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短语统计机器翻译的汉日联合分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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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未登录词与分词粒度是汉日日汉机器翻译研究的两个主要问题。与英语等西方语言不同，汉语与日语词
语间不存在空格，分词为汉日双语处理的重要工作。由于词性标注体系、文法及语义表现上的差异，分词结果
的粒度需要进一步调整，以改善统计机器翻译系统的性能。本文提出了面向统计机器翻译的基于汉日汉字对照
表及日汉词典信息的汉语与日语的分词粒度调整方法。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有效地调节源语言和目标语言
端的分词粒度，提高统计机器翻译系统的性能。本文通过对比实验结果，分析探讨分词粒度对汉日双语统计系
统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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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Joint Chinese-Japanese Word Segmentation for Phrase-based
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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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known words and word segmentation granularity are two main problems for Chinese-Japanese Machine
Translation. Word Segmentation is the first important step for Chinese and Japanese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s
Chinese and Japanese word segmentation is processed with different tagging systems and semantic performance, the
granularity of word segmentation results should be readjusted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 (SMT). This paper proposes an approach to adjust the word segmentation granularity for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SMT, which combines Hanzi-Kanji comparison table and Japanese-Chinese dictionary. Experimental
results express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ould adjust the granularity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effectively and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SMT. At las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discusses the effect of joint
Chinese-Japanese word segmentation granularity for Phrase-based S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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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汉语与日语不同于英语等西方语言，句子不存在空格作为边界的词分隔符[1]。因此，分
词为汉语与日语自然语言处理的重要工作。现有的关于汉语与日语分词技术发展较为成熟，
存在许多分词工具。然而，由于汉语和日语分词大多根据自身的语言特点指定词性标注体系。
词性标注体系的差异导致分词粒度存在差异，同时分词粒度在信息检索、机器翻译等具体应
用领域中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另一方面，既有研究成果表明，评价分词性能的 F-score 值
与机器翻译系统的性能之间并没有明显关系[2,3,4]。统计机器翻译系统中，一种提高翻译系统
性能的方法为通过调整分词粒度，对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端分词结果进行调整。因此，如何调
整汉语和日语分词粒度，以提高统计机器翻译系统的性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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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不同或同种语言分词粒度不同的原因，大致归纳如下：
1. 语系不同导致分词粒度不同。例如，汉语属于孤立语系，日语属于黏着语系，各自
形成语义的构成要素存在较大差异。
2. 词性标注体系不同，导致分词粒度不同。
3. 使用目的不同，对分词粒度存在不同要求。
4. 语言文化、语法构成和语义表现等的差异，导致分词粒度不同。
5. 未登录词识别问题导致粒度不同。
由于异种语言间的词汇、语法和语义层面上大多是非同构的，很难达到词与词之间的一
一对应关系[5]。既有的单语分词结果在使用于机器翻译时，需要同时考虑源语言与目标语言
的词法特点，对双语分词粒度进行整合，以期改善统计机器翻译系统的性能。分词粒度对汉
日双语统计机器翻译的影响，还有待深入的研究。
目前，面向统计机器翻译的汉语分词粒度研究的主流方法是依据另一端语言分词信息，
对汉语分词粒度进行调整。在汉英统计机器翻译领域，Wang 等[6,7]的实验表明，细粒度分词
结果，能提升统计机器翻译系统的性能。Ma 等[8]提出基于训练语料的自适应方法，采用可
信对齐构建字格(word lattice) 对汉语端进行粒度调整，以提升分词的领域适应能力。奚宁等
[5]
描述一种基于可信对齐与单语分词相融合的策略对汉语分词进行调优。Bai 等[9]依据汉英
词典对齐信息抽取汉语粒度切分的规则模板，使用模板进行汉语分词粒度调整。Wang 等[6]
采用一种半自动(semi-automatic)的学习方法，对汉语分词进行短单元(short-unit)的调整。
Dyer[10]和 Zhang[3]等人基于多策略汉语分词对汉英统计机器翻译解码过程进行优化。
由于日语端不存在空格作为词分隔符，无法确定上述在中英有效的方法在汉日机器翻译
中是否有效。汉语与日语语言中均使用汉字，因此在汉日机器翻译中可使用汉字对照表作为
特征信息进行粒度调整。Chu 等[11]使用汉日汉字对应信息，通过日语端分词结果对汉语端分
词结果进行调优，该方法没有对汉语的分词粒度进行考察，也没有同时调整汉日双语的分词
粒度。
为系统地考察通过改善分词粒度提高汉日双语统计机器翻译系统性能的可行性，本文使
用简体汉字与日语汉字对照表以及日汉词典相结合，提出一种提高统计机器翻译系统性能的
汉日双语分词粒度调整策略。实验结果表明，提出的方法能有效调节汉日双语分词粒度，提
升机器翻译系统的性能。
本文第一节讨论阐述汉日汉字对照表的构建以及词典的处理方法；第二节阐述使用汉日
汉字对照表及词典对分词粒度调整的策略，并分析汉日双语分词粒度之间的差异；第三节介
绍本文的实验方法、实验结果和分析；最后，对本文进行总结并展望未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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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对照表构建及词典处理

