based)等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方法为

机器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有效改善了翻译质

量，在机器翻译研究领域掀起了新的高潮。另一方

面，双语语料库又是获取翻译知识的重要来源，从中

可以挖掘学习各种细粒度的翻译知识，如翻译词典

和翻译模板，从而改进传统的机器翻译技术。此外，

双语语料库也是跨语言信息检索，翻译词典编纂、双

语术语自动提取【lJ以及多语言对比研究等的重要基

础资源。

然而，大规模双语语料库建设与获取存在着很

大的困难。虽然各国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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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力来加强双语语料库的建设，但是现有双语语料

库在规模、时效性和领域平衡性等方面还不能满足

处理真实文本的需要。

互联网的普及和迅猛发展提供了大量而丰富的

电子信息。随着国际化的需要，越来越多的网站成

为双语网站，越来越多的网上信息以多语言的方式

发布，这就为双语和多语语料库提供了很好的来源。

互联网是一个取之不尽、日益增长的信息源，因此是

一个潜在的巨大的多语种语料库信息源。这为双语

平行语料库的获取提供了潜在的解决途径。研究如

何从互联网上自动挖掘这些海量的、真实的双语句

对，对于解决双语语料库获取难题，推动相关技术发

展和实用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的目标就是建设一个高效的、自动化的双

语句对获取系统，主要集中在获取中英平行语料。

但是除了一些与具体语言相关的配置文件以外，本

文采用的方法不依赖具体语言，可以很轻松地移植

到其他的语言对上。

2 相关工作

现有系统在基于Web获取双语语料库资源时

主要分为四个步骤：双语候选网站的获取及过滤，双

语候选网页的获取，双语候选网页的过滤，双语平行

句对的抽取。著名的系统有PT Miner[引，PTI[3】，

BITS[4。，STRAND[5t61，WPDE[71等。

双语候选网站的获取及过滤候选网站为可能

含有双语平行网页的网站，如果一个中文网页中含

有以“English”、“English Version”等为锚文本或图

片ALT信息的链接，或者一个英文网页中含有相

应的以“中文”、“中文版”等为锚文本或图片ATL

信息的链接，则可以认为含有该网页的网站是一个

中英候选网站。微软的wPDE系统首次提出除了

锚文本之外，还可以利用图片的ALT信息来搜索

双语网站。

双语候选网页的获取从一个双语网站中获取

双语候选网页，可以利用结构与内容两个方面的特

征来实现。结构上一般可以利用网页作者在双语网

页URL命名时的特点。如下例所示的两个中英平

行网页的URL中只有语言相关的字符串“zh”与

“en”以及“c”与“e”不同。

例1 一对具有命名相似性的中英网页的

URL：

www．f∞．org／newsroom／zh／field／2005／index—c．html

www．fao．org／newsroom／en／fjeld／2005／index—e．html

内容上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内容上存在

互为翻译关系，那么就很可能是一对平行网页。PT

Miner、STRAND、WPDE等系统都利用了前者，

其中WPDE系统发现URL的pathname与

basename存在不同的命名相似性，需要分别进行处

理。BITS系统只利用后者。而PTI则同时利用了

这两部分信息，先用一个基URL名相似性的抽取

器找出一部分双语候选网页，再用基于内容的抽取

器对剩下的双语网页进行处理。

双语候选网页的过滤在取得双语候选网页之

后，采用分类器过滤掉伪平行的双语网页，就得到了

真正平行的双语网页。STRAND系统在这个环节

采用的一些基于结构和内容的特征，基本上都被其

他系统所采用。之后出现的系统不断采用更加合适

的基于网页内容的特征与分类器，都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双语平行句对的抽取最后需要从双语平行网

页中抽取出双语平行句对，得到句子级双语语料库，

才能满足真实应用的需求。STRAND中采用双语

平行网页之间html结构的相似性，对两个网页的

html标记序列进行对齐[6]，夹在两对对齐的html

标记之间的句子就够成一个双语平行句对。类似的

方法如用Dom Tree[8]来描述网页，然后对两棵

Dom Tree进行对齐从而得到相应的平行句对。

尽管现有系统在基于Web获取双语语料时都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仍存有以下不足。首先，所有

