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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英译现状非常混乱，在科研评价中根据作者英文名检索时有很大的问题。论文作者姓

名中英自动翻译研究旨在为科研机构评价人才提供准确的参考，使其从繁琐的匹配论文工作中解脱出
来。针对论文作者这一固定、较为封闭的群体，本文研究中、英文的姓名翻译对照规则，设计中英文
姓名对照辞典；调研了中文姓名英译存在的问题，归纳总结出了适合长远发展以及推广的中文姓名英
译的规则：《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根据论文编号、第一作者、英文名写法筛选形成中英
文姓名对照字典建设语料库，在此基础上设计与实现论文作者姓名中英自动翻译模型，规避了复姓、
多音字、生僻字等一些复杂情况。该模型的设计与开发针对论文作者语料库，根据相似性算法优化匹
配符合作者需求的规范化英文名，较之一般翻译软件具有较高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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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tuation of Chinese name translation is confusing in the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erms of the author’s English name. The author of the paper is an accurate reference for the evaluation
of talents by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so that it can be freed from the work of the cumber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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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ing papers. This paper studied the Chinese-English nam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transl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he research reviewed and summariz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names. In addition, the paper summarized the rules which are suitable for long-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me translation: “Chinese Name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Spelling Method”. This
study constructed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name corpus based on the ID of papers, the Chinese name
and English name of the first author. 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English
automatic translation model for the author’s name to avoid the compound surname polyphonic words,
uncommon characters and other complex situations.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del are aimed
at the author corpus, and the similarity algorithm is used to optimize the matching English name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author, which has higher practical value compared with the general translation software.
Keywords：Corpus; name translation; similarity; Chinese Pinyin program

1 引言

论文作者中英文名构建语料库；结合相关算法，
实现高准确率的集成语料库自动翻译原型，对

中文姓名的英译主要有两种表达方式：

原有中文作者姓名翻译体系的完善提供参考。

直接以汉语拼音表达，如 “ 王晓梅 ” 为 “Wang

同时，在基于语料库的基础上进行论文作者的

Xiaomei”。姓名顺序保留汉语习惯，即姓在前，

姓名自动翻译研究，旨在为科研机构评价人才

名在后。姓和名作为两个组合分开书写，名的

提供准确的参考，使其从繁琐的匹配论文工作

部分不分开；或者起一个英文名，再与汉语拼

中解脱出来，有效地开展科研评价工作。

音的姓组合，如张朝阳：Charles Zhang。随着

本研究形成的中文作者姓名英译语料库可

中国科研人员在国际学术期刊等上发表的文章

以规范中文科技论文的作者姓名翻译问题，使

越来越多，对应翻译的英文名混乱问题也越来

科学评价时论文作者的学术成果客观性有了增

越严重。以 Web of Science 为例：论文作者署

强，提高了广大科研工作者学习检索文献的效

名是时一般为姓全拼空格后 + 名首字母，根据

率，有助于作者中英文姓名消歧研究的进一步

该缩写规则查找该作者的论文会出现检索结果

实施。

的混乱。在科学计量学的微观评价中，如何区
别中英文人名，检索出一个作者的所有英文论

2 相关研究综述

文会有很大的困难。由此可见，论文姓名中英
自动翻译非常重要。

2.1 中文姓名英译混乱的原因

本研究结合我国中文论文作者姓名自动翻

中文姓名英译混乱的原因主要有：注音法

译的相关标准及特点，对现有通用的姓名自动

的演变、少数民族姓名与一般汉语人名不同以

翻译原型进行归纳总结；搜集专有的中文科技

及国内姓名翻译适用的不同标准的干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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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注音法的演变

《汉语拼音方案》正式成为汉语罗马字母拼写

威妥玛式拼音法 [1] 是 1867 年由威妥玛等

法的国际标准，同时通过采用汉语拼音作为情

人合编的注音规则，在《汉语拼音方案》制定

报网络、图书馆和文献管理中拼写汉语的国际

前被广泛用于人名、地名注音。该注音法将汉

标准，确立了汉语拼音为汉语国际罗马化的唯

语声母 z，c 分成 ts′，ts 或 tz，tz′ 两种，把 s 分

一标准。2015 年 12 月，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式

成 s，ss 和 sz 三种，排版印刷时容易产生混乱，

出版了《ISO 7098 信息与文献中文罗马字母拼

如 “ 张 ”、“ 常 ” 不分等。历史上影响较深的注

写法》2015 年修订本 [5]，增加了汉语拼音分词

音法还有：利玛窦的拉丁字母式拼音、《国语

连写的规则，增强了《汉语拼音方案》在国际

罗马字拼音法式》、《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原

语言生活中的可操作性。

则和规则》以及肯尼迪设计的耶鲁拼音。
2.1.2 少数民族姓名
少数民族姓名字符串较长，有中间连接

（2） 中 国 学 术 期 刊 标 准：1999 年《 中
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
在全国近 3500 种入编期刊中试行

