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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格式在 HNC 理论中是指广义作用句各主语块位置的不同排列组合方式。由于主语块的排列方式在汉
英两种语言中表达的差异，汉语句子翻译到英语时常常发生格式转换。格式转换是 HNC 机器翻译理论的一
个重要内容，是机器翻译理论实践的基础和前提。本文以 HNC 机器翻译理论为指导，以真实文本的专利文
献汉英句对为分析对象，研究专利机器翻译中汉英两种语言之间广义作用句的格式转换规律，制定了排除
规则、识别规则和转换规则，并对部分规则进行了人工评测，结果表明准确率能达到 8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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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 Conversion in Chinese-English Machine Translation
LIU Zhiying1,3, GUO Yanbo2 ,JIN Yaohong1,3
(1.Institute of Chines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China;
2. Pangu Culture Media Company, Beijing, 100162,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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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mat in Hierarchical Network of Concepts (HNC) theory refers to the different arrangement
method of the main chunk in the general action sentence. The format conversion always occurs in the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for the difference of the main chunk arrangements in two languages. Based on the HNC
machine translation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atent documents Chinese-English sentence pairs, studied the
format conversion laws in the general action sentences, made the exclusion rules, recognition rules and
conversion rules, evaluated the effects of part rules. Our experiments show that we can obtain a translation
precision of about 85%.
Key words: format conversion; general action sentence; machine translation

1 引言
格式转换在 HNC 理论[1]中是指广义作用句各主语块位置的不同排列组合方式。由于主语
块的排列方式在汉英两种语言中表达的差异，汉语句子翻译到英语时常常发生格式转换。格
式转换是 HNC 机器翻译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机器翻译理论实践的基础和前提。
HNC 理论以概念联想脉络为主线，建立了自然语言的计算机理解处理模式，该理论的一
个重要应用之一就是研究和开发汉英机器翻译系统。HNC 机器翻译是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系
统，分为源语言分析、过渡处理、目标语生成三个处理阶段。过渡处理包括六个环节，即句
类转换、句式转换、主辅语块变换、语块构成变换、辅块排序调整和小句排序调整[2]。其中 ，
句式转换包括格式转换和样式转换。格式转换存在于广义作用句中，而样式转换存在于广义
效应句中。据统计，汉英机器翻译中，需要进行格式转换的句子占 20%[3]。可见，格式转换
是机器翻译的一个重要内容。
本文以 HNC 机器翻译理论为指导，以真实文本的专利文献汉英句对为分析对象，从 H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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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研究专利机器翻译中汉英两种语言之间广义作用句的格式转换规则，包括排除规则、识
别规则和转换规则。经过测试，语义翻译引擎对格式转换的处理取得良好的效果，对于全局
的格式转换处理的准确率能够达到 85%左右。

2 相关工作
在世界上的语言中，按句子语序可分为三种类型：主动宾(SVO)、动主宾(VSO)、主宾动
(SOV)。英语的语序多为主动宾(SVO)，现代汉语在语序类型上属于 SVO 型语言，语法上的一
般规则是：句子成分一般按照“主语——谓语——宾语”的顺序排列。而汉语的语序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句子的意义，因而主语与动词的次序较为灵活[4]。
格式转换又叫调序，即根据需要调整句子的语序[5]。调序在统计机器翻译中是很重要的
一个环节，调序方法主要有两类：采用概率统计方法和采用模版方法。各种调序模型及对调
序模型的融合研究逐渐成为机器翻译研究的热点[6]。
HNC 理论对格式问题也做过相应的研究。针对某种特定句类，曾经研究过汉英翻译中一
般转移句的格式转换，总结了一般转移句格式转换的规律[7]，块扩句式转换问题[8]。针对英
机器翻译中的句式转换，研究了汉英两种语言在句式表达方面的异同，描述了汉英句式转换
的一般规律[9]。此外，还就汉英机器翻译的格式自转换进行了研究[10]。不过，这些研究也
仅停留在理论研究和构想阶段，对语言现象分析是理论层面的，制定的形式化规则没有得到
实验验证，而且在分类上可以更细。
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对汉英专利机器翻译的格式转换进行更深入、更全面、更具
体的研究，所制定的转换规则直接服务于汉英专利机器翻译语义引擎，并可以在语义引擎中
直接检验规则的有效性，从而实现对规则的实时调试与修改。

