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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齐的算法的简单描述

给定双语语料，在所有可能的对齐中找出概率最大的对齐如

用公式表示，就有

其中 A 是对齐文本，S 和 T 分别是英语和汉语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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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对齐的例子

英语文本
Most of us, however, take life 
for granted. We know that 
one day we must die,  but 
usually we picture that day as 
far in the future. When we are 
in buoyant  health, death is 
all but unimaginable. We 
seldom think of it. The days 
stretch out in an endless vista. 
So we go about our petty 
tasks, hardly aware of our 
listless attitude toward life. 

汉语文本：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把生活认
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知道，
某一天我们一定会死，但通常
我们把那天想象在遥远的将
来。当我们心宽体健时，死亡
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很少
想到它。时日在无穷的展望中
延展着，于是我们干着琐碎的
事情，几乎意识不到我们对生
活的 倦怠态度。



对齐文本
Most of us, however, take life for granted.We know that 
one day we must die,  but usually we picture that day as 
far in the future.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把生活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知道，某一天我
们一定会死，但通常我们把那天想象在遥远的将来。

When we are in buoyant  health, death is all but 
unimaginable.We seldom think of it.
当我们心宽体健时，死亡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很少想到它。

The days stretch  out in an endless vista.So we go about 
our petty tasks, hardly aware of our  listless attitude toward 
life.
时日在无穷的展望中延展着，于是我们干着琐碎的事情，几乎意识不
到我们对生活的倦怠态度。



对齐的级别

双语语料库对齐可分为：

段落对齐

句子对齐

短语对齐

单词对齐



句子对齐的方法

基于长度的句子对齐方法

基于词典的句子对齐方法

基于长度和词典相结合的句子对齐方法



基于长度的句子对齐方法

源语言文本的长度与译文长度有很强的相关性

基于词数长度的对齐（Brown)

基于字符数的长度对齐方法(Gale Church)



基于长度对齐方法的特点

把句子对齐看作是句子长的函数；

不需要额外的词典信息；

缺点是容易造成错误的蔓延



基于词数长度的对齐（Brown）
Brown对Hansard语料库进行对齐时，引入了
锚点（anchor）的概念将整个语料库划分成一些
小的片段

采用语料库中特定的注释来作为锚点，使用动态
规划算法对这些锚点进行匹配

匹配之后锚点之问的文本就能够一一对应，形成
对齐文本

利用特定的注释来作为锚点的方法并不适用干一
般情况



其它基于长度的对齐方法

Fung通过统计文本中词的频度和位置信息，采用
一些高频的互译词汇对所在句子作为候选锚点

然后利用动态规划算法对双语文本中这些候选锚
点进行匹配，找出真正的锚点

需要对全部词汇进行统计，计算量很大另外由于
数据稀疏的问题，还可能会导致锚点的匹配错误



基于字符数的长度对齐方法

Gale Church在1993年实现了这个算法

我主要是利用了这个算法



国内的对齐算法研究（1）

刘昕等首先利用基于长度的方法对文本进行粗对
齐，然后在双语平行文本中确定锚点并自动抽取
双语对应的关键同汇，降低了对齐间题的复杂度
并减少了错误的蔓延，最后再利用所得到的词汇
对应信息进行句于的对齐



国内的对齐算法研究（2）

香港的 DeKai Wu利用Gale和Church的基于长
度方法实现了英语和繁体汉字之间的对齐

还利用了日期，机构名等特殊词表将长度方法与
词汇方法结合用于句子对齐，这种方法不具有通
用性



国内的对齐算法研究（3）
钱丽萍等人提出基于译文的双语句子自动对齐

基本思想是采用一部双语词典为桥梁：

根据英语句子中的单词，在词典中找到对应的译文，
并以译文到汉语句子中去匹配

根据评价函数和动态规划算法找到对齐句对

（我也试验了这个方法）



基于长度的对齐----动态规划

最优子结构

重叠子问题



基于长度的对齐----贝叶斯公式

A1、 A2……An、是互不相容的事件，且P(Ai)>0, 
(i=1,2,……n), 若对人一事件B有
A1+A2+……+An包含B,且P(B)>0;则：

P(Ai)是先验概率，这种概率在实验前就是已知的，

P(Ai|B)称为后验概率，它反映了试验之后对各种原因
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的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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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叶斯公式的理解

全概率是为贝叶斯公式服务的

贝叶斯公式是一种条件概率

求导致B事件发生的各种可能途径的次重关系
P(Ai|B)
P(Ai)和P(Ai|B)由先验知识可知，可以求出全概
率，可以求出P(B|Ai)，这也意味着在这个事件中
所有的概率都能求出。

主次关系，世界是可知的，文本是可以对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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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为最小距离
对齐概率的最大问题值问题容易地转换成最小和问题:

其中 L1 和 L2 分别是英语和汉语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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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ArrayInit()
DistanceArray[0][0],DistanceArray[0][1],DistanceArray[1][0]

Idcol=1;Idrow=1

DistanceIandJ(Idcol,Idrow)

Idcol<=NumChiSentence

Idrow<=NumEngSentence

Idcol++

Idrow++

Y

N

N

Y

结束

Flow chart of DistanceArrayCall()



Flow chart of AlignPathGet()

开始

ideng=NumEngSentence;
idchi=NumChiSentence;

idpath=0;

DistanceArray[ideng][idchi].Valid==T&&
DistanceArray[ideng][idchi].Calculated==T;

(ideng==0&&idchi==0)

DistanceArray[ideng][idchi].Align入栈，
修改ideng,idchi,

idpath++

N

N

Y

结束

对齐失败对齐成功

Y

N



基于词典的对齐
基于词典的对齐算法，也利用了动态规划算法。只不过求
句对的最大概率换成求解每一个句对的评价函数，具体表
示为：

D(S,T)=

其中S为英语句子，T为汉语句子， 分别为英语句子和汉
语句子的长度。e和e’是英语句子中的一空格分开的词，
如果e’不是英语词的原形，首先经过形态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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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_match(e,T)=
⎩
⎨
⎧

∉……
∈……

;e0
;e1

T
T



段落对齐简介

由于双语文本资源并不是严格的段落对齐，因此
很多学者也进行了段落对齐的研究。我们下一步
也要尽快实现段落对齐

段落对齐简单来说就是将原来的文本看作一个整
体，进行锚点词汇的提取，再根据和锚点匹配的
句子进行分段



段落对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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