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九届全国机器翻译大会机器翻译评测大纲 

发布时间：2023.5.22 

（CCMT 2023 MT Evaluation: 
http://mteval.cipsc.org.cn:81/CCMT2023/index.html) 

1. 引言 

  第十九届全国机器翻译大会（CCMT 2023）将于 2023 年 10 月在山东济南

举行。根据惯例，本次会议将继续组织统一的机器翻译评测。 

CCMT 2023 继续组织机器翻译评测，其主要内容如下： 

• 新增了 “一带一路”低资源语言机器翻译任务； 

• 新增了以中文为中心的多语言机器翻译任务； 

• 新增了中英零指代翻译任务； 

• 取消了专利领域的多语言机器翻译评测任务； 

• 继续举行在线翻译评测(http://mteval.cipsc.org.cn/)，评测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15 日至 12 月 15 日，结束后向参加队伍发送测试集的参考译文； 

• 延续经典翻译评测任务，包括由 CCMT 与 WMT 合作组织的中英、英中

新闻领域的翻译评测；维汉、蒙汉、藏汉的双语翻译评测；句子级翻译

质量估计评测；自动译后编辑评测。  

• 修改了“一带一路”低资源语言机器翻译任务所涉及的语言； 

• 细化了中英零指代翻译任务大纲； 

• 延长了离线评测时间 

  与往届评测相同，本次评测不设置统一发放数据的时间，各参评单位报名

之后即可获取数据并进行系统训练；本次评测的评测论文（含系统评测报告）

将与 CCMT2023 学术论文一同接受匿名审稿，并择优推荐与 CCMT2023 学术论

文共同发表。 

  希望本次评测能够促进国内外科研单位、产业界相关单位之间的学术交流

和联系，共同推动机器翻译研究和技术的发展。 

  本次评测的组织信息如下（三个以上的并列项以汉语拼音为序）： 

  评测主办机构：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评测组织单位：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机器翻译专业委员会 

评测资源提供单位： 



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 

百度公司 

北京语智云帆科技有限公司 

点通数据有限公司 

东北大学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师范大学 

南京大学 

内蒙古大学 

鹏城实验室 

青海师范大学 

西北民族大学 

腾讯 AI Lab 

西藏大学 

厦门大学 

中国科学院合肥智能机械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中译语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评测委员会联合主席： 

        杨雅婷（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王    瑞（上海交通大学） 

 

 

评测委员会委员： 

陈科海（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陈毅东（厦门大学） 

飞   龙（内蒙古大学计算机学院） 

冯   洋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何中军（百度公司） 

  侯宏旭（内蒙古大学） 

  黄书剑（南京大学） 

  那顺乌日图（内蒙古大学） 

施艳蕊（中译语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龙跃（腾讯 AI Lab） 

魏勇鹏（北京语智云帆科技有限公司） 

  肖    桐（东北大学） 

杨沐昀（哈尔滨工业大学） 

杨    浩（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012 实验室） 

尹    曦（鹏城实验室） 

张家俊（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赵    宇（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 

http://www.baidu.com/link?url=z8VqPpRMxbrICJW0ELn7G5akus4I2IYIUoYVfvPQopxB_Ok_ZxKZB2D3AvIxt6IT
http://www.baidu.com/link?url=z8VqPpRMxbrICJW0ELn7G5akus4I2IYIUoYVfvPQopxB_Ok_ZxKZB2D3AvIxt6IT


有关评测最新信息参见：http://mteval.cipsc.org.cn:81/CCMT2023/index.html 

 

