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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型转换式汉英机译的一些技术处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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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句型转换式机器翻译涉及的技术很多. 主要工作有四部分：第一部分给出一种自动分词边界问题处理方法; 第

二部分探讨一般句与疑问句的句型结构; 第三部分研究汉英机器翻译的译文生成问题; 第四部分是一种“是”动词“am; is;
are”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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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两种不同的自然语言(例如英语和汉语)句子在计算机上用程序实现自动翻译, 这就是机器翻译. 机器
翻译研究课题除了其相当高的理论价值外, 还由于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被确定为21世纪要解决的科技
难题之一[1-2]. 当然, 研究目前还面临许多困难, 因此, 各个方面的探讨就显得很有意义.
在计算机上用程序实现机器翻译目前仅有三种实用方法：类比机器翻译方法; 概率统计机器翻译方法和转
换式机器翻译方法. 转换式机器翻译方法的程序处理就是两种语言间单词、短语和句型的匹配, 借助于词法分
析、句法分析、语法分析、语义分析、语用分析和语境分析, 最后调序及目标语言的生成完成自动机器翻译.
我们在其它文献中介绍了我们所做汉英机器翻译研究的一些阶段成果 [3-5], 本文的工作是进一步研究的探
讨. 第一部分给出汉语句自动分词边界问题解决; 第二部分探讨一般句与疑问句句型表达式的处理. 第三部分
研究汉英机器翻译的自动调序问题. 第四部分是一种“是”动词“am; is; are”的处理方法.

1 汉语句自动分词边界问题处理
在机器翻译过程中, 要把汉语句子翻译成英语句子, 汉语句子首先要自动分词. 即把汉语句子切分成一个
个单词再作下一步处理. 关于自动分词方法, 文献[6]已经做过详细介绍, 本文不再赘述. 现在要介绍的是自动
分词遇到的边界问题：文献[6]介绍的分词方法是一种正向分词方法, 其思路是把待翻译的汉语句子取前三个字
查找单词库, 若不是一个单词, 则删除三个字的最后一个字再实施查找, 这样一直循环查找, 至找到一个单词为
止. 待翻译的汉语句子剩余部分重复此工作, 直到把所有的待翻译的汉语句子的词都分出为止. 这里可能就出
现这样的情况, 自动分词到最后, 待翻译的汉语句子剩下的不是三个字, 算法越界死机, 为避免这种情况, 我们
作如下处理：
步骤 1：待翻译的汉语句子的字数≥3？是, 转步骤 7.
步骤 2：待翻译的汉语句子的字数=2？ 是, 转步骤 6.
步骤 3：待翻译的汉语句子的字数=1？ 是, 转步骤 5.
步骤 4：已经完全分词, 进入下阶段处理.
步骤 5：进入查找单字词阶段.
步骤 6：进入查找两字词阶段.
步骤 7：自动分词算法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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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句与疑问句句型表达式的处理
汉英机器翻译采用句型转换的方法就是把汉语句子的单词和句型结构映射为英文句子相对应的单词和句型
结构, 能够程序实现翻译的核心是句型结构的表达式相同. 但是, 一般句与疑问句的句型表达式可能相同, 但它
们翻译出的英语句子中的单词顺序却不相同. 例如：“你们是学生. ”与“你们是学生？”句型表达式都是“pvn”, 但
译文应该是不同的两种, You are students.和 Are you students? 为此, 处理的方式根据待翻译的句子结尾是句号
还是问号来区别是一般句与疑问句. 即, 一般句与疑问句的句型表达式建立在不同的模块中, 处理步骤如下：
步骤1：求待翻译汉语句子字符长度, 记为x;
步骤2：根据x求出待翻译汉语句子最后一个字符, 记为fh;
步骤3：fh是“？”？, 是转步骤5;
步骤4：一般句的句型表达式方式处理;
步骤5：疑问句的句型表达式方式处理.
显然, 在不同的模块中, 一般句与疑问句的句型表达式即使相同, 它们的译文输出表达式却不相同. 例如,
“你们是学生. ”与“你们是学生？”句型表达式都是“pvn”, 但在不同的模块处理后, 译文输出表达式为yy(1)yy(2)
yy(3)和 yy(2)yy(1) yy(3).

