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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命名实体的翻译等价对在跨语言信息处理中非常重要。传统抽取方法通常使用平行语料库或可比语

料库，此类方法受到语料库资源的质量和规模的限制。在日汉翻译领域，一方面，双语资源相对匮乏；另

一方面，对于汉字命名实体，通常使用汉字对照表；对于日语纯假名的命名实体，通常采用统计翻译模型，

此类方法受到平行语料库的质量和规模的限制，且精度低下。针对此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单语语料

的面向日语假名的日汉人名翻译对自动抽取方法。该方法首先使用条件随机场模型，分别从日语和汉语语

料库中抽取日语和汉语人名；然后，采用基于实例的归纳学习法自动获取人名实体的日汉音译规则库，并

通过反馈学习来迭代重构音译规则库。使用音译规则库计算日汉人名实体之间的相似度，给定阈值判定人

名实体翻译等价对。实验结果表明，提出方法简单高效，在实现系统高精度的同时，克服了传统方法对双

语资源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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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on Extracting Kana Names Translation Equivalents Based on 

The Monolingual Corpora  

 

Abstract: Named entity translation equivalents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cross-langua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ten based on large-scale parallel or comparable corpus, but it is limited to the size and quality 

of the corpus resources.In Japanese-Chinese translation field, the bilingual corpora resources relatively scarce and 

it is usually use the Chinese Hanzi and Japanese Kanji comparison table to deal with Chinese named entity.It is 

usually use 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 model to deal with the pure kana named entities.But the method is 

limited to the size and quality of the corpus resources and is inefficient.We propose a method based on the 

monolingual corpora. Firstly,using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 model to extract Japanese and Chinese names from 

monolingual corpus.Japanese-Chinese transliteration role base is construct by using inductive learning method 

based on the instance.The rule base is iteratively reconstructed through feedback learning.The method used the 

role base to calculate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named entity similarity and got the named entity translation 

equivalents.Experimental results shoe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is simple and efficient ,which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 that the traditional method have a severely dependency on bilingual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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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命名实体是标识某一特定实体的词或词组，其主要包括人名、地名和组织机构名等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是自然语言的重要信息载体，在机器翻译、信息检索、问答系统以及跨

语言信息处理等研究领域至关重要。 

双语命名实体翻译等价对是指来自两种不同语言的具有互译关系的命名实体对。在日语

中，假名是表音文字。“假”即“借”，“名”即“字”。意即只借用汉字的音和形，而不

用它的意义。在日汉机器翻译研究领域，由于日语纯假名人名所占比例约为 27%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且日语纯假名多为欧美等国的外来语，此类实体对汉语而言，同属于外来语。

比如：“伊莎贝拉”和“イサベラ”，来源于西班牙语的外来词“Isabel”。因此，面向日

语纯假名的命名实体的日汉翻译对的自动获取，蕴含了外来语到日语和汉语的音译规则，而

由于日语和汉语在构词规则和发音上的差异，增加了日语假名的日汉双语实体对自动抽取的

技术难度。 

双语命名实体翻译等价对的自动获取方法很多[3]，其中，最直接的方法是用机器翻译系

统直接进行翻译，即利用已知的源语言命名实体，通过翻译直接得到目标语言对应的命名实

体。邹波等[4]对英汉人名的音译方法进行了研究，详细比较了两种机器学习方法和两种统计

机器翻译模型在英汉人名音译上的应用效果，实验结果表明虽然这些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

果，但仍然有较大的改善空间。体现在基于纯统计的方法对英汉人名进行音译是远远不够的，

需要其他技术手段来获取更好的音译结果。李婷婷等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对日本人名的