2. CCMT2023 评测任务一览 

本次机器翻译技术评测由双语翻译、 “一带一路”低资源语言机器翻译、

以中文为中心的多语言机器翻译、句子级翻译质量估计、自动译后编辑、中英

零指代翻译等不同任务组成，我们将为每项评测项目的参评单位提供相应的训

练语料、开发语料，测试语料。其中双语翻译、“一带一路”低资源语言机器

翻译任务、句子级翻译质量估计任务在今年还将进行为期到 2023 年 12 月 15 日

的在线评测(http://mteval.cipsc.org.cn/)，每个任务详细评测方法请参见大纲后续

部分说明。 

注：本届 CCMT 将对评测打分工具和评测指标进行更新，具体评测指标以

后期发布为准。 

  本次翻译技术评测任务的具体评测项目如下所示： 

表 1.  CCMT 2023 任务 1：双语翻译评测项目表 

序号 项目代号 评测项目名称 翻译方向 领域 

1 CE 中英新闻领域机器翻译 汉语->英语 新闻领域 

2 EC 英中新闻领域机器翻译 英语->汉语 新闻领域 

3 MC 蒙汉综合领域机器翻译 蒙语->汉语 综合领域 

4 TC 藏汉综合领域机器翻译 藏语->汉语 综合领域 

5 UC 维汉新闻领域机器翻译 维语->汉语 新闻领域 

表 2.  CCMT 2023 任务 2： “一带一路”低资源语言机器翻译任务表 

序号 项目代号 评测项目名称 翻译方向 领域 

1 CV-LM 低资源机器翻译 汉语->越南语 

新闻、政治、

医疗、日常交

流、旅游和科

技 

2 CL-LM 低资源机器翻译 汉语->老挝语 同上 

3 CM-LM 低资源机器翻译 汉语->蒙语（外） 同上 

4 CCZ-LM 低资源机器翻译 汉语->捷克语 同上 

5 VC-LM 低资源机器翻译 越南语->汉语 同上 

6 LC-LM 低资源机器翻译 老挝语->汉语 同上 

7 MC-LM 低资源机器翻译 蒙语（外）->汉语 同上 



序号 项目代号 评测项目名称 翻译方向 领域 

8 CZC-LM 低资源机器翻译 捷克语->汉语 同上 

表 3.  CCMT 2023 任务 3：以中文为中心的多语言机器翻译任务表 

序号 项目代号 评测项目名称 翻译方向 领域 

1 CT-M 以中文为中心的多语言机器翻译 汉语->泰语 综合领域 

2 CU-M 以中文为中心的多语言机器翻译 汉语->维语 综合领域 

3 CK-M 以中文为中心的多语言机器翻译 汉语->哈语 综合领域 

4 CH-M 以中文为中心的多语言机器翻译 汉语->印地语 综合领域 

5 CV-M 以中文为中心的多语言机器翻译 汉语->越南语 综合领域 

6 TC-M 以中文为中心的多语言机器翻译 泰语->汉语 综合领域 

7 UC-M 以中文为中心的多语言机器翻译 维语->汉语 综合领域 

8 KC-M 以中文为中心的多语言机器翻译 哈语->汉语 综合领域 

9 HC-M 以中文为中心的多语言机器翻译 印地语->汉语 综合领域 

10 VC-M 以中文为中心的多语言机器翻译 越南语->汉语 综合领域 

表 4.  CCMT 2023 任务 4：自动译后编辑评测项目表 

序号 项目代号 评测项目名称 翻译方向 领域 

1 CE-PE 中英机器翻译自动译后编辑 汉语->英语 ICT 

2 EC-PE 英中机器翻译自动译后编辑 英语->汉语 ICT 

表 5. CCMT 2023 任务 5：句子级翻译质量评估评测项目表 

序

号 

项目代

号 
评测项目名称 翻译方向 领域 

1 CE-QES 中英句子级翻译质量估计 汉语->英语 
时政、经济、文化、

科技等领域 

2 EC-QES 英中句子级翻译质量估计 英语->汉语 
时政、经济、文化、

科技等领域 

表 6.  CCMT 2023 任务 6：中英零指代机器翻译任务表 

序号 项目代号 评测项目名称 翻译方向 领域 

1 CE-PE 中英零指代翻译 汉语->英语 综合领域 

 



3. 双语翻译评测项目概况 

3. 1 任务介绍 

与往年一致，翻译任务主要评测参评单位在双语翻译任务上的性能。评测

翻译语言对包括英中、中英、蒙汉、藏汉、维汉等。 

该任务进行线下评测和在线评测。 

3.2 评测指标 

本次评测中继续沿用自动评测方式，即利用自动评价工具对参评单位提交的

最终翻译结果文件进行评价。依据惯例，计划采用多种自动评价标准。本届

CCMT 将对评测打分工具和评测指标进行更新，具体评测指标以后期发布为

准。评测组织方进行自动评价时将采用如下设置： 

➢ 所有自动评测将采用大小写敏感（case-sensitive）的方式，评测结果中也

包含部分大小写不敏感的评价作为参考； 

➢ 英中、藏汉、维汉和蒙汉四个方向将采用基于字符（character-based）的

评价方式； 

➢ 英中、藏汉、维汉和蒙汉四个方向中，评测组织方将对 GB2312 编码的

A3 区字符进行全角到半角的转换； 

➢ 中英项目则采用基于词（word-based）的评价方式。 

3.3 评测数据 

本次评测由主办方提供全部训练、开发、测试集数据，感谢提供并授权使

用数据的各个研发单位。 

数据格式以及详细情况请参见在线评测网站（http://mteval.cipsc.org.cn）。

除特别说明外，本次评测的数据设置方式基本和 CCMT2022 保持一致，需要注

意的是：在线评测部分使用 CCMT2022 的线下测试集，离线评测部分将使用

CCMT2023 开发的测试集。 

 