[6, 7]

。该标

符，一般来说，按少数民族语读音拼写。如阿

准规定姓的全部字母大写，名字的首字母大

不都热苏力 Abdurusul 和司马义 · 萨依木 Sirnayi

写， 双 名 中 间 加 连 字 符， 名 字 不 缩 写。 该 方

Sayimu。少数民族人名汉字英译按照一定的规

案避免了姓和名的混淆和缩写问题，但因与

则，准确地转写，或是对别的民族的人名用本

国家标准相冲突，使作者在署名时有很大的

民族的语言文字准确地表达，是民族进步、社

困扰，且存在一定的缺陷，连字符较难被识

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当代语言文字发展的需要 [2]。

别，作者姓名检索具有较大困难。目前不同

2.1.3 姓名英译规则

学术期刊对于作者署名的格式规范并不相同，

（1）国家标准：1978 年颁发的《国务院

较难统一实施。

批转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

本节总结归纳了中文姓名英译混乱的原

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3] 是中国

因，由此得出亟待解决的是确立一个国家标

人名英译的理论依据。该标准规定汉语姓名英

准，来规范化不同场景下已经存在的混乱问

译时，姓在前，名在后，中间为空格，复姓连写，

题。汉语拼音方案已经在国际上推广且被承

双名连写，无连接符号 “-”，姓与名的第一个字

认，具有很好的示范价值，可以作为未来姓

母均大写。国家规定改善了早期姓名翻译存在

名规范化的标准参考；对于少数民族的人名

的问题，然而还存在复姓、双名连写问题：如

写法，其现有的英译姓名最好保留而不加以

无法判断 “SunYue” 是 “ 孙玉娥 ” 还是 “ 孙悦 ”[4]。

改变；中文姓名回译困难，可将人名全称附

国家标准在国际上不断被推行，作为中文

在出版物中译名之后。

论文作者姓名署名时的参照依据： 1979 年，联
合国秘书处采用汉语拼音作为转写中国人名、
地名的标准，要求所有成员国必须执行。19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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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音译是目前语言学，机器翻译，统计学

