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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基于注意力（attention）机制的循环神经网络在文本分类中表现出显著的性能。然而，当训练集
数据有限时，测试集数据中许多领域实体指称项在训练集中处于低频，甚至从未出现，如，中文话语领域分类任务。
本文提出结合特殊领域实体识别的远监督话语分类模型。首先，通过远监督（distant supervision）的方式获取数据集
中的领域知识，显著地减少了人工操作；其次，利用特殊领域实体识别和本地构建的补充性知识库去补全远监督获取
的领域知识，旨在为模型提供更加全面的领域知识；最后，对基于上下文的语义特征和知识特征这两种异构信息提出
了细粒度拼接机制，在词级上融合了预训练词汇语义表达和领域知识表达，有效地提升了分类模型的性能。通过与研
究进展的文本分类模型的对比实验表明，本文的模型在中文话语领域分类基准数据集的实验上取得了较高的正确率，
特别是在知识敏感型领域，较研究进展方法具有显著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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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ant Supervision Based Utterance Domain Classification with
Domain-Special NER
HE Yuhong, HUANG Peijie, DU Zefeng, LIU Wei and ZHU Jian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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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 with an attention mechanism have achieved strong results on text
classification. However, when the labeled training data is not substantial, such as in Chinese utterance domain classification
(DC) task, many domain entity mentions have low frequency or are unseen in the training data, which presents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To address this issue, this paper proposes knowledge-based neural DC (K-NDC) models that incorporate domain
knowledge from external sources into neural DC to enrich the representations of utterances. Firstly, decent entities and types
are obtained by distant supervision from CN-Probase. Then domain-special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NER) and complement
KB are exploited to further complement the knowledge coverage. Finally we design a novel mechanism for merging
knowledge with utterance representations at fine-grained (Chinese word level). Experiments on the SMP-ECDT benchmark
corpus show that comparing with the state of the art text classification models the proposed metho d achieves a strong
performance, especially in knowledge-intensive 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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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智 能助手在我们的日常生 活中变得越

0

引言

来越重要，很多日常便携设备，如手机、智能手
表、电脑都引入了智能助手应用程序 [1]。智能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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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的 关 键 组 成 部 分 是 口 语 语 言 理 解 （ spoken
language understanding，SLU）模块，即机器通过
理解用户特定的指令，有针对性地去执行任务 [2]。

表1

2

SMP-ECDT 数据集示例

序号

话语

领域

这种对“特定指令”进行理解的第一步是，将接收

1

打开优酷网

网站

到的用户的话语分类到特定的领域中，以便进行

2

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

音乐

进一步处理。此过程称为话语领域分类（domain

3

我只在乎你

音乐

4

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下一句是什么？

诗词

classification，DC）

[3-4]

。

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迅速发展，一系列深度
神经网络（deep neural networks，DNNs）被应用

为了解决这些局限性，本文提出了融合知识

于 文 本分 类的 任务 上 [3] 。 最 近， 循环 神经 网络

的 神 经 话 语 领 域 分 类 模 型 （ knowledge-based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RNN） [5-7] 由于具有

neural utterance domain classification，K-NDC），

较好的随时间保存序列信息的能力而被广泛应

即利用外部领域知识来丰富话语表征学习。具体

用于文本分类任务。此外，有研究工作在 RNN

地，我们的目标是如何适当地利用知识库

的基础上，引入了注意力（attention）机制，使

（knowledge bases，KBs）中的实体及其领域标

得 RNN 能够选择性地关注序列中特定的信息，

签信息构建知识特征去增强语言的理解。

并且在分类正确率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在 KBs 的背景下，远监督方式利用远程外部