2.1 汉日汉字对照表构建
汉字在汉语与日语中均被广泛使用[12]，日语汉字来源于古汉语，因此日语汉字与汉语
汉字（包含简体汉字与繁体汉字）在很多情况下是相同的。然而，如表 1 所示，日语汉字与
汉语汉字的对应关系十分复杂。Goh 等[13]使用日汉字典，通过直接匹配的方法，将日语汉
字转化为汉语汉字；Chu 等[12]使用开源资源构建日语汉字、繁体汉字、简体汉字对照表。
表 1 汉字不同表现
日语汉字
繁体汉字
简体汉字

愛
愛
爱

国
國
国

書
書
书

氷
冰
冰

汉日双语翻译系统中，汉语端通常只包含简体汉字，因此本文构建日语汉字与简体汉字
的对照表。图 1 为本文提出的日语汉字与简体汉字对照表构建的流程图。该流程中，本文共
使用三类字典信息：

日语汉字

是
字形变化字典

存在字形
变化

是
繁简汉字字典

汉日汉字字典

为繁体汉
字

汉语简体汉字

图 1 日语汉字转化为简体汉语汉字流程
1. 字形变化字典。一个汉字在汉日字典中可能存在多种不同字形，因此在构建字典时，
可以枚举每种字形情况进行对应关系抽取。
Unihan Database1为 Unicode Consortium 的中日韩
三语的知识数据库。该数据库中包含每个汉字的变型（variants）特征信息，该特征信息记
录了日语汉字与汉语汉字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 variants 对日语汉字进行字形变化，若两个
汉字之间通过 variants 存在联系，则说明两个汉字可以相互转化。
2. 汉日汉字字典。本文使用 Kanconvit2 中的汉日汉字转化表作为汉日汉字字典，该
字典共包含了 1,159 个词表变型(variants)不同的汉字对信息。
3. 繁简汉字字典。如表 2 所示，繁简汉字之间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本文使用
Chinese Encoding Converter3 中的繁简汉字转化表作为繁简汉字字典。该表含有 6,740 对繁
简单词转化信息。
本文通过上述方法与资源构建简体汉字与日语汉字转化表。
表 2 繁简汉字对应表
繁体汉字
简体汉字

萹，稨
扁

變
变

並，併
并

佈
布

在 EDR 词典中，存在如表 3 所示情况，相同语义的词并没有对应关系。因此，本文使
用两个步骤对词典进行整合：1）使用汉日汉字对照表将日语的汉字转化为汉语汉字；2）若
任意两行词典信息中存在相同词，则认为两行词典中的所有词均为同义词，并将两行的数据
合并。
通过上述两个步骤，获得最终的日汉对照词典。

1
2
3

http://unicode.org/charts/unihan.html
http://kanconvit.ta2o.net
http://www.mandarintools.com/zhcode.html

表 3 词典中同义词信息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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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端

