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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语言理解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NLU)

1950S，人工智能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计算语言学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CL)

1960S，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1962年国际计算语言学学会
(ACL)成立，1965年国际计算语言学委员会(ICCL)成立，1966

年“计算语言学”首次出现在美国国家科学院ALPAC报告里

 自然语言处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

1980S，面向计算机网络和移到通信，从系统实现和语言工
程的角度开展语言信息处理方法的研究

统称:人类语言技术(Human Language Technology, H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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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张小五从警20多年来，历尽千辛万苦，立下无
数战功，曾被誉为孤胆英雄。然而，谁也未曾想到，就
是这样一位曾让毒贩闻风丧胆的铁骨英雄竟然为了一个
女人而精神崩溃，悔恨之下昨晚在家开枪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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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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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挑战

大量的未知现象
如：高山,虎蝇,埃博拉

大量的歧义词汇
如：苹果,粉丝,Bank

大量的复杂或歧义结构

喜欢乡下的孩子。
Time flies like an arrow.

跨语言语义概念不对等

馒头: steamed bread 句子：We do chicken right.

(1)张三今天中午吃馒头。

(2)李四今天中午吃食堂。

(3)王五今天中午吃大碗。

1. 引言

大量存在的不确定性和语义概念表示与计算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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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基本方法

理性主义方法：1957～1980S

词法分析，句法方法，语义分析

词典、规则－基于规则的方法

经验主义方法：～1950S，1980S～

训练样本

统计模型－基于统计的方法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以机器翻译为例

给定英语句子：

There is a book on the desk.

将其翻译成汉语。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对英语句子进行词法分析

There/Ad is/Vbe a/Det book/N on/P the/Det desk/N ./Puc

对英语句子进行句法结构分析

VP      NP            NP

Ad   Vbe Det   N  P   Det     N     Puc

CS        PP

CS
S

基于规则的方法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利用转换规则将英语

句子结构转换成汉语

句子结构

P     NP    VP    NP     Puc

PP          CS

CS
S

VP      NP            NP

Ad   Vbe Det   N  P   Det     N     Puc

CS        PP

CS
S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P     NP    VP    NP     Puc

PP          CS

CS
S

根据转换后的句子结构，

利用词典和生成规则生

成翻译的结果句子

#a,  Det, 一

#book,  N,  书;  V,  预订

#desk,  N,  桌子

#on,  P,  在 X 上

#There be,  V, 有

输出译文：

在桌子上有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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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NP    VP    NP     Puc

PP          CS

CS
S

根据转换后的句子结构，

利用词典和生成规则生

成翻译的结果句子

#a,  Det, 一

#book,  N,  书;  V,  预订

#desk,  N,  桌子

#on,  P,  在 X 上

#There be,  V, 有

输出译文：

在桌子上有一本书。

基于规则的NLP方法的基本步骤：
词法分析(汉语分词)  句法分析  语义分析(词义
消歧等)  语言生成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ˆ arg max ( ) ( | )
C

C P C P E C 

翻译模型
(Translation model, TM)

语言模型
(Language model,  LM)

( ) ( | )
( | )

( )

P C P E C
P C E

P E


根据贝叶斯公式：

基于统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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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收集大规模双语句子对、目标语言句子

参数训练与模型优化

主要任务：

构建解码器(decoder)，快速搜索最优翻译候选：

三个关键问题：
估计语言模型概率 p(C)；

估计翻译模型概率 p(E|C)；

快速有效地搜索候选译文C，使p(C)×p(E|C)最大。

语言模型
p(C)

翻译模型
p(E|C)

解码器C E

ˆ arg max ( ) ( | )
C

C P C P E C 

原文 译文



基于规则的方法 基于统计的方法

•语言模型

•机器学习

•搜索算法
• ……

……

•形式语言

•语法理论

•推理方法
• ……

……

知识库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合谋 －

符号智能＋计算智能，建立融合方法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知识图谱



2.2 统计方法的兴起：1980S

语音识别，如 SPHINX 语音识别系统(CMU)