3 汉英机器翻译的自动调序问题
调序指的是要翻译的英语句子与汉语句子单词表示的顺序不同, 当然这就需要程序自动处理, 完成调序.
如果设一个英语单词由yy(i)表示, 汉英句型转换的机器翻译句子的顺序有下列情况：
(1) 要翻译的汉语句子单词顺序与生成的英语句子单词顺序相同.
举例：要把“现在我们详细介绍计算机”, 这一汉语句子翻译成英语句子, 首先建立句型表达式, zs = "dpdvn".
其中, 第一个d是“现在”这一单词的词性标注符; p是“我们” 的词性标注符; 第二个d是“详细”的词性标注符; v是
“介绍”的词性标注符; n是“计算机”的词性标注符. 程序自动调序结果单词顺序任然是：yy(1)yy(2) yy(3)
yy(4)yy(5).
(2)要翻译的汉语句子单词顺序与生成的英语句子单词顺序不同.
举例：要把“计算机对生产过程带来根本变化”, 这一汉语句子翻译成英语句子, 首先建立句型表达式, zs =
"njnnvan".其中, 第一个n是“计算机”这一单词的词性标注符; j是“对” 的词性标注符; 第二个n是“生产”的词性标
注符; 第三个n是“过程”的词性标注符; v是“带来”的词性标注符; a是“根本”的词性标注符; 最后的n是“变化”的
词性标注符. 程序将自动调序, 结果机器翻译句子单词顺序成为：yy(1)yy(5) yy(6) yy(7)yy(2) yy(3)yy(4). 即：
Computer brought complete change to production process.

4 关于“am; is; are”的处理
在机器翻译的汉译英中, “是”动词会遇到“am; is; are”的选择, 人工翻译按照人称规则很容易选择. 为使翻译
程序实现自动处理, 我们设计了如下子算法：
若翻译的汉语句动词为“是”, 转入子程序SDCCL
<SDCCL>
yxz1：要翻译生成的英语句“是”相邻单词出现“I”, “是”动词选择“am”, 转yxz10;
Yxz2：要翻译生成的英语句“是”相邻单词出现“she”, “是”动词选择“is”, 转yxz10;
Yxz3：要翻译生成的英语句“是”相邻单词出现“he”, “是”动词选择“is”, 转yxz10;
Yxz4：要翻译生成的英语句“是”相邻单词出现“this”, “是”动词选择“is”, 转yxz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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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xz5：要翻译生成的英语句“是”相邻单词出现“her”, “是”动词选择“is”, 转yxz10;
Yxz6：要翻译生成的英语句“是”相邻单词出现“you”, “是”动词选择“are”, 转yxz10;
Yxz7：要翻译生成的英语句“是”相邻单词出现“they”, “是”动词选择“are”, 转yxz10;
Yxz8：要翻译生成的英语句“是”相邻单词出现“we”, “是”动词选择“are”, 转yxz710;
Yxz9：其它情况, “是”动词使用“is”;
Yxz10：子程序退出.

5 结束语
汉英机器翻译的研究和软件开发很难, 主要原因有许多基本问题的研究必须先解决. 例如英语字母大小写
译文中怎么加入; 被动语气和主动语气; “the”怎么加入和复数问题等等都是开发软件需要面临的问题. 当然, 最
难的还是单词的多义、汉语句子自动分词的歧义问题和句子语义问题. 我们充分认识到, 由于不同国家、不同民
族的自然语言发展有上千年历史、他们的思维理念和传统的一些文化方式肯定有不同点, 这就使机器翻译两种
语言对于许多不同的部分, 不仅仅是单词和短语, 也不仅仅是汉译英, 英译汉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例如, How
do you do ?
人可以克服这个障碍, 计算机软件怎么办？如果不特殊处理, 只能翻译成“你怎么样？”这类需要研究和解
决的问题不少.
既然机器翻译被列为本世纪要解决的科技难题之一. 我们相信：只要相关科技人员努力去做, 随着研究的深
入, 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 许多问题都会解决, 机器翻译的最终目标一定会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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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ome technique processing of Chinese-English syntactic transfer machine
translation
YANG Xian-ze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610041, P.R.C.)
Abstract: The syntactic transfer machine translation involves many technologies. This paper comprises four parts. The first part
gives a boundary problem treatment methods of automatic words segmentation. The second part studies the general and
interrogative sentence construction. The three part is a research on some treatment methods of Chinese-English machine
translation target-language generation. The four part presents a kind of processing method of verbs such as am, is, are.
Key words：machine translation; boundary problem; syntactic transfer; target-language gene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