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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双通道犔犇犃模型的汉语词义

表示与归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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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义记忆是人类理解自然语言的基础．人类理解语言的过程可以看作是对词义进行编码、对语义记忆进

行检索，进而对词义进行解码的过程．因此，对词义进行合理地表示是计算机理解语言的关键步骤．该文总结分析

了已有的词义表示方法与人脑词义表征的关系，针对汉语词汇的歧义现象，重点阐述了如何从歧义词所处的上下

文中最大限度地自动获取关于歧义词的词义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整合，通过一系列的特征集合表示歧义词的词义．

具体地说，该文将出现在歧义词上下文语境中有明确含义的实词作为模型的输入，同时在上下文中获取可以表示

歧义词词义的其他特征，最终将这两种信息通过贝叶斯概率模型整合在一起，共同实现歧义词的词义表示和归纳．

实验表明，该文提出的方法可以得到更好的词义表示和归纳效果．

关键词　词义表示；词义归纳；词义消歧；主题模型；双通道主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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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爆炸式的信息增

长模式凸显了计算机自动理解和处理自然语言文本

的重要性．目前自然语言处理的计算模型大多采用

有监督的机器学习方法，以分类为手段，以获得较

高的准确率为目标，无法处理训练样本中没有出现

过的词汇和字符．少数计算模型，如主题模型（ｔｏｐｉｃ

ｍｏｄｅｌ）、词向量（Ｗｏｒｄ２Ｖｅｃ）模型等，试图利用大规

模无标注数据来对文本进行向量化表示，以解决传

统计算模型泛化能力差和特征表示困难的问题，但

即使这些模型对文本进行了编码，与真正实现文本

语义理解的目标还是有较大的距离．反观我们人类

自身，人脑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一句话的含义，即使

在阅读含有歧义词的句子时，人脑甚至都感觉不到

歧义的存在．人脑处理语言的过程十分迅速，但由于

其认知理解的生物过程尚不清楚，要想完全模拟人

脑处理语言的认知过程和建立计算模型是十分困难

的．幸运的是，认知心理学家已经对人脑处理语言的

过程和表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了一些重要

的结论，我们可以借鉴这些结论来建立更好的自然

语言理解模型．

根据认知心理学家研究的结果，人类理解语言

是建立在概念存储基础之上的，只有在记忆中存储

了相关的世界概念，才可能理解一句话的含义．认知

心理学家将语言理解看作是一个增量式的动态系

统，他们认为，读者增量式地理解句子的含义，即阅

读到一个词汇时会自动将其概念含义融入到已经出

现过的上文的含义之中［１］．这样，人脑理解一个句子

的过程就可以看作是概念信息的检索和语义整合的

过程．大脑首先从记忆中检索单词对应的语义概念

及相关信息，然后通过句子中的语法和上下文信息

来整合句子的含义．所以，要想让计算机理解一个自

然语言的句子，首先需要对词义进行合理地表示．

相关研究表明，人类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影响了

概念的形成，因此概念中包含了丰富的信息．语言文

字可以看作是人类表达、传递和交流大脑思维的一

套符号系统，人类遣词造句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

人类对于外部世界的表达．概念的形成受到了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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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和语言上的影响，本文仅关注如何从语言文字

中对概念进行表示和归纳．根据语义的分布式假设，

即相似的词出现在相似的上下文中，概念可以表示

为统计特征的集合．在不利用知识库的前提下，我们

可以从文本中利用词汇共现信息对词义进行某种程

度上的表示，并将其看作词汇概念的一个原型．这

样，计算机对词义进行表示相当于人脑对单词进行

编码．对于新的刺激，人需要检索记忆和提取相关编

码才能理解其含义．类似地，计算机需要将新的刺激

与已有词义表示进行比较才能对其进行归类．

词义消歧和词义归纳是计算语言学领域研究的

两个基本任务．一般将词义消歧看作是有监督的分

类问题，将歧义词上下文窗口范围内的多个单词及

词性等当作可以区分词义的特征，在训练集中训练

特征的权重并利用分类器对测试语料中的歧义词进

行区分［２］．而词义归纳被看作是无监督的聚类问题，

通常利用歧义词上下文的相似程度对包含歧义词的

句子进行聚类，从而实现对歧义词的词义归纳．不同

于上述两种任务和已有的方法，本文根据上下文对

歧义词的不同含义建立不同的向量表示，并利用

ＣＬＰ２０１０词义归纳评测数据集对词义表示的效果

进行检验．

与以往工作相比，本文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一

种基于双通道隐含狄利克雷分布（Ｌａｔｅｎｔ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ＬＤＡ）模型的汉语词义表示与归纳方法，

该方法将上下文中获取到的可以表示歧义词词义的

信息与歧义词所在上下文中的实词进行整合，同时

作为双通道的贝叶斯概率模型的输入，从而获得了

更好的词义表示和归纳效果．

２　相关工作与对比

２１　相关研究

人类如何对概念进行表征是认知科学的基础问

题．具身认知（ｅｍｂｏｄｉｅｄ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理论认为，语言

中包含的语义是人类与外部世界的交互和体验，语

义由大脑的构造、神经的结构、感官和运动系统的活

动方式共同决定．具身认知理论的观点极大地推动

了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发展．与此同

时，语义的分布式模型也取得了很多进步，语义的分

布式假设认为从语音或者书面文字的统计分布中可

以建立语义的计算模型．最近的研究趋向于认为，文

本的统计数据和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都会影响人脑

对于语义的表征［３］．另外，一些认知心理学研究通过

行为学实验验证了语义的分布式假设的正确性．比

如，ＭｃＤｏｎａｌｄ等人
［４］设计了两个实验，通过分别操

控被试对于“略微熟悉的词汇①”和“非词②”的语意

信息③”和“非词④”的语境信息⑤，发现了语境中包含

的信息对词汇相似度测试的结果造成了影响．该实

验说明了词汇的分布式信息的确会影响人脑对于语

义的表征．最近，一些研究通过融合词汇的分布式信

息和人的感知信息，来建立词义表示的计算模型．实

验证明，这种方法比单独利用上述信息可以在词汇

相似度等测量指标上得到更好的效果［５８］．

为了从大规模文本中抽取语义信息，计算语言

学家将词义看作是单词在文本中统计分布的结果，

建立了很多计算模型．向量空间模型（ＶｅｃｔｏｒＳｐａｃｅ

Ｍｏｄｅｌ，ＶＳＭ）是表示文本词义重要的模型之一，它

将词义看作高维的空间向量，利用词汇的共现信息

对词汇含义进行表示．其中，最受关注的一种向量空

间模型是潜藏语义分析（Ｌａｔｅｎｔ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ＳＡ）方法，该方法通过奇异值分解（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Ｖａｌｕ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ＶＤ）对词项文档矩阵进行分解，使

用降维后的矩阵构建潜在语义空间，试图找出词在

文档中的潜在语义．但是，ＬＳＡ无法解决一词多义的

问题，因而其表达词义的能力有限．为了解决ＬＳＡ模

型对于词义表示的限制，Ｈｏｆｍａｎｎ在ＬＳＡ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种概率隐含语义模型（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Ｌａｔｅｎｔ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ＬＳＡ），用概率的方式解释了文

档的生成过程．之后，Ｂｌｅｉ等人在ｐＬＳＡ的基础上又

提出了基于隐含狄利克雷分布（Ｌａｔｅｎｔ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ＬＤＡ）的主题模型，为ｐＬＳＡ模型的概率

分布加上了先验知识，利用贝叶斯推断方法求解参

数，解决了ｐＬＳＡ容易过拟合的问题．

另一种可以对文本词汇进行向量化表示的方

法是近年来非常流行的基于神经网络的词向量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模型．这种方法通过对词汇上下文进行

预测来学习词汇的向量化表示．Ｂｅｎｇｉｏ等人
［９］（２００３）

提出的方法可以在神经网络语言模型（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Ｍｏｄｅｌ，ＮＮＬＭ）训练的过程中

得到词汇的向量化表示．由于利用整个神经网络结

构来学习词汇的向量化表示效率很低，Ｍｉｋｏｌｏｖ等

人［１０］（２０１３）提出了词向量（Ｗｏｒｄ２Ｖｅｃ）模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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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微熟悉的词汇”指可能曾经遇到过，但是不能很快说出
它的含义．
非词也称假词，指人工构造的没有含义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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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词也称假词，指人工构造的没有含义的“词汇”．
这里的语境信息即是词汇的上下文信息．