  (1). 训练数据 

本次评测训练数据的情况请见下表（提供单位排名不分先后，以汉语拼音

为序）。 

表 7 CCMT 2023 双语翻译任务训练数据情况 

评测项目

名称 

训练规模

（句) 
提供单位 说明 



中英-英中

新闻领域

机器翻译 

9023471 

点通数据有限公司、东北大学、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中

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平行语料 

5281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汉语和四个英

语参考译文 

8665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英语和四个汉

语参考译文 

4003 南京大学 
CWMT2017开

发集、测试集 

约 1100万词 厦门大学 汉语单语语料 

蒙汉综合

领域机器

翻译 

1262643 

2023新增（100万）：中央民族

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历史数据：内蒙古大学、中国科

学院合肥智能机械研究所、中国

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平行语料 

1000 内蒙古大学 
CCMT2020开

发集 

藏汉综合

领域机器

翻译 

1157959 

2023新增（100万）：西北民族

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历史数据：青海师范大学、西藏

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科学院计

算技术研究所 

平行语料 

1000 青海师范大学 
CCMT2020开

发集 

维汉新闻

领域机器

翻译 

170061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中

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平行语料 

1000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CCMT2020开

发集 

 

其中，中英与英中评测项目的训练数据继续与 WMT2023 共享，WMT2023 

在 News 任务下提供的中英双语训练数据（含单语数据）也可以在本评测对应

的中英和英中项目使用，见 http://www.statmt.org/wmt23/translation-task.html。 

  (2). 开发数据 

原则上，本次评测开发数据使用的是 CCMT2021 线下评测的测试集，即

CCMT2022 在线评测的测试集。下表简要给出各项目本次测试数据的具体规

模，并向各数据提供单位表示感谢。 



备注：在本评测中，WMT 2023News 任务指定的开发数据可以作为训练集

使用(http://www.statmt.org/wmt23/translation-task.html)，而不应作为开发集使用

国内。 

表 8 CCMT 2023 双语翻译任务开发数据 

评测项目名称 
规模 

（单位：句） 
提供单位 说明 

中英-英中新闻领域

机器翻译 

500-中英 

500-英中 
东北大学 

CCMT2021线下测

试集 

即 CCMT2022在

线测试集 

蒙汉日常用语机器翻

译 
1000 内蒙古大学 

CCMT2021线下测

试集 

即 CCMT2022在

线测试集 

藏汉政府文献机器翻

译 
1049 青海师范大学 

CCMT2021线下测

试集 

即 CCMT2022在

线测试集 

维汉新闻领域机器翻

译 
1000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

化技术研究所 

CCMT2021线下测

试集 

即 CCMT2022在

线测试集 

 

  (3). 测试数据 

  本次评测测试数据的设计见下表，具体以测试数据发放时的情况为准。 

表 9 CCMT 2023 双语翻译任务测试数据情况 

评测项目名称 
规模 

（单位：句） 
提供方 说明 

在
线
评
测 

中英新闻领域

机器翻译 
1000 东北大学 单参考译文 

英中新闻领域

机器翻译 
1000 东北大学 单参考译文 

蒙汉综合领域

机器翻译 
1000 内蒙古大学 单参考译文 



评测项目名称 
规模 

（单位：句） 
提供方 说明 

藏汉综合领域

机器翻译 
1000 西藏大学 单参考译文 

维汉新闻领域

机器翻译 
1000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

化技术研究所 
单参考译文 

离 

线 

评 

测 

中英新闻领域

机器翻译 
1000 东北大学 单参考译文 

英中新闻领域

机器翻译 
1000 东北大学 单参考译文 

蒙汉综合领域

机器翻译 
1000 内蒙古大学 单参考译文 

藏汉综合领域

机器翻译 
1000 西藏大学 单参考译文 

维汉新闻领域

机器翻译 
1000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

化技术研究所 
单参考译文 

3.4 系统训练要求 

  对于每个评测项目，参评单位可以自由选择所采用的机器翻译技术（如：

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技术、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技术、统计机器翻译技术及神