识别和翻译做了研究，针对日本人名的翻译，将日本人名分为假名人名和汉字人名，汉字人

名的翻译通过建立日本人名常用汉字翻译词典实现，而假名人名的翻译通过 Moses 系统训

练翻译模型实现，实验结果表明对于汉字人名部分的翻译正确率达到了 100%，这是因为其

所建立的“日本人名常用汉字翻译字典”质量很好，对日本人名常用汉字的覆盖率很高，而

对于假名人名部分的翻译正确率只有 47.34%，这说明仅使用统计机器翻译的方法来处理假

名人名效果是不理想的。 

另一种方法是给定源语言的命名实体，通过网络挖掘辅助翻译的方法得到目标语言对应

的命名实体[5]。此方法属于直译方法的一种扩展形式。近年来，互联网高速发展，其中的语

料资源越来越丰富，很多研究者都在利用互联网的语料资源来提取命名实体等价对，Jiang L

等[6][7]利用音译模型和网络挖掘来得到目标语言对应的命名实体，首先利用音译模型生成一

个候选翻译，继而利用音译信息配合网络挖掘获得更多的候选翻译，最后使用最大熵模型综



合考虑源语言和候选的目标语言命名实体的各种特征，得到最终的结果。实验结果显示该方

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第三种方法是从平行语料库或可比语料库里批量抽取命名实体翻译等价对，Huang 等[8]

提出了一种基于多特征的最小代价的命名实体翻译对自动抽取方法，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对

命名实体翻译等价对的抽取得了较好地效果，但该方法对平行语料库有较大依赖，大规模的

双语资源相对匮乏，构建成本高。 

第四种方法是利用汉字对照表和归纳学习方法从单语语料库中抽取命名实体翻译等价

对[9][10]，此类方法对日汉汉字命名实体翻译等价对的抽取简单高效，有效解决了对日汉双语

资源的依赖性。但是，该方法对日语纯假名的日汉实体等价对的抽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传统方法中，基于机器翻译的方法对翻译系统的性能具有依赖性；基于双语

语料库或可比语料库的方法，其性能受限于语料库的质量和规模。而基于日语和汉语汉字对

照表或词典的方法，无法有效解决日语纯假名的实体的日汉翻译等价对的自动抽取。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单语语料的面向日语假名的日汉人名翻译等价

对自动抽取方法。首先，该方法使用条件随机场模型，分别从日语和汉语语料库中抽取日语

和汉语人名；然后，采用基于实例的归纳学习法[11]自动获取人名实体的日汉音译规则库，

通过反馈学习来迭代重构音译规则库。然后，使用音译规则库计算日汉人名实体之间的相似

度，给定阈值判定人名实体翻译等价对。实验结果表明，提出方法简单高效，抽取的假名人

名翻译等价对正确率高，可以达 86%以上。本方法在实现系统高精度的同时，克服了传统

方法对双语资源的依赖性。 

本文的组织结构如下：第二章介绍归纳学习法；第三章详细描述本文提出的方法；包括

基于条件随机场的单语命名实体识别、基于归纳学习法的规则获取、以及反馈学习和校正处

理等。第四章，实验部分，先给出一种基于统计机器翻译模型的日语纯假名日汉翻译等价对

的抽取方法，作为本论文的基线系统，然后给出实验结果和分析讨论。最后，给出结论和未

来工作。 

2 归纳学习法 

归纳学习法由日本学者荒木健治等[11]提出，其基本思路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对

两个具有相似性的实例中的相同部分和差异部分进行递归式抽取以获取规则；其二是通过校

正和反馈处理，对抽取的规则进行筛选，更新规则库。该方法通过归纳学习获取实例间的内



在规则，确定字符串之间的对应关系，表 1 为从未知字符串抽取对应关系规则的的例子。 

 

 

 

表 1. 从未知字符串抽取对应关系 

                  输入 1                           αθσψδλν 

                   

                  输入 2                           βγψδμπ 

                  段 1       αθσ 

                   

                  段 2       ψδ 

                   

                  段 3       λν 

           βγ 

            

           ψδ 

           

           μπ  

 