3 汉英格式问题
格式，又叫语句格式，是指句子中主语块的排列顺序[11]。句类表示式说明了一个句类
由几个什么样的主语块构成，而这些主语块在不同的句子中可能顺序不同，这就是语句格式
的不同。
在 HNC 理论中，不考虑语块的省略，语句格式有三种类型：
（1）基本格式（!0）：对于三主块句，句子的格式是“GBK1+EK+GBK2”。也就是 SVO 的
格式。
（2）规 范 格 式（ !1）：对 于 三 主 块 句 ，句 子 的 格 式 是“GBK1+^GBK2+EK”或“GBK2+^GBK1+EK”。
也就是 SOV 或 OSV 格式，广义对象语块（S 和 O）相邻且相邻语块之间存在语块标记。
（3）违例格式（!2）：不同于规范格式，广义对象语块相邻且相邻语块之间不存在语块
标记。
句类分为广义作用句和广义效应句两大类。只有广义作用句才具有格式信息。
对于广义作用句而言，汉语既允许使用基本格式和违例格式，也允许使用规范格式，对
某些句类甚至偏好规范格式，如：主动反应句；而英语只允许使用基本格式或违例格式，不
允许使用规范格式，因为形成规范格式所必需的语法工具（即 HNC 所定义的语言逻辑 l0 概
念）英语是残缺不全的，而汉语是完备的。
汉语中，概念林 l0 辖属 4 株概念树，分别作为不同类型语块的标识符。
L0 概念分类

功能说明

例词

例句

L00

特征语块（E）标记

了、着、过、而、所

本发明公开了处理浸过水的种子的方法。

L01

作用者（A）语块标记

由、被、给

其标准化工作由第三代合作项目（3GPP）
组织完成。

L02

对象语块（B）标记

把、对、向、为

加密单元不对存储数据进行解密。

L03

内容语块（C）标记

把、将

印刷装置 148 把标签剂 C 混合物印刷到衬
底 114 上。

表 1：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中的概念林 L0 分类
英语的广义作用句不存在规范格式。当汉语句子的规范格式翻译到英语时，必然发生格
式 转 换 。 如 汉 语 句 子 “ 播 放 器 对 该 内 容 进 行 解 扰 。（ The player descrambles the
content.）”，采用的是规范格式“GBK1+^GBK2+EK”，英语采用基本格式“GBK1+EK+GBK2”。
由于规范格式存在明显的语块边界标识符，所以本文着重研究汉语广义作用句的规范格
式向英语的转换问题。
本文的研究单位是以逗号或句号划分成的单句或小句。格式转换既可能发生在单句和小
句中，也可能发生在单句或小句内部的语块中。本文关注前者，即发生在单句中的格式转换 。
研究的前提是小句已经切分，EG（特征语块）、ABK（ 辅 块 ）、LB（句间逻辑说明符）已经识
别出来。

4 语料分析与标注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汉英专利机器翻译广义作用句的格式转换，语料使用中国专利信息中
心的检索系统根据 l0 概念（将、把、对、向等）检索出来的 1 万句汉英句。
本文对语料的标注是多维度的，包括格式转换的现象、依据、结果和规则。现象指源语
言中的语言逻辑概念（l0）和特征语块（E）。依据是影响格式转换的因素，包括句类因素、
是否有 JK1、是否有联结词、是否发生句类转换等。结果描述汉语句子翻译到英语句子后，
是主动形式还是被动形式，以及翻译前后源语言和目标语的格式变化。规则部分用较为简练
的符号标注了格式转换的条件及结果，“=>”左边是条件，右边是结果。
中文语料

参考英译

第二通信模块将第二格式

The

的第二表示数据发送到计

module

算机系统。

indicating data in a second format

second

communications

transmits

the

second

现象

依据

结果

L0 E

句类

格式代码

将

T0

!114

发送到

规则

将
&l03+T0
=>!114

to the computer system.
这些计数器对这些数据输

These counters count the number

对

入／输出装置发出的总线

of bus allocation request signals

计数

分配请求数进行计数。

issued

from

these

X

!11

对&l02+X
=>!11

data

input/output devices.

