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3-0077（2011）00-0000-00

面 向 阅 读 理 解 复 杂 问 题 的 句 子 融 合
谭红叶 1,2 , 赵红红 1 , 李茹 1,2
（1 山西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2 山西大学 计算智能与中文信息处理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阅读理解的研究是目前 NLP 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阅读理解中好的复杂问题解答策略不仅要进行
答案句的抽取，还要对答案句进行融合、生成相应的答案，但是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前者。本文针对复
杂问题解答中的句子融合进行研究，提出了一种兼顾句子重要信息、问题关联度与句子流畅度的句子融合
方法。该方法的主要思想为：首先，基于句子拆分和词重要度选择待融合部分；然后，基于词对齐进行句
子相同信息的合并；最后，利用基于依存关系、二元语言模型及词重要度的整数线性规划优化生成句子。
在历年高考阅读理解数据集上的测试结果表明，该方法取得了 82.62%的 F 值，同时更好地保证了结果的可
读性及信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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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ence Fusion for Complex Problem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TAN Hongye1,2 , ZHAO Honghong1 , Li Ru1,2
(1.School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06,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Computation Intelligence and
Chines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of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06,China)
Abstract: Reading comprehension system is a research focu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In these systems ，
both answer extraction and sentence fusion are necessary for answering complex problems. But current researches
only concern the former.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echniques of sentence fusion for complex problems, and presents a
method which gives consideration to sentence importance, relevancy to queries and sentence readability. Its main
idea is as follows: At first, the parts, which will be fused, are chosen b ased on sentence separation and word salient.
Then, the repeated contents are merged by word alignments. Finally, the sentences are generated based on the
integer linear optimization, which utilizes dependency relations, the language model and word salient. The
experiments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datasets i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are: the F -measure is 82.62%.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better keeps the readability and inform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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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 1999 年文本检索会议（TREC）[1]自动问答评测的开展，自动问答及阅读理解技术
的研究成为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热点，也成为判别计算机理解人类语言的一个标准。从现有
研究看，问答系统和阅读理解涉及的问题可以分为事实型问题、列表型问题、定义型问题和
[2]

复杂问题 。
目前阅读理解方面的研究大多针对简单文本和简单问题，如微软建立了一套面向儿童的
[3]

开放域阅读理解数据集 MCTest 进行相关研究 ；Facebook 的 bAbI 项目围绕仿真生成的 20
个基本文本理解和推理任务进行研究[4]。近几年，随着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Todai 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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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项目 的推出，面向真实世界复杂问题的阅读理解研究成为热点，如 NTCIR 在 2013 年
2

推出现实世界复杂问答的测评 ；CLEF 继 QA4MRE 之后开展了高考阅读理解答题评测；
2015
3
年我国也开展了“基于大数据的类人智能关键技术与系统”项目的研究 。这些测评及项目
中涉及的复杂问题包含大量主观题，其特点是需要深层理解文本、综合各类信息才能正确回
答，且答案可能不止一个版本。
[5]

目前复杂问题解答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答案句的抽取 ，但是直接将抽取的答案句作为答
案，会导致答案中存在冗余或与问题不相关的信息。因此，如果想要准确地回答问题，还必
须对候选答案句进行句子融合、重新生成答案文本，如表 1 所示的问题解答示例。因此，在
复杂问题的解答中有必要进行文本生成或句子融合的研究。
表 1：问题、答案句集及参考答案示例
【问题】本文结尾写道：“ 梅花，几千年的书香缭绕得骨清魂香，几千年的诗心陶冶得如此美丽。”请紧扣“ 书香”与“诗心”，谈
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本例选自2015年北京市语文高考试题）

【候选答案句集合】
①关于梅，人们谈论太多，种梅，赏梅，写梅，画梅，梅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
②梅花是被中国人挂在墙上，捧在手上，供在心里的，是深入血液和灵魂的一种花。
③梅花是人间尤物，人间与仙境的使者。
④梅花是我们中国民族精神的象征，凌寒飘香，不屈不挠，自强不息，铁骨冰心。
……
【参考答案】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人爱梅，种梅，写梅，赏梅，梅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梅花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
自强不息，清高孤傲精神的象征，表达作者对梅花这种品格的赞美。

