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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参加 CWMT2018 机器翻译系统评测的总体情况。在本次评测

中， 我们参加了汉英新闻领域机器翻译项目。报告将主要阐述本次参评系统采用的神经机器翻译系统框架、

数据处理、译码策略等技术，以及它们在评测数据上的性能表现，同时对翻译结果进行了比较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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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an overview of CASIA technical report for CWMT2018. In the 

evaluation of this year, CASIA participates in Chinese-to-English news domain translation 

task. The report mainly describes our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framework, data processing 

and decoding strategies, and the performance in the evaluation data set. Additional, we conduct 

the detailed analysis and comparisons on the translation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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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CWMT2018 评测由翻译任务、多语言翻

译任务和翻译质量评估任务三个任务组成。

其中翻译任务评测包含汉英新闻、英汉新

闻、蒙汉日常用语、藏汉政府文献、维汉

新闻 5 个方向的评测项目。中国科学院自

动化研究所在本届机器翻译评测中参加了

汉英新闻领域机器翻译。本文将介绍我们

在此次翻译评测中使用的翻译系统框架、

数据处理、译码策略等技术，并对系统的

性能表现和实验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2 系统介绍 
不同于往年[1][2],本次评测使用的

系统是基于自注意力机制的 Transformer

模型。该模型由 Vaswani 提出，已在多个

语言对上达到当前最优效果[3]。我们在此

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和调优，下面我们将对

系统进行简单的介绍。 

2.1 模型结构 
Transformer 模型结构如图一所示。该

模型完全基于注意力机制实现。这一模型

在实现算法并行性、加快模型训练速度的

同时，还能进一步提高翻译质量。具体来

说，模型采用的是编码器-解码器的模型框

架，编码器和解码器由 N 个层块堆叠而成。

其中，编码器的每个层块包含两个子模块，

分别是多头自注意力模块和一个全连接前

馈神经网络。解码器的每个层块由三个子

模块构成，除了编码器中的两个模块外，

在这两个模块之间另外加入了一个与编码

器输出层相连的多头注意力模块，用于关

注源端的信息。为了避免层数过多导致模

型难以收敛的问题，编码器与解码器都使

用了残差连接和层级正则技术。编码器和

解码器的输入都加入了位置编码向量，使

得模型更好得学习数据的序列信息。此外，

在解码器的输入中加入了标志符，以避免

解码器关注到还未产生的序列信息。 

2.2 自注意力机制 
自注意力函数的作用是将查询以及一

个键-值对的集合映射到输出上。这里的查

询、键、值和输出都是向量。输出实际上

是值的加权和，权重是由查询和键采用点

积的方式计算得到。具体来说，在编码器

和解码器中，查询、键、值都来自上一层

的输出，而在解码器与编码器之间的多头

注意力模块中，查询来自解码器的上一模

块的输出，键、值来自编码器最顶层的输

出。这里的自注意力机制采用的是多头注

意力机制。它将隐状态的维度划分为多个

部分，每个部分分别使用自注意力函数计

算得到，然后将这些输出向量拼接起来。

多头的作用是使模型能够更大程度得关注

到不同位置不同表示子空间的特征信息。 



 

