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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特定领域的汉英机器翻译系统开发过程中，大量新词的出现导致汉语分词精度下降，而特定领域
缺少标注语料使得有监督学习技术的性能难以提高。这直接导致抽取的翻译知识中出现很多错误，严重影
响翻译质量。为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实现了基于生语料的领域自适应分词模型和双语引导的汉语分词，并
提出融合多种分词结果的方法，通过构建格状结构(Lattice)并使用动态规划算法得到最佳汉语分词结果。为
了验证所提方法，我们在 NTCIR-10 的汉英数据集上进行了评价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融合多
种分词结果的汉语分词方法在分词精度 F 值和统计机器翻译的 BLEU 值上均取得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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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method for domain-special machine
translation
Su Chen1, Zhang Yu-jie1, Guo Zhen1, Xu Jin-an1
(1.School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In developing a domain-specific Chinese-English machine translation system, the accuracy of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in large-scale training corpus often decreases because of unknown words. The lack of
domain-specific annotated corpus makes supervised learning approaches unable to adapt. This problem results in
many errors in translation knowledge extraction and therefore seriously affects translation quality. To resolve the
domain adaptation problem, we implemented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by exploiting n-gram statistical features
in raw corpus and bilingually motivated word segmentation information in parallel corpus, respectively. We
further propose a lattice-based method to combine multiple results and use dynamic programming algorithm to get
the best word segmentation result. For evaluation, we conducted experiments of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and
Chinese-English machine translation using the data of NTCIR-10 Chinese-English patent task.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brought about improvements both in F-measure of the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and in BLEU score of the Chinese-English 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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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面向特定领域的汉英机器翻译系统开发中，由于汉语语料中的词汇集合和频率分布发
生很大变化，大量新词的出现使得已有汉语分词系统的性能下降。关于领域变化对汉语分词
系统性能的影响程度，我们在前期工作中进行了评测。在新闻语料上训练的汉语分词系统，
在同样领域的测试数据上的召回率和准确率分别为 98.02%和 97.21%，而在科技文献语料上
评测时，召回率和准确率分别下降到 86.05%和 81.83%[1]。同时，特定领域中标注语料的缺
乏使得有监督的汉语分词方法难以发挥其威力。汉语分词性能的下降表现在两个方面：汉语
分词粒度的不合理和错误的分词结果。汉语分词粒度过大或过小都不利于汉英词汇之间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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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处理，影响单词对齐精度。因为翻译知识的获取建立在汉语分词结果和汉英单词对齐的结
果上[2-3]，所以明显下降的分词精度会给大规模语料处理带来数量上难以忽视的分词错误，
直接导致不正确的翻译知识，从而严重影响翻译质量。
针对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在汉语分词的领域自适应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早期的方法是
在条件随机场(CRF)统计模型中加入外部词典的特征以实现汉语分词的领域自适应[4]；当缺
乏领域词典时，又有研究人员利用大规模生语料中字串的统计特征来提高分词系统的领域自
适应能力[1][5]。另一方面，用于机器翻译开发的汉英平行语料中，英语句子的分词信息也
可以为对应的汉语句子的分词提供引导信息 [6-7]。
在对已有研究方法进行改进与扩展的基础上，本文实现了基于生语料的领域自适应和双
语引导的分词系统，并提出了将不同的汉语分词结果进行融合的方法，实现了面向特定领域
的大规模汉语语料的分词系统。该方法利用格状结构将不同的分词结果进行融合，融合过程
中采用半监督学习的方法得到不同分词结果的权重，最后采用动态规划算法获取最优的汉语
分词结果。
本文第 2 节介绍基于生语料的领域自适应方法和汉英双语引导的汉语分词方法，然后详
细描述融合多种汉语分词结果的算法；第 3 节设计实验评测本文所提方法的性能；第 4 节给
出结论和今后的研究课题。

2 多种分词结果的融合方法
特定领域的汉英机器翻译系统开发中，通常需要对大规模的汉英平行语料处理以获取
翻译知识，同时作为翻译对象会有大规模的该领域的汉语生语料。我们的目标是充分利用这
些资源提高汉语分词的精度，为此我们提出了融合汉语生语料中的 n-gram 统计特征和汉英
语料上的分词引导特征的分词方法。它基于以下想法：利用特定领域的汉语生语料的统计特
征实现汉语分词向特定领域的自适应，而利用汉英语料上的英语单词边界和双语对齐特征引
导汉语分词；为了融合性质不同的特征，分别实现分词系统，再对各自系统的分词结果进行
融合。融合系统的总体框架如图 2-1 所示。

