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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问题与答案共同表示学习的半监督问题分类方法
张栋，李寿山，王晶晶
（苏州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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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基于问题和答案共同表示学习的问题分类方法。该方法的特色在于，利用问题及其答案作为共同的上下
文环境，学习词的分布式表示，从而充分利用未标注样本中问题和答案隐含的分类信息。具体而言，首先，
我们引入神经网络语言模型，利用问题与答案共同学习词向量表示，增加问题词向量的信息量；其次，加
入大量未标注的问题与答案样本参与词向量学习，进一步增强问题词向量表示能力；最后，将已标注的问
题样本以词向量形式表示作为训练样本，采用卷积神经网络建立问题分类模型。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
的基于半监督问题分类方法能够充分利用词向量表示和大量未标注样本来提升性能，明显优于其他基准半
监督分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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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supervised Question Classification with Jointly Learning
Question and Answer Representations
Dong Zhang, Shoushan Li, Jingjing Wang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 Techn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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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intly learning question and answer representations. The characteristic is that we consider the question and its
corresponding answer as conjunct context to learn the word distributed representation. Specifically, neural network
language model is introduced to learn question and answer representations jointly, so that the word vectors of
question are added more information. Secondly, large numbers of unlabeled questions and answers participate in
word vectors learning, which could strengthen the representation capacit y of question word vectors. Finally, we
represent the questions of word vectors as training samples, adopting the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to construct
the question classifier.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method of semi-supervised question
classification with synergetic representations learning in this paper can make full use of word vectors and the
unlabeled samples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and is better than other strong semi-supervised methods.
Key words: Question classification; Joint representations; Semi-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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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中用户
交互信息的迅猛发展，问答系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问题分类是其中最基础的任务，可
以有效地减小答案的候选空间，并影响答案的抽取策略，根据问题的不同类别采用不同的答
[1]
案选择策略和知识库 。
问题分类可以看作一种特殊的文本分类任务。然而，问题分类与一般的文本分类任务存
在明显的差别。首先，问题文本通常比较短，问题中包含的数目非常有限[2]。仅利用问题文
本进行分类，会存在信息量非常缺乏的问题。此外，传统的词袋模型并不能捕捉文本中词的
语义关系，丢失了大量有用信息；其次，已标注的问题资源比较匮乏，语料标注需要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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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人力和物力

[3,4]

。因此，如何加入更多的辅助特征扩充问题信息并充分利用未标注样

[5,6]

本信息提升分类性能 ，是问题分类任务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问题与答案共同表示学习的半监督问题分类方法：
一方面，本文的方法引入神经网络语言模型，学习分布式词向量来表示每个词特征，该
表示考虑了词语的语义信息和词语在上下文中的依赖关系并且所得特征维数可控，有效缓解
词袋模型存在的数据稀疏性和语义敏感性问题。此外，该方法充分利用问题已有的答案来扩
充分类信息，较好地解决了问题包含的词汇信息量少的难点。例如表 1 所示，在未利用答案
文本的情况下，仅利用问题文本学习到的词向量作为特征表示，“360 问答开放平台是做什
么的?”很难判断其所属类别。其原因可能是该问题中没有包含任何明显的主题信息，例如“电

脑”、“互联网”等。然而，加入了答案文本后，由于答案文本中出现“互联网”，问题与答
案共同学习词向量，问题特征所学得的多维度词向量也包含“互联网”等信息。因此，该问题
可以被准确地识别为“电脑”类问题。
表 1 利用答案文本扩充问题信息实例
Table 1 Examples of question classification with answers
正确类别——电脑

利用问题与答

征分类为

案特征分类为

无法确定

电脑类

360 问答开放平台是做什么的?