经网络机器翻译技术等）。参评单位也可以使用系统融合技术，但在系统描述

中必须做出明确说明，并在技术报告中说明进行系统融合的各个单系统的性

能。此处，系统融合技术指使用两个及两个以上单系统的翻译结果进行字、

词、短语、句子级别的重构或选择的技术。没有明确产生两个或两个以上单系

统翻译结果的技术，如统计机器翻译中的协同解码、神经网络机器翻译的输出

层 ensemble、单个系统结果的重排序等，本次评测不认定为系统融合技术。评

测组织方在发布评测结果时，将对使用系统融合技术的系统进行标注说明。 

  对于以基于平行数据进行训练的机器翻译技术（如统计机器翻译、神经网

络机器翻译等）为主的参评系统，可以以“受限”和“非受限”两种方式参与评

测。下面对两种方式进行详细说明： 

• 受限训练：受限训练是指只可以使用评测组织方指定范围的数据进行训

练。具体说明如下： 

o 参评单位提交的“主系统”必须采用受限训练，以便于在尽可能一

致的条件下对不同参评系统所采用的技术进行比较； 

o 对于以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技术为主的参评系统，允许采用通过

人工方式构造的翻译知识（如规则、模板、词典等），但要在系

统描述和技术报告中对所使用的翻译知识的规模、构造和使用方

式等给出清晰的说明。 

o 单语分析工具可以使用外部数据，如词法分析、句法分析及命名

实体识别工具等可以使用外部数据，在评测报告中应对此焊接积



极性说明；涉及双语翻译的工具不能使用外部数据，包括命名实

体翻译、音字转换工具等（数词和时间词翻译不受此约束）； 

o 每个评测项目只允许使用评测组织方发布的该项目相关的训练数

据，不可以使用其他评测项目的数据。即对于参加多个评测项目

的单位，不同项目提供的数据不可以联合使用。 

o 与 WMT 联合组织的中英、英中领域评测项目的受限训练语料包

括 CCMT 方提供的数据；也包括由 WMT 组织提供的数据。为便

于比较，请参评单位提交中英、英中领域系统的评测报告时说明

是使用 CCMT 数据还是 WMT 数据还是两者皆有，评测组织方将

在发布评测报告时对相应的系统结果予以标识。 

• 非受限训练：非受限训练是指可以使用评测组织方指定范围的数据之外

的数据进行训练。具体说明如下： 

o 参评单位提交的 “对比系统” 可以采用非受限训练。 

o 参评单位可以使用可公开获取的预训练模型（单语、双语、多语

等）为基础构建翻译模型。上述系统将被认定为非受限系统。请

在系统描述和技术报告中对所使用的预训练模型情况进行详细说

明。评测组织方将在发布评测报告时对相应的系统结果予以标

识。 

o 采用非受限训练方式的系统，需要在系统描述和技术报告中对使

用的数据进行说明（如数据规模和领域类型、是否为可公开获取

的数据等。若为可公开获取的数据，则需说明数据出处）。 

o 欢迎参评单位使用自有的在线系统参与评测。在线系统一般认定

为非受限系统，需要在系统描述和技术报告中对技术做简要说

明。在线系统的结果仅作为参考，不参与非受限训练排名。 

3.5 结果提交 

  参评单位收到测试数据后，应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最终翻译结果文件。对于

每个评测子项，参评单位应提交 1 个主系统翻译结果（Primary Result）、以及

最多 2 个对比系统的翻译结果（Contrast Result）。提交的每个结果文件都应包

含详细的系统描述。 

4． “一带一路”低资源语言翻译评测任务 

4.1 任务介绍 

 围绕中文与“一带一路”多种低资源语言互译的机器翻译能力进行评测，

低资源语种包括：越南语、老挝语、蒙语(西里尔)以及捷克语总共 4个语种，

该任务主要是为了评测中文与低资源语种的互译水平。 

本任务包含中文与 4个语种（越南语、老挝语、蒙语(西里尔)、以及捷克

语）、共 8个方向(中->X、X->中)的机器翻译译文评测。 

本任务由鹏城实验室多语言翻译与智能交流平台项目联合主办。 



4.2 评测指标 

本次评测指标采用鹏城实验室的自研评测工具进行计算。 

4.3 评测数据 

本次评测由承办方提供全部训练、开发、测试集数据。同时，要签署相应

协议，保证数据的用途仅限于学术研究的非商业用途。 

该任务提供了一个包含中越、中老、中蒙(西里尔)、中捷等 4对语种的数

据集，每个语种 20万句对平行双语训练集（开发集可自行按需切分）、8个翻

译方向各 600句离线测试集和 8个翻译方向各 600句的在线测试集的数据。具

体说明如下： 

➢ 数据来源：所有数据集来源于鹏城实验室，覆盖多个场景和领域。 

➢ 数据组成：包含新闻、政治、医疗、日常交流、旅游和科技等领域的

文本语料，其中测试集每个领域均为 100句对 

➢ 数据格式：训练集包含 4个子文件，每个子文件对应中文与一个语种

的平行文本；离线测试集包含 8个子文件，每个文件对应源语种与目

标语种平行的文本；在线测试集也包含 8个子文件，每个文件对应源

语种与目标语种的文本。 

➢ 数据授权：由 CCMT统一进行授权。 

4.4 系统训练要求 

参评单位可以使用额外的可公开获取的数据集进行低资源翻译任务的训

练，所有数据集均需在系统说明和评测报告中予以说明。 

对于每个评测项目，参评单位可以自由选择所采用的机器翻译技术（如：

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技术、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技术、统计机器翻译技术及神