系统在利用URL命名相似性得到双语候选网页都

需要依赖预定义的字符串集合。其次，由于网页资

源的噪声很大，仅仅依赖双语平行网页html结构相

似性来获取双语平行句对并不能取得一个理想的效

果。最后，双语文本资源来源主要集中于中英平行

网页对，但是有相当一部分高质量的中英平行文本

存在于双语对照的一个网页中。本文集中解决上述

的三个问题，而本文实现的系统中双语候选网站获

取与双语候选页过滤部分都类似WPDE中的方法，

同时融合了已有系统的优点，在此就不再赘述。

3 双语网页URL命名模板的自动发现

现有系统中预定义的字符串集合大部分是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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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语种相关，并且在大量双语网站的URL中出现。

中文的有“cn，chinese”等，而英文相应的有“en，

english”等。但是，同时存在着大量的双语网站，其

URL命名虽然具有语言相似性，但不是通过预先定

义可以发现这种规律，例如某网站中英平行网页

URL的对应关系为zh—cn．broadcom．com—，www．

broadcom．com，再比如某网站中存在的URL对应

关系则为www．wcbn．com．sg’english．wcbn．

com．sg。此外，也存在一些网站在命名时，中文一

侧的URL用的是完整的单词，而英文一侧对应的

网页URL用的则是该单词的简写。例如某中英平

行网页的basename之间的对应关系为cartoon—

list．html与cart．1ist．html。

可见，只要URL命名的相似性没有涵盖在预

定义的集合中，那么已有的系统就无法处理。本文

提出以下这种方法，能够自动发现当前网站在双语

网页命名时具有的特点，再进行候选双语平行网页

对的获取，完全不需要预定义与语言相关的字符串

集合。

3．1 自动发现双语网页uRL命名模板

从例1可以看出pathname与basename中语

言相关的不同字符串出现位置有一定的相似性，我

们将pathname与basename统称为name域。

name域都由语言无关的相同部分S与语言相关的

不同部分Lang组成。例1中，中英URL的path—

name对应的S有“www．fao．org／newsroom／”与“／

field／2005／”。Lang部分分别为“zh”与“en”(记为

Lang—c与Lang—e)，这正是我们关心的中英平行网

页之间的命名规律。那么当一个网站中相当一部分

中英网页的URL满足如下形式：

curl=Sl+Lang—cl+s2+Lang—c2+⋯+S+

Lang_cj+Sj+l

eurl=Sl+Lang—el+sz+Lang—e2+⋯+sj+

Lang-ej+sj+l

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上述形式中的各个

Lang—c与Lang—e就是当前网站中英URL命名时

的规律性。S与Lang都由字段组成，其中只有S。

与S㈩可以为空，每一字段看作一个整体，具有操作

完整性原则即无论进行任何操作都对整个字段进

行。在pathname中，按照／来划分，每一个／str／称

为一个字段，而在basename中则按照“一．一”等分隔
符分成各个字段。

那么，当存在一些中英网页对的name符合上

述形式时，就可以得到我们要抽取的双语网页URL

命名模板(具体见定义)。

uRL命名模板定义 Lang—cl—Lang—el，

Lang—c2—’Lang—e2⋯Lang—ci—+Lang—ei
其中Lang—c；／Lang—ei代表中文／英文网页

URL的name域中语言相关的不同部分，两者不可

同时为空。从例1这对中英网页的URL中可以得

到一条pathname的命名模板“zh—en”，一条

basename命名模板“c—e”。本文自动发现的URL

命名模板可以完全包含已有系统中预定义的URL

命名相似性。

每一个模板在应用时都对应着具体的操作动

作，比如有一个pathname命名模板“zh—en”，就意

味着当存在一个中文URL的pathname中含有

“zh”时，“zh”替换为“en”，构造了一个英文URL的

pathname，如果这个pathname在英文URL的

pathname列表中存在，那么就得到了一对命名具有

相似性的中英URL的pathname部分。再配合

basename命名模板，就可以一对URL命名有相似

性的中英候选网页。根据Lang—c，Lang—e内容不

同，模板的动作也有不同的含义详见表1。

袭l应用模板的四种动作

Lang—c Lang—e Action

非空 非空 替换操作即用I。ang—e替换Lang-c

非空 为空 在中文URL中删除对应的Lang-c

为空 非空 在英文URL中删除对应的Lang—e

说明要查找相同的中文URL，英文
为空 为空

URL

在本系统中，首先进行网页语种识别，将一个网

站中的所有网页分为中文和英文网页，分别得到中

文与英文网页的URL列表。在这两个列表中去自

动发现pathname与basename命名相似性，生成相

应的命名模板，再进行查找双语候选网页对。生成

pathname与basename对应的模板集合算法相同，

具体见算法1。

在生成pathname命名模板时，CnameSet与

EnameSet是中英URL去掉basename所形成的中

英pathname集合。而生成basename命名模板时

相应的集合则是pathname具有相似性的所有中英

URL所对应的basename形成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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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l模板发现算法

lt蜘m件：the pathname or basename vector in chinese and eng“sh

sides．

Ensure l the map of rules mR“Ze．

1：fbr cname in CnameSet如

2l 伪g—O
3l fbr r“kinR“￡PS以do

4： e，|口mP卜A户户妇RH如(州如，c船优#)
5 l ●f ename∈vEname th蛐

6： AddWeight(rule)
7： mg—l
8l break

9i end"

10i end for

11： If(flag=一O)then

12：l打P撇mP in vEname do

13 l newrule-一C他“Net￡IR缸如(c，|口打"，Pn口行")

