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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全国机器翻译研讨会(CWMT 2018)将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至 26 日

在福建举行。会议由中国中文信息学会主办，福建人工智能学会承办，武夷学院

协办。作为全国乃至整个亚洲最大的机器翻译学术会议，研讨会已连续成功召开

了十三届。其中共组织过七次机器翻译评测，一次开源系统模块开发（2006）和

两次战略研讨（2010、2012）。这些活动对于推动我国机器翻译技术的研究和开

发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因此，CWMT 已经成为我国自然语言处理领域颇

具影响的学术活动。CWMT 2018 旨在为国内外机器翻译界同行提供一个交互平

台，加强国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召集各路专家学者针对机器翻译的理论方法、

应用技术和评测活动等若干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为促进中国机器翻译事业

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届全国机器翻译研讨会接收长文和短文两种投稿类型，同时接受中文与英

文投稿，进行双盲评审。英文稿件应采用 Springer CCIS 格式排版，中文稿件应

采用《中文信息学报》的格式排版。被录用的英文稿件将由 Communications in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pringer CCIS) 出版。中文论文将在《厦门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出版（核心期刊）。 
 
 
 
 
 

主办单位：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承办单位：福建人工智能学会 

协办单位：武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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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委员会 

大会主席： 

史晓东 （厦门大学） 

程序委员会主席： 

陈家骏 （南京大学 ）  

张家俊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组织委员会主席： 

郭磊 （武夷学院） 

组织委员会副主席： 

陈毅东 （厦门大学） 

赞助主席： 

黄德根 （大连理工大学） 

宣传主席： 

杨雅婷 （中国科学院新疆技术理化研究所） 

评测主席： 

黄书剑 （南京大学） 
 
 
 
 
 



会议日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10 月 24 日 
星期三 14:00-19:00 会议注册 武夷山太伟风景酒店大厅 

10 月 25 日 
星期四 

08:30-18:00 会议注册 武夷山太伟风景酒店 
1 楼多功能厅门口 

08:30-09:00 开幕式 武夷山太伟风景酒店 
1 楼多功能厅 

09:00-10:00 特邀报告 1 武夷山太伟风景酒店 1 楼多功

能厅 

10:00-10:30 集体照、茶歇 武夷山太伟风景酒店 
1 楼多功能厅 

10:30-11:30 口头报告（中

文） 
武夷山太伟风景酒店 

1 楼多功能厅 

11:30-12:30 企业论坛 武夷山太伟风景酒店 
1 楼多功能厅 

12:30-14:00 午餐 一楼西餐厅 

14:00-15:40 评测报告 武夷山太伟风景酒店 
1 楼多功能厅 

15:40-16:20 评测海报、茶

歇 
武夷山太伟风景酒店 

1 楼多功能厅 

16:20-17:40 圆桌论坛 1 武夷山太伟风景酒店 1 楼多功

能厅 



18:00-20:00 晚餐 一楼多功能厅 

10 月 26 日 
星期五 

09:00-17:00 会议注册 武夷山太伟风景酒店 1 楼多功

能厅门口 

09:00-10:00 特邀报告 2 武夷山太伟风景酒店 1 楼多功

能厅 

10:00-11:00 论文海报、展

示、茶歇 
武夷山太伟风景酒店 1 楼多功

能厅 

11:00-12:00 口头报告（英

文） 
武夷山太伟风景酒店 1 楼多功

能厅 

12:30-14:00 午餐 一楼西餐厅 

14:00-14:30 前沿趋势分析 武夷山太伟风景酒店 1 楼多功

能厅 

14:30-15:30 圆桌论坛 2 武夷山太伟风景酒店 1 楼多功

能厅 

15:30-15:50 茶歇 一楼多功能厅门口 

15:50-16:50 博士生论坛 武夷山太伟风景酒店 1 楼多功

能厅 

16:50-17:05 闭幕式 武夷山太伟风景酒店 1 楼多功

能厅 

17:30-19:30 晚餐 一楼多功能厅 

 
 



特邀报告 1 

 
 
讲者：Rico Sennrich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主持人：张民 （苏州大学） 
时间：2018 年 10 月 25 日 上午 9:00-10:00 
地点：武夷山太伟风景酒店多 1 楼功能厅 
题目：Revisiting Challenges in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摘要：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NMT) has firmly established itself as the dominant 
paradigm in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despite its success, researchers have been quick 
to identify open challenges and limitations. While remarkably fluent, adequacy of 
NMT systems was found to be one of the big remaining error sources, and NMT was 
found to perform poorly in some settings, for instance for long sentences or in 
low-data conditions. 
However, there is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se are inherent, insurmountable 
weaknesses of NMT, and in this talk, I will discuss some well-known problems, and 
to what extent they can be mitigated with novel architectures, training methods, or 
just tricks of the trade. 
 
简介：Rico Sennrich is a lecturer in machine learning at the Institute for Adaptive and 
Neural Computation,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He received his PhD i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Zurich in 2013, and has since worked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His recent research, funded by a SNSF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the EU H2020 programme, and industry collaborations, has focused on 
modelling linguistically challenging phenomena in machine translation, including 
grammaticality, productive morphology, domain effects, discourse, and pragmatic 
aspects. His work on syntax-based and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has resulted in 
regular top-ranked submissions to the annual WMT shared translation task. 
 