常 见 的 生 成 文 本 的 方 法 有 基 于 压 缩 (Compression-based) 的 方 法 和 基 于 生 成
(Abstraction-based)的方法。Compression-based 的方法通过删除句子中一些冗余的词或短语
[8-14]

来改进生成的文本

，但该方法主要针对单个句子，没有考虑多个句子间存在的冗余信息。

Abstraction-based 的方法与人生成文本的过程较相似，对不同的句子使用删除、融合、改写
等策略得到一个新句子。句子融合是典型的基于生成的方法，目前对句子融合的研究大多针
[15]
对多文档摘要 ，基本思路是：首先根据相似度构造多个句子集，然后将每个句子集中的
句子融合为一个新句子。其特点是：待融合的句子相似度高、冗余信息多；句子融合中词语
重要性的度量主要基于句子本身来考虑；句子融合的流畅度通过语言模型或依存关系进行考
虑。
本文面向阅读理解中的复杂问题进行句子融合研究，与上述句子融合的不同之处体现
在：(1)待融合的句子大都是隐含意义丰富的复杂句，句子的冗余信息及重要信息都难以辨
别，因此冗余信息的去除及重要信息的选择比多文档摘要难度更大；(2)需要结合问题来确
定词语的重要程度。
此外，本文认为阅读理解问答中理想的句子融合应该满足：每个句子的重要信息都能保
留，且与问题紧密相关，同时句子流畅度好。因此本文提出一种兼顾句子重要信息、问题关
联度与句子流畅度的句子融合方法。该方法的主要思想为：(1)根据多个特征计算词重要度，
在词重要度中考虑问题关联度；(2)基于句子拆分选择待融合部分。将句子集中的每个句子
使用句法分析拆分成简单句，然后根据词的重要度估计每个简单句的重要度，将得分最高的
简单句作为待融合部分；(3)基于词对齐考虑句子的关联，合并多个句子的相同信息，保留
不同信息；(4)结合依存关系、二元语言模型及词重要度三方面的信息形成整数线性规划策
略来优化简单融合后的句子，其中依存关系可以保证句子的主要成分没有缺失，语言模型可
以保证句子的流畅度，词重要度可以保证重要信息的保留。通过在历年高考阅读理解数据集
上进行测试，实验表明，本文所提句子融合策略取得了 82.62%的 F 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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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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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贡献主要有：提出了阅读理解中词重要度的衡量指标，并将词重要度与问题相关
联；提出用句子拆分的方法选择重要信息，去除阅读理解中难以辨别的冗余信息；将依存关
系与语言模型相结合形成整数线性规划方案进行句子优化，更好地保证了句子的可读性及信
息量。

