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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上存在的大量双语资源，给构建大规模双语语料库提供了可能。双语对齐作为语料库加工过程中
的关键技术，已经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针对目前可收集到的双语资源大都没有做到段落对齐，本文结合
基于句子长度和基于词典的两种经典对齐算法思想，充分利用双语文本中的句子在整个文本中的位置信息，
在(1:1)型句珠里选取锚点，并根据双语文本特征引入一部双语词典进行校验，从而获得分段的锚点，实现通
用的段落重组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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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rge amount of bilingual resource on the internet bring the probability of building a large scale of
bilingual corpus. As the key technology during the course of building the corpus, bilingual alignment technology is
growing high recognition. Facing the situation that most of bilingual resource attained on the internet is aligned in
paragraph, paragraph realignment is necessary. Combining length-based method with lexicon-based method, making
full use of the location information of each sentence in whole text, we choose the anchors among the 1-for-1 beads
according the result of dictionary check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general paragraph realignment.
Keywords: bilingual corpus, paragraph realignment, anchor, match

1．引言
双语语料库是一种包含有两种语言互译信息的特殊的语料库。它能够提供两种语言之间
丰富的匹配信息，在翻译知识的获取、双语词典的建立、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词义消歧等
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1]。
大规模双语语料库的建设是进行基于语料库研究的基础，它包括语料库的设计、语料的

采集、录入和管理等方面[2]。而目前互联网上存在着丰富的双语资源，为短期内建成大规模
的双语语料库提供了可能。因此对网上可收集到的双语互译文本进行加工成为一个非常有意
义的课题。
对齐技术是加工双语文本的核心。所谓对齐就是从互译的不同语言文本中找出互译片断
的过程，双语语料库对齐可分为段落、句子、短语、单词等不同级别的加工深度 ，语料库的
加工深度决定了语料库所能提供的知识的粒度。早在 90 年代初期，国外就有人开始这一方面
的工作，主要有 Brown[3], Gale[4] 和 Chen[5]等，他们的方法主要归结为两类，基于长度的对
齐方法和基于词汇的对齐方法，Brown 在对 Hansard 语料库进行对齐时，引入了锚点(anchor)
的概念，认为锚点的作用就是将整个语料库分成一些小的对齐片断；同时把每一对相对应的
句子称作句珠(Sentence bead)。针对汉英双语对齐，国内的刘昕[6]，钱丽萍[7]等人也进行了一
些改进的对齐算法研究。目前很多学者在进行双语对齐研究时，大多数都是在段落对齐的基
础上进行句子对齐的研究。然而目前网络上的大量双语文本基本都没有做到段落对齐，而段
落对齐是进行后续的句子对齐、结构对齐等更深级别的对齐加工的基础，因此针对这种真实
的文本资源，必须首先进行段落对齐。
文献[1]提出了一个将文本依照翻译块(translation block)重新进行分段的方法，它通过汉英
词汇对之间的特征比较，首先对汉语句子进行分词，找到可以用于汉英语料库分段的锚点词
汇对，在此基础上，通过锚点词所在句子的匹配获得锚点句子对来进行分段。但是这种方法
仅适合于具有较多高频固定词的双语文本的分段对齐，对于只具有较少高频固定词的双语文
本，这种方法就会遇到数据稀疏问题导致分段太粗及准确率下降。通过对网络上收集到的数
百篇、各种体裁的真实文本考察，发现 90%以上的电子文本中的段落并不对应或者没有明显
的段落标记，如果进行自然段的对齐实现比较困难，并且分段太粗，因此针对这种情况有必
要进行重新分段。本文提出将两篇互译的双语文本各看成一个整体，对文本中段落进行重新
组合后对齐。充分利用双语文本中的每一句在整个文本中的位置信息，以(1:1)型句珠作为候
选锚点，并根据双语文本特征引入一部双语词典进行校验，从而获得分段的锚点句，实现通
用的段落对齐。

2．段落对齐的问题描述
对一个双语平行文本的段落对齐，就是要找出两种语言文本中段落之间的对应关系，那
么对齐后的文本就表现为具有相等段落总数的互译组块序列。
本文通过扩充图论中二分图及匹配的概念，给出段对齐的形式化描述：
二分图(Bipartite Graph) 设 G 为无向图，G=<V，E>，结点集 V 有两个子集 V1，V2 满
足 V1 ∪ V2＝V，V1∩V2＝ф，使 G 的每一条边 e∈E 时，e={vi,vj}，vi∈V1,vj∈V2，即同一
子集 Vi(i＝l，2)中的任何两个结点都不邻接，称这样的图为二分图。G 记为 G=＜V1，E，V2
＞。对于二分图 G＝<V1，E，V2>中，若 V1 的每个结点与 V2 的每个结点相邻接，反之亦然。
则称 G 为完全二分图，若|V1|＝m，|V2|＝n，则简记为 Km,n，如图 1 所示。

