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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当前信息暴涨的时代，网络信息正在面临着各取所需的要求，信息检索、话题检测、信息推荐等
应用技术都逐渐开始面向个性化的发展趋势。然而目前的个性化技术大都依赖于对用户行为的了解，根据
用户的历史行为，判断和预测用户的目的，没有同用户的当前所具有的知识结合起来。本文提出一种用户
个性化知识的粗略表示方法——词形关系图，作为个性化应用技术的基础。具体内容包括：词形关系图表
示知识的方式，结合遗忘规律从用户语料库中获取个性化词形关联的方法，以及结合实验结果对这种表示
方法应用可行性的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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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presentation method of Personalized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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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 along with the sudden increase of the amount of network information, the
personalization is becoming the critical component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topic detection,
and information recommendation. However, most of the current personalization technologies rely
on user behavior, which i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actions of the user to determine and predict
the user's destination, not combining with a user's knowledge. This paper presents a method of
rough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for individual users - word relationship graph as the basis for
personalized applications. Topics include: the method of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using word
relationship graph, the acquirement of word relationship graph combined the forget law from the
user corpus, an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nalysis for the preliminary feasibility of this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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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的信息处理中，针对海量的数据，快速准确的为用户提供合适数据的关键之处在
于：一是数据的压缩，由于相同的信息在网络中存在大量重复的内容，如何精简压缩并以友
[1]
好的形式呈现成为了获取信息之后关键要处理的问题，目前多文档文摘 、搜索结果多样化
[2]
等研究的目标就在于此；二是提供给用户的信息要同用户的需求以及用户的所具有的知识
结合，由于用户往往难以准确描述自己想要的信息，这样系统必须对用户有所了解，才能真
正提供用户所要的信息，当前许多这样的系统，推荐系统如购物网站通过顾客的浏览或购买
[3]
[4]
历史给顾客推荐产品 ，社交网络通过顾客的历史记录推荐感兴趣的人 ，搜索系统如
google 同 twitter 的合作，bing 同 facebook 的合作就源于此。
本文重点关注第二个问题。当前的解决方案中，系统对用户的了解或认识来自于用户的
在某些网站的行为，即根据用户过去的行为判断用户当前的意图，这种解决方案有两个局限
性,其一是信息来源受限,事实上任何一个网站或应用程序无法获知全部的用户浏览信息，技
术上和法律上都存在着障碍;其二是用户的某些浏览未必就会在用户脑海中留下印象，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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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状况是用户点击某些链接之后马上关闭，或者在社交网站中，用户也许追踪了一些人，
但是他仅仅关心这些人发布的某些内容。
本文认为最佳的解决方案在于根据用户所具备的知识来解决此问题。假设每个用户所具
备的知识能够形式化的表示出来，并且易于被应用程序所使用，那么这种个性化的知识同应
用相结合就能够切实从海量的数据中挖掘出用户真正的需求。例如，同样是搜索“苹果”，
一个信息技术爱好者会关注苹果公司的新技术新产品，而农业专家关心的苹果的培育技术，
即使同指的是吃的“苹果”，食品安全行业的人、水果消费者、果树种植者等想获得的信息
也不一样。又如当某一案件发生的时候，需要对这一话题追踪，普通民众关心受害者、嫌疑
犯等，法律工作者可能更加关注及到的立法、司法等方面的状况。可见对于相同的用户表述
形式，具有不同背景知识的用户需求不同。如果相关应用能够获取用户当前所具备的知识并
且有效的利用用户的知识层面，那么问题将容易获得解决。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用户的知识
如何有效的表示和使用，本文对此作了初步的探讨。
下面第二节介绍相关研究，第三节详细描述用户知识的粗略表示方案，第四节描述这种
表示的获取方式，第五节进行实验结果分析，最后是总结和展望。

