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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对新闻语料中中日命名实体的翻译特征进行了分析，基于这些特征，本
文提出了一种中日双语命名实体词汇翻译自动抽取的方法，该方法融合了中日汉字翻译
概率、片假名词汇和中文词汇的拼音矩阵以及双语词汇共现等特征。实验表明本文方法
取得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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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ino-Japanese named entity translation in
the news corpus, this paper proposes a novel approach for automatic extraction
of named entity translation. We find there are several valuable features that
can be used: the translation probability of Japanese kanji and Chinese character,
the phonetic matrix between katakana and Chinese word and the source word and
target word’s co-occurrence count. The experiment shows that our approach can
extract the named entity translation with relatively high pr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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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命名实体(Named Entity)主要是指人名、地名、机构名等以名称作为标识的实体。
[1]

命名实体往往是专有名词，并且在语言表达中包含了重要信息 ，因此命名实体词汇的
翻译对于跨语言信息检索、机器翻译等应用而言是较为重要的翻译知识，此外命名实体
词汇的翻译对于双语词典来说，往往属于未登录词，可以对已有的双语词典进行有效的
补充。
双语命名实体词汇翻译的自动抽取过程，一般可以分为两个步骤：（1）在源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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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双语环境中进行命名实体词汇的识别；
（2）对识别出的命名实体词汇，利用各种对齐
特征，进行翻译对的自动抽取。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两个步骤都是具有挑战性的
工作。由于命名实体词汇识别本身会出现错误，因此在实体词汇翻译抽取过程中会出现
错误延续，甚至扩大的可能。对于中文和日文这类词汇之间没有空格区分的语言而言，
在第一个步骤命名实体识别之前，还需要进行分词，同样，分词中的错误也会延续到之
后的处理过程中。
在基于平行语料库的命名实体词汇翻译自动抽取的研究中，一般是分别在源语言和
目标语言中识别出命名实体词汇，然后利用词典查找、音译模型等实现命名实体的对齐
[2-4]

。Huang Fei 等人为了避免词典覆盖的局限性以及音译模拟模型缺少上下文有关信息，

提出了一种基于最小代价的线性多特征融合模型，以提高命名实体词汇翻译的抽取效果
[5]

。这些方法基于的前提是双语都进行命名实体识别，对于只在一种语言中进行了命名

实体识别来说就不适用了，Donghui Feng 等人针对这样的情况，提出利用最大熵模型集
成多种特征实现命名实体翻译词汇的对齐，这些特征包括：翻译模型、音译模型、共现
[6]

模型以及扭曲模型 。现有的命名实体词汇翻译抽取研究主要是基于中英双语，对于中
日双语研究较少，而在现实生产生活中，特别是新闻领域，需要中日命名实体翻译的应
用仅次于中英双语，因此有必要研究如何实现中日命名实体翻译的自动抽取。已有的研
究主要是针对中英双语的命名实体翻译抽取，而中日翻译中有着不同于中英翻译的特点，
现有方法照搬到中日双语命名实体抽取中存在着局限性，并且忽略了中日翻译中有助于
命名实体词汇翻译抽取的特征。本文在详细分析中日双语新闻中命名实体词汇翻译特点
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融合汉字翻译概率、中文词汇和片假名词汇的拼音矩阵以及双语
词汇共现特征的中日命名实体词汇翻译抽取方法。
本文第二节分析了中日双语新闻中命名实体词汇翻译的特点；第三节提出了一种中
日命名实体词汇翻译的抽取方法，详细介绍了方法中各种特征的计算方法；第四节给出
实验结果，针对结果中的错误分析，提出了改进方法；最后一节对本文的工作进行总结
和展望。

