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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s：基于模板的NLP方法 

 1960～1980s：基于规则的方法 

 1990～2013：统计NLP方法 

 2013～：深度学习方法 

GoogleTrans., 2006 
Bing Translator, 2009 

百度翻译, 2011 

Years 

Expectation/ 
Performance 

1947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模板方法 

IBM-701 

1954 

ALPAC 
1966 

1957~1980末, 规则方法 

TAUM-METEO, 1976 

EBMT 
1984 

SMT  
1989 

GIZA, 1999 
GIZA++, 2001 
Pharaoh, 2004 
Moses, 2007 

NMT 

2013, 2014 

1. 机器翻译方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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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s：基于模板的NLP方法 

 1960～1980s：基于规则的方法 

 1990～2013：统计NLP方法 

 2013～：深度学习方法 

Years 

Expectation/ 
Performance 

1947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1. 机器翻译方法概述 

理性主义：符号逻辑  

经验主义： 
统计学习  

连结主义： 
神经网络  

结构句法概要, L. Tesnière, 1953 

句法结构, N. Chomsky, 1957 

句法翻译框架, V. Yingve, 1957 
 …… 

IBM Models 

Phrase-based 

Syntax-based 
…… 

Deep Learning 

RNN/ LSTM, 

Transform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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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器翻译方法概述 

基于神经网络的机器翻译 (Neural Network based MT, NNMT)  

或称神经机器翻译(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NMT)，2013 

Yoshua Bengio 
Montreal Institute for Learning 

Algorithms (MILA) 

Kyunghyun Cho 
New York University (NYU) 

神经机器翻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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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器翻译方法概述 

𝑃 𝑒𝑖 ≈ 𝑃 𝑒𝑖|𝑒1⋯𝑒𝑖−1, 𝐶  

𝐿 = 𝑙𝑜𝑔 𝑃 𝑒𝑖|𝐶

𝑖

 目标函数: 

m

m eeeeE 211 

l

l ccccC 211 给定源语言句子： 

将其翻译成目标语言句子： 

词汇向量化表示：Word2V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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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器翻译方法概述 

x1  x2 …  xn 

…
 

…
 

…
 

Word2Vec 
1tanh( )  t t th Wx Uh b

t 时刻 

隐层向量 

参数1  参数2  参数3 

t 时刻 

词向量 

t-1 时刻 

隐层向量 

桌子上有一本书。 

There is a book on the desk. 

今天是星期三。 

Today is Wednesday. 

明天他将来北京。 

Tomorrow he will come to Beijing. 
 …… 

y1 y2 … 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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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器翻译方法概述 

标准 
译文 

there is a book on the deskSTART

there is a book on the desk EOS

soft

max

soft

max

soft

max

soft

max

soft

max

soft

max

soft

max

soft

max

1

th
2

th
3

th 4

th 5

th
6

th 7

th
8

th

桌子 上 有 一 本 书

1

sh 2

sh
3

sh 4

sh
5

sh 6

sh
C

训练阶段：利用梯度下降法，最大化标准译文的预测概率。 

 测试阶段：利用训练好的模型，每次选择概率最高的单词，
直到预测出EOS为止。 

there  is      a  book  on   the  desk EOS 

START there is     a  book  on   the desk EOS 

the book is on deskSTART

the book is on desk EOS

soft

max

soft

max

soft

max

soft

max

soft

max

soft

max

1

th
2

th
3

th 4

th 5

th
6

th

桌子 上 有 一 本 书

1

sh 2

sh
3

sh 4

sh
5

sh 6

sh
C

模型自身预
测的最高概
率单词 

the book   is     on   desk EOS 

START the  book   is     on  desk 

1tanh( )  t t th Wx Uh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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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器翻译方法概述 

