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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向基于短语的汉英统计机器翻译，提出了一种基于特定句法（汉语“的”结构）增强的调序

方法，该方法首先在词对齐和源端词性（ＰＯＳ）信息的约束下抽取基本调序规则，然后根据中文端特

定句法结构—“的”字结构，将抽取的基本规则自动分类为“调序倾向性强”和“调序倾向性弱”两类，

最后采用不同的优化和剪枝策略对两类规则进行处理，得到最终的源语言端调序规则集合。在

ＮＩＳＴ汉英数据集上的实验表明，相对于基线系统，本文所提方法在ＮＩＳＴＭＴ２００５测试集上显著

提高了０．６９ＢＬＥ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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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序作为一种语法关系序列，它是表达语法关

系的重要手段，是语言内在意义的句法表现形式。

不同语言之间的句法异构性，导致了源语言端和目

标语言端词序不同。从语法学角度来看，词序不仅

可以决定句子的逻辑语义模式，而且可以通过变化

来实现不同含义的表达。

统计机器翻译研究中，词序调序是一个热点和

难点问题。调序模型按照不同标准可划分为以下类

别：１）按照作用对象不同，调序分源语言端调序和目

标语言端调序；２）依据作用范围，可分为全局［１］和局

部调序；３）按照作用位置，可以分为作为特征融入到

对数线性模型框架［２３］的模型和作为解码前的一个

预处理模型［４］；４）从建模方法来看，可以分为基于词

汇化的调序和基于句法的调序［５６］等。

随着机器翻译研究的不断发展，调序模型的研

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２００６年Ｃｈｅｎ等［４］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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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从词对齐的训练语料中学习词性（ＰＯＳ）调序和

词汇化调序规则的方法，预调序过程中将匹配到的

规则作为额外的特征应用到翻译系统中进行打分，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２００７年Ｒｏｔｔｍａｎｎ等［５］将获取

