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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单词表示作为自然语言处理的基本问题，一直广受关注．传统的独热表示丢失了单词间的语义关联，因而
在实际使用中易受数据稀疏问题困扰．而分布式表示通过将单词表示为低维稠密实数向量，捕捉单词间的关联信
息．该表示方式可在低维空间中高效计算单词间的语义关联，有效解决数据稀疏问题．作为神经网络模型的基本输
入，单词分布式表示伴随着深度学习被广泛应用于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方方面面．从早期的隐式语义分析，到最近
的神经网络模型，研究人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模型来学习单词的分布式表示．本文梳理了单词分布式表示学习的
发展脉络，并从模型利用上下文人手，将这些模型统一在分布语义假设框架下，它们的区别只在于建模了单词不同

的上下文．以隐式语义分析为代表的话题模型，利用文档作为上下文，建模了单词问的横向组合关系；以神经网络
语言模型为代表的工作，则利用单词周围单词作为上下文。建模了单词间的纵向聚合关系．此外，本文还总结了单
词分布式表示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多义词的表示、稀缺单词表示学习、细粒度语义建模、单词表示的解释性

以及单词表示的评价，并介绍了最新的已有解决方案．最后，本文展望了单词表示未来的发展方向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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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低维向量空间中，可以方便地根据距离或角度
１

引

言

等度量方式，衡量两个单词间的相似程度．Ｂｅｎｇｉｏ
等人［３１将分布式表示应用于单词，结合神经网络，训

表示学习作为机器学习的一个基本问题，其结
果直接影响着整个机器学习系统的性能［１］．单词作

为语言的基本单元，其表示学习也一直是文本处理
领域的核心问题．
长久以来，自然语言处理（Ｎａｔｕｒａｌ

练语言模型，成功解决了传统概率语言模型中的参
数组合爆炸以及稀疏问题．
然而，早期的单词分布式表示学习模型，计算复
杂难堪实际应用．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随着以ｗｏｒｄ２Ｖｅｃ［４３为代表的单词分布式表示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ＮＬＰ）等领域最常用的单词表示方法一

学习模型的提出，使得快速地从大量无标注的自然

直是独热表示（Ｏｎｅ—Ｈｏ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该方法仅

语言文本中自动学习得到单词的表达成为现实．这

仅将单词离散符号化，将单词表示为一个只有某一

种表示可以直接集成于现有机器学习系统，在近年

维非０的向量，且每个单词使用不同维度．显而易

已被广泛应用于自然语言处理的各方面，如情感分

见，独热表示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这种表示不包

析［５“］、句法分析［７。８］、词性标注［…、机器翻译［１０。１ ２｜、话

含任何语义信息，无法表示单词间的语义关联差异．

题模型［１ ３。１５３等．

比如，相比于“机器”，“猫”与“狗”语义更相似．此外，

近年来，单词分布式表示研究取得了众多进展，

为表示Ｎ个单词，独热表示需要的表示长度为Ｎ，

大量的单词表示学习模型被提出，同时这些表示也

这样才能区分这Ｎ个单词．正因此，独热表示在实

被广泛应用于自然语言处理的方方面面并取得显著

际应用中往往也会面临着参数的组合爆炸以及数据

性能提升．然而，在引起广泛关注和研究兴趣的同

稀疏问题．以语言模型（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ＬＭ）为

时，该方向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本文将介绍单词分布

例，使用独热表示，即使是简单的三元语言模型，其

式表示学习的最新进展，总结该领域面临的主要挑

参数空间也远超普通计算机的能力，且伴随着严重

战和已有解决方案，并展望未来发展方向与前景．

的稀疏问题．
近年来，深度学习广泛应用于自然语言处理领

２单词表示形式简介

域各方面，并取得了良好结果．然而，正如Ｍａｎｎｉｎｇ
所言［２］，深度学习目前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并没有

介绍单词分布式表示学习的主要模型与挑战

取得如语音和图像领域一样的突破，而其取得的提

前，本节首先介绍单词表示的基本概念与理论．

升，更多地来自于单词的分布式表示（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２．１独热表示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将单词表示为低维实数向量．