2 相关研究
本文主要利用 Abstraction-based 的方法进行句子融合，因此着重对此类相关工作进行阐
述。Abstraction-based 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对多个句子采用一定的策略有效去除冗余信息，保
留重要信息，然后得到一个新句子。基于这种思想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词或短语到句子的
生成、句子到句子的生成。
词或短语到句子的生成是以词或短语为基本生成单元，通过词的添加生成新句子的方
法。Wan et al.提出一种根据一些输入的词生成一个新句子的全局修正的方法，他们把新句子
的生成问题看做最大生成树的创建问题，用依存关系连接词或短语，生成过程中用了一系列
硬性约束来限制语法合法性，但该方法的问题是语料中的依存关系有可能不符合当前语境
[18]
。Cheung and Penn 提出了一种用格框架得到多文档摘要的方法，首先对句子进行依存分
析，统计得到格框架，然后将具体句子与格框架进行模板匹配得到摘要[19]。Bing and Li 所
提方法采用的语言粒度比较粗，是通过句法分析抽取出其中的动词短语 VP、名词短语 NP
作为基本生成单元，之后通过最大化句子中的信息量选择并整合 NP、VP 短语，最大化过
程中加入了一些约束，比如 NP 与 VP 是一对多的关系，代词必须删除、句子长度的限制等
[20]
。
句子融合又称为句子到句子的生成，一般通过删除句子中的词达到融合的目的。句子融
合的概念最初由 Barzilay and McKeown 在 2005 年在多文档文摘研究中提出，他们将句子融
合定义为得到一个简洁流畅的，能够反映所有句子共同信息的融合句，其目的是得到相关句
子的公共信息，从而反映多文档摘要中的重要信息。他们所提句子融合的思想是首先通过对
齐语法解析树得到需要融合的片段；然后选择包含这些片段最多的一个句子，删除其中的信
息或添加其它句子中的信息，得到一个融合的网；最后基于语言模型最优化，生成一个新句
子[15]。之后，Marsi and Krahmer 进一步提出句子融合不仅要得到句子的公共信息，同时还
要保留待融合句子间的不同信息，他们也用语言模型得到最优句子，但该方法无法解决词序
问题[16]。Filippova and Struber 分析句子集中每个句子的依存树，对齐依存树得到一个依存
图，然后用基于依存关系的整数线性规划压缩依存图，从而得到一个新的句子，通过
GermaNet 和维基百科检验语义兼容性[17]。Ganesan 等融合冗余信息多的观点数据得到简洁
的观点摘要，具体方法是首先通过将各评论中的词对齐构造一个图，然后根据冗余、子序列、
可折叠三个属性选择图中的子路径，并对其打分生成候选摘要[21]。
现有的句子融合的方法都是面向英文多文档摘要的，汉语中关于生成的研究大多仍是基
于抽取的方法[22,23]，即简单地将抽取到的相关句按照某种策略排序后得到的线性序列作为最
终的生成文本。

3 句子融合
句子融合是将句子集中的多个句子整合为一个新句子的过程，其核心环节为重要词的保
留、多余词的删除，其中需要考虑冗余的去除、词语的兼容性、句子的完整性、信息的丰富
性多种因素。因为阅读理解中的句子复杂多变，隐含意义丰富，句子间的语义鸿沟较大，因
此阅读理解中的句子融合难度较大，会产生以下问题：
(1)冗余信息难以识别。如表 1 所示，答案句集的句子①中前半句“种梅，赏梅，写梅，
画梅”与后半句“梅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表达的是相同的意思，但是从字面上无法
判别这两部分是冗余信息，句子②、③、④中同样存在冗余信息难以识别的问题。
(2)待融合部分的确定。同样以表 1 句子集中句子①为例，假设已经识别出前后两部分

属于冗余信息，那么将哪部分作为待融合部分同样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3)多信息的融合。确定了待融合部分后，多个待融合部分间可能仍含有冗余信息，多
个待融合部分的融合也是一个难点。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提出面向阅读理解复杂问题的句子融合方法，其基本框架是：
首先将一个复杂句拆分成多个简单句，并度量每个简单句的重要度，选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简单句作为待融合部分；然后用词对齐简单的把多个待融合部分合为一个句子；最后用基于
依存关系、语言模型及词重要度的整数线性规划最优化，得到最终融合的句子。
3.1 选择待融合部分
句子融合中需要考虑冗余的去除及重要信息的选择，本文用句子拆分的方法，以拆分后
的简单句为单位粗粒度的进行信息的删选，同时设定了词重要度的衡量指标，对句子拆分后
的简单句进行信息的度量，选择最重要的简单句作为待融合部分。
3.1.1 句子拆分
由于中文句子很复杂，抽取出的句子中往往含有冗余或者不重要的信息，所以需要对信
息进行删选。通过观察发现，这些冗余信息往往具有并列、平行、连谓等结构，其句法结构
相似、表达的意思相同，因此本文提出从句法结构出发，用句子拆分的方法将一个复杂句拆
分成多个简单句粗粒度的选择待融合部分。
4

