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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提出一种层次短语模型过滤和优化方法。该方法在采用传统方法训练得到层次短语规则的基础
上，通过强制对齐同时构建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解析树，从中过滤并抽取对齐的层次短语规则，最后利用
这些规则重新估计翻译模型的翻译概率。该方法不需要引入任何语言学知识，适合大规模语料训练模型。
在大规模中英翻译评测任务中，采用该方法训练的模型与传统层次短语模型相比，不仅能够过滤 50%左右
规则，同时获得 0.8~1.2 BLEU 值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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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tration and Optimization for Hierarchical Phrase-based Model with
Forced Alignment
Xiaoyin Fu, Wei Wei, Shixiang Lu and Bo Xu
(Interactive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filtering and optimizing hierarchical phrase-based (HPB)
model. After obtaining the original HPB rules with traditional training method, we generate the bilingual
derivation trees that represent source and target sentences with forced alignment, and then extract the HPB rules
from derivation trees. At last, we re-estimated the probabilities of HPB rules with the extracted rules. This method
does not need any linguistic knowledge, and it is suitable for large-scale training corpus.

In the large scale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tasks, our proposed method filters about 50% of the original HPB rules and improves
the translation performance ranging from 0.8~1.2 BLEU on the test sets, comparing to the traditional train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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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层次短语模型[1-2]是目前最为实用的统计机器翻译模型之一。该模型采用单一的非终结
符替换短语模型中的短语规则，不需要语言学上的标注和假设，具有良好的扩展能力。和短
语模型[3]相比，层次短语模型不仅可以用短语规则描述局部的翻译信息，还可以利用层次短
语规则进行短语之间的调序，因此具有更强的表达能力和长距离调序的处理能力。目前，层
次短语模型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构建统计机器翻译系统。
传统训练层次短语模型的方法一般采用启发式的训练方式[2]。该方法首先通过基于词对
齐的平行语料抽取短语规则，然后从短语规则中利用子短语替换短语规则获取层次短语规
则。这种启发式的模型训练方式存在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启发式的抽取生成了大量冗余的
层次短语规则，并随着语料规模的增加急剧膨胀。这样不仅造成规则的过度生成，同时在解
码时容易引起搜索错误。第二，这种启发式的训练方式容易造成规则错误抽取和规则概率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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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偏差。首先，启发式规则抽取仅仅依靠基于词的对齐模型，当词对齐出现错误时，容易造
成规则的错误抽取。其次，启发式抽取无法准确统计规则的频次，造成层次短语翻译模型概
率估计出现误差。
针对上述层次短语模型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一种基于强制对齐的方法对层次短语翻
译模型规则进行过滤和优化。该方法首先使用传统训练方式得到初始层次短语集合，然后采
用强制对齐同时构建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双语解析树，并从中抽取出对齐的层次短语规则，
最后利用这些规则重新估计翻译模型的概率。一方面，强制对齐使用层次短语规则的后验概
率统计双语解析树的对齐程度，能够有效过滤层次短语中的冗余和错误。另一方面，强制对
齐通过解析树统计层次短语规则频次的这个训练过程与实际解码过程相一致，从而更加准确
地估计规则的翻译概率。该方法在过滤和优化层次短语模型的过程中不需要引入语言学知
识，适合大规模语料训练模型。大规模中英翻译结果显示，采用本文方法和传统训练方法相
比，不仅过滤了约 50%层次短语规则，同时显著提高了系统的翻译性能。
文章的组织结构如下：第 2 节简述层次短语模型过滤和优化的相关工作。第 3 节详细介
绍基于强制对齐的层次短语模型过滤和优化方法。首先介绍层次短语模型的基本概念，然后
介绍强制对齐的方法，并介绍规则过滤以及概率重估的方法。第 4 节描述实验设置和实验结
果。最后是总结和展望。

