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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Machine Translation

A time-honored pursuit
因古老而受到尊重的追求

On the other hand, this “adjective”
suggests that MT is a so difficulty 
research field

困难，非常的困难

MT is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s to the 
task of translating texts from one natural 
language to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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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are the difficulties?

Ambiguities in Source Language(歧义)
Lexical ambiguities: POS / Multivocal (多义语)
Structural ambiguities(有歧义的结构)
Solution: CUP

Mismatch(匹配（对齐）错误)
One word in SL → multiple words in TL or vice verse

wear → 穿+衣 / 戴+帽子

Different languages have different word order
桌子上有一束花 → There is a bunch of flower on the desk

Different languages use different syntactic structures.
机器安好了→ the machine was installed

Collocation & Idiom搭配和俗语

逆水行舟→ Row against the current.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 He who does not advance loses 
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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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Word Alignment(1)

Gale’s definition:将单词对应到其译文
[Gale91]
Huang2000a的定义

双语词对齐是从目标语句里寻找与源语句中某
词汇有大高语义相似度的词汇

如果存在多个候选对应，应从这些候选对应中
选择具有最大语法相似度的对应

如果由于语言的特殊性无法建立词汇的对齐，
应将对齐延伸到短语层次，并力图构造具有最
大相似性的最小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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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Word Alignment(2)

A simple example:

汉语句子： 我 钟爱 这项 运动

英语句子： I      love    this     game
对齐： (1:1)   (2:2)    (3:3)    (4:4)



10

Why to do Word Alignment

双语词典编撰

是一种翻译词典

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的基础

降低高语法层次的对齐复杂度（如结构对
齐）

不同语系之间的词序不同

有指导的训练翻译模型

词义消歧

获得空对齐信息（也即漏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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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W——英语辅助写作系统

Another simple example
Input: 我们今天下午在办公室开会。

他们今天下午在办公室。
They'll be at the office this afternoon.
上星期五上午我们在开会。
We have a meeting last Friday morning.
Translation Result: 

We’ll have a meeting at the  office this 
afternoon.



12

Difficulties Transition(1)

分词一致性问题

从单语角度和双语角度切分的单位不一致；
另外，汉语中词的划分还不清晰，未登录词
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翻译歧义

这种情况较多的出现在长句子上，尤其是功
能词的对应上。比如：

桌子上有一本书和一个茶杯

There is a book and a cup on the de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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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ies Transition(2)

词序一致性问题
珍妮在嫁约翰之前曾经嫁过汤姆

Jenny has married Tom before she married John
词对齐匹配模式复杂

和句子对齐不同，除了（1：1）匹配模式外，存在
着大量的（1：NULL）（1：more）（NULL：1）
（more：1）（more：more）等匹配模式，并且这
些匹配模式不存在明显的分布规律，因此给词汇对
齐增加了较大的难度；

局部对齐的现象,即只是把单词与其部分的译文对应
上，而没有和全部译文都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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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ies Transition(3)

人工翻译的灵活性导致了双语词典的覆盖率较
低

他什么都想过，唯独没考虑到天气。

He had considered everything excxt the weather.
我们说服他采用那个计划。

We argued him into the adoption of the scheme.
不同语言中的惯用搭配、成语、谚语通常没有
固定的对应译文，并且通常采用意译，几乎找
不出词汇级别上的对应。对于这样的翻译，很
难进行词汇的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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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 Alignment and Knowledge 
Extraction

词对齐按最终对齐结果可分为两类:
确定双语语料库中每个句对内词与词的对应
关系

翻译对的抽取

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这两者用到的方法往
往相互借鉴，但是，词对齐的难度要远大
于翻译对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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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Word Alignment 
algorithms

基于词典和语言学资源的词汇对齐方法
Ker等根据语义类实现词对齐[Ker 1997]
Huang用语言学比较的方法进行词对齐[Huang 2000]
Sun用组块分析来对齐单词(Sun 2000)
晋薇等利用词法标注和少量的语法模板匹配对齐了小规模的语料库[晋
薇2002]