在分布式表示之前，有着更简单直接的单词表

因而伴随着深度学习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火热，

示方法，即局域性表示（Ｌｏｃ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该

单词分布式表示也同样获得了广泛关注．

方法同样将单词表示为一个向量，但是对于每个单

与独热表示只使用向量的一个维度不同，单词
的分布式表示，使用低维稠密实数向量来表示单词．

万方数据

词，其只使用向量中互不相交的维度来表示．极端情
况下，只使用一个维度，则被称为独热表示．如

７期

孙飞等：分布式单词表示综述

“狗”表示为Ｅ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于独热表示提出，用以表示概念．这种表示方式的思

“猫”表示为Ｅ０，０，…，０，０，１，０，…，０１；

想来源于认知表示，一个对象可以通过刻画它的各

“机器”表示为Ｅ０，０，…，１，０，０，０，…，ｏ］．

种属性来高效表示（所有的属性状态，都可以为激活

独热表示假设所有单词都是相互独立无关的．

或者非激活）．而这些属性，又同时与多个概念相关

在其表示空间中，所有的单词向量都是正交的．在此

联．这样，一个概念可以通过这些基本属性的激活状

情形下，如通过余弦距离度量单词相似度，则得到的

态来高效表示．形式化地，与独热表示只使用向量的

单词间相似度均为０；若使用欧式距离度量单词相

一个维度不同，分布式表示则是用稠密实数向量来

似度，则所有单词间语义相似度均相等．无论是“狗”

表示一个单词（向量多于一个维度非０，通常为低维

和“猫”这样的语义相近的单词，还是“狗”和“机器”这

向量）．如同样是上文独热表示中示例的３个单词，

样无关的词，它们之间的距离都是一样的．这种表示

用分布式表示则可能为：

方式，丢失了单词之间的语义相关信息．这也正是独

“狗”表示为［ｏ．１４，…，０．６１，…，一０．２７］；

Ｗｏｒｄｓ，

“猫”表示为［ｏ．１８，…，０．７１，…，一ｏ．３１１；

热表示以及以其为基础的词袋模型（Ｂａｇ

ｏｆ

ＢｏＷ）容易受数据稀疏问题影响的根本原因．
此外，独热表示在实际应用时经常会面临着维度
灾难问题．以概率语言模型（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机器”表示为［一０．４３，…，０．０２，…，０．９７１．
相比于独热表示，分布式表达具有许多根本上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的优点．首先，分布式表示可以编码不同单词之间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为例，假设单词的集合为Ｖ，那么即使是

语义关联．如上例中，分布式表示可以让“狗”和“猫”

简单的三元语言模型，其参数空间大小则为Ｉ Ｖ卜

在大多数维度上相近，而只在少数表征各自不同属

假设词表中只１０万单词，则其参数空间为１０１５，

性（如习性）的维度上取值不一致，这样“狗”和“猫”’

已经远超普通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与此同时，它也面

的向量之间的距离可以远小于“狗”和“机器”之间的

临严重的数据稀疏问题．如大部分三元组（ｔｒｉｇｒａｍ）

距离．随之而来的是，分布式表示具有更强的泛化能

的参数取值都是０，而当在测试时遇到了在训练集

力．当学习到已有概念ａ的新知识时，使用分布式表

中没有出现的三元组，模型便无法简单处理，必须借

示，可以自动的泛化到相似的概念ｂ．假设对于概念

助于复杂的平滑策略．

ａ，学习到新知识ａ喜欢概念ｃ，表示为ｌｉｋｅ（ａ，ｃ），则

当然，独热表示也并非一无是处．与分布式表示

此知识可以自动泛化到ｌｉｋｅ（ｂ，ｃ），因为ａ与ｂ具有

相比，独热表示无需学习过程，简单高效．配合最大

相似的表达输入．再者，分布式表示具有比独热表示

熵（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ｎｔｒｏｐｙ）、支持向量机（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