2 相关工作
近年来，不少学者针对启发式层次短语模型训练过程中存在的规则冗余和错误，以及概
率估计偏差等问题提出了各种方法进行过滤和优化。
为了减少层次短语规则中存在的冗余和错误，He[4]等人使用源语言端的关键短语过滤层
次短语，不需要利用任何的语言学信息。Iglesias[5]等根据层次短语中非终结符的数目和类型
对层次短语规则进行分类，并引入多种过滤策略提高翻译规则的质量。Shen[6]等人使用目标
语言端依存结构大量过滤层次短语规则，造成翻译性能的降低。Wang[7]等在采用源语言和
目标语言松弛依存结构对层次短语进行过滤，同时提高了系统的翻译性能。但是该方法在过
滤层次短语时，依赖于双语语料的依存句法分析。由于缺乏足够的训练数据，依存分析容易
引入新的错误。特别是对于训练大规模语料的翻译模型。
针对启发式规则抽取造成的规则错误和概率估计偏差，Wuebker[8]等人采用强制对齐的
方式对源语言和目标语言进行短语对齐，并使用留一交叉验证估计短语翻译的概率，在短语
系统上表现出良好性能。Heger[9]等在此基础上将短语对齐信息引入层次短语模型训练中，
但该方法仅对短语规则进行优化，并没有对层次短语规则进行处理。Blunsom[10]等把层次短
语的解析树作为隐变量，提出一种基于区分度的层次短语模型训练方法。Čmejrek[11]等人通
过对语料进行双语解析从中直接抽取层次短语规则。虽然 Blunsom[10]等和 Čmejrek[11]等均采
用了类似于强制对齐的方式训练层次短语模型，但是前者主要通过构建层次短语解析树来比
较翻译假设与目标语言的不同进行区分度训练，训练复杂度非常大；后者则利用双语解析通
过 EM 迭代重估层次短语翻译概率，并没有过滤冗余的层次短语规则。
本文通过强制对齐的方式同时对层次短语模型规则中存在的这两个问题进行有效处理。
首先，强制对齐依靠翻译规则的后验概率描述解析树的对齐程度，在对齐过程中不需要引入
语言学知识，同时有效过滤规则中的冗余和错误，适合大规模语料训练模型。其次，强制对
齐训练过程与实际解码过程相一致，因此能够更加准确地估计层次短语规则的翻译概率。与
Blunsom[10]的方法不同，我们限定强制对齐同时匹配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片段，从而大大缩小
训练过程的搜索空间，提高模型训练效率和准确性。

3 基于强制对齐的层次短语模型
3．1 层次短语
层次短语模型是一种加权同步上下文无关文法（SCFG），其翻译规则可以表示为：

X → γ ,α , 

（1）

其中，X 表示非终结符，γ 和 α 表示包含终结符或者非终结符的串，~表示 γ 和 α 中非终结符
的对应关系。
为了提高模型的鲁棒性，层次短语规则中添加了两个粘贴规则。这两个规则使层次短语
能够以顺序的方式进行合并。其形式如下：

S → S1 X 2 , S1 X 2
S → X1, X1

（2）

在翻译解码过程中，对于给定的源语言 f，层次短语规则一般会生成各种不同的解析树
D。这些解析树分别对应不同可能的目标语言翻译 e。通常采用对数线性模型[12]对解析树 D
的多个特征进行融合：

P( D) ∝ ∏ ϕi ( D)λi

（3）

i

式中 φi 表示定义在解析树上的特征，λi 表示特征的权重。常用的特征包括源语言到目标语言
以及目标语言到源语言的双向短语翻译特征、双向词汇化特征、语言模型特征、单词长度特
征、规则数目特征等。
3．2 强制对齐
基于层次短语的强制对齐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利用层次短语规则对训练语料进行双语
解析的过程。该过程根据层次短语具有的同步上下文无关文法特性对平行句对进行解析，获
得能够同时表示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双语解析树，并从该解析树中抽取得到相应的层次短语
规则。
给定平行语料中的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句子 f = fM1 和 e = eN1 。对于每个平行句对 f 和 e，强
制对齐通过搜索同时匹配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句子片段的规则，自底向上的构建训练语料的双
语解析树。解析树上的每个节点对应一条层次短语规则。在强制对齐的过程中，采用递归的
方式合并当前节点的层次短语规则和该节点的孩子节点对应的对齐片段，从而生成更长的对
齐片段。这种递归方式类似于翻译过程的 CKY 解码。不同之处在于，强制对齐已知源语言
和目标语言句子，因此解析树必须同时符合双语片段。此外，强制对齐并不要求双语解析树
匹配整个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句子，即使能够部分匹配双语句对，我们同样可以从中抽取有用
的层次短语规则。
图 1 给出了一个从平行句子中利用强制对齐抽取层次短语的实例。假设层次短语集合中
存在如图 1 左侧的层次短语规则，那么对于给定的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句子通过强制对齐能够
构建一棵如图 1 右侧的解析树。为了更清楚的说明，图中目标语言解析树中父节点的非终结
规则和子节点的翻译假设进行了合并。
根据图中箭头的方向可以看到，强制对齐的过程实际上是通过层次短语规则自底向上同
时构建源语言和目标语言解析树的过程。首先由于中文单词“中国”和“经济”根据短语规
则能够被翻译成英文“China”和“the economy”，而且这两个翻译片段能够完全匹配目标语