2 中日双语新闻中命名实体词汇的翻译特点
在中日双语新闻中，存在着大量的人名、地名以及机构名。由于中文和日文在语言
发展历程上的相互影响，因此中日命名实体词汇的翻译存在以下特点：
（1） 中国和日本人名在中日翻译中，通常采用汉字。比如中文新闻中出现的人名：
“钟南山”
、“丰田章男”，对应的日文为：“鐘南山”、“豊田章男”。在这种情
况下，中日翻译之间只是存在字体的变化。但是，由于目前日本政府颁布的“常
用汉字”只有 2 千个左右，因此新闻中出现的中文人名汉字常常不在其中，比
如：“谭晶”的“谭”
，“杨洁篪”的“杨”和“篪”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日文
翻译时会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进行简繁体转换，比如“谭晶”翻译为“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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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
；另一种用发音近似的片假名替代，比如“杨洁篪”翻译为“楊潔チ”。不
过，在中国人名翻译中也存在例外，比如“成龙”并是不翻译为“成龍”，而
是ジャッキー∙チェン，这是对应成龙的英文名“Jackie Chan”的音译。
（2） 对于西方人名，在中日翻译通常都是采用音译，区别是：中文使用发音近似的
汉字，而日文使用发音近似的片假名。比如：
“Clinton”，中文翻译为“克林
顿”
，日文翻译为“クリントン”
；
“Bill Gates”
，中文翻译为“比尔・盖茨”
，
日文翻译为“ビル・ゲイツ”
。不过，也存在着例外，比如“Kevin Rudd”
，中
文翻译为“陆克文”
，日文翻译为“ケビン・ラッド”
。
（3） 机构名在中日翻译中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都是使用汉字，只是字体不同，比
如：
“铁道部”翻译为“鉄道部”
；第二种是中日都有固定词汇，因而采用意译，
比如“安理会”翻译为“安保理”
；第三种是都采用英文缩略语，比如“WTO”。
不过在机构名翻译中，常常会出现一方使用简称的情况，比如：“经保分局”
翻译为“経済文化保衛分局”，“哈佛大学”翻译为“ハーバード大”（日文的
全称应该是“ハーバード大学”
）
。
（4） 地名词汇在中日双语新闻的翻译特点和有人名的翻译有相似之处，不过地名中
常常出现汉字、片假名混和的情况，比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翻译为“新
疆ウイグル自治区”
，
“加利福利亚州”翻译为“カリフォルニア州”
。
以上列出的翻译特点在本文的中日命名实体词汇翻译抽取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下一
节中本文详细说明如何将这些翻译特点作为特征融合在自动抽取过程中。有一点需要说
明的是，上文列出的翻译特点，是针对中译日，并且译者母语为中文的双语新闻中总结
出来的，如果译者母语是日文，在翻译中可能还有另外的特点，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3 命名实体词汇翻译的自动抽取
本文的研究工作是基于中日双语新闻语料，在进行中日命名实体词汇翻译抽取之前，
首先分别对中日语料进行分词，并在中文一方进行命名实体词汇的识别；然后针对中日
双语新闻中的命名实体翻译特点，采用融合多特征的命名实体翻译抽取方法，抽取步骤
为：
（1）利用中日汉字翻译概率实现全汉字词汇翻译的抽取；
（2）利用拼音矩阵特征和
共现特征实现片假名词汇翻译的抽取。下面详细介绍每步的实现过程。

3.1 日文全汉字词汇翻译抽取
通过对中日命名实体翻译的特点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文命名实体在翻译成日文时，
常常会出现全汉字词汇（词汇中的字符全是汉字）。在本文研究的语料中，日文句子中
一共出现了 10217 个全汉字词汇，涉及到 2580 个汉字。对于日文全汉字词汇，由于日
文汉字和中文汉字的集合存在差别，并且在全汉字词汇中，有的是意译结果，比如中文
词汇“外交部”翻译为日文的“外務省”，因此无法通过字体转换进行命名实体翻译的
抽取。针对日文命名实体为全汉字的词汇，本文利用中日汉字翻译概率，来计算中文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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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实体词汇和它的翻译概率。
假定，中文命名实体词汇 nec 由 n 个汉字组成，表示为：nec={c1,c2,...,cn},日文全
汉字词汇 nej 由 m 个汉字组成，表示为：nej={j1,j2,...,jm},这两个词汇的翻译概率
Pkanji(nej|nec)表示为下面的公式：
𝑛
𝑃𝑘𝑎𝑛𝑗𝑖 (𝑛𝑒𝑗 |𝑛𝑒𝑐 ) = ∏𝑚
𝑦=1 ∑𝑥=1 𝑝(𝑗𝑦 |𝑐𝑥 )

(3.1)

在公式 3.1 中，p(jy|cx)表示中文汉字翻译 cx 为日文汉字 jy 的概率，p(jy|cx)可以利
[7]

用 IBM Model 1 从中日双语平行语料中获得。
在一个中文句子中，针对每一个中文命名实体词汇，计算平行的日文句子中所有全
汉字词汇和它的翻译概率，取概率值最高的全汉字词汇作为该中文命名实体的翻译。

