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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领域外话语具有内容短小、表达多样性、开放性及口语化等特点，限定领域口语对话系统中超
出领域话语的对话行为识别是一个挑战。本文提出了一种结合外部无标签微博数据的随机森林对话行为识
别方法。本文采用的微博数据无需根据应用领域特点专门收集和挑选，又与口语对话同样具有口语化和表
达多样性的特点，其训练得到的词向量在超出领域话语出现超出词汇表字词时提供了有效的相似性扩展度
量。随机森林模型具有较好的泛化能力，适合训练数据有限的分类任务。中文特定领域的口语对话语料库
测试表明，本文提出的超出领域话语的对话行为识别方法取得了优于最大熵、卷积神经网络等短文本分类
研究进展中的方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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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 Act Recognition for Out-of-Domain Utterances in Restricted
Domain Spoken Dialogue System
HUANG Peijie, WANG Jundong, KE Zixuan, LIN Piyuan
(College of Mathematic and Informatics,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short length, diversity, openness and colloquialism characteristic of out-of-domain (OOD)
utterances, dialogue act (DA) recognition for OOD utterances in restricted domain spoken dialogue system
remains a great challenge. This paper tackles this problem by proposing an effective DA recognition method using
random forest and external information. A unlabeled Weibo dataset, which is not collected for special application
domain and has the similar characteristic of colloquialism and diversity with the spoken dialogue, is used to train
the word embedding by unsupervised learning method. The trained word embedding provides similar computing
for out of vocabulary (OOV) words in the test OOD utterances and the words in training set. Random forest is a
good learning model in terms of generalization and suit for the task with limited training data set. The evaluation
using a Chinese dialogue corpus in restricted domain shows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outperforms some
state-of-the-art short text classification methods on DA recognition task.
Key words: dialogue act recognition; out-of-domain utterance; random forest; word embedding; spoken dialogue
system

1 引言
面向任务（task-oriented）的限定领域对话系统是目前人工智能和自然语言理解领域内
[1-5]
[6-7]
[8]
[9]
的研究热点之一，已广泛应用于信息查询系统 、导航系统 、导游系统 和导购系统
等自然语言智能助理。然而，当使用自然语言对话时，即使用户了解某对话系统的限定领域，
用户在对话流程中仍然不可避免会使用一些超出领域（out-of-domain，OOD）话语（utterance），
[10]

如问候、表态等 。事实上，OOD话语的现象很常见，比如AT&T的“How may I help you”
系统[2]，以及BTaxeCT和Lucent Bell合作开发的“OASIS call-steering”系统[4]，大约有20%的用
户问题是OOD的。尽管这些限定领域对话系统从完成任务角度上看只需要专注于特定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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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功能，但是如果能较为妥善地处理好OOD话语，而不仅仅是提示用户话语超出领域，将
[11]

会有效地提高用户体验 。
对话行为（dialogue act, DA）识别是处理OOD话语的关键环节，是后续对话控制和应答
[12]
的基础。在研究进展中，DA识别通常被当作短文本分类问题 。然而，与评论等短文本信
息相比，限定领域口语对话系统中的OOD话语通常长度更短，也更为口语化，并且比领域
内（in-domain）话语更具开放性和表达多样性，其DA的有效识别仍然是个挑战。已有的OOD
话语相关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OOD话语的检测，并根据检测结果简单响应用户，而缺少对
[7,13-15]

OOD话语DA的有效识别
。
本文提出一种结合外部无标签数据的OOD话语DA识别方法。由于训练分类模型的OOD
话语样例数量有限，以及OOD话语的语义开放性和口语表达多样性，待分类OOD话语中有
时会出现超出词汇表（out of vocabulary, OOV）字词。而同样具有口语化和表达多样性的微
博数据中的“字词相似性”可预期能接近于限定领域口语对话系统中OOD话语中的“字词相似
性”。因此，本文采用分布式表达方式训练无标签微博数据得到词向量(word embedding)，并
用于帮助待分类OOD话语出现OOV字词时实现有效的特征扩充。分类模型采用了随机森林
（random forests，RF）模型[16]，并通过交叉验证的方式进行了参数选择。相比于已有的研
究，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
（1）采用无标签微博数据训练的词向量作为相似性度量，在待分类 OOD 话语出现 OOV
时提供 OOV 字词的相似性扩展，从某种程度上解决了 OOD 话语的开放性带来的对话语料
库词汇覆盖不全的问题，也增强了识别方法对 OOD 所固有的口语化和表达多样性的适应。
（2）在中文手机导购领域的对话系统中评测了基于随机森林的 OOD 话语 DA 识别方
法，在训练数据有限的情况下，取得了优于最大熵（maximum entropy，ME）、卷积神经网
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等短文本分类研究进展中的方法的效果。
本文后续部分安排如下：下一节介绍相关工作。第 3 节介绍本文提出的方法。第 4 节给
出测试结果及分析。最后，第 5 节总结了本文的工作并作了简要的展望。