 
 



 

特邀报告 2 

 

 
讲者：Eneko Agirre (University of the Basque Country) 
主持人：赵铁军（哈尔滨工业大学） 
时间：2018 年 10 月 26 日 上午 9:00-10:00 
地点：武夷山太伟风景酒店 1 楼多功能厅 
题目：Cross-linguality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without bilingual data 
摘要：Machine transl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text processing application. 
Current state-of-the-art systems leverage large amounts of translated text to learn how 
to translate, but is it possible to translate between two languages without having any 
bilingual data? In this presentation we will show that this is indeed the case. We will 
first map the word embedding spaces of two languages to each other, with and 
without seed bilingual dictionaries. This allows to produce accurate bilingual 
dictionaries based on monolingual corpora alone, with the same quality as supervised 
methods. Based on these mappings, it is then possible to train machine translation 
systems without accessing any bilingual data. 
 
简介：Eneko Agirre is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the Basque Country and member 
of the IXA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group.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lexical and 
computational semantics, with applications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He has produced more than 100 peer-reviewed articles. He has been 
president of the ACL SIGLEX, member of the editorial board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has received a Google research award. He is currently an action 
editor of the TACL journal. 
 
  



学术论文口头报告 

学术论文报告（中文）—主持人：冯冲（北京理工大学） 

10月 25日 10:30-11:30 
武夷山太伟风景酒店

1 楼多功能厅 
（每个报告 12 分钟+3

分钟问答） 

融入依存关联指导的神经机器翻译方法 
汪琪，王坤，段湘煜，张民 

面向汉维机器翻译神经网络语言模型研究 
李毓，杨雅婷，李晓，米成刚，董瑞 

融入汉字笔画序列的神经机器翻译 
谭新，邝少辉，张龙印，熊德意 

一种可扩展的深度神经网络机器翻译 Service 架构 
张巍, 林飞飞, 梁镇爽，黄振 

学术论文报告（英文）—主持人：冯洋（中科院计算所） 

10月 26日 11:00-12:00 
武夷山太伟风景酒店

1 楼多功能厅 
（每个报告 12 分钟+3

分钟问答） 

A Grammatical Analysis on Machine Translation Errors 
Shili Ge, Susu Wu, Xiaoxiao Chen and Rou Song 

The Impact of Named Entity Translation for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Jinghui Yan, Jiajun Zhang, Jinan Xu and Chengqing Zong 

Pivot Machine Translation Using Chinese as Pivot 
Chao-Hong Liu, Catarina Cruz Silva, Longyue Wang and 
Andy Way 

Controlling The Transition of Hidden States for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Zaixiang Zheng, Shujian Huang, Xin-Yu Dai and Jiajun 
Chen 

 



学术论文海报展示 

时间：10 月 26 日 10:00-11:00 

地点：武夷山太伟风景酒店 1 楼多功能厅 

学术论文海报展示（中文） 

1. 多层信息融合的神经机器翻译 

周孝青, 段湘煜，俞鸿飞，张民 

2. 基于语义空间的抽取式单文档摘要方法研究 

杨山，杨雅婷，温正阳，米成刚 

3. 面向语言模型的神经元连接自动学习方法 

姜雨帆, 李北, 林野, 李垠桥，肖桐 

4. 基于半监督学习的小语种翻译算法研究 

陆雯洁, 谭儒昕，刘功申，孙环荣 

5. 维吾尔语词向量评测研究 

吴浩, 艾山.吾买尔, 王路路, 卡哈尔江.阿比的热西提，吐尔根.依布拉音 

6. 基于子词信息的维吾尔语词项规范化 

张新路，王磊，杨雅婷，米成刚 

7. 基于词对向量的中文新闻话题检测方法 

张文博，米成刚，杨雅婷 

8. 利用协同训练提高神经机器翻译系统的翻译性能 

黄佳跃，熊德意 

学术论文海报展示（英文） 

9. RST Discourse Parsing with Tree-structured Neural Networks 
Longyin Zhang, Cheng Sun, Xin Tan and Kang Kong 
10. Exploiting Knowledge Graph in NMT 
Yu Lu, Jiajun Zhang and Chengqing Zong 
11. Improving Performance of NMT Using Semantic Concept of WordNet Synset 
Fangxu Liu, Jinan Xu, Guoyi Miao, Yufeng Chen and Yujie Zhang 
12. Cross-Lingual Semantic Textual Similarity Modeling Using Neural Networks 
Xia Li, Minping Chen and Zihang Zeng 
13. Neural Name Translation Improves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Xiaoqing Li, Jinghui Yan, Jiajun Zhang and Chengqing Zong 

  