尽管上述研究表明，现有的神经文本分类器

KBs 中的实体及其领域标签信息去获取数据集的

在经验上表现良好，但从话语领域理解的角度来

领域知识，能够降低昂贵的人力成本 [9-12] 。在本

看，它们仍然存在局限性。首先，这些神经分类

文中，我们首先依赖于通用知识库 CN-Probase，

器的有效性依赖于大量的标注训练数据，即，当

通过远监督 [13]初步获取数据集的领域知识。由于

训练数据有限时，如，在中文话语领域分类任务

通用知识库应用于特殊领域的任务会造成一些

（如本文实验采用的中文话语领域分类基准语

实体及其领域标签信息缺失，我们运用特殊领域

料 SMP-ECDT）中，测试集中许多领域实体指称

实体识别 [14]去抓取丢失的实体指称项，并利用可

项（entity mention）在训练集中很低频，甚至没

靠的额外知识来源构建本地知识库去补充缺失

出现过，这就导致这些领域实体指称项在注意力

的领域标签信息，旨在为模型提供更加全面的领

机制中的权重是一个趋近 0 的数，从而造成了信

域知识。

息损失和模型性能下降。

最后，基于获取的领域知识，我们研究了如

其次，现有的神经文本分类器欠缺了对领域

何将知识融入到 NDC 模型中。许多已有研究采

实体指称项分词不合理的考虑。分词是处理中文

用了粗粒度拼接机制，利用句子级别的知识表达

文本的一个必备基本操作，现有的流行分词工具

来丰富话语表达 [15-16]。尽管该机制在一定程度上

对领域实体指称项分词都存在局限性，这限制了

能够将领域知识作为背景特征提供给分类器，但

领域实体指称项语义表达的准确性。例如，表 1

它忽略了知识对话语中每个词语的影响。为此，

句子 2 的歌曲名实体指称项“一路上有你” 对应

本文设计了一个细粒度拼接机制，在词级别上，

的分词是“一路上”、“有”和“你”， 显然他们之间

构建词汇语义表达和领域知识表达之间的匹配，

的语义是不等价的，即在领域分类任务中，领域

此机制在实验中表现了具有良好的性能。本文的

实体指称项分词的组合无法表达实体 指称项的

主要贡献如下：

原始语义 [8]，从而导致错误的语义被传递。

(1) 提出了融合知识的神经话语领域分类模

此外，当用户对智能助手说出一句全知识话

（K-NDC）。首先采用远监督初步获取数据集的

语（话语仅包含领域实体指称项）时，其意图在

领域知识，然后利用特殊领域实体识别和可靠的

于给出面向任务的命令，而不是闲聊。如表 1 句

额外知识来源构建的本地 KB，为模型提供更加

子 3，“我只在乎你” 旨在播放“我只在乎你”这首

全面的领域知识，进而将得到的知识表达结合到

歌，即意图（领域分类）是“音乐”，而不是闲聊。

神经网络分类器中进行话语领域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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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了一种细粒度拼接机制，在词级上

目标是恰当地利用 KBs，对话语进行实体识别和

融合了预训练词汇语义表达和领域知识表达，使

实体链接获取知识特征来强化 NDC 模型。为了

得词语的向量表达融入了知识因素，提升了以其

融合知识信息和神经网络模型，大多数已有研究

作为输入的神经分类器的性能 。

基于生成一个编码器的嵌入层的想法对外部知

(3) 本文提出的方法，在中文话语领域分类

识进行建模, 知识特征和话语的文本特征之间采

基准语料 SMP-ECDT 上，取得了优于研究进展的

用了句子级别的粗粒度拼接机制 [15-16]。虽然该机

神经分类模型以及粗粒度拼接的知识增强基线

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将知识信息以背景特征

模型的分类性能，尤其在知识敏感型领域有显著

的形式融入神经分类器，但它忽略了知识信息在

的提升。此外，实验还验证了本文的知识库增补

传播过程中对句子中每个词语权重分配的影响。

方案的良好效果。

与上述研究不同，本文采用了细粒度拼接机制，
在词级别上构建词汇语义特征和知识特征之间

1 相关工作

的匹配。
最后是关于外部知识。远监督是一种利用大

话语领域分类属于短文本分类，为了克服短

型远端 KB 中实体标签信息或实体关系信息来代

文本具有的噪音多、特征稀疏和主题不明确等特

替大量人工操作的技术，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关

[17]

，许多机器学习模型如 SVM（support vector

系抽取（relation extraction）[9]和实体标签（entity

machine） [18] 、最大熵 [19] 被应用于短文本分类。

typing） [10-11] 的研究工作中。本文运用远监督获

此外，为了解决短文本分类问题中数据稀疏问题，

取实体及其领域标签，具体一般的流程如下 [11] ：

结构化语义知识库如 Wikipedia、WordNet 等常被

（1）识别句子中的实体指称项；（2）链接被识

用于语义相似性计算（Kenter and Rijke），另外一

别的实体指称项到知识库中的实体

些研究则采用在领域相关的无标签数据集上使

将实体在知识库的领域标签分配给句子中的实

用 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获取主题特征

体指称项 [12]。然而，远监督通常是适用于通用领

[20]

