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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系统 

 
 我国有两个省接壤的省份最多，

与它们接壤的省分别有哪些？ 

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  
陕西：内蒙古、宁夏、甘肃、四川、重庆、湖北、河南、山西  涉及到自然语言理解、知识表示、知识推

理等人工智能的难点问题 

 
 自然语言问句 

 
 精确答案 



问答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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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 1990 2000 

专家系统 

MIT 
BaseBall 

哈佛 
LUNAR 

问答式检索 

TREC 

2011年IBM WATSON 

基于知识图谱的深度问答 

 MIT 
MACSYMA 

图灵测试 

1950 2011 2013 

社区问答 阅读理解式问答 



问答：深度问答 

• FAQ、CQA：主观问题，复杂问题，限定域问题 

• IR-QA：事实性问题，利用网络冗余信息 

• KB-QA：知识抽取、表示与推理，深度问答 

• MC-QA：文本理解与推理，深度理解 

• 对话：个人助理、多轮交互、会话建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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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 
Todai Robot 



深度问答的信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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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ago, be most 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Charlotte, grandpa, Bill Clinton) 
(Chicago, locate in,Illinois) 

(Hillary, be politician in, the democratic 
party) 

(Edward H. Allegretti, be born in, Chicago) 

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x”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

Texts 
文本 

Triples 
抽取事实 

Knowledge Bases 
(多)知识库 

结构化知识 

非结构化知识 

知识问答系统 

自然语言问句 
（非结构化） 

精确答案 

单知识库  多知识库? 
简单问题  复杂问题? 

问题输入 内容输入 



内容理解与问答认知过程 

6 

语义系统 
(长时记忆) 

内容理解 
(短时记忆) 

问句理解 
(工作记忆) 

相关概念激活 
知识推理 

问句语义激活 

最近一次死亡受伤人数在十万人以上的
地震发生在哪个国家？ 



深度问答的计算任务 

• 知识表示：把人类的知识系统，包括对世界的认知、常识
等知识用计算机可以存储和计算的形式进行表示。 
 

• 内容理解和知识抽取：从文本等模态数据中抽取出计算机
可以表示的知识的过程（狭义上来讲，就是把非结构化数
据转换为结构化的知识的过程）。 
 

• 问句理解：理解问句的含义，并与已有的知识系统（语义
系统）进行匹配。 
 

• 知识推理：利用常识、现有知识等先验知识，发现未知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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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问答的方法 

• 符号表示：符号匹配的方法  

– 将文本等内容和问句转化为知识符号表示，在符号系统上进行语义

的查询和推理 

 

• 分布表示：数值计算的方法 

– 将文本、知识和问句都转化为低维空间中的数值表示，在低维数值

空间中计算知识系统中的知识元素和问句语义的匹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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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化的知识表示：结构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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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或关系的语义蕴含在形式化知识结构之中 
通过数理演算和近似推理进行语义计算（问句解析和知识推理） 

内蒙古 省份 
类型 

巴特尔 

省长 

甘肃 

临近 

1952-02 出生日期 

临近 

陕西 

省会 

最大城市 

兰州 

呼和浩特 

205,800(Int) 

面积 国家 

类型 

中国 

知识空间 

形式化语义表示方法： 

1) 产生式系统 

2) 谓词逻辑 

3) 框架 

4) 脚本 

5) 语义网络（知识图谱） 

             … 

数理演算： 

1)lambda演算 

… 

近似推理： 

1)归纳逻辑编程 

2)马尔科夫逻辑网 

3)概率软逻辑 

… 



符号化的知识表示：非结构化知识 

• 关键词组合 
 
 
 

• 语义树(图)结构 
 
 
 

• 逻辑表达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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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x. 省 (x) ^ 临近(x, argmax( λy. 省(y), λy. count(λz. 省(z) ^ 临近(y, z)))) 

哪些省份靠着那个接壤最多省份的省? 