14 l Insert newrrule to RuleSet

15： endfor

16： 蜘d If

17 I Sort RuleSet by Weight

18： 伽g—O
19t el订for

3．2获取具有URL命名相似性的双语候选网页

首先根据pathname模板寻找pathname具有

相似性的中英URL，再根据basename模板寻找同

时还具有basename相似性的中英URL，至此就得

到一对可信的双语候选网页。为了自动发现的模板

更加准确，限定pathname／basename模板中只要任

何一个Lang—c或Lang—e为纯数字字符串，则认为

当前模板无效，并不是我们要找的与特定语言相关

的字符串。

采取本算法的优点在于可以根据每个网站自身

的特点来处理，而不是像预定义那样只能处理URL

命名符合特定规律的网站。本文的方法不仅可以发

现所有常见的URL命名规律，而且还可以找出不

同的网页编辑者带个人特色的URL命名规律，从

而可以找出尽可能多的可信的中英候选网页对。

4双语平行旬对的抽取

在实际存在的双语网页中，很少一部分双语平

行网页是完全直译的。网页作者很难保证两个双语

平行网页之间句子数目相同并且处于对等位置的句

子互为翻译。更何况网页资源本身噪声很大，双语

平行网页的html结构有相似性但不相同。所以现

有系统仅仅依赖平行网页的html结构来挖掘双语

平行句对是不可靠的。

本文中把双语网页html结构上的相似性作为

一个有力的特征，更加侧重从双语句对的内容上去

衡量一对双语平行网页中那些句对是真正互翻译

的。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利用平行网页htmI结构

上存在的相似性，而且保证得到的双语句对在内容

上确实是互为翻译的。获取互为翻译的双语句对，

可以结合Daniel Marcu在不平行文本中抽取平行

句对所采用的方法[9]。从两个中英平行网页中得到

的中英句子序列进行对齐可以看做一个中英候选句

对集合的分类问题，从中英候选句对中抽取一些特

征，送入分类器进行分类，判断当前的中英候选句对

是否是真正平行的。

采用分类的方法将大大屏蔽由于平行网页内容

不完全一致与html结构混乱而带来的抽取句子级

平行文本的难度，并且可以最大限度的挖掘出平行

网页中的平行句对资源。

4．1生成双语候选旬对集合

先将每一个网页解析成一个由“html开始标记

+句子+html结束标记”这种结构组成的句子序列

(见图1)。图1中的“句子”实际上就是网页中的一

段连续文本，可能是为短语、句子、段落，我们在这里

不做仔细地区分。在本环节的最后针对过长的双语

句对(即中英句子都是包含多个句子的段落)利用现

有的技术进行句子划分并对齐，这里就不再详细叙

述。

《8pan>联系我们I‘，5p-时
<h3>学术课程<，h3>
<5tr。w>新生I<／5tron驴
‘5trong>转学学分高于或等于∞学分的转擎生·<，_cro咿
‘5trow>英语语言能力{<，stronp
<h3，薨国语言和文化协岔(&lci{<／h3>
‘5cr。ng>强化升学英语预备课程<，stro咿
‘"联系我们‘／a>
<cd>calif。rnla 5cate unlverslty的n Mrc。。是一所发展恐逮的现代化举控
拥有大量新式建筑、尖端的计算机技术和先进的科擎实验奎．
在j耋里，您可以感受到时代发晨的藿情．<／cd>

图1带html首尾标记的句子序列

对中文和英文网页进行解析得到图1所示的中

文和英文句子序列后进行简单的全组合就可以得到

中英候选句对集合。这样得到的中英候选句对集合

中含有大量明显不平行的句对，可以采用一些过滤

机制，过滤掉明显不平行的句对以节省下一步抽取

平行句对的时间。如图1中“(h3)学术课程<／h3>”

在这个中文句子序列中的相对位置为2／9，那么在

相应的英文句子序列中，相对位置也为2／9左右的

英文句子很可能就与该句子构成平行句对。经过统

计可以发现平行的中文句子和英文句子在相应的网

页中所处的相对位置比例大量集中在1附近，少数

分布在O．5⋯0．8，1．5⋯2．5。在本系统中可以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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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征过滤掉候选句对中明显不平行的句对。同样