2 相关工作
在短文本信息，如微博、商品评论、影评等的分析领域，为了克服短文本具有的噪音多、
特征稀疏和主题不明确等特点[17]，许多机器学习模型如 SVM(support vector machine) [18]、
[19]
[20]
最大熵 、CNN 被应用于短文本分类。此外，为了解决短文本分类问题中数据稀疏问题，
结构化语义知识库如 Wikipedia、WordNet 等常被用于语义相似性计算[21]，另外一些研究则
采用在领域相关的无标签数据集上使用 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获取主题特征[22]或者
使用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训练词向量 [19]的方法增加语义特征。
在口语对话系统领域内话语的 DA 识别方面，传统的语言模型和机器学习方法如
N-gram[23]、朴素贝叶斯(naïve bayes)[24]、决策树(decision tree) [25]、最大熵[26]、神经网络[27]、
隐马尔科夫(hidden markov model，HMM)[28]、条件随机场(conditional random field, CRF)[29]
等各种分类模型被应用。较为丰富的语义或语法等文本信息被良好表达并输入到分类模型。
[28-29]

有些研究还考虑了对话上下文的序列信息

[29]

以及更深层次的异构特征学习

。

上述研究进展的方法都对 OOD 话语的 DA 识别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然而与短文本分类
及领域内话语的 DA 识别相比，OOD 话语的 DA 识别具有以下挑战：
（1）口语对话系统话语比微博、评论、新闻标题等常见短文本信息更短。如搜狗实验
室提供的中文新闻标题分类数据集，大部分文本数据长度集中在 10-21 字之间[19]，微博、电
影评论等的平均长度则更长一些，而在我们实验中的对话语料，OOD 话语平均长度只有 3.6
字，集中在 1-8 个字之间。短文本所固有的噪音多和特征稀疏在口语对话的 OOD 话语中表
现得更为突出。
另外，
口语对话中的 OOD 话语比电影评论和新闻标题等短文本更为口语化，

比微博也多了一些口语化省略的情况。
（2）相比于领域内话语，OOD 话语语义更为开放和表达多样，容易产生 OOV 字词，
并且也缺少领域内话语携带的相对较为丰富的语义或语法等文本信息。此外，OOD 话语与
对话上下文的关联也远远没有领域内话语高。
王俊东等人[10]提出的 OOD 话语处理方案中也包含了对 OOD 话语的 DA 识别，采用了
向 量 空 间 模 型 (vector space model， VSM) ， 通 过 词 频 和 期 望 交 叉 熵 (expected cross
entropy, ECE)权重计算句子相似度，不足之处在于 DA 识别方法比较简单，并且缺乏对 OOD
话语中 OOV 字词的考虑。本文采用大量无标签微博数据训练的词向量作为相似性度量，为
OOD 话语中的 OOV 字词提供相似性扩展。与大多数文本分类研究相比，本文并没有依赖
于领域密切相关的外部数据，更易于实现。此外，在中文训练语料数据有限的情况下，考虑
到以决策树为基学习器构建 Bagging 集成的随机森林模型在小样本数据集上的良好表现

[16]

