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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语缩略语在现代汉语中被广泛使用，其研究对于中文信息处理有着重要地意义。该文提出了一种从英

汉平行语料库中自动提取汉语缩略语的方法。首先对双语语料进行词对齐，再抽取出与词对齐信息一致的双语短

语对，然后用SVM分类器提取出质量高的双语短语对，最后再从质量高的短语对集合中利用相同英文及少量汉语

缩略 全称对应规则提取出汉语缩略语及全称语对。实验结果表明，利用平行语料的双语对译信息，自动提取出

的缩略语具有较高地准确率，可以作为一种自动获取缩略语词典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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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ilingual Corpus Based Approach to Chinese Abbreviation Ex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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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ese abbreviations are widely used in modern Chinese texts，and the researches on them are important

for Chinese information processing．In this paper，we propose an approach tO extract Chinese abbreviations from

Chinese-English parallel corpus．First we generate word alignments for the corpus，and extract Chinese—English

phrase pairs consistent with the alignments．Then，we discriminate high quality phrase pairs from the bad ones by

SVM Classifier．In the end，we extract Chinese abbreviation and full—form phrase pairs from the high quality group

using their corresponding English translations and some rules．The experiments show that our approach can extract

abbreviations with high accuracy，and could be an effective way tO extract Chinese abbreviation and full—form phrase

pairs·

Key words：abbreviation；parallel corpus；phrase extraction；classify

1 引言

缩略语是短语或词的全称的缩写形式，如“中

国”简称“中”。由于其省时省力的效果，在自然语言

中被广泛使用，是未登录词的主要来源之一。据研

究，在一篇典型的中文新闻文章中，近20％的句子

包含缩略语_lJ。而未登录词对于中文的自动分词与

词性标注等词法句法分析任务有很大地影响，这使

得中文缩略语有较大地研究价值。

一般来说，现代中文缩略语的构成方式主要有四

种。(1)语素方式：缩略语由原词语各部分的语素构

成。例如，奥林匹克运动——奥运；(2)中心词方式：

缩略语由原词语核心的词构成。例如，人造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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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人造卫星；(3)混合方式：缩略语由语素和

中心词构成方式混合使用而得。例如，中央电视

台——中央台；(4)合并方式：缩略语由原词语中的

并列词归纳而得。例如，包退、包换、包修——三包。

从整体上看，缩略语研究可以分为缩略语的探

测识别、简称一全称的对应(还原生成)两大类工作。

在缩略语的探测识别方面，Zhu，et a1．针对单字人

名、地名简称，采取了基于分类器的预测模型[23；李

斌等对汉语单字国名采取了统计评分法进行识

别[3]。缩略语的自动识别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缩略

语的“简称一全称”的还原、生成工作以及缩略语词

典的自动构建。在还原、生成方面，Chang和Lai将

缩略语的生成和还原问题转化为隐马尔可夫模型

(HMM)问题，使用缩略语词典进行训练[1]。支流

等设计了一个基于模糊匹配的缩略语还原算法，从

缩略语上下文和缩略语词典中获得备选的全称[4]。

在缩略语词典自动构建方面，崔世起等针对未登录

词，在生语料中使用重复串搜索技术和词性过滤获

得候选缩略语集和全称短语库，再利用语言模型和

对齐模型进行候选缩略语和全称短语的对齐，最后

得到148对缩略一全称语对，准确率为51．4％[5]。

武子英等从词性标注语料中获得候选缩略语集和全

称短语库后，利用上下文的相似度对缩略语和全称

短语配对，从而获得缩略语词典，准确率达到

74．1％[6]。这两种方法都是在汉语单语文本上的工

作，有两点不足。(1)缩略语的采集效率比较低。多

重视“简称一全称”的对应，而作为对应前提的简称

的自动识别则研究较少；(2)仅使用单语的缩略规则

模板，导致准确率不是很高。

中文缩略语的大量存在对汉-夕h统计机器翻译

也造成一定的影响。Li et a1．提出了一种获得中文

缩略语英文翻译的方法[7]。该方法首先识别英文语

料中的实体，并翻译为中文短语，以此作为全称短

语。然后，根据中文单语语料中短语的共现信息提

取出缩略语，以英文实体为其翻译。该方法的目的

是获得候选缩略语的英文翻译，因而对于缩略一全

称语对的准确度要求不高。但这启示我们两种语言

的翻译关系可以作为联系全称和缩略语的桥梁。

本文遵循从双语对译关系中挖掘全称一简称关

系的思路，尝试找到一种准确率比较高的自动获取

方法，以中文缩略语为研究对象，取得了不错的实验

结果。我们首先从句对齐平行语料库中抽取出中英

文短语对。然后根据短语对的一些特征训练出一个

SVM分类器，将短语对根据对应的质量分为“对应”