句子拆分的具体过程为：首先使用 Stanford Parser 对一个复杂句进行分析，得到其句法
分析树，然后对每个结点统计其孩子结点类型，如果其孩子结点中某一类型重复出现 n 次，
则可以将该结点根据重复出现的结点类型分解为 n 个子句。分解动作只做一次，因为过多的
分解会使拆分后的子句过于简单，造成信息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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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复杂句的句法分析树

以图 1 为例，第四层中的 NP 结点的孩子结点类型 CP 重复出现 2 次，因此可以将句子
根据这一信息拆分为以下 2 个句子，“梅花是被中国人挂在墙上，捧在手上，供在心里的一
种花”、“梅花是深入灵魂和血液的一种花”，可以发现，两个句子的语义都是完整的。而更
4

http://nlp.stanford.edu/software/lex-parser.shtml，参见文献[24]

底层的 VP 结点同样也有这一特征，但是根据前面的约束，对其不做任何操作。
3.1.2 待融合部分的重要度评价
对复杂句拆分之后，需要选择合适、重要的简单句作为待融合部分，其重要度的度量是
通过词重要度的综合得到的。
本文根据以下特征衡量词的重要度。
(1)tfidf 特征：该特征是将句子作为短文档得到词的 tfidf 值，将其值记为(wi ) ，具体按
照公式(1)计算：
( wi ) 

wi 在文档中出现的次数
文档总句子数
 log
文档中总词数
包含wi的句子数

(1)

(2)情感词特征：散文等文学作品很多时候是借景抒情、托物言志，通过描写景物来传
达作者的情感，因此情感词尤为重要。比如：
“梅花是中国最美的花”，其中“美”是一个情
感词，表达了作者对梅花的喜爱和赞美之情。因此本文认为情感词的重要度的权重需要加大。
如果词 w i 是情感词，则词重要度值增加(wi ) 。情感词的判断是根据 hownet5 中词的 S_C 属
性。
(3)问题关联度特征：一般情况下，词与问题的关联度越大，该词越重要。本文中词 w i
与问题 Q 的关联度由词 w i 与 Q 中除停用词之外的每个词 qj 的相似度衡量，使用 word2vec6 将
词表示成词向量的形式，用向量的余弦相似度计算词的相似度。w i 与 qj 的相似度记为
cos(w i ,qj)，取其最高值作为词 wi 与问题 Q 的关联度，记为  ( wi , Q) ，具体如公式(2)所示：
 ( wi , Q)  max cos( wi , q j )
q j Q

(2)

基于上述特征，在特定问题 Q 下，词 wi 的重要度按照公式(3)计算：

I ( wi , Q)  a( wi )  b( wi )  c( wi , Q)

(3)

待融合部分 s 的重要度按照公式(4)计算：

I (s, Q)   I (wi , Q)

(4)

w i s

3.2 基于词对齐的句子融合
多个待融合部分的简单融合可以通过词对齐实现。词是句子最基本的构成单元，通过词
对齐可以将冗余信息减少到最低，同时，其它有用信息也可以完整的保留下来。
词对齐的过程仍然需要用到句法分析的结果，将词表示为带句法信息的词，句法信息即
词的句法路径，比如图 2 中的“梅花”，其句法信息表示为“ROOT-IP-NP-NR”。然后词的
对齐可以根据以下规定进行：
(1)两个词完全相同，并且词的句法信息相同；
(2)两个词是近义词，并且词的句法信息相同。
其中，近义词根据“哈工大社会计算与信息检索研究中心同义词词林扩展版”的第五级
进行判断。融合中需要注意的一个词是“的”，由于“的”之后限定的词可能会不同，所以
不能将满足规定的“的”进行融合，否则，会使句子混乱。
词对齐之后，两个对齐词的中间信息按照线性序列排列即可。如图 2(a)、图 2(b)中，能
对齐的词只有“梅花”及标点符号“。”，中间信息按照线性序列排列，得到对齐后的句子为
“梅花是深入灵魂和血液的一种花，有几千年的栽培史。”，其中标点符号“，”是对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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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入的。
ROOT