图 1 K3,3 型完全二分图
匹配(Matching) 设 G＝<V1,E,V2>是二分图，如 E 的一个子集 M 中的边无公共端点，即
任两边均不邻接，则 M 为 G 的一个匹配。
本文所研究的段落重组对齐，可以认为是一个特殊的匹配问题，为此我们定义这种模型
为“最优对齐匹配”
。
M 为完全二分图 G=<S,E,T>的一个最优对齐匹配，如果二分图中所有的节点是有序的，
；
并且 M 中存在的任意一条边 e={si,tj}的权值为 d(si,tj)，必须满足 d(si,tj)< D（D 为特定的阈值）
此时，M 中不存在边{sk,tr}使得 k<i 且 r>j 或 k>i 且 r<j 成立；若|S|=m，|T|=n 则首先默认{sm,tn}
∈E，在满足上述条件前提下，依次在完全二分图 G 中选取权值最小的边，直到 M 中边数达
到饱和。
s1 s2 s3 s4 s5 s6 s7

si

sj

sm-2 sm-1 sm

··
··
··

··
··
··
t1

t2 t3 t4

t5 t6 t7

ti

tj

tn-2 tn-1 tn

图 2 在阈值 D 限定下的一个 Km,n 最优对齐匹配示意图
文本 S 中每一句子对应 V1 中一个顶点，文本 T 中每一句子对应 V2 中一个顶点，则双语
文本可以分别表示为 S(s1, s2, s3,…si, …sj, …sm)和 T(t1, t2, t3…ti, …tj, …tn)，不考虑语义仅从形
式上讲，S 和 T 中任何两个元素 si 和 tj 均可作为一个(1:1)型句珠(si,tj)的两个元素，构成一个
完全二分图 Km,n。因此双语段落重组对齐的过程就是在一个完全二分图中寻找一个“最优对
齐匹配”的过程。图 2 中存在边 e={si,tj}，我们则视为文本 S 中的第 i 句和文本 T 中的第 j 句
对应，为了达到分段效果，我们在 S 中的第 i 句和文本 T 中的第 j 句后分别做一“段标”
。为
了使对应文本 S 和 T 正常结束时，S 和 T 中有一样的段落数，我们默认文本 S 和 T 中的最后
一句是对应的，即在数学模型最优对齐匹配中，若|S|=m，|T|=n 则首先默认{sm,tn}∈E 成立。
最优对齐匹配的概念保证了选取的句对中不存在一对多或交叉对应的情况，依次在完全二分
图 G 中选取权值最小的边，也就意味着每次选出来的句对，均是在未对齐的句子中最有可能
构成(1:1)型句珠的句对。M 中边数达到饱和，即在特定条件下（一定的 D 值）
，双语段落重
组对齐完成。

3．段落对齐的锚点选择

我们考察了(1:1)型句珠在各种体裁、不同风格的文本中的分布情况，将人工对齐结果中
(1:1)型的句珠选取出来，横坐标为句珠的中文句子在其所属的文本中编号，纵坐标为句珠的
英文句子在其所属的文本中编号。几乎所有的显示结果都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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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双语文本中(1:1)型句珠分布情况
3（a）为互译的英汉文本中句子总数相差较大时的分布情况，3（b）为句子总数相差较
小时的分布情况。经大量统计发现句珠类型为(1:1)的句对在全篇的比例均超过 85%，并且有
着良好的分布规律。文献[8]中也提到，经过大量统计，中英文双语对齐后，句珠类型为(1:1)
的句对在全篇的比例为 89%。如果我们可以选择这种(1:1)型的句珠作为候选锚点，将使得段
落对齐具有通用性。因此我们提出一种新方法，其总体思想可以表述为：篇章定位，句长搭
配，词典校对。即为利用对应句子在文本中的位置信息，对每组句子均考虑其在全篇中的位
置，利用句子前面的段落和句子后面的段落及对应句子本身的长度，计算出完全二分图中的
每一个边的权值，再经过词典校验选出锚点句对。
考虑互译文本 S 和 T，他们的总长度分别表示为 Ls 和 Lt，文本 S 中第 i 句和文本 T 中
第 j 句，分别用 si 和 tj 表示，si 上部文本总长度为 Usi；本句长度为 Lsi；下文部分语句总长度
为 Dsi；同样，tj 上部文本总长度为 Utj；本句长度为 Ltj；下部文本总长度 Dtj；
考虑句子在上下文中的位置信息，研究 si 和 tj 的关系时，定义四个比值：
对应文本长度之比：P0 = Ls/Lt ；
对应上文部分长度之比：Pu[i,j] = Usi/Utj ；
对应句长度之比：Pl[i,j]= Lsi/Ltj ；
对应下文部分长度之比：Pd[i,j] = Dsi/Dtj ；
若 si 和 tj 确实可以构成(1:1)句珠时，则 Pl[i,j]将在一特定区间之内。我们假定对应句长
度之比 Pl[i,j]在表明对应信息中加权系数为 1，仅从形式上考虑，对应上文长度之比 Pu[i,j]和
对应下文长度之比 Pd[i,j]等价，因此在表明候选锚点对应信息时应具有相同的权重 a，可构造
下面的一个形式对齐评价函数：
P[i,j] = a(Pu[i,j]-P0)２ + (Pl[i,j] -P0)² + a(Pd[i,j] -P0)²
函数中加权系数 a 意义：使上下文长度和本句的长度对评价函数值均起到相应的作用。
在我们的试验中加权系数 a 由当 i=m/2，j=n/2 时的(Pu[i,j]-P0)２值和形式对齐阈值 D 的大小共
同调节而定。实验证明，由于采用贪心算法，最优对齐匹配过程中，所有数值的大小均是相