翻译模型的推广应用 

任意语言对之间的自动翻译 

自动问答系统：Q ~ A 

人机对话系统：Turn: Utterance 1 ~ Utterance 2 

自动文摘：Document  Summary 

文本/情感分类：Document / Sentence  Sentiment label 

图像标注/ 看图说话：Image  Caption 

     …… 

1980s ~ 2000s: generative models, such as HMM, n-gram 

2000s ~ 2010s: discriminative models, such as SVM, ME, CRFs… 

2014 ~ CNN/ RNN/ LSTM/ Transform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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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RANet:    http://www.systranet.com/translate 

TRADOS:  https://www.trados.com.cn/  

Google Translator:  https://translate.google.com 

Bing Translator:  www.bing.com/translator 

百度在线翻译:    http://fanyi.baidu.com/ 

有道在线翻译:    http://fanyi.youdao.com/ 

金山快译: http://www.suiniyi.com/s/fyjq/202848/ 

腾讯翻译君: https://fanyi.qq.com/ 

搜狗翻译: https://fanyi.sogou.com/ 

…… 

已有大量的商用机器翻译系统 

2. 性能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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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能现状分析 

近年来译文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 

原文：Beijing made a third solemn representation to Manila and 

warned that it is hard to be optimistic about a territorial impasse 

over an island. Authorities say they have prepared for any 

escalation of the situation by Manila.  

(http://www.chinadaily.com.cn/, 8 May 2012) 

Results given by Google Translator： 

http://www.chinadaily.com.cn/
http://www.chinadaily.com.cn/
http://www.chinadaily.com.cn/
http://www.chinadaily.com.cn/
http://www.chinadaily.com.cn/
http://www.chinadaily.com.cn/
http://www.chinadaily.com.cn/
http://www.chinadaily.com.cn/
http://www.chinadail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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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能现状分析 

2012.5.8, 2014.4.24（略） 

 北京做第三严正交涉到马尼拉，并警告说这是很难约领土僵局的一个岛屿
乐观。当局说，他们已经准备了马尼拉的情况有任何升级。(2015.4.28) 

 北京由第三严正交涉到马尼拉，并警告说这是很难约了一个岛领土僵局持
乐观态度。当局说，他们已经为马尼拉局势的升级准备。(2016.5.1) 

 北京对马尼拉进行了第三次庄严的代表，并警告说，对岛上的领土僵局很
难看好。当局表示，他们为马尼拉的情况升级做好了准备。(2017.5.15) 

 北京向马尼拉提出了第三次严正交涉，并警告说很难对一个岛屿的领土僵
局持乐观态度。当局表示，他们已经为马尼拉局势升级做好了准备。
(2018.5.20) 

 北京向马尼拉提出了第三次庄严的代表，并警告说，对一个岛屿的领土僵
局很难保持乐观。有关当局表示，他们已经为马尼拉的局势升级做好了准
备。 (2019.5.6) 

 北京对马尼拉进行了第三次庄严的代表，并警告说，对一个岛屿的领土僵
局不容乐观。 当局说，他们已经为马尼拉局势的任何升级做好了准备。 

      (202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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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能现状分析 

   The reviewing phase has started. The paper-reviewer assignment was 

relatively smoothly. We have only less than 10 cases of reviewers with 7 

or 8 papers. Some of them agreed to review this amount, the other will be 

consulted next week. AC’s are aware of that. 

As for papers, I checked this morning that all the papers have reviewers, 

but it might be good to doubly check this next Monday. Next milestone in 

our list is 24 of August for a reminder to reviewers. 

