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和语义相结合的中文对话系统问题理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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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中文口语问句的表达多样性对对话系统问题理解带来的挑战，该文采用“在语法结构之上获取
语义知识”的设计理念，提出了一种语法和语义相结合的口语对话系统问题理解方法。首先人工编制了独
立于领域和应用方向的语法知识库，进而通过句子压缩模块简化复杂句子，取得结构信息，再进行问题类
型模式识别，得到唯一确定问题的语义组织方法、查询策略和应答方式的句型模式。另一方面，根据领域
语义知识库，从源句子中提取相应的语义信息，并根据识别到的句型模式所对应的知识组织方法进行语义
知识组织，完成对问句的理解。该文的方法被应用到开发的中文手机导购对话系统。测试结果表明，该方
法能有效地完成对话流程中的用户问题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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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olve the problem caused by diversity and flexibility of Chinese language in question understanding,
with the design concept of “getting semantic knowledge based on grammar question type structure”, a question
understanding method by combining grammar and semantic is proposed for Chinese spoken dialogue system. First,
we set up a hand-crafted grammar bases working independent of the domain and application direction. Second,
through sentence compression, utterance will be simplified to a sentence’s structure. Then question type pattern
recognition will used to determining the only question type pattern for the utterance which correspondences to the
proper semantic organization method, query strategy and response way. On the other hand, we extract the relevant
semantic information from the source utterance according to domain knowledge base. And then, the extracted
semantic information is converted into well organized semantic knowledge based on the corresponding question
type pattern to complete the question understanding. The proposed method is applied to a Chinese dialogue system
for mobile phone shopping guide. Testing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efficiency of our approach.
Key words: question understanding; dialogue system; question type pattern; Chinese