基于统计的词汇对齐方法
基于统计机器翻译模型的词对齐，主要是利用EM算法[Brown 1993]
Dagan、Chang、Toutanova等对Brown的模型进行了改进[Dagan
1993]；[Chang 1994]; [Toutanova 2002]。
Och提出基于模板的对齐方法，改进了Brown的模型使之能够处理一
对多；
Gale使用互信息和X2检验对齐双语词汇(Gale 1991a)
Vogel和Toutanova等用HMM模型进行词对齐[Vogel 1996; Toutanova
2002]
新的统计模型的提出：Lin DeKang。

基于字符的方法
基于同一语系的两种语言中的同源词一般含有相同字符[Church 
1993]。
模糊串匹配方法[McEncy等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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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Alignment 
Methods

统计方法的优点
不依赖于具体语言和特定的语言学资源
完全通过双语语料库本身即可得到双语词汇的对应关系
具有较好的通用性

统计方法的缺点
需要极大规模的双语语料库作为训练基础
计算复杂度较大
存在数据稀疏问题

基于词典的方法的优点
不需要大规模的双语语料库作为训练语料
实现简单

基于词典的方法的缺点
过分依赖机读词典
没有能力处理机读词典以外的语料库中出现的新词及新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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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al Alignment Algorithm (1)

IBM提出的信源信道统计机器翻译模型

把源文S到译文T的翻译看成是T经过某个噪
声信道畸变成S，然后通过S恢复到T的过
程。对于给定原文S，翻译的过程就是求解具
有最大概率Pr(T|S)的过程。

根据Bayes公式：

分母Pr(S)与该式的最大值无关：

)Pr(/)Pr()|Pr()|Pr( STTSST =

))Pr()|(Pr(maxarg)|Pr(maxargˆ TTSSTT
T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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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T)称为语言模型(Language Model)
语言模型只和目标语言相关，和源语言无
关，反映的是一个句子在目标出现的可能
性，也就是该句子在句法语义等方面的合理
程度

Pr(S|T)称为翻译模型(Translation Model)
翻译模型则与源语言和目标语言都有关系，
反映的是两个句子互为翻译的可能性

通过EM算法训练得到这两个模型的参数

))|Pr()Pr((maxarg TST
T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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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n’s SMT

Translation Model
P(C|E)

Language Model
P(E)

Decoder
argmaxP(C|E)P(E)

E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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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Translation Models

Model1:只考虑了词与词之间互译的概率
直译概率t(fj|ei)；

Model2:引入了参数p(aj,|j,m,l)，
绝对扭曲概率，
相对扭曲概率；

Model3:引入了繁殖概率，Ф(n|ei)。
一个目标语单词对应到n个源语言单词的概率
Only考虑了目标语言单词数目为1的情况

Model4:
不仅考虑了位置的变化而且考虑了该位置上的单词所属的类别
他们将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单词划分到50个类中；

Model5:
消除了Model4的对于不可能出现对齐的的单词对之间出现概率
为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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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 Algorithm——Translation 
Model

开始

等价的翻译概率（t）

利用模型1迭代（计算所

有的对齐分数次数）

修正翻译概率（t）

利用模型1迭代（计算所

有的对齐分数次数）

利用模型2迭代（计算所

有的对齐分数次数）

利用模型2迭代（计算所

有的对齐分数次数）

修正t，a

模型2->3（只转换一次参

数值）

修正翻译概率（t）反向

扭曲概率a，利用n,d,p的
初始值

模型3（计算那些由模型2
表明的最有对齐的部分的

对齐分数次数

修正t，a，n，d，p的值

模型3（计算那些由模型2
表明的最有对齐的部分的

对齐分数次数

修正t，a，n，d，p的值

修正t，a

修正t，a

……更多的迭代过

程……—

最后的t，a，n，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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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 Algorithm and Word 
Alignment

词汇对齐的过程就是一个求最大概率值的搜索
过程

Brown等利用该模型了实现统计机器翻译，但
是没有具体给出词汇对齐的正确率

Dagan等人使用改进的Brown模型对含有
65,000个词的英法噪声文本进行词汇对齐，其
中60.5%的词获得了正确的对齐[34]。
使用EM算法进行迭代所需的内存空间非常大

EM算法本身缺乏鲁棒性

EM 算法只能够收敛到局部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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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M-Based Word Alignment(1)