经网络机器翻译技术等）。参评单位也可以使用系统融合技术，但在系统描述

中必须做出明确说明，并在技术报告中说明进行系统融合的各个单系统的性

能。此处，系统融合技术指使用两个及两个以上单系统的翻译结果进行字、

词、短语、句子级别的重构或选择的技术。没有明确产生两个或两个以上单系

统翻译结果的技术，如统计机器翻译中的协同解码、神经网络机器翻译的输出

层 ensemble、单个系统结果的重排序等，本次评测不认定为系统融合技术。评

测组织方在发布评测结果时，将对使用系统融合技术的系统进行标注说明。 

 模型/系统不受限，参评模型可以是任意架构（双语、M2M、M2O或者

O2M），该阶段的训练语料也不受限，主办方提供的训练语料仅供用户选择性使

用； 

结果排名：同时进行所有8个翻译方向以及所有方向的平均分数的评测和排

序。 
 



4.5 提交结果 

参评单位收到测试数据后，应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最终翻译结果文件。对于

每个评测子项，参评单位应提交1个主系统翻译结果（Primary Result）、以及

最多2个对比系统的翻译结果（Contrast Result）。提交的每个结果文件都应

包含详细的系统描述。 

5.以中文为中心的多语言机器翻译任务评测方法  

5.1 任务介绍  

多语言神经机器翻译指的是利用单一模型对多个语言对进行翻译，目前受

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多语言神经机器翻译一方面避免了为不同的翻译方向训

练不同的模型，从而降低了模型训练和部署的成本；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翻译方

向数据之间的知识迁移作用，能够明显的提高翻译质量，尤其是对于双语训练

数据短缺的低资源语言对提升效果尤为明显。本次评测任务主要针对低资源语

种到中文的翻译效果。  

5.2 评测指标  

本次评测采用自动评测方式，即利用自动评价工具对参评单位提交的最终

翻译结果文件进行评价。依据惯例，计划采用多种自动评价标准。本届 CCMT

将对评测打分工具和评测指标进行更新，具体评测指标以后期发布为准。评测

组织方进行自动评价时将采用如下设置：   

➢ 所有自动评测采用基于字符（character-based）的大小写敏感（case-

sensitive）的方式；   

➢ 评测组织方将对 GB2312 编码的 A3 区字符进行全角到半角的转换。   

5.3 评测数据  

本次评测的训练数据是由中译语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包括泰语、维

吾尔语、哈萨克语、印地语、越南语 5 个语种到中文的平行语料数据各 50 万句

对。  

5.4 系统要求  

参评单位应采用基于单一“编码器-解码器”架构训练多语言神经机器翻译模

型，在生成测试集译文时可以使用系统融合技术，但需要标明译文结果是由单

模型还是集成模型（多个模型融合）生成，并在技术报告中说明进行系统融合

的各个单系统的性能。此处，系统融合技术指使用两个及两个以上单系统的翻

译结果进行字、词、短语、句子级别的重构或选择的技术。没有明确产生两个

或两个以上单系统翻译结果的技术，如统计机器翻译中的协同解码、神经网络

机器翻译的输出层 ensemble、单个系统结果的重排序等，本次评测不认定为系



统融合技术。评测组织方在发布评测结果时，将对使用系统融合技术的系统进

行标注说明。 

所有参赛系统生成的译文质量将统一排序，并对系统训练数据的受限和非

受限属性进行标注。 所有参评系统按照“受限”和“非受限”两种方式参与评测。

下面对两种方式进行详细说明： 

• 受限训练：受限训练是指只可以使用评测组织方指定范围的数据进行训

练。具体说明如下：  

o 参评单位提交的“主系统”必须采用受限训练，以便于在尽可能一

致的条件下对不同参评系统所采用的技术进行比较； 

o 每个评测项目只允许使用评测组织方发布的该项目相关的训练数

据，不可以使用其他评测项目的数据。即对于参加多个评测项目

的单位，不同项目提供的数据不可以联合使用。  

• 非受限训练：非受限训练是指可以使用评测组织方指定范围的数据之外

的数据进行训练。具体说明如下： 

o  参评单位提交的 “对比系统” 可以采用非受限训练。  

o 采用非受限训练方式的系统仅可以使用 CCMT2023 的其他评测项

目所发布的训练数据，如英中、蒙汉、藏汉和维汉数据，但需要

在系统描述和技术报告中对使用的数据类型及规模进行说明。除

此之外，不能使用其他数据资源。  

5.5 提交结果  

参评单位收到测试数据后，应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最终翻译结果文件。对于

每个评测子项，参评单位应提交 1 个主系统翻译结果（Primary Result）、以及

最多 2 个对比系统的翻译结果（Contrast Result）。提交的每个结果文件都应包

含详细的系统描述。 

6．自动译后编辑任务评测方法 

6.1 任务介绍 

自动译后编辑（Automatic Post-Editing, APE）任务通过学习人工对机器翻

译译文的修改，从而实现自动更正机器翻译译文、提升翻译质量。APE 的应用

场景包括不限于：1、解决一些因编解码器黑盒特性或者训练开销太大而导致的

难以干预或优化的翻译错误；2、将面向通用领域输出的翻译结果改写成更适合

特定垂域的翻译结果；3、降低人工编辑的代价，提升翻译效率。 

本任务包括一个语向：中文到英语，领域为 ICT。 

本任务由华为公司联合设立 

6.2 评测指标 



本任务采用自动评价指标 HTER 和 BLEU。最终系统排名基于 HTER，