利用单层的神经网络结构直接学习词向量，他们在

神经网络语言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优化．由于

Ｗｏｒｄ２Ｖｅｖ模型可以快速地处理大规模无标注语

料，且在词汇相似度比较（ｗｏｒｄ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ｔａｓｋ）、词

汇类比（ｗｏｒｄａｎａｌｏｇｙｔａｓｋ）等任务中表现良好．但

是，Ｗｏｒｄ２Ｖｅｃ模型生成的词向量维度无法解释其

物理意义，且在词义归纳任务中不如贝叶斯模型的

可扩展性好．

另外，与本文相关的还有以下利用贝叶斯概率

模型来完成词义归纳任务的工作．

Ｂｒｏｄｙ和Ｌａｐａｔａ等人
［１１］利用主题模型对词义

进行归纳，在模型学习过程中可以得到歧义词的词

义表示．具体地，他们提出的方法将传统的ＬＤＡ模

型的输入变为包含歧义词的句子，这样学习到的文

档（句子）主题即为歧义词在句子中的含义．他们还

提出了一种多层的ＬＤＡ模型来解决不同的特征分

布问题，分别将不同的特征输入到不同的ＬＤＡ层

中，并在文档主题分布处加以融合．但是，模型仅仅

考虑了词袋信息和常用的词义消歧特征（狀元语法、

共现信息、词性和依存句法信息），且多层次的ＬＤＡ

模型效果相比单层的ＬＤＡ模型效果没有明显的提

升．另外，为了简化实验过程，他们对不同种类的信

息赋予了相同的权重，没有体现对不同特征分布的

输入信息分别进行建模的优越性．

上述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是对歧义词的词义进行

聚类，而词义表示只是模型学习过程中的副产物，没

有专门探讨词义的表示问题．我们认为，只有合理地

表示词义才是解决词汇理解问题的关键，因此文本

主要关注如何从文本中获取更加丰富的词义表示．

我们的实验证明，用统计方法得到的词义表示可以

作为人脑中的词义表征的近似表示．

２２　对比分析

基于统计方法的词义表示研究是根据词义的分

布式假设，通过词汇间的共现关系对词义进行表示．

而大量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表明，相似的词在大

脑中有相似的词义表征．那么，基于统计方法的词义

表示是否反映了人脑判断的这种相似性呢？下面我

们分别计算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得到的词汇相似度和

从统计模型得到的词汇相似度，并分析其相关性，验

证统计方法得到的词义表示与大脑的词义表征是否

显著相关．

由于认知心理学研究中公开的实验语料大多

为英文，因此本节使用英文语料．实验中采用的

ＭｃＲａｅ① 数据集
［１２］是目前心理学研究中使用最广

泛的关于（英语）语义特征的数据集．我们首先利用

语义特征产生实验范式得到的词汇属性值计算不同

词汇间的余弦相似度，得到 ＭｃＲａｅ数据集中词汇间

的相似度信息，将其看作人脑对词汇相似度的编码．

为了直观展示 ＭｃＲａｅ数据集中的词汇相似度

信息，我们选取了３８个基本单词，根据余弦相似度

计算得到的结果绘制了图１．这３８个单词分别属于

不同的类别，包括餐具、水果、厨房用品、交通工具、

动物、衣物和家具，见图１横坐标或纵坐标轴上的词

汇．图中每一个矩形颜色小方块代表对应横坐标上

的词汇与纵坐标上的词汇之间的相似度，颜色越深

表示其相似度越高．其中，图中对角线为词汇与其自

身的相似度，因此相似度值最高，为１．由图１可以

看出，ＭｃＲａｅ数据集中的信息可以很好地捕捉词汇

间的相似度信息．

图１　ＭｃＲａｅ数据集词汇相似度图

之后，我们再从统计模型的角度，利用目前广

泛使用的３种词义表示模型：基于矩阵分解的模型、

神经网络模型和贝叶斯概率模型，分别计算这３８个

词的词义表示效果，并对这３种模型得到的词义表

示效果与人脑的词义表征进行对比分析．本文选择

了ＬＳＡ模型、Ｗｏｒｄ２Ｖｅｃ模型和ＬＤＡ模型分别作

为上述３种模型的代表，在ＢＮＣ（Ｂｒｉｔｉｓ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ｕｓ）②数据集上对词汇进行向量化表示．下面分

别对 ＬＳＡ 模型和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Ｓｋｉｐｇｒａｍ）模型的

原理进行简要叙述．关于ＬＤＡ模型的原理介绍见

３．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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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数据集由７２５个本科生被试通过行为学实验产生，共有

５４１个有生命的（如：狗）和无生命的（如：凳子）基本概念．
附录３是数据集中单词“ａｉｒｐｌａｎｅ”的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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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ＬＳＡ模型中，假设有犖 个文档，词典大小为

犕，将犕个单词表示为特征矩阵犡＝［犡１，…，犡犕］∈

犚犕×犕，其中，犡犻犼为词典中第犻个单词在文档犼中出

现的频次．假设有犇个不相关的隐变量犝１，…，犝犇，

其中犝犱∈犚
犖为单位长度．由于隐变量之间互不相

关，可以得到犝Ｔ犝＝犐，其中犐为单位矩阵．假设矩阵

犡犼可以表示为隐变量犝１，…，犝犇的线性组合，即

犡犼＝∑
犇

犱＝１

犪犱犼犝犱＋ε （１）

其中，犃＝［犪犱犼］∈犚
犇×犕为特征空间到隐空间的映射

矩阵，ε是均值为零的噪声．ＬＳＡ模型的目标是求解

映射矩阵犃．通过将问题转化为下述优化问题
［１３］，

通过最小化秩为犇 的构造矩阵犝犃 与特征矩阵犡

的误差，即可求解映射矩阵犃．如式（２）所示：

ｍｉｎ犝，犃
１

２
‖犡－犝犃‖ （２）

　　在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模型中，目前有两种目标函数：一

种是利用目标词汇的上下文来预测目标词汇，称为连

续的词袋模型（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ＢａｇＯｆＷｏｒｄ，ＣＢＯＷ）；

另一种是利用目标词汇来预测其上下文的词汇，称

为Ｓｋｉｐｇｒａｍ模型．一般认为Ｓｋｉｐｇｒａｍ方法在小

数据集上的效果优于ＣＢＯＷ 模型①，因此本文实验

采用Ｓｋｉｐｇｒａｍ模型．Ｓｋｉｐｇｒａｍ模型的目标函数是

最大化所有单词预测其上下文固定窗口犮内单词的

对数概率，即

犑（θ）＝
１

犜∑
犜

狋＝１
∑

－犮犼犮，犼≠０

ｌｏｇ狆（狑狋＋犼狘狑狋） （３）

狆（狑狋＋犼狘狑狋）＝
ｅｘｐ（狏′

犜
狑狋＋犼
狏狑狋）

∑
犠

狑＝１

ｅｘｐ（狏′
犜
狑狋＋犼
狏狑狋）

（４）

其中：狏′和狏分别是单词狑 的输入和输出向量；θ为

模型参数．

利用ＬＳＡ、Ｗｏｒｄ２Ｖｅｃ和ＬＤＡ这３个模型均可

以得到 ＭｃＲａｅ数据集所有词汇的向量化表示，然后

我们通过余弦相似度计算，可以分别得到３种情况

下 ＭｃＲａｅ数据集中的词汇间相似度值．然后将这些

结果与认知心理学家得到的人脑对这些词汇的相似

度进行相关度计算，从而验证统计方法得到的词义

表示与大脑的词义表征是否显著相关．

在具体的实验中我们选择的ＢＮＣ数据集中句

子的长度范围为２００～３００（单词数），且每个句子中

包括至少一个 ＭｃＲａｅ中的单词（参照文献［６］）．去

除停用词和低频词等预处理后共得到１７５２６个句

子，词汇量为９０４５９．

表１给出的是上述３种模型分别得到的词义相

似度与认知心理学家得到的词义相似度之间的相关

性结果．

表１　统计模型与人脑对于词汇相似度的相关性

模型 皮尔逊（犘值） 斯皮尔曼（犘值）

ＬＳＡ ０．３６０（０．０） ０．１６２（０．０）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 ０．１９３（０．０） ０．１２７（０．０）