训练控制系统用于驾驶车辆，如 ALVINN 系统

在各种大规模数据库中发现隐藏的一般规律，
如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使用决策树进
行天体分类

世界级水平的西洋双陆棋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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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统计方法的兴起：198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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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通过经验提高性能

统计学、信息论、计算复杂性理论、人工智能、
神经生物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机器
学习研究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生成式模型 (generative model)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假设 o 是观察值，q 是模型，直接对 p(o|q) 进行建模，其基
本思想是：首先建立样本的概率密度模型，再利用模型进行
推理预测。要求已知样本无穷多或者尽可能地多。该方法一
般建立在统计学和 Bayes 理论的基础之上。

统计模型的两大类别

 主要特点：从统计的角度表示数据的分布情况，能够反映同
类数据本身的相似度。研究单类问题比较灵活，模型可以通
过增量学习得到，且能用于数据不完整(missing data)的情况。

 主要缺点：学习和计算过程比较复杂。



隐马尔可夫模型
(Hidden Markov Model, HMM)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q1 q2 qt-1 qt qt+1… …

O1 O2 Ot-1 Ot Ot+1

p(qt|qt-1)

p
(O

t |q
t )

隐状态序列

观察输出序列

),,,,(  BAOS
状态数N、每个状态的输出数M、状态转
移概率矩阵A=aij、输出概率分布矩阵
B=bj(k)、初始概率π。



 n-gram 模型
(Language Model, LM)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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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 = w1 w2 … wm，
j

iw 表示词序列 wi … wj。

n=1, unigram;

n=2，bi-gram;

n=3，tri-gr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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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 ) ( | )
m

i

i i n

i

p s p w w




 





其中，s = w1 w2 … wm，
j

iw 表示词序列 wi … wj。

例如，汉语自动分词：

1 1 2

l

c ls c c c c 给定的汉语句子由 l 个汉字构成：

可能切分成 m 个词语： 1 1 2

m

w ms w w w w 

ˆ arg max ( )ws p s

n=1, unigram;

n=2，bi-gram;

n=3，tri-gram;
……



区分式模型 (discriminative model)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对条件概率(后验概率) p(q|o)进行建模，在有限样本条件下
建立判别函数，直接研究预测模型。

 主要特点：寻找不同类别之间的最优分类面，反映的是异类
数据之间的差异，比生成式模型较容易学习。

 主要缺点：黑箱操作，变量之间的关系不清楚，不可视。



例如，由字构词 (基于字标注)的分词方法
(Character-based tagging )

该方法由N. Xue(薛念文) 和 S. Converse 提出,  首篇
论文发表在2002年第一届国际计算语言学学会(ACL)汉
语特别兴趣小组 SIGHAN (http://www.sighan.org/) 组织的汉
语分词评测研讨会上[Xue and Converse, 2002]。

基本思想：将分词过程看作是字的分类问题。该方法认
为，每个字在构造一个特定的词语时都占据着一个确定
的构词位置(即词位)。假定每个字只有4个词位：词首
(B)、词中(M)、词尾(E)和单独成词(S)，那么，每个字
归属一特定的词位。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http://www.sighan.org/


(1) 上海/ 计划/ 到/ 本/ 世纪/ 末/ 实现/ 人均/ 国内/ 生产/ 

总值/ 五千美元/ 。/

(2) 上/B 海/E 计/B 划/E 到/S 本/S 世/B 纪/E 末/S 实/B 现
/E 人/B 均/E 国/B 内/E 生/B 产/E 总/B 值/E 五/B 千
/M 美/M 元/E 。/S

在字标注过程中，对所有的字根据预定义的特征进行词位特
征学习，获得一个概率模型，然后在待切分字串上，根据字与字
之间的结合紧密程度，得到一个词位的分类结果，最后根据词位
定义直接获得最终的分词结果。

工具：
支持向量机 (SVM)