2 相关研究
本文致力于针对不同用户构建个性化的知识库，直接应用于海量数据的检索、分析并给
予用户个性化的反馈。由于目前并没有直接相似的研究，下面仅仅给出知识库和个性化搜索
或推荐的相关研究。
[5]
支持自动的文本分析以及人工智能应用的自然语言知识库有国外著名的 WordNet 和国
[6]
内的 HowNet 等，它们的目的在于使常识性的知识能够计算化，在这些资源的基础上，近年
[7]
[8]
来国外启动了多个著名的大规模的事件语义资源开发项目，如 FrameNet 、OntoNotes 等，
从不同角度对英语真实文本句子中的事件语义信息进行了深度标注。而国内也针对汉语的研
究现状，结合汉语自身的特点，设计并实现了“一个针对汉语客观事件的句法、语义和概念
[9]
描述知识库——汉语事件知识库” 。这一类知识库不论是才有标注还是构建，都有一定深
度，能够满足语义的深层次计算，但是对于本文所针对的问题来讲过于复杂以至于难以应用，
同时它们基于人的普遍共识而不是个性化的建模。
用户与资源间的相关性、资源间的相似性计算是当前个性化搜索、兴趣推荐等研究关注
的核心，而查询扩展、用户反馈、协同过滤等技术是这一领域的经典技术，对于用户的知识
[10]
的建模仅仅局限于用户的行为，如采用流行的 folksonomy 等构建用户模型，这种研究方
法本质在通过用户的外在的历史行为预测用户的未来行为，缺失了用户自身的知识库结构，
结果必定受限。

3 个性化知识的粗略表示
建立知识的完备表示方案对于现在的技术来讲是不现实的，本文仅仅针对基于个性的信
息搜索、话题的检测跟踪、兴趣追踪等应用提出一种粗略的表示方法。
根据知网对知识的定义:“知识是一个系统，是一个包含着各种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
以及概念的属性与属性之间的关系的系统”。知网的目标在于对常识的计算，因此定义了义
原、属性、各类关系等形式来描述和表示知识。本文基于前面提到的应用目的认为自然语言
是对知识天然的描述工具，词作为最小的语义单位，通过词之间的关系能够对知识进行粗略
的表示，即能够粗略的表示出概念的属性与属性之间的关系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同
另外一个人知识的不同即在于对相同词形所表达的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认识不同，对概念
的属性及属性之间的关系认识不同。
也就是说，本文所说的知识在具体表示层面上定义为词形及其关联关系。利用词形的关
联关系表达概念、属性、关系。例如：“计算机”这一概念能够被这个词形和词形集合“电
脑、软件、硬件、显示器、程序、键盘、计算、上网”等等的关联关系描绘出来，如图 1a

所示。而“盗窃”这一事件能够被这个词形和词形集合“作案、嫌疑人、抓捕、犯罪、警察、
受害人、损失”等等的关联关系描绘出来，如图 1b 所示。

图 1 词形集合示例

每一个词形通过与其他词形发生关系而反映这一词形所表达的概念，并且这个关系具有
权值来反映关系的不同，从而表达出概念不同。
因此，从整体来看，本文提出的知识的粗略表示即是所有的词形以及带有权值的词形关
系图。其数学描述如下：
K

（W，R）

（公式 3.1）

其中，W 为所有词形的集合，R 为关系的集合，具体可表示为r

w ，w ，v r∈R，w 和

w 表示不同的词形，v 表示关联关系的权值。
关系图可以转化为关系矩阵，那么每一个词形所代表的概念就可以表示为一个向量：
w ：（v1，v2，....vk，....vn)
（公式 3.2）
其中v 是w 与w 的关联关系权值，n |w|
这样，每个词形所表达的概念以 n 维空间的一个点来表示，属性蕴含在了向量的值中，
而概念之间的关系蕴含于 n 维空间点之间的关系。
至此，知识和词形关系图对应，而概念和词形向量对应。每个人所具有的知识可以和一
张词形关系图对应，不同的人，关系图不同，每个词形对应的向量不同，通过图能够计算不
同的人的知识差异，如图 2 所示；另外，同一个人的知识也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学习、遗忘、
时代变迁等因素），即词形关系图随时间变化，如图 3 所示。