1 引言
问题理解是口语对话系统中的一个关键步骤，它的目标是让计算机自动分析和理解人们
用自然语言提出的问题，确定问题的语义组织方法、查询策略和应答的方式。只有在准确理
解用户问题的情况下，系统才能较好地回答问题。然而由于中文的弱语法性，以及口语的特
点，中文口语问句的表达多样性给问题理解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国内外已有的对话（聊天）机器人，如国外的ELIZA [1]，PARRY [2]和ALICE [3] ，国内
的清华大学图书馆“小图”[4]，机器人小I [5]，以及腾讯小Q等，这些系统可以与用户进行基
于自然语言句子的交互，并已被广泛应用到机器助理比如反恐支持平台[6]，计算机辅助英语
学习[7]，和健康咨询[8] 等。然而，这些聊天机器人只能正确回应极少数的问题，它们几乎
都是基于完全精确匹配或者很弱的模糊匹配的模版来搜索回答[9]。由于缺乏足够的智力基础
[10]
，并没有真正“理解”用户的问题。
基于自然语言理解技术的对话系统研究方面，从90年代初期DARPA发起的航线信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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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系统(Airline Travel Information System，ATIS)项目开始，一般采用填槽法( Slot filling )或
者叫填表法( Form filling )来实现语义理解。这些系统的语义表示是每个子任务(比如订票、
查询)采用一个框(Frame)，每个框有一些针对具体子任务预定义的槽（Slot），这类系统中的
问题理解就在于从用户输入句子中为一个给定的框中的每个槽 (比如目的地、出发日期) 提
取填充的信息。一些系统采用了数据驱动的统计方法，如AT&T的CHRONUS[11]和BBN的隐
理解模型[12]，另一些则采用基于知识的方法如MIT的TINA[13]、CMU的Phoenix[14]和SRI的
Gemini[15]。之后的研究推广向更为复杂的限定领域，包括了导航系统[16]、导游系统[17-18]和
信息查询系统[19-21]等许多领域。研究者们还通过有限状态自动机的对话管理来引导槽信息的
填充[22]，以及采用了自动的语义槽信息填充技术[23]。上述的已有研究都促进了问题理解研
究领域的发展，然而他们主要着重在语义理解方面，试图根据语义知识找到问题的目标，仍
然缺乏对中文口语对话系统中问句表达多样性较为完整的解决方案，在较为复杂的限定领
域，仍然不能很好地帮助系统像人一样去回答。
要使得系统能像人一样去回答，关键是要让系统能像人一样去理解用户提出的问题。图
灵在1950年撰写的论文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中提出两个重要的思想[24]：
一个是智能的测试，即著名的“图灵测试”；另一个是“创造和教育儿童机器” （具有儿童
般能力的机器）。前一个思想受到广泛的关注，而后一个则某种程度上被忽视了。这启发我
们研究儿童认知和语言能力。通过观察发现，对于3岁儿童而言，可以理解许多不同结构的
句子，能够根据不同结构的问题做出不同反应，证明其信息提取和应答方式是完善的，只遗
留对某些具体内容的不理解而出现偶尔回答不了的问题。但可以确定的是，即使因为领域语
义知识的欠缺而给不出正确回答，多数情况下儿童也是理解对方是在问什么样的问题。因此，
我们认为问句理解能力的基础在于句型结构（语法），掌握了句型结构之后，再通过学习，
具备各种各样的领域知识（语义），就可以进行某一知识领域的对话。
问题的焦点变成了：如何得到这个基础，也即是需要掌握的句型结构。对此，当代语言
学的两大流派——“形式主义语言学”和“认知功能语言学”的观点存在根本分歧。以乔姆
斯基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者认为，语法是一个天生的、自足的系统，在使用中代入语义内容，
简单来说，就是进化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功能强大的语言装置[25-26]。认知功能派的学者
则认为，语法和语义是密不可分的，语法是词语内容的结构化，语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语法，
他们认为儿童是根据语义的关系习得语法。然而，不论是哪种观点，就儿童如何具备一种特
定的语言理解能力的问题而言，都还没有完全研究透彻。
本文另辟途径，回避了乔氏假说中的初始语言装置是否存在的问题，同时也跳过了认知
功能派学者试图采用语义去习得语法的困难。我们在对话系统中预置一个乔姆斯基假说的具
体语言（中文）语法装置，人工制造一个初始的语法库，进而采用基于语法的句子结构理解
和基于语义的信息提取相结合的方法实现问题理解。本文的方法被应用到我们开发的中文手
机导购对话系统。测试结果表明，该方法能有效地完成对话流程中的用户问题理解。
本文后续章节如下：下一章简要介绍本文提出的问题理解方法的整体框架。第3章介绍
本文的人工编制知识库。第4章给出了基于语法的句型模式识别，以及语义方面的提取和组
织。第5章给出了应用运行例子及测试结果。最后，第6章总结本文的工作并作简要的展望。

2 系统框架
问题理解的整体框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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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法的视角，我们首先设计了手工编制（Hand-crafted）的语法知识库，包括句子压
缩规则库和句型模式库。然后通过句子压缩模块对复杂句子进行简化，只留下其结构。进而
进行句型模式识别，每个句型模式可唯一确定问题的语义组织方法、查询策略和应答方式。
从语义的视角，根据领域语义知识库，从源句子中提取相应的语义信息，进而根据识别
到的句型模式所对应的知识组织方法进行语义知识组织，完成对问句的理解。

3 人工编制的知识库
语法知识库是独立于领域和应用方向的语言学规则组件，在转移应用目标时候，基本可
以保持不变；领域语义知识库是在语言学之上针对领域和应用的信息抽取，在扩展到其它应
用时，需要重新编写。
3．1 语法知识库
句子是无限的，而结构是有限的，多样化的句子表达可以被有限的经过良好设计的句型
模式覆盖到。下面的问句具有同样的核心句子结构。
- 有什么手机？
- 有哪款手机？
- 有什么2000块左右的手机？
- 有什么2000块以下的大屏幕的手机？
- 有哪些触屏手机？
- 有什么输入方式？
通过句子压缩，多样化的用户输入可以被消除，统一归类到一个简单的句子结构“有+
什么/哪款/哪些…+手机/输入方式…”，或者进一步符号化为“VP+~+NP”。 这需要两个语
法知识库的支持，句型模式库以及支持句子压缩的句子压缩规则库。
（1）句型模式库
由于中文不像英文那样疑问词基本上就代表了问句的分类，构造一个能有效代表特定问
句类型的问句类型模式库是一个挑战。本文采用了4元句型模式{疑问句类别，疑问词类别，
疑问词短语，问句结构}来标示一个特定的问句类型。前面所有问句例子所对应的统一的句
型模式是{特指问，什么，什么/哪*，VP+~+NP}，其中“~”代表疑问词短语。值得注意的
是，采用4.1.2小节介绍的句型模式识别算法，一些口语化省略的问句，比如“有什么2000
块左右的？”也可以识别为上述句型模式。这体现了本文设计方案的健壮性，也使得有限的
句型模式就能取得良好的应用效果 (我们目前的手机导购对话系统只用了30个句型模式，覆
盖特指问、正反问、是非问和选择问等四类疑问句类别)。