的ＰＯＳ规则作为特征加入到解码过程，该方法可以

获取更加丰富的上下文信息来扩展调序规则集，取

得了不错的结果。Ｃｈａｎｇ等［７］发现中文结构与其他语

言的结构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文“的”结构。因

此，Ｃｈａｎ等提出一种基于监督学习的最大熵分类器自

动抽取和分类中文“的”调序结构，取得了显著效果。

为了使用句法学知识帮助中英翻译任务中的词

序调整问题，同时又不增加模型复杂度，我们提出了

一种基于浅层句法知识的预调序方法。首先，根据

从词对齐和源端的ＰＯＳ信息中抽取初始调序规则。

然后，根据中文特定句法结构“的”结构［６８］将规则分

为调序“倾向强”和“倾向弱”两类。最后，我们对这

两类规则设置不同的阈值进行优化过滤，得到最有

效调序规则集合。在ＮＩＳＴ中英数据集上的实验结

果表明，我们提出的方法相对于基线系统在ＢＬＥＵ

值上有了明显的提升。

１　ＰＯＳ调序规则抽取算法

１．１　源端词性标注

句法标注最基本的形式就是用词性对每个单词

进行标记。词性标注信息包含丰富的语法信息，在

自然语言处理（ＮＬＰ）应用中通常作为一种基本特

征，例如句法树分析，信息抽取等。

本文使用ＩＣＴＣＡＬＳ［９］工具对源语言端句子

（中文）进行词性标注。图１给出了ＩＣＴＣＡＬＳ工具

中应用的一些词性标注，其中，狏代表ｖｅｒｂ（一级），

狏狊犺犻代表ｖｅｒｂ“是”（英语中代表ｉｓ／ａｒｅ／ａｍｅｔｃ．）

（二类）等。

１．２　调序规则抽取

调序规则抽取的基本思想是对源语言端进行词

性标记，再根据平行句对之间的词对齐信息判断源

语言词性序列与目标语言端的对应位置关系，规则

抽取过程的数学描述如下所示。

记源语言句子犛词序列为犛犐１ ＝狊１，…，狊犻，…，

狊犐 ，目标语言句子犜词序列为犜犑１ ＝狋１，…，狋犼，…，

狋犑 ，其中犻，犼分别表示源语言犛 和目标语言句子犜

中词的位置，犐和犑 分别表示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句

子以词为单位的句长。

同时，源语言句子犛的词性标记序列记为犛犐狆狅狊

＝狆狅狊１，…，狆狅狊犐 ，源语言Ｓ和目标语言犜平行句对

的词对齐序列记为犃 ＝ ｛犪１，…，犪犐｝，其中犪犻 ＝犼，

１≤犼≤犑或犪犻＝ｎｕｌｌ。

源语言句子词性序列中任意连续序列记为

｛犔犻，犿 ＝狆狅狊犻，…，狆狅狊犻＋犿－１狘１≤犻≤犐，１≤犿≤犐－

犻＋１｝，其中ｉ表示该标记序列的起始位置，ｍ表示

该序列长度。求取目标端位置最小值为：｛犪ｍｉｎ ＝

ｍｉｎ｛犪犾｝狘犻≤犐≤犻＋犿－１｝，最大值为 ｛犪ｍａｘ ＝

ｍａｘ｛犪犽｝狘犻≤犽≤犻＋犿－１｝，其中犪ｍｉｎ表示对应到

目标语言的最小对齐点，称为左边界。犪ｍａｘ指对应在

目标语言端词序列的最大对齐点，称为右边界。

根据以上的描述，基于犘犗犛信息的调序规则的

抽取依据以下一致性原则，即若式（１）和式（２）同时

成立，则犔犻，犿 ＝狆狅狊犻，…，狆狅狊犻＋犿－１ 作为一条可能的调

序规则的左部被存储，该规则右部为对应目标语言

词序 列 的 位 置 信 息，记 为 犃犛→犜，狆狅狊，犻，犿 ＝ 犪犻，…，

犪犻＋犿－１ ，其中犛→犜表示以源语言端为基准的词对

齐。

狆∈ （１，犻－１），且犪ｐ＜犪ｍｉｎｏｒ犪ｐ＞犪ｍａｘ （１）

狆∈ （犻＋犿，犐），且犪ｐ＜犪ｍｉｎｏｒ犪ｐ＞犪ｍａｘ（２）

一条完整的初始的ＰＯＳ调序规则形式可以表

示为：

犔犻，犿：犃犛→犜，狆狅狊，犻，犿 狆狅狊犻，…，狆狅狊犻＋犿－１ ：犪犻，…，

犪犻＋犿－１ （３）

式（３）所表示规则的右半部位置信息为某个目

标语言句子中词的绝对位置信息，为提高规则泛化

能力，需要对位置序列进行归一化处理，如下式：

犚ａｌｌ（狉狘犔，犃）＝∑
犖

犽＝１
∑
犐

犻＝１
∑
犐－犻＋１

犿＝１

犚（狉犻，犿，狊犽狘犃，犔）

（４）

其中狉表示抽取的ＰＯＳ规则，犔表示源语言的词性

标注序列片段，犃表示源语言与目标语言的词对齐

信息，犖表示平行语料库句对总数，犐表示第犽个源

语言句子的句长，犻表示某条规则中对应的源语言

词性标注序列犔 的起始位置，犿 表示犔 的长度。Σ

在这里不表示数学意义上的累加和，而是指规则的

集合。

基于以上算法过程，对汉英平行语料在词对齐

后所抽取的规则集合可以表示为：

狆狅狊犻，．．．，狆狅狊犻＋犿－１：犪犻，．．．，犪犻＋犿－１狆狅狊犻，．．．，

狆狅狊犻＋犿－１：犪犻－犪ｍｉｎ，．．．，犪犻＋犿－１－犪ｍｉｎ

（５）

根据最大似然估计原理，抽取的调序规则集合

中的规则ｒ的概率计算过程如式（６）：

犘（狉狘犚ａｌｌ）＝
犮狅狌狀狋（狉）

∑
狉
ｒｉｇｈｔ

犮狅狌狀狋（狉ｌｅｆ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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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犮狅狌狀狋（狉）为规则狉在规则库犚ａｌｌ 中出现的次

数，狉ｌｅｆｔ为规则的左部，狉ｒｉｇｈｔ 为规则的右部，规则左

部狉ｌｅｆｔ 为固定部分，右部狉ｒｉｇｈｔ 可以是不同的位置信

息，例如：／ｖ／ｄ／ｖ／ｍ／ｑ：１２３４５和／ｖ／ｄ／ｖ／ｍ

／ｑ：００１２３，这里左半部分为规则词性，这个词性

序列有两种位置组合，第一种出现了４次，第二种出

现了１次，所以，公式（６）分母是在对左半部分词性

相同的规则进行数量累和，在这个例子中指５。

图１　词性标注，词对齐和规则抽取实例

Ｆｉｇ．１　Ｐａｒｔｏｆｓｐｅｅｃｈ，ｗｏｒｄ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ｕｌ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２　特定句法增强的调序规则分类