言句子片段，因此我们保留这两条规则作为双语解析树的节点。然后根据规则集合中的层次
短语规则对翻译片段组合，查看新的翻译片段是否能够匹配双语片段并保留该规则生成父节
点。该过程持续进行直到双语句对“发展 中国 的 经济”和“developing the economy of China”
完全解析。最后，我们可以得到图中所示的双语解析树。
目标语言

源语言
发展 中国 的 经济

r1 : X → 中国，China

发展 X1

developing

X1 的 X2

the economy
economy of China
the
China

r2 : X → 经济，the economy
r3 : X → 发展，
X 1 developing X 1
r4 : X → X 1 的，
X 2 X 2 of X 1

developing the economy of China

中国

经济

China

the economy of China1

the economy

图 1 强制对齐抽取层次短语规则实例
3．3 规则抽取和概率重估
3.3.1 规则抽取
对于每一个双语平行句对，强制对齐通常会生成大量不同的双语解析树。特别是对于存
在大量冗余和错误的层次短语规则，双语解析树的形式往往差别很大。为了更好的衡量双语
解析树的对齐程度，我们 引入和翻译解码相似的对数线性模型对解析树进行打分。对于强制
对齐形成的双语解析树，我们使用如下规则计算其权重：

P( D | e, f ) ∝

∏
γ α

i, X → ,

ϕi ( X → γ , α ) λ

i

∈D

（4）

式中 φi 和 λi 的含义与公式(3)相同，X →〈γ, α〉表示双语解析树 D 节点上的层次短语规则。
实验时，我们设定各个特征的权重 λi 为一个相同的值。而且在强制对齐中，我们使用的特征
包括双向短语翻译特征 p ( f | e) 和 p (e | f ) 、双向词汇化特征 lex( f | e) 和 lex(e | f ) ，规则数
目特征。其中翻译概率特征和词汇化特征来自于启发式的模型训练。虽然启发式训练得到的
后验翻译概率并不准确，但是能够有效衡量强制对齐解析树的对齐程度。这里我们并没有使
用语言模型特征，因为强制对齐中目标语言已经给定。
当双语解析树生成后，我们通过递归的方式自顶向下回溯解析树上的每个节点，并从节
点上获取用到的层次短语规则。抽取时，我们对解析树上的节点做如下约束：
1）解析树的节点打分大于阈值 τ 。
2）解析树的节点所表示的源语言跨度大于 l。
由于层次短语规则中存在一定的对齐错误，第一条约束要求强制对齐获得的对齐片段拥
有较高的对齐得分，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规则错误造成的误差。实验中我们设定阈值 τ 为
相同源语言跨度的 n 最优结果，并且取 n = 6 。第二条约束要求对齐的双语片段具有一定的
长度。我们认为较长对齐片段的解析树打分准确性较高，实验中，我们取 l = 2 。通过这种
方式，能够有效过滤层次短语规则中的冗余和错误规则。
3.3.2 概率重估
我们使用极大似然估计来重新计算层次短语翻译概率。和启发式的模型训练不同的是，

短语规则的频次的统计来自强制对齐的解析树，而不是词对齐信息。层次短语规则翻译概率
的计算公式如下：

pFA ( f | e) =

count FA ( f , e )
∑ countFA ( f ′, e )

（3）

f′

式中 countFA(f,e)表示层次短语规则在训练语料所有双语解析树中出现的频次。在强制对齐
中，层次短语规则和短语规则的概率都统一采用相同的方式进行估计，规则的频次的统计和
实际解码的使用方式一致，因此能够有效避免启发式的方式造成概率估计的偏差。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4．1 实验设置
我们分别选取了口语和新闻两个领域的中文—英文的翻译任务来测试采用不同方法训
练的层次短语模型及其翻译性能。翻译实验所用的语料规模如表 1 所示。我们使用 SRILM[13]
工具训练四元语言模型，并用 Kneser-Ney 平滑估计参数。对于口语领域，我们使用的开发
集为 IWSLT07，测试集为 IWSLT08。对于新闻领域，我们使用的开发集为 NIST06，测试集
为 NIST08。我们使用最小错误率训练[14]优化对数线性模型的各个参数。翻译结果的评价标
准采用的是大小写不敏感 BLEU-4[15]。实验中使用的解码器是基于 CKY 方式解码的层次短
语翻译系统，并使用 Cube-Pruning 裁剪搜索空间。
表 1 翻译模型和语言模型训练语料统计
翻译领域
口语
新闻

