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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模型在统计机器翻译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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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opic Model-based SMT
摘 要
在基于短语的统计机器翻译中，短语表是解
码器工作的核心部分，它主要包含了源端和
目标端短语的翻译概率和词汇互译概率；但
传统的短语表数量庞大，并且领域自适应能
力差。为了在解码过程中挑选出更高质量的
短语对，适当减少内存消耗和缩小解码空
间，本文介绍了一个简单易行的基于主题模
型的统计机器翻译系统的实现：首先使用
LDA工具建立主题模型，然后把主题模型信
息嵌入到短语表中，最后为解码器设计一个
预处理模块可以使解码器不需要改变就可以
在翻译过程中根据主题选择合适的短语对，
从而提高了翻译的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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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rase table is a key part for a phrase-based
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which contains
probabilities of bi-lingual phrases and words.
However，the traditional phrase table is very huge
and its capacity of domain adaptation is very
poor. In order to choose better phrase pairs and
reduce the memory cost and the searching scope
for the decoder，this paper introduces a simple yet
effective topic model-based SMT. The detailed
procedure includes：building topic model by LDA
tool，embedding topic information to a phrase table
and designing a pre-processing module to implement
topic model-based SMT without modifying the
decoder.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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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句子进行短语划分（源语言短语）有
很多种可能，每个不同的源语言短语所对应
的目标短语通常也会对应几个甚至几十个目
标短语，我们把与源语言短语相对应的所有
目标语言短语称之翻译候选项。
为了得到高质量的双语对齐，往往需要
大规模的平行语料库，因此语料中往往会包
括多个领域的数据，解码器在面临“at the
bank|||在银行”和“at the bank|||在堤岸”
的选择时，哪个翻译对会被采用显然跟当前
翻译句子的上下文信息有关，若是翻译财经
类文章，显然使用第一个翻译对的可能性要
大于第二个翻译对。传统的PBSMT在翻译
过程中一般采用使整个目标端句子得分最高
的候选项，而不考虑特殊的语义信息。为了
有效地提高短语选择的准确性，本文将主题
模型融入到翻译模型中，在传统的短语表的
基础上，利用主题模型（Topic Model）[1]
为短语表添加主题信息，改善基于短语的统
计机器翻译的质量。与聚类等方法不同，基
于主题模型的方法具有的识别大规模文本集
中潜藏的主题信息的能力，它认为文本是由
多个主题随机混合而成的，并且每个主题又
可被看作是语义相关的词的多项式分布，也
即它能够利用词分布将文本信息转化为易于
建模的数字信息，所以主题可以用于信息检
索、聚类、摘要提取以及信息间相关性判断
等一系列应用。
本文首先介绍基于主题模型的SMT的
系统框架，然后分别介绍主题模型的建立、
带主题信息的短语表的建立以及如何通过预
处理把主题模型嵌入到SMT系统的详细过
程，最后给出系统的实验结果。

引言

1 基于主题的PBSMT系统框架

机器翻译是利用计算机把一种自然语
言转换成另一种自然语言的过程。20世纪
80年代以来，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兴起，
基于统计方法的机器翻译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统计机器翻译（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SMT）已经成为自然语言处理
领域备受关注的研究热点。自20世纪90年代
以来，SMT涌现出了诸多引人关注的方法
和技术，经历了基于词的机器翻译、基于短
语的翻译和基于句法的翻译等多个阶段，
目前基于短语的统计机器翻译（Phrasebased SMT，简称PBSMT）[2,4,5,6]仍然是主
流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
PBSMT在进行翻译时，源语言句子以
“短语”（不是语法意义上的短语，只是相
邻的词组）为单位进行切分，每一个短语被
翻译成相对应的目标语言短语，目标语言短
语经过重排序后生成较符合语法的目标语言
句子。源语言短语和目标语言短语组成了翻
译对，在解码之前大量的翻译对已经从词语
对齐的双语语料库中自动抽取出来，所有抽
取的双语短语组成了短语表，短语表中包含
了PBSMT所依赖的核心概率：短语翻译概
率和词汇互译概率。给定一个源语言句子，