对的，所以加权系数 a 在一定的范围内即可得到良好的试验结果。从形式上考虑，评价函数
值 P[i,j]越小，则 si 和 tj 可以构成句珠的可能性越大。
仅从形式上选取锚点，无法保证准确率，为了确保段落对齐的准确性，我们在对选出的
P[i,j]校验之后，又进行了词典检验。根据文献[9]提出的公式如下：

H=

L | Match( S ) | + L | Match(T ) |
L | S | +L | T |

其中，L| |表示全部元素的字节长度和；Match(S)代表（根据英汉词典）译文中出现在汉语句
子中的英语单词，Match(T)代表（根据英汉词典）成为英文单词译文的汉语单词。符合词典
校验的句珠将成为段落重组对齐的锚点。

4．段落重组对齐算法实现
1)

读入英汉双语文本和英汉词典；

2)

识别英语和汉语句子边界，对每一个句子进行编号；

3)

在双语文本开始各虚拟添加一理想长度以平滑文本；

4)

默认双语文本中最后一句是对齐的，计算其它所有形式对齐评价函数值 P[i,j]；

5)

选出形式对齐评价函数值最小的 P[i1,j1]；

6)

如果 P[i1,j1]<D，则对选定的双语句对进行词典校验，否则转步骤 8)；

7)

如果 H>H0（句对词典校验阈值 H0）
，则将 P[i,j]中 i>i1 且 j<j1 和 i<i1 且 j>j1 的区域
置为无效，分别在选中的中英文句尾加段标，否则将 P[i1,j1] 置为无效；返回 5)；

8)

输出段对齐后的文本，结束。

5．实验结果与分析
我们试验中所收集的上百兆双语篇章级对齐文本，包括各种文学作品、新闻以及政治、
法律类双语材料，经统计 95%以上的篇幅大小在 500 句以内，对此我们使用算法的良好效果
只是在处理单篇 500 句以内的文本时得到验证。
由于是重新分段，因此召回率的概念我们就定义为：
召回率 = （返回段落总数 – 错误段落总数）/ 双语文本中(1:1)型句珠总数；
准确率 = （返回段落总数 – 错误段落总数）/ 返回段落总数；
对应图 3 的双语文本，图 4 为相应的锚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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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双语文本中锚点提取情况
不难看出两者点的分布规律完全相同，只是点的稀疏程度不同。经过本算法段落对齐后，
每段句子数 3-5 句，段落分布均匀，对于对译程度较好的文本，经过段落重组对齐后，在文
本的某些部分甚至可达到句子级对齐效果。
表 1 对齐试验结果
图 3(a)对应文本

图 3(b)对应文本

(1:1)型句珠总数

158

169

提取锚点总数

108

121

准确率

99.07%

100%

召回率

68.35%

71.60%

表 1 中对齐试验结果可以看出，这种利用(1:1)型句珠作为段落重组对齐锚点的方法，所
依赖的形式对齐评价函数值是在全篇的基础上得出的，因此匹配过程中可以将错误控制在最
小的范围内，与传统的基于长度的对齐方法相比，有效的抑制了错误蔓延。即使在处理有少
量句子省略的文本时，该算法同样体现出很强的鲁棒性。在进行词典检验时，无需对汉语分
词，实现简单，代价较小，能够在保证准确率的基础上，实现分段均匀并且段落很细的效果。

6．结束语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段落重组方法，其主要思想是：充分利用句子在文本中的位置信息，
对文本中大于 85%的(1:1)型句珠进行提取，然后采用一部英汉双语词典，从语义上保证了锚
点选择的准确性，实现了段落重组对齐。由于选择了(1:1)型句珠作为候选锚点句，因此这种
方法具有很强的通用性。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将在段落重组对齐的基础上，将此算法引入到句
子对齐和其它语种的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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