表 2：格式转换语料的多维标注
对语料进行标注分析，总结规则后，要对规则进行形式化，便于计算机识别和处理。为
此设立了一套规则符号，包括特征集、位置标记、操作函数、属性集等。定义好规则符号后 ，
即可对规则进行形式化表示。例如：
“这些计数器||对这些数据输入装置发出的总线分配请求数||进行计数。”
位置：

(-1)

(0)

(1)

(2)

语块：

GBK

l0

GBK

EG

语义属性：

LEVEL=1

V_COMP

These counters ||count|| the number of bus allocation request signals issued from these data input/output devices.
位置：

(-1)

(2)

(1)

语块：

GBK

EG

GBK

规 则 ：(-1)LC_CHK[GBK]+(0)CHN[对]&LC_CC[l0]&LC_LEVEL[1]+(1)LC_CHK[GBK]+(2)LC_CHK[EG]=>(1)+DEL_NODE(0)+(2)+(1)$
解释：这条规则的意思是，将相对位置(1)表示的语块移到(2)后面，并删除(0)位置的语言逻辑概念词“对”。

表 3：格式转换语料规则表示

5 格式转换规则

汉英专利机器翻译格式转换规则研究，包括研究其排除规则、识别规则和转换规则。
排除规则主要是排除与 l0 概念兼类的其他概念，充当 l0 概念的通常是汉字“把 、 将 、
对、向”等，但这些词不仅充当 l0 概念，还充当动态概念、基本概念等。所以首先要对这
些不属于 l0 概念的情况进行排除，识别出 l0 概念。
识别规则主要是识别 l0 的层次，单句中 l0 的层次记为 1，小句中 l0 的层次记为 2，不
同层次格式转换的规律不同，所以要对 l0 的层次进行识别。
最后制定格式转换规则。
不管是排除规则、识别规则还是转换规则，都具有一定的优先顺序。首先，排除规则优
先于识别规则和转换规则；其次，所有规则都以(0)号节点（通常为 l0 概念）为切入点，先
向前匹配，再向后匹配。
5．1 排除规则
充当 l0 概念的词都是常用词，几乎都具有兼类现象，所以要先进行处理，排除含 l0 概
念的词但不属于格式转换的情况。可以利用的信息有：
� EG 信息
l0 概念的词大体对应于介词，大多具有动态概念属性，下面这条规则可统一排除这种兼
类情况。
(0)CHN[把,将,对,向,由,给,比,与]+(f){!LC_CHK[EG]}=>!LC_SELECT(0,LC_CC,l0)$
此条规则的含义是：当“把，将，对，向，由，给，比，与”后面找不到特征语块（EG）
时，那么这些词是动态概念，不作 l0 概念。
例如：第一图像(110)给//l0 消费者一种安全感。
句中用“//”加具体语块或概念的形式，标明其与规则的对应。
� 位置信息
逻辑概念都可以用于三主块句，当三主块句的 EG 位于句尾时，我们优先选择这类词为
l0 概念，规则如下：
(0)CHN[把,将,对,向,由,比,与]+(f)LC_CHK[EG]&LC_E_SCORE[E_TAIL]&LC_SC_KEY[3KUAI]
=>LC_SELECT(0,LC_CC,l0)$
例如：移动终端对//l0 信号能量进行探测//EG。
� 个性特征
对于每个 l0 概念的个性特征，将分别制定排除规则。以“对”为 例 ，
《 现 代 汉 语 词 典 》(第
六版)中 ，“对”共有 16 个义项，对应于 HNC 概念有 5 个概念，分别是动态概念（v）、 值 概
念（zzp，zzw）、主语块标识符（l0）、静 态 概 念（g）、伦理属性概念（jgu841），如 下 表 所示 ：
义项
1