与“不对应”两类。从对应质量好的那一类短语对集

合中，利用一些约束条件和英文翻译抽取中文缩

略一全称语对。实验表明，该方法抽取出的缩略一

全称语对有较高地准确度。

2中文缩略语提取

从句对齐平行语料中提取中文缩略语的过程可

分为三个部分：短语对抽取，短语对分类和缩略一

全称语对的抽取。

2．1短语对的抽取

这里短语对抽取采用基于短语的机器翻译[81的

短语对抽取方法，流程如图1所示。

中文l：虫甚代表圃访i耵智利襁抢比亚． 中文l：虫装代表圄访间了智利和蕾抢幽亚．

英文l：the垡delegation v；sited ch；le 英文l：the g蔓delegation v／s；tecl cNle

and colombia。 and colombia，

中置锎 中文2：享薯说．虫邑戳是锁导嚣fI】 G融++词铡齐讨I陈中文2：享薹说，虫匡告蟹罄魏鹱戡们 枷ken泌、
事业的饿心力量- 事业的接心力量．

踅堙：li Pe叼said：the单￡isthe 窝鞍：I}Peng said：the垡istheforce
force at the core lead；ncj wr Cause． at the r_．ore leading our CilLl5e。

、 y

短语对： 中文1：虫装代籀访闯了智利扣哥伦比职．
英文1：the垡delegation vis；tecl chile

台并相同的短语
虫蓝g苎04) and colombia．

对。并婉撇 中共代衷翔cpc 词对齐(c—e)1：O-1 1-22．3 3-344 S一5 6．67-7

辕出∈ delegation 0-0 1-1
，瓣酏啜

rTryg．2：季暑说，巾国婪产壹是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戴2：H peng sald：the鲢istheforceatthe coreleadincj

事薯11 peng 0—00-1 our CaU∞。

词X挤2：0-0 0一l l一2 2—3 3-5 4—5 5-6 ll一8 10—1l 6—12 7—13

中国婪穿宣l罄0-01-0 8—1412一15

图1短语对抽取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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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短语对的步骤：

(1)对平行语料中的中文分词，英文全部换成

小写字母并将符号与词分隔开(Tokenization)；

(2)利用开源的词对齐训练工具GIZAC++①

对平行语料进行词对齐训练。词对齐训练的目标是

获得语句对中词的对应关系。如图2所示，连线的

词之间存在对应关系。注意，由于这里的词对齐关

系是通过统计方法自动获取的，因而未必完全正确；

(3)使用开源的机器翻译系统Moses②，抽取与

词对齐信息一致的中英文短语对。比如从图2中的

中文句子抽取的短语可以是“中共”、“中共代表

团”。不过，这里的短语不一定是语言学严格意义上

的短语。这里的短语是指由语句中连续的一个或多

个词构成的语句的子串；

(4)合并相同的短语对，输出到文件。

中共代表团访问了智利和哥伦比亚。

＼＼心＼＼＼＼
the cpc delegation visited chile and colombia、．

图2词对齐示例

从中英文句对C{和ef中抽取的与它们的词对

齐信息A一致的短语对集BP可定义为：

Bp(cf，e{，A)一{(cih，8。ih)l V(歹7，i 7)ffA：歹<一

J7<一J+仇一i<一i7<一i+孢}

其中，cih表示由句子Cf中的第J个词开始到

第J+m个词结束构成的短语，elh表示由句子e{

中的第i个词开始到第i+n个词结束构成的短

语[9]。集合中的条件含义可理解为：中文短语c；h

中的词只与英文短语e；h中的词有对应关系，elh

中的词也只与cj+”中的词有对应关系。如图2中，

“访问了”与“visited”是一个与自动对齐一致的短

语对，而“访问”与“visited”则与自动对齐不一致。

抽取短语对的过程中，为了提高效率，我们排除

了那些不太可能作为一个缩略语或缩略语英文翻译

的短语。排除条件有：(1)中文或英文短语中含有

标点符号；(2)中文短语的边界词为“了”、“是”、“个”