或者使用神经网络训练词向量的方法增加语

域实体标签获取，当应用于特殊领域的任务中

义特征。在话语领域分类方面，早期的领域分类

（如本限定领域的领域分类任务），会造成一些

还结合口语话语的特点，采用了一些较为复杂的

实体及其领域标签信息缺失。本文通过进一步采

人工特征，如语法信息、韵律信息、词汇信息等

用特殊领域实体识别和构建补充性的本地 KB，

[21-23]

辅助远监督提供更加全面的外部知识。

点

。

[12, 37]

；（3）

近年来，深度学习在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中受到关注 [24]，主流

2

本文的方法

的应用包括深度信念网络（deep belief network，
DBN）[24]、CNN[25-26]和 RNN [4]，尤其是 RNN 中
最常用的 LSTM (long short-term memory network)
[27-30]

。随后，注意力机制被引入到了 NLP 中，实

验证明其善于在文本分类任务中抽取文本的含
义，例如意图检测 [31]、领域分类 [32]和文档分类 [33]
等。本文的神经分类模型选用了短文本分类（尤
其是话语分类）研究进展中较为有代表性的带注
意力机制的双向 LSTM（BiLSTM） [31]，研究如
何在其基础上有效地融入外部知识。
在基于知识的 NLU 方面，语言知识 [34-35]或
知识库（knowledge bases，KBs） [15-16,

36]

被视为

先验知识用于辅助语言理解。在本文中，我们的

2.1 模型结构
本文提 出的融合外部知识的神 经话语领域
分类模型 K-NDC 模型结构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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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融合外部知识的神经话语领域分类模型
K-NDC
模型主要由两个模块组成：外部知识模块和

图2

获取外部知识的技术架构

融合知识的神经分类器。我们将在 2.2 和 2.3 小
节分别具体介绍这两个部分。给定一个输入话语，
首先通过外部知识模块获取话语中的知识实体
指称项以及相应的实体标签，形成的知识表达通
过词级细粒度拼接方式扩展了话语的词汇向量
表达，进而输入到带注意力的 BiLSTM 得到预测
的领域分类结果。

2.2.1 特殊领域实体识别
远程的 通用领域实体识别在特 定领域的分
类任务中出现丢失实体及其领域标签的情况，从
而限制了分类模型的性能。并且，当数据集中的
实体数量越多，这种丢失越严重，性能下降就越
明显（如后面实验中的知识敏感型领域）。为了
给分类模型提供更加充分的实体及其领域标签，

2.2 外部知识

我们在 SMP-ECDT 的训练集上人工标注出句子
我们依赖于 CN-Probase

[13]

，通过远监督技术

中的实体指称项和标签，然后在此基础上，采用

初步获取句子中的实体指称项以及实体指称项

Lattice LSTM [14]训练特殊领域实体识别模型。为

对应的领域标签信息。CN-Probase 是一个流行的

了保证实体领域标签的完整性，我们仅使用实体

通用中文实体标签库 [38]，提供了大量的“实体-标

识别模型结果的实体指称项（放弃实体指称项的

签”事实对。然而，在特定领域的分类任务中，它

标签），进而采用远监督和本地知识库检索相结

存在实体缺失和标签不全的问题。为了解决通用

合的方式去链接实体和实体指称项，并获取实体

的 CN-Probase 在特定领域的泛化问题，我们引入

的标签信息。

特殊领域实体识别和本地知识库，旨在为模型提
供更全面的实体和领域标签信息。特别地，由于

2.2.2 本体补充性知识库

CN-Probase 是综合全面的，覆盖了许多领域，本
文只保留了与当前任务相关领域的标签。同时，

由于语料有限，尽管引入了特殊领域实体识

在输出知识特征表达时，我们进一步合并过于细

别，依然存在一些实体指称项因为太特殊而无法

致的标签，如“诗名”、“诗人”、“诗句”被合并成

被准确识别出来，如，在“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下一

同一领域标签“诗词”。 图 2 为本文获取外部知识

句是什么？”中，不管是 CN-Probase 还是特殊领

的技术架构。

域实体识别，都无法识别出“横看成岭侧成峰”这
一实体指称项。为了保证实体识别的覆盖率，本
文利用可信的外部知识源，抓取并过滤获得特定
领域的知识，构建了补充性的本地知识库。例如，
在百度百科上抓取古诗、彩票、天气等领域的知
识；在 QQ 音乐中抓取了歌手、歌曲等领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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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出于可信度的考虑，我们放弃了
字数太少的知识，如，少于 4 个字的歌曲名。