条件随机场 (CRF)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基于条件随机场(CRF)的识别方法：序列标注

y1 y2 y3 … yn-1

yn …

W=w1w2…wn

… …

wi-1 wi wi+1

yi-1 yi yi+1

… …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1
( | , ) exp( ( , ))

( )
j jp Y X F Y X

Z X
  λ

Z(X)为归一化因： ( ) exp( ( , ))j jY
Z X F Y X  

1

1

( , ) ( , , , )
n

j j i i

i

F Y X f y y X i



特征函数：

三个问题：

特征选取

参数训练

解码



上/B 海/E 计/B 划/E 到 本 世 纪 ……

B, E, M, S ?

• 当前字的前后 n 个字 (如 n＝±2)

• 当前字左边字的标记

• 当前字在词中的位置
……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基于字的区分模型有利于处理集外词，而基于词的

生成模型更多地考虑了词汇之间以及词汇内部字与字之
间的依存关系。因此，可以将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

这样做的好处：充分结合了基于字的生成模型和基于
字的区分式模型的优点。

1 2

2 2( ) log( ([ , ] [ , ] )) (1 ) log( ( ))

(0.0 1.0)

k k

k k k k kScore t P c t c t P t c 



 

     

 

Generative score Discriminative score

结合方法：插值法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调试权值

使用 2005 年 SIGHAN Bakeoff 语料，取少量做开发集。

Joint model performance on Development 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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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Corpus Model R P F ROOV RIV

AS

Generative 0.958 0.938 0.948 0.518 0.978

Discriminative 0.955 0.946 0.951 0.707 0.967

Joint 0.962 0.950 0.956 0.679 0.975

CITYU

Generative 0.951 0.937 0.944 0.609 0.978

Discriminative 0.941 0.944 0.942 0.708 0.959

Joint 0.957 0.951 0.954 0.691 0.979

MSR

Generative 0.974 0.967 0.970 0.561 0.985

Discriminative 0.957 0.962 0.960 0.719 0.964

Joint 0.974 0.971 0.972 0.659 0.983

PKU

unconverted 

(ucvt.) case 

Generative 0.929 0.933 0.931 0.435 0.959

Discriminative 0.922 0.941 0.932 0.620 0.941

Joint 0.935 0.946 0.941 0.561 0.958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Corpus Model R P F ROOV RIV

PKU

converted 

(cvt.) case 

Generative 0.952 0.951 0.952 0.503 0.968

Discriminative 0.940 0.951 0.946 0.685 0.949

Joint 0.954 0.958 0.956 0.616 0.966

Overall

Generative 0.953 0.946 0.950 0.511 0.973

Discriminative 0.944 0.950 0.947 0.680 0.956

Joint 0.957 0.955 0.956 0.633 0.971

总体性能：相对错误率比区分式模型减少 21％，比

生成式模型减少14％。

注：‘(cvt.) case’ 指已将测试集中的数字、西文字母等编码转

换，使其与训练集中的编码一致，‘ (ucvt.) case’ 指未做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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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 Segmentation Bakeoff 2010. Proc. CLP2010, pages 245-248

[4]Xiaoqing Li, Chengqing Zong and Keh-Yih Su. A Unified Model for Solving the 

OOV Problems of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ACM Transactions on Asian 

Language and Low-Resource Langua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ALLIP), 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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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heen 汉语自动分词系统：
http://www.nlpr.ia.ac.cn/cip/software.htm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语块识别命名实体识别词性标注词义消歧指代消解
 语义角色标注  依存句法分析  篇章单元识别  篇章关系
识别文本分类/情感分类 …

特征表示 + 分类器

自然语言处理的其他任务：

基本名称短
语识别

(base NP 

identification)
[Yamada and 

Matsumoto, 2003]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命名实体识别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NER)