等三个一些不太可能作为缩略语或其全称边界的

词；(3)英文短语边界词为介词，或词尾为“the”的不

太可能作为缩略语或全称的英文翻译边界的虚词。

2．2基于SVM分类器的短语对分类方法

由于语料库中的噪声以及训练出来的词对齐不

可能完全正确，使得相当多的一部分中英文短语对

事实上并不对应。这些并不对应的短语对会影响到

后面缩略语提取的准确度和效率。因此，我们采用

四个特征来衡量中英文短语对的对应质量。并据此

训练出一个基于SVM(支持向量机)的分类器[1 0|，

将短语对根据对应质量分为“对应”与“不对应”

两类。

对于中一英短语对C-E，其中C—C。C：⋯c。，E—

e。e2⋯e。，采用的四个特征为：

(1)C翻译为E的短语翻译概率，采取极大似

然估计。

庐(E c)一页co磊unt(而C,E两)，其中删￡(c，E7)
7

为短语C与E 7对应的次数；

(2)词汇化翻译概率，c中的词翻译为E中的

词的概率平均值；

9(E C)一Max{9(E，A C))

一喈x{去萎而而藉
∑w(e，I Ci)}，

V(i，J)∈A 』

其中A为训练得到的C—E中词的对应关系，由

于训练过程中对于相同的C，E可能有不同的对应

关系，我们这里采用值最大的妒(E，AIC)作为P(El

C)的值。其中，w(e；f C：)为根据语料词对齐信息得

到的词翻译概率，采用极大似然估计；

(3)≠(cl E)，即E翻译为C的短语翻译概率。

(4)p(ClE)，即E中词翻译到C中词的概率平

均值。

这些特征可以较好地表征短语对齐效果，计算

量不高，分类效果也不错(实验结果见3．1节)。

2．3缩略语抽取算法

经上一节分类后得到比较可靠的中一英短语

对，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从这些短语对中提取出候选

缩略一全称语对。算法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

(2．3．1)抽取出一个缩略一全称语对的候选集；第二

部分(2．3．2)对这个候选集进行过滤，获得一个准确

度较高的缩略语词典。

2．3．1匹配约束

我们将中文短语按字长度进行分组，长度不超

过5的短语被认为是候选的缩略语。一对中文短语

①http：／／www—i6．informatik．rwth—aachen．de／Colleagues／

och／software／GIZA++．html

⑦httptf fwww．statmt．org／m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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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C，-C。(C，为缩略语，C：为全称语)被选为一对候

选缩略一全称短语对，当且仅当：(1)C，中的字都在

C。中出现；(2)C，和C：存在相同的英文翻译。

2．3．2 噪音过滤

为提高缩略全称短语对的准确性，要对其中

的噪音进行过滤。我们对抽取出的候选缩略语对进

行了词性标注，使用的工具为ICTCLAS①。我们将

候选缩略语的词性限于名词(n)、动词(v)、形容词

(a)、区位词(b)及数词(m)。经过观察，我们发现抽

取出的候选缩略一全称语对的一些特性。主要分为

以下几类。

(1)候选缩略语为单字的情况。此时的抽取出

的候选缩略一全称语对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的缩略。这是单字缩略

最常见的情况。例如，“阿／b．阿根廷／nsf”，“董／nrl一

董建华／nr”。这一类缩略一全称语对准确性比较高；

2．候选缩略语与候选全称有相同的意义，但不

是缩略语对。例如，“园／ng一公园／n”；

3．噪音。这类语对并不是缩略一全称的关系，

是由于词对齐信息不完全正确导致的错误。例如，

“他／rr一表示／v他／rr”。这类候选缩略语和全称语

的词的个数和词性往往不相同。

因此对于候选缩略语为单字的语对，我们根据

词性标注的结果选取第一类，也即选取缩略或者全

称词性标注为人名(nr)、地名(ns)、机构团体名(nt)

及其他专名(nz)的候选语对。

(2)候选缩略语字长为2，3，4，5的情况。此

时，采用语素构成的候选缩略语正确率很高，而采用

中心词构成的候选缩略语正确率较低，是大部分噪

音的来源。针对这个特点，我们选取的候选缩略语

对分为以下几类：

1．候选缩略语和全称语为单个词且被均标注

为人名(nr)、地名(ns)、机构团体名(nt)及其他专名

(nz)。例如，“国家计委／nt一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nt”。这里对于专名的处理要求比(1)中严格是因为

