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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问题分类旨在对问题的类型进行自动分类，该任务是问答系统研究的一项基本任务。本文提出了

一种基于答案辅助的半监督问题分类方法。首先，将答案特征结合问题特征一起实现样本表示；然后，利
用标签传播方法对已标注问题训练分类器，自动标注未标注问题的类别；最后，将初始标注的问题和自动
标注的问题合并作为训练样本，利用最大熵模型对问题的测试文本进行分类。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
基于答案辅助的半监督分类方法能够充分利用未标注样本提升性能，明显优于其他的基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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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Question classification aims at classifying the types of questions automatically, and this task is a basic
task of question answering system. This paper proposes a method of semi-supervised question classification with
answers. Firstly, answer features bind question features to realize samples said; Secondly, a question classifier will
be trained on labeled questions using label propagation algorithm to annotate the category of unlabeled questions
automatically. Finally, the questions of initial annotation and automatic annotation are merged with each other as
training samples, using maximum entropy model to classify the testing sample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
demonstrates that the method of semi-supervised question classification with answers in this paper can make full
use of the unlabeled samples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and is better than other benchmark methods.
Keywords: Question answering system; Question classification; Answer aiding; Semi-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label propagation

1 引言
问答系统能够为用户提出的自然语言问题提供一个简明、准确的答案，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关注。现有的问答系统主要包括三个模块：问题分析、信息检索和答案抽取。问答系统为
了能够正确回答用户所提出的问题，首先需要对问题进行分析，知道用户想要寻找什么信息。
此时，问题分类作为问题分析最基础的任务，提供了重要支持 [1]。
问题分类就是把给定的某个问题映射到多个类型中的某一个或者几个类别中，以确定问
题的类型。问题分类的第一个作用是有效的减小答案的候选空间。如：
“怎么学习电脑维修
呢？”经过问题分类，该问题是一个“电脑”类的问题，问答系统就可以把这个问题的候选答
案限制在“电脑”类的相关答案集合中。这样就非常有效地减少了候选答案集合，充分提高了
检索效率。
问题分类的第二个作用是能够决定答案的抽取策略，根据问题的不同类别采用不同的答
案选择策略和知识库。如：
“水瓶座男对天蝎座女表白说什么话最好？”经过问题分类，该
问题是“感情”类问题，检索这类问题的答案就需要利用情感分析技术。
问题分类可以看作一种特殊的文本分类，然而，问题分类与传统的文本分类存在一定差
别。一方面，在传统文本分类中词频信息对于区分文本中每个词汇的贡献程度很大，但在问
题分类中词频信息不具明显区分作用，因为问题通常比较短，问题中每个词汇的词频普遍为
1[2]。单单利用问题进行分类，往往由于信息量少而分错；另一方面，已标注的问题资源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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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匮乏，标注语料又需要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 [3]。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加入更多的辅助
特征扩充问题信息，同时充分利用大量的未标注样本信息，才能获得较高的分类精度。
此外，传统的问题分类普遍都是基于全监督的分类方法，并且仅仅从问题中抽取特征进
行分类。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提出的基于答案辅助的半监督问题分类方法，一方面，
该方法能够充分利用问题已有的答案来扩充分类信息，解决上面提到的问题包含的词汇信息
量少的难点。如表 1 所示，在未利用答案特征的情况下，直接利用问题特征进行分类， “360
问答开放平台是做什么的?”被误分为“非电脑”类问题。其原因可能是该问题中没有包含 “电
脑”、“网络”等关键词；然而加入了答案特征后再进行分类，该问题则被准确识别为“电脑”
类问题。因为答案特征中包含“互联网”这类明显地与“电脑”类相关的关键词。
表 1 利用答案信息辅助分类实例
Table 1 Examples of question classification with answers
正确类别——电脑

利用答案特征

征分类为

分类为

非电脑类

电脑类

360 问答开放平台是做什么的?