Stxhan Vogel[1996]
First order HMM，核心是使对齐概率依

赖于相对位置，而不是绝对位置；

局部一致性原理

Lyj的说明例子
Enter1 your2 existing3 password4 below5 ,6 then7 enter8 a9 new10 password11 .12  

 
 
 

请 1 在 2 下面 3 输入 4 您 5 的 6 密码 7 ，8 然后 9 再 10 键入 11 新 12 密码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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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M-Based Word Alignment(2)

{S, O, Π, Α, Β}
S : {s1…sN } 每一个对齐看作一个状态

O : {o1…oM }该对齐处的单词对

Π = {πι} Brown’s Model1利用EM迭代10次的
结果作为对齐的初始状态；

A = {aij} 对齐位置之间的转移作为状态的转移

B = {bik} 单词对的对齐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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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h’s Improved Alignment 
method

扩展了多一个目标单词对应到一个源语言单词
我们首先逆转翻译的方向，实行通常的训练

用最大近似方法得到对齐路径

当一个德语词对齐到一个连续的英语词序列时，这
个序列就被加入的英语词汇表中作为一个词条

扩充了英语词汇表，再实行标准的训练

提出了基于模板的对齐
分层的对齐思想--短语级以及短语之间的词语对齐

对齐模板的建立——将词表分类泛化的过程

对齐模板只是对目标单词进行约束

利用一个统计模型确定对齐的单词

考虑了单词的上下文和词序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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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e’s Algorithm based on 
Contingency tables

dc
bax

y

a=freq(x,y): 同时包含汉语单元x和英语单元y的句

对数
b= freq(x)- freq(x,y): 仅包含汉语单元x的句对数；
c = freq(y)- freq(x,y): 仅包含英语单元y的句对

数；
d = N-a-b-c:不包含英语单元x和汉语单元y的句对

数目
N: 表示语料的规模，即双语句对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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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Square coefficient

的值在0-1之间，值越大表明两个单

词之间的联立程度越强；

通过一个信任水平参数来强化

Gale’s的结果在召回率大于50%的前提

下，错误率小于两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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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Measures of Association 
Strength

互信息（Mutual Information）
T-score
对数似然比（Maximum
戴斯系数（Dice Coefficient）
The Cubic Association Ratio (MI3)
………………
从已有的实验单纯的利用这种方法，召回率都
很低，一般情况下都是和其他的对齐方法进行
结合使用



31

Alignment Method based on 
Character

计算两个句子当中的相似的单词

确定这样的单词为同源词

用到模糊匹配算法

仅适用同一语系具有同源词特征的语言对
之间

[Church 1993] 和[McEncy等1996]
Cut thi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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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Tricks

Lyj 解决间接相关问题
文件 系统——〉file system
一对一假设

使用词典发现复合词的翻译对应
Deep root——〉根深蒂固
Deep”对应着“深”，“root”对应着“根”
部分相似度

利用“相同和差异”
抽取翻译模板
两个句子的相同部分存在互译关系差异部分也存在
互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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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ture Final Solution

对齐非常复杂

单纯通过一个模型或者通过一个词典很难完成
胜任

可以预测要真正的解决词汇对齐必须是多种方
法的综合，一蹴而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Cascaded Architecture (级连结构)
每一种方法只对应自己认为最信任的；

Hybrid Strategy Alignment ( 混合结构)
各种方法同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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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layer Fusion Alignment 
Model

MFAM——多层融合模型

首先该对齐方法是多层次的

每一个层次只是尽可能的对齐确信的对齐

每一个层次的对齐可以支持另外层次的对
齐结果 [The idea is from CUP]
并且充分利用我们实验室现有的资源，包
括词性标注，短语识别，CUP，句法分析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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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layer Fusion Alignment 
Model

预
处

理

汉语分词

英语形态还原，分隔标点

英语的短语识别

汉语

词典

还原

词典

英语

词典

基
于
语
言
学
资
源
的
对

齐

英汉汉英双向精确匹配

英汉汉英双向模糊匹配

双向同义词扩展精确匹配

英汉汉

英词典

汉语同义词词
林，英语同义

词词典

基
于
统
计
模
型
的
对

齐

Pos

Parsing

Dictionary

相关的

资源

双向

词典

Other……
其他

资源

多
层
融
合
模

型 语法规则或其他的语言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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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