的精确度和召回率。

尚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作者姓名中英自动翻译

2.2.2 基于语料库的自动翻译研究

是命名实体翻译问题的一个特例，是一个非常

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李汉铭等 [12] 提出了

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一种从网络语料库挖掘中文名称翻译的方法。

2.2.1 基于算法的姓名自动翻译研究

该方法提供了中文名称的分类，基于语音相似

新加坡资讯通信研究院李海洲 [8] 等所著

性，最小距离和附近出现的次数三种特征，通

《TRANSLITERATION》中通过探索各种音译

过使用查询扩展技术和支持向量机（SVM）来

和验证技术，探讨专有名词，特别是个人名字

提取名称翻译候选者，实验结果显示可以正确

的英汉对照音译范式。在自动语音识别（ASR），

地翻译大多数中文姓名。北京大学常宝宝 [13] 提

文本到语音（TTS），跨语言信息检索（CLIR）

出了基于词语关联度进行多词组合单位的识别

和机器翻译（MT）等语言处理中，越来越需要

方法，利用汉英双语语料进行汉英翻译等价单

翻译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词汇单词。在

位的抽取，并提出利用范畴假设来改进抽取算

实践中语义翻译不可用则通过音译进行翻译，

法的效率。

而音译是指通过保留原语言中的单词声音将一
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方法。

新疆师范大学阿力木 · 木拉提 [14] 通过维吾
尔音节切分与维吾尔人名特征相结合方法，基

国防科技大学李亚男等 [9] 提出了一种语

于字形的 DOM 音译框架进行实验，构建维吾

言映射方法，可以将给定社交网络中的用户名

尔人名语料库，提高维吾尔人名汉语自动音译

的不同类型的汉字翻译成相应的拼音单词；鉴

系统正确率 30%。借鉴少数民族语言英译软件

于用户身份数量可能非常大，使用 Hadoop 和

的开发与实现，在语料库的扩大中寻找提高准

Spark 框架来克服效率问题。新疆大学信息科学

确率的实现算法，是研究自动翻译软件的一个

与工程学院周飚 [10] 利用 VB 中的字符串处理函

方向 [14]。

数及 SQL 语句数据查询技术等，有效处理了哈

对于简繁汉字自动翻译方法，上海交通大

文词中每个字母因位置不同写法不同而引起的

学庞祯军 [15] 教授提出一种基于对照表以及语义

计算机编码不同的问题，从而实现了哈萨克族

相关性的自动翻译方法。使用繁体字语料库构

人名的自动翻译功能。

建语言模型以及收集到的维基百科词组对照表，

针对已经翻译成英文的中文人名回译，也

通过计算语言模型的分数来达到提升简体字转

有相关的研究。清华大学刘颖教授 [11] 使用组合

换成繁体字的准确率，同时考虑一个句子中字

方法：熵对齐模型和网络挖掘将英文人名翻译

词组合的几率，几率越高代表越可能符合正确

成中文人名。熵对齐模型利用人名和姓氏字典、

的文法。

双向条件概率和音译相似度；网络挖掘利用规

对姓名的中英自动翻译相关研究较少，其

则、线索词、音译相似度和条件概率。实验结

中多采用机器翻译方法，中英对照词典映射等

果表明，组合方法可以提高大规模并行语料库

方法。国内学者对中文姓名的英译研究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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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翻译现状和对策，其中有一些针对少数

库自动翻译原型，对原有中文作者姓名翻译体

民族语言的拼音规范化进行自动翻译软件的设

系的完善提供参考。

计和实现，对于姓和名的区分度并不高，多音
字的情况下也难以处理。

3.1 语料库建设

语料库是翻译研究的基础，在句子和文

语料库 [17] 是用科学的方法系统化收集起

本的翻译中，国内公开使用的语料库特别是

来的语言文集，存放的是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

双语平行语料库屈指可数，自建语料库虽多，

真实出现过的语言材料；真实语料需要经过加

但由于人力和资源所限，在规模和加工深度

工才能成为有用的资源 [18]。语料库中包含了大

上并不理想。针对句子和文本的翻译使用语

量的相关信息，可以研究各篇章的语言特征和

料库的研究对姓名中英自动翻译提供了一个

组合情况，从而分析构建篇章的语篇或语体特

很好的参考，姓名中英语料库本身并不复杂，

征 [19]。

只需要构建一个中英文姓名对照字典，可以

由于本文研究对象是论文作者这个特殊群

有效规避语料库数据庞大难以处理和运算的

体，构建的语料库充分体现了作者姓名的特点，

问题，并能充分利用语料库的特性，实现论

分析论文作者所附带的各种属性：如比较稳定

文中文作者的姓名自动翻译。目前还没有根

封闭，一般不会改变，只需做定期添加更新等

据语料库进行论文中文姓名进行中英自动翻

来规范与缩小语料库的范围。

译的针对性的研究。

3.1.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为截止 2015 年的中国科学技术

3 基于语料库的作者姓名自动翻译研究

信息研究所 CSTPCD 数据库，筛选所有中文科
技论文的中文姓名和对应的英文姓名，统计中

论文作者是一个比较固定且封闭的群体，

英文姓名相同的记录去重，设计中英文姓名对

将论文作者姓名翻译成英文具有一般姓名翻译

照字典。

的特征。不同之处是论文作者自己提供的对应

3.1.2 语料库规模

英文名具有较高的准确性，规避了一些复姓、

将所有论文记录的唯一 ID、第一作者名、

多音字、生僻字的情况。如果加以优化和格式

英文名写法筛选形成中英文姓名对照字典，即

规范，即可得到规范的英文名。所以可以参照

语料库 [20]，去重后共得到 4085160 条记录。如

现有的中文论文数据库中的作者自己提供的中

图 1 所示：

英文姓名来构造语料库

[16]