（2）句子压缩规则库
句子压缩规则用于实现源句子到目标句子的转换，是对几百个问题例子的分析后得到。
目前的应用系统采用相对保守的句子压缩策略（压缩不完全会影响后续句型模式识别的得
分，但可以避免一些由于错误压缩导致的匹配失败），共有16条规则，可以覆盖到一些常用
的汉语句子压缩情况。我们采用基于语法树形式的句子压缩算法，句子压缩规则 (NP (DNP,
NP1))->NP(NP1)表示由一个DNP和一个NP组成的NP可以缩掉其中的DNP。
3．2 领域语义知识库
对话系统中的领域语义信息包括基本语义知识和评价性语义知识。当前系统的手机销
售领域的基本语义知识共有 77 个属性，这些属性是参考主流电子商务网站上的手机信息选
定的，表 1 是当前系统中的基本语义知识片段。
表 1 基本语义知识片段
属性

基本语义知识

品牌

品牌, 牌子, 三星, 苹果, 华为, 索尼, 诺基亚, 摩托罗拉, 小米, 魅族, 中兴,黑莓, 步步高,…

价格

价格, 价钱, 价位, 多少钱, 多少块钱, 多少元钱, 便宜[0,1000), 一般/适中/普通[1000,2000),
较高/贵[2000,), 以上, 以下, 大概/大约, 左右, 大于, 小于, 不超过, 少/低/便宜一点, 高/贵一
点, 数字(0<数字<20000)+块/元, 数字(0<=数字<20000)+到+数字(0<=数字<20000)

输入方式

输入方式, 手写, 键盘, 触屏, 触控, 语音输入

……

……

基本语义知识覆盖多种不同的知识，以价格属性为例，包括：
（1）概念性知识：“价格”，“价钱”，“价位”，“多少钱”，“多少块钱”，“多少元钱”；
（2）定性知识：“便宜[0,1000)”，“一般/适中/普通[1000,2000)”，“较高/贵[2000,)”；
（3） 定量知识：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种：
- 概数知识：“以上/大于”，“以下/小于”，“左右/大概”，“不超过”，“少/低/便宜一点”，
“高/贵一点”；
- 确数知识：“数字(0<=数字<20000) +块/元”，“数字(0<=数字<20000)+到+数字(0<=数
字<20000)”。
评价性语义知识则是参考主流电子商务网站用户反馈信息以及调研一些手机实体店的
销售过程制定，当前系统中共有 11 个属性，表 2 是评价性语义知识片段。
表 2 评价性语义知识片段
属性
外形
性价比
热门

评价性语义知识
外形, 好看, 一般, 难看, 漂亮, 时髦, 潮流, 时尚, 经典, 过时, 老土
性价比, 高[100, 85), 中[85, 70), 低[70, 0)
热门, 流行, 受欢迎, 最热

……

……

4 语法和语义相结合的问题理解
4．1 基于语法的句型模式识别
4.1.1 句子压缩
句子压缩被应用于消除用户输入中的多样性修饰成分。给定一个输入句子
x  x1, x2 ,...,xn ，句子压缩通过去除其中的一些词得到目标句子 y [27]。本文句子压缩的目标