2.3.2 细粒度词级拼接机制
句子基 于上下文的语义特征和 来自于外部

2.3 融合知识的神经分类器

知识的知识特征是两种异构信息，常用的融合两

2.3.1 基于带注意力的 BiLSTM 的话语领域分类

种异构信息的方法是以粗粒度（coarse-grain）的
方式在神经分类器最后的 softmax 层之前拼接

BiLSTM[39]是 RNN 的一种变形，使用正向和反

[15-16]

。在领域分类任务上，这种拼接方式在一定

向 LSTM 来处理序列 𝑋 = [ 𝑤1 , … , 𝑤𝑛 ] 。 正向

程度上能够将领域知识作为背景特征提供给分

LSTM 从左 往右处理序 列，产生正向隐藏状态
⃗⃗⃗𝑡 = 𝐿𝑆𝑇𝑀
⃗⃗⃗⃗⃗⃗⃗⃗
⃗⃗⃗⃗⃗⃗⃗⃗⃗⃗⃗ ( 𝑤𝑡 , ℎ
ℎ
𝑡−1 )， 反向 LSTM 从右往左处理

类器。然而这种方式忽略了知识对句子中每个分

⃖⃗⃗⃗⃗⃗⃗⃗⃗
⃖⃗⃗⃗⃗⃗⃗⃗⃗⃗⃗⃗ ( 𝑤𝑡 , ℎ
序列，产生反向隐藏状态 ⃖⃗⃗⃗
ℎ𝑡 = 𝐿𝑆𝑇𝑀
𝑡−1 )。

仅考虑上下文因素是存在不足的。事实上，人在

然 后 拼 接 正 反 向 LSTM 得 到 的 隐 藏 状 态 ℎ𝑡 =
⃗⃗⃗𝑡 ⨁ ⃖⃗⃗⃗
[ℎ
ℎ𝑡 ] ， 得 到 序 列 的 最 终 隐 层 状 态 ：

语中的关键知识部分。例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ℎ = [ ℎ1 , … , ℎ𝑛 ]。本文的基础神经分类器采用了话
语分类研究进展中较为有代表性的带注意力机制的
BiLSTM[31]。
Liu 和 Lane[31]模型中的注意力机制是一种软
注意力（soft attention）机制，首先是通过得分函
数为每个隐藏状态分配注意力权重，然后计算一
个注意力权重对齐的输入状态，最终得到输出分
布，如式（1）-（3）所示：
(1)

𝑖

(2)

)

ℎ∗ = ∑𝑛𝑖 𝛼𝑖 ℎ𝑖
其中

的下一句是什么，你知道吗？”，知识词权重的考
虑因素不应该等价于非知识词权重的考虑因素。
因此，从用户意图表达学习的角度看，仅仅把知
识特征作为背景信息会限制模型的表达能力，为
了我们提出采用细粒度（fined-grain）的语义特征
和知识特征融合方式。
（1）知识特征表达
对 于 给 定 的 长 度 为

n

的 话 语

的实体指称项及其领域标签。给定实体指称项 𝑚
和对应的领域标签 𝑡，定义其知识表达为 𝑞 维

exp( 𝑠 )
𝑖

听到一句话时，关注的不仅仅是上下文，还有话

𝑈 = [ 𝑤1 , … , 𝑤𝑛 ]，我们从外部知识模块获取所有

𝑠𝑖 = 𝑠𝑐𝑜𝑟𝑒 ( ℎ𝑖 )
𝛼𝑖 = ∑𝑛 exp(𝑖𝑠

词的影响，特别地，我们认为句子中词汇的权重

(3)

score 为 前 馈 神 经 网 络 , 权 重

( 𝛼1 , … , 𝛼𝑛 )用于计算 BiLSTM 输出 ( ℎ1 , … , ℎ𝑛 )
的加权和 ℎ∗ 。接着，带权重的输出向量 ℎ∗ 作为

向量 𝐾𝑚 = [ 𝑟1 , … , 𝑟𝑞 ]，其中，𝑞 表示整个数据集
的领域标签个数，即 𝐾𝑚 的每一维代表语料中的
一个领域标签，计算方式如式（6）所示：
𝑟𝑗 = |𝑡1 | ∗ 𝐹( ∗ 𝑟𝑗 , 𝑡𝑖 )
𝑖