3.2 片假名词汇翻译抽取
完成 3.1 节说明的抽取步骤后，
对于语料中没有找到翻译结果的中文命名实体词汇，
本文认为其可能翻译为片假名词汇，下面介绍片假名词汇翻译抽取的步骤。
对于外来语的翻译，中文和日文中都有音译方式，并且在人名、地名中采用音译方
式的比例很高。在中文中，音译的方式是使用发音近似的汉字来表示；在日文中，音译
的方式是用发音近似的片假名来表示。比如：“Boston”，中文翻译为“波士顿”，汉字
对应的拼音序列为“boshidun”
，日文翻译为“ボストン”,片假名对应的罗马音序列为
“bositon”
。
经典的音译模型是基于统计的音译模型

[8,9]

，也就是利用统计方法从标注好的数据中

学习音译规律。中文字符和日文字符直接利用统计的音译模型并不合适，因为日文片假
名字符（清音、浊音、半浊音）不到 80 个，而中文外来语词汇中的汉字则可以达到上
千。Donghui Feng 等人在研究中计算中文词汇的拼音字符串和英文字符串的 XDice’s
[6]

系数，以此作为中文词汇和英文词汇的互为翻译的特征之一 。本文在研究中文词汇和
对应的片假名词汇时发现，利用中文词汇拼音序列和片假名罗马音序列构成的拼音矩阵，
计算中文词汇和片假名词汇的翻译概率比利用 XDice’s 系数更有效。
拼音矩阵的构造方法是：假设中文命名实体词汇 nec 的汉字拼音序列表示为：
nec={p1,p2,...,pn},日文片假名词汇 nej 的罗马拼音序列表示为：nej={r1,r2,...,rm}, 则
这两个词汇的拼音矩阵 M(nec,nej)可以表示为：M(nec,nej)＝[mij],其中 i∈[1,n],j∈
[1,m]，
𝑚𝑖𝑗 = {

1,

𝑝𝑖 和𝑟𝑗 相同

0,

𝑝𝑖 和𝑟𝑗 不相同相同

（3.2）

比如：
“波士顿”和“ボストン”对应的拼音矩阵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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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拼音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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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矩阵特征𝑇𝑟𝑎𝑛𝑠𝑙𝑖(𝑛𝑒𝑐 , 𝑛𝑒𝑗 )的计算公式为：
𝑇𝑟𝑎𝑛𝑠𝑙𝑖(𝑛𝑒𝑐 , 𝑛𝑒𝑗 )＝

∑𝑖=𝑗 𝑚𝑖𝑗 +∑𝑗=𝑖+1 𝑚𝑖𝑗 +∑𝑗=𝑖−1 𝑚𝑖𝑗
𝑚𝑖𝑛(𝑛,𝑚)

(3.3)

从公式 3.3 可以看出，公式中的分母𝑚𝑖𝑛(𝑛, 𝑚)表示汉字拼音序列和片假名罗马拼音
序列长度值的较小者，公式中的分子：∑𝑖=𝑗 𝑚𝑖𝑗 + ∑𝑗=𝑖+1 𝑚𝑖𝑗 + ∑𝑗=𝑖−1 𝑚𝑖𝑗 ，实际上是在
计算矩阵对角线上以及临近的元素的和，这些元素不仅可以体现 Donghui Feng 等人提
出的 XDice's 系数计算中涉及的连续 2 元子串以及间接 2 元子串，还可以体现相同的 1
元子串，因此本文的拼音矩阵特征要比 XDice’s 系数更有效地反映互译词汇之间的音
译特征。
除了拼音矩阵特征之外，我们还加入了词汇共现特征，共现特征𝐶𝑜𝑜𝑐(𝑛𝑒𝑐 , 𝑛𝑒𝑗 )的计
算公式如下：
𝐶𝑜𝑜𝑐(𝑛𝑒𝑐 , 𝑛𝑒𝑗 )＝

𝑐𝑜𝑢𝑛𝑡(𝑛𝑒𝑐 ,𝑛𝑒𝑗 )
∑ 𝑐𝑜𝑢𝑛𝑡(𝑛𝑒𝑐 )

+

𝑐𝑜𝑢𝑛𝑡(𝑛𝑒𝑐 ,𝑛𝑒𝑗 )
∑ 𝑐𝑜𝑢𝑛𝑡(𝑛𝑒𝑗 )

(3.4)