。

本文通过构建论文作者中英文名语料库，

由于中文姓氏存在复姓，如 “ 司马 ”、“ 诸
葛 ” 等，为了简化流程，增加姓氏判断的准确性，

缩小姓名中英自动翻译适用范围，更加专业化

构建复姓字典，在模型设计时直接调用即可。

和针对性，结合相关相似度算法，匹配修正英

共有 82 个复姓姓氏，前 20 个常用复姓如表 1

译名，实现能提高检效率与准确率的集成语料

所示：

046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18 年第 4 卷 第 1 期

融合语料库的论文作者姓名中英自动翻译研究
RESEARCH ON CHINESE AND ENGLISH AUTOMATIC TRANSLATION
COMBINED AUTHORSHIP CORPUS

本所构成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料库。
用 于 翻 译 研 究 的 语 料 库， 一 般 是 一 个
双 语 库 或 者 多 语 库 (Bilingual ／ Multilingual
Corpora)。本文构建的中英文姓名对照表属于双
语语料库和平行语料库，即只有两种语言，由
原文及其平行译文组成。复姓对照表属于单语
语料库。

3.2 姓名中英自动翻译模型设计
3.3.1 操作环境
该模型以 Windows 系统为操作平台，使用
图1 中英文姓名对照字典

关系数据库 SQL SERVER 2008 进行 SOL 语句

表1 复姓对照表

查询处理等数据库操作，以 python 程序语言为

复姓姓氏

开发工具，使用数据库连接技术、字符串处理

欧阳

东方

夏侯

澹台

太史

独孤

诸葛

皇甫

端木

南宫

尉迟

宗政

上官

万俟

公羊

濮阳

司马

闻人

赫连

公冶

……

函数和相似度算法，从而基本实现了中文作者
姓名的中英自动翻译功能。
3.3.2 中文姓名切词
中文姓名的分词是姓名自动翻译的关键步
骤。SQL 语言是一个通用的、功能极强的关系

3.1.3 语料库类型

数据库语言 [21]，集数据查询、数据操纵、数据

语料库主要有以下四类：

定义和数据控制功能于一体。本文中使用 SQL

（1） 单 语 语 料 库 (Monolingual Corpus)，

语句对数据库中的中文姓名进行切词处理，同

仅收集一种语言的语料库。

时将每个文字转变为对应的拼音。

（2） 双 语 ／ 多 语 语 料 库 (Bilingual ／

从给定的拼音词中根据 “ 转拼音规则 ” 采

Multilingual Corpora)，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

用正向最大匹配法切分出正确的拼音字，分为

言文本构成的语料库，有平行语料库和类比语

姓和名两部分。按照字符转拼音法则将每个字

料库两种形式。

符转化为拼音，作为待处理翻译结果。具体语

（3）平行语料库 (Parallel Corpora)，由原

句以首字母大写转化为例如下：

文文本及其平行对应的译语文 本构成的双语语

begin

料库。

set @crs=substring(@str,@str_len,1)

（4）类比语料库 (Comparable Corpora)，
由不同语言的文本或同一种语言不同变体的文

select @str_len=@str_len-1,@result=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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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crs>=’ 发 ’ then ‘F’

查询浏览

when @crs>=’ 妸 ’ then ‘E’

功能模块

when @crs>=’ 咑 ’ then ‘D’
自动翻译

when @crs>=’ 嚓 ’ then ‘C’
when @crs>=’ 八 ’ then ‘B’

图2

when @crs>=’ 吖 ’ then ‘A’ ……
else @crs end+@result

翻译界面功能模块图

设计论文作者姓名中英自动翻译流程图如
下图 3 所示：

end

输入

3.3.3 相似度算法

否

该模型中的相似度算法采用 Jaro Winkler
算法，该算法主要用于记录链接领域

[22]

。设两

字符串的 Jaro Distince 是 dj，两字符串拥有的

规范输入
是

共同前缀的长度为 L。Jaro-Winkler 算法认为，

复姓判断

起始部分相似的字符串，其相似的可能性更高，

否

是
查询语料库

给予 L 一个权重，即前缀范围因子 p。对于要
比较的两个字符串，Jaro-Winkler Distance 为：
dw=dj+(lp(1-dj))
其中：是最后得分；L 是前缀部分匹配的
长度，最大是 4 个字符；P 是一个范围因子常量，
用来调整前缀匹配的权值不能超过 0.25，一般
p 赋值为 0.1。越大，说明两字符串相似度越大。