对于给定的源语言句子S来说，P(S)是
个非随机量，可以忽略不计，那么最终的翻
译结果可以用这样一个式子[2]来表示：

(1)
在公式（1）中，P(T)是目标语言T的
概率，即语言模型。语言模型反映了一个句
子在目标语言出现的可能性，即该句子在目
标语言规则上的合理性。语言模型只与目标
语言有关，与源语言无关。P(S|T)是目标语
言T翻译成源语言S的概率，即翻译模型。
翻译模型与源语言和目标语言都有关，反映
的是它们互相翻译的概率。在基于短语的统
计机器翻译中，翻译模型不仅考虑词对齐，
更加注重源语言与目标语言的短语之间的翻
译概率。
一般的SMT系统都包括训练和解码两
个阶段 [4,5]，翻译模型和语言模型一般在训
练阶段完成，开发者分别通过对并行语料库
和目标单语语料库的处理可以获得它们。解
码[6]是真正进行翻译的过程，因为一个句子
可能会存在多个翻译，解码就是求最优的翻
译结果的搜索过程。
本文描述的基于主题模型的统计机器翻
译系统的总体框架如图1所示，也包括训练
和解码两个阶段。但与传统的PBSMT的训
练过程不同，基于主题的PBSMT在此基础
上需要额外进行主题模型的训练，并且要改
造传统的短语表使其包含主题信息。此外，
另一个不同的地方在于─本文为传统的解码
器设计了一个预处理模块，以实现不改变解
码器就能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主题的区分。

2 带主题信息的短语表
在众多的主题建模中，D.M.Blei在
2003年提出潜在狄利克雷分配模型（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1]，引起了自
然语言处理等领域的广泛关注，并成功运
用于主题检测。LDA模型是一个三层贝叶
斯具有文本主题表示能力的产生式概率模型
(一元模型)，三层是指: 文本，主题和词，
如图2所示。
假设一个文本语料库中包括D个文本，
N个唯一词汇wi，i∈(1，N)和K个主题，那

图1 主题相关的统计机器翻译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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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某个单词wi的概率可用公式（2）表示:

题的目的。

（2）
其中，zj表示第j个主题，p(zj)表示第j个
主题的概率，j∈(1，K)。w i表示取自主题
zi的单词，p(wi|zj) 表示单词wi属于主题zj的
概率。

3 解码器的预处理模块

图2 LDA主题模型三层结构

上述主题模型需要通过训练才能获得，
本文作者把翻译系统依赖的双语并行语料
FBIS的中文部分独立出来进行如下训练：
把语料等分成5份，然后取其中一份作为测
试，多次计算主题模型的困惑度[1]，最后选
择使困惑度达到最低的K值（即主题数目）
为120。
（1）短语主题的确定
假设句子s由单词序列w 1 w 2 ……w n 组
成，可以通过公式（3）来计算句子的主题
分布，
(3)
一般大家公认为文档会包括多个主题，
但一个句子却只属于一个主题Ts[]，因此本
文建议选择使P(S|Zj)值最大的Zj作为该句子
的主题，因为短语从属于句子，所以短语的
主题就可以用句子的主题来表示，这里标记
为Tph。
（2）包含主题的短语对的构成
在通用的PBSMT中，短语对的翻译概
率按照公式（4）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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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的解码器不同，基于主题的
SMT的实现需要额外的两个处理：（1）自
动推断出待翻译句子的主题信息；（2）对
解码器进行修改，使得解码器能根据输入的
源语言句子的主题从短语表中筛选出具有相
同主题的翻译候选项，然后在此新的空间中
进行搜索，得到符合主题的特定译文。
第一步借助LDA已训练好的模型，再
联合公式（3）可以很方便地推断出测试句
子的主题信息，然后该句子包含的所有可能
的源短语都沿袭这一主题即可。但第二步
的实施会有些困难。本文的实验以一个著名
的开源的PBSMT系统─Moses[1]作为基准平
台。目前的Moses为了兼顾多种翻译模型，
其代码类越来越复杂，为避免破坏Moses的
整体性和可靠性，本文建议用一种更简单的
方法，不用修改解码器，同样可以实现基于
主题的翻译。具体的实现包括短语表特殊处
理和解码器预处理两个部分。
（1）短语表特殊处理
本文的翻译任务是针对汉英翻译，为了
根据主题来区分短语表里短语对的中文端短
语，作者对短语表进行如下特殊处理：
扫 描 新 短 语 表 P T t中 每 个 短 语 对 ，
假设中文端短语包括n个词汇，表示成
W c1W c2. . . W cn， 对 每 个 词 汇 进 行 唯 一 编
号，在这过程中确保相同主题的同一词汇具
有相同的词编号，这个处理将产生新的短语
表PTt_new；
在编号的同时，新建一个文本文件
wordmap.txt记录下三项内容：词、主题
号和词编号。
经过以上处理，每个短语对转变成了这
样的格式─“源端词编号序列|||目标短语|||
概率值”。
（2）解码器预处理模块