其中𝑐𝑜𝑢𝑛𝑡(𝑛𝑒𝑐 , 𝑛𝑒𝑗 )，表示中文命名实体 nec 和日文平假名词汇 nej 在平行句对中同
时出现的次数，𝑐𝑜𝑢𝑛𝑡(𝑛𝑒𝑐 )表示中文命名实体 nec 在整个语料中出现的次数，𝑐𝑜𝑢𝑛𝑡(𝑛𝑒𝑗 )
表示日文平假名词汇 nej 在整个语料中出现的次数。
对于中文命名实体词汇 nec 和日文片假名词汇 nej 的翻译概率 Pkata(nej|nec)计算公式
如下：
𝑃𝑘𝑎𝑡𝑎 (𝑛𝑒𝑗 |𝑛𝑒𝑐 ) = 𝛼𝑇𝑟𝑎𝑛𝑠𝑙𝑖(𝑛𝑒𝑐 , 𝑛𝑒𝑗 ) + 𝛽𝐶𝑜𝑜𝑐(𝑛𝑒𝑐 , 𝑛𝑒𝑗 )

(3.5)

其中𝑇𝑟𝑎𝑛𝑠𝑙𝑖(𝑛𝑒𝑐 , 𝑛𝑒𝑗 )，表示 nec 和 nej 的拼音矩阵特征，𝐶𝑜𝑜𝑐(𝑛𝑒𝑐 , 𝑛𝑒𝑗 )表示 nec 和
nej 的共现特征，𝛼表示拼音矩阵特征的权重，𝛽表示共现特征的权重，因为这两个特征
都是重要的特征，在实验中我们将这两个权重值均设为经验值 0.5。对于一个中文命名
实体词汇的候选片假名词汇翻译中，取翻译概率最高的作为结果输出。

4 实验结果及分析
本文研究的语料是新闻网站中的中日双语新闻，包含 6300 条平行句对。中文句对
中包含命名实体词汇的句子占 98.6%，平均每个中文句子包含 1.7 个命名实体。在进行
5

命名实体词汇翻译抽取前，本文利用中科院分词工具 ICTCLAS(http://ictclas.org.cn)
进行分词、词性标注，在词性标注结果中以“/nr”作为人名词汇的识别结果，“/ns”
作为地名词汇的识别结果，“/nt”作为机构名词汇的识别结果。日文采用分词工具
MeCab(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mecab/)对日文进行分词以及词性标注。实
验结果评价采用准确率（Precision,P）
、召回率(Recall,R)和 F 值（F-score，F）
。准
确率 P 的计算方法如公式 4.1 所示，召回率 R 的计算方法如公式 4.2 所示，F-sorce 的
[10]

计算方法如公式 4.3 所示

=
=
=

。

正确翻译对个数
抽取出的所有命名实体词汇翻译对
正确翻译对个数
语料中的所有命名实体词汇翻译对
2∗𝑃∗𝑅
𝑃+𝑅

× 100%

（4.1）

× 100%

（4.2）

× 100%

(4.3)

命名实体翻译中，由于中日分词的标准不同，因此命名实体词汇存在一对多和多对
一的情况。我们在统计词汇翻译抽取结果时，如果一方是另一方实际翻译结果的子串，
也认为该结果正确。比如：抽取出“马朝旭--馬”
，统计中这个结果属于正确。
已有命名实体词汇翻译抽取的研究中，双语语言大多是以中英双语作为研究对象
[2,5,6]

，这些研究中命名实体词汇翻译抽取方法，一般是在 IBM Model 词对齐的基础上，

加入中英翻译的音译模型以及共现特征抽取词汇翻译。考虑到命名实体词汇翻译中一对
多和多对一的情况，本文命名实体词汇翻译抽取实验的 baseline 系统抽取步骤为：
（1）
分别采用 IBM Model 4 和 HMM（Hidden Markov Model）进行双向（中文到日文，日文到
中文）对齐；
（2）在 IBM Model 4 和 HMM 的双向对齐结果中，对中文命名实体词汇对应
的日文翻译中概率最高的前三名求交集，以此作为两个模型的抽取结果；（3）将两个模
型的抽取结果求交集，以此作为 baseline 系统的结果。
本文的命名实体词汇翻译抽取方法对于人名、地名以及机构名来说没有区别，但是
日文全汉字词汇和片假名词汇的抽取结果有所不同，因此 baseline 的实验结果和本文
方法的实验结果对日文全汉字词汇翻译和片假名词汇翻译的抽取分别进行评价，并取两
者的平均值作为综合评价的数值。实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命名实体词汇的抽取结果评价
P/%