是

多音字判断

否

无

有无记录
有

拼音转换（国家
标准）：比较对象
1—GB ENG

所有英文名：
比较对象
2—Corpus ENG
1,2,3,…n

出现频次最高的
比较对象3—
Author ENG

特点：速度快，两个被比较的字符串越是靠前，
则对该两字符串打分越低。该算法主要适用于
短字符串的比较，如人名等。

相似度比较法

3.3.4 功能流程设计
该模型使用 Python 语言能够快速搭建窗体
与运行界面，结合了用户操作简单、响应速度

最佳规范英文名

图3 论文作者姓名中英自动翻译流程图

快捷，界面设计要用户友好、简洁明了等特点。
根据应用需求分析，翻译界面包括查询浏览与
自动翻译，后台数据处理主要包括数据库添加
修改等信息传送的服务功能。翻译界面功能模
块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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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步骤如下：
（1）输入中文姓名，判断是否规范输入，
是则下一步，否则重新输入；
（2）系统根据复姓表判断姓氏是否为复

融合语料库的论文作者姓名中英自动翻译研究
RESEARCH ON CHINESE AND ENGLISH AUTOMATIC TRANSLATION
COMBINED AUTHORSHIP CORPUS

Corpus ENG 1，2，3……，n 和 比 较 对 象 1：

姓，是则转（3），否则转（7）
（3）查询语料库中该中文名的所有英文

GB ENG 进行中文切词，形成姓与名两部分。

名以及出现频次，所有英文名为作为比较对象 2：

对 Corpus ENG 中所有的姓和 GB ENG 的姓进

Corpus ENG 1，2，3……，n；

行相似度计算，再分别对名进行相似度计算，

（4）若有记录，选取频次最大的英文名

阈值设定与之前相同。

作为比较对象 3：Author ENG；无记录则转（5）

Corpus ENG 中的每个英文名与 GB ENG

（5）系统将输入的中文名按照拼音转换

的相似度计算公式为：姓的相似度加名的相

翻译为国家标准下的英文姓名作为比较对象 1：

似度，选取相似度最大的作为最佳规范英文

GB ENG；

名；

（6）相似度比较法：

（1）系统判断姓氏是否为多音字，是则

将比较对象 1：GB ENG 和比较对象 3：
Author ENG 进行相似度判断，设定相似度阈值

转（3），否则转（5）
（2）若无比较对象则按照国家标准生成

设定为 0.9，大于阈值则认为两个对象一致则输

的 GB ENG 输出；

出规范英文名 GB ENG；

3.3.5 模型功能展示

小 于 阈 值 为 不 一 致， 将 比 较 对 象 2：

自动翻译功能如下图 4 所示：

图4 自动翻译界面展示

3.3 评价测试

求。本文采用基于语料库的姓名中英自动翻译方

人名的专有性限制了翻译的规则和方法。

法，研究开发论文中文作者姓名自动翻译模型，

在线翻译软件采取规则较为单一，对于一些复

使作者姓名在一个规范的准则里得到一个尽可能

姓和多音字等具有变化的姓名难以做到准确的

贴近作者本身的准确结果，使之与作者本身提供

翻译

[19]

，较难满足论文作者姓名自动翻译的需

的英文名相符，能够被广大科研工作者使用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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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和应用价值。