汉语端

華語
漢語
支那語
中国語
唐言
唐詞

汉语
汉语
中文
中国话
汉语
中国语
汉语
中国话
汉语
汉语

汉日双语分词粒度调整

3.1 双语粒度差异抽取
Bai 等[9]表明调整分词粒度使得双语词素间达到一一对齐关系，能优化对齐结果，从而
提升机器翻译精度。本文使用汉日汉字对照表以及日汉词典对双语平行语料进行分词粒度处
理，抽取出双语分词粒度不同的单词对，以进行下一步工作。
抽取过程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1. 抽取字表信息相同的词对：若某一端单词通过汉日汉字对照表进行汉字转化，得到
的结果与另一端的连续单词序列完全相同，则称该词对的字表信息相同。例如，汉语端单词
“中国人”通过对照表可转化为“中國人”
，同时日语端分词结果存在单词序列“中國 人”，
则“中国人”与“中國 人”的字表信息相同。通过汉日汉字对照表，抽取所有字表信息相
同但双语端分词粒度不同的词对。
2. 抽取字典信息相同的词对：如果字表信息不同，则依据字典信息，抽取单语端为词，
另一语言端为词序列，并且存在于词典中的词对。例如，日语端“刻削な（残忍 的）
”，通
过词典信息可以查询到该单词汉语端应为“残忍的”
，在汉语分词结果中，
“残忍的”被切分
为“残忍”和“的”两个单词。通过词典抽取字典信息相同，汉日双语分词粒度不同的词对。
本文使用 CWMT2011 汉日新闻语料进行测试，通过本节所述方法进行词对抽取。本文
对字表信息或字典信息相同，但分词粒度不同的词语进行归纳总结，主要存在以下几类汉日
切分中的不同。
以下两小节将从 1）汉语细粒度分析；2）日语细粒度分析两个方面进行双语分词粒度
差异分析。
3.2 汉语细粒度分析
汉语端单词被切分为细粒度的原因主要如下几类：
1. 汉语中出现的日语专有名词无法正确切分。主要包括日语中特有的命名实体，即人
名、地名、组织名等。例如“山田”为日本人名，而汉语分词时无法识别，切分为“山 田”
造成错误。
2. 汉语结构助词。汉语中结构助词“的”
、
“地”
、
“得”用法较为复杂，例如“恐れな
がら（冒昧 地）”
、
“うれしい（高兴 的）”
、
“思わず（不由 得）”等。中文端将结构助词单
独成词，日语端由于语法及语义的原因，汉语结构助词信息往往包含于日语单词中，从而造
成汉日切分粒度不同。
3. 日语缩略语。日语存在大量的汉语缩略语，例如日语端单词“急变（突然变化）”，
汉语端将该词切分成多个单词“突然”和“变化”
，造成汉日分词粒度不同。
4. 汉语“不”字问题。
“不”在在汉语中常表示对后续词的否定，被独立切分成词。
而日语语法中一般使用词尾变化表示否定意义，例如“つまらない（不 值钱）”中，使用后
缀“ない”表示否定，而汉语端切分为“不”和“值钱”两个单词，类似的还有“めちゃく
ちゃ（不 合理）
”
、
“不仲（不 和睦）
”、
“不作法（不 礼貌）
”等，日语端均为一个单词，而
汉语端为多个单词，造成切分粒度不同。

5. 日语熟语。日语存在的固有熟语，例如“おはよう（您 早）”
、“乗り物（交通 工
具）
”
、
“乗り合い（公共 马车）
”等，在汉语端均切分为多个词语。
6. 日语动词后缀问题。类似于“不”字，日语均使用后缀变化进行动词的时态等的变
化，因此“乗れる（能 乘坐）
”
、
“吐き出せる（能 吐出）
”等词的汉语端粒度均无法与日语
端一致。需要注意的是，日语中不同词所使用的否定意义的词缀不同，不易将日语端词缀进
行切分。
3.3 日语细粒度分析
日语端单词被切分为细粒度的原因主要如下几类：
1. 数词、时间词。汉语分词将数词和相关的后续词合并，日语端则分开处理。例如“16
日”
，
“1 . 95 V”等均进行了分割。
2. 汉语专有名词。主要包括汉语中的专有名词例如人名“丁美媛”、
“一年生”、
“中央
军事委员会”等日语中均无法进行正确切分。
3. 汉语熟语。汉语中存在一些固定用语的情况，如“一海知义（一海知義）
”
、
“一瞬
间（一瞬间）
”等，由于固定用语并不存在于日语分词词典中，日语分词中无法与汉语端粒
度相对应。
4. 词类后缀。在汉语中“市”
、
“县”
、
“部”、
“街”、
“人”、
“化”等词语后缀均与相关
词汇合并为一个词，而日语中将此类词单独成词。
3.4 汉日双语分词粒度调整
3.2 与 3.3 节的分析表明，由于汉日分词工具分词结果的不同，汉日双语分词粒度差异
严重，双语粒度并没有达到一一对应的效果。
本文使用 3.1 节所述方法，通过汉日汉字转化词典、日汉对照词典，从分词后的语料中，
抽取分词粒度不相同，但字表信息相同，或字典信息相同的词对。
本文处理中，只考虑抽取的词对中，存在一端为单词的情况。对于字表与字典信息相同
的词对，我们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若该词对字典信息相同，则将词对的任意端都合并成一个单词处理。
若该词对字表信息相同，由于可以正确获取到每个单词的对应信息，因此，我们可以使
用如下两种方法处理。
1. 词对中一端单词依据另一语言端的词序列，切分成与另一语言端序列一致的单词序
列。
2. 将分词结果为词序列的一端，合并成一个单词进行处理。
例如，中文端单词“中国人”
，为一个单词，而日语端为词序列“中國 人”。既可以考
虑使用方法 1，将中文端“中国人”切分为词序列“中国 人”
；也可以考虑参照方法 2，将
日语端词序列“中國 人”合并为单词“中國人”。
下一章对本节提出方法进行实验测试，研究分词粒度变化对汉日双语统计机器翻译系统
性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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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及结果分析