(4)
表示源端短语， 表示目标端短语，
count（ ， ）表示在语料库中 和 共现
的次数， 表示源端短语总共出现的次数。
通过以上计算我们可以获得通用的短语表。
通用的短语表的一般格式如下：“源短语|||
目标短语|||概率值”。
与此类似，当短语确定了主题之后，我
们应该按照公式（5）来重新计算带主题的
各个短语对的概率。

(5)
虽然训练语料库有20万对的平行句对，
但按150个主题来分，在某些主题上存在严
重的数据稀疏问题，为了缓和这种状况，本
文采用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假定：P( | ，
t ph)≈P( | )，即让短语对的主题概率约等
于不区分主题的短语对概率，但是短语对的
源端需要区分不同的主题。按照此约定，建
立的新短语表（标记为PTt），其存储格式
变更为“源短语，主题标号|||目标短语|||概
率值”。以短语“很香”为例，一般的气味
芳香可以翻译成“very fragrant”，但在
表示“菜很香”时，却翻译成“very
appetizing”。因此在PT t 中，将区分为
“很香，t0|||very appetizing|||概率值”和
“很香, t1|||very fragrant|||概率值”。若
待翻译文本属于主题T0（餐饮），那么在解
码器加载翻译候选项时，只加载主题属于T0
的翻译对，那么即可实现翻译过程中区分主

编号，因此也就翻译不出对应的部分，所以
如果待翻译文本的给定某个词和主题号后，
wordmap.txt里没有找到相应的编号，需
要去掉主题的限制重新找词编号（对应算法
9-10行），这个处理是为了尽可能多地翻
译出通用短语。

4 实验
本文的实验使用的是FBIS语料作为
训练数据（training data），2002 NIST
MT 测评数据作为开发集（development
data），2005 NIST MT测评数据作为测试
集（test data）。表1显示的是语料的统计
数据。
表1 语料统计表

本文以基于短语的统计机器翻译系统
Moses作为基准系统，使用SRILM语言模型
工具，英语新闻专线文本训练三元通用语
言模型，并用GIZA++（Och and Ney，
2000）对训练后的平行语料库进行双向的词
对齐。本文汇报的4元BLEU值源自于自动
评测工具Mteval的运行结果，评测时不进
行大小写的严格匹配。
表2汇报了基准系统和本文建议的基于
主题的PBSMT的翻译结果，从BLEU值的
角度来看系统性能提升了0.44个百分点，
这个提升虽然没有超出文献[2]的汇报的结
果，但是本文通过了一种没有改变解码器的
简单方法就达到了翻译过程区分主题的目
的，证明了主题模型对SMT是有作用的，
并且以后随着语料库规模的增大，相信由此
方法获得的性能还有提升的空间。
表2 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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