专有名词的字长较长时更有可能与一些长的短语产

生对应关系，尽管这些短语不是它的全称。例如，

“非洲／ns{一非洲／nsf国家／n”。同样地，长的专有名

词在上下文中也经常被简称为短的非专有名词，然

而，这种缩略形式并没有被固定下来。例如，“军委／

n一中央军事委员会／nt”；

2．语素构成方式。这类候选缩略一全称语对

的准确率较高。根据候选全称语的词长，我们再将

之分为两类。候选全称语的词长大于1时，我们直

接将之选取到缩略语词典中。例如，“海基会／n一海

峡／n交流／vn基金会／n”。候选全称语词长为1

时，此时我们的选取条件是：候选缩略语不是候选

全称语的子字符串。例如，“中科院／n一中国科学院／

nt”。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排除主要的词重叠的候选

缩略一全称语对，这类短语对意义相近，但不是缩

略一全称关系。例如，“人大／n常委会／n一全国人大

常委会／nt”。

3．混合构成方式。以混合方式构成的候选缩

略语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字长较短的缩略语和其

他词组合成的短语。例如，“中国／ns社科院／n一中

国／ns社会／n科学院／n”由“社科院／n一社会／n科学

院／n”与“中国／ns”组合产生。这一类的候选缩略语

对于缩略语词典没有太多意义。因此我们只选择候

选缩略语为单个词的候选缩略一全称语对，例如，

“藏族／nz一藏／b民族／n”，从而过滤掉由字长较短的

缩略语和其他词组合成的候选缩略语。

综上所述，我们结合候选缩略一全称语对的长

度、词性和缩略方式，将符合如下5条规则的候选缩

略一全称语对选出，过滤掉其他的候选语对。

(1)候选缩略语字长为1，候选缩略语或者候选

全称语为专有名词。例如，“埃／b一埃及／nsf”；

(2)候选缩略语为多字，候选缩略语和候选全

称语均为专有名词。例如，“中央军委／nt一中央军事

委员会／nt”；

(3)候选缩略语为多字，采用语素方式缩略，候

选全称语为多个词组合。例如，“港商／n一香港／ns

商人／n”；

(4)候选缩略语为多字，采用语素方式缩略，候

选全称语为单个词且候选缩略语不是全称语的子字

符串。例如，“民盟／n一中国民主同盟／nt”；

(5)候选缩略语为多字，采用混合方式缩略，候

选缩略语为单个词。例如，“地空导弹／n一地对空／b

导弹／n”；

经过这五条规则筛选后，得到的缩略语词典的

准确率会得到很大地提高。当然，这些规则也不可

避免地会排除掉一部分真正的缩略语，使得召回率

略有下降。

3 实验

3．1 实验过程

(1)语料预处理。考虑到缩略全称语对在新闻

固http：{}www．ictcla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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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语料中出现的比较多，我们使用了新闻领域