ＬＤＡ ０．３２６（０．０） ０．１３１（０．０）

表中，“皮尔逊”和“斯皮尔曼”是度量两个变量间相

关程度的方法，皮尔逊值和斯皮尔曼值越大，说明两

个变量越相关．“犘值”是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大小．犘

值越小，说明效果越显著．

从表１可以看出，ＬＳＡ模型、Ｗｏｒｄ２Ｖｅｃ模型和

ＬＤＡ模型下得到的犘值均近似为０，因此我们可以

认为３个模型计算出的词义相似度与认知心理学研

究得出的词汇相似度均有较大的相似性．换句话说，

统计方法得到的文本表示所包含的词汇相似度信

息可以较好地反映认知心理学研究的（人脑）类似

的词汇相似度信息．从表１中的结果还可以看出，以

ＢＮＣ数据为训练集，ＬＳＡ方法和ＬＤＡ方法与人脑

对于词汇相似度的相关性高于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这说明

在中等规模训练数据的情况下，ＬＳＡ方法和ＬＤＡ

方法得到的词义表示能够更好地描述词汇相似度

信息．

上述３种模型都是利用分布式假设对词义表示

进行的建模，那么，这３种模型得到的词汇相似度信

息是否类似呢？以下对这３个模型在上述３８个基

本单词上得到的词汇相似度与人脑反映出的词汇相

似度（图１）分别给出更加直观的比较．

图２是利用ＬＳＡ词汇表示模型②和余弦相似

度计算方法得到的词汇间相似度信息．原始矩阵为

词汇文档共现矩阵，即统计词典中每个单词在文档

中出现的频次．

图３为利用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词汇表示模型③和余弦

相似度计算方法得到的结果．

图４为利用ＬＤＡ④ 词汇表示模型和余弦相似

度计算方法得到的结果．

由图２、图３和图４可以看出，相比 ＬＳＡ 和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模型，ＬＤＡ模型得到的词汇相似度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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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考网页地址：ｈｔｔｐ：／／ｌｉｃｓｔａｒ．ｎｅｔ／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ｔａｇ／％Ｅ６％９５％
Ｂ０％Ｅ６％８Ｄ％ＡＥ％Ｅ６％８Ｃ％９６％Ｅ６％８Ｅ％９８．

ｈｔｔｐｓ：／／ｐｙｐｉ．ｐｙｔｈｏｎ．ｏｒｇ／ｐｙｐｉ／ｓｐａｒｓｅｓｖｄ／

ｈｔｔｐｓ：／／ｒａｄｉｍｒｅｈｕｒｅｋ．ｃｏｍ／ｇｅｎｓｉｍ／ｍｏｄｅｌｓ／ｗｏｒｄ２ｖｅｃ．ｈｔｍｌ
根据文献中常见的参数设置，令ＬＤＡ模型中参数：α＝５０／
主题个数，β＝０．０１．



图２　ＬＳＡ模型处理ＢＮＣ数据得到的词汇相似度图

图３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模型处理ＢＮＣ数据得到的词汇相似度图

图４　ＬＤＡ模型处理ＢＮＣ数据得到的词汇相似度图

比较清晰．相比ＬＳＡ和ＬＤＡ模型，Ｗｏｄ２Ｖｅｃ模型

捕捉了较好的属于动物和交通工具类别的词汇间的

相似性，但是对于不属于同一类别的词汇赋予了较

高的相似性，导致了在 ＭｃＲａｅ所有词汇的相似度比

较上效果较差．总体来说，ＬＳＡ、Ｗｏｒｄ２Ｖｅｃ和ＬＤＡ

这３种表示模型从ＢＮＣ语料中计算出的词汇之间

的相似度比较类似，３个模型都捕获了部分与人脑

类似的词汇相似度信息（如属于交通工具、动物和衣

物类别的词汇）．尽管与人的认知有一定的差距，但

是通过表１可以看出，ＬＳＡ模型和ＬＤＡ模型得到

的词义表示能更好地描述词汇相似度信息，并且

ＬＤＡ模型是一种生成式的贝叶斯概率模型，其可扩

展性和可解释性要优于 ＬＳＡ 模型和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

ＬＤＡ模型结构比较灵活，利用概率图模型来表示词

义可以融合其它语义和句法结构信息［１４］，所以概率

图模型受到了计算语言学家［１５１８］和认知语言学

家［１９２２］的共同关注．针对词义表示和归纳任务，由

于贝叶斯概率模型具备从大规模无标注语料中学习

词义表示的能力，类似人学习概念的过程．因此，我

们认为完全可以利用贝叶斯概率模型来提取文本中

有用的信息以建立词义表示，并将其看作词汇概念

的一个原型，利用相似度原则对标准数据集进行词

义归纳．

３　模型描述

３１　词义归纳模型

词义归纳任务的目的是自动地从无标注语料中

获取单词的含义．传统的归纳方法假设上下文信息

可以对歧义词的含义进行区分，因此一般将词义归

纳看作是无监督的聚类问题，利用上下文信息将歧

义词划分为不同的类别．Ｂｒｏｄｙ等人
［１１］解决词义归

纳问题采用生成式模型，并利用贝叶斯方法进行求

解，利用包含歧义词的句子作为ＬＤＡ主题模型的

输入，将模型求解得到的文档主题看作句子中歧义

词的词义．本文提出的模型建立在该模型的基础之

上，因此以下首先对该基准模型做简要介绍．

ＬＤＡ主题模型如图５所示．在词义归纳任务中

ＬＤＡ模型的输入为包含歧义词的句子．

假设语料中共有犕 个包含给定歧义词的句子，

每个句子中包含犖犿个单词，狑犿狀表示第犿 个句子中

的第狀个词，狊犿狀表示狑犿狀的词义．假设歧义词共有

犓 个词义，则上下文中词狑犿狀的分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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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ＬＤＡ的图模型表示