R/%

F/%

Baseline
日文全汉字词汇

60.58

69.52

64.74

Baseline
片假名词汇

67.74

74.87

71.13

Baseline 综合

64.16

72.19

67.94

日文全汉字词汇

96.45

98.17

97.30

片假名词汇

74.73

60.83

67.06

综合

85.59

79.50

82.43

在表 2 中的结果中可以看到，如果中文命名实体翻译成日文全汉字词汇，则利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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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翻译概率特征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本文对日文全汉字词汇抽取结果错误分析中发现，
分词中的错误是影响精确率和召回率的主要原因。命名实体往往属于未登录词汇，并且
在语料中出现的次数较少，现有的中文分词工具对于命名实体的分词容易产生错误。比
如下面的例句中，分词结果就出现了错误。
例 1：
原文：该党干事长冈田克也将出任外务大臣。
分词结果：该党 干事长 冈田克 也 将 出任 外务 大 臣 。
命名实体识别结果：该党/r 干事长/n 冈田克/nr 也/c 将/d 出任/v 外务/n 大/a 臣

/n 。/w
说明：
“/nr”是人名的标注
日文分词结果：外務/n 大臣/n に/u 岡田/n 克也/n 幹事/n 長/n を/u 起用/n する

/v 。/w
在例 1 中，人名“冈田克也”被错误的分成了“冈田克”和“也”
，并且将“也”
的词性标注为“/c”
（连词标识）
。
例 2：
原文：他们考察了宫城县石卷市的两家水产品加工厂。
分词结果：他们 考察 了宫城 县 石 卷 市 的 两 家 水产品 加工厂 。
命名实体识别结果：他们/r 考察/n 了宫城/ns 县/n 石/j 卷/ng 市/n 的/b 两/m 家

/k 水产品/n 加工厂/n 。/w
说明：
“/ns”是地名的标注
日文分词结果：担当/n 者/n ら/n は/u 宮城/n 県/n 石巻/n 市/n の/u 水産/n 品/n

加工/n 場/n 2/n 社/n を/u 視察/n し/v た/uv 。/w
在例 2 中，地名“宫城县”在分词中，将前面的“了”和“宫城”合并在一起成为
“了宫城”
，并且识别为“/ns”
（地名标识）。地名“石卷市”分成了“石”
、
“卷”、
“市”，
并且词性分别被标注成“/j”
（简称标识）
、“/ng”
（名词性语素标识）以及“/n”（名词
标识）
。
上面两个例子中的分词错误，会延续到命名实体词汇翻译的抽取，从而产生错误：
本文利用汉字翻译概率抽取的日文全汉字词汇翻译时，只计算中文命名实体词汇和日文
全汉字词汇的翻译概率。例 1 中“也/c”，由于它没有命名实体的标识，因此不会被抽
取出来，类似的，例 2 中的“石/j 卷/ng 市/n”
，也不在抽取结果之中。而“了宫城”
虽然是一个错误的地名，但是由于有地名的标注，因而会被抽取出来。
在片假名词汇抽取的实验中，召回率相对于日文全汉字词汇有较大差距，其主要原
因是本文利用的拼音矩阵特征是针对仅由片假名字符组成的词汇，而对于片假名和中文
混合的日文词汇则并不适用。针对这一情况，本文对日文分词工具 MeCab 产生的结果进
行了调整：将日文分词结果中片假名和中文混和的词汇进行再切分，分成仅有片假名字
符组成的词汇以及全汉字词汇。在日文分词调整后的双语语料中，切分产生的全汉字词
汇对于日文全汉字词汇的命名实体翻译抽取实验结果几乎没有影响，而对于片假名词汇
的命名实体翻译抽取的实验结果是有影响的，
分词调整前后的实验结果对比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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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日文分词调整对片假名命名实体词汇翻译抽取的影响
P/%

R/%

F/%

调整前

74.73

60.83

67.06

调整后

73.52

86.17

79.34

从表 3 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文分词的调整在片假名命名实体词汇翻译抽取的召回率上有
明显的提高。

5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中日双语命名实体词汇翻译的自动抽取方法，该方法融合了中日汉
字翻译概率、片假名词汇和中文词汇的拼音矩阵特征以及双语词汇共现等特征，实验结
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能有效的从中日双语新闻语料中抽取出命名实体词汇翻译。我们
下一步的工作将考虑把日文命名实体的识别作为新特征融合进来，以提高命名实体词汇
翻译抽取效果，并且在命名实体词汇翻译抽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命名实体短语翻译的
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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