表 1 的输入 1 和输入 2 存在着对应关系，以下划线的形式将其标出。随后，将两边的不

同部分按照先后顺序对齐。其结果如表 1 所示，段 1、段 2、段 3 分别构成对应关系。两个

字符串间不同部分的对应关系，除表 1 所示的顺序对应外还有可能是逆序对应关系。至于采

用顺序对应还是逆序对应，将取决于所研究的具体问题，在本文中，基于如上所述的假名人

名的特点，我们采用顺序对应。 

按照同样的方法可以从段抽取出共同部分并将段分解为基元。从段中抽取基元的例子如

表 2 所示。将段 1,2 中用下划线标注的共同部分作为基元 2 抽取出来，并将其两侧的不同部

分分别看成基元 1 和基元 3。如此，通过分离共同部分和不同部分，可以得到 3 个基元。 

 

表 2 从段中抽取基元 

                         段 1               αθσ    τψϴ 

 

                         段 2               θσπν   ψϴ∏ 

                        基元 1               α      τ 

 

                        基元 2               θσ     ψϴ 

 

                        基元 3               πν     ∏ 

 

因为可以通过组合的方式将基元还原成段，所以这 3 个基元就成了两个段的完全替代

品。这种抽取方式通常还需要借助确定对应关系的经验法则。本手法基于实例分阶段地抽取



异同部分，从而获取知识，是一种归纳学习的方法。 

3 日语假名和汉语人名翻译等价对自动抽取方法 

现有的命名实体翻译等价对抽取方法，通常使用平行语料库或可比语料库，因而，受限

于双语语料库的质量和规模。本文提出的方法旨在突破此限制，并有效提高日语假名实体等

价对的抽取精度。提出的方法的系统架构如图 1 所示。 

首先，我们使用条件随机场模型（CRFs），分别从日语和汉语单语语料库中抽取日语

和汉语人名实体集合，再将其转换成罗马字[12]音节列表和汉语拼音列表；然后，使用音译

规则库计算日汉人名实体之间的相似度，得到相似度列表。针对相似度高的人名实体对实例，

筛选出来，利用归纳学习法，通过反馈学习来获取新的人名实体的日汉音译规则，经过数次

迭代重构，得到最终的音译规则库。并根据规则库，通过相似度计算获取双语实体等价对。 

日语语料库

汉语人名识别 日语假名人名识别

汉语语料库

汉语人名
列表

日语假名人
名列表

预处理 预处理

人名拼音
列表

假名人名罗
马字音节列

表

汉字拼音和罗马
字音节规则库实例筛选

归纳学习 人工校正

假名人名
翻译等价

对

 

图 1 系统架构图 

 



3.1单语命名实体抽取 

传统的单语命名实体抽取方法，主要包括基于规则、基于词典和基于统计的方法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由于所需额外知识少，移植性好，基于统计的方法正成为研究者所使用

的主流方法。基于统计的方法大量使用了机器学习领域的各种算法，主要包括，隐马尔可夫

模型(HMM)、最大熵马尔科夫模型(MEMM)、条件随机场模型(CRFs)等。 

条件随机场(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s，简称 CRFs) 是一种用于序列数据标注的条件概

率模型，由 Lafferty 等[14]于 2001 年提出，它是通过定义标记序列和观察序列的条件概率

来预测最可能的标记序列的。条件随机场模型(CRFs)是近年来在序列标注问题中应用的比较

多，也是效果最好的一种模型。它没有隐马尔可夫模型那样严格的独立性假设，因而可以容

纳任意的上下文信息。同时，由于 CRFs 计算全局最优输出节点的条件概率，克服了最大熵

马尔科夫模型和其它非生成的有向图模型所固有的标记偏置的缺点。CRFs 是在给定需要标

记的观察序列的条件下，计算整个标记序列的联合概率分布，而不是在给定当前状态条件下，

定义下一个状态的状态分布。 

        

S1 S2 S3 Sn-1 Sn

O1 O2 O3 On-1 On

 

 图 2 线链 CRFs 结构图 

 条件随机场是以给定的观察值为条件，从而计算输出状态的概率的条件概率模型。

其中最简单的 CRFs 是一个称为链图或线图的无向图 (如图 2 所示 )，称为线链

CRFs(linear-chain CRFs),也是最常用的一种条件随机场模型。 

 假设 noooO ,......,,
21 是一个长度为 n 的观察序列，线链 CRFs 的参数

},......,,{ 21 k ,则此模型输出词位序列  sssS ,......,, 21 的条件概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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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oZ 是归一化因子，作用是确保所有可能的词位标记序列的条件概率和为 1，其