是保留句子的重要结构信息。本文使用斯坦福大学的句法分析器（Stanford Parser）[28]构建
语法树，进而借鉴近年来应用于机器翻译和文档摘要中的一些处理技术进行基于句子语法结
构的句子压缩[29-30]。图 2 给出了算法伪代码。算法中，当前匹配节点对是指在两棵树中，当
前尝试用规则匹配改写的节点对。规则为三元组，（源树模板 st，改写后的树 vt，对称节点
组~），其中~代表 st，vt 的儿子中，句子成份一致的节点对[(cs1, ct1), (cs2, ct2), (cs3, None)……]。

算法: 句子压缩算法
输入: 源句子树结构 x，其根节点标记为 Rx
输出: 压缩后的句子树结构 y
依赖的数据：句子压缩规则库
过程:
1. Init y = Ry(只有一个根节点)
2. Init 当前匹配节点对对应的堆栈 F = [(Rx, Ry)]
3. for F 中的所有节点对
4.
选择一条匹配(vs, vt) 相应树结构的规则 r
5.
根据 r，把 vt 节点的结构改写为树 vt’
6.
for (vs, vt’) 的儿子中所有对称的节点对 (cs, ct)
7.
push (cs, ct) into F
8.
end for
9. end for
10. 返回 y

图 2 句子压缩算法
4.1.2 句型模式识别
句型模式识别的算法流程如图 3 所示。
算法：句型模式识别
输入：压缩后的问句 s
输出：匹配上的句型模式
依赖的数据：句型模式库
过程：
1. 得到 s 中的语法序列 ss
2. for 句型模式库中的所有句型：
a) 根据 s 是否具有该句型模式的疑问句类别对应的特征词得到“疑问句类别相似度”c1
b) 根据 s 是否具有该句型模式的疑问词短语得到“疑问词短语相似度”c2
c) 计算 ss 和句型模式中的问句结构之间“问句结构相似度”c3
d) 计算 c = c1 * w1 + c2 * w2+ c3 * w3 得到 s 和该句型模式的综合相似度，w 是给定的权重
3. end for
4. 返回 最高相似度的句型模式

图 3 句型模式识别算法
由于Stanford Parser 在中文词性标注上不够准确，在上述算法的第 1 步，我们采用了中
科院的汉语词法分析系统ICTCLAS [31]对缩句后句子进行重标注。在句型模式的 4 元结构{疑
问句类别，疑问词类别，疑问词短语，问句结构}中，由于疑问词类别不起识别作用，在进
行句型模式识别时，压缩后的疑问句和句型模式库中的句型模式从疑问句类别、疑问词短语
和问句结构三方面计算综合相似度。
问句结构相似度计算的算法，是基于编辑距离算法[32]的扩展。主要特点是，给每种操
作赋予不同的权值得分，以算出最后的最高得分。算法流程如图 4 所示。

算法：问句结构相似度计算
输入：源问句结构 x、目标问句结构 y
输出：相似度得分，100 分满分
参考算法：经典编辑距离算法
过程：
1.
for 单词词性 in x，有下属四种操作：
a)
操作一：替换 x 中的词性标注 α 为 β，得分为 SR（α） + SR（β），负分
b)
操作二：在 x 中增加一个词性标注 α，得分为 SA（α），负分
c)
操作三：删除 x 中的词性标注 α，得分为 SD（α），负分
d)
操作四：保持 x 中的词性标注 α 不变，得分为 SN（α），正分
2.
用上述操作，把 x 变成 y，求得最高得分 s。
3.
用上述操作，把 y 变成 y，求最高得分 s_max。
4.
返回 最终相似度得分 100 * s / s_max

图 4 问句结构相似度计算算法
1.a) - 1.d)行针对不同的词性标注 α，会有不同的得分权重，例如，对于语气词、副词、
标点符号等词性标注的得分权重就会稍低，对于名词、动词和疑问词的权重就会稍高；在 2
和 3 行，最高的分数基于编辑距离算法计算得到；3-4 行是为了让得分变成百分制。
4．2 语义知识组织
4.2.1 语义信息提取
语义信息提取是语义知识理解的第一步，我们采用如图 5 所示的语义信息提取流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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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则匹配及提取
否