{靠着、省份、接壤、最多} 



基于复述的语义匹配：事实库问答 

• 回答事实性问题 

• 信息抽取工具抽取出事实三元组 

• 如何利用这些事实三元组回答问题 

 

• 步骤1：问句复述（问句的不同问法） 

• 步骤2：问句解析（问句映射到事实库中） 

• 步骤3：查询转换（事实的不同表示） 

• 步骤4：执行查询，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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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der et al. KDD 2014] 



基于句法树的语义匹配：文本库问答 

• 问句和答案表示为句法树的形式 
• 基于树核函数计算树结构的匹配程度 

12 

[Severyn et al, SIGIR2012] 

• 答案篇章重排序 
• 利用基于浅层和深度句法分析器

的句法和语义结构的树核函数 
• 在表示中利用链接到开放知识库

中的资源进行匹配 

[Tymoshenko et al, CIKM 2015] 



基于篇章语义图的语义匹配：阅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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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ant et al. EMNLP 2014] 

• 步骤1：分析输入段落的结构，用实体、事件关系图表示其含义 
• 步骤2：对于每个答案，把问题-答案组合分析为同样的结构，形成查询 
• 步骤3：在语义结构图中进行匹配，得到最终答案 



基于逻辑表达式的语义匹配：知识库问答 

• 将自然语言问句转换为结构化查询语句（如SPARQL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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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次死亡人数在十万人以上的地震发生在哪个国家？ 

SELECT DISTINCT ？X 
WHERE{ 
   ?y 所属国家 ?x; ?y 死亡人数 ?p; 
   ?y 时间 ?t; argmin(?t-now); 
   max(?t-now, 0); max(?p, 十万); 
} 

汶川地震 
8.1级 

十万人 

所属地区 

四川 

中国 

智利地震 

智利 

10级 
五万人 

死亡人数 

所属地区 

震级 

震级 

所属国家 
死亡人数 

Country 

Earthquake 

语
义
解
析 

中国 

[Shizhu He et al. EMNLP 2014] 



深度问答的方法 

• 符号表示：符号匹配的方法  

– 将文本等内容和问句转化为知识符号表示，在符号系统上进行语义

的查询和推理 

 

• 分布表示：数值计算的方法 

– 将文本、知识和问句都转化为低维空间中的数值表示，在低维数值

空间中计算知识系统中的知识元素和问句语义的匹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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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潜在空间中表示含义 

• 基于神经网络对问句、文本、知识图谱和答案直接编码，表示为向量、矩阵
等形式 

– 不需要NLP操作 
– 不需要人工提取特征 
– 在潜在空间中学习问句和答案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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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忆网络中搜索支撑事实再进行推理 

[Sukhbaatar et al, 2015] 

问句编码 

事实编码 



文本的向量化表示 

• 词的向量化 

– NNLM, C&W, Skip-gram 

• 句子（文本）的向量化 
– 直接累加 
– 卷积神经网络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 递归神经网络 
（ Recursive neural network ） 
– 循环神经网络 
（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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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ursive NN 

Recurrent NN 

CNN 

Word Embedding 



知识库的向量化表示（知识库的表示学习） 

•  把知识库中的实体和关系表示为低维空间的对象（向量）及

其它们的操作（空间转换）； 

•  该表示能够蕴涵其在知识库中的性质，即具有类似上下文的

对象，在低维空间中更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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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j 个实体 

第 i 个实体 

第 k 个关系 



                                                                                                                                                                                                             

 
 



• 对问句和答案（在知识图谱中对应的子图）在同一个空间中
进行联合表示学习，学习问句中的词语以及知识库中的实体
和关系的表示和匹配 

 
 

20 

问句和知识库的联合分布表示学习 
 [Borders et al. EMNLP 2014] 



基于关注机制的问句表示和知识库问答
[Yuanzhe Zhang et al. AAAI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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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主题实体 生成候选答案实体 答案表示 问句表示 计算得分 
关注机制 

知识库全局信息 

问句表示与正确答案
计算相似得分更高。 

Where is the capital of France? 