，

本文采用随机森林作为分类模型。

3 基于随机森林和外部数据词向量的对话行为识别方法
3.1 总体技术框架
图 1 是本文提出的方法的总体技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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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架构中，主要分成两个阶段：（1）在训练阶段，将训练语料库中句子进行预处
理，进而针对对话系统 OOD 话语口语化的特点，利用 BOC（bag of Chinese characters）计
算特征值，生成特征向量，并使用随机森林分类器进行模型训练，得到分类器模型；（2）
在测试阶段，首先对检测到出现 OOV 字词的待识别 OOD 话语进行相似性扩展。相似性扩
展通过计算字词之间词向量的余弦相似度，找出 OOV 字词最相近的训练语料中的字词扩展
OOD 话语。接着将扩展后的 OOD 话语进行 BOC 特征值计算，并生成特征向量。最后使用
由（1）训练得到的分类器进行 DA 标签的分类。
3.2 外部数据词向量
词向量通常被称为“Word Representation”或“Word Embedding”，是通过训练无标签语料
将每个词映射成低维实数向量的方法，每一维都代表了词的浅层语义特征 [30]，通过低维实
数向量之间的距离（例如余弦相似度、欧式距离等）来描述字词之间的语义相似度。低维的
词向量避免了用传统的稀疏表达在解决某些任务的时候（比如构建语言模型）所造成的维数
灾难[31]。本文采用与 OOD 话语同样具有口语化和表达多样性的微博数据来训练词向量。
目前训练词向量的主流方法是在训练语言模型的同时得到词向量。基于统计的语言模型

能够表示成一个已出现的词和当前词的条件概率的一个极大似然表示：
T

Pˆ (w1T )   Pˆ (wt | w1t 1 )

（1）

t 1

其中， w t 表示句子中第 t 个词， wij  (wi , wi 1 ,..., w j ) 表示句子中下标 i 到 j 的子串。
针对不同的上下文构造方法，在训练词向量时主要有 CBOW （continuous bag-of-words）
和 Skip-gram 两种语言模型[32]。Skip-gram 模型允许某些词被跳过，在训练数据少的情况用
Skip-gram 可以创造更多的训练例子，而连续的 CBOW 则可以有较快的训练速度

[32]

。由于

本文采用的是大量微博数据，因此本文使用 CBOW 语言模型对词语的语义层面建模。
CBOW
语言模型不仅限于已出现的词为 w t 的上下文，而是考虑了句子中距离当前词为 n 以内的词
都看作是当前词的上下文环境，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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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OW 语言模型架构

用一个函数 f 表示当前词 wt 的上下文的向量到当前词 wt 条件概率的映射[31]，并结合
CBOW 的机制，则当前词的上下文和当前词的条件概率可以表示为：
Pˆ ( wt | context( wt ))  f ( wt , C ( wt  n ),..., C ( wt 1 ), C ( wt 1 ),..., C ( wt  n ))  f ( wt , 0|i t ||  n C ( wi ))

(2)

其中， C ( wi ) 是词语 wi 的分布式特征向量。
在训练语言模型及词向量时，对于 wt 都要扫一遍词库大小|V|，计算复杂度过高。可以
[33]
[34]
采用负采样(negative sampling) 和分层 softmax(hierarchical softmax) 的方法来降低计算复
杂度。
3.3 随机森林模型
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16]作为一种集成学习（ensemble learning）的方法，是一种利
用多棵树为基学习器构建Bagging集成的分类器。本文采用了Breiman提出的基于分类回归树
（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s，CART）[35]的随机森林模型。该模型具有良好的实用性
能和处理高维数据集的能力，并且只依赖于少数的几个容易调节的参数，已成为模式识别问
题的一 种常 用的 学习 算法

[36]

。 随 机 森 林 模 型 结 合 了 Breiman 的 自 助 聚 集 (bootstrap

[37]

aggregating) 思想和Ho的随机子空间（random subspace）[38]方法，其模型训练原理[39]如图3
所示。其中，k对应随机森林的子树数量，N为子树的分裂次数，由不同子树的样本和特征
决定，每颗子树都分裂直至最大生长，即同一个节点下所有训练样例都属于同一个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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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森林训练原理示意图

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证明了随机森林模型具有很高的预测准确率，对异常值和噪声
[39]

具有很好的容忍度，且不容易出现过拟合

。

4 实验
4.1 数据集
训练数据集采用了和文献[10]一样的 OOD 话语训练库，共 1238 句。我们在文献[10]的
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 DA 分类，如表 1 所示。共 5 大类 25 小类。
表 1 OOD 话语的 DA 类别与示例
对话行为
维度

任务进程

表态

交互功能
开始

我想买手机

结束

再见

更换

换一款

成交

买了

不成交

我不想买了

详情

具体点

不理解

啥意思？

肯定

好的

否定

不是

疑问

真的吗？

满意

挺好的

不满

差评

附和

呃...

犹豫

不知道哪个好

随便

无所谓

问候

你好

致谢

谢谢

社交义务 道歉

闲聊

其它

OOD 话语示例

不好意思

接受致谢

不用谢

接受道歉

没关系

时间

现在几点啦？

天气

今天天气好冷

身份信息

你叫什么名字？

骂人

混蛋!