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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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1)中的 f 通常是一个二值表征函数，用于表达上下文可能的语言特征，其定义

为： 

 






否则

如果满足条件

,0

,1
),,,( 1 tossf ttk        (3) 

 CRFs 模型通过特征函数能够整合任何特征，包括可观察序列O 在时刻 t 时由当前字

及其上下文组成的字串序列特征，以及上下文中隐含词位的转移特征 tt ss 1 ， k 。 k 是

一个训练过程中需从训练语料中学习的参数，表示的是相应的特征函数 ),,,( 1 tossf ttk  的权

重，其取值范围可以是  到  。对于一个由公式(1)给定的条件随机场模型，对任意的

一个输入字串，其最可能的标记序列可以由以下公式求出： 

   )|(m a xa r g OSPS
S



               (4) 

       可以使用 Viterbi 算法对公式(4)进行解码，从而求出使得 )|( OSP 最大的标记序列。 

本文所采用的命名实体识别工具是实验室独自研发的基于CRFs的单语命名实体识别工

具，该系统选取较为复杂的特征模板进行识别，性能较高，其从中日双语的维基百科数据库

的单语语料库中抽取汉语人名和日语假名人名。 

3.2归纳学习 

日语假名属于外来词，大多是通过音译得到的，而其对应的汉语人名，同样属于外来词，

也是通过音译而来的。因此，从发音规律上来讲，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为了探索和发现其规律，可以将假名人名对应的汉字和日语假名分别转换为对

应的中文拼音和罗马字，如“路易斯恩里克”和“ルイスエンリケ”分别转换为“lu|yi|si|en|li|ke”



和“ru|i|su|e|n|ri|ke”，在这里我们将中文拼音以每个汉字拼音进行分词，而日语假名对应的

罗马字以其发音的音节进行分词，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简单地得到这样的规则对，“lu~ru”，

“yi~i”，“si~su”，“en~e|n”，“li~ri”，“ke~ke”，如表 3 中所示，值为“1”的即是

汉字拼音和假名罗马字的规则对。我们希望在更多的汉日假名人名对中得到更多这样的规则

对，以用来识别我们未知的汉日假名人名翻译等价对。 

表 3 汉字拼音和假名罗马字的对应图 

 lu yi si en li ke 

ru 
1  

     

i  
1  

    

su   
1  

   

e    
1  

  

n    
1  

  

li     
1  

 

ke      
1  

 

我们将抽取得到的日汉假名人名分别转换成罗马字音节序列和汉语拼音序列。对于音译

而来的假名人名，它的汉语发音和日语发音都是顺序的，不会出现逆序的情况。因此，给出

如下处理步骤： 

1. 假设实体等价对之间的首尾发音音节具有对应关系。如“ lu|yi|si|en|li|ke”和

“ru|i|su|e|n|ri|ke”，它们的首尾有“lu~ru”，“ke~ke”的对应关系。 

2.为了确定一个汉字拼音对应几个罗马字音节，给定窗口设置，在一定范围内获取候选

汉字拼音和罗马字音节之间的对应关系规则对，例如设窗口为 2，我们可以从上例中抽取到

“lu~ru”、“lu~ru|i”、“ke~ke”和“ke~ri|ke”这些规则对。 

为了提高归纳学习法的效率，本文采用一定规模的既有假名人名翻译等价对作为学习数

据，得到候选的汉字拼音和罗马字音节的规则对的初始集合，然后使用根据获取规则的权重，

设定阈值过滤部分低置信度的规则获取高置信度的汉字拼音和罗马字音节规则表，之后，根

据相似度计算，获取实体等价对，再进行校正处理和反馈学习，通过迭代生成新的音译规则，



并更新规则的权重。表 4 给出了一个规则库实例。 

表 4 规则库实例 

拼音序列 罗马字音节序列 规则库 

lu|yi|si|en|li|ke ru|i|su|e|n|ri|ke lu~ru，ke~ke 

yi|si|en|li i|su|e|n|ri lu~ru，ke~ke，yi~i，ri~li 

si|en su|e|n lu~ru，ke~ke，yi~i，ri~li，si~su，

en~e|n 

 