模型

句对数

中文词数

英文词数

翻译模型

1

382K

3.0M

3.1M

语言模型

2

1.3M

——

15.2M

翻译模型

3

3.4M

64M

70M

语言模型

4

14.3M

——

377M

4.2 实验结果
我们首先采用传统启发式的方法训练得到初始层次短语翻译模型，并将该模型作为基准
系统。训练过程中采用的约束条件与文献[2]相同。然后用本文提出的方法通过训练语料强制
对齐对这些规则对进行过滤和优化。
首先，我们分别统计基准系统和强制对齐得到的层次短语模型规则数目，比较采用强制
对齐的训练方式在模型过滤的方面性能。
从表 2 可以看出，虽然在启发式的模型训练过程中对规则抽取进行了约束，但是层次短
语规则数目相比短语规则依然多出不少。而且在口语和新闻两个领域，采用强制对齐均能够
有效过滤层次短语。和基准系统相比，口语和新闻领域规则总数目分别减少了 46%和 53%。
值得注意的是，和短语规则过滤的数目相比，采用强制对齐的方式能够过滤更多的层次短语
规则。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层次短语规则存在更多的冗余和错误，通过强制对齐能够有效
1

BTEC (Basic Traveling Expression Corpus)和 CJK (China-Japan-Korea corpus)双语语料。
BTEC+CJK+CWMT2008 语料英文部分。
3
NIST08 提供的 LDC 语料。包括 LDC2002E18，LDC2002T01，LDC2003E07，LDC2003E14，LDC2003T17，
LDC2004T07，LDC2004T08，LDC2005T06，LDC2005T10，LDC2005T34，LDC2006T04。LDC2007T09。
4
LDC2007T07 语料英文部分．
2

过滤这些规则。
表 2 基于强制对齐的层次短语模型过滤性能
系统
基线系统
强制对齐

翻译领域

短语规则

层次短语规则

合计

口语

4,643K

18,762K

23,405K

新闻

57,272K

290,094K

347,366K

口语

3,807K

8,871K

12,678K

新闻

45,817K

118,444K

164,261K

为了分别比较强制对齐在模型过滤和优化上的翻译性能，我们首先仅仅对基准系统的层
次短语模型进行过滤，解码时规则的翻译概率依然采用和基准系统相同的概率进行解码。然
后再对规则的翻译概率根据强制对齐结果进行重估。实验结果如表 3 所示，其中“**”表示
在显著性测试中 p < 0.01 。
表 3 基于强制对齐的层次短语模型翻译性能
系统

IWSLT 08

NIST 08

基线系统

35.39

26.43

+强制对齐（规则过滤）

**

36.12

26.98**

+强制对齐（概率重估）

36.57**

27.20**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强制对齐在大量过滤层次短语规则的基础上，显著提高了系统翻
译性能。进一步说明采用启发式模型训练得到的层次短语规则存在较多的冗余和错误，通过
强制对齐能够对其进行有效过滤。仅仅通过过滤错误和冗余规则，翻译性能就已经得到显著
提高。此外，采用强制对齐重新估计规则的翻译概率能够进一步提高系统的翻译性能。在
IWSLT08 测试集上，BLEU 值提高了 1.2 个点；在 NIST08 测试集上，BLEU 值提高了 0.8
个点。说明采用启发式的方法统计和估计层次短语规则得到的翻译概率并不准确。通过强制
对齐能够有效估计层次短语翻译概率，并提高系统翻译性能。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强制对齐的层次短语规则过滤和优化方法。该方法利用初步训练得到
的层次短语规则对双语语料进行强制对齐，构建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句子的解析树，并从解析
树上统计得到层次短语规则的频次，重估层次短语规则的翻译概率。强制对齐在过滤和优化
层次短语规则的过程中不需要引入语言学知识，适合大规模语料训练模型。而且，强制对齐
训练过程与解码过程相一致，能够更加准确地估计层次短语规则的翻译概率。实验结果显示，
该方法能够过滤 50%左右的层次短语规则，同时在测试集上获得 0.8~1.2 BLEU 值的提高。
在目前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利用层次短语强制对齐从双语语料的解析树中获得
的层次短语规则之间的上下文信息，用来指导解码过程中的规则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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