仍存在很多的问题 

审核阶段已经开始。审稿人的分配相对顺利。我们只有不到10例审稿
人的7或8篇论文。他们中的一些人同意审查这一数额，其他人将在下
周进行协商。 AC意识到了这一点。 

至于论文，今天早上我检查了所有的论文都有审稿人，但是最好在下
周一进行两次检查。我们名单中的下一个里程碑是8月24日，以提醒
审阅者。 Google Translator, 2020.7.25 

准确性、流畅性、连贯性等都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文本翻译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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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能现状分析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收入的42篇重要文稿，深刻阐述了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意义、指导原则、丰富内涵、目标路径
等重大问题，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造福沿线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
指导意义。 

The 42 important manuscripts from "Xi Jinping Talks on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deeply elaborated on the major issues of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such as the great significance, guiding principles, rich 

connotations, and goal paths. They have continuously made new 

achievements in promo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gress, to benefit the people of all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and to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of 

very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2020.7.25) 

在复杂长句翻译中大量地出现漏翻、错翻和词序颠倒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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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能现状分析 

面对原文中的噪声常常束手无策 

印尼语、马来语、菲律宾语三种语言的主流媒体中新闻文本
分别有20%、14%和10%以上的词汇存在拼写错误。 

如印尼语中表示“失败”的词“gagal”，常被“ga2l”替代；
为了强调语气，有时会重复输入字符，“cemungudh” 常被写为
“cemunguuuuudh”。 

速记缩写、代号等专门处理，例如 
Arrive at tks at 0800hrs  在08时00分到达塔克斯。 

whr cldy   The weather is cloudy 

The army leaves #loc1 for #loc2. 部队离开#loc1前往#loc2。 

在专业领域很多术语有固定的译文 
The CTCs control the operation of the fans. (客舱温度控制器) 

Interrogator: 询问者，质问者；航空：测距机 
Transformer: 改革者；变形金刚；变压器；变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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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能现状分析 

新加坡经检会：2004年经济可望全面复苏。 

   Singapore Economic Inspection Commission: In 2004, the economy 

is expected to fully recover. 

Singapore’s Economic Review Committee: The economy is 

expected to fully recover by 2004. 

无法从译员的译后编辑过程中自动学习翻译知识。 

俚语/成语翻译仍然是一座不易攻克的堡垒 

例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 
 四十载惊涛拍岸，九万里风鹏正举。 

(习近平主席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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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能现状分析 

目前神经机器翻译系统(文本)的主要错误类型分布情况 

2019年4月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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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能现状分析 

 对于资源较为充分的语言对（如英汉、日汉等），在说话场景不
是非常复杂、口音基本标准、语速基本正常、使用词汇和句型不
是非常生僻的情况下，日常口语翻译的性能基本可满足正常交流
的需要；专业领域的文本翻译在训练语料较充分时译文准确率可
达到80%以上；新闻领域的翻译准确率跨度较大，总体而言，文本
翻译的准确率约为75%左右。(BLEU 值为 0.3 左右) 

 对于译文质量要求较高的翻译任务，如领导人的著作、文学名著、
严肃场景下的演讲和对话（包括领导人讲话、外交部答记者问、
有较严重口音的学术讲座等），机器翻译系统都难以胜任。在可
预见的未来看不到机器翻译系统替代人工翻译的可能性。 

 对于资源稀少的小语种与汉语之间的翻译，机器翻译系统只能以
快速获取信息为目的帮助人们大致了解原文的主题和内容。 

性能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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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能现状分析 

光明网：http://share.gmw.cn/news/2019-03/16/content_326467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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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目标导向的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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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目标 

用 
户 

目标提出 

需求分析 

数据提供 

问题归纳
方案设计 

系统实现 

资源提供 

辅助测试 

3. 应用目标导向的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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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目标导向的技术研发 

提高译文忠实度的方法（错翻、漏翻、词序„） 

多模态翻译（文本、语音、图像、视频） 

基于知识的翻译方法（领域知识、常识„） 

交互翻译（人机互助、进化学习） 

系统/技术迁移（领域、任务、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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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目标导向的技术研发 

提出了一种粗粒度到细粒度的翻译框架，缓解了高熵词的漏
翻率 

翻译熵(translation entropy)的定义: 假设一个单词s有K个候选

翻译，每个译文的概率为pk，那么 s 的翻译熵为： 

1

( ) log


 
K

k k

k

E s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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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目标导向的技术研发 