ROOT

IP
NP

VP

NR VC

。

NP

梅花 是

IP

PU

DNP

NP
NR

NP

QP

DEG CD CLP NN

NP

的 一

ADJP

NP

JJ

NN CC NN

M

VP

PU

VE

梅花 有

花

种

深入 灵魂 和 血液

。

NP
DNP

NP

NP

DEG

NN

NN

NT

的

栽培

史

几千年

(a)

(b)
图 2：简单句的句法分析树

3.3 句子生成
词对齐融合后的句子有时存在多余信息，同时流畅度不够，因此需要进一步处理。本文
使用整数线性规划思想，将句子生成问题看做优化问题，即优化目标是使句子可读性及重要
度最大化。目标函数中综合了依存关系、语言模型及词重要度三种因素，其中句子可读性通
过词的依存关系概率及二元语言模型概率进行决策，句子重要度通过词重要度进行决策。
目标函数如公式(5)所示：
n
z  max  δ( wi )  P(d i | hi )  I ( wi , Q) 
 i 1

n

n 1

  (w , w )  P(w
i 0 j i 1

i

j

j


| wi ) I ( wi , Q)  I ( w j , Q) 






(5)

其中，w i 表示第 i 个词，P(di |hi ) 表示依存关系概率，其中 hi 表示依存关系中 w i 的父亲
节点词，di 表示 hi 与 w i 的依存关系类型；P(w j|wi )表示二元语言模型。
δ(wi ) 、 (wi , w j ) 分别由依存关系、语言模型决定，其取值如(6)(7)所示：

1 如果词wi 保留
δ( wi )  
i  1..n
otherwise
0
1 如果词wi , w j 都保留
( wi , w j )  
i  0..n, j  i  1..n  1
otherwise
0

(6)

(7)

其中，i=0 时 w i 表示句子的开始标志，j=n+1 时 w j 表示句子的结束标志。
整数线性规划的约束如下：
(1)句子起始约束：以下两个约束保证一个句子中必须有一个词作为开始词，同时，必
须有一个词作为结束词。
n

 (w , w )  1
j 1

0

j

n

 (w , w
i 1

i

n 1

) 1

(8)

(9)

(2)语言模型连通性约束：下式保证语言模型中每个词都有后继词，同时每个词都有前
驱词。

k -1

 (wi , wk ) 
i 0

n 1

 (w , w ), k  1..n

j  k 1

k

j

(10)

(3)依存关系的连通性约束：下式表示词 w i 如果保留，则其父亲结点词 hi 也保留，以此
保证依存关系的连通性。
(11)
δ( wi )  δ(hi )  0, i  1..n
(4)语言模型、依存关系一致性约束：语言模型词的保留与依存关系中词的保留一致。
k 1

 (w , w )  δ(w ), k  1..n
i 0

i

k

k

(12)

(5)语义完整性约束：保证句子主要成分，即主、谓、宾，必须保留。其中，di =HED 时
表示词 w i 是依存关系中的核心词，di =SVB 时表示词 w i 是核心词的主语，di =VOB 时表示词
w i 是核心词的谓语。
(13)
δ( wi )  1, di {HED, SVB,V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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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具体实现时采用了开源整数线性规划代码 ，利用哈工大 LTP 进行依存分析。

