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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在语言信息处理的研究和开发中，单语和多语语料库（以双语语料库居多）的
作用日益突显出来。特别是在机器翻译研究中，人们提出了多种基于双语语料库的新方法，
例如采用所谓的基于实例（Example-Based）的或基于存储（Translation Memory）的机器翻
译方法，可以直接使用经过对齐的双语语料改善机器译文的质量。此外，也可以通过统计模
型从双语语料库中获取双语词典和翻译模式，从而改进传统的机器翻译方法。除中文信息方
面的应用之外，双语语料库的建设对于双语词典编纂、跨语言的对比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
目前关于双语或多语语料库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研究双语语料的对齐技术
（Alignment）
，国内外学者就此提出多种策略和方法，现在已经出现了许多对齐双语或多语
语料的程序或工具[Gale 1993]；二是研究双语语料的各种应用，如在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技
术[Brown 1990]、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技术[Nagao 1984]，双语词典编纂[Klavans and
Tzoukermann 1990]技术中，双语语料库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是双语语料库的设计、
采集、编码和管理问题。目前比较著名的语料库编码方案有 TEI 文本编码标准以及 CES 标
准，两者均基于 SGML 标记语言。就前两类研究来说，中国国内目前做了较多的跟踪研究
工作，而对于第三类研究，即双语语料库尤其是涉及汉语的双语语料库的建设、编码和管理
研究，探索工作似乎做的相对较少。与此相关，目前国内外都还没有见到有关系统的、经过
深度加工的、以汉语为源语言的双语语料库的报道。
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清华大学智能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中国科学院计算所三
家单位联合承担了国家 973 课题——“面向新闻领域的汉英机器翻译系统”的研制开发任务。
系统决定采用基于多种方法的多引擎体系结构（将基于规则的方法与基于语料库的方法相结
合）。为此，需要建立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经过对齐处理的汉英双语语料库。本文将简要介
绍这样一个服务于汉英机器翻译的双语语料库的设计、收集、编码和加工的情况。
二、语料库的设计和语料收集
语料库建设是一项工作量极大的工作，因为一个有实际应用价值的语料库决不是任意文
本的任意集合，其文本类型、大小以及语料的构成都必须根据应用需求，经过仔细的设计，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所投入的工作是值得的。我们认为，设计一个双语语料库，首先应该考虑
语料库的应用目标。语料的收集、语料的构成以及对语料的加工应该紧紧围绕语料库的应用
目标进行。作为服务于一个面向新闻领域的汉英机器翻译系统的双语语料库而言，在语料的
收集、加工等方面，应该跟服务于其他目的（比如语言研究）的语料库有所区别。服务于汉
英机器翻译的语料库是一个专用的语料库，而不是一个通用的语料库。在这个前提下，我们
不强调语料库中的语料对汉语文本的覆盖性。在对语料的内容、语料库中的文本类型、文本
的创作时间、语料库的结构进行选择时，应以是否有助于面向新闻领域的汉英机器翻译为准
则进行。最为理想的情况是，语料库中的语料能够形成全部新闻语料的一个统计样本。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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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一个这样的语料库并非易事，这需要有足够的机器可读的新闻语料作为取样基础。结合
上述理论思考以及现实条件下的电子文本的实际情况，我们确定了下面的语料收集原则：
1) 收入语料库的文本最好是报道类型，不过也可以包含一些具有良好英语译文的同新
闻报道在内容和结构上具有相似性的语言材料。因此除了新闻报道类型，我们也收
集了一些新闻发布会文告、政府白皮书和一些杂文以及它们的英语译文。
2) 双语材料最好以汉语作为源语言，因为语料库的服务对象是汉英机器翻译系统，但
也酌情收集了一些具有非常流畅自然的中文翻译的英语材料。
3) 文本应以全文形式收入语料库，这将有益于篇章知识的获取和学习，一个实用的机
器翻译系统最终必须面对全文的翻译。
4) 就创作时间而言，所有收入的文本应当是最近几年的文本，这样才能够反映当下语
言的实际使用情况。
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我们收集了大约 100 万字的汉语全文语料及其英语译文。这些语
料基本来源于国际互联网。大致可分为四类：新闻报道、新闻发布会文稿、白皮书以及杂文。
其构成比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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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双语语料库的语料组成
三、语料库的编码
管理这些平行语料的理想方式是设计一个专用管理系统。语料库中所有语料均需按照同
样的方式编码或标记。这可以使得语料库能够独立于软件平台和具体的应用程序，具有教强
的数据可交换性。目前国际上有两个著名的语料库标记标准建议方案，一个是正处在开发之
中的语料库编码标准(CES)，另外一个是文本编码标准 TEI。TEI 已为一些著名语料库所采
用，例如英国国家语料库(BNC)。这两个标准都是基于 SGML 标记语言而制定的。考虑到我
们的语料的主要来源是国际互联网，大部分语料是以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形式存在的。
因此，如何对语料库进行编码存在三种选择：(1)采用国际上业已制定的标准方案；(2)直接
采用互联网上广泛使用的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这样似乎可以有效减少工作量；(3)制
定一个新的标记方案。
方案（2）尽管可以减少工作量，但并不可行。首先，超文本标记语言是目前世界上最
为流行的网页标记语言，不同的支持公司都对其作了不同的扩充，语法要求并不严格，常常
可以用不同的标记形式来标记不同的内容，因而不适合用来标记我们的语料库。其次，超文
本标记语言不做内容和显示的区分，其中既包含用于内容的标记元素，也包含用于显示的标