问题
答案

仅利用问题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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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方法是一种半监督学习方法，能够充分利用大量未标注的问题与对应
答案，通过互相帮助地分布式词向量学习，增加问题文本中词表示的内在信息，解决标注语
料匮乏的问题[7]。
具体而言，首先，本文引入神经网络语言模型，由于答案与问题保持语义一致性，可以
利用答案扩充问题信息，共同学习词向量表示，如图 1 所示。其次，充分利用大量未标注的
问题与对应答案参与词向量学习，增加问题词向量的表示能力。最后，将已标注的问题样本
以词向量形式表示作为训练集，采用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
训练问题文本分类器。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基于问题与答案共同表示学习的半监督分
类方法有助于大幅提升问题分类准确率。
问题
答案
图 1 问题与答案共同学习词向量
Figure 1 Questions and answers learning word vectors joi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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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答案共同表示学习的半监督问题分类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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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分类研究主要采用基于特征统计的机器学习分类方法，且大部分的研究集中
[8]

在全监督方式的问题分类上。Aijawa 等人根据提问者期望主观或者客观的答案，将问题定
义为主客观问题两种类型，利用一元和二元词特征采用平滑的朴素贝叶斯方法进行问题分类；
[9]

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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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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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杨思春 等人针对当前问题分类研究中特征提取的处理开销较大，提出一种融合基本
特征和词袋绑定特征的问句特征模型。在分别提取问题中的词袋、词性等基本特征及其对应
的词袋绑定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将基本特征与词袋绑定特征进行融合，以获取更加高效的问
句特征集合。Liu[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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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利用了句法依赖关系和词性特征。
对于半监督方式的问题分类工作相对比较少。Chen [13]等人利用基于图概念的标签传播
算法实现问题分类，在百度知道语料上，评价结果远远高于KNN和SVM方法。与之不同的
[14]
是，张栋 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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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特征使用词袋模型一起来表示样本，然后利用标签传播方法（LP）自动标注未标注样
本的类别，接着剔除答案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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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进行分类，实验结果明显优于其他基准方法。
与以上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提出了基于问题与答案共同表示学习的半监督问题分类方法。
一方面，引入神经网络语言模型，利用问题和对应答案共同学习词向量，有效地补充了问题
文本的词向量信息。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大量未标注的问题文本以及对应的答案文本参与词
向量学习，进一步增强问题词向量表示能力，从而提升分类准确率，减小人工标注工作量。

3 语料收集与描述
表 2 问题与答案实例
Table 2 Question and answer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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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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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语料来自360问答社区1 ，其大类别总共有15个。本文随机抓取了其中五个类别的问
答数据，分别是：电脑/网络、文化/艺术、健康/医疗、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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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条问答。表2给出几组问答实例。

4 基于问题与答案共同表示学习的半监督问题分类方法
Softmax 输出
全连接层

…

最大池化层

…

卷积层

…
…

已标注问题输入

共同表示

已标注问题

未标注问题

对应答案

对应答案

图 2 基于问题与答案共同表示学习的半监督问题分类方法架构图
Figure 2 Semi-supervised question classification with jointly learning question and answer representation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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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 所示，是本文所提出的问题分类方法的完整架构图。首先，我们引入神经网络语
言模型，利用问题与答案共同学习词向量表示，增加问题词向量的信息量；其次，加入大量
未标注的问题与答案样本参与词向量学习，进一步增强问题词向量表示能力；最后，将已标
注的问题样本以词向量形式表示作为训练样本，采用卷积神经网络建立问题分类模型。
4．1 词向量表示学习
本文引入神经网络语言模型，把每个词表示成词向量的形式，目的是将最小的语义单位
表示成一个 n 维的向量，向量中的每一维表示某种隐含的句法或者语义信息。该过程是一种
无监督的过程，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大量未标注样本中词的共现信息、语义信息以及依赖关
[15]
系。本文学习词向量的基础模型采用基于层次化 Softmax 的 Skip-gram 模型 。该模型输出
层对应一棵二叉树，它是以语料中出现过的词当叶子节点，以各词在语料中出现的次数当权
值构造出来的 Huffman 树。在这棵 Huffman 树中，叶子节点共 N 个，对应词典 D 中的词。
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问题与答案共同学习词向量的方式，具体计算如下：
算法流程：
输入：
当前词 w ；