数据和任务 

基于神经网络的阅读理解方法 
Teaching machines to read and comprehend ., Google DeepMind（ Karl Moritz Hermanny et al.) NIP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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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Daily Mail 



MODEL1:Deep LSTM：依靠Long-Short Term Memory（LSTM）分别表示
背景文档和问题，然后计算相似度。LSTM能够捕捉句子中的背景文档中的长距
离语义信息。 

基于神经网络的阅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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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machines to read and comprehend ., Google DeepMind（ Karl Moritz Hermanny et al.) NIPS 2015 

MODEL2:Attentive Reader： 在表示背景文档的时候，针对不同的问题，文
档的表示也应该不同，这就是关注机制（Attention Mechanism）。在整个
问句表示完毕，才进行关注过程。 

MODEL2:Attentive Reader： 在表示背景文档的时候，针对不同的问题，文
档的表示也应该不同，这就是关注机制（Attention Mechanism）。在整个
问句表示完毕，才进行关注过程。 

•在基于循环神经网络对文档和问题进行表示的基础上，计算出
文档中每个实体相对于问题的概率作为答案输出 



Inner Attention based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for Answer Selection . Wang et al. ACL2016 

基于神经网络的答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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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vation 
传统方法的问题：一般的基于关注机制的答案选择过程都是在隐含层上进行关注，
但是在循环神经网络中当前隐含层包含了这次词之前所有的信息，因而关注的权重不
是这个词的权重，而是这个词之前的句子的权重。 

出发点：应该更加关注于当前词本身的信息。 



模型一：直接将attention加入到原始的词向量上 

Inner Attention based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for Answer Selection . Wang et al. ACL2016 

基于神经网络的答案选择 



模型二：模型一每次只是加入一个词向量的权重，而很多时候句子中有意义
的部分往往是连续的几个词，如 hot dog。而且，一个词的重要性要根据它
的上下文来判断，因此，我们将上下文也引入到attention中。 

这里的上下文就是以前词的隐含层表示 

Inner Attention based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for Answer Selection . Wang et al. ACL2016 

基于神经网络的答案选择 



模型三：前两个模型直接将attention加入到词向量中，为了更好地将attention
融入到隐含层中，我们直接将attention的信息加入到RNN内部循环单元中。受
以前长短时记忆的启发，直接将attention信息加入到内部的gate中。 

这里用的是GRU（Gated Recurrent Unit） 

Inner Attention based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for Answer Selection . Wang et al. ACL2016 

基于神经网络的答案选择 



WikiQA 

Inner Attention based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for Answer Selection . Wang et al. ACL2016 

基于神经网络的答案选择 

实验 

InsuranceQA 

TrecQA 

这三个数据集是阅读理解的第一步
（答案选择） 



Query (H, T) 

Relation1(H, y) ∧ Relation2(y, z) ∧ Relation3(z, T) ⇒ Query (H, T) 
  

哪些蔬菜可以预防骨质疏松？ 
西兰花含钙，钙能有效预防骨质疏松 
甘蓝菜含镁，镁能有效预防骨质疏松 
不能直接得到结果，需要知识推理 

符号匹配的方法 
   关联挖掘、路径随机游走等方法 
分布表示的方法 
   向量化表示关系和路径，计算推理模式 

面向知识图谱问答的推理 
 [Mining Inference Formulas by Goal-Directed Random Walks， 

Zhuoyu Wei et al. EMNLP 2016]  
 