汉英平行语料LDC2003E14①，从中随机选取了20

万句对。采用Stanford Chinese Segmenter②对中

文语料进行自动分词，将英文语料全部换成小写字

母并将符号与词分隔开。

(2)词对齐训练。将预处理后的语料用开源软

件GIZAC++训练得到词对齐结果。

(3)抽取短语对。按照2．1节中的方法抽取短

语对，最终得到114 446个短语对。根据抽取出的

短语对的对应次数和(2)中得到的词对应次数，可以

计算出2．2节中提出的衡量中英文短语对齐质量的

四个特征。

(4)SVM短语对分类。从中英文短语对集合

中选取186条短语对，根据中英文短语是否对应，手

工标注为“对应”和“不对应”两类。为获得高召回

率，我们放松了对应标准。以标注后的数据为训练

集，得到一个SVM分类器。从短语对集合中随机

挑选出100条短语对(对应和不对应数据各一半)用

于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正确率为81％，召回率

为86．36％，F值为83．59％。用SVM分类器对短

语对分类后得到结果为正的短语对91 884句，占总

短语对数的80．28％。

表1 中英文短语对对应质量分类器的测试结果

结果类别 对应 不对应

预测为对应 44 13

预测为不对应 6 37

(5)匹配约束。选出(4)中分类后标注为“对

应”的中英文短语对。其中的中文短语经过匹配约

束(2．3．1)后得到候选缩略一全称语12 639对。根

据候选缩略语的字长统计情况如表2所示。

表2候选缩略一全称语对统计

字长 1 2 3 4 5

候选集数目 2 292 5 772 1 705 2 333 533

(6)噪音过滤。对经(5)得到的候选缩略一全

称语对采用ICTCLAS进行词性标注。对得到的带．

有词性信息的候选缩略一全称语对进行噪音过滤

(2．3．2)。最终得到缩略一全称语710对。

3．2实验结果和分析

经过3．1中的实验步骤，我们得到最终的缩

略一全称语词典。表3显示的是按缩略语字长和组

合方式给出的统计结果。结果显示提取的缩略语以

二字长的居多，占到总数的64％。字长为四和五的

缩略语比较少。这一方面是我们提取过程中的偏

向，另一方面是字长为二的缩略语在自然语言中分

布确实很多。在缩略语构成方面，我们的方法偏向

于语素构成方式，占总数的71．83％。混合方式占

16．05％，而中心词构成方式产生的缩略语主要来源

于专有名词，因而数量不多。另外，对于合并缩略方

式构成的缩略一全称语对我们的算法没有考虑，原

因是这类缩略语和全称语的英文翻译往往不相同。

表3提取出的缩略语统计表

缩略语 语素构成方式 中心词构成方式 混合方式 合计

字长1 143(阿一阿根廷) 14(江一江／主席) O 157

字长2 348(国安一国家／安全) 61(清华一清华／大学) 46(藏族一藏／民族) 455

字长3 19(经贸委一经济／贸易／委员会) 5(黑龙江一黑龙江／省) 42(军事学一军事／科学) 66

字长4，5 O 6民主革命一民主／主义／革命) 26(地空／导弹一地对空／导弹) 32

合计 510 86 114 710

表4缩略语的准确率评测

缩略语 正确 错误 正确率

字长为1：157 128 29 81．5％

字长为2：455 403 52 88．6％

字长为3：66 56 10 84．8％

字长为4，5：32 26 6 81．25％

合计：710 613 97 86。3％

我们对得到的710条缩略语进行了评测。统计

的结果如表4所示，整体准确率达到86．3％。我们

可以看到该方法在不同词长下的正确率比较稳定。

其中错误的例子一部分是由分词和词性标注错误以

①http：／／projects．1dc．upenn．edu／TIDES／mt2003．htmi

②http：／／nip．sttanford．edu／software／segment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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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短语词对齐不准确造成，例如，“韩国／nsf-韩三

国／nr”及“美／b一韩美／nr”。另外一部分则属于我们

的方法较难处理的，例如，“我军／n一我国／n军用／

b”。当然这种情况可以用添加规则的方法解决。

但是如果增加过多语言学过滤规则，在自动分词

和词性标注不够精确的情况下，又会使得召回率

低下。

4结论及未来工作

本文提出了一种从双语平行语料中提取缩略语

词典的方法。与其他方法相比，我们利用了语言之

间的翻译关系，获得较为可靠的候选集。需要的人

工标注量很小，最终的缩略语词典正确率比较高。

实验中，我们的噪音过滤方法使得一些好的缩略语

被过滤掉。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将探寻更好的解决

方法，例如，用更多的信息，如短语的上下文特征，来

过滤候选集¨J“。

本文的方法利用了双语词对齐信息作为缩略

全称语获取的依据，目前在中小规模数据上得到的

缩略语数量还不是很大。但是该方法具有良好地可

扩展性和应用价值：(1)在平行语料库上英汉互增

益获取双语缩略语词典。具体步骤为，将本文的方

法逆向使用，自动获取英文的缩略全称语资源；利

用英文的缩略一全称语信息，将英文的“缩略一全称

语”当作同义词，对中文缩略语候选词对进行扩展，

以增益中文缩略语获取效果；利用中文的缩略一全

称语信息，增益英文缩略语获取效果；得到英汉双语

对译的双语缩略语信息库；(2)可扩展至其他任意双

语语料库的缩略语获取；(3)将双语缩略语信息库应

用于机器翻译的双语词对齐工作，提高一部分因缩

略语造成对齐困难；(4)有助于满足机器翻译等语言

服务系统对于单语和双语缩略语的处理需求，解决

形如“苏一Jiangsu province”的双语对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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