图 2 不同行业的人的差异

图 3 时间的差异

4 词形关系图的获取与演化
4．1 获取思路
词形关系图的获取依据于人类获取知识的两个特征:
其一是人的知识来源于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而间接经验占据了大多数，在间接经验中，
大部分来源于书本。因此根据某个人读过得全部文字内容，应该能够刻画出接近于他的全部
知识。
其二是人的知识状态从出生时期的零状态逐渐发展变化，到成年时演变到一种较为稳定
的结构状态。
直观来看，词形关系应该源于词的同现关系。同现可以分为词的相邻同现、句子同现、
段落同现和文章同现，选取的原则是在一个词的意义影响范围内的同现。相邻同现更多的反
映出词的语法关系，而段落同现和文章同现往往会超出该词的意义影响范围，带来更多的噪
音，句子作为具有完整意义的语言单位，可以近似的作为每个词的意义影响范围。
对于每一个词形来说，其所对应的词形向量在学习过程中应该类似人的学习过程：即对
于知识的不断修正的过程。假设词 w 初始的词形向量为：(v01，v02，....v0k,....v0n)，
那么关于 w 知识状态的随时间的变化过程可以表示为以下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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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 表示时刻，t0 是初始时刻，tp 为终止时刻。
这样知识的演变过程就可以量化为每一个词形向量随时间的变化过程，如果这个过程足
够长，并且系统读入的文本数量足够多，那么到 tp 时刻，词形向量应该接近于一个稳定的
数值，即 tp 时刻之后再进行学习的话，向量的变化很小。
4．2 获取算法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选定爬山算法实现知识的获取。首先为了计算合理性，每一个词形
向量需要归一为单位向量，其演变相当于在一个 n 维空间的球面上寻求一个稳定的点。假设
在 ti 时刻词形 w 的词形向量为

，则在 ti+1 时刻根据如下方式更新:
（更新词形向量）

（公式 4.1）

（转变为单位向量）
为在 ti+1 时刻新学习到的词形变量，

其中

为

（公式 4.2）
对

的影响系数，直观如

下图所示：

图 4 词形向量更新示意图

在爬山搜索中，λ 的值对于算法的效率和结果有很大的影响，其值来源于经验数据，
为了公平性原则，在经验值的基础上采用以下公式对其动态修正：
（公式 4.3）
其中λ为基础更新系数，第二项为修正值，|w |是当前待更新词在语料中出现次数，|w |
是当前待更新词在之前的语料中平均出现次数。
4．3 词的选取
选取哪些词作为知识的表示关系到系统的效率和应用效果。本文在初步试验选取了动词
和名词，然而有大量的词如“是、有、成为、能够、发生”等等，这些词的功能处于语法和
语义之间，同大量的词有很高的共现频率，对于知识表示的贡献甚微，但是不像结构词那样，
难以采用列表的方式将其排除。
本文借鉴了人的高层思维的遗忘原理：如果一个词形同太多的词形经常发生关联，那么
尽管其同现频率较高，但是在人们阅读或是表达的时候也往往不会注意到。
[11]
由此，本文利用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对这些词在其他词的词形向量中的权值进行了弱
化处理，具体如下：
设

是词 Wm 在 ti 词时刻更新后的词形向量，分别对它的每一个分量进行遗忘，
（公式 4.4）

其中 k 表示它的第 k 个分量，δ是基础遗忘系数，来自于经验取值，而
（公式 4.5）
其中，

是

第 K 个分量所对应的词形的词形向量，

词形向量，这样α 就是

和

是一个同每一维夹角相同的

的夹角余弦，其值越接近于 1，则表示该词关联的词越多

且关联值越平均，这样越应该遗忘。

5 实验及结果分析
由于语料所限，本文分别采用了 2012 年 1 月份的人民日报、2012 年 8 月份的羊城晚报
作为词形关系来源语料库，分别获得三个学习结果，以期从不同时间段、不同角度学到的知
识进行对比。

5．1 收敛性
由于每个人的知识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趋于一种较为稳定的状态，那么个性化知识的获
取过程也应该随着时间逐步进入一种相对的稳态。因此这里首先关注这种知识表示方案是否
会趋于稳定也即算法的收敛性。在这里收敛具体是指随着对词形向量更新次数的增加，词形
向量改变的角度趋向于零。具体定义如下：
（公式 5.1）
式中θ 表示第 i 次更新后词形向量同更新前词形向量的角度差， 更新后的词形向量，
表示更新前的词形向量，由于它们都是单位向量因此可以化简为右式，我们用δ 表示
词形向量的变化量，理论上，

。

图 5 显示了在 2012 年 8 月份的羊城晚报的学习过程中所有词形向量变化量的平均值随
更新次数的变化曲线图。其中横轴为知识更新次数（这里设每天更新一次），纵轴为所有词
形向量变化量的平均值。从图中可以看出，递减开始较为明显，后续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斜
率变小并且有反复，和人的认知过程较为一致。