一个单词的翻译熵越高(横轴)，漏翻的概率(纵轴)越高。 

粗粒度到细粒度框架: 

粗粒度阶段：构造一种伪语言Z，减少高熵词的翻译熵。 

细粒度阶段：利用伪语言Z，改进源语言X到目标语言Y的翻译。 

AAAI’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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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目标导向的技术研发 

利用知识图谱增强的翻译方法 

专业领域存在大量的专业术语，以命名实体为主 

双语平行语料的规模是有限的，能够学出来的实体翻译对
的数量也是有限的 

已有的方法借助知识图谱增强训练 

K D

K D

K D
D K

[Shi et al., 2016; Lu et al., 2018; Moussallem et al., 2019]

从双语语料
中学出来的
实体翻译对 

知识图谱
中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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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目标导向的技术研发 

源语言：不建议使用乙酰水杨酸和布洛芬。 

Reference: Aspirin and ibuprofen are not recommended. 

NMT:  It is not recommended to use the book of agriculture, 

yaoyang and ibuprofen. 

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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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目标导向的技术研发 

 Data Resources 

 Parallel Sentence Pairs:   

 Source KG:  

 Target KG:  

 Goal: to improve the translation quality of  K-D entities. 

{( , )}D X Y

( , , )
s s s s

KG h r t

( , , )
t t t t

KG h r t KGs and KGt are not parallel. 

 三步法： 

     (1) 从双语平行语料中学习实体对； 

     (2) 根据学出来的实体向量扩展其相似的实体，并将扩展出
来的实体对融入到原句对中，构成伪句对； 

     (3) 将原句对与伪句对混合，进行联合训练。 

IJCAI’2020 



30/37 

3. 应用目标导向的技术研发 

提出了一种编码器和解码器共享的翻译框架，并建立了语种
相关的注意力机制 

 当前主流的多语言翻译范式： 

①不同语言拥有自身特有的Encoder和Decoder网络 

②不同翻译对之间共享一套Encoder和Decoder网络 

 

 这种翻译范式面临的问题： 

a) 参数共享的机制没有得到深入研究和探讨 

b) 不同语言之间的共性没有被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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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目标导向的技术研发 

语种向量 

表示器(representor) 

共享Encoder和Decoder 

语种敏感的注意力机制 

语种判别器 

ACL’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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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目标导向的技术研发 

提出了一种同步双向的神经机器翻译框架 
     (Synchronous Bidirectional NMT) 

1y 2y
3y ny

ny 1ny  2ny  1y

„ 

„ 

t=0 t=1 t=3 t=n

L2R:

R2L:

<l2r>

<r2l>

t=2

SBAtt:

L2R (R2L) generation does not depend on its previously generated 

outputs, but also rely on future contexts predicted by R2L (L2R) 

decoding. 

TACL’2019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81(2020)103234, pp.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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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翻译技术近年来取得了快速进展，已在很多场景下得到
了实际应用 

通用翻译框架只能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很难针对
特定用户需求和特定领域特点在所有翻译任务和翻译语言对
时上达到高质量翻译的水平 

未来将向着高质量译文（“信”与“达”）水平快速发展 

未登录词（包括噪声）识别、先验知识和多模态信息的综合
利用是下一步机器翻译重点攻克的技术难点 

4.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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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自动化所自然
语言处理团队研发的
“中科凡语”多语言
机器翻译及分析系统
已实现50多种语言到

汉语的自动翻译和分
析，成功应用于多个
国家特定领域，并服
务于很多大型企业，
如波音公司等。 

中科凡语多语言机器翻译及分析系统 

4.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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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念：面向特定用户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定制，满足用户个
性化服务。 

联系人： 

        周玉，yzhou@nlpr.ia.ac.cn,  135 5222 1433 

        李小青，xiaoqing.li@anylangtech.com，131 2173 3699 

4. 结束语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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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