 
图一 神经机器翻译模型结构 

3 数据处理 

3.1 语料预处理 
本次评测使用了 CWMT2018提供的汉英

新闻领域双语平行数据。我们对语料进行

了一系列预处理操作，关键的预处理步骤

如下： 

⚫ 全角转半角 

⚫ 转义字符处理 

⚫ 分词与 token 

⚫ 大小写转换 

⚫ 长句切分 

其中，中文分词工具采用实验室开发

的词法工具 Urheen
1
，英文 tokenize 使用

的是开源系统 Moses 提供的脚本工具
2
。 

众所周知，训练语料的质量对于最终

的翻译模型的结果有很大影响。为减少平

行语料中的噪声，缓解低质量的语料对翻

译质量造成的影响，我们进行了较为细致

的语料过滤操作，包括： 

⚫ 删除重复的句子 

⚫ 删除长度大于 120个词和小于 3个

词的句子 

⚫ 删除源端与目标端的长度比小于

0.5 或大于 2 的句子 

⚫ 删除双语语料中汉语端包含非中

文字符和其他特殊词组的句子 

⚫ 我们使用 fast_align
3
工具学习双

                         
1 https://www.nlpr.ia.ac.cn/cip/software.html 
2 https://github.com/moses-

smt/mosesdecoder/blob/master/scripts/tokenizer/token

语语料的词对齐分布，并删除了双

语句子中词对齐比例低于 0.65 的

句子 

3.2 数据选择 
 除了 CWMT 提供的训练数据外，WMT 还

提供了 UN Parallel Corpus V1.0 和 News 

Commentary v13 的双语平行数据。这部分

数据量较大，受限于计算资源和时间限制，

我们仅从中选取了一小部分语料用于后续

的模型训练。同时我们认为并不是所有数

据都对模型性能的提升起到同等的作用。

Wees 等人比较了两种数据选择策略，分别

是静态数据选择和动态数据选择[4]。其基

本思想都是通过选择与评测领域更相关的

数据作为训练数据，以达到减少数据规模

并提升模型性能的目的。我们在此处借鉴

了静态数据选择策略进行语料的选择。 

首先，从双语平行语料中采样出汉语

句子和英语句子分别训练了一个汉语的语

言模型和一个英语的语言模型，作为通用

领域的语言模型。同时使用开发集的单语

句子训练了另外两个语言模型，作为评测

领域的语言模型。对于训练语料中的每个

双语句对，分别使用评测领域语言模型和

通用领域语言模型计算困惑度。一般认为，

困惑度越高的句子与训练语料的分布越不

一致，噪声越大。我们将两个语言模型的

困惑度相加进行排序，并从中选择困惑度

得分较低的平行句对作为训练语料。最终

得到的训练语料大小如表一所示。 

3.3 单语数据利用 
Zhang 等人和 Sennrich 等人提出了一

种使用单语句子生成伪平行句对的数据增

强技术，可以有效扩充训练语料，提升翻

译质量[5][6]。我们采用了这一技术，并

利用 CWMT 提供的大量的汉语和英语单语

数据，构造了一批伪平行句对。 

我们首先利用双语平行语料训练一个

汉语到英语和一个英语到汉语的神经翻译

模型，分别使用这两个模型将汉语单语句

子和英语单语句子翻译到对应的语言，构

成伪平行句对。为保证训练数据的质量，

我们使用上文提到数据过滤方法对伪平行

句对进行了进一步的过滤。最终使用的单

语句子规模如表一所示。伪平行句对可以

izer.perl 
3 http://github.com/clab/fast_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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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双语平行句对混合训练，也可以在训练

好的模型基础上进行再训练，得到更好的

翻译模型。我们分别采用了这两种方式训

练模型，并将它们用到了后续的集成译码。 

 