本方法在利用既有假名人名翻译等价对作为学习数据构建初始汉字拼音与罗马字音节

的规则库之后，我们从日汉双语的单语语料库中使用基于 CRFs 的单语命名实体识别工具分

别进行假名人名的识别，得到两个单语的假名人名集合，通过预处理得到分好“词”的假名

人名拼音列表和罗马字音节列表，使用上述初始的汉字拼音和罗马字音节规则库，计算候选

的假名人名翻译等价对的相似度，相似度计算如公式(5)所示。 

nm

jc

nanaScore

k

i

ii

jcde






1

)(

),(          (5) 

其中，nac 为假名人名拼音序列，naj 为假名罗马字音节序列，k 为候选假名人名对在规

则库中找到的规则对的个数，ci 为规则对中拼音个数，ji 为规则对中罗马音节个数，m 为假

名人名拼音个数，n 为假名罗马字音节个数。 

如对“lu|yi|si|en|li|ke”和“ru|i|su|e|n|ri|ke”，假设规则库中存在“lu~ru”，“ke~ke”，

“yi~i”，“ri~li”这四个规则，则其相似度 61.0
13

8

76

44





deScore 。 

然后，选取相似度大的候选假名人名翻译等价对进行归纳学习、人工校正和反馈处理，

通过迭代处理得到新的候选规则，对规则给定阈值，获取可信度大的候选规则更新规则库，

再利用更新的规则库迭代计算相似度，直到收敛为止。对于一对多或多对一的规则情况，本

文采用了计算其之间的编辑距离来进行过滤。针对所产生的新规则，根据语言学知识进行判

定和校正处理，以提高规则的正确性。 



4 实验 

4.1基线系统 

本文采用之前在命名实体翻译等价对中比较常见的统计机器翻译系统作为基线系统。如

文[2]中所述的方法，采用基于短语的统计机器翻译实现日语假名人名到中文的翻译。具体

使用 Moses
[16]训练翻译模型来实现假名人名的翻译，基线系统实验数据共包括 13032 对日汉

假名人名对，实验中将数据分为训练集、开发集、测试集三部分，其中测试数据与下文实验

中数据一致。基线实验所用的实验数据如表 5 所示。 

表 5 基线系统实验数据 

    训练集         开发集            测试集 

   人名数量              11032          1000              1000 

 

如文[2]中所述，实验结果评价指标不用 BLEU 值来估计，直接用翻译准确率如公式(6)

来测试，表 6 是测试结果，这也与文[2]中的实验结果相近。 

总的人名数

翻译正确的人名数
正确率         (6) 

表 6 实验一结果 

测试人名数         正确翻译数           正确率 

Moses               1000                433                43.3% 

 

 4.2实验设置 

 4.2.1 实验语料 

实验中所用的单语语料库来源于中日双语的维基百科数据库，本实验从日语单语篇章和

汉语单语篇章中使用本实验室基于 CRFs 的命名实体工具进行识别，共识别汉语人名 88203

个，日语人名 73322 个，并从中抽取 13032 个假名人名日语条目，并手工进行词对齐的校正

工作，作为实验的数据。 

4.2.2 实验工具 

实验中用到的工具包括，基于 CRFs 的单语命名实体识别工具，由本实验室研究小组自



主开发，其他还有 GIZA++工具[16]，汉字转拼音工具[18]，假名转罗马字工具[19]等。 

4.2.3 参数设定 

实验中的参数设定，主要是指对规则抽取的阈值的设定，在迭代过程中，该阈值应逐渐

放宽，否则，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难以获取新规则。然而在初始时，该阈值却不能选的较

低，否则将导致规则库过冗余。另外，对于相似度的阈值设定，实验中我们取初值为 0.3，

随着迭代的进行，我们进行动态的调整。 

4.2.4 评价方法 

实验结果指标采用准确率(P),召回率(R)和 F 值来作为评分标准，其中 P，R 和 F 的计算

方式如公式 7,8 和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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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umcorrect 为抽取到的正确的条目，Nummined 为抽取到的所有条目，Numttotal