(6)

其中，|𝑡𝑖 | 是实体指称项 𝑚 的领域标签个

序列的最终语义表达被送入 softmax 层，得到序列

数，∗ 𝑟𝑗 指代 𝐾𝑚 的第 𝑗 维表示的领域标签，𝐹 是

所有领域类别 𝑌 = [ 𝑦1 , … , 𝑦𝑠 ] 的预测概率分布，

指示函数，定义如式（7）所示。

如式（4）所示，其中 W 是权重矩阵。
∗

𝑃( 𝑌 | 𝑋 ) = 𝑠𝑜𝑓𝑡𝑚𝑎𝑥 ( 𝑊ℎ )

(4)

𝑒 𝑧𝑖

(7)

例如，表1中的示例“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

其中，softmax ( 𝑧𝑖 ) = ∑𝑛 𝑒 𝑧𝑗 。
𝑗

最后，取概率最大的领域类别作为当前序列
（话语）的领域分类预测结果 𝑦 ∗：
𝑦 ∗ = 𝑎𝑟𝑔𝑚𝑎𝑥𝑦 ( 𝑃( 𝑌 | 𝑋 ) )

1, 𝑖𝑓 ∗ 𝑟𝑗 ∈ 𝑡𝑖
𝕝( ∗ 𝑟𝑗 , 𝑡𝑖 ) = {
0, 𝑜𝑡ℎ𝑒𝑟𝑤𝑖𝑠𝑒

从外部知识模块获得实体指称项“张学友”和领域
标签「音乐、视频」 （由「歌手、演员」标签转
换而来），则 𝑟𝑚𝑢𝑠𝑖𝑐 = 12 , 𝑟𝑣𝑖𝑑𝑒𝑜 = 12，“张学友”的知

(5)

识表达为 𝐾张学友 = [ 0 , … , 12 , … , 12 , … , 0 ]。同理可

何宇虹, 等: 结合特殊领域实体识别的远监督话语领域分类

*期

6

得，实体指称项“一路上有你”的领域标签是「音
乐 、 视 频 」， 则 “ 一 路 上 有 你 ” 知 识 表 达 为

3.2 实验设置及评价方法

𝐾一路上有你 = [ 0 , … , 12 , … , 12 , … , 0 ]。

本文采用 Jieba 分词、C-BOW 预训练的词向

（2）词级拼接

量 分别对数据进行处理，OOV 词则随机初始化。

细粒度拼接机制旨在以细粒度方式构建两个异

实验中模型训练的参数调节均采用 k-折（本文采

构信息之间的匹配，建立词级别的语义特征和知识特

用 10 折）交叉验证。实验中调参组合如下：使

征之间的联系，即句子中的每个分词都有其对应的知

用 RMSProp 优化器，学习率设为 0.001，词向量

识表达。在细粒度拼接机制中，我们对每个分词的预

维度为 400，batch-size 为 25。为了防止过拟合，

训练词向量和对应知识表达构建匹配，如式（8）所

我们在训练过程中使用 dropout[41] 。模型评测是

示：

对测试集做集成测试，并且采用多次独立实验，
𝑈 ∗ = 𝑓𝑚𝑎𝑡𝑐ℎ ( 𝑈 , 𝐾 ) = [ 𝑤𝑖 ⨁ 𝐾𝑖 ]

[8]

(8)

取平均值。
领域分类采用正确率作为评测方法。知识库

具体地，若子序列 𝑥 = [ 𝑤𝑖 , … , 𝑤𝑖+𝑎 ] 构成一个

增补方案（包括特殊领域的 NER 和本地补充性知

实体指称项 𝑚，则子序列 𝑥 中的分词具有相同的指

识库）采用两种不同粒度的精确度、召回率和 F1

向实体指称项 𝑚 的知识表达，即 𝐾𝑖 = ⋯ = 𝐾𝑖+𝑎 =

值作为评测方法 [10-11]。定义话语集为 U，对于单
句语料 u，𝑡𝑢 表示其标准实体指称项集，𝑡̂𝑢 表示模

𝐾𝑚 。而对于话语中的非知识分词，其对应的知识表达
是维度为 𝑞 的零向量。
通过细粒度词级拼接机制，话语的词汇表达
进一步扩展为词向量表达和知识表达的组合，使
得词汇的语义表达融入了知识因素。扩展后的词
向量表达送入 2.3.1 小节的带注意力机制的 BiLSTM