评测项目 
CWMT

语料 

UN 

语料 

汉语

单语 

英语

单语 

汉英新闻 8.9M 5.1M 4.1M 3.8M 

表一 训练语料大小 

3.4 bpe切分与词表共享 
为避免训练语料出现过多的集外词，

Sennrich 等人提出了 BPE 算法，将词语划

分为更小细粒度的子词表示，可以有效减

少稀有词的数量[7]。我们对汉语句子和英

语句子分别学习 BPE 模型
4
。不同的是我们

在模型中使用了参数共享技术，我们按照

词频从高到低的顺序分别生成中英文的词

表，具有同样词频的中文子词和英文子词

共享同一个词向量。最终，源语言的词向

量、目标语言的词向量以及目标端的

softmax 层共享一套参数。这一方式可以

有效减少参数规模，同时也可以提升翻译

质量。 

4 译码策略 

4.1 模型平均 
模型平均是指将同一模型在训练不同

时刻保存的参数进行平均得到更加鲁棒的

模型参数。这里保存的参数通常是模型基

本收敛时对应的最后 N 个时刻的参数。因

为模型训练采用的随机梯度下降法，每次

仅对一个 mini-batch 的样本进行优化，

造成模型参数更适应于这一批的样本。通

过模型平均的方法可以减少这种不稳定

性，使得模型参数更加鲁棒。 

4.2 集成译码 
在神经机器翻译中，模型集成可以将

多个小模型集成到一个统一的大模型中进

行译码操作。具体来说，它是在预测当前

时刻目标端语言单词的时候，将多个小模

型的输出单词的概率分布进行加权平均，

来联合预测当前目标语言单词。 

用于做集成译码的模型可以是同一模

型在训练的不同时刻保存的模型，也可以

是模型结构相同但是参数初始化方式不同

的模型，甚至是模型结构和初始化方式均

不同的模型。一般而言，结构和初始化方

                         
4 https://github.com/rsennrich/subword-nmt 

式均不同的模型通常更具有差异性，能够

带来更大的提升[8]。 

4.3 重打分 
神经机器翻译通常采用从左到右的译

码方式，面临着不平衡输出问题[9]。而且

一旦译文前半段产生错误，后续很难再产

生正确的结果。我们在开发集上发现了一

个有趣的现象。我们首先利用柱搜索方法

产生 n-best 的候选译文，然后对每个候选

译文计算句子级别的 BLEU 得分，继而选择

得分最高句子作为最终输出。这种方式得

到的结果可以被看作是模型输出的上界。

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最终结果，与直接选

取柱搜索得分最高的译文相比，其 BLEU 得

分高出超过 10 个点。因此我们认为，模型

可以产生好的候选译文，但是没法被很好

的选出来。 

为此，我们尝试了多种重打分的方法。

我们首先选择了一系列模型对候选译文进

行打分，这些特征包括反向（英到汉）的

模型、用于做集成的多个模型、目标端从

左到右的模型、目标端的单语神经语言模

型和 n-gram 语言模型，以及译文和输入的

长度比、目标端和源端的词汇化翻译概率

等。之后利用这些特征，我们使用了线性

回归、序列排序和最小贝叶斯风险解码等

方法对候选译文进行重打分[10][11]，最

后选择得分最高的译文作为最终输出译文。 

4.4 命名实体替换 
新闻领域的语料经常伴随着大量的命

名实体（人名，地名，组织名），这些命

名实体一般出现的次数较少，尤其以人名

为甚。神经网络翻译模型在训练过程中会

将这些出现次数较少的词语标记为集外

词，而出现漏翻或错翻的现象。由于训练

集成模型较多，综合时间等因素，我们选

择在后处理阶段对命名实体进行替换操

作。首先我们使用Dong等人和Lample等人

的方法[12][13]，分别训练了英语和汉语

两套命名实体识别模型，并分别对训练数

据进行命名实体标注，之后利用词对齐工

具对标记标签的训练数据进行词对齐训

练，得到一个源端和目标端对齐的命名实

体对词典。这种从原训练数据得到的命名

实体对词典具有很强的领域相关性，这对



于解决命名实体翻译的多译性起到了一定

帮助。 

 

图二 命名实体替换过程 

我们对翻译结果中的命名实体采用

“识别-替换”的方式进行处理，如图二

所示。我们使用同样的方式对test数据以

及翻译结果分别进行命名实体标注,并通

过利用对齐训练语料库得到的命名实体对

词典进行对比并替换。首先将test数据中

所标记的命名实体在命名实体库中找到其

对应的英文翻译，再将其与所对应的翻译

结果中的命名实体依次对比相似度，相似

度采用Li等人的方法进行计算[14]。对于

标记好的训练数据，我们采用基于采样的

词对齐工具 anymalign
5
生成其phrase-

table[15]，再按以下规则抽取：源端与

目标端都带有同种类命名实体标识；源端

与目标端的翻译概率大于一定的阈值。除

了上诉情况，测试集中还含有大量的数字

命名实体，如日期，数字，百分比等，经

观察，其格式并不统一，且无特定规律。

我们使用了统一的格式来对这些数字命名

实体进行表示。

System BLEU4-SBP BLEU4 NIST5 GTM mWER mPER ICT METEOR TER 

primary-a 0.2528 0.2679 7.1472 0.5853 0.6432 0.4752 0.2581 0.2397 0.6660 

contrast-b 0.2468 0.2634 7.0700 0.5817 0.6546 0.4839 0.2546 0.2379 0.6735 

表二  汉英新闻领域机器翻译结果

5 实验与结果 

5.1 参数设置 
本 次 评 测 系 统 在 开 源 项 目

tensor2tensor
6
上加以修改。参数设置如

下，每个模型使用 3 块 GPU 核进行训练，

每个 batch大约含有 4096个中文 token和

英文 token，模型训练 20 万 steps，每 30

分钟保存一次模型用于之后的模型平均。

词向量的维度为 1024，隐层状态维度为

4096，编码器与解码器均为 6 层，多头自

注意力机制使用 16 个头。dropout 设为

0.3，我们使用 Adam 梯度优化算法，初始

学习率为 0.1，warmup 设为 8000。训练语

料汉英两端均采用 BPE 切分，选取中文词

表大小为 42K，英文词表大小为 32K，两者

的词表不共享但是共享词向量。 

5.2 实验结果 
表二是本次提交的汉英新闻领域测试

集上评测结果，该结果采用的评测指标是

大小写敏感的。其中 primary-a 是主系统

的结果，使用了 4 个模型集成，beam size

                         
5 https://anymalign.limsi.fr/ 
6 https://www.github.com/tensorflow/tensor2tensor 
7 https://github.com/moses-