问题
答案

未利用答案特

360 问答企业平台是开放、简单、高效、精准的互联网企
业服务平台……

另一方面，该方法是一种半监督学习方法，能够充分利用未标注问题的信息提升分类性
能，解决标注语料匮乏的问题 [4]。此外，本文首次在问题分类研究中引入基于标签传播的半
监督学习方法，该方法既可以使问题之间的标签互相传播，也可以使答案之间的标签互相传
播，可以有效地提升标签预测准确率。
具体而言，本文的方法先将答案特征加入到问题中，利用标签传播方法预测未标注问题
的类别；再将已确定类别的问题作为训练样本，利用最大熵模型进行问题分类。实验结果表
明，答案的信息有助于大幅提升问题分类准确率。
本文其他部分组织如下：第二节介绍问题分类的相关工作；第三节描述问答语料的收集
和构成；第四节介绍本文提出的基于半监督的问题分类方法；第五节给出实验设置与结果分
析；第六节简述结论及下一步工作展望

2 相关工作
目前，问题分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统计的机器学习方法上面。Ray[5] 等人充分利用
WordNet强大的语义特征和维基百科存储的大量相关知识来扩充问题所蕴含的信息，从而提
升问题分类性能；Hui[6]等人考虑了问题文本中词序和词间距对问题分类的影响，提出一种
扩展类顺序规则模型；Mishra[7]等人从问题文本中抽取出词特征、句法特征、语义特征，融
合这些特征训练三种分类器：最近邻、朴素贝叶斯、支持向量机，进行问题分类；Yadav[8]等
人使用了一元、二元、三元词特征以及词性特征，采用朴素贝叶斯分类方法进行问题分类的
研究；LIMSI-CNRS[9]等将一部分英语问题语料库翻译为法语问题语料库，问题采用传统的6
个大类别以及细分的50个小类别，并使用LibSVM分类器分类这些问题。
田卫东[10]等根据对中文问题的分析，得出问题中的疑问词和中心词等关键词对问题所
属类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提出利用自学习方法建立疑问词-类别和疑问词+中心词-类别两
种规则，并结合改进贝叶斯模型的问题分类方法。该方法充分利用了关键词对分类的贡献。
刘小明[11]等先对问题进行浅层语义分析，再根据预定义的问题焦点结构和焦点抽取规
则，获取问题焦点语义特征，然后标示问题的类别为问题焦点中疑问对象在领域本体中的标
识，最后根据焦点不同则问题不同的事实，将焦点相同的问题归为一类。
张巍[12]等针对中文问题分类方法中布尔模型提取特征信息损失较大的问题，提出了一
种新的特征权重计算方法。在提取问题特征时，通过把信息熵算法和医院本体概念模型结合
在一起，进行问题的特征模型计算，在此基础上使用支持向量机方法进行中文问题分类。
Liu[13]等人认为标准核函数的SVM方法忽视了中文问题的结构信息，因而提出一种问题

文本属性核函数的SMO方法，该方法还同时使用了句法依赖关系和词性特征。
多年来，传统的问题分类研究仅仅着眼于使用各种全监督技术只针对问题本身进行操作。
与之不同的是，本文采用半监督学习方法，一方面减小了人工标注的工作量，另一方面通过
将答案特征加入问题训练集中来扩充问题的信息，协助问题进行分类，以此提升问题分类的
准确率。

3 语料收集与描述
本文语料来自好搜问答社区 1，其大类别总共有 15 个。本文为了实验方便直观以及下
一步工作的需要，抓取了其中六个类别的问答数据，分别是：电脑/网络、文化/艺术、健康/
医疗、生活、感情/家庭、体育/运动。每个类别包含 2000 条问答（每个问题对应一个答案）
，
共 12000 条问答，问答实例如表 2 所示。
表 2 各类别问题与答案实例
Table 2 Question and answer examples of every category
类别

问题

答案

电脑/网络

没有 dns 网关 可以做桥接吗？

不可以的，需要提供 dns 网关。

文化/艺术

《当祖国召唤的时候》写于什么年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战争年代

健康/医疗

有治头发早白的偏方吗？

吃何首乌啊~

生活

亮艾补水面膜贴完之后要洗脸吗?