正则表达式集

存在歧义
是
单句消歧处理
否

存在歧义

上下文记忆库

是
上下文消歧处理

存在歧义

是

歧义语
义反问

否
生成语义单元序列

图 5 语义信息提取流程
系统对用户的输入进行正则表达式匹配和提取，接着判断所提取的信息是否存在歧义，
如果存在，则进行消歧，包括单句消歧和上下文消歧，若最终仍存在歧义，则可进行反问，
否则生成语义单元序列。比如源句子“有什么 2000 块以下的大屏幕的手机？”，通过单句消
歧，借助“块”、“屏幕”等信息，排除了“上市日期”和“RAM 容量”等属性的干扰，提
取到的信息是 “价格： 2000 块，以下；主屏尺寸：屏幕，大”。

4.2.2 语义知识组织
提取到的语义信息进一步根据识别到的句型模式所对应的知识组织方式进行组织。不同
的句型模式可以具有不同的组织方式。下面两个例子分别是特指问和选择问：
- 源句子 1： 有什么 2000 块以下的大屏幕的手机？
语义知识组织：“价格：2000 块，以下”与“主屏尺寸：屏幕，大”。
- 源句子 2： 这款手机是直板的还是翻盖的？
语义知识组织：“外观设计：直板”或“外观设计：翻盖”。
通常具有相同疑问句类别的句型模式具有相同的语义知识组织方式。

5 应用测试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问题理解方法的效果，我们实现了一个中文手机导购系统原型，如
图 6 所示。手机导购属于信息咨询类中较为复杂的网上商品销售咨询限定领域。对话记录作
为背景保留在页面上，方便用户查阅对话的上下文。

图 6 系统界面
4.1 应用例子
图 7 是一个开发人员测试的应用例子。第(8)、(10)和(12)行的用户输入是疑问句。可以
看到本文的方法能理解不同类型的用户问句，帮助对话系统完成导购流程。
(1) 系统：您好！
(2) 用户：你好！
(3) 系统：你想买什么品牌的手机呢？
(4) 用户：我要三星的。
(5) 系统：你打算买什么价位？
(6) 用户：2000 块左右的吧。
(7) 系统：你想要什么输入方式的？
(8) 用户：有什么触屏手机介绍？
(9) 系统：有E120L和I9050。
(10)用户：哪个屏幕大一点？
(11)系统：E120L。
(12)用户：这款摄像头像素高吗？
(13)系统：是的，800 万像素。
(14)用户：好的，就这款。
(15)系统：欢迎再次观临！

图7

中文手机导购系统的一个运行例子

4.2 测试及分析
我们在实现的中文手机导购对话系统中进行了外部测试。测试人员是 6 名学生志愿者，
每位测试者测试 3 段，共 18 段对话。这些测试人员只知道系统的功能是手机导购，对系统
的实现细节并不知情，这样可确保测试的真实性和自然性。测试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测试结果
每段对话回合数

每段对话用户疑问句数

用户疑问

正确理

平均/最大/最小

平均/最大/最小

句总数

解个数

13.6 /24 /5

5.3 /11 / 0

96

84

成功率
87.5%

18段对话的平均回合数为13.6，每段对话用户疑问句平均次数为5.3，表明了导购流程
中用户主动发问的比例还是比较高。从最大和最小的疑问句数分别是11和0也可以看出测试
者的差异性很大，有的主动发问很多，有的看起来选择依赖系统的引导。在总共96个用户疑
问句中，正确理解（语义提取和句型模式识别都正确）的个数占87.5%，包括许多带有冗余
修饰和口语化省略情况的问句（部分省略过于严重的问句，如“内存呢？”，通过上下文理
解补充缺失句子成分解决），表明本文方法能有效地完成中文口语对话流程中用户问题理解。
经过对结果的逐个分析发现，96个问句分属12个不同的句型模式。有18个句型模式在
测试中没有出现。选择问和正反问出现频率很低。问句在12个出现的句型中的分布也很不均
匀，出现最多的3个句型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分别是特指问的“NP+~” 句子结构（如“像
素多高？”）和 “VP+~+NP” 句子结构（如“有什么颜色可以选？”），以及是非问的
“VP+NP+~” 句子结构（如“是安卓吗？”）。这也体现了导购类信息咨询对话的特点。
未能被正确理解的12个问句的错误分类如表4所示。
表 4 错误分类
错误原因