4.1 实验数据及工具
本文使用 CWMT2011 汉日新闻语料，
使用经过处理后的 282,476 句对作为实验训练集，
498 句对作为开发集，
948 句对作为测试集。使用 NLPIR20134作为汉语分词工具，
选用 mecab5
作为日文分词工具。本文所有实验均采用 moses6进行翻译模型的训练以及解码工作，使用
GIZA++7作为对齐工具，Srilm8构建语言模型。汉日语言模型均使用 5-gram 模型；moses 中
4
5
6
7

http://ictclas.nlpir.org
https://code.google.com/p/mecab/
http://www.statmt.org/moses
http://code.google.com/p/giza-pp/

使用 grow-diag-final-and 优化对齐结果。实验结果均使用 BLEU 及 NIST 作为测评标准。
4.2 双语粒度融合实验
Wang 等[6,7]提出细粒度的分词结果能提升统计机器翻译系统的性能。本文为验证当双语
分词粒度不同时，双语粒度融合与统计机器的影响，使用 3.4 节所述方法对双语粒度不同的
词对进行抽取，对训练语料进行如下处理，得到不同的分词结果：
1. 使用分词工具进行分词的基线结果(baseline)
2. 双语分词粒度不同的词对中，汉语端词序列合并为单词（cn-mix）
3. 双语分词粒度不同的词对中，日语端词序列合并为单词（ja-mix）
4. 双语分词粒度不同的词对中，双语端词序列合并为单词（bi-mix）
5. 双语分词粒度不同的词对中，汉语端单词根据日语端词序列粒度，进行切分，形成
词序列(cn-split)
6. 双语分词粒度不同的词对中，日语端单词根据汉语端词序列粒度，进行切分，形成
词序列(ja-split)
7. 将方法 5 与方法 6 的结果进行融合，得到双语粒度均进行细切分的结果(bi-split)
对于上述 7 种分词粒度不同的分词结果，我们在汉日与日汉两个方向，分别进行一组基
于短语的统计机器翻译性能测试。
经统计，在 282,476 句对的训练语料中，仅存在 23,274 句对需要进行分词粒度调整，存
在粒度调整的语料占全部语料的比例较小。因此本文抽取出存在粒度调整的 23,274 句对，
并且从剩余句对中随机抽取 80,000 句对与其混合，提高粒度调整语料占所有语料的比例，
再次在汉日与日汉两个方向进行一组实验。上述四组实验的结果如表 4 所示。
4.3 实验结果分析
通过 3.2 节的实验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通过对双语分词粒度进行调整，能提升汉日双语间统计机器翻译系统的性能。
2）并非所有的粒度调整都能提升统计机器翻译系统的性能。
本文提出一种衡量双语语料平行句对间的粒度差异的方法，其表达式如公式 1 所示：
(1)
其中，
为双语语料， 与 分别为源语言与目标语言的第 个句子，
分别为 与 的句子分词后的词总数， 为双语语料的句对总数。
表 4 不同分词粒度与数据规模下汉日统计机器翻译性能
语料规模
汉
日
方
向