当前词上下文词集合 Contextq  w

Contexta  w ；

输出：

窗口中所有词的向量表示 v   ；

程序：
FOR

u  Contextq  w Contexta  w DO

{

e0
FOR j  2 : l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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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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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问题与答案共同学习词向量的算法流程
Figure 3 The algorithm flow of question and answer learning word vectors jointly

首先将问题和答案平行拼接，补齐至等长。已知问题或者答案中当前词 w（此处假设是
问题中的一个词）,需要对其上下文 Context  w 中（该上下文既包含问题词也包含答案词）
的词进行预测，因此目标函数表示为：

L



wCq Ca

log p  Contextq  w  Contexta  w  w 

(1)

这里，Cq 、Ca 分别表示问题与答案语料，Contextq  w  表示 w 上下文中属于问题词的集合，

Contexta  w  表示 w 上下文中属于答案词的集合。对数似然函数（1）的具体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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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
这里，问题与答案两组窗口词组成 Huffman 树，d j  0,1 表示路径 pu （从根节点出发到达

词 u 对应叶子节点的路径）中第 j 个节点对应的编码。 uj1 表示路径 pu 中第 j 个非叶子节点
对应的向量。 v  w 表示当前词的词向量表示。利用随机梯度法对其进行优化，得到两类关
键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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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ntexta  w   为例，如图 3 所示，给出了问题与答案共同学习词向

量的算法流程。
4．2 基于问题与答案共同表示学习的半监督问题分类方法
卷积神经网络模型最早被应用在图像处理中，随后被证明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也是十分
有效的[16]，可以充分利用数据内部结构信息[17]。图2描述了一种经典的处理文本的卷积神经
网络模型[18]。在对卷积神经网络进行训练时，本文采用的目标函数是最小化目标概率分布
和实际概率分布的交叉熵，具体定义为：
1 t
2
(5)
J      i 1 log p z * X i ,   
t
其中， t 是训练样本数目， 是正则化因子， z* 是样本 X i 的正确类别， 是卷积神经网络





中需要学习的超参数的集合。
根据训练目标函数，通过梯度下降算法计算样本的 误差，并使用反向传播（ Back
Propagation, BP）的方式更新网络结构的参数集合  ，具体的更新公式为：
J  
   


(6)

算法流程：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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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标注问题样本集合 U q ，对应的答案样本集合 U a ；
问题测试样本集合 T ，对应真实类别集合 C ；
输出：
问题测试样本分类正确率 Acc ；
程序：
（1）已标注问题样本与对应答案样本平行拼接为样本集合 L ；
未标注问题样本与对应答案样本平行拼接为样本集合 U ；

L  U 共同表示学习，获得 Lq 词向量表示；
（2）将 Lq 分为训练集 Trans 和验证集 Vals ：
a）利用 Trans 训练卷积神经网络分类器 CNN ，并保存 CNN 模型；
b）利用（a）中保存的 CNN 预测 Vals 类别，并记录对应的分类正确率 valAcc ；
c）以上两步迭代 m 次，在这 m 次中选择 valAcc 最高时对应的 CNN 模型作为最优分类模型；
（3）利用最优分类模型预测 T ，获得测试样本预测类别集合

predC

（4）比对测试样本真实类别，获得分类正确的个数 num ，则 Acc  num C
图 4 基于问题与答案共同表示学习的半监督分类方法流程
Figure 4 The algorithm flow of semi-supervised approach with jointly learning question and answer

如图 4 所示，给出了基于问题与答案共同表示学习的半监督分类方法的流程。首先，我

们引入神经网络语言模型，利用问题与答案共同学习词向量表示，增加问题词向量的信息量；
其次，加入大量未标注的问题与答案样本参与词向量学习，
进一步增强问题词向量表示能力；
最后，将已标注的问题样本以词向量形式表示作为训练样本，采用卷积神经网络建立问题分
类模型，对测试问题样本进行类别预测。