错误数量

占错误比例

用户输入预处理错误

1

8%

分词或词性标注错误

3

25%

疑问词识别错误

1

8%

领域语义知识欠缺

5

42%

疑问词或其它句子成分移位

2

17%

从表4可以看到，目前的理解错误有一半是因为领域语义知识库或者疑问词列表还不够
完善导致。除此之外有25%属于分词或标注错误引起，由于是依赖外部工具完成，这部分错
误未来相对较难降低。由于疑问词或其它句子成分移位的问题较难解决，未来计划通过基于
规则的同步树替换算法，并在规则使用时采用基于统计的辅助判断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具体的错误分析如下：
（1） 用户输入预处理错误：用户输入“这款多贵？”，在预处理模块，“多贵”没
有转成“多少钱”，结果造成语义提取失败。
（2）分词或词性标注错误：用户输入“是什么操作系统？”，由于分词模块没有分出
专有名词“操作系统”，导致“操作”被句子压缩模块缩掉，变成“是什么系统？”，而后
的词性标注错把“系统”标注为“ADJP”，导致句型模式识别错误。另外两个用户输入“它
装的什么系统？”和“有没有塞班操作系统的？”也是同样的词性标注问题导致理解错误。
（3） 疑问词识别错误：用户输入“最便宜的手机是哪一部？”则由于特指问疑问词

“哪一部”没有被加到疑问词短语列表里，未能被识别到。
（4）领域语义知识欠缺：用户输入“还有别的吗？”、“还有呢？”、“没有对吗？”、
“没有htc吗？”由于目前领域语义知识库还没有考虑 “其它”、“别的”、 “还有”、
“没有”之类的词作为有效语义处理，因此没能正确理解用户问句。在未来工作中，计划加
入这类语义，再结合语义提取中的上下文消歧就可以确定用户问的是别的什么或者没有什
么。另外一例由于语义提取问题导致理解错误的是用户输入“耐摔吗？”，这类评价性语义
需要在测试中逐渐完善。
（5）疑问词或其它句子成分移位：用户输入“苹果手机有什么好推荐的吗？”，由于
出现疑问词移位的情况，未能匹配上目标句子结构“VP+~+NP”。如果是“有什么苹果手
机好推荐的吗？”，则经过预处理去除“好推荐的”，以及经过句子压缩去掉“苹果”之后，
就可以识别为特指问类型中的句子结构“VP+~+NP”。用户输入“小米手机，有吗？”同
样是因为出现句子成分VP（“有”）移位情况，未能识别为是非问类型中的句子结构
“VP+NP+~”（如“有小米手机吗？”）。

6 结束语
本文针对中文口语问句的表达多样性给对话系统问题理解造成的困难，提出了一种语法
和语义相结合的口语对话系统问题理解方法，并在我们开发的中文手机导购系统上测试，取
得了较好的测试效果。本文提出的方案中的人工编制语法知识库，虽然在构建时客观上需要
专家知识的指导，本文测试表明，目前有限的句子压缩规则（16 条）和问句类型模式（30
个），已经能够较好地完成手机导购领域的问题理解，后续在进一步测试时可以方便地扩充
完善。并且由于独立于领域，在转移到同为导购类的其它应用目标时候，语法知识库可预期
基本保持不变（还有待在开发新应用时检验）。另一方面，由于采用了“在语法结构之上获
取语义知识”设计理念，某一特定业务的专业领域语义知识，可以被相对独立地设计和加载
到对话系统，使得本文的研究具备良好的业务（专业领域）可扩展性，可以很方便地扩展应
用到一个新的业务领域的问题理解。未来工作是研究如何处理汉语句子的移位表达，以及通
过更大范围的测试，进一步完善语法知识库和领域语义知识库，并探索一定的智能学习机制，
如采用基于事例的推理（CBR）方法，研究特定限定领域对话系统在预置的语法知识库和领
域语义知识库的基础上，如何在持续开展的测试和应用中实现自适应的修改和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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