BLEU 仅用作相关性参考。HTER 采用 TERCOM 工具

（http://www.cs.umd.edu/~snover/tercom/），设置为：分词（tokenized），大小

写敏感（case sensitive）。 

6.3 评测数据 

该任务提供了一个包含 5000 句训练集、1000 句开发集、1000 句测试集的训

练数据。具体说明如下： 

➢ 数据来源：华为消费者官网（https://consumer.huawei.com/）可公开获

取的手册类内容，由 CCMT 进行数据挖掘、过滤，调用任务中提供的

基线机器翻译接口生成机器翻译译文，并由华为翻译中心专业译员生

成人工译后编辑译文。 

➢ 数据组成：所有集合中，均为华为终端的手册类内容。 

➢ 数据格式：训练集和开发集每条数据包括一个完整的三元组：中文原

文（source）、机器翻译译文（target）、人工译后编辑译文（post-

edit）。测试集每条数据包括：中文原文（source），机器翻译译文

（target）。 

➢ 数据授权：由 CCMT 统一进行授权。 

6.4 系统要求 

参评单位可使用各种 APE 方法基于训练集进行训练，可以使用额外的可公

开获取的数据集，所有数据集均需在系统说明和评测报告中予以说明。 

6.5 提交结果 

每个参评单位允许提交两个不同的系统结果，分别为受限训练系统和非受

限训练系统，需在结果文件名中明确标识系统类型为受限还是非受限。结果文

件中，APE 译文的格式如下： 

[测试集行号]tab[APE 译文] 

7. 句子级翻译质量评估任务评测方法 

7.1 任务介绍 

无参考译文条件下的翻译质量估计，是当前机器翻译质量评估的难点。本

次翻译质量评估包含句子级翻译质量估计。评估对象为中英和英中机器翻译结

果。 

本评测任务由北京语智云帆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支持。 

目前译文的翻译质量通过专业译员进行译后编辑的代价来评估。评测方请

专业译员对训练集、开发集和测试集中的译文进行译后编辑，并参照译后编辑

http://www.cs.umd.edu/~snover/tercom/


的结果对待评估的译文计算 HTER 值（Human-targeted Translation Edit Rate, 

Snover M, Dorr B, Schwartz R, et al. A study of translation edit rate with targeted 

human annotation[J]. Machine Translation Workshop North Bethesda Md, 

2006(1):223--231.），用以衡量该译文的翻译质量。翻译质量评估的任务即为预

测不同译文的 HTER 值。 

7.2 评测指标 

该任务采用自动评价方法对参评系统进行评价。评价指标为在测试集合上

所有译文的评估得分与相应给出的真实 HTER 得分之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其他参考指标还包括 Mean Absolute Error

（MAE）和 Root Mean Squared Error（RMSE）)等。 

7.3 评测数据 

  数据来源：所有的源语言句子来源于语智云帆试译宝上的翻译训练题，覆

盖时政、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待评估译文选自试译宝上的人工答题译文

和若干个机器翻译引擎的结果。 

生成过程：人工译文来源于试译宝上的人工答题译文；机器译文来源于 5

个在线翻译引擎（通过在线翻译服务获得）和 1 个统计机器翻译引擎（由小牛

翻译提供，2020 年新增的数据不再提供 SMT 结果）。根据试译宝打分标准，

从人工译文和机器译文分别筛选出不同等级的 N 个译文（N<=9）；并筛选结果

合并得到最终的待评估译文集合。待评估译文由专业译员进行后编辑得到编辑

结果。 

最终数据：训练数据包含英中方向 3043 句原文，14789 句译文及其对应的

编辑结果；中英方向 2503 句原文，10070 句译文及其对应的编辑结果。 开发数

据包含英中方向 2826（1381+1445）句原文、译文及其对应的编辑结果；中英

方向 2528（1143+1385）句原文、译文及其对应的编辑结果。 

7.4 系统要求 

  参评系统可以采用各种方法进行学习和训练，如需要平行语料或单语语

料，可使用 CCMT2023 中英、英中项目对应的数据。所有数据资源的使用应该

在系统说明和评测报告中予以说明。 

7.5 提交结果 

参评单位收到测试数据后，对于每个评测子项，应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最终

翻译质量评估结果文件和系统描述信息文件。 

8. 中英零指代翻译任务评测方法  

8.1 任务介绍   



指代是重要的篇章语言学（Discourse）现象。而在代词缺略语言（Pro-drop 

Language）中（如汉语），人们经常会将代词省略，并能够通过上下文信息和

语境将缺失的成分 “脑补”回来，这种现象被称为零指代。尽管机器翻译质量在

深度学习时代已取得极大提升，但识别和还原零指代却经常失败，这会导致译

文不完整或语义错误（如图 1 所示），特别是从代词缺略语言翻译到非代词缺

略语言翻译时（如汉译英）。  

因此，我们设立中英零指代翻译任务，该任务主要测评参评单位在代词缺

略的场景中，翻译模型及方法的各方面性能，特别是在篇章级、多领域中测试

模型对该现象的鲁棒性。为了达到此目的，我们： 

• 收集并整理已有翻译、零指代数据集；   

• 构建五个领域零指代翻译测试集；   

• 提出针对零代词翻译准确率的评价指标和工具。    

 