符号表示（符号匹配） vs 分布表示（数值计算） 

• 符号表示的方法 

– 知识表示为符号化的逻辑语义表达式，在符号系统上进行查询和推理 

– 准确度好，覆盖度低，泛化能力弱，不方便扩展，推理效率低 

– 用户可理解 

• 分布表示的方法 

– 知识转化为低维空间中的数值表示，在数值空间中计算知识元素和问句的匹配

程度 

– 准确度弱，覆盖度好，泛化能力强，容易扩展和融合到其他系统，效率相对高 

– 不可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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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to-end 端到端(黑盒)的方法 

case-by-case 模块化(过程式)方法 

Deep Learning的方法 



深度问答的性能 

• 限定域深度问答：Geoquery (2001) 
– 问题相对更长更复杂，包含多个概念和关系 

• 开放域深度问答：WebQuestion+Freebase (2013) 
– 问题相对更短更简单，一般只包含一个概念和一个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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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限定域深度问答 开放域深度问答 

符号表示方法 
CCG 89.0% (Zettlemoyer et al. 2009) - 
DCS 91.1% (Liang et, al. 2011) 39.9% (Berant et, al. 2014) 

分布表示方法 

Sum --- 39.2% (Bordes et, al. 2014) 
CNN --- 40.8% (Dong et, al. 2015) 

Attention 84.6%(Dong et, al. 2016) 42.6% (Zhang et, al. 2016) 
混合方法 NN+Transition --- 52.5% (Yih et, al. 2015) 



Deep Learning, why success? 
• 模型 

– 深度神经网络：更丰富的连接网络可以建模更多的复杂任务 
– 152 layers [ResNet 16], 1000+layers [DN with Stochastic Depth 16] 

– 每2.4年，神经网络中隐含层节点翻番 

• 资源 
– 每个类别5,000个标注样本可以达到理想的性能 
– 超过亿级标注样本就可以超过人类能力 

• 计算 
– 更快的CPU和GPU，更通用的GPU，更快的连接网络 
– 更好的分布式计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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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n Goodfellow, Yoshua Bengio et, al. Deep Learning, 2016) 

Larger networks are able to achieve higher accuracy on more complex tasks with 
larger datasets.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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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set sizes have increased greatly over time. 



模型与计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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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模型规模小，也是受限于计
算能力。 
 
随着高性能CPU、GPU和云平台等
技术的发展，计算能力大增。 



Deep Learning for Deep QA：模型 

• 模型 

– 单层网络(MLP)  多层网络(LeNet, GoogLeNet) 

– 简单结构  序列结构(RNN)  图结构(Gated Graph Seq-NN) 

 

35 

Liner-layer CNN seq2seq 



Deep Learning for Deep QA：资源(知识库) 

• 资源： 
– 知识库 
– 问答对 

 
• 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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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大 



Deep Learning for Deep QA：资源(问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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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大 



数据集名称 年份 链接 
大小 

备注 
Train Dev Test 

MCTest 2013 http://research.microsoft.com/en-
us/um/redmond/projects/mctest/ 

MC500 公认最权威的数据集，
被设计成7岁小孩能够

回答的类型 
 

Microsoft 

300 50 150 

MC160 

70 30 60 

bAbi 2015 https://research.facebook.com/re
searchers/1543934539189348 1000*20 - 1000*20 

人工生成的，词表大
小只有50多个，没有

候选答案 
 

Facebook 

CNN&Daily_M
ail Cloze 2015 https://github.com/deepmind/rc-

data 

CNN(#querys) 根据新闻而来，属于
完形填空 

 
 

Google Deepmind 

380298 3924 3198 

Daily Mail(#querys) 

879450 64835 53182 

CBTest 2016 http://www.thespermwhale.com/
jaseweston/babi/CBTest.tgz 

NE(#querys) 

根据小学生课本而来，
答案是在候选的十个

词之中选一个 
 

Facebook 

120769 2000 2500 

TE(#querys) 

108719 2000 2500 

Deep Learning for Deep QA：资源(问答对) 

小 

大 

阅读理解式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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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指正 

jzhao@nlpr.ia.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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