图 2-1 多种分词结果融合的汉语分词方法的整体框架

为了利用特定领域的汉语生语料的统计特征，我们实现了基于 n-gram 统计特征的汉语

分词系统；而为了利用汉英语料的分词引导特征，我们实现了基于单词对齐的分词，分别在
下面两小节介绍，并在第三小节详细描述融合多种分词结果的方法。
2．1 基于 n-gram 统计特征的汉语分词
本文实现了利用生语料的统计特征的汉语分词系统[5]，具体步骤如下所述。
在利用 UPENN 的汉语标注数据的基础上，增加了特定领域的汉语大规模生语料中的统
计特征，并利用 CRF 工具进行学习。汉语标注数据的特征抽取使用文献[8]提到的模板，采
用五字滑动窗口提取特征，即最远使用前后各两个字作为当前字标注的依据。生语料的统计
特征包括两种 n-gram 统计量：n-gram 频度值和 n-gram AV(Accessor Variety)值[9]，n-gram 频
度值为 n 元字串在语料中出现的次数，n-gram AV 值为 n 元字串在语料中出现的上下文环境
数。然后使用开源工具 CRF++1进行模型训练得到分词模型，具体流程如图 2-2。
对于每一个汉语句子，CRF 分词模型可以输出 n-best 分词结果以及相应的概率得分，
以往的分词工作通常只采用 1-best 的分词结果。但是通过对 n-best 以内分词结果的观察，我
们发现 1-best 结果中的错误切分部分，有可能在排名靠后的结果中获得正确切分，如图 2-3
中的例子所示。在图 2-3 中，1-best 结果中将“甘氨酸”部分切分为“甘”和“氨酸”
，与标
准分词结果不同，而 3-best 分词结果中将“甘氨酸”切成一个单词。鉴于这一观察结果，我
们将充分利用 CRF 分词模型的 n-best 以内结果，期望从中选出正确的切分部分。本文取
10-best 以内结果，相应的概率得分表示为 ConfCRF1, ConfCRF2, …, ConfCRF10，并把它们分别作
为对应分词结果中单词的置信度。

图 2-2 特定领域上汉语分词模型的自适应框架

图 2-3 特定领域汉语分词结果比较：标准分词、1-best 分词和 3-best 分词结果

2．2 双语引导的汉语分词
在汉英句子平行语料中，英语部分有明确的单词界线，利用汉字字串与英文单词之间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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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齐关系可以引导汉语分词。图 2-4 所示的例子是汉字字串“……癸二酸衍生单体……”与
英文部分“……sebacic acid-derived monomer……”的对齐结果，这一对齐结果指示出，该
字串可以被切分成 “癸二”
、
“酸衍生”和“单体”。在本节中，我们描述基于对齐结果置信
度的分词方法。

图 2-4 双语引导的汉语分词结果

给定汉英平行句对 C1  c1c2 c J 和 E1  e1e2 eI ，其中 cj(1≤ j≤ J)表示汉语句子中
J

I

第 j 个汉字，ei(1≤ i≤ I)表示相应的英文句子中第 i 个单词。首先使用 GIZA++2对齐工具对汉
英语料进行对齐，其中汉语以汉字为对齐单位，英语以单词为对齐单位。对齐处理进行双向
训练(汉语到英文和英文到汉语)，并使用 grow-diag-final3启发式算法合并双向对齐结果。
ai=<ei, C>表示英文单词 ei 与汉字集合 C 的对齐，当集合 C 中的汉字在汉语句子中是连续的
时候，该对齐结果可以用来引导这一字串为一个汉语单词。
定义 Count(ei, C)表示 ei 和 C 在平行语料中共现的次数，Count (ai)表示对齐 ai=<ei, C>
出现的次数，而 Conf(ai)表示当 ei 和 C 在平行语料中共现时的对齐置信度，由公式（2-1）
计算得到。

Conf (ai ) 

Count (ai )
Count (ei , C )

(2-1)

双语引导的汉语分词步骤如下：
1）将汉语句子切分为单个汉字，使用对齐工具(GIZA++)进行汉-英双向对齐，得到对齐
结果并合并；
2）根据公式 2-1 计算所有对齐的置信度 Conf (ai)；
3）对于每一个对齐结果 ai=<ei, C>，如果 C 在汉语句子中是连续的字串，则将 C 切为
一个单词，并将 Conf (ai)作为该切分结果的置信度。
2．3 多种分词结果的融合方法
在前面的两小节中我们分别介绍了基于生语料的领域自适应的汉语分词和双语引导的
汉语分词的实现方法，本小节将介绍融合多种分词结果的方法。
为了综合利用汉语生语料中的 n-gram 统计特征和双语语料中的分词引导特征，我们对
基于这些特征的多种分词结果进行整合，借助线性模型获取其中的正确信息以得到最佳的汉
语分词结果。
我们取 CRF 分词模型的 10-best 以内结果作为 10 种基于大规模生语料 n-gram 统计特征
的汉语分词结果，将每个结果的概率得分 ConfCRF 作为结果中每个单词的置信度；再取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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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的汉语分词结果作为第 11 种分词结果，将对齐的置信度 Conf (a)作为相应的单词的置
信度。为了融合这 11 个分词结果，我们设计了如公式(2-2)所示的线性模型。