记元素。因而很多情况下，网页作者因为显示效果而放弃使用内容标记元素。例如在我们收
集的语料中，文本标题很少使用<Hn>标记，而更多使用<center>、 <font>等标记。
再看方案（1），尽管 CES 和 TEI 是专为标记语料库而设计的国际标准方案，但二者均
面向通用目的，即使选择一个由较少的必要元素组成的子集，也会因过于复杂而难以掌握。
并且其中许多元素对于我们的应用意义不大，同时对一些我们需要详细标记的信息，如新闻
报道的特有结构，却又没有合适的标记可以使用（即有“大炮打蚊子”之嫌）。另外，作为
二者基础的 SGML 标记语言，也一直因为过于复杂而难以得到信息处理界（包括 IT 产业界）
的广泛使用，开发一个全面的 SGML 分析器也不是一个短时期内可以完成的工作。
经过上述分析，为了获得一个简单的但能满足我们需要的编码方案，我们选择了方案
（3），即参照 CES 开发一个新的标记系统。这个标记体系不力求覆盖所有文档类型，但要
求对于我们所关心的文档类型有足够的支持，对其他文档类型仅仅要求有一般性支持。这个
标记体系基于目前正日益流行的标记语言 XML，从而保证我们的标记系统有广泛的软件支
持。
按照我们的标记系统，整个语料库由一组相互链接的文档组成，整个双语语料库的逻辑
结构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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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件的含义如下：
(1) 中文基本标记文件和英文基本标记文件：
在这个文件中，主要标记中英文文本的结构信息，例如新闻报道的标题、子标题、
新闻导言、讯头以及文档的一般结构信息。此外，在这个文件中还要标记命名实体，
例如人名、地名以及机构名等。
(2) 中文文本语言学标记文件和英文文本语言学标记文件;
主要标记中英文文本中有关词语的词性信息、短语的结构信息、分句的组成关系信
息、句子结构成分信息等。
(3) 中文英文对齐信息文件
标记中文文本和英语译文文本之间在各个级别上的对齐关系，包括段落级对齐、句
子级对齐、词一级的对齐、短语结构级的对齐信息，等等。
按照 XML 标记语言的规定，总共为上述文档定义了四个文档类型定义(DTD)。分别用
于描述（1）整个双语语料库；（2）中文基本标记文件和英文基本标记文件；（3）中文文本
语言学标记文件和英文文本语言学标记文件；（4）中文英文对齐信息文件。
标记系统允许以一致和循序渐进的方式对语料进行由浅层到深层的信息标注。

四、语料的标注和对齐
语料库标注工作取决于语料库将以何种方式使用。我们希望部分语料库资源能够直接用
于改善机器译文的质量，也希望能够从语料库中学习到汉语到英语的翻译知识，例如汉英双
语词典、翻译模式等。为此，目前我们正在进行或计划对语料库进行下列标注工作：
1) 中文分词和词性标注；
2) 英文词性标注；
3) 中文和英文的专名标注（中文机构名识别已作了小规模的实验）；
4) 中文、英文文本句子一级的对齐；
5) 中文专名和英文专名的对齐；
6) 中文词语的详细语法特征标注。这项标注将根据《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规格说明
书》[俞 1996]进行。在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中，每类词都可能拥有多达几十个的
语法特征信息，但在具体的上下文环境中，并非每个语法特征都有所表现，我们希
望这项标注将有助于学习词汇翻译知识。目前对这项标注已经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
实验。
上述标注工作基本按照下面的过程进行：1)首先利用软件工具进行自动标注；2) 人工
校对标注结果。目前已有约 10 万字的中文语料进行了分词和词性标注，对应的译文进行了
词性标注，这部分语料的标注信息均已经过人工校对。另外，这部分语料句子对齐的校对工
作也正在进行之中。

五、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在对 10 万字语料的分词和词性标注、对齐的校对工作完成后，我们正在扩大处理语料
的规模，对其余 90 万字语料进行词性标注和对齐加工。
在已有的标注信息基础上，我们还将考虑对语料库进行更深层次的标注工作，包括标注
句子的句法结构和篇章的结构信息等。目前这方面的工作正在积极探索之中。
在应用方面，目前我们正在开发一个简单的基于存储的汉英机器翻译引擎，并在两个加
工级别上使用具有不同标记深度的双语语料。第一个级别是将没有进行切词、词性标注的句
子对齐结果直接作为资源用于机器翻译，翻译引擎根据用户输入的待译句子在对齐的句对中
进行检索操作，如果命中，则直接输出译文；第二个级别是利用对齐的句对以及经过分词和
词性标注的语料（其中一些特殊的词语如数字、专有名词等也经过对齐处理），翻译引擎将
这样的句对视为一种框架结构，当用户输入待译句子后，翻译引擎利用输入句子和这些框架
结构进行匹配，如果匹配成功，则对其中的可以替换的词汇进行替换，并修改相应英语译文
得到输入句子的译文，从而提高英语译文的自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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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onolingual or multilingual (primarily bilingual) corpora are viewed as
key resources in langua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language engineering projects. To support
an ongoing Chinese-English machine translation project, a Chinese English bilingual corpus is
being set up.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discussion on construction of the cor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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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在语言信息处理的研究和开发中，单语和多语语料库（主要是双语语料库）
的作用日益突显出来。为了支持一项正在进行的汉英机器翻译系统的开发，我们建立了一个
汉英双语语料库。本文简要介绍了该语料库的建设和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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