词性

HNC 解释

概率类别

对应《现代汉语词典》

示例

动词

动态概念

v

义项 1、2、3、4、5、

～答、～立、～质、～

6、7、8、9、11、12

半儿

2

量词

值概念

zzp，zzw

义项 14

一～鹦鹉

3

介词

主语块标识符

l0

义项 15

～他表示谢意

4

名词

静态概念

g

义项 13

喜～

5

形容词

伦理属性概念

jgu841

义项 10

你的话很～

表 4：词语“对”的概念特征
“对”需要排除的是作量词（值概念 zzp,zzw）、作形容词（伦理属性概念 jgu841）和作
介词（辅语块标识符 l1）的情况。可通过以下规则排除：
(-1)LC_CC[j30,l91]+(0)CHN[对]=>!LC_SELECT(0,LC_CC,l0)$ 当“对”前面有数词或指示代词

时 ，“对”为量词。
(0)CHN[对]&END%=>!LC_SELECT(0,LC_CC,l0)$ 当“对”位于句尾时，“对”不作 l0 概 念 。
(0)CHN[对]+(1)CHN[的,了]&END%=>!LC_SELECT(0,LC_CC,l0)$ 当“对”后 面是“的”或“了”
且位于句尾时，“对”不作 l0 概念。
(0)CHN[对]+(f){CHN[来说,说来,而言]}=>!LC_SELECT(0,LC_CC,l0)$ 当“对”后面有“来 说 ，
说来，而言”时 ，“对”为辅块标识符 l14。
5．2 识别规则
识别规则主要用来识别格式转换是发生在主句还是小句（从句）中。这是进行下一步句
子分析和语序调整的依据。我们在逻辑概念 l0 上标记 level 属性，用以表明逻辑概念的级
别。level=1 表示 l0 是全局的语块标识符，level=2 表示 l0 是局部的语块标识符，数字越
大，表示级别越低。
识别规则阶段，除了切分了小句，识别出 EG、ABK、LB、l0 概念之外，没有其他的信息
可供利用。所以要识别出 LEVEL=1 的 l0，需利用知识库中 l0 的句类信息和 EG 的句类信息。
如果 EG 前面的 l0 的句类信息和 EG 的句类信息匹配，那么这个 l0 的 LEVEL 等于 1：
(0)LC_CC[l0]&LC_SC[XY]+(f){LC_CHK[EG]&LC_SC[XY]}=>PUT(0,LEVEL,1)$
例如：播放器对//l0 该内容进行解扰(208)//EG。
l0“对”的句类可以是作用句（X）， EG“进行解扰”的句类也可以是作用句（X）， 它 们
的句类信息相匹配，所以此处 l0 的 LEVEL 是 1。
5．3 转换规则
采用排除规则可以排除不进行格式转换的句子，采用分析规则可以识别出 l0 的 层 次 。
识别过程结束后，会产生一颗分析树，转换规则将在这棵树上进行，如下图所示：

图 1：格式转换分析树
以由“对”所构成的格式为例，格式转换规则总的来说有以下特征：
“对”，可用于反应句、信息转移句、交换句、一般承受句、因果句、一般判断句、约
束句、单向关系句、作用句、关系自身转移句、效应句，主要作为 GBK2 的标识符 l02。可
用于三主块句也可用于四主块句，通常采用!11、!113 格式。不管用于四主块句还是三主块
句，其 EG 都不带下装（hv）。
当“对”用于三主块句时，EG 通常为高低搭配 EQ+E 结构，如“进行描述、进行解扰 、
进行计数”等。
� 当句子中存在 GBK1（即主语不缺省）时，翻译成英语时采用主动格式。
规则如下：
(-1)LC_CHK[GBK]+(0)CHN[ 对 ]&LC_CC[l0]&LC_LEVEL[1]+(1)LC_CHK[GBK]+(2)LC_CHK[EG]=>(1)+DEL_NODE(0)+(2)+(1)$