其它

你猜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一些文献中，OOD 话语只限于身份信息、天气等闲聊话语，在
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把不携带领域语义信息的用户话语都当成 OOD 话语。这个广义的 OOD
定义使得一些领域任务相关的话语也被归类到 OOD 话语，如肯定或者否定的表态，或者惯
用开场语。我们希望这样的 OOD 定义对限定领域口语对话系统是有益的，因为携带领域语
义信息的话语可以根据领域语义得到较好的处理。此外，我们用一个“其它”小类代表不属
于任何前 24 个小类的 OOD 话语，该小类的训练集只用于匹配，而不参与识别模型的建模。
我们在实现的中文手机导购对话系统[9]中进行了测试。系统的测试人员是 15 名学生志
愿者，每位测试者测试 12-14 段。由于本文关注的是 OOD 话语的 DA 分类，因此，没有正
常结束的对话（可能是系统异常中断或者用户异常退出连接）中的 OOD 话语也可以使用。
用于测试的对话语料的总体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测试语料的情况
总对话 用户话
段数
193

OOD话语数量

语总数 （去重前/去重后）
2070

362/166

待识别的OOD
话语数量
131

对话语料库共193段对话，用户话语总数为2070，OOD的数量为362，占了17.5%，与文
献[2]和[4]中的口语对话系统的OOD比例相似，表明了OOD识别在限定领域口语对话系统研
究和应用中的价值。在131例未被训练集覆盖的待识别的OOD话语中，有4例属于其它小类。
因此，本文的测试集即为去除了4例其它小类之后的127句OOD话语。
4.2 实验设置
本文的外部数据库采用的是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社会媒体专委会提供的 SMP2015 微博数
据集(SMP 2015 Weibo DataSet)。该数据集超过 500G，目前我们采用了其中的一个子集（1000
万条微博，519,734 词汇，约 1.5G），与相关方法采用的搜狗实验室新闻数据（Sougo News）
（515,789 词汇）具有相当的词汇量标准。我们也验证过更大的微博数据量，在当前的 DA
识别任务中没有更好的识别效果提升。词向量采用 Python Gensim 主题模型包中的 word2vec
进行训练。随机森林的参数通过 K-折（本文的实验采用 3 折）交叉验证得到。
实验方案为：
（1）随机森林模型的参数选择：验证不同的子树数量的随机森林模型的性能。
（2）原始特征的选择：对比字和词作为原始特征的 DA 识别效果。
（3）研究进展方法 DA 识别性能对比：对比了本文提出的方法与研究进展方法的 DA
识别结果。并对比了不同外部数据对 OOV 相似性扩展的效果。
（4）训练库规模的影响：采用不同比例的训练语料库，验证本文提出的方法对训练数
据规模的依赖性。
本文的方法，结合外部无标签微博数据训练的词向量为度量的 OOV 相似性扩展的随机
森林模型，记为 RF(BOC+OOV(w2v))，对比的三种研究进展的方法如下：
（1）VSM(ECE)：王俊东等人[10]应用于 OOD 话语 DA 分类的方法，利用 ECE 选出类
别特征词，并将类别特征词以 VSM 向量形式表示类别，通过词频和 ECE 权重计算句子相
似度。
[19]

（2）ME(TFIDF)：马成龙等人 应用于短文本（网页搜索片段和新闻标题）分类的方
法，对训练数据所生成的词典利用 TFIDF 计算特征值，采用最大熵模型进行分类。
[20]

（3）CNN(w2v)：Kim 应用于短文本（电影评论）分类的方法，采用 Google 新闻语
料训练得到的词向量表达短文本中的词语，分类模型采用了 CNN，并使用了 3、4、5 三种