研究者［７８］很多工作证明了中英句法结构的差

异很多来源于特定的中文句法结构“的”，“的”常用

来做名词性修饰结构或其他成分。通过对汉英句法

结构和前人对句法研究工作的分析，为了能够对影

响词序的特定句法结构和一般句法结构进行区分，

我们将抽取到的基于ＰＯＳ的调序规则分为两类：调

序“倾向性强”和“倾向性弱”。

１）包含“的”结构的规则：犚ＤＥ，调序倾向性强的

规则；

２）不包含“的”的规则：犚ＮＯＮ－ＤＥ ，调序倾向性弱

的规则。

这里的“倾向性强”与“倾向性弱”是相对而言，

在调序时所表现的权重有显著区分。

从Ｃｈａｎｇ等［７］和Ｄｕ［８］等的工作中我们可以看

出，中文“的”结构相对于其它句法结构在中文中以

很大的比例存在。文献［７］［８］将“的”结构分为五

类，在这五类中，需要调序的两种规则（即“Ｂｐｒｅ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Ａ”和“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ｃｌａｕｓｅ”）的数量在５种类别中

所占比重达到７０．６９％，因此，我们将“的”结构看做

是一种调序“倾向性强”（数量上和比例上占很大优

势）的规则。

目前的工作中，我们只对“的”字结构进行了研

究，来验证本文所提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包含“的”结构的规则可以表示为：

狉ＤＥ狉１ＤＥ狉２ （７）

其中，以“的”为中心，狉１表示规则的左边半部；狉２表

示规则的右半部。

３　规则优化过滤机制及源端预调序

为确保获取规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我们建立

优选机制即规则剪枝策略来选取规则。定义了两个

阈值作为筛选条件，分别为：１）数量阈值θｃ，即规则

出现的次数大于θｃ 时，该规则有效。２）比例阈值

θｐ，即规则的估计概率大于θｐ 时该规则有效。

由Ｃｈｅｎ等的工作［４］可知，当θｐ≥０．９时，可以

获取大量可靠性和准确性很高的规则，但相对降低

了规则的召回率，尤其是对调序“倾向性强”和“倾向

性弱”未加以区分，使得θｐ 较大时，有些“倾向强”的

规则被剔除。因此，对特定句法结构的调序规则适

当松散化比例阈值，可以获得更多有效的规则。

根据两类规则在句法结构中的作用，设置不同

的比例阈值进行规则筛选，从而达到优化调序模型

的目的。实验中将包含“的”的调序规则比例阈值设

为０．５。将不包含“的”的调序规则比例阈值设为

０．９。

获取调序规则集后，对源端进行预调序，当源端

词性序列中某个片段与调序规则集中的规则相匹

配，则将源端的词序调整。采用一种自左至右的匹

配策略来进行匹配（出现前缀相同的规则时，我们采

用最短的匹配），当某一段源语言句子中某一段序列

匹配上规则之后，我们会从当前匹配到的序列的下

一个位置再开始匹配，直至遍历整个句子。

４　实　验

４．１　实验设置

本文的翻译系统是基于开源的Ｍｏｓｅｓ系统，使

９７２　杜金华，等：特定句法增强的ＳＭＴ调序模型　



用ＧＩＺＡ＋＋进行词对齐，然后利用ｇｒｏｗｄｉａｇｆｉｎａｌ

启发式方法进行词对齐对称化。

汉英训练数据来自ＦＢＩＳ的２７１，１２４句对，语言

模 型 为 ５ｇｒａｍ，ＮＩＳＴ ＭＴ２００６ 为 开 发 集，ＮＩＳＴ

ＭＴ２００５为测试集，系统性能评价采用ＢＬＥＵ４评价

准则（范围０～１００，得分越高表示翻译性能越好）。

实验分为四组：Ｂａｓｅｌｉｎｅ，狆狅狊＋θｐ（０．９），狆狅狊＋

θｐ（０．５，０．９），狆狅狊＋θｐ（０．９）＋θ犮（２）。其中，Ｂａｓｅｌｉｎｅ为基

线系 统，狆狅狊＋θｐ（０．９），狆狅狊＋θｐ（０．５，０．９） 及 狆狅狊＋

θｐ（０．５，０．９）＋θ犮（２）为加入本文所提出的调序模型后的

翻译系统，每个系统参数的数量和比例阈值设置不

同。狆狅狊＋θｐ（０．９）指包含“的”和不包含“的”的两类规

则比例阈值都设置为０．９，狆狅狊＋θｐ（０．５，０．９） 为包含

“的”规则的比例阈值设为０．５，不包含“的”的比例

阈值设为０．９，狆狅狊＋θｐ（０．５，０．９）＋θｃ（２）在比例阈值设置

基础上将数量阈值设置为２。

４．２　实验结果和分析

表１列举了不同阈值设置下获取规则的数量。

从表１可看出以下几点。

１）未剪枝前，犚ＤＥ 在总规则集犚ａｌｌ 中的比例接

近２０％，剪枝后所占比例明显下降。可以看出，比

例阈值设置过高时，虽然确保了规则的准确性，但导

致大量有效的调序规则如“的”规则丢失。