型预测得到的实体指称项集，则两种粒度的精确
度（precision）和召回率（recall）计算方式如下：


Loose Macro: 对于每句语料，精确度

（precision）和召回率（recall）计算如式下：

模型，得到预测领域分类结果 𝑦 ∗。

3

1

𝑝𝑟𝑒𝑐𝑖𝑠𝑖𝑜𝑛 = |𝑈| ∑𝑢∈𝑈

实验

1

𝑟𝑒𝑐𝑎𝑙𝑙 = |𝑈| ∑𝑢∈𝑈

3.1 数据集



本文选用中文口语领域分类基准语料
SMP-ECDT

[40]

|𝑡̂
𝑢 ∩𝑡𝑢 |
|𝑡̂
𝑢|

|𝑡̂
𝑢 ∩𝑡𝑢 |
|𝑡𝑢 |

(9)

(10)

Loose Micro: 对 于 每 句 语 料 ， 精 确 度

（precision）和召回率（recall）计算如下：:

作为实验数据。该语料由哈尔滨工
𝑝𝑟𝑒𝑐𝑖𝑠𝑖𝑜𝑛 =

业大学社会计算与信息检索研究中心（哈工大

∑𝑢∈𝑈 |𝑡̂
𝑢 ∩𝑡𝑢 |
∑𝑢∈𝑈 |𝑡̂
𝑢|

(11)

SCIR）和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iFLYTEK）提
供。具体上采用的是 2018 年第二届中文人机对

𝑟𝑒𝑐𝑎𝑙𝑙 =

话技术评测任务一“中文话语领域分类”中的数据
集。该语料包含任务型垂直领域（如查询机票、
酒店、公交车等）、知识型问答以及闲聊等共 31
个领域。训练集包含 3736 条语料，测试集包含
4528 条语料，均为单轮短文本话语。
本文用于训练 word2vector 的数据是由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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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

∑𝑢∈𝑈 |𝑡̂
𝑢 ∩𝑡𝑢 |
∑𝑢∈𝑈 |𝑡𝑢 |

(12)

3.3 对比方法
本文对多个研究进展模型进行实验，并与我
们提出的 K-NDC 模型对比。


BiLSTM：在处理序列数据时表现良好的

性能，是文本分类的经典模型 [29, 39]。


Soft Attention：Liu 和 Lane[31]采用了基

用了该数据集的一个 10G 的子集作为词向量的训

于 attention 机制的 BiLSTM 模型，在 ATIS 意图

练语料。

识别任务上取得良好的效果。我们在领域分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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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STM 模型上应用了他们论文里的软注意力机
制。

BiLSTM [29, 39]
Soft Attention



Multi-head Attention：Vaswani 等人

[42]

提出的 Multi-head 注意力模型，并应用在话语领
域分类任务上，它的主要结构是“Transformer”。


Hard Attention ： 我 们 在 领 域 分 类 的

BiLSTM 模型上应用了 Shankar 等人 [43]提出的硬
注意力机制。
我们提出的两个 K-NDC 模型：

76.97

[31]

Multi-head Attention [42]
Hard Attention

7

[43]

78.23
76.74
78.84

K-CNDC

79.21

K-FNDC

82.58

3.4.2 知识库增补的效果

K-CNDC ： 采 用 流 行 的 粗 粒 度

为了验证本文补全 CN-Probase 对模型在领域

（Coarse-grain）拼接机制[15-16]，使用句子级别的

分类任务的影响，我们在不同知识库补全层级上进

知识表示来丰富话语表达。本文将该方法视为带

行模型训练（采用 K-FNDC），观察话语实体识别模



知识的神经分类器的基线。


K-FNDC：本文提出的最终方案，采用

细粒度（Fined-grain）的拼接机制，建立词级别的
语义表征和知识特征之间的联系。

块和模型在领域分类任务上的性能，结果如表 3 所
示。“Full model”表示综合采用特殊领域 NER 和本
地补充性 KB。

由表 3 可知，相比于只使用 CN-Probase，采用
特殊领域 NER，以及进一步的知识库补全都带来
Ma-F1 和 Mi-F1 的一致提升，同时，领域分类效果
也跟着提升，验证了本文知识库增补方案的良好效