狆（狑犿狀）＝∑
犓

犽＝１

狆（狑犿狀狘狊犿狀＝犽）×狆（狊犿狀＝犽）（５）

令φ犽＝狆（狑犿狀｜狊犿狀＝犽）为ＬＤＡ模型的主题词项分

布，即某个主题下单词出现的概率矩阵，矩阵每一行

是一个词典大小为犞 维的向量，由狄利克雷分布产

生，即φ犽～犇犻狉（β），图中α和β为狄利克雷分布的参

数．令θ犿＝狆（狊犿狀＝犽｜犱＝犿）为句子主题分布，即

某个句子中主题出现的概率矩阵，矩阵每一行是一

个主题个数犓 维的向量，由狄利克雷分布产生，即

θ犿～犇犻狉（α）．由ＬＤＡ主题模型描述的句子中词的

产生由如下过程组成：

　　对于主题犽∈（１，…，犓）：

采样主题词项向量：φ犽～犇犻狉（β）

对于包含歧义词的句子犿∈（１，…，犕）：

采样文档主题向量：θ犿～犇犻狉（α）

对于包含歧义词的句子犿中的每个词狀∈（１，…，犖犿）：

采样词项狀的主题：狊犿狀～犕狌犾狋（θ犿）

采样词项狀：狑犿狀～犕狌犾狋（φ狊
犿狀
）

利用吉布斯采样（Ｇｉｂｂｓｓａｍｐｌｉｎｇ）方法对模型

进行推断［２３］，每一次循环需要从条件概率分布函数

式（６）中采样当前词的词义狊犻．狊犻表示除了当前词

的主题以外其他所有词项的主题；狑犻表示除了当

前词以外其他所有的词项；狀犽犿，犻表示除了当前词以

外句子犿 中属于主题犽的词项个数；狀狋犽，犻表示除了

当前词以外主题犽中属于词项狋的个数．

狆（狊犻＝犽｜狊犻，狑）∝狆（狊犻＝犽，狑犻＝狋｜狊犻，狑犻）

＝犈（θ犿犽）×犈（φ犽狋）

＝
狀犽犿犻＋α犽

∑
犓

犽＝１

（狀犽犿犻＋α犽）

×
狀狋犽犻＋β狋

∑
犞

狋＝１

（狀狋犽犻＋β狋）

（６）

　　ＬＤＡ主题模型中参数β控制主题词项分布的

平滑程度，β越大，某个主题下的词项概率分布越平

滑．参数α控制句子主题分布的平滑程度，α越大，

某个句子中的主题概率分布越平滑．

３２　我们的模型

３．２．１　基本思路

贝叶斯概率模型将词义表示与词义归纳同步进

行，即在实现词义归纳的同时，生成了关于词义的主

题分布，使其具有了词义表示的功能．借鉴Ｂｒｏｄｙ等

人［１１］的方法，我们首先利用ＬＤＡ主题模型在大规

模无标注数据集上学习词义的表示，在词义表示的基

础上对测试集数据进行词义归纳．模型流程见图６．

考虑到不同词类的词需要不同的特征来表达［２４］，本

文仅以名词歧义词的词义表达为实验目标．

图６　模型流程图

为了更好地捕捉句子中关于歧义词的词义信息，

本文建立了双通道的狄利克雷分布（ＤｕａｌＬａｔｅｎｔ

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ＤｕａｌＬＤＡ）主题模型，在基准

ＬＤＡ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可以表达歧义词词义的信

息作为另一个通道的输入．下面对该双通道模型进

行介绍．

３．２．２　ＤｕａｌＬＤＡ主题模型

图７　ＤｕａｌＬＤＡ的图模型表示

假设不同种类的数据分布不同，因此需要利用

不同的输入通道来处理不同分布的数据．图７描述

了执行词义归纳任务的ＤｕａｌＬＤＡ模型，图中符号

含义同图５，下标１和２表示两个通道．对于不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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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数据赋予一个主题词项分布，在文档主题分布

中进行融合．利用双通道模型融合不同种类的数据，

得到的有关句子的主题词项分布可以更好地对歧义

词的词义进行表示．

考虑到人一般利用实词对概念进行描述，因此本

文只提取文本中有明确语义的实词作为模型的输入．

根据宾州中文树库中的词性标注，我们认为具有如下

词性标签的词具有明确的词义信息：其他动词（ＶＶ）、

形容词（ＶＡ）、专有名词（ＮＲ）、普通名词（ＮＮ）、除名

词之外修饰名词的词（ＪＪ）、外来词（ＦＷ）和量词

（Ｍ）．在我们的ＤｕａｌＬＤＡ模型中，从句子中提取的

这类实词作为模型一个通道的输入，记作“通道一”．

如歧义词“黄牛”出现在如下句子中：

“刘翔博尔特，４８０的票１００了！”卖力的吆喝，

无法阻止黄牛迎来赔钱的夜晚，上海八万人体育场，

上座人数只怕还不到八千．群众不再对“飞人”抱有

信心，他们很明智，刘翔只得了第三，甚至没跑赢史

冬鹏．

词性标注①后抽取出了该句子中所有上文所述

词性标签的词：刘翔，博尔特，票，卖力，吆喝，阻止，

黄牛，迎来，赔，钱，夜晚，上海，人，体育场，上，座，人

数，怕，到，群众，飞人，抱有，信心，明智，刘翔，得，

跑，赢，史，冬鹏．

另外，我们认为按上述方法抽取出的句子中的

实词只能捕捉歧义词的主题或者部分上下文语境信

息，并不能完全表示歧义词的词义．通过对大量歧义

词文本的观察，本文认为包含歧义词的基本单元中，

与歧义词具有并列关系的词、与歧义词紧邻的形容

词、名词及动词②，也可以表达歧义词的含义．对于

并列关系，本文利用“顿号”、“和”、“或”、“与”、“并”、

“及”、“甚至”等关键字作为并列规则进行抽取．对于

基本单元的切分边界，本文利用标点符号“，”、“．”、

“？”、“！”、“：”等作为边界信息，从句子中抽取包含歧

义词的基本单元．对于上述包含歧义词‘黄牛’的句

子，得到基本单元为：无法阻止黄牛迎来赔钱的夜

晚．对于歧义词的局部紧邻实词，为了避免语法分析

工具带来的错误，本文抽取基本单元中歧义词前的

一个形容词、动词和名词，以及歧义词后的一个动词

和名词，来近似表示句子中歧义词的局部紧邻实词．

对于上述包含歧义词‘黄牛’的句子，抽取出的词为：

阻止，迎来，钱．为了缓解数据稀疏的问题，对于抽取

的非歧义单词，本文在词义表示中加入了同义词词

林中的词类信息．这些抽取出来的词和词类信息一

起作为ＤｕａｌＬＤＡ主题模型的另一个通道的输入，

记作“通道二”．

同ＬＤＡ模型，ＤｕａｌＬＤＡ模型同样利用吉布斯

采样方法对模型进行推断，每一次循环需要从条件

概率分布函数公式（７）中采样当前词的词义狊犻．与

ＬＤＡ模型不同的是，更新狀犽犿（句子犿 中属于主题犽

的词项个数）时需要利用两个通道的信息，因为两个

通道的数据共同影响文本的主题词项分布．其中λ１

和λ２为两个通道的权重．

狆（狊犻＝犽狘狊犻，狑）∝狆（狊犻＝犽，狑犻＝狋狘狊犻，狑犻）

＝犈（θ犿犽）×犈（φ犽狋）

＝
狀犽犿犻＋α犽

∑
犓

犽＝１

（狀犽犿犻＋α犽）

×
狀狋犽犻＋β狋

∑
犞

狋＝１

（狀狋犽犻＋β狋）

（７）

其中，狀犽犿＝λ１×狀
犽
犿｛１｝＋λ２×狀

犽
犿｛２｝，｛１｝表示通道一，

｛２｝表示通道二，其他符号含义同式（６）．

我们提出的ＤｕａｌＬＤＡ模型与传统的ＬＤＡ模

型有以下几处不同：ＤｕａｌＬＤＡ模型的输入为从包

含歧义的句子中抽取的不同特征，训练得到主题的

词汇分布即为歧义词的词义表示，测试得到的文档

主题即为歧义词的词义．传统的ＬＤＡ模型的输入

为整个文档，训练得到的主题词汇的分布为整个文

档的主题词汇分布，测试得到的主题为整个文档的

主题．图８示意性地描述了执行词义归纳任务的

ＤｕａｌＬＤＡ模型的工作原理．

图８　执行词义归纳任务的ＤｕａｌＬＤＡ的图模型表示

图８中通道一和通道二的输入为从句子中抽取

的特征，通过 ＤｕａｌＬＤＡ 模型训练可以得到φ１和

φ２，分别为通道一和通道二的主题词项分布，即某个

主题下单词出现的概率矩阵，可以看作是歧义词不

同词义的表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ＤｕａｌＬＤＡ模型

的两个通道共享θ，即句子的主题分布，这样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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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词性标注工具包：ｈｔｔｐ：／／ｎｌｐ．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ｄｕ／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ａｇ
ｇｅｒ．ｓｈｔｍｌ．
下文中将与歧义词紧邻的形容词、名词及动词统称为局部
紧邻实词．



