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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支在中支问题回答系统中{1入了语义计算．基于《词蛛》和 hovvaet两种语言蚤源．提出计算词与词之阃的相 

似度和相关度 ，然后得到语句间的相关度，系统通过 对语 句相关度 的比较从而得到查询 问题的最优答案。谊方法采 用了 

定量计算，易于结告到 QA系统中，同时避免了很多传统的自燕语言处理问题 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法是有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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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semantic computation into 0ljr Chinese Question-Answerlng system．Based on two kinds 

of language resourc~ Cihn an d hownet．th．is paper presents an approach to compute the similarity and relevancy 

between words．Using these resuits．the relevancy between two sentences c arI be ealeulate and the optimal answer for the 

query．can be get in the system．The method adopts quantitative methods and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QA s~tems 

easily．awlding §0me diificultJ．es in conventional NIX'pmh|ems Finally gmr examp|es axe presented tO Bh0w 吐Lat the 

vesu|ls are satisf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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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引言 

lnternet的快速发展，同上资塬急速增长。为了满足用户从 

网上得到对于特定问题的准确答案，QA(Question-Answering)系 

统成为目前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ll一。由于T踮 C(Text Retrieval 

Conference)和 MUCs(Message Unde dj“g Confertsnees)的支 

持，英语方面的 QA系统已经有很大进展，在TREe一8的评测 

报告中可以看到一些系统表现出了槿好的性能 

由于汉语自身的语言特点，在实现汉语 QA系统中有自身 

的困难和特点。首先，英语 QA系统的实现，目前大部分是进行 

框架结构填充，英语的特点决定一般的事件是围绕动作扩展信 

息的；汉语的独特性，它以词作为实体表现各种关系，词与词之 

间不象英语鄢样具有较强的语祛依附性，而是通过语义建立起 

相应的关联。因此这里可以直接通过计算词的语义距离来比较 

相关性，而不是象英语中那样得到框架后再进行比较 其次，英 

语可以通过词形和时态等的变换来帮助表达意义．而汉语很少 

具有这些形态的变化，只能以字义和词义为中心表述含义。通 

过借鉴机器翻译顿域内一些对语句相似度的研究 ，不对语句 

进行语法结构分析．主要利用句子的表层信息，即组成句子的 

词的语法、语义信息．从而可以避免考虑句子的整体结构。该文 

针对 QA系统提出一种新的衡量机制一语句的相关度，并利用 

知网和同义词词林作为语言资源进行语义计算。 

2 语义计算的基本思想 

Hownet~3是在 lntemet上发布的一十汉英双语资源，它着 

作者茼开：李素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自然语言理解、机器翻译、知识挖掘。 

力描述了概念与概念之间以及概念所有的特性之间的关系，这 

些关系都隐含在知同的知识词典和义原的特征文件中口q。义原 

在知网中是个重要的概念，它是从所有汉词中提炼出的可以用 

来描述其它词忙的不可再分的基本元紊。在知网的汉语知识库 

中包括了66，681个词义。每个词义定义如下： 

w x=词语 

DEF--概念定义 

其中的DEF部分是表示与义原的关系 因此可以简单地 

认为词是由义原通过某种关系构成的。对一些概念形式化定义 

如下 ： 

船= ，K，sJ， 1541 

WS：lcl，c2．⋯，c I，m=66，681 

REL={ ，@，?，!，～，嚣，#，％， ，＆，NULLl 

c = I ，r ，⋯ ，r ， ∈REL， ∈ (1<t<k) 

ss表示义原集合，古有 1541个义原 知网中的所有词义 

构成一十词义集合 WS，有 66，681个元素，每个义原也应该看 

作是一个特殊的词义 它的定义为自身。集合R~L是概念之间 

或义原之间的可能关系集合 对于某个词义 c ，它的解释若由 

项组成，每一项为一个关系符号加上一十义原 

通过知同的组织关系，弓『人了语义计算，它分为三步进行 ， 

首先建立起义原间相似度和关联度的计算机制；然后根据义原 

之间的计算结果得到词语间的相似度和相关度；第三步由词问 

的相似度和相关度得到语句的相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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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1 特征义原的 罔牡结构示倒 