例如：这些计数器//GBK 对//l0 这些数据输入／输出装置发出的总线分配请求数//GBK
进行计数//EG。（ These counters count the number of bus allocation request signals issued from
these data input/output devices.）
� 当句子中没有 GBK1（即主语缺省）时，翻译成英语时采用被动格式。
规则如下：
(b){!(LC_CHK[GBK])}+(0)CHN[
对
]&LC_CC[l0]&LC_LEVEL[1]+(1)LC_CHK[GBK]+(2)LC_CHK[EG]=>DEL_NODE(0)+(1)+(2){VOI=P}$
例如：以上结合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对//l0 本发明//GBK 进行了描述//EG。（ The present
invention has been described abov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mbodiments of the invention.）
当“对”用于四主块句时，翻译成英语需要在 GBK2 前面加介词（如 to、for 等 ）。
� 当句子中存在 GBK1（即主语不缺省）时，翻译成英语时采用主动格式，并在位置
(1)前增加介词 to/for。
规则如下：
(1)LC_CHK[GBK]+(0)CHN[
对
]&LC_CC[l0]&LC_LEVEL[1]+(1)LC_CHK[GBK]+(2)LC_CHK[EG]+(3)LC_CHK[GBK]=>(1)+DEL_NODE(0)+(2)+(3)+ADD_NODE{EGN=[for,to]}+(1)$
例如：第二通信模块//GBK 对//l0 计算机系统//GBK 提供//EG 第二格式的第二表示数据
//GBK。（ The second communications module transmits the second indicating data in a second
format to the computer system.）
� 当句子中没有 GBK1（即主语缺省）时，翻译成英语时采用被动格式。
规则如下：
(b){!(LC_CHK[GBK])}+(0)CHN[
对
]&LC_CC[l0]&LC_LEVEL[1]+(1)LC_CHK[GBK]+(2)LC_CHK[EG]+(2)LC_CHK[GBK]=>DEL_NODE(0)+(3)
+(2){VOI=P}+(1)$：
没有 GBK1 时，翻译成英语采用被动格式。
例如：在持久操作期间，尽管电池包耗尽，仍可对//l0 便携式终端//GBK 稳定地提供//EG
电源//GBK。（ The power can be stably provided to the portable terminal in spite of depletion of a
battery during a long-duration operation.）

6 实验结果分析
我们随机抽取了 3000 个句子对排除规则和 LEVEL=1 的转换规则进行了人工评测，评
测结果能达到 85%的准确率。
对评测结果进行分析，发现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分词的影响。如“则由轨迹结构对调焦误差信号的调制最小。”句 中 ，“对调”被切成了
一个词。
EG 规则的影响。如“将由数据排序装置所排序的数据中的有效数据输出到装置外部,”
中，当“将”后面有“由”时，EG 识别制定的规则是“将”为 QE。
辅块规则的影响。如“反射区域内液晶分子与聚合物的比比透射区域内低。”中，第二
个“比”被当成了 l1。
EG 识别的影响。如“本发明所述方法对 MPLS LSP 的性能参数测量做了详细的规定。”
中，将“规定”识别为了 E，因而影响了 l0 概念“对”的识别。

7 总结与展望
本文针对汉英专利格式转换语料标注了转换现象、依据、结果和规则。定义了汉英专利
格式转换的规则符号，对规则进行了形式化表示。总结了汉英专利格式转换的规则，包括排

除规则、识别规则和转换规则。并对转换规则进行了人工评测，取得了较好的实验效果。
下一步的工作是，继续对排除规则、识别规则和转换规则都进行人工评测，针对性改进
规则，提高规则效果；同时改进程序，提高程序的处理效果；另外，还需进一步扩大研究范
围和研究深度，将格式转换的研究范围扩大到所有语言逻辑 l0 概念；并且研究格式转换发
生在语块内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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