２）狆狅狊＋θｐ（０．５，０．９）和狆狅狊＋θｐ（０．５，０．９）＋θｃ（２）中的规

则数量对比，可以看出数量阈值θ犮 的设置对犚ＤＥ 的

影响要比犚ＮＯＮ－ＤＥ 显著，使得犚ＤＥ 的数量大幅度减

少，这说明了“的”结构在中文句法结构中普遍存在，

且构成形式是多变的。

表１　不同阈值下包含“的”规则和不包含“的”规则的数量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ＤＥ”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ＮＯＮＤＥ”ｒｕｌｅｓ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不同阈值 犚ＮＯＮＤＥ 犚ＤＥ 犚ａｌｌ（总计）

未剪枝

犘犗犛＋θｐ（０．９）

犘犗犛＋θｐ（０．５，０．９）

犘犗犛＋θｐ（０．５，０．９）＋θｃ（２）

１，９６３，１５９

９，６０４

９，６０４

９，５０５

４６５，９８５

１，９７８

６４，６９１

１１，５１９

２，４２９，１４４

１１，５８２

７４，２９５

２１，０２４

　　表２给出了不同翻译任务下的翻译结果。从结

果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１）相比于基线系统，加入调序规则的三个系统

性能都有所提升，狆狅狊＋θｐ（０．９） 在翻译系统上 的

ＢＬＥＵ值提升了０．１５％，狆狅狊＋θｐ（０．５，０．９） 提 升 了

０．５２％，狆狅狊＋θｐ（０．５，０．９）＋θｃ（２）提升了０．６９％，说明了

调序方法有效性。

２）狆狅狊＋θｐ（０．５，０．９）和狆狅狊＋θｐ（０．５，０．９）＋θｃ（２）的结果

优于狆狅狊＋θｐ（０．９），说明本文所提区分调序“倾向性

强”和“倾向性弱”的思路，对影响汉英语序差异的特

定句法结构“的”进行区分处理是可行的。

表２　不同阈值设置下的翻译性能

Ｔａｂ．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不同规则的翻译系统 得分（ＢＬＥＵ４）

基线系统

犘犗犛＋θｐ（０．９）

犘犗犛＋θｐ（０．５，０．９）

犘犗犛＋θｐ（０．５，０．９）＋θｃ（２）

２４．０２

２４．１７

２４．５４

２４．７１

　　然而，通过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我们也发现了

以下潜在问题。

１）虽然区分了调序“倾向性强”与“倾向性弱”

规则，但仅限于汉语“的”字结构，我们仍需挖掘更多

典型调序结构以增强调序模型。

２）阈值的设定主要取自经验值，阈值设置较大

时对规则规模的剪枝力度过大，使得规则数据急剧

下降，如表１所示，由此引起的后果是数据的调序比

例降低，如表３中所示。

表３　调序过的句子占总体数据的比例

Ｔａｂ．３　Ｒｅｏｒｄｅｒｅｄ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ｉｎｏｖｅｒａｌｌｄａｔａ

不同规则的

翻译系统

开发集调序

比例／％

测试集调序

比例／％

犘犗犛＋θｐ（０．９）

犘犗犛＋θｐ（０．５，０．９）

犘犗犛＋θｐ（０．５，０．９）＋θｃ（２）

０．７４

３．８８

２．０３

０．８４

３．４９

１．９８

５　结论和展望

针对汉英机器翻译的调序问题，本文提出了一

种特定句法结构增强的基于ＰＯＳ信息的源语言预

调序方法。首先通过汉英平行句对的词对齐信息和

源语言句子的词性标注信息抽取ＰＯＳ调序规则，然

后根据“的”结构将调序规则分为调序“倾向性强”与

“倾向性弱”两类，最后采用不同的阈值设置对两类

规则集进行剪枝，获取最有效的调序规则集。在

ＮＩＳＴ汉英机器翻译评测数据集上进行了实验，相

比于基线系统，本文所提方法的ＢＬＥＵ值在 ＮＩＳＴ

数据集集上分别提高了０．５２％和０．６９％，验证了方

法的有效性。

在以后的工作中，以汉英统计机器翻译系统的

调序为对象，主要进行以下方面的研究：１）挖掘更多

有效的特定调序句法结构，进一步增强基于ＰＯＳ信

０８２ 　西安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５）第３１卷第３期　



息的调序模型的调序能力；２）引入句法学知识抽取

更加合理的句法调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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