为语料中存在的所有正确条目，当β=1 时，表示准确率(P)和召回率(R)权重相同，就是一般

所说的 F1 值。本文我们认为准确率和召回率同等重要取β=1。 

4.3实验结果 

本实验从中日双语的维基百科数据库中的日语单语篇章和汉语单语篇章中，使用本实验

室基于 CRFs 的命名实体工具进行识别，共识别汉语人名 88203 个，日语人名 73322 个，实

验中基于 CRFs 的单语命名实体识别工具的识别效果分别如表 7 和表 8 所示。并从中抽取

13032 个假名人名日语条目，并手工对齐，作为实验的数据。其中训练数据 12032 个，测试

数据 1000 个。 

 

 

 

 

 



表 7 中文人名识别效果 

P(%)               R(%)                F(%) 

95.56               92.54                94.03 

 

表 8 日语假名人名识别效果 

P(%)               R(%)                F(%) 

95.36               67.3                 78.9 

 

    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单语语料的面向日语假名的日汉人名翻译对自动抽取方

法。采用基于实例的归纳学习法自动获取人名实体的日汉音译规则库，通过反馈学习来迭代

重构音译规则库。使用音译规则库计算日汉人名实体之间的相似度判定人名实体翻译等价

对。实验结果见表 9. 

表 9 实验二结果 

          迭代数              P(%)             R(%)           F(%) 

1                82.29             80.06           81.15 

2                83.25             81.28           82.25 

3                85.32             82.05           83.65 

4                86.71             82.24           84.41 

5                87.60             82.36           85.05 

6                87.64             82.66           85.08 

 

表 10 实验三结果 

               P(%)             R(%)           F(%) 

校正前         87.64             82.66           85.08 

校正后         88.73             83.72           86.15 

 

   在表 9 中，在每次迭代对所取的相似度阈值不同，通过多次对比实验，采用贪心算法进

行参数优化。对于每次迭代，对不同相似度阈值下的结果进行比较，取最优结果。实验中，



第一次迭代和第二次迭代的相似度阈值取 0.3.第三次迭代取 0.4，第四、五、六次迭代取 0.5。 

由实验二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使用本文所提出的方法，从单语语料中抽取假名人名

对的效果较之使用统计机器翻译系统的方法准确率提高了很多。例如我们使用机器翻译系统

翻译“伊云尼斯域”并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イワニセビッチ”，而用本文的方法容易抽取

到这样的命名实体翻译对。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经迭代重构的规则库越完备，取得实验效

果越好。实验证明所提方法简单高效。当然，由于语料的局限性，某些命名实体对也可能抽

取不出来，例如“宽”和“クアン”，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对规则库进行人工校正来解

决。由于抽取规则的不确定性，实验中，我们对规则库做了少量的人工校正，对于明显不符

的规则如“dang~mu”，直接剔除，对于有稍许偏失的规则予以修正，对未能提取到的规则

直接加入规则库，由表 10 中可以看到校正后，实验的效果会有所提高。 

5 总结和未来工作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单语语料的面向日语假名的日汉人名翻译对自动抽取方法。首先，

该方法使用条件随机场模型，分别从日语和汉语语料库中抽取日语和汉语人名；然后，采用

基于实例的归纳学习法自动获取人名实体的日汉音译规则库，通过反馈学习来迭代重构音译

规则库。使用音译规则库计算日汉人名实体之间的相似度判定人名实体翻译等价对。实验结

果表明，提出方法简单高效，在实现系统高精度的同时，克服了传统方法对双语资源的依赖

性。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将考虑利用更多的特征，如词长度信息，编辑距离，所属文本的文

体等特征来对单语语料中的命名实体翻译等价对进行自动抽取，同时，我们尝试采用规则获

取和其他统计方法相结合的方法来解决此类问题。同时，使用本方法，我们还将对地名、组

织结构名称等其他纯假名命名实体对的自动获取进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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