282,476

日
汉
方
向

282,476

103,274

103,274

与

baseline

cn-mix

ja-mix

bi-mix

cn-split

ja-split

bi-split

BLEU

0.1643

0.1636

0.1675

0.1674

0.1520

0.1572

0.1563

NIST

4.4543

4.4277

4.5012

4.4569

4.3575

4.4118

4.4063

BLEU

0.1431

0.1444

0.1438

0.1579

0.1532

0.1614

0.1541

NIST

4.1938

4.1702

4.1938

4.3460

4.2855

4.4105

4.3038

BLEU

0.1383

0.1351

0.1361

0.1385

0.1380

0.1360

0.1332

NIST

4.2593

4.1969

4.2375

4.2584

4.2696

4.1745

4.1558

BLEU

0.1269

0.1257

0.1269

0.1280

0.1258

0.1226

0.1209

NIST

3.9700

3.9393

3.9741

3.9527

3.9655

3.8947

3.8028

本文定义，根据指定双语语料
中所有句子计算出的
，为该语料中双
语的绝对粒度差值。同时，双语语料 与双语语料 B 间分词粒度若存在差异，令 中存在分
词粒度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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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对集为 ， 中存在分词粒度差异的句对集为 ，定义
为 、 语料对间 的相
对粒度差值，
为 、 语料对间的 相对粒度差值，根据公式 2 比较语料 与语料 相对
粒度差值之间的差异。
(2)
根据上述定义，本文以 baseline 为基准，同组的其余实验均与 baseline 进行比较，根据
公式 2，计算
，其中， T 为同组其余实验中的任意一组。本文比较
与统计机器翻译中 BLEU 值之间的关系，得到如下结果，图 2 为 3.2 节大规
模训练集的试验中，汉日(左图)与日汉(右图)的翻译性能 BLEU 值与
之间的
关系结果图。
0.17

0.14

0.165

0.138

0.16

0.136

0.155

0.134

0.15

0.132

0.145

0.13

0.14
-0.88957 -0.21796 -0.21288 -0.21222

0

0.30724

-0.88957 -0.21796 -0.21288 -0.21222

0.92301

0

0.30724

0.92301

图 2 汉日双语机器翻译中相对粒度差值差异与 BLEU 影响
其中横轴为
，竖轴为 T 的机器翻译性能评价指标 BLEU 值。
图 2 左图表明，在本文实验条件下，汉日统计机器翻译的性能与相对 粒度差值
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相对于 baseline 而言，训练语料分词的相对粒度越
小，统计机器翻译系统的性能越好。
图 2 右图中除去一个特殊点外其余结果表明，日汉统计机器翻译中也存在与汉日统计机
器翻译结果相同的性质。
由于绝对粒度与相对粒度差值呈正相关关系，依据图 2 结果，本文推测，双语语料的绝
对粒度差值
在一定范围内时，粒度差值与统计机器翻译的性能呈正相关关系。
本文实验结果中，细粒度的分词结果对汉日机器翻译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帮助。因此，本
文在原有 4.2 节实验的基础上，对两个方向四种情况下的训练语料均添加一个最细分词粒度
（基于字）的翻译系统，以测试最细粒度的分词结果对日汉双语统计机器机器翻译的影响。
实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最细分词粒度下汉日统计机器翻译性能
汉日方向
语料规模
BLEU
NIST

282,476
0.1415
4.1723

日汉方向
103,274
0.1298
4.0831

282,476
0.1168
3.8016

103,274
0.1128
3.5718

表 5 结果表明，最细粒度分词结果的统计机器翻译系统性能，相对于其他系统有明显降
低。为探究降低的主要原因，本文对测试集的翻译结果进行了比较和分析。
日汉方向上，虽然翻译结果中局部结果较好，然而上下文之间连续性较差，存在提升空
间。此外，翻译结果只在局部进行了调序，相对于其他系统而言，不存在长距离调序。
汉日方向上，除存在与日汉方向上相同的问题外，还发现翻译结果的平均长度较长，出
现许多冗余信息，主要包括“で” 、“す”等日语中的格助词等，在译文中不断重复出现降低
了译文质量。
因此，分词粒度应当在一定粒度范围内时，才能有效的提升统计机器翻译系统的性能。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通过使用现有开源资源构建汉日汉字对照表，并使用构建的汉字对照表对 EDR 词
典进行优化。通过根据上述方法构建的资源，对汉日双语语料的不同分词粒度进行数据分析，

在一定程度上解析了汉日分词粒度不同现象产生的原因。
本文提出了使用汉日汉字对照表及词典信息对双语分词粒度进行调整的方法。实验结果
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能有效地调节双语分词粒度，提升汉日双语间统计机器翻译系统的性
能。本文根据实验结果，对汉日双语统计机器翻译性能与双语句对粒度上的差异进行了分析
与预测。
今后工作中，作者将继续扩大词典规模、补充汉日汉字对照表，进一步验证本文提出的
方法的有效性，对汉日双语统计机器翻译性能与双语句对间词数量上的差异进行更加深入的
分析与研究，并且尝试在层次短语模型中测试本方法的实用性与可扩展性。同时，对于在基
础分词中分词粒度不同的词对，将根据词对的特征信息如词性等，对词对进行置换操作，从
而提升统计机器翻译的系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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