4 实验结果
4.1 实验过程
实验过程中 word2vec 的训练及 P(di |hi ) 、P(w j |wi )的估计都是基于网络爬取的大规模文
本数据。由于本文面向的是文学作品的阅读理解，且 word2vec 训练得到的词向量对训练语
料的依赖性很强，因此我们下载了近 7 万篇文学作品，规模为 416MB，来进行相关参数的
估计。词重要度中的参数在实验中经过多次测试后，最终设定为 (wi ) =0.1，a=0.8，b=0.1，
c=0.1。
本文的目标是复杂问题的解答，所以选择北京市近 11 年的语文高考试题进行测试，其
中涉及到句子融合的复杂问题有二十道，在该数据上进行的实验记作实验一。该实验中的句
子融合是基于正确的答案句子集进行。
由于实验一中的相关数据及问题比较少，为了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我们设计了另一
组实验，记作实验二。一般来说，文章中每个自然段是一个独立的短文本，段中各句互相关
联，且其主题与文章题目相关。基于该观察，实验二为：将每个文章中的每个自然段落作为
一个句子集，文章题目作为问题，然后对每段中的句子做句子融合。共收集了 135 篇文章，
每篇文章平均有 10 个段落，相当于对 1350 个句子集进行句子融合。
4.2 结果及分析
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专门针对句子融合的自动评测方法。文献[17]中使用人工评测的方
法，从可读性及信息量两个方面评价句子融合结果。参照文献[17],本文采用人工评测的方法，
从可读性及信息量两个方面对句子融合结果进行打分，分值为 1-5。这里的信息量表示与问
题相关的程度。实验中由三名标注者从这两个评测方面对句子融合结果打分，最后取平均值
作为评测结果。另外，本文还借鉴了文献[14]中句子压缩的评测方法：首先人工对句子集中
的每个词打标签，1 表示该词应该保留，否则表示删除，然后将人工标注结果与句子融合结
果相对比，最后基于准确率、召回率计算得到 F 值来评价实验结果。标注者对 7267 个词标
注的结果显示，两两标注的一致性最高为 84.07%，说明句子融合任务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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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实现了一个类似文献[17]的方法作为 Baseline1，即首先将句子集表示成依存图，然
后用基于依存句法的整数线性规划压缩依存图，生成新的句子，其中考虑了依存关系连通性
约束及语义完整性约束，该方法是目前所查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句子融合方法。其中词的重
要度通过 tfidf 值计算，因为在单篇文章中，tfidf 值更能显示出词之间的差异性。另外，为
了去除词重要度的影响，我们将 Baseline1 中的词重要度计算方法替换为本文的词重要度计
算方法，作为 Baseline2。Baseline3 是参考文献[15]中的方法，基于语言模型的整数线性规
划对句子进行优化，但词重要度计算方法与本文所提方法一致。Baseline4 是参考文献[20]
中的方法，该方法以句法分析后的名词短语 NP 及动词短语 VP 为基本生成单元，然后通过
最大化句子重要度生成新句子。本文方法与 Baseline 的实验结果如表 2 所示，其中实验二是
从句子融合结果中随机抽取 200 句进行人工评测得到的。
表 2： 本文方法与 Baseline 对比实验结果
实验一（复杂问题解答中的句子融合）

实验二（针对自然段落的句子融合）

方法
F值（%）

可读性

信息量

平均长度

F值（%）

可读性

信息量

平均长度

本文方法

82.62%

3.78

3.92

36.63

82.21%

3.81

3.98

33.48

Baseline1

67.42%

3.11

3.04

27.05

63.43%

3.11

3.16

26.68

Baseline2

77.49%

3.58

3.75

32.53

71.64%

3.59

3.82

28.50

Baseline3

56.77%

1.33

1.84

17.63

56.56%

1.67

2.16

15.41

Baseline4

54.56%

2.12

2.06

23.39

53.01%

2.23

2.09

21.21

本文方法与 Baseline1 对比可以看出，在复杂问题中本文句子融合方法的效果明显优于
Baseline1；与 Baseline2、BaseLine3 对比可以看出，基于依存关系及语言模型的整数线性规
划函数比单纯基于依存关系或语言模型的整数线性规划函数效果好；Baseline4 的语言粒度
较粗，而本文面向的句子都是复杂句，因此该方法效果较差，容易产生冗余无法去除、融合
效果差、语法不合理等问题。
为了评测复杂问题中词的问题关联度的影响，我们设计了一组去除问题关联度特征的对
比实验，实验结果如表 3 所示，可以看出，问题关联度特征对问题的回答有重要的指示作用。
表 3： 去除问题关联度的对比实验结果
实验一（复杂问题解答中的句子融合）
方法