的，还可以利用中英句子的词数比例等特征。

4．2抽取双语平行句对

面对一对简短的中英句子，判断两者是否互为

翻译，就变得相对简单。可以利用三组特征：一般文

本特征、词语对齐相关特征以及网页结构特征。一

般性的特征见表2。

表2一般文本特征

一般文本特征 特征描述

句子长度比特征 中英句子中的词数之比

中文甸子在对应的英文句子中有对
词汇化汉译英比例

应翻译的词所占的比例

英文句子在对应的中文句子中有对
词汇化英译汉比例

应翻译的词所占的比例

有一些中英句子描述的是同一件事情，虽然从

内容上来说词汇化汉译英比例(或英译汉)都比较

高，但不是互为翻译的关系。所以仅仅采用双语句

对的一般性特征并不能充分刻画互为翻译这个目

标。在这里先对每个双语候选句对进行词语对齐，

再挖掘出一系列的词语对齐特征来进一步描述互为

翻译这个分类目标。词语对齐相关特征详见表3。

表3词语对齐相关特征

词语对齐特征 特征描述

一对一链接数占词语对齐中总链接数
一对一链接比例

的比例

中文句子中没有相应对齐的词语所占
中文词对空比例

比例

英文句子中没有相应对齐的词语所占
英文词对空比例

比例

针对网页这类特殊的文本，还可以利用网页的

html结构信息，来帮助分类过程。首先，对于两个

中英网页，得到了图1所示的带html首尾标记的句

子序列以后，可以发现在两个中英句子序列中出现

在同等位置上的中英句子为平行的可能比较大。其

次，两个中英平行的句子其html开始标记(或结束

标记)大部分也是相同的。最后，可以用Unix工具

diff对两个网页的html标记序列进行对齐，那么也

就会得到一个相应的初步句子对齐(具体方法参见

文献[6])如果两个中英网页是平行的并且近乎直译

的情况，那么得到初步句子对齐结果里面很多句对

应该是平行的。针对这三种情况，我们定义了三个

特征，详见表4。

表4同页结构特征

网页结构特征 特征描述

当前句对是否在存在于根据html标
html对齐特征

记对齐得到的句对集合中

中文甸子和英文句子在相应的原始

html标记特征 网页中紧跟的html开始(或结束)标

记是否相同

中英句子相对位置 中文句子和英文句子在相应的网页

比例 中所处相对位置的比例

例如，一个中英候选句对的相关信息如表5所

示。这个候选句对没有出现在初步句子对齐得到平

行句对集合中。那么html对齐特征就为false．ht—

ml标记特征为false；中英句子相对位置比例为(3／

10)／(4／11)。实验证实这三个特征对双语候选旬对

分类有很大的帮助。

裹5示例

中英候 html开 html结 文本块集合中

选句对 始标记 束标记 的相对位置

中文句子 <p> <／p) 3／10

英文句子 <span> <／span> 4／11

在给出的双语候选句对集后，要从中选出真正

互为翻译的中英句子。首先要计算每一对候选句子

为平行的概率和非平行的概率，根据这两个概率的

大小进行分类。基于最大熵理论引入一个判别函

数：
I

p(Q I印)=1／z(眵)Ⅱ舻‘。∽ (1)
』=l

其中，c；取值为f。(不平行)与c，(平行)；1／Z

(s夕)为归一化因子；厶(fi，s户)为上述的特征对应的

特征函数；Ai为特征的权重信息，可以通过训练得

到。

一个中文句子在中文网页中可能多次出现，英

文句子也一样。在进行分类以后，可能一个中文句

子与多个英文句子构成互为翻译关系，那么再引入

一个平行句对选择函数：

妒#一ma均讣“{妒#I户(c1 I印#)>户(co l妒g))

(2)

其中s户。指的是中文句子i与英文句子_『构成

的双语候选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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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获取单一网页内部的平行语料