8月3日张建国教授在山西大学做了报告。

8月/ 3日/ 张/ 建国/ 教授/ 在/ 山西/ 大学/ 做/ 了/ 报告/。/

{ NEB，NEM，NEE，NES }

常用的特征：上下文  n 个词、词性等

分类器：CRF、ME、组合分类器等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词义消歧 (word sense disambiguation, WSD)

(1)他打鼓很在行。

(2)他会打家具。

(3)他把碗打碎了。

(4)他在学校打架了。

(5)他很会与人打交道。

(6)他用土打了一堵墙。

(7)用面打浆糊贴对联。

(8)他打铺盖卷儿走人了。

(9) 她会用毛线打毛衣。

(10)他用尺子打个格。

(11)他打开了箱子盖。

(12)她打着伞走了。

(13)他打来了电话。

(14)他打了两瓶水。

(15)他想打车票回家。

(16)他以打鱼为生。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每个词表达不同的含意时其上下文（语境）往往
不同，不同的词义对应不同的上下文，因此，如果能
够将多义词的上下文区别开，其词义自然就明确了。

他/P 很/D 会/V 与/C 人/N 打/V 交道/N 。/PU
-2       -1                  +1        +2

0

基本的上下文信息：词、词性、位置

上下文表示：词袋模型(bag of word, BOW)或称向
量空间模型(vector space mode, VSM)

分类器：贝叶斯、条件随机场(CRF)、最大熵……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文本分类 (text classification, TC)

文本表示：VSM • 布尔变量(是否出现)

• 词频(term frequency, TF) 

ki = tfki

• 倒排文档频率: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IDF)

• TF-IDF:

1,    if  exits in D

0,   Otherwise

i k

ki

t



 


logi

i

N

df
 

logi ki

i

N
tf

df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训练样本（带类别标签的文本）

IBM、微软、Google等
一批国际著名计算机公
司昨天下午的中国计算
机大会上展示了他们最
新严重的 ……

联想公司笔记本电
脑……

国际田径锦标赛将于8月
16日在北京奥林匹克体
育中心赛….

第五届东亚运动会

中国军团奖牌总数创新
高，男女排球双双夺
冠 …

计算机 体育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词汇抽取、词汇表形成

特征选择

• 文档频率

• 互信息信息增益

• CHI (Chi-square statistics)  

分类器设计

• SVM

• 贝叶斯……

• 组合分类器

Text POS 

Tagging
POS-2

Naïve 

Bayes

SVM

Base-3

Base-4

Base-5

Base-6

Ensemble 

Score

MaxEnt Base-7

Base-8

Base-9

Base-1

Base-2

POS-3

POS-1

Text

Unigrams

Dependency 

Parsing

POS 

Tagging

Bigrams

Dependencies

Naïve 

Bayes

SVM

Base-3

Base-4

Base-5

Base-6

Ensemble 

Score

MaxEnt
Base-7

Base-8

Base-9

Base-1

Base-2

R. Xia, C. Zong, and S. Li. Ensemble of feature sets and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s for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Information Sciences, 181(2011): 1138–1152



3. 自然语言处理概要

问答系统(question-answering, Q&A)

IBM“沃森”(Watson)在 2011年2月美国热门的电视智力问答
节目“危险边缘”(Jeopardy！)中战胜了两位人类冠军选手。

简单的自然语言处理 + 搜索



4. ML方法在NLP中的应用

问题

问句
解析

分解
假设
生成

过滤
假设
推断

合成

候选
答案
排序

最终答案D. Ferrucci et al., Building Watson: An Overview of the 

DeepQA Project. AI Magazine, Fall 2010, pp.5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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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方法小结：

离散型的符号表示（词、词性、短语、语义、篇章等）

数据驱动，样本决定性能

以文本组件识别（边界切分）为主

语义分析主要限于词义消歧、指代消解和关系识别（如实
体关系、SRL等），一律被转化为分类问题，无法实现语
义归纳和计算

计算联合概率或条件概率，大概率优先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统计方法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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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浅层处理
特征表示 分类器