一定要洗脸。

感情/家庭

爱情是什么？爱情的定义？

两情相悦，仅此而已

体育/运动

冬奥会是不是指冬天的奥运会？

正规点来说是 冬季的奥运会

4 基于答案辅助的半监督问题分类方法
如图 1 所示，是本文所提出的问题分类方法的完整架构图。首先将答案特征叠加到问题
特征中；其次根据改进后的标签传播方法，利用已标注问题预测未标注问题的类别；然后剔
除这些问题中的答案特征，确定问题文本训练集，使用最大熵模型训练问题文本分类器；最
终利用问题文本测试集测试问题文本分类器的性能。
已标注问题（加入对应答案）
标签传播
预测未标注问题类别
未标注问题（加入对应答案）

剔除答案

问题文本训练集

训练
测试
统计分类准确率

问题文本测试集

问题文本分类器

图 1 基于答案辅助的半监督问题分类方法架构图
Figure 1 Semi-supervised question classification with ans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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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特征介绍
对于问题和答案文本，我们均采用一元词特征。此外在预测未标注问题时，我们将答案
特征加入到问题特征中来辅助问题分类。具体描述如表 2 所示。
表 2 问题与答案一元词特征及特征叠加实例
Table 2 Examples about Unigram of question and answer and features of superposition
未分词

词特征

问题

爱情是什么？爱情的定义？

爱情 是 什么 ？ 爱情 的 定义 ？

答案

两情相悦，仅此而已

两 情 相悦 ， 仅 此 而 已
爱情 是 什么 ？ 爱情 的 定义 ？两_* 情_* 相悦

问答特征叠加

_* ，_* 仅_* 此_* 而_* 已_*

4.2 基于答案辅助的标签传播方法
根据标签传播（Label Propagation，LP）算法基本理论，每个节点的标签按相似度传播
给相邻节点。在节点传播的每一步，每个节点根据相邻节点的标签来更新自己的标签；与该
节点相似度越大，其相邻节点对其标注的影响权值越大；相似节点的标签越趋于一致，其标
签就越容易传播。在标签传播过程中，保持已标注数据的标签不变，使其像一个源头把标签
传向未标注数据。最终，当迭代过程结束时，相似节点的概率分布也趋于相似，可以划分到
同一个类别中，从而完成标签传播过程[14][15]。
算法流程：
输入：
初始已标注问题样本集合 Lq ，对应的答案样本集合 La ，分别包含 n + 个正类样本和 n − 个负类样本；
初始未标注问题样本集合 U q ，对应的答案样本集合 U a ；

L
初始已标注问题与答案叠加样本集合 =

Lq + La ，包含 n + 个正类样本和 n − 个负类样本；

初始未标注问题与答案叠加样本集合 U
= Uq + Ua ；
输出：
更新后的标注问题样本集合 Lq ；
程序：
（1）初始化；

P ： n × r 标注矩阵，同时 Pij 标识文档 i (i = 0 n) 属于类别 j ( j = 1 r ) 的概率
PL ： P 0 的前 m 行对应的 m 个标注实例 L
PU ： P 0 的后 n − m 行对应的 n − m 个未标注实例 U
T ： n × n 矩阵，每一项 tij 表示从文档 i 到文档 j 的转移概率
a）设置迭代标记 t = 0 ，根据标注样本设定 PL 的值；
0

0

b）初始化 PU ；
（2）循环迭代 N 次直到收敛；
a）传播实例的标注信息到相邻的实例依据公式 P t +1 = T P t ；
0

t +1

b）还原标注实例的标注信息，即用 PL 替代 PL ；
（3）对于每个未标注实例，根据 arg max Pij ( j = 0 r ) 得到它的正负标签，并添加到 L 中，
j

从 U 中删除。
（4）从 L 中剔除答案样本集合 La ，得到最终的标注问题样本集合 Lq
图 2 基于答案辅助的标签传播方法
Figure 2 Label propagation (LP) with answers

在许多问题分类相关研究中，文档通常用词袋（Bag-of-words）模型化并用向量形式描
述。在这些设置中，单词与文档间的关联是不清晰的。为了更好地捕捉单词和文档之间的关
系，本文采用基于文档-词的二部图表述文档与单词的关系。文档-词的二部图的连接关系由
文档和词的连接矩阵表示，即 n × V 矩阵 X ； n 为文档数目，V 是词的数目。文档-词的二部
图仅存在文档到词及词到文档的连接关系。具体来讲，文档到词及词到文档的转移概率计算
如下[16]：
如果文档 di 包含词 wk ，其权重为 xik ，则文档 di 到单词 wk 的转移概率为 xikx ；同理，单词 wk
∑ k ik
到文档 d j 的转移概率为