根据双语平行语料的存在形式可将web资源

分为两大类即中英平行文本分别存在于两个中英平

行的网页中和同一页面内的情形。以往的系统都主

要集中于从前者这类web资源中获取双语平行语

料库。本文不仅要充分挖掘前者的潜在双语资源，

而且尝试了如何获取并利用后者这类资源。

5．1双语对照页面的获取

在本系统中对于获取这类平行文本，作了初步

研究：通过观察，这类网页有一些共性。可以以一些

关键词为锚文本，利用搜索引擎来获取包含这些锚

文本的网页。常见的关键字例如“双语新闻”、“双语

学习”、“双语阅读”等。这些网页很大一部分本身就

有是双语对照的或者含有指向双语对照页面的链

接。那么以这些网页作为种子，追踪其中包含的链

接，进行深度下载，就可以获取相当大数量的这类网

页，这就初步解决了这类双语对照页面的获取问题。

5．2双语平行句对的抽取

中英文本在中英对照网页中主要有三种对照方

式：上下对照、左右对照以及段落或句子之间的相邻

对照。在本系统中采用了统一的处理方式，不受中

英文本在网页中出现格式所限制。在这个环节中，

先将一个含有中英对照文本的网页解析成图1所示

的句子序列，去掉相应的html标记后，进行句子的

语种识别，得到中文与英文的句子序列。这两者序

列之间肯定存在着互为翻译的关系，并且由于这种

类型的网页中英之间对照关系是非常严格的，所以

得到的中英句子序列之间为直译的比例很大在本系

统中，可以利用4．2节中介绍的抽取平行句对的方

法，抽取出中英平行句对。

6实验结果与分析

6．1 自动发现双语网页UIuL命名模板的实验结果

我们随机选出具有URL命名相似性的18个

网站进行测试，比较本文的方法与wPDE系统中采

用的方法。其中采用wPDE系统中的方法可以抽

取出2 110对候选中英平行网页，而我们的方法可

以找出3 013对候选中英平行网页，多找出903对

中英候选平行网页，经过后续的双语候选网页过滤

步骤，发现这903对中英网页确实为平行网页。这

是因为采用自动发现网站内部双语网页URL命名

特点这个方法，不仅可以避免预定义带来的缺失，还

可以避免网站建设者采用大小写、省略词等问题造

成的缺失。

6．2双语平行旬对抽取的实验结果

在人工标注后的270对中英平行网页中人工找

出其平行的句对集合，总共1 520对，组成训练语料

中平行句对部分。在剩下的所有中英句子进行简单

的全组合，过滤掉中文句子和英文句子相对位置的

比例小于o．3，大于3这些明显不平行的句对，再从

过滤后的集合中随机选出1 520对组成训练语料中

不平行句对部分。

先从随机挑选出的20对中英平行网页中抽取

出的中英候选句对集合，再从中随机选出2 173对

中英句对组成测试集。在这个测试集合上，抽取中

英平行句对模块最终取得了93％的召回率与96％

的准确率，具体结果见表6。

表6特征组合实验

特征类型 召回率 准确率

一般文本特征 89％ 88％

一般文本特征+词语对齐相关特征 90．5％ 94％

一般文本特征+词语对齐相关特征
93％ 96％

+网页结构特征

这个实验结果来源于两方面的贡献，一个是双

语候选网页过滤环节，本文中采用最大熵分类器对

中英候选网页进行分类，融合了几个系统的长处，采

用了一些对分类非常有帮助的特征。在随机挑选出

的450对中英候选网页上取得了召回率为99％，准

确率为97．8％的结果，为中英平行句对的抽取做了

很好的除噪音工作。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环节就是本