φ１和φ２中主题下单词的分布，即影响对于歧义词词

义的编码．利用训练阶段得到的φ１和φ２之后，通过

ＤｕａｌＬＤＡ模型就可以得到测试语料中句子内歧义

词的词义编号．

４　实验与分析

实验中我们利用 犓Ｍｅａｎｓ聚类模型①和单通

道的基本ＬＤＡ模型作为基线模型，一方面验证基

于词义表示的方法②有利于词义归纳任务；另一方

面验证本文提出的双通道的贝叶斯概率模型可以更

好地获取词义表示和词义归纳的效果．

４１　实验数据

我们选择的歧义词为ＣＬＰ２０１０词义归纳评测

任务③中的部分名词．从大规模无标注训练语料中

分别抽取包含歧义词的句子，筛选出２９个出现句子

数大于１０００但小于１００００的歧义名词．

利用搜狗新闻数据作为词义表示实验的训练数

据，大小为５．６ＧＢ．为了满足实验需求，首先从训练

语料中抽取包含歧义词的句子约１３万条．然后对句

子进行清洗（去重和乱码过滤）．最后对句子进行分

词和词性标注，删除句子中词数少于１０的句子，并

去除停用词．最终训练集包含句子约１２万个．测试

语料中每个歧义词包含５０个句子，每个歧义词的词

义分布均匀．

４２　评价方法

由于词义归纳可以被看作是对歧义词实例的聚

类问题，因此一般利用标准聚类方法的评价指标来

对词义归纳效果进行评价．类别中实例的正确率是

正确分类的样例数与总体样例数目的百分比，实例

的召回率为返回的样例数目与相关样例（标准答案）

数目的比值．

参考文献［１１］对歧义词词义的评价方法，我们

利用有监督模型的评价方法对实验结果进行评价．

由于本文提出的模型得出的主题个数与测试集中的

歧义词的词义个数不同，我们需要将模型得到的

主题词集合映射到相应的词义上才能对结果进行

评价．对于主题１～犓 和词义１～犛，我们用下面的

式（８）计算ＫＳ（ｔｏｐｉｃｓｅｎｓｅ）值，将主题空间映射到

词义空间中：

狆（狊狘犽）＝
＃（犽，狊）

＃犽
（８）

　　这样，给定某个文档的主题分布，相比于将概率

最大的主题作为歧义词的词义，式（９）可以更好地预

测歧义词的词义：

ａｒｇｍａｘ
犛
狊＝１∑

犓

犽＝１

θ犼犽狆（狊狘犽） （９）

其中，θ犼犽为测试集文档的主题分布，即包含歧义词

句子中歧义词的词义分布．

有监督模型的评价方法包括准确率（犘，狆狉犲犮犻狊犻狅狀）、

召回率（犚，狉犲犮犪犾犾）和犉值．由于词义归纳时会对每个

句子的歧义词赋予词义，因此本文用准确率作为实验

最终的评价指标．令标准词义类别犛狉的大小为狀狉，令

经过 ＫＳ计算映射到词义空间的类别犺犼的大小为

狀犼，狀狉，犼为上述两个类别相同实例的个数，则准确率

可由式（１０）计算得出

狆（狊狉，犺犼）＝
狀狉，犼
狀犼

（１０）

４３　模型选择

在模型选择时我们首先利用高频词义（Ｍｏｓ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Ｓｅｎｓｅ，ＭＦＳ）模型对歧义词赋予常见的词

义，作为一种基准模型，用来评定本文所选测试数据

集的复杂度．然后利用犓Ｍｅａｎｓ聚类模型对测试数

据集中的歧义词进行自动聚类，聚类中心个数与

ＬＤＡ模型相同，也作为基线模型之一，用来比较基

于词义表示的模型（ＬＤＡ模型和ＤｕａｌＬＤＡ模型）

和聚类模型在词义归纳任务上的效果．最后，本文

选择ＬＤＡ模型作为基准模型，用来与本文提出的

ＤｕａｌＬＤＡ模型比较词义归纳效果，验证合理的词

义表示是否可以提升模型的性能．为了调试贝叶斯

概率模型的参数，我们选择３个歧义词作为开发集

分别对ＬＤＡ模型和ＤｕａｌＬＤＡ模型进行调参．

在ＬＤＡ模型中，需要确定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分布的先

验α，β和主题个数犓．同文献［１１］，本文固定参数β＝

０．１，调节α和主题数目犓，α调节范围为０．００５～１，

犓 调节范围为２～９．其中在开发集中，主题数目犓

对模型效果的影响如图９所示．超参数α对模型效

果的影响如图１０所示．

通过开发集进行调参，最终确定参数为α＝０．３２，

犓＝３．ＤｕａｌＬＤＡ模型的狄利克雷分布的先验参数α，

β及主题个数犓选择和ＬＤＡ模型参数相同．为了简化

调参过程，我们没有分别调节β１和β２，令β１＝β２＝β．

我们在开发集上对两个通道的权重λ１和λ２进行了

调节实验，λ１和λ２的调节值分别为［０．８，１．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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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犓Ｍｅａｎｓ聚类工具包：ｈｔｔｐ：／／ｓｃｉｋｉｔｌｅａｒｎ．ｏｒｇ／ｓｔａｂｌｅ／ｍｏｄｕｌ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ｓｋｌｅａｒｎ．ｃｌｕｓｔｅｒ．ＫＭｅａｎｓ．ｈｔｍｌ．
本文中基于词义表示的方法指ＬＤＡ模型和ＤｕａｌＬＤＡ模型．

ＣＬＰ２０１０词义归纳评测任务的数据来自新华日报和人民日

报，并参照 ＨｏｗＮｅｔ标准对其中的歧义词进行了词义标注．



图９　主题数对模型正确率的影响示意图

图１０　超参数α对模型正确率的影响示意图

经过收敛性验证，上述ＬＤＡ模型和ＤｕａｌＬＤＡ模型

设置吉布斯采样的迭代次数均为１０００．

由于模型中涉及随机采样过程，我们对每个模

型都进行了３次实验，最后对结果取平均作为最终

的实验结果．

４４　实验结果

表２展示了３个基准模型、ＤｕａｌＬＤＡ模型和

调节了权重的ＬＤＡ模型在词义归纳标准测试数据

集上的效果．根据ＣＬＰ２０１０标准测试集中歧义词词

义分布均匀的原则，可以得到 ＭＦＳ模型的平均正

确率．其中，每个歧义词的词义个数见附录１．

由表２可以看到，ＬＤＡ模型和ＤｕａｌＬＤＡ模型

的正确率高于犓Ｍｅａｎｓ模型，这说明基于词义表示

的方法可以提升词义归纳任务的效果，但是效果提

升并不十分明显，我们会在结果分析中解释原因．由

表２还可以看出，再加入歧义词的词义信息并对通

道的权重进行调节后，ＤｕａｌＬＤＡ模型在这个测试

集上取得了最好的效果．由于词义表示的好坏直接

影响了模型的正确率，从而验证了本文的假设，即在

句子中抽取出的可以表示歧义词词义的信息与句子

的部分实词信息作为不同的输入通道，并通过贝叶

斯模型进行整合，可以更好地表示歧义词的词义．

另外，我们对ＤｕａｌＬＤＡ模型的不同通道赋予

了不同的权值后，观察到改变主题和词义的权重对

词义表示效果的影响．由表２可以看出，ＤｕａｌＬＤＡ

（１．２｛１｝＋０．８｛２｝①）平均正确率最高，这说明在本

文的实验数据集上，通道一的特征比通道二的特征

对词义归纳任务的效果要好．据此推断，如果对影响

词义的重要信息赋予较大的权值，应该可以学习到更

好的词义表示．因此，我们在ＬＤＡ模型的基础上，利

用词频×逆文档频率（Ｔｅｒｍ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ｎｖｅｒｓ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ＴＦ×ＩＤＦ）和正值点互信息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ｏｉｎｔｗｉｓｅ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ＰＭＩ）指

标对输入信息赋予不同的权值进行了进一步实验，

但结果与预期相差较大，ＴＦ×ＩＤＦ和ＰＰＭＩ指标的

引入相反地降低了模型的平均正确率．对此我们也

会在４．５．３节中解释其中的原因．

表２　模型正确率

模型 平均正确率／％

ＭＦＳ ４９．０６

犓Ｍｅａｎｓ ７５．７９

ＬＤＡ ７８．９７

ＤｕａｌＬＤＡ ８１．５９

ＤｕａｌＬＤＡ（０．８｛１｝＋１｛２｝） ７８．２３

ＤｕａｌＬＤＡ（１｛１｝＋０．８｛２｝） ８１．３８

犇狌犪犾犔犇犃（１２｛１｝＋０８｛２｝） ８２９２

ＬＤＡＴＦ×ＩＤＦ ６３．００

ＬＤＡＰＰＭＩ ６０．９２

详细的实验结果见附录１，词语正确率分布图

见附录２．

４５　实例与结果分析

下面以“光环、结晶、黄牛、春秋”４个词作为实

例，对模型的效果进行进一步分析和说明．如表３所

示，因为“光环”和“结晶”在犓Ｍｅａｎｓ模型和基于词

义表示的模型上的正确率相差较大，所以选择这两

个歧义词来比较犓Ｍｅａｎｓ模型与基于词义表示的

模型之间的差异．而“黄牛”和“春秋”在ＬＤＡ模型

和ＤｕａｌＬＤＡ模型上的正确率相差较大，所以选择

“黄牛”和“春秋”来比较ＬＤＡ模型和ＤｕａｌＬＤＡ模

型词义表示的差异．表４～表７分别展示了我们所

选示例及贝叶斯模型得到的歧义词的词义表示结

果．完整的歧义词测试正确率结果见附录２．

表４和表５中Ｓ１～Ｓ３表示包含歧义词３个含

义的测试集实例，由于犓Ｍｅａｎｓ模型根据实例间词

汇的重合程度对句子进行聚类，因此，表４和表５中

用测试集实例来反应犓Ｍｅａｎｓ算法的聚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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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部分实例正确率