图 1：零指代翻译实例。源语言文本来自简介和对话两个领域，采用谷歌机器翻译系统进

行逐句翻译。括号中的代词对于解码器是不可见的，而下划线标记的词汇表示其代指的先

行词。 

本次评测尽可能还原了该任务在真实场景中的情况，包括数据稀疏、领域

不匹配、自动评价难等问题（如图 2 所示）。 

 

图 2：零指代还原、零指代翻译和翻译的数据和评价情况。 

8.2 评测指标  



由于篇章现象很难捕捉，本次测评中将采用自动测评和人工测评方式，即

分别参考自动评价和人工评价指标对参评单位提交的最终翻译结果文件进行排

名。评价旨在选（1）整体翻译流利且忠实（2）零指代翻译准确的译文结果。  

依据惯例，计划采用多种自动评价标准，包括句子级别翻译质量 BLEU、

TER、METEOR；篇章级别翻译质量 d-BLEU 和提出的零代词翻译准确率

aZPT。具体设置如下：   

➢ 所有自动评测将采用大小写敏感（case-sensitive）和基于词（word-

based）的评价方式；   

➢ BLEU、TER、METEO 均采用 SacreBLEU 脚本；   

➢ 我们提出 aZPT 可以衡量目标端零代词翻译准确率，我们也将提供 API

接口服务所需的自动对齐模块。但值得注意的是，该自动评价会因对齐

质量等因素导致精度损失。 

 