不同卷积窗口的卷积核。在本文的实验中，我们采用微博数据训练得到的词向量训练 CNN
模型，并通过交叉验证选择最优的卷积核数量。
4.3 实验结果分析
4.3.1 随机森林模型的参数选择
随机森林的关键参数包括子树的棵数 k 以及每棵树随机选取的特征数 m。通过交叉验证
发现 m 的最优值与经验公式 log(M)相近，其中 M 为总特征数，本文实验中 M 为 754。不同
的子树数量的随机森林模型的训练和验证结果如图 4 所示，采用的识别方法是本文的
RF(BOC+OOV(w2v))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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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子树数量的随机森林训练和验证结果
可以看到随机森林模型在训练误差已经接近为 0（20 棵子树）的情况下，随着子树数
量进一步增加，模型并没有马上进入过拟合状态，其交叉验证的正确率继续保持提升。另一
方面，也可以看到，不需要太复杂的模型（140 棵子树左右）就可以接近性能上限（在现有
的数据集条件下），并且随着子树的进一步增加保持了较稳定的验证结果，不容易产生模型
过拟合。
4.3.2 原始特征的选择
我们对比了 CNN 和 RF 模型选用字和词作为原始特征的 DA 识别效果，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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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原始特征（词和子）的 DA 识别效果
从图 5 可以看到，两种模型采用字为原始特征的识别效果比采用词的高出很多，这也
反映了对话系统的 OOD 话语口语化的特点。
4.3.3 研究进展方法 DA 识别性能对比

本文的方法与研究进展方法的 DA 识别结果如表 3 所示，各种方法都采用了字为原始特
征。其中，我们也对比了使用不同外部数据训练的词向量作为 OOV 字词提供相似性扩展时
的度量的效果。为了区别采用搜狗实验室的新闻数据（Sougo News）训练的词向量作为距
离度量的方法，在本小节中，本文的方法标记为 RF(BOC+OOV(w2v_SMP-Weibo))。在本文
的其它比较中，本文的方法标记为 RF(BOC+OOV(w2v))。
表 3 本文方法与研究进展方法的 DA 识别对比
方法

识别正确率(%)

VSM (ECE)

57.48

M E(TFIDF)

66.14

CNN(w2v)

76.38

RF(BOC)

81.89

RF(BOC+OOV(w2v_Sougo-News))

81.89

RF(BOC+OOV(w2v_SM P-Weibo))

84.25

从表 3 可以看到，本文提出的方法比 VSM(ECE)、ME(TFIDF)和 CNN(w2v)等方法分别
提高了 26.77%、18.11%和 7.87%的 OOD 话语 DA 识别正确率。与口语对话系统 OOD 话语
同样具有口语化和表达多样性的微博数据（SMP-Weibo）训练的词向量为距离度量能更好地
为 OOD 话语中的 OOV 字词提供合适的相似性扩展，而采用搜狗实验室的新闻数据（Sougo
News）训练的词向量作为距离度量没能帮助提高识别正确率。我们还进一步对比了 RF 和
CNN 方法的识别稳定性，采用了在模型选择时的验证 Top 5 的模型在测试集上的 DA 识别
正确率进行对比，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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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识别模型的识别性能稳定性
从图 6 可以看到，RF 的方法比 CNN 模型具有更稳定的识别效果。CNN 的验证 Top 5
的模型的验证正确率差异只有 1%，测试正确率差异则达到 4%。
4.3.4 训练库规模的影响
我们进一步验证了本文提出的方法对训练数据规模的依赖性。我们保持数据 DA 类别分
布比例不变，将训练语料库平均分成 10 份，每次随机增加 1 份作为训练数据。共进行了 10
遍实验（选择不同的 1 份作为第 1 份）。使用同样的测试集进行测验，测验的方法包括本文
的 RF(BOC+OOV(w2v))方法以及没对 OOV 进行相似性扩展的 RF(BOC)方法，结果如图 7
所示。从图中结果可以看到，随着训练语料库规模的增大，两种方法的识别正确率都保持增
长，可见 DA 识别方法对训练语料的依赖还是比较大的。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到，目前规模
的训练语料的 50%已经可以使本文的识别方法获得较好的识别正确率（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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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比例训练语料的测试结果

5 结束语
本文基于外部无标签微博数据训练的词向量和随机森林模型，提出了一种限定领域口语
对话系统 OOD 话语的 DA 识别方法。在中文手机导购领域的 OOD 话语测试表明，本文的
方法取得了优于研究进展中的短文本分类方法的应用效果。与限定领域口语对话系统中
OOD 话语同样具有口语化和表达多样性特点的微博数据训练得到的词向量，有助于为待分
类的 OOD 话语中的 OOV 字词找到合适的近似扩展。随机森林模型在有限的 OOD 话语训练
数据集的条件下，取得了优于最大熵和 CNN 等模型的识别效果。未来计划通过分析存在的
识别错误样例，并结合进一步扩大的训练库，探索 CNN 和长短期记忆人工神经网络
（long-short term memory, LSTM）等具有一定结构化学习优势的模型在 OOD 话语的 DA 识
别中性能提升的可能，以及多种识别模型有效结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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