企业论坛 

时间：10 月 25 日 11:30-12:30 

地点：武夷山太伟风景酒店 1 楼多功能厅 

企业论坛—主持人：熊德意 （苏州大学） 

11:30-11:50 
后办公时代的人工智能  

李长亮 （金山软件） 

11:50-12:00 
腾讯翻译君的探索和实践  

谢军 （腾讯） 

12:00-12:10 
小牛翻译—打造机器翻译产品发动机  

李洋 （小牛翻译） 

12:10-12:20 
云译机器翻译在垂直细分领域的探索与实践 

丁丽 （云译） 

12:20-12:30 
搜狗 AI 翻译—让跨语言信息表达和获取更简单 

赵超 （搜狗） 

 



评测论文口头报告 

时间：10 月 25 日 14:00-15:40 

地点：武夷山太伟风景酒店 1 楼多功能厅 

评测报告—主持人：黄书剑（南京大学） 

14:00-14:20 CWMT2018 评测情况总结 
黄书剑 

14:20-14:30 东北大学评测报告（汉英项目） 
王强，李北，刘继强，姜博建，张哲旸，李垠桥，林野，肖桐 

14:30-14:40 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评测报告（英汉项目） 
Bojie Hu，Ambyer Han，Shen Huang 

14:40-14:50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照排有限公司评测报告（蒙汉、藏汉项目） 
殷建民，李善民，郭兴刚，闫喆 

14:50-15:00 
中科院计算所评测报告（维汉项目） 
杨郑鑫，谷舒豪，李京谕，单勇，邵晨泽，丁春发，薛海洋，

胡镓伟，冯洋 

15:00-15:10 厦门大学评测报告（多语言翻译任务） 
周张萍，黄荣城，王博立，胡金铭，史晓东，陈毅东 

15:10-15:20 哈尔滨工业大学评测报告（翻译质量评估任务） 
吴焕钦，朱俊国，杨沐昀，赵铁军，艾子豪 



评测论文海报展示 

时间：10 月 25 日 15:40-16:20 

地点：武夷山太伟风景酒店 1 楼多功能厅 

评测论文海报展示 

1. 北京理工大学评测报告 
史学文，郭梦雪，刁节铮，鉴萍，黄河燕 
2. 北京交通大学评测报告 
Xilin Wei，Jinan Xu，Yufeng Chen，Yujie Zhang, and Xingya Li 
3. 内蒙古大学评测报告 
吉亚图，任众，王洪彬，武子玉，雷颖，白天罡，候宏旭 
4.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评测报告 
包乌格德勒 
5.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评测报告 
刘清民，孙玥莹，何彦青，石崇德，杨岩 
6.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语言监测与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中心评测报告 
赵小兵，赖文 
7. 大连理工大学评测报告 
宋鼎新，刘俊鹏，吴世鑫，黄德根 
8. 中科院自动化所评测报告 
刘宇宸，闫璟辉，张家俊，宗成庆 
9.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NICT)评测报

告 
Rui Wang，Benjamin Marie，Masao Utiyama，Atsushi Fujita，Eiichiro Sumita 
1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评测报告 
张培东，巢文涵 
11. 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评测报告 
刘功申 
12. 昆明理工大学评测报告 
车万金，余正涛，文永华，何建雅琳，翟家欣，王振晗 
13. 上海交通大学网络安全学院评测报告 
马颖华 
14. ADAPT centre, Dublin city University 评测报告 
ChaoHong Liu 
15. 智慧芽苏州信息技术公司 
王超超 
 
  



圆桌论坛 1 

同声传译与机器翻译—主持人：史晓东 （厦门大学） 

时间：10 月 25 日 下午 16:20-17:40 

地点：武夷山太伟风景酒店 1 楼多功能厅 

嘉宾 

何中军（百度） 

陈伟（搜狗） 

谢军（腾讯） 

刘俊华（科大讯飞） 

黄书剑 （南京大学） 

 
 
 

圆桌论坛 2 

低资源、零资源机器翻译—主持人：张家俊 （中科院自动化所） 

时间：10 月 26 日 下午 14:30-15:30 

地点：武夷山太伟风景酒店 1 楼多功能厅 

嘉宾 

宋柔（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刘群（华为诺亚方舟实验室） 

曹海龙（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瑞（NICT, Japan） 

黄瑾（有道） 

 
  



前沿趋势分析 

主持人：段湘煜 （苏州大学） 

时间：10 月 26 日 下午 14:00-14:30 

地点：武夷山太伟风景酒店 1 楼多功能厅 

讲者 苏劲松 （厦门大学） 

 
 
 

博士生论坛 

主持人：李茂西 （江西师范大学） 

时间：10 月 26 日 下午 15:50-16:50 

地点：武夷山太伟风景酒店 1 楼多功能厅 

15:50-16:10 
机器翻译博士避“坑”指南 

李响（小米） 

16:10-16:30 
一个机器翻译博士毕业生的经验分享 

肖桐（东北大学） 

16:30-16:50 
博士生培养漫谈 

张民（苏州大学） 
 
 



会务组联系方式 

武夷学院郭磊老师、13960677810，电子邮箱：32337167@qq.com。 

 

 

会议场地示意图 

 

 

  



赞助单位 

钻石赞助商： 

 

 

白金赞助商： 

 
 

金牌赞助商： 

 

银牌赞助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