3 语义计算过程 

扯知网中义原的关系是通过儿个特祉史什建 起求的．每 

个特址文件如图 1所示，整体为一个树状结构．每一个节点代 

表 r一个义原称为主义原，后面所跟方括号里的内容是该义原 

的一些解释义原，每个解释义原前打一个符号表示解释义原和 

l丰艾原之间的关系。解 释义 和主义原都具有 上下 位节点 ，这 

样不同特征粜巾的义原就产生了不同的荚联度。～裸树巾上下 

艾厦之fH】的戈系，称作是纵向联系．纵向关系的义原 义原 

之问存在着相似度；义原之间的其它可能关系则是跨越体系的 

义蟓之间的联系，这里称作是横向联系．用关联度 进行定量 

仆算 

对于两个义原，进行相似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f12t／矗 (sÎ ) ( I) (s ), t 
im( 。1_{” 一 c1) 

‘ 10 “ ．)≠“ ) 

，，s 为义原集合中的任意两个元素． ( )： (s，)说明义橡 

洲 l和sere2处于一个分类体系中．只有当州个义原处于 个 

讣类体 系中 具有相似度 ．相似度和义原之间的距离成反比 

彳F义原构成体系中，每个义原和不在同一个树中的义原也 

口J能有一定的关系，这样就为原来义原体系的树状层}又结构增 

加 r横向联系．从而使整个义球体系呈现 r一种网状结构 根 

据继磕 ，下位义原继 承 位义 的解 释义l晾，而解 秆义原本 

身也存在苔一定的层次结构，因此这样就存在着义原的横向盖 

联_cr展l和纵向盖联扩展。横向关联扩展就是 展刮解释义原的 

位义 ；纵向关联扩展就是扩展到 卜位义原的解释义原 tt’ 

箅蚺十义慷 的关联度公式为 ： 

Ie (5．)=Is，IREL(s ，‘)】 J 
(2) 

lAsso( I， ) w~sim(s ， 2)+ w sim(sl 
L ⋯ J ⋯  f：JI。 

公式叶J ( ．)表示义原 的扩展集合，在计算任意两个义 

原 s 的艾联度时 首先计算一个义原和另一义原圭|1展集音 

J 索的柑似度，然后根据义原间的相应l戈系加权求 和，得刮两 

个义惊屉终的关联度 公式中 ，平̈ 毗表 相盥关系的权值，对 

于关系集合 REI 中的 同关系设最小 的救值，表不 羌 

系对 联发的影 响。 

山于 网巾义原的组绑结构足一种网状结构 建立义原之 

间的相似度和关联度比较容易，但它的词义是通过与义原的关 

乐建市起味的 义原的相似性和关联性井 能代表同艾的近 

似 所 过罩采j{j了另一种语言资源一《同义词i司林 ．它对 

词进{九r语义分类，整个框架基l堆芷一棵树状层改结构 崮2 

为同义i可阋林词义结构的部分示例，每一个节点为一个语义 

类、从根部讯义类逐渐细化，离根部越近的语义类越拙象 所有 

语 文类都 表示一 个概念 ，不对应 语 巾的诩 只有和 f 点耐 

血的讲义娄是一个具有相似意义汉词 的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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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2 词#结构示倒 

同样和计算义原相似度一样．笔者根据媛结构计尊闻义的 

相似度 ，其甜算公武如下 ： 

⋯  = 

“ 

， 

㈣  

I．c2为词林巾的任意两个诃义，t ( I)= 【s )}l算 cI，c 足 

否在诃林的一个大类巾，如果在一个大类中，别具有相似度， 

似度和词义的距离戚反比。词义距离是和结构图叶J的距离成1 

比的 

知网巾由于每一个涮义都是山若十义原进 解释的、进朴 

词义之间相关度计算时，基于义原相似度和关联度进行。为 r 

和义原 的戈联度区分开，这里使}}I re|e-~ancy表示两个词义 

的关联度．计算时采用如下公式： 

Reletc1．c )=Rele(如 I)d c】)) 

( 螂  )≈ 
．

：

胁  
⋯  

d )： IREL(c s )1 

Releh
，

， ) ，sim(s，，Sj)4-woasso(s，t ) 

Re&(c．， )表示两个词的棚戈度，def(c)芷词c的解释义 

原集合，通过得到两个义原集合中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些义原 

对 ，得到阿个词的近似度和相 关度 关系密切程度根据 义娘 的 

近似度和关联度加 机求 和米衡量= 

计算两个浯句 一和5：之间的相_盖度时．假设它们已经经 

过词切分 同指消歧 、 义标注．分别得到 m个和j,1个的关键 

词J 列： ” I 和 ． ，下面用 线表示符合两句相盖 

度最大瓦相 配的诃对 

}： I l_ 一 I 
～

|： ≤ ／／ 、． 

： 

南于在计算过程中 知道I司对搭配的情况，囡此采用动态 

优化的方法。计尊公式如下： 

Rele(SI，S：)： 

l／ d Rele(w 屹)~f3Sim(w ) 