行英译。

以太阳风名址翻译机为例，进行比较分析。
在输入例如 “ 张华、赵丽 ” 等常见人名时，该

（3）知名人物的论文姓名：不符合特殊
的论文姓名拼写规范。

翻译网站得出的译文结果显示为机器翻译，根

而在基于语料库的论文作者姓名中英自动

据该网站的翻译规则进行论文作者的逐一翻译

翻译模型中，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评测，与本文设计的基于语料库的姓名自动翻

通过采用复姓表，预先处理姓名的复姓情况；

译模型相对比，由于所涉姓名较多，无法将特

同时通过《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规

殊情况一一列举，只选取一些常见情况部分展

范中文姓名翻译成英文的格式，并且通过语料

示如表 2。

库的高度可参照性能够规避一些多音字、方言、

表2 不同姓名翻译软件以及与Author ENG的对比
输入

太阳风名址翻 基于语料库的最
译机
佳规范英文名

中西结合的情况，提高翻译的准确率。相似性

Author ENG

的比较能在作者提供的 Corpus ENG 中选择一个
最匹配的英文名来进行之后的规范化流程。阈

王敏

Wang Min

Wang Min

WANG Min

刘勇

Liu Yong

Liu Yong

LIU Yong

解军

Xie Jun

Xie Jun

XIE Jun

司马睿

Sima Rui

Sima Rui

Sima Rui

阿布拉提

Abra Ti

Ablatti

Ablatti

李雨中生

Liyu
Zhongsheng

Li Yuzhongsheng

/

朝乐门

Chaolemen

Chao Lemen

Chao Lemen

王伟

Wang Wei

Wang Wei

WANG Wei

王辉

Wang Hui

Wang Hui

Wang Hui

李斌

Li Bin

LI Bin

LI Bin

王斌

Wang Bin

Wang Bin

Wang Bin

对照记录，再次比对，结果也不会改变。由此

李宁

Li Ning

Li Ning

LI Ning

看出，基于语料库的设计能够保证得到的规范

张辉

Zhang Hui

Zhang Hui

Zhang Hui

杨静

Yang Jing

Yang Jing

Yang Jing

李磊

Li Lei

Li Lei

LI Lei

般认为作者自己提供的是真实可用的写法；在

刘艳

Liu Yan

Liu Yan

LIU Yan

国家标准的格式规范下，重组 Author ENG，即

……
两种翻译软件下的不同翻译结果

（1）一眼看去不像名字的姓名：如 “ 朝
乐门 ”，翻译结果为：“Chaolemen”，明显不符
合人名拼音规范；
（2）四个字的单姓：如 “ 李雨中生 ”，翻
译结果为 “Liyu Zhongsheng”，误以复姓规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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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设定在合理范围内，使结果既具有较高的准
确率，也避免了作者自己提供的英文名出现的
误差和错误情况。
在模型输出最终规范英文名后与对该英文
名和统计频次最高的英译结果 Author ENG 进行
大规模比对，发现除去格式外，两个比较对象
的写法总是一致的，添加更新一些中英文姓名

英文名拥有论文作者自己提供的准确写法，一

能够得到最佳规范英文名。双重设计对于翻译
模型的准确率有了很大的提高，优化了自动翻
译原型的结果。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调研并完善了中文姓名英译存在的问
题，归纳总结出了适合长远发展以及推广的中

融合语料库的论文作者姓名中英自动翻译研究
RESEARCH ON CHINESE AND ENGLISH AUTOMATIC TRANSLATION
COMBINED AUTHORSHIP CORPUS

文姓名英译的规则：《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
拼写法》。并在基于语料库的基础上设计与实
现论文作者姓名中英翻译模型，较之一般在线
翻译软件准确率有了很大的提高，规避了复姓、

[9]

Li Y, Zhu J, Zhou Z, et al. Connecting Chinese
Users Across Social Media Sites[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terial, Mechanical and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2015:1273-1279.

[10] 周飚. 哈萨克族人名规范化译写软件设计[J]. 计算
机与现代化, 2004(3):34-36.

多音字、生僻字等一些复杂的翻译情况。该模

[11] Liu Y, Xiao T. Translation of English-Chinese

型的设计与开发极具针对性地通过相关算法得

Person Name Based on Dictionary, Bilingual

出符合作者自身需求的规范化英文名，较之一
般翻译软件具有较高的准确率。
论文作者姓名中英翻译模型建设具有积极
意义，对于作者的检索时间也将大大减少。今
后可以考虑将不同规则下的标准纳入考虑范围，
扩大语料库，使用户可以自由选择不同规则下
的规范英文名，从而具有更高的应用价值，减
少作者署名时发生的错误。同时可以扩大语料
库的容量，及时更新，在获取真实的中英文姓
名的语料基础上，使该模型发挥更大的作用。

Corpus and Web Mining[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tural Computation, 2014.
[12] Yang K H, Chen W D, Lee H M, et al. Mining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Names From Web
Corpora Using A Query Expansion Technique
A n d S u p p o r t Ve c t o r M a c h i n e [ C ] . W e b
Intelligence & Intelligent Agent Technology
Workshops IEEE/WIC/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 2007:530-533.
[13] 常 宝 宝 . 基 于 汉 英 双 语 语 料 库 的 翻 译 等 价 单
位自动获取研究[J]. 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
2002(2):24-29.
[14] 阿力木·木拉提, 艾孜尔古丽, 玉素甫·艾白都拉. 现
代维吾尔语人名汉字音译转写关键技术研究[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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