“懒汉”做法



概率图模型的演变[Sutton and McCallum, 2007]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概率图模型的演变[Sutton and McCallum, 2007]

点 线 图

ME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1. 引言

2.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概要

3. 深度学习及应用

4. 问题讨论

内容提要



3.1 人工神经网络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ANN)

1943年心理学家 沃伦•麦卡洛克(W. McCulloch) 和数理逻辑
学家 W. Pitts 建立了神经网络的数学模型，提出了神经元的
形式化数学描述和网络结构方法

3. 深度学习及应用



神经元数学描述

• x1~ xn 为输入向量的各分量

• w1 ~ wn 为权值

• b 为偏置

• f 为传递函数，通常为非线性函数

• y 为输出

• 数学表示：

为权值向量； 为输入向量， 为 的转置。

( ' )y f W X b  

W X 'X X

x1

x2

xn
…

…
b

1

f y

神经元

突触
Synapse

3. 深度学习及应用



神经网络 (1982, Hopfield神经网络模型 ; 1984,连续时间的
Hopfield神经网络模型)

- 有限个神经元
- 所有神经元的输入都是同一个向量
- 网络输出也是一个向量，维数等于神经元的个数

…
…

X

3. 深度学习及应用

单层网络

x1

x2

x3

+1 +1

hw,b(x)

Layer L1 Layer L2 Layer L3 Layer L4

+1

W1

W2

W3



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 DL)

基于深层(前向多层)神经网络的
学习通过校正训练样本，对各
个层的权重进行调整(learning)

2006 年 G. E. Hinton (辛顿)等人
使用受限玻尔兹曼机(restricted 

Bolzman machine)进行逐层无监
督训练方法，率先在图像识别上
获得了突破。

2009年DNN在语音识别中获得成
功应用

3. 深度学习及应用



3. 深度学习及应用



x2

x1

x3

+1

hw,b(x)

ℎ𝑊,𝑏 𝑥 = 𝑓 𝑊
𝑇𝑥 + 𝑏 f: 非线性激活函数

𝑓 𝑧 =
1

1 + 𝑒𝑥𝑝 −𝑧
𝑓′ 𝑧 = 𝑓 𝑧 1 − 𝑓 𝑧

𝑓 𝑧 = 𝑡𝑎𝑛ℎ 𝑧 =
𝑒𝑧 − 𝑒−𝑧

𝑒𝑧 + 𝑒−𝑧
𝑓′ 𝑧 = 1 − 𝑓2 𝑧

W

b

3.2 词向量表示 (word2vec)

3. 深度学习及应用



替换中间词的方法[Collobert et al., 2011]

将词表中的每个词随机初始化一个向量
用大规模单语语料训练优化该向量

• 从训练数据中随机选一个窗口大小为n的片
段phr+，作为正例

• 将phr+对应的词向量拼接，作为神经网络
的输入层

• 经过一个隐含层后得到得分f +，表示该片
段是否为一个正常的自然语言片段

• 将窗口中间的词随机替换成词表中的另一个词，得到一个负例片段phr -

及负例的打分f -

• 用排序合页损失（ranking hinge loss）作为损失函数，使正例的得分f +

至少比负例的得分f -大1

• 对该损失函数求导得到梯度，使用反向传播的方式学习神经网络各层的
参数，同时更新正负例样本中的词向量，从而将语义相似的词映射到向
量空间中相近的位置。

3. 深度学习及应用



用周围词预测中间词的方法 ─

连续词包模型(CBOW)

将相邻的词向量直接相加得到隐
层，用隐层预测中间词的概率

连续 skip-gram 模型：通过
中间词预测周围词的概率

[Mikolov et al., 2013]

 skip-gram with negative-sampling (SGNS) vs. SVD

[Levy and Goldberg, 2014]