人工评价会雇佣专业译员对整体翻译流利度、忠实度和指代相关篇章性三

个维度进行打分（1~5 分），并最终加权平均。  

8.3 评测数据   

本次评测由主办方提供全部训练、开发、测试集数据，感谢提供并授权使

用数据的各个研发单位。本次评测尽可能还原了该任务在真实场景中的情况，

包括数据规模、领域多样性、技术路线多样性等。 

(1). 训练数据  

零指代翻译可以被认为需要三种基础能力：通用翻译、指代还原、上下文

建模。因此，我们整理了不同任务和领域的训练数据。其中，不同任务包括通

用翻译、零指代还原、零指代还原与翻译；多领域包括新闻、电影字幕、问答

论坛等。具体情况请见表 10。 

参赛者可以根据自己技术方案选择部分或全部数据用于模型训练。例如，

【通用翻译语料】可用于模型翻译能力的训练；【零指代还原数据】可用于训

练中文零代词还原模型，可用于级联技术方案中的输入预处理阶段；【零指代

还原与翻译数据】则同时包含了中文侧的零指代标签和英文译文，可以用端到

端技术中的联合训练。由于零指代问题是跨句子级的，大部分数据都尽可能保

留了上下文信息。 

表 10 CCMT 2023 中英零指代翻译任务训练数据情况  



数据类型 
规模 

（单位：句） 
提供单位 说明 

零指代还原与翻译  2,150,759 腾讯 AI Lab 

电影字幕、含上下文信

息、中文侧含零代词自

动标注、中英互译 

零指代还原 5,505 BaiduKnows 

问答论坛、含上下文信

息、含零代词人工标

注、中文单语 

通用翻译  13,366,889 Opensubtitle2018 
电影字幕、含上下文信

息、中英互译 

通用翻译  42,817,898 
CMWT2021 & 

WMT2021 
通用和新闻领域、句子

级、中英互译 

备注：由于自动标签原因【零指代还原与翻译】数据中文侧已使用 Jieba (+代

词词典)工具进行分词，英文侧已使用 Moses Tokenizer 进行分词预处理。其他

数据保持原始格式。 

 (2). 开发数据   

表 11 给出开发集数据的具体规模。与训练数据类似，开发集提供多种数据

类型：【零指代还原与翻译】、【零指代还原】和【通用翻译】三类数据。参

赛对可以使用任意部分或全部数据来测试“端到端模型”或“级联模型”的性

能。 

值得注意的是：（1）测试集数据源端并不包含任何零指代还原标签；

（2）开发集仅有部分领域与训练集一致，这是为了尽可能还原真实的应用场

景。例如，开发集中的【零指代还原与翻译】“电影字幕”领域、【零指代还

原】“问答论坛”领域、【通用翻译】“新闻领域”各与训练集中的对应数据

一致，而【零指代还原与翻译】“网络小说”属于领域外数据。 

表 11 CCMT 2023 中英零指代翻译任务开发数据情况 

数据类型 
规模 

（单位：句） 
提供单位 说明 

零指代还原与翻译 1,064 腾讯 AI Lab 

电影字幕、含上下

文信息、中文侧含

零代词自动标注、

中英互译 

零指代还原与翻译 813 腾讯 AI Lab 

网络小说、含上下

文信息、中文侧含

零代词自动标注、

中英互译 

零指代还原 1,176 BaiduKnows 

问答论坛、含上下

文信息、含零代词

人工标注、中文单

语 



数据类型 
规模 

（单位：句） 
提供单位 说明 

通用翻译  2,000 WMT2021 
新闻领域、句子

级、中英互译 

(3). 测试数据  

测试集包含电影字幕，问答论文，政府新闻，网络小说和学术简介五个领

域。若与训练集对应数据的领域同名，则可以认为是领域内数据，否则为领域

外数据。测试阶段需要提交每个领域的翻译结果，分别评测后的平均分为最终

排名。 

表 12 CCMT 2023 中英零指代翻译任务测试数据情况  

数据类型 
规模 

（单位：句） 
提供单位 说明 

零指代还原与翻译-篇章

级 
1,165 腾讯 AI Lab 

电影字幕、含上下

文信息、中文侧含

零代词自动标注、

中英互译 

零指代还原与翻译-篇章

级 
1,353 腾讯 AI Lab 

问答论坛、含上下

文信息、中文侧含

零代词自动标注、

中英互译 

零指代还原与翻译-篇章

级 
1,690 腾讯 AI Lab 

学术简介、含上下

文信息、中文侧含

零代词自动标注、

中英互译 

零指代还原与翻译-篇章

级 
869 腾讯 AI Lab 

网络小说、含上下

文信息、中文侧含

零代词自动标注、

中英互译 

零指代还原与翻译-篇章

级 
1,594 腾讯 AI Lab 

新闻领域、含上下

文信息、中文侧含

零代词自动标注、

中英互译 

8.4 系统要求  

对于每个评测项目，参评单位可以自由选择所采用的机器翻译技术（如：

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技术、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技术、统计机器翻译技术、神

经网络机器翻译技术以及大模型技术等）。参评单位也可以使用系统融合技

术，但在系统描述中必须做出明确说明，并在技术报告中说明进行系统融合的

各个单系统的性能。此处，系统融合技术指使用两个及两个以上单系统的翻译

结果进行字、词、短语、句子级别的重构或选择的技术。没有明确产生两个或

两个以上单系统翻译结果的技术，如统计机器翻译中的协同解码、神经网络机



器翻译的输出层 ensemble、单个系统结果的重排序等，本次评测不认定为系统

融合技术。评测组织方在发布评测结果时，将对使用系统融合技术的系统进行

标注说明。  

对于以基于平行数据进行训练的机器翻译技术（如统计机器翻译、神经网

络机器翻译等）为主的参评系统，可以以“受限”和“非受限”两种方式参与评

测。要求与 CCMT 新闻领域一致。备注：使用 CCMT2023 中英新闻翻译数据

亦属于受限训练。 

8.5 提交结果  

参评单位收到测试数据后，应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最终翻译结果文件。对于每个

评测子项，参评单位应提交 1 个主系统翻译结果（Primary Result）、以及最多

2 个对比系统的翻译结果（Contrast Result）。提交的每个结果文件都应包含详

细的系统描述。 

9. 提交技术报告及参加评测会议 

评测结束后，每个评测项目的参评单位应向 CCMT 2023 会议提交一份详细

的技术报告，说明系统的架构、原理，使用的主要技术，以及数据使用的情

况。评测报告将与 CCMT2023 投稿论文采用相同的匿名同行评审机制，并择优

推荐与 CCMT2023 论文共同发表。 

评测报告发表前，应针对学术论文投稿要求进行修改。欢迎将评测中的技

术成果提炼形成学术论文形式，直接提交 CCMT 投稿论文。 

参加评测单位应派至少一人参加 CCMT 2023 会议进行相应技术交流。 

10. 评测日程 

日期 评 测 环 节 

2023.03.25 发布评测大纲，评测报名开始。 

2023.04.15 在线评测开始 

2023.05.10 报名截止 

2023.06.02-06.17 
离线翻译评测项目发布测试集、提交参测结果。 

在此期间，在线翻译评测系统暂停。 

2023.06.17-27 参评单位提交评测技术报告（通过会议投稿系统） 

2023.07.02-07 评测组织方向参评单位通知初步评测结果 

2023.07.17 评测报告评审结果通知 

2023.08.02 评测技术报告终稿提交 

2023.10 CCMT2023 会议，发布离线评测总结 

2023.12.15 CCMT2023 在线评测截止，公布年度在线评测结果榜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