歧义词 犓Ｍｅａｎｓ ＬＤＡ ＤｕａｌＬＤＡ

光环 ７６．００ ６０．６７ ６７．３３

结晶 ６４．６７ ９４．６７ ９５．３３

黄牛 ７２．００ ７５．３３ ９４．６７

春秋 ７３．３３ ７３．３３ ６８．００

４．５．１　实例（光环）

“光环”一词在汉语词典①中有３个含义：（１）某

些行星周围明亮的环状物，由冰和铁等构成，如土

星、天王星等都有数量不等的光环；（２）发光的环子，

如象征奥运会的五彩光环；（３）特指神像或者圣象

头部周围的环形光辉．词义归纳任务测试集中只给

出了含义（１）和（３）．

对于“光环”这个词，简单的犓Ｍｅａｎｓ聚类模型

比ＬＤＡ模型正确率高．表４比较了语料中的“光环”

和ＬＤＡ模型对“光环”的词义表示．由于测试集中

包含“光环”的句子含义比较明确，用词比较一致，而

利用大规模无标注语料学习到的词义表示得到的结

果和词义归纳标准测试集的领域差异较大，因而导

致了基于词义表示模型正确率的减少．

表４　模型词义表示实例（“光环”）

例句

Ｓ１天文学家认为，他们将很快会直接观测到黑洞，并且能够观

测到这些〈ｈｅａｄ〉光环〈／ｈｅａｄ〉．

Ｓ１太阳缓缓落山时，云层中的小冰珠将太阳光折射成一圈圈不

同的〈ｈｅａｄ〉光环〈／ｈｅａｄ〉，继而又连缀成一根直达天顶的太阳

光柱．月亮光柱则更为罕见．

Ｓ２佛像头后表现出的圆形〈ｈｅａｄ〉光环〈／ｈｅａｄ〉．

Ｓ２当时多钦哲在他处见到多智钦的光蕴身在虚空中，〈ｈｅａｄ〉光

环〈／ｈｅａｄ〉围绕，赫赫放光．

ＬＤＡ

Ｔ１光环 冠军 比赛 场 赛季 球员 世界 球队 中国 顶

Ｔ２光环 中国 市场 公司 品牌 企业 基金 顶 元 国际

Ｔ３光环 明星 生活 想 头 身上 笼罩 奥运 女 父亲

４．５．２　实例（结晶）

汉语词典给“结晶”一词定义了３个含义：（１）物

质从液态（溶液或熔化状态）或气态形成晶体；（２）原

子、离子或分子按一定空间次序排列而成的固体，具

有规则的外形．如食盐、石英、云母、明矾等；（３）比

喻珍贵的成果，如劳动的结晶．词义归纳任务测试集

中将（１）和（２）归为一个含义，加上含义（３），共两个

含义．

表５中比较了犓Ｍｅａｎｓ模型和ＬＤＡ模型对于

“结晶”的效果．由表５可以看出ＬＤＡ模型学习到

“结晶”的词义表示与测试集标准词义一致．对比实

例“光环”并结合表３可以看出，ＬＤＡ模型和Ｄｕａｌ

ＬＤＡ模型在这种词义表示与测试集一致的实例上

能得到更好的词义归纳效果．

表５　模型词义表示实例（“结晶”）

例句

Ｓ１现对外承接各类中草药的!

提．醇提层析、分离、萃取、

〈ｈｅａｄ〉结晶〈／ｈｅａｄ〉加工服务及技术支持．

Ｓ１日本研究人员称，他们制造出氧化钛的一种新的〈ｈｅａｄ〉结晶

〈／ｈｅａｄ〉形式，可以用于制造“超级”蓝光光盘，这种光盘不仅价

格更加低廉，而且其数据存储能力是ＤＶＤ的几千倍．

Ｓ２一片绿叶不仅是大自然的恩赐，更是人类辛勤劳作的〈ｈｅａｄ〉

结晶〈／ｈｅａｄ〉．

Ｓ２所以汉字是汉民族文化的〈ｈｅａｄ〉结晶〈／ｈｅａｄ〉，是民族文化

历经数千年凝练而成的精华，值得善待珍视，而不应随便对汉

字动“手术”．

ＬＤＡ

Ｔ１结晶 过程 研究 工艺 结构 作用 影响 水 技术 温度

Ｔ２结晶 爱情 孩子 爱 岁 儿子 生活 女儿 想 妻子

Ｔ３结晶 中国 智慧 文化 发展 技术 思想 国 精神 公司

４．５．３　实例（黄牛）

表６中Ｔ１～Ｔ４表示模型对主题通道的表示，

ＳＴ１～ＳＴ３表示模型对词义通道的表示．在双通道

模型中，由于主题相同的约束，Ｔ１和ＳＴ１表示相同

的词义，其他Ｔ和ＳＴ的含义与上述描述一致．词义

表示实例中的字母，如“Ｄｉ０２”，是为了改善词义通道

数据的稀疏性引入的同义词信息，由同义词词林中

得到．

表６　模型词义表示实例（“黄牛”）

ＬＤＡ

Ｔ１黄牛 元 票 门票 买 钱 名 球迷 球票 价格

Ｔ２黄牛 车 二手 元 市场 车牌 价格 头 牛 工作

Ｔ３老 黄牛 头 牛 公牛 工作 人民 村民 岁 长

ＤｕａｌＬＤＡ

Ｔ１黄牛 元 票 价格 门票 车 市场 二手 买 钱

Ｔ２黄牛 头 牛 发展 产业 改良 县 元 企业 经济

Ｔ３老 黄牛 工作 足球 成都 精神 影片 小罗 村长 党员

ＳＴ１黄牛 买 票 手中 倒卖 告诉 钱 门票 车牌 黑车

ＳＴ２黄牛 改良 养殖 县 产业 基地 发展 Ｄｉ０２品种 Ｄｉ１８

ＳＴ３老 拿出 黄牛 体育 恳恳 求票 奔走 遍地 勤勤 精神

ＬＤＡＴＦＩＤＦ

Ｔ１黄牛 倒卖 拍牌 假票 兜售 赠票 车票 挂号 号源 售票处

Ｔ２黄牛 黄牛票 锵 肉用 倒号 鲁力 冻配 返现 驱使 空子

Ｔ３黄牛 黄牛党 倒票 返"

贺根 车牌 黄牛们 出站 水牛 卖完

ＬＤＡＰＰＭＩ

Ｔ１黄牛 倒票 黄牛党 炒到 假票 售票处 卖票 球票 返利 水牛

Ｔ２黄牛 倒卖 车牌 拍牌 黄牛党 返"

二手 挂号 贺根 号源

Ｔ３黄牛 兜售 贩子 赠票 卖完 票贩 万荣 二郎山 育肥 黄牛票

“黄牛”一词在汉语词典中有两个意思：（１）牛

的一种，角短，皮毛黄褐色，或黑色，也有杂色的，毛

短，用来耕地或拉车，肉供食用，皮可以制革；（２）指

恃力气或利用不正当手法抢购物资以及车票、门票

后高价出售而从中取利的人．

由表６可以看出，ＬＤＡ模型的词义表示结果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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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到了歧义词的常用含义．表中Ｔ１表示含义（２），