Fi , j  1  Conf CRF1  seg1 (i, j )    10  Conf CRF10  seg10 (i, j )  11  Conf i , j
wi , j 

(2-2)

Fi , j

F

(2-3)

i, j

j

公式 2-2 中，Fi,j 表示汉语句子中第 i 个节点（如图 2-5 中所示的标有 0 到 10 的圆圈，
j

表示汉字的边界）到第 j 个节点之间的汉字 C i 构成一个单词的支持度；ConfCRFl(1≤l≤10)是
CRF 分词模型的 10-best 以内结果对应的概率得分；segl(i, j)是一个二值函数，当 CRF 分词
j

模型的第 l 种分词结果中 C i 为一个单词时，segl(i, j)值为 1，否则为 0；Confi,j 是双语引导的
j

汉语分词结果中 C i 切成一个单词的置信度；λl (1≤l≤11)表示 11 种分词结果的特征权重。
按照公式(2-3)对 Fi,j 进行归一化后得到支持度 wi, j。我们使用格状结构(Lattice)表示 wi, j ，
如图 2-5 所示。节点表示句子中汉字之间的边界，并标有序号。节点 i 和 j 之间的边<i, j>表
示节点 i 和 j 之间的汉字构成一个单词，边的上面标有该单词的支持度 wi, j。Lattice 的解码
是一个动态规划的过程，寻找一个支持度乘积最大的分词结果。

图 2-5 多种汉语分词结果的 Lattice

本文采用基于网格的线性优化算法[10]训练参数 λl (1≤l≤11)。首先在 11 维参数空间中初
始化一个点；然后迭代优化参数，每步迭代在固定其他维度参数条件下，优化一个维度的参
数使得相应的分词结果 F 值最高；当分词结果的 F 值收敛到了某种期望的程度，结束迭代。
为了避免训练参数局部最优，我们选择多个不同的初始点进行参数训练。

3 实验设计及结果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对多种分词结构的融合方法，我们模拟机器翻译系统开发的实际场
景。为此，我们在 NTCIR-104的科技文献专利领域汉英翻译任务的数据上设计了实验，通过
对其中大规模汉语语料的分词处理，从汉语分词的精度和机器翻译质量两个方面进行了评
价。
3．1 实验数据
NTCIR-10 的汉英翻译任务提供了 1,000,000 句对的训练集、2,000 句对的开发集和 2,0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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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对的测试集。我们从 1,000,000 句对的训练集中随机抽出 300 句对，作为人工标注集，记
为 AS；其余的句对作为机器翻译系统的训练数据，记为 TS。本文的目标就是提高 TS 中汉
语语料的分词精度，改进机器翻译质量。依照宾州中文树库的分词标注标准[11]，我们对
AS 中的 300 句汉语句子进行了分词标注。随后对标注的 300 句随机地一分为二，记为 AS1
和 AS2，分别用于线性模型的参数训练和汉语分词精度的评测。
作为一般领域的标注数据，我们使用宾州中文树库 CTB 5.0 的数据训练 CRF 分词模型，
训练数据文件包括 1-270 篇、400-931 篇和 1001-1151 篇。
3．2 汉语分词及其评价
首先建立领域自适应的 CRF 分词模型，使用宾州中文树库的数据作为标注数据；使用
TS 中汉语语料作为领域生语料提取 n-gram 统计特征。然后使用获得的 CRF 分词模型对 TS
中的汉语语料进行分词处理，并取 10-best 以内的分词结果。
接着进行双语引导的分词处理，使用汉英平行语料 TS 进行单词对齐，根据对齐信息得
到 TS 中汉语语料上的双语引导的分词结果。
然后构建线性模型，使用 AS1 数据训练得到线性模型的参数。
最后利用线性模型融合 CRF 的 10-best 以内的分词结果和双语引导的分词结果，最终获
得训练语料 TS 中汉语语料的分词结果。
为了评测分词结果的精度，我们对 AS2 的 150 句进行了同样的分词处理，评测结果显
示在表 3.1 中。从表 3.1 中可以看出，融合多种分词结果的分词方法的召回率和准确率相对
于 CRF 的 1-best 结果均高出 1 个百分点，F 值提升了 1.257%。
表 3.1 特定领域上汉语分词的评测结果