3. 深度学习及应用



Lookup Table

Linear

concatenate

Tanh

Linear

Prob

Softmax

the united kingdom is a …

Input Window

Text

3. 深度学习及应用

3.3 应用：命名实体识别

𝑃 𝒕𝒂𝒈|𝑘𝑖𝑛𝑔𝑑𝑜𝑚
≈ 𝑃 𝒕𝒂𝒈|𝑡ℎ𝑒, 𝑢𝑛𝑖𝑡𝑒𝑑, 𝑘𝑖𝑛𝑔𝑑𝑜𝑚, 𝑖𝑠, 𝑎

𝒕𝒂𝒈 = 𝑵𝑬𝑹𝑩, 𝑵𝑬𝑹𝑰, 𝑵𝑬𝑹𝑬, 𝑵𝑬𝑹𝑶

𝑃 𝑵𝑬𝑹𝑬|𝑘𝑖𝑛𝑔𝑑𝑜𝑚

H

H

V

V



𝐿 = 

𝑖

𝑙𝑜𝑔 𝑃 𝑒𝑖训练目标函数:

𝑃 𝑒𝑖 ≈ 𝑃 𝑒𝑖|𝑒1⋯𝑒𝑖−1, 𝑓

≈ 𝑃 𝑒𝑖|𝑒𝑖−3⋯𝑒𝑖−1, 𝑓𝑗−𝑐⋯𝑓𝑗⋯𝑓𝑗+𝑐

j 如何选择？

3. 深度学习及应用

3.3 应用：统计翻译[Devlin et al., 2014]



I will get
就取钱给了

Input Window

Text 上下文
•目标语言 4-gram

•源语言中心词左右5个词

词向量 (192 维)

两个隐藏层 (512 维)

输出层 softmax

𝑃 𝒆𝒊|𝑒𝑖−3⋯𝑒𝑖−1, 𝑓𝑗−𝑐⋯𝑓𝑗⋯𝑓𝑗+𝑐

3. 深度学习及应用

D

Lookup Table

Prob
V

Softmax
V

Linear

H

Linear

H

Tanh

concatenate



3. 深度学习及应用

实验
NIST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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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问题讨论

内容提要



张小五从警20多年来，历尽千辛万苦，立下无数战功，
曾被誉为孤胆英雄。然而，谁也未曾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曾
让毒贩闻风丧胆的铁骨英雄竟然为了一个女人而精神崩溃，
悔恨之下昨晚在家开枪自毙。

4. 问题讨论

什么是自然语言的深度理解？

张小五/ 从警/ 20多年/ 来/ ，/ 历尽/ 千辛万苦/ ，/ 
立下/ 无数/ 战功/ ，/ 曾/ 被/ 誉为/ 孤胆英雄/ 。/ 然而
/ ，/ 谁/ 也/ 未/ 曾/ 想到/ ，/ 就是/ 这样/ 一位/ 曾/ 
让/ 毒贩/ 闻风丧胆/ 的/ 铁骨/ 英雄/ 竟然/ 为了/ 一个/ 
女人/ 而/ 精神崩溃/ ，/ 悔恨/ 之下/ 昨晚/ 在/ 家/ 开枪/ 
自毙/ 。

①分词 (96%)

②命名实体识别 (90%)

③实体关系抽取 (85%)

④语义角色标注 (70-82%)

Name Ti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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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语

句法

语义表示

缺少语义归
纳和推理！



4. 问题讨论

深度学习就是深度理解吗？

审视“词向量表示”

蓝

绿
白 黑

天

地 云

海

蓝天

白云
黑土

彩霞

蓝天  蓝 + 天
… …… = 

老虎  老 + 虎

图书  图 + 书

深度学习只是众多方
法中的一种。至少在
目前，深度学习不等
于深度理解。



4. 问题讨论

包括深度学习在内的统计学习方法毕竟是一种“赌
博”思维，只能处理大概率事件，且其性能表现严
重依赖于训练样本，难以做到“举一反三”，基于
大规模训练样本建立的系统性能往往不如一个三岁
的小孩。人脑在学习语言知识时往往不是基于大规
模训练样本的，如何借鉴类人智能改进现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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