系统中采用的双语平行句对抽取技术。

可见在经过双语平行网页过滤以后，得到的中

英平行网页中确实存在互为翻译的句对，而本文采

用的双语平行句对抽取方法能够很好地利用网页本

身的结构优点，并且对内容上互为翻译这个条件采

用了合适且高效的特征，从而大大提高了召回率与

准确率。

6．3同一网页内部平行旬对抽取的初步结果

对于这类资源的挖掘工作，本文目前已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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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从互联网上获取潜在的候选资源这个难题。下面

仅以“双语阅读”这个关键字为例，来评估本文采取

的获取方案是否可以获取大量的有用资源。通过

G009le检索得到不重复的732个页面。其中，确实

为中英对照或者含有指向其他中英对照页面链接的

网页有353个，无效或不存在页面有127个。剩下

的252个页面中很大一部分也为双语对照的，包括

中文与法语、韩语、日语以及俄语等。说明这一类型

的网页是大量存在的，并且可以通过特定关键字的

方式来获取。

通过“双语阅读”这个关键字获取得到的353个

有用的候选资源中，仅以腾讯网2007年教育频道中

的网页为例，就抽取出150个中英对照页面。从中

可以得到450k中英平行句对。这说明在这种类型

的网页中双语句对资源很丰富，并且这些网页所处

的网站会不断地推出新的双语对照页面，为持续获

取双语句对资源提供了一个便利的途径。这类页面

中英对照部分基本上都是互为翻译的并且非常

工整。

6．4双语平行语料的挖掘结果

本文所实现的原型系统目前已经获取中英平行

网页1．8万对，中英平行句子27．5万句对。本系统

可以持续地获取更多的双语平行资源，进一步的结

果请关注本项目的主页http：／／mitel．ict．ac．cn／

webmine／inde)【．htm。

7总结及下一步工作

本文构建的双语平行语料自动获取系统在融合

现有系统优点的基础上，对关键技术进行了改进，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首先，利用URL命名相似性获

取双语候选网页，打破了以往预定义前后缀词表的

限制，根据每个网站URL命名的特点，自动发现命

名规律从而获取更多可靠的双语候选网页。经过后

续的双语平行网页过滤环节取得了高质量的文本级

双语平行语料库。其次，采用了一种新方法进行双

语平行旬对的抽取，不仅利用了平行网页之间

html结构的相似性，并且更加侧重双语句对之间的

互翻译性，有效地提高了双语平行句对抽取的召回

率和准确率。最后，本文还尝试从同一网页内部的

双语网页资源中获取双语平行句对，取得了初步结

果。

下一步工作我们将继续研究有效的双语网页分

析和过滤技术，进一步提高双语句对获取的质量，去

除重复句对，使得我们的系统可以持续、稳定、实时

地获取大规模的双语平行句对。此外，我们也将深

入探索同一页面内部的双语平行旬对自动获取方

法，使得该类双语平行句对的获取可以不受具体双

语对照格式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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