汉语分词方法

准确率

召回率

F值

双语引导的汉语分词
CRF 1-best
多种分词结果融合的方法

73.1312%
90.2439%
91.6650%

61.4480%
90.7710%
91.8614%

66.7825%
90.5067%
91.7631%

通过分析这些分词结果，我们发现多种分词结果融合的方法有效地利用了多种分词结果
中的正确分词的信息对 CRF1-best 中错误的分词进行了修正。表 3.2 中给出了这样的例子，
下面对第一行的例子进行说明。CRF1-best 将汉语句子中的“甘氨酸”分为两个单词“甘”
和“氨酸”
，而 3-best、7-best、9-best 将“甘氨酸”分为一个单词；在平行语料中，对应的
英文句子中有单词”glycine”，其汉语译语是“甘氨酸”，指示了汉语句子中应该把“甘氨酸”
分成一个单词。融合算法有效地利用了这些信息，得到了正确的分词结果。因此我们认为多
种分词结果融合的算法修正了 CRF1-best 中错误的分词结果，说明本文提出的融合方法在处
理特殊领域的汉语分词任务时，具有较好的领域适应能力。
表 3.2 CRF1-best 中的错误分词被融合方法修正的例子

CRF1-best 的结果

融合方法的结果

甘 氨酸
聚合 物
碳原子
碘复合物
抗 微生物

甘氨酸
聚合物
碳 原子
碘 复合物
抗微生物

进一步查看训练语料 TS 中汉语语料的分词结果，总共得到了 37,109,126 个汉语单词，

在如此大规模的数据上，分词精度的微小提高具有数量上的实际意义。我们期待分词精度的
提升能够改进机器翻译系统的质量。
3．3 机器翻译系统构建及评测
接下来，我们使用开源统计机器翻译工具 Moses5，在 NTCIR-10 的汉英数据 TS 上搭建
基于短语的统计机器翻译系统，TS 中的汉语语料使用 3.1 节中获得的分词结果。然后使用
2,000 句对的开发集进行最小错误率训练[12]。最后使用 2,000 句对的测试集进行 BLEU[13]
评测，评测结果列于表 3.3。
为了与其他分词系统进行比较，我们也采用了现有公开的汉语分词工具 Stanford 汉语分
词工具6和 NLPIR 汉语分词工具（ICTCLAS 2013 版）7，分别进行汉语分词处理，并搭建统
计机器翻译系统。评测结果也列在表 3.3 中。
表 3.3 基于不同汉语分词方法搭建的统计机器翻译系统的评价结果

汉语分词方法
CRF 1-best
CRF10-best 以内结果与双语引导的分词结果的融合
Stanford 汉语分词工具
NLPIR 汉语分词工具

BLEU
30.53%
31.15%
30.98%
30.56%

在统计机器翻译系统的评测实验中，我们以 CRF 的 1-best 分词结果搭建的翻译系统作
为 Baseline，
它的 BLEU 值为 30.53%。
当采用本文提出的多种分词结果融合的方法时，BLEU
值相对于 Baseline 系统提升了 0.62%。
3.2 节的实验结果已经显示融合方法的分词性能优于 CRF1-best 的性能，这是 BLEU 值
提升的一个直接原因；另一方面，融合方法中引入了双语语料的分词引导特征，相对于
CRF1-best 的分词增加了双语单词对齐的信息，这有利于随后的单词对齐处理，提高了单词
对齐结果的精度以及短语模型的精度，最终改善了翻译系统性能。以上实验和分析说明了本
文提出的分词方法不仅在分词精度上有提高，而且直接带来了特定领域上统计机器翻译系统
的性能提升。作为对比评测的另外两种分词方法， Stanford 汉语分词工具和 NLPIR 汉语分
词工具的 BLEU 值分别为 30.98%和 30.56%。这两种分词方法都略逊于本文提出的汉语分词
方法。

4 总结
本文实现了基于生语料的 n-gram 特征统计的汉语分词和双语引导的汉语分词，提出了
一种融合多种汉语分词结果的方法，为特定领域汉英机器翻译开发中大规模汉语语料的分词
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通过在 NTCIR-10 的科技领域汉英机器翻译开发数据集上
的评测实验，显示了该方法在汉语分词精度 F 值和汉英统计机器翻译的质量 BLEU 值上都
得到了提高。本文的方法具有很好的拓展性，可以融合更多基于不同特征的分词结果。在今
后的工作中，我们考虑可以利用对齐中的单词翻译概率和对齐概率分布等信息提高双语引导
的分词方法的性能，进一步提高机器翻译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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