图 5 词形向量变化量的平均值随更新次数的变化

具体到不同的词形，通过观察发现，词形向量变化量随更新次数有三种不同的形态，我
们从每一类中分别挑选了一个词形，具体变化如图 6 所示。

图 6 “发生”
、”损失”和”体制”的收敛形态

从图中可以看出，“体制”收敛较快且后续波动较小，而“发生”虽然也能较快收敛但
是后续波动相对较大，“损失”一直呈现波动较大的状况。
我们认为“体制”属于领域特征明显的词，其关联的词局限性较大，因此能够较快收敛；
“损失”涉及领域较多，如盗窃、灾害、贸易等等，因此短时间内难以快速收敛；“发生”
属于使用频率极高的实词，几乎会出现在所有领域，其词形向量方向对每一维趋于平均，因
此开始能够快速收敛，但随着新的词的出现会发生一定波动。如果能够有效的鉴别这三种类
型的词形向量，对于提高学习的效率和效果都会有所帮助。
5．2 知识差异性
由于一个月的语料所限，大多数词形向量还未达到或接近收敛状态，难以采用统计数据
表示知识的差异，我们在此仅仅对比 2012 年 1 月份的人民日报和 2012 年 8 月份的羊城晚报
学习到有意义的部分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5-1：不同语料的词形向量差异性

注：表中关联词按照权值从大到小排列的前十个选取，第一行来源于羊城晚报，第二行来源于人民日报，相似度通
过集合的 Dice 系数计算得来。

从表中可以看出，除了特定领域的词如“流入率”外，大多数学习结果差异较大，表示
了不同角度的认知，如“红十字”，在羊城晚报中和各类捐献相关，而人民日报多指红十字
会的运作，同样的情形发生于较低相似度的词形，如果我们假设人民日报的结果代表一个仅
仅每天阅读人民日报的人的知识，而羊城晚报的结果代表一个仅仅每天阅读羊城晚报的人的
知识，那么可以看出个性化知识的明显差异，直接用于利用词形扩展技术实现个性化搜索结
果必将不同。
总之，从初步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所采用的词形关系图获取方法可行，并且结果也
能够粗略反映出用户所拥有的知识，并且表达出不同用户的不同之处。
如何将这种知识表示方法融入当前的应用，如个性化搜索或推荐技术，还有待考证。虽
然采用简单的向量扩展方法就可以利用词形关系图进行个性化搜索，但是要以实验同现有技
术对比，还存在如下问题：其一是当前的个性化搜索基于用户的搜索历史，个性化推荐基于
用户的行为历史如购买、关注等，而本文要基于用户所有的阅读历史，这种较为准确的语料
目前还难以获取，假设以不同领域语料作为不同的人的阅读历史，那么结果显而易见，导致
无法说明问题。其二，个性化搜索或推荐并无标准的评测平台，实验结果评测的主观性较大，
因此这种情况下做实验对比意义不大。

6 总结和展望
本文提出了一种知识表示方法即词形关系图，作为每个人所拥有的知识的粗略表示，目
标在于个性化的搜索、话题检测与跟踪、兴趣推荐等应用。同时给出了基于爬山算法的知识
获取方法，并取得了初步的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这种知识表示方法不但可以用于基于海
量信息的个性化应用，还可以用于分析媒体之间的差异，或者分析词形的时空变化，考察个
人之间知识结构差异等。如果这种获取方法能够将所有的信息作为知识来源的话，那么将得
到一个粗略的常识表示。
对于应用来讲，目前获得的结果需要一定的精简，并且需要转换为更好地表示形式如社
团结构的图，才能在应用中高效的利用；同时由于这种获取方法数据量巨大，目前的机器配
置运行缓慢，需要对获取算法加以优化和改进，最主要的是如何鉴别大量的无用的更新信息，
将是实用性的关键一步；另外，在实验中我们发现词形同领域的关系导致其收敛性的差别，
如何有效的分析和利用这种差别也是我们下一步将要研究的内容；当前我们还无法评估这种
表示方法在具体应用上的效果，因此如何将这种知识表示方法融入现有的个性化应用技术，
并能够进行有效的评估，也是进一步要研究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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