实验二（针对自然段落的句子融合）

F值（%）

可读性

信息量

平均长度

F值（%）

可读性

信息量

平均长度

本文方法

82.62%

3.78

3.92

36.63

82.21%

3.81

3.98

33.48

去除问题关联度

67.86%

3.42

3.21

29.21

68.13%

3.51

3.27

29.21

为了评价本文所提词重要度表示方法中各项参数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我们设计了 3 组对
比实验。本文方法涉及到的参数分别为：词重要度中的 tfidf 特征(TI)，词重要度中的情感词
特征(SW)，词重要度中的问题关联度特征(QR)。对比实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各参数影响
参数

实验一（复杂问题解答中的句子融合）

实验二（针对自然段落的句子融合）

F值（%）

可读性

信息量

平均长度

F值（%）

可读性

信息量

平均长度

① TI + SW + Q R

82.62%

3.78

3.92

36.63

82.21%

3.81

3.98

33.48

② TI + SW

67.86%

3.42

3.21

29.21

68.13%

3.51

3.27

29.21

③ TI + QR

80.67%

3.69

3.86

36.21

74.09%

3.76

3.83

30.88

④ TI

67.06%

3.29

3.14

28.79

62.02%

3.43

3.20

28.55

由实验①、②、③、④可以看出，整数线性规划目标函数相同的情况下，词重要度的度
量对实验结果有一定影响，包含 TI、SW、QR 三个特征的词重要度度量比其它度量指标效
果好。
综上得知，本文方法中词重要度的度量指标对信息量的衡量有明显作用，同时基于依存

关系及语言模型的线性规划也很大程度的提高了句子的流畅度，保留了句子中的重要信息。
本文实验中存在的问题有以下两点：(1)实验严重依赖于句法分析及依存分析工具，句
法分析结果对句子拆分、词对齐有重要影响，依存分析结果对整数线性规划最优化有重要影
响，错误的分析结果最终会产生不合理的句子；(2)由于阅读理解中语言现象比较复杂，经
常会出现很多不常见的搭配词汇，因此不可避免的整数线性规划部分 P(di |hi) 、P(w j |wi )的统
计结果会有数据稀疏的问题，对实验结果也有一定的影响。表 5 是对表 1 中句子集融合时，
各个处理环节结果的一个展示。
表 5：句子融合示例
【问题及待融合句子集】见表1中的【问题】、【候选答案句集合】
【待融合部分选择结果】
①关于梅，人们谈论太多，种梅，赏梅，写梅，画梅。
②我说梅花是是深入血液和灵魂的一种花。
③梅花是人间与仙境的使者。
④梅花是我们中国民族精神的象征。
【词对齐融合结果】关于梅，人们谈论太多，种梅，赏梅，写梅，画梅，我说梅花是是深入血液和灵魂的一种花，梅花是人间
与仙境的使者，我们中国民族精神的象征。
【句子优化生成结果】关于梅，人们谈论多，种梅，赏梅，写梅，画梅，我说是深入血液的一种花，是人间使者，我们中国民
族精神象征。

5 总结
阅读理解中复杂问答的研究，除了答案句抽取之外，必不可少的一项是答案的生成，针
对这一难题，本文提出了句子融合的生成方法。在句子融合时，首先考虑词语重要度的衡量
指标；然后拆分待融合句，根据词重要度从拆分得到的简单句中选择最重要的简单句作为待
融合部分；再用简单的词对齐策略融合多个句子的关联信息；最后进行句子流畅度的考量，
使用基于依存关系、语言模型及词重要度的整数线性规划得到最优句。最终的实验结果表明
这种句子融合的方法效果较好。在未来的工作中，首先需要考虑具体问题的答案句集的构建；
其次在句子融合过程中，除词对齐的策略外，应该再考虑其它融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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