=t4 ：0 

,t4．．：l／a一 

Il 一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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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解 、测试和修改； 

造 7个类的DIT和 NOC都不大，属于合理取筛范 ； 

娄 I)EVICE的 I￡0M值较大，说明泼娄的内部联系小大 

：符台 序的“商内聚 要求，即模块化程度不高 

南此 得小结论 ，娄 I)EV一】_lS rYPE和 DEVICE的可靠 

和nr维扫IE性不太好 ，应该加强测试 ，或者重 新进{ 设计 

表 4 j酸件 A／B传统复杂性度量与 MOOD度量 

度 龄 软什 A 较件 B 

MHF 0157 【J 42s 

O．001 

0I66 

圈复 83 333 54125 

注释卑 0195 

(2)根据表 4，笔者对软什 B和 ^进行 比较 可“看m ：软什 

B的 法隐藏和属性隐藏程度高、继承机制使H{稃度相近 多 

奄机制使甩程度低 圈复杂性虾 、锅台程度稍高。综☆以 符种 

因素，不仅an 从定性的角度得出软件 B的nr靼性和叮维扩· 

性较软件A好的结论，而且可以从定量的角度束比较软件 B 

软件 A质量。 

3 结束语 

该史 先分析并讨论 r软件质量度量模型，然后根据此模 

J 分析了SQEvaluate,11酋重 测的ⅡJ靠性 、叮维护性过研个 

质 特性监 子特性 ，在此基础 卜．对 系统 寅现的度世进行分 

析井讨论 r这 度量对相关软什质量子特性的影响、最后用 

十实例分析如何H{度 结 果埘软件质茸进 评测一 

(收稿 日期：2001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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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5)中．Ot和 f3分别表 同相似度和相关度影响句子 

相荚度的枉值，I／ 表示第 句L+|的第 i个闻和第一二句L+|的第 

J个词的语义芙联 度 

4 实验结果分析和讨论 

文章利用 lR系统，根据每个询问的芰键侧揄索得到20个 

文档．每个文{苎i巾平均抽取 50个语句．即对于每十询问存在约 

l，000个语句．然后和询 句进行相关度计算。表 I列举 r五 

个询问的结果．第二列为抽取棚戈语句的数H，第一列得到 

薛口问讯旬具有最大相关值的查谢语句，这里列}̈ r相关度的值 

衰 1 Q—A系统查询结果实例 

Qu N Relevant ntc I·s I』r H Relevunt'~ 

，
029 

986 

997 

{003 

205l27 

232 4{{ 

334 826 

602．{33 

从表 1口n 看到 同的矗询所得到粹案的 值的大小 

可能有 太差别 ，相关度的值与句子的长度以监句子中的阋都 

有租大关系，斟此只纵向比较检索结果中句子与查嘲句子相关 

度的值．『f『i不能横向得到各个 询最优笄案的丰}i兑度值之州的 

关系 

文 巾进行相似度和相美度讣算 的公 (1)(2)l 3)(4)叶1都 

打 些权值．这些权值的设置都是根据经验伉取最优．同时矾 

袁 】可看出句子相关度的值也没有进行 化 这是 为 。； 

丰身带打不确定因素， 语言资源的编辑也带有相当柏主观因 

素．对于小1日=l词定义的标准和角度都可能是 1刊的 此在整 

个语义 汁算中也就难以消除 主观 素。 

对于QA结果的评测也是 个难题．因为制定标 是 个 

非常繁琐的丁作．蹦此笔者尽量简化标准，评判^判断查枷答 

案实行 I标准，如果认为磐案同箨了问题，则为 】，即并寨正 

确 ；压之 为 0，答 案错误。通过约 100人 的评测 ．对 于多数同箨 

结果，98％以上的人 为是台理的。 

5 结束语 

琏史通过一个Qa系统介绍 r语义计算方法 主要利甩义 

原 、同义 I句子的讲 义相似度 和相关度 的计尊 ，得到查询 的最 

优并豢。这种语义计算引对了议语的特点：山语索构成词。由词 

构成句。并且把语义信息结音到计算过程中．从而减少 r语句 

结掏分析和框架填克过程的复杂度和歧义性．避免中间过程的 

损耗 ，同时，对义原 的相似度和羔联度 词义间的近似度和相 

j∈度的有盖讣算、对于其它领域例如文率聚类、词义消歧 语句 

对卉等研究T作也可以提供具件而有效的支持 

(收稿 【l期；2001年 3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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