5 实验
5．1 实验设置
数据集：实验使用五个主题的问答语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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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是从其他四个主题中分别随机选取 500 条问答对，构成 2000 条问答语料。因此，实验中
一共包括 5 个二元分类问题。
5 个二元主题分类任务，分别随机选取每个主题 400 条问答
（320
条问题作为训练集，80 问题条作为验证集）作为已标注样本，2800 条问答作为未标注样本，
800 条问题作为测试样本（不包含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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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danNLP2 。
特征表示：
（1）Baseline、LP：选取词的一元特征（Unigram），采用词袋（Bag of Words）
模型表示（2）CNN：采用分布式词向量表示（Word Embedding）
分类器：
（1）采用 MALLET 机器学习工具包中的最大熵分类器3（2）采用 Keras 框架中
4

卷积神经网络分类器
评价标准：使用准确率（Accuracy）作为结果的评价标准。
模型参数设置：
（1）最大熵模型采用默认参数（2）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参数也是采用默
认参数，设置如表 3 所示：
表 3 卷积神经网络分类模型中的参数设置
Table 3 Parameters setting i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参数描述

值

词向量维度

100

词向量学习迭代次数

35

词向量学习窗口大小

5

问题输入最大长度

100

卷积核个数

50

卷积核宽度

3

全连接层维度

100

卷积神经网络分类模型迭代次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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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P（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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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类别的问题全部作为训练样本，训练问题分类器



LP（问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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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本通过 LP 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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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问题全部作为训练样本，训练问题分类器
CNN（问题）：只利用已标注问题文本与未标注问题文本学习词向量，并使用卷积
神经网络训练问题分类器

https://code.google.com/p/fudannlp/
http://mallet.cs.umass.edu/
https://github.com/fchollet/keras



CNN（问题+答案）：使用标注、未标注的问题与对应答案共同学习词向量，并使
用卷积神经网络训练问题分类器
图 5 给出了五种方法的分类性能比较。从图中结果可以看出，我们提出的问题与答案共
同表示学习方法获得的分类效果明显优于其他方法，其分类准确率比使用问题与答案的 LP
方法提高了 2.9%。具体比较结果如下：
（1） 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四种半监督方法相对于 Baseline 均有明显的性能提升，说
明利用未标注样本对问题分类任务是十分有效的。
（2） 对比 CNN（问题）与 LP（问题）、CNN（问题+答案）与 LP（问题+答案）方
法，可以发现 CNN 相关的两种方法要明显优于 LP 相关的两种方法。说明在问
题分类任务中，基于词向量表示的半监督方法挖掘了词之间的语义关系，相比
词袋模型表示的半监督方法表现出更加优越的性能。
（3） 对比 LP（问题+答案）与 LP（问题）
、CNN（问题+答案）与 CNN（问题）方
法，可以发现利用答案文本扩充问题文本信息，确实可以提升问题分类性能。
（4） 本文提出的问题与答案共同学习词向量的半监督问题分类方法，在五个主题实
验中分类准确率均远远高于其他四种方法。该结果表明在问题与答案共同学习
词向量时，每个窗口中既包含问题词又包含答案词，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答案
信息，从而提升问题词向量的表示能力，最终用来提升问题分类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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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半监督分类方法性能比较
Figure 5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semi-supervised methods

6 总结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问题与答案共同表示学习的半监督问题分类方法。该方法的特色在
于：一方面，利用问题文本与答案文本共同学习词向量，增强问题词向量的表示能力；另一
方面，充分利用大量的未标注样本，参与已标注样本共同学习词向量，进一步捕捉数据中的
隐藏信息，减少了大量的人工标注工作。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在不同主题的问题分类任务中
都表现得非常优秀，分类性能明显优于传统的半监督学习方法。
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考虑使用更多的表示学习方法（如主题词向量模型）进一步增加
词向量所包含的信息。我们也将考虑利用更多的神经网络分类模型（如：循环、递归神经网
络），考察这些方法是否可以进一步捕捉词向量之间的内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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