大小等于 50，经过线性回归模型重打分的

方法得到的最终结果。contrast-b 是对比

系统的结果，使用了重打分方法中最小贝

叶斯风险解码策略解码得到。可以看出不

同的重打分策略对结果的影响有所不同，

使用多特征融合的方法相比最小贝叶斯风

险解码有更大的提升。 

5.3 实验分析 
在本小节中我们将针对上文提及的方

法和策略对于翻译质量的影响分别加以分

析。实验分析部分采用的评测指标是大小

写不敏感的 BLEU，使用评测工具 multi-

bleu.perl
7
。这里的实验结果为开发集上

的结果，开发集选择的是 CWMT2017 汉英新

闻领域测试集，共 1000 个句子。 

5.3.1 基本分析 
在开发集上的实验结果如表二所示。

其中 baseline 是仅使用平行语料训练得

到的单模型的结果，+synthetic 为使用平

行 语 料 加 上 伪 平 行 语 料 后 的 结 果 ，

+average 是指经过模型平均后的结果，

smt/mosesdecoder/blob/master/scripts/generic/multi- 

bleu.perl 



+ensemble 是经过模型集成后的译码结果，

+reranking 则是在集成译码基础上采用

重打分策略后的翻译结果，+named entity

是指经过命名实体替换得到的结果。 

系统 BLEU 

baseline 25.52 

+synthetic 28.94 

+average 29.10 

+ensemble 30.18 

+reranking 31.23 

+ named entity 31.41 

表三 基本方法评测结果 

 从上述实验结果可以看出，伪平行数

据使用、模型平均、集成译码、重打分策

略和命名实体替换对翻译质量的提升均有

一定的帮助。其中加入伪平行数据的方法

对结果有显著提升，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

性。 

虽然重打分策略对结果有一定提升，

但是与模型最优输出上界相比还有很大的

差距。如何选择特征对参考译文进行表征

并加以选择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命名实体替换带来的 BLEU 值提升较

小，这是由于经过 BPE 处理后的翻译模型

本身对于命名实体已经具备不错的翻译能

力，同时这与数据本身包含的命名实体数

量也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是，在对开发

集结果进行观察后我们发现，一些关键的

人名的翻译上，例如“马云”由 “Ma 

Yun”被合理地替换成了“Jack Ma”,这

证明了我们从训练语料中提取出来的命名

实体对词典确实具有很好的领域相关性并

起到了一定的纠错作用。 

5.3.2 长度惩罚分析 

我们在实验中发现，模型产生的译文

较为简短精炼，很多译文长度均短于参考

译文。即使翻译质量不差，但受到长度惩

罚因子的影响，最后 BLEU 得分较低。为

此，我们尝试在柱搜索算法中，引入长度

正则因子，使模型倾向于产生长度更长的

句子。表四给出了在不同长度正则因子α

下，单模型输出的长度惩罚因子和 BLEU

得分情况。可以看出随着长度正则因子的

                         
8 https://github.com/moses-

smt/mosesdecoder/blob/master/scripts/recaser/recase.

增大，译文长度在不断增长，与参考答案

的长度比也不断提升。而译文质量的变化

是先提升后下降，这说明过大的长度正则

因子可能会导致柱搜索中的得分偏离而无

法选择出正确的单词。根据实验结果，我

们在系统中使用的长度正则因子是 1.3。 

α 1.0 1.1 1.2 1.3 1.4 1.5 

length 0.953 0.957 0.963 0.969 0.976 0.988 

BLEU 28.79 28.85 28.88 28.94 28.73 28.03 

表四 长度惩罚因子对翻译效果的影响 

5.3.3 大小写转换方法分析 

由于最终提交的系统采用大小写敏感

的评测工具进行打分，而我们的模型输出

文本均为小写。为此，我们尝试了两种方

法进行后处理操作将小写结果转换为大小

写混合的文本输出。我们使用 trans-

former 模型训练了一个小写转大小写混

合的模型，使用 moses 提供的 recase
8
脚

本训练另一个模型。此处使用 CWMT 提供

的工具计算 BLEU4-SBP 得分。从结果可以

看出，相比于 recase 训练的模型，我们

的模型在大小写转换的正确性上有一定的

提升。 

System Transformer moses 

BLEU4-SBP 29.97 29.44 

表五 不同大小写转换方法 

6 总结 
本文介绍了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在本

次 CWMT2018 汉英新闻领域评测任务上使

用的主要技术和方法。总结来看，我们在

模型上使用了基于 self-attention 的

transformer 的架构，使用了数据选择策

略和伪平行数据方法，在译码策略上使用

了模型平均、模型集成、重打分。实验结

果证明，这些方法能够有效提高翻译的质

量。 

受限于时间和计算资源，我们还有许

多方法没有尝试，最终翻译结果与其他系

统相比也有一定差距。通过本次评测，我

们发现了一些不足和问题，我们的翻译模

型和系统仍存在很大提升空间。在今后的

研究中我们期望能够学习各方先进技术，

为提升我国的机器翻译水平贡献绵薄之力。 

pe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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