Ｔ２和Ｔ３表示含义（１）．在ＤｕａｌＬＤＡ中，Ｔ１和ＳＴ１

表示含义（２），Ｔ２、Ｔ３、ＳＴ２和ＳＴ３表示含义（１）．可

以看出，ＳＴ１～ＳＴ３对“黄牛”的词义做出了正确的

表示，可以帮助提高模型的词义表示效果．另外，从

ＬＤＡ模型和ＤｕａｌＬＤＡ模型的Ｔ３中可以看出，模

型还捕捉到了“黄牛”的比喻义．标准测试集中没有

给出这个含义，这也会影响基于词义表示模型的效

果．ＬＤＡＴＦ×ＩＤＦ和ＬＤＡＰＰＭＩ模型对输入信息

按 ＴＦ×ＩＤＦ和 ＰＰＭＩ指标赋予了不同的权重．

Ｗｉｌｓｏｎ和Ｃｈｅｗ
［２５］利用这个方法在多语言的检索

任务上得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在我们的实验中

（见表６）该模型只捕捉到了“黄牛”的含义（２）．我们

认为，这是因为训练语料是搜狗网络新闻文本，大部

分包含“黄牛”的句子都是表示“黄牛”的含义（２），而

且模型的输入单词已经做过筛选，再对单词赋予权

值可能会影响单词权重的真实表达．因而ＴＦ×ＩＤＦ

和ＰＰＭＩ指标将“黄牛”含义（２）的相关词赋予了较

高的权重，导致词义表示部分含义的缺失．

４．５．４　实例（春秋）

“春秋”一词在汉语词典中有５个含义：（１）年

岁；光阴：苦度春秋｜他在讲台上耕耘了４０个春秋；

（２）泛指历史：甘洒热血写春秋；（３）时代名，因鲁国

编年史《春秋》得名，一般指前７７０年～前４７６年这

个时期；（４）儒家经典之一，编年体春秋史；（５）古代

史书的通称．词义归纳任务测试集中只给出了３个

含义，分别是“春夏秋冬、春秋两个季度”和含义（３）、

（１），如表７所示．

表７　模型词义表示实例（“春秋”）

ＬＤＡ

Ｔ１春秋 中国 时期 文化 历史 国 战国 淹城 荆州 时代

Ｔ２航空 春秋 公司 旅客 元 服务 航班 上海 黑名单 延误

Ｔ３春秋 墓 传 文物 发现 时代 岁 考古 世界 长

ＤｕａｌＬＤＡ

ＳＴ１航空 春秋 公司 元 旅客 服务 航班 上海 黑名单 延误

ＳＴ２春秋 中国 发展 社会 活动 世界 孔子 文化 传 生活

ＳＴ３春秋 时期 国 文化 历史 战国 淹城 荆州 中国 时代

表７比较了ＬＤＡ模型和ＤｕａｌＬＤＡ模型在“春

秋”一词上的词义表示效果．可以看到，ＬＤＡ模型和

ＤｕａｌＬＤＡ模型捕捉到的词义与测试集给出的标准

词义不符，这是由于语料中大量出现“春秋航空”和

“春秋儒家经典”的原因，导致了贝叶斯模型得到“春

秋”一词其他的含义．由表７可以看到，ＤｕａｌＬＤＡ

模型的正确率并没有单通道ＬＤＡ 模型的正确率

高，一方面由于贝叶斯模型捕捉到的词义与测试集

不同，导致了在语料中捕捉到的表示词义的信息并

不能帮助提高模型的正确率．另一方面，“春秋”是抽

象词，本文抽取的可以表示词义的特征并不适用．比

如包含歧义词“春秋”的句子：他在职业拳坛上奋战

了２５个春秋，一共打了２０２场职业赛，抽取的特征

为：Ｄｄ０５，Ｄｉ１９，奋战，拳坛，职业．显然，这些特征对

于词义归纳并没有帮助．

针对这个问题，由于本文针对词义归纳任务中

的每个歧义词都训练一个模型，因此，在实际应用中

选择模型融合的方式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即对于

每个歧义词，选择ＬＤＡ模型和ＤｕａｌＬＤＡ模型在这

个歧义词上测试正确率高的那个模型．

４．５．５　领域差异性分析

大规模无标注语料与标准测试集的领域差异性

影响了基于词义表示的模型在词义归纳任务上的正

确率．实际上，训练集与测试集的差异性影响模型性

能是所有统计方法存在的普遍问题．针对这一问题，

我们手工将测试样例中与基于词义表示模型得到的

词义不一致的样例排除，最后利用剩余的测试样

例重新评估模型的效果．结果显示，排除了部分大规

模无标注语料与测试集数据主题不一致的样例后，

除了犓Ｍｅａｎｓ以外（犓Ｍｅａｎｓ模型不需要训练），

ＬＤＡ模型和ＤｕａｌＬＤＡ模型的平均正确率均有了

一定幅度的提高（见表８）．具体实验结果见附录１．

由表８可以看出，与犓Ｍｅａｎｓ模型相比，ＬＤＡ模型

和ＤｕａｌＬＤＡ模型利用在大规模无标注语料中获取

的词义表示信息对提升词义归纳任务的效果有明显

的帮助，并且本文提出的ＤｕａｌＬＤＡ模型比ＬＤＡ模

型得到更好的词义表示和词义归纳效果．

表８　部分测试集上模型正确率

模型 平均正确率／％

犓Ｍｅａｎｓ ７４．８９

ＬＤＡ ８３．４４

ＤｕａｌＬＤＡ ８６．９３

５　总结与展望

本文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研究词义表示和归纳任

务．首先利用两种数据的相似度矩阵说明文本的词

义表示可以捕捉大脑词义表征的部分信息，然后总

结分析了已有的词义表示方法与人脑词义表征的关

系，最后提出了一种新的汉语词义表示与归纳的方

法，利用双通道的贝叶斯概率模型在大规模无标注

数据集上学习歧义词的共现信息，建立词义的向量

３６６１８期 王少楠等：一种基于双通道ＬＤＡ模型的汉语词义表示与归纳方法



化表示，并在此基础上，对测试集中的歧义词自动地

进行词义归纳．实验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提升

词义归纳模型的性能．

为了更好地表示单词的含义，在下一步的工作

中，我们将从以下几点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

（１）人在进行词义归纳时，经常会从多个角度

进行考虑，因此词义的表达应在多个维度上（主题、

句法、语用、属性等）进行，词义类别可以由选择的维

度确定．

（２）不同的上下文会影响词义的表达，因此应

该建立更加灵活的模型以捕捉上下文对于词义的影

响．另外，仅从无结构的文本中挖掘词义是十分局限

的，大规模知识库的出现为词义表示提供了良好的

条件．如果词义表示可以将知识库中的概念作为一

般的世界知识，上下文可以对一般世界知识进行调

整，那么应该可以得到更好的词义表示效果．

（３）针对训练语料与测试语料的领域不一致性

和新义项问题，研究领域自适应方法，提高词义归纳

模型的效果．

（４）研究人类学习概念、表征概念和整合不同

种类信息的认知机制，建立计算模型以组合不同类

型的信息，从而获得更好的词义表示结果．

致　谢　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了深刻而到位的修改

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通过对这些审

稿意见的学习和对本文的多次修改，我们感到受益

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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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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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ｌａｔ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ｍｏｄｅｌｓ．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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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Ｕｐｐｓａｌａ，Ｓｗｅｄｅｎ，２０１０：１７２６

［１８］ ＢｏｙｄＧｒａｂｅｒＪＬ，ＢｌｅｉＤＭ，ＺｈｕＸ．Ａｔｏｐｉｃ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ｗｏｒｄ

ｓｅｎｓｅｄｉｓａｍｂｉｇｕ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７Ｊｏｉｎ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ＭＮＬＰＣｏＮＬＬ）．

Ｐａｇｕｅ，Ｃｚｅｃｈ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２００７：１０２４１０３３

［１９］ Ｓｉｌｂｅｒｅｒ Ｃ，Ｌａｐａｔａ Ｍ．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２Ｊｏｉｎ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ＪｅｊｕＩｓｌａｎｄ，

Ｋｏｒｅａ，２０１２：１４２３１４３３

［２０］ ＢａｌｄｅｗｅｉｎＵ，ＫｅｌｌｅｒＦ．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ｗｉｔｈ

ａ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ｐａｒｓｅｒ：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ｈｅａｄｆｉ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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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ＪｕｒａｆｓｋｙＤ．Ａ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ｌｅｘ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ｄｉｓａｍｂｉｇｕａｔｉｏ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６，２０（２）：１３７１９４

［２２］ ＡｎｄｒｅｗｓＭ，ＶｉｇｌｉｏｃｃｏＧ．ＴｈｅｈｉｄｄｅｎＭａｒｋｏｖｔｏｐｉｃｍｏｄｅｌ：

Ａ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ｉｃｓｉ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２（１）：１０１１１３

［２３］ ＦｒｅｒｍａｎｎＬ，ＬａｐａｔａＭ．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ｆ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Ｐｒｏｃｅｄ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ｈａｐ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Ｇｏｔｈｅｎｂｕｒｇ，Ｓｗｅｄｅｎ，２０１４：

２４９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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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４４ｔｈ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Ｓｙｄｅｎｙ，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０６：９２１９２８