3.4 实验结果和分析

果。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仅通过 CN-Probase 远监
3.4.1 与研究进展方法的对比

督的召回率相对不足，这主要是因为它是面向通用

表 2 展示了我们的模型以及对比模型在

应用的知识库。而在综合采用特殊领域 NER 和本

SMP-ECDT 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实验结果显示，

地补充性 KB 之后，不论是 Macro 还是 Micro 的统

在话语领域分类任务上，本文提出的模型

计指标，R 值都有了显著提高，较为完善的实体识

（K-NDC）的性能优于 BiLSTM、Soft Attention、

别确保了较为完整的知识表达融入到神经分类器

Multi-head Att 和 Hard Att 四个研究进展神经分类

中，使得模型的领域分类正确率达到了 82.58%，

模型，表明给模型增加领域知识，不管是以粗粒

比仅采用 CN-Probase 远监督的神经分类器的分类

度的方式还是细粒度的方式，神经网络模型的分

正确率提高了 3.19%。

类能力得到提升，这表明领域知识能够帮助模型
学习更高质量的语义特征。其次，相比知识基线
模型 K-CNDC，K-FNDC 的分类正确率有了显著
的提升。相比于最好的非知识基线神经分类器
（Hard Attention）和 K-CNDC，K-FNDC 的领域
分类正确率分别提高了 3.74%和 3.37%，表明本
文提出的在细粒度层面上引入知识的机制，能为
模型提供更加合理的语义信息，有助于提高神经
分类器的分类性能。
表2

3.4.3 知识敏感型领域效果分析
为了进一步与已有模型对比，我们选取了 8
个知识敏感型领域（music, app, datetime, poetry,
radio, tvchannel, video 和 website）。这些领域的
话语中含有较多知识实体，如歌曲名、节日、电
影名等。图 3 展示了不同神经 DC 模型在这 8 个
知识敏感型领域的性能表现。
从图 3 可以看到，本文提出的 K-FNDC 模型

本文提出方法与研究进展方法的对比

在知识敏感型领域有优异的表现，比最好的非知
识基线模型的分类正确率提升达到了 9.8%。此结

方法

Acc（%）

果也同时表明，知识在话语领域分类任务中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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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作用。
表3

特殊领域实体识别和本地补充性 KB 在 NER 模块和 DC 任务的表现
NER

外部知识方案
K-FNDC (CN-Probase)

DC

Ma-P

Ma-R

Ma-F1

Mi-P

Mi-R

Mi-F1

Acc（%）

0.678

0.414

0.513

0.551

0.410

0.470

79.39

0.680

0.801

0.735

0.607

0.787

0.685

81.54

0.702

0.938

0.803

K-FNDC (CN-Probase +
domain-specific NER)
K-FNDC (Full model)

[2]

正确率 (%)

80
74.56

75

[3]

70
64.76

65

61.68

61.55

62.35

60

[4]

55
BiLSTM

Soft
Multi-head
Hard
Attention Attention Attention

K-FNDC

领域分类模型
[5]

图3

4

不同模型在知识敏感型领域性能对比

结束语
[6]

本文提出了结合特殊领域实体识别的远监督
话语领域分类模型。该模型利用来自外部的领域
知识，通过细粒度的词级融合机制来丰富话语的

[7]

表达。并结合特殊领域实体识别和本地补充性知
识库，丰富基于远监督的知识表达。实验结果表
明，相比于研究进展神经分类模型，本文提出的

[8]

方法在 SMP-ECDT 基准语料库上取得了显著的
效果，特别是在知识敏感型领域。在未来的工作
中，我们将研究如何有效地降低远监督带来的标

[9]

签噪声，即从一个有噪声的候选领域标签集中为
实体指称项识别出正确的领域标签，进一步提高
话语领域分类的性能。此外，将本文的方法应用
到更多预训练方法（如 BERT、ELMO 等）得到

[10]

的词（或者字）向量上也是有价值的工作。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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