x jk

∑ k x jk

。文档 di 到文档 d j 的转移概率是由文档 di 通过该文档里面的所

有词到达文档 d j 的概率之和，即
=
tij

∑

ik
⋅ jk 。得到文档间的转移概率之后，可以通
∑ k xik ∑ j x jk
过标签传播算法计算未标注样本的标签。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在每个文档中均加入了答案特征，
辅助问题分类。图 2 为本文提出的基于答案辅助的标签传播方法的算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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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验
5.1 实验设置
实验使用六个主题的问答语料，每个主题设计为一个二元分类问题，即“该主题”与“非
该主题”分类。例如：“电脑”类 2000 条问答对（一个问题对应一个答案），“非电脑”类是从
其他五个主题中分别随机选取 400 条问答对，构成 2000 条问答语料。因此，实验中一共包
括 6 个二元分类问题。语料分词采用复旦大学自然语言处理实验室开发的分词软件
FudanNLP 2。分类算法采用 MALLET 机器学习工具包中的最大熵分类器 3，所有参数都设置
为默认值。分类特征选取词的一元特征（Unigram），使用准确率作为结果的评价标准。根据
初始标注样本规模的大小，我们给出两组不同的实验设置：
（1）第一组六个二元主题分类任务的实验，分别随机选取每个主题 5%的问答作为已
标注问题样本，75%作为未标注问题样本，20%作为测试样本。
（2）第二组六个二元主题分类任务的实验，分别随机选取每个主题 10%的问答作为已
标注样本，70%作为未标注问题样本，20%作为测试样本。
5.2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比较的方法详细描述如下：
 Baseline：只利用初始标注样本训练问题分类器（没有利用任何非标注样本）
 Self-training：利用整个特征空间构建分类器，并用它迭代加入置信度最高的样本
扩充标注样本集合
：利用已标注样本通过标签传播方法预测未标注样本的类别，将这些已
 LP（问题）
确定类别的问题全部作为训练样本，训练问题分类器
：将对应的答案特征加入到已标注和未标注问题中，利用已标注
 LP（问题+答案）
样本通过 LP 预测未标注样本的类别，再剔除答案特征，将这些已确定类别的问题
全部作为训练样本，训练问题分类器
图 3 显示当初始标注样本 5%时，四种方法的分类性能比较。从图中结果可以看出，我
们的方法获得的分类效果明显优于其他方法，分类准确率比使用 Self-training 和 LP 方法分
别平均提高了 11.1%和 3.9%。图 4 显示当初始标注样本 10%时，四种方法的分类性能比较。
从图中结果可以看出，我们的方法同样获得最佳的分类效果，分类准确率比使用 Self-training
和 LP 方法分别平均提高了 10.7%和 3.6%。具体比较结果如下：
（1） Self-training 方法性能比 Baseline 还差，可能原因是，少量的问题标注样本刚开
始预测的准确率很低，再一步步的迭代错误类别的问题样本，带来更大的错误。
（2） 利用 LP 方法预测未标注样本再进行问题分类，其分类准确率要明显高于
Baseline 和 Self-training 方法，这是因为 LP 方法可以在标注和未标注的问题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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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互相传播标签，有效地提升标签预测准确率。该实验结果说明利用 LP 方
法在该任务中能够发挥较好的优越性。
（3） 本文提出的利用答案信息的 LP 方法，在 12 组实验中分类准确率均远远高于其
他三种方法。该结果表明答案信息确实可以扩充问题分类信息，有效地提升了
问题分类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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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methods based on 5% of initial labeled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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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methods based on 10% of initial labeled samples

6 总结
本文针对问题分类任务，提出了一种基于答案辅助的半监督问题分类方法。该方法的特
色在于充分利用已有答案的分类信息并能够结合 LP 方法进行半监督分类，从而减少了大量
的人工标注工作。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的性能在不同主题的任务中表现的都非常优秀，分
类准确率明显高于传统的半监督学习方法，进一步地提高了半监督问题分类的准确率。
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考虑使用更多的分类方法（如矩阵分解模型）进一步提高半监督

问题分类性能。我们也将考虑利用更多的特征（如：语义、句法），考察这些特征是否可以
提高问题分类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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