［２５］ ＷｉｌｓｏｎＡＴ，ＣｈｅｗＰＡ．Ｔｅｒｍ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ｓｆｏｒｌａｔｅｎｔ

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０Ａｎｎｕ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ｈａｐｔｅｒｏｆ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ＵＳＡ，２０１０：４６５

４７３

附录１．

歧义词列表

歧义词 ＨＯＷＮＥＴ词义个数 歧义词 ＨＯＷＮＥＴ词义个数

保安 ２

大军 ２

附件 ２

家伙 ２

火星 ２

导师 ２

春秋 ３

黄牛 ２

大人 ２

高压 ２

标兵 ２

功夫 ３

轨道 ２

防火墙 ２

风光 ２

含金量 ２

飞碟 ２

公约 ２

花瓶 ２

光环 ２

果实 ２

福特 ２

结晶 ２

古董 ２

风暴 ２

病毒 ２

附录２．

模型正确率 （％）

歧义词 犓Ｍｅａｎｓ ＬＤＡ ＤｕａｌＬＤＡ

保安 ６８．６７ ６４．００ ６４．００

大军 ６８．００ ９１．３３ ９４．００

附件 ７３．３３ ５５．３３ ７８．６７

家伙 ６８．６７ ８２．６７ ８４．００

火星 ８５．３３ ９５．３３ ９５．３３

导师 ８４．６７ ７６．６７ ８８．００

春秋 ７３．３３ ７３．３３ ６８．００

黄牛 ７２．００ ７５．３３ ９４．６７

大人 ８８．６７ ６６．００ ７２．００

（续　表）

歧义词 犓Ｍｅａｎｓ ＬＤＡ ＤｕａｌＬＤＡ

高压 ８４．００ ９１．３３ ９１．３３

标兵 ６４．００ ６６．６７ ６５．３３

功夫 ６０．６７ ４８．６７ ５０．００

轨道 ７９．３３ ９３．３３ ９８．００

防火墙 ９４．００ ９０．００ ８６．００

风光 ７２．６７ ７７．３３ ７７．３３

含金量 ６８．００ ７４．６７ ７７．３３

飞碟 ９２．００ ９７．３３ ９５．３３

公约 ８６．６７ ８２．６７ ８６．００

花瓶 ６６．６７ ８０．６７ ８６．６７

光环 ７６．００ ６０．６７ ６７．３３

果实 ６５．３３ ８９．３３ ８６．６７

福特 ８４．６７ ７２．６７ ７０．００

结晶 ６４．６７ ９４．６７ ９５．３３

古董 ６８．００ ７０．６７ ６２．６７

风暴 ７５．３３ ８６．６７ ９０．６７

病毒 ８６．００ ９６．００ ９８．６７

注：表中灰色区域为标准测试集中与大规模无标注语料的领域不

一致的词汇．如：歧义词‘导师’，大规模无标注语料中有大量

‘中国好声音’相关的实例，这个主题没有出现在标准测试

集中．

附录３．

语义特征产生实验数据（犕犮犚犪犲，２００５）

概念 特征 频次／人

ａｉｒｐｌａｎｅ ｂｅｈ＿＿ｆｌｉｅｓ ２５

ａｉｒｐｌａｎｅ ｈａｓ＿ｗｉｎｇｓ ２０

ａｉｒｐｌａｎｅ ｕｓｅｄ＿ｆｏｒ＿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 １５

ａｉｒｐｌａｎｅ ｉｓ＿ｆａｓｔ １１

ａｉｒｐｌａｎ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ｐｉｌｏｔｓ １１

ａｉｒｐｌａｎｅ ｕｓｅｄ＿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１０

ａｉｒｐｌａｎ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ａｉｒｐｏｒｔｓ ８

ａｉｒｐｌａｎｅ ｉｓ＿ｌａｒｇｅ ８

ａｉｒｐｌａｎｅ ｍａｄｅ＿ｏｆ＿ｍｅｔａｌ ８

ａｉｒｐｌａｎｅ ｉｎｂｅｈ＿＿ｃｒａｓｈｅｓ ７

ａｉｒｐｌａｎｅ ｕｓｅｄ＿ｆｏｒ＿ｔｒａｖｅｌ ７

ａｉｒｐｌａｎｅ ｈａｓ＿ａ＿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 ５

ａｉｒｐｌａｎｅ ｈａｓ＿ｅｎｇｉｎｅｓ ５

５６６１８期 王少楠等：一种基于双通道ＬＤＡ模型的汉语词义表示与归纳方法



犠犃犖犌犛犺犪狅犖犪狀，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９０，

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犣犗犖犌犆犺犲狀犵犙犻狀犵，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６３，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ｘ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Ｗｏｒｄｓｅｎｓ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ｏｔｈｉ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ｔｗ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ｐｏｐｕｌａｒ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ｏｆｗｏｒ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Ｏｎｅ，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ｅｍｂｏｄｉｅｄ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ｓ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ｓａ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ａｎｄｍｏｔｏｒ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ｒｅａｔｓｗｏｒｄ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ａｓａ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ｏｒｄｓｉｎｓｐｏｋｅｎａｎｄｗｒｉｔｔｅ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ｏｒｐｕｓ．Ｒｅｃｅ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ｅｎｄｔｏａｒｇｕｅｔｈａｔｂｏ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ｄ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ｈａｖ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ｗｏｒ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ｂｒａｉｎ．Ａｌｏｔ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ｂｒａｉｎａｒｅａ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ｂ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ｗｈｅｎｐｅｏｐｌｅａ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ａｔｗｏｒｄｍｅａｎｉｎｇ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ａｎｄｍｏｔｏｒ

ｓｔａｔｅｓ．Ｏｔｈｅｒ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ａｖｅ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ｏｎｗｏｒ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ｂｒａ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ｓｔｒｅａｔ ｗｏｒ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ａ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ｂｕｉｌｄ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ｌｏｔ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ｓ

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Ｖｅｃｔｏｒｓｐａｃｅｍｏｄｅｌ（ＶＳＭ）ｉｓｏｎｅｏｆ

ｔｈｅｍｗｈｉｃｈ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ｔｈｅＶＳＭｉｓｔｏ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ａｃ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ｕｎｉｔｉｎ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ｓａｐｏｉｎｔｉｎａｓｐａｃｅ（ａｖｅｃｔｏｒｉｎａｖｅｃｔｏｒｓｐａ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ｔｈａｔａｒｅｃｌｏｓｅ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ｉｎｔｈｉｓｓｐａｃｅａｒ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ｍｉｌａｒ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ｓｔｈａｔａｒｅｆａｒａｐａｒｔａｒ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ｌｌｙｄｉｓｔａｎｔ．

Ｌａｔｅｎｔ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ＬＳＡ）ｉｓｏｎ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ｏｆ

ＶＳＭｓ．ＬＳＡｍｏｄｅｌｂｕｉｌｄｓａｌａｔｅｎｔ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ｐａｃｅｂ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ｍａｔｒｉｘ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ｗｏｒｄｃｏｕｎｔｓｐｅｒ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ａｎｄｕｓｉｎｇ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ｖａｌｕ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ＶＤ）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ｒｏｗｓｗｈｉｌｅ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ｔｈ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ｍｏｎｇｃｏｌｕｍｎｓ．

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ＬＳＡ，Ｂｌｅｉｅｔａｌ．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ＬＤＡｍｏｄｅｌ，

ｗｈｉｃｈａｌｌｏｗｓｓｅｔｓ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ｂｅ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ｂｙｕ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ａｔｅｘｐｌａｉｎｗｈｙｓｏｍｅｐａ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ｄａｔａａｒｅｓｉｍｉｌａｒ．

Ａ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ｗｏｒｄ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ｓａｖｅｃｔｏｒｉｓ

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 （ＮＮＬＭ）．Ｉｎ ｏｒｄｅｒ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ＮＮＬＭ ｍｏｄｅｌｓｔｏ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ｗｏｒ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Ｍｉｋｏｌｏｖｅｔａｌ．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Ｗｏｒｄ２Ｖｅｃｍｏｄｅｌ，

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ｓｉｎｇｌｅｌａｙｅｒ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ｏｓｕｍｕｐ，ｗｅｗｉｓｈｔｏｂｕｉｌｄｔｈｅｎｅｘ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ｓｂｙ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ｈｏｗｈｕｍａｎｂｒａｉｎｈａｎｄｌｅｓ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ｉｅｓ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６６６１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６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