更强的表示能力．即使只使用二值表示（每一维取值

Ｍａｃｈｉｎｅ）、条件随机场（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ｎｄｏｍ

只能为０或１），长度为”的独热表示只能表示，ｚ个

ｔｏｒ

Ｆｉｅｌｄ）等学习算法，独热表示在文本分类、文本聚

不同概念，而分布式表达则可以２”个不同概念．

类、词性标注等众多问题上都取得良好结果．因此，

因为以上优点，在实际应用中，分布式表示能有

长久以来它被广泛应用于自然语言处理、信息检索

效缓解数据稀疏问题．以语言模型为例，一方面使用

等领域．此外，相比分布式表示，独热表示具有更强

分布式表示只需要远少于独热表示的参数复杂度；

的判别能力．这是因为分布式表示将单词表示为低

另一方面对于训练集中没有出现的序列，分布式表

维稠密实数向量后，语义相似的单词在向量表示形

示可以利用训练集中相似的序列来帮助估计此序列

式下变的非常接近而难以区分．而独热表示则不会

的概率［３］．因其能够充分利用对象间的语义关联，缓

有这个问题．这使得独热表示在文本分类这类需要

解数据稀疏问题，分布式表示自提出以来，已被广泛

很强判别能力的任务上依然是一个很强的基准模

应用于单词‘３“２１。２…、短语‘７‘２４。２８Ｉ、概念‘２ ９Ｉ、句子黔３１Ｉ、

型［１”１７］．如在传统的文本分类领域，基于独热表示使

文档口２１和社会网络口’３４１等对象的表示学习中．本文

用ＴＦ—ＩＤＦ权重的词袋模型依然是一个很强的基准

主要以单词为主体，讨论分布式表示在单词表示学

模型［１ ８｜．而目前，基于单词分布式表示的深度学习

习中的研究进展．

模型，也只是在情感分类领域相对独热表示具有明

需要注意的是，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还有一个

显优势［５］．１９＃ｂ，对于ａｄ—ｈｏｃ检索，这种关键词匹配

容易与分布式表示混淆的概念：分布表示（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占主导作用的应用场景，基于独热表示的词袋模型

ｔｉｏｎａｌ

目前依然是主流选择口９Ｉ．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分布语义主要是指单词的语义是通过上

２．２分布式表示

下文的分布来表示，一般表示形式是高维向量，每个

分布式表示的概念最早由Ｈｉｎｔｏｎ等人［２叩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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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或分布语义（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

维度对应于与单词的上下文．这与分布式表示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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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面的概念．分布语义强调单词的语义来自于其

上下文，这里的“分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指的是概率

３

单词分布式表示学习主要方法

分布．而“分布式（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表示，则是强调表示

形式采用的是一种分布式的形式．事实上分布式表

单词的分布式表示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研究

示，同样也多是用分布语义来学习低维表示．而本文

者们提出了多种模型来学习单词的分布式表示．本

关注于低维实数向量的分布式表示．在不做特殊说

文将介绍其中几种代表性的方法，以阐述单词分布

明的情况下，下文所提“表示”、“向量表示”、“词嵌

式表示学习的发展脉络．模型间发展脉络示意图如

入”，均指分布式表示．

图１所示．

～军回
神经例络

矩阵分解

图１单词表示学习代表性方法发展示意图（方框节点为代表性模型，箭头所示为模型影响方向，加灰节点为本节重点介绍

模型，因其衍生出大量后续工作．注意，此图中只列出了代表性工作，省略了大量的细节工作，如Ｃ＆Ｗ、Ｗｏｒｄ２Ｖｅｃ、
ＣＣＡ等，都有大量衍生工作）

３．１符号说明

神经网络学习语言模型．但是他们的网络并没有隐

为了介绍这些方法，这里首先定义需使用符号，

层，而且只使用一个单词作为输入，只建模了二元语

便于下文统一使用．首先，将语料定义为单词序列

言模型．更重要的是，Ｂｅｎｇｉｏ等人［３‘３７］的工作提出了

Ｅｗｌ，．”，叫Ⅳ］，其中叫：∈Ｖ表示在位置ｉ上的单词．

一个通用的框架学习单词的分布式表达以及任意的

［ｃ！一。，…，ｃＨ。Ｃ川，…，Ｃ㈩］表示单词训，前后长度

Ｎ元语言模型．

为ｋ范围内的上下文，其中Ｃ，表示在位置Ｊ上的上

而后，伴随着深度学习（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ＤＬ）［３明

下文单词，注意这里的Ｃ可能与叫是一样的单词，

的火热，以及其在语言模型上取得的成功，单词分布

用不同符号只是示意其所处角色不同．本文使用毗

式表达同样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与研究．而基于神经

与ｃ，分别表示单词训。和Ｃ，对应的向量表示．下文，

网络学习单词分布式表达的工作，大体都可追溯到

如无特殊说明，普通变量．２７所对应的黑体ｘ代表其

Ｂｅｎｇｉｏ等人［３］的工作．

向量表示．

概率语言模型，简单来说就是建模单词序列

３．２神经网络语言模型

Ｅｗ，，…，叫Ⅳ］的概率，可定义为

学习单词的分布式表示并应用于自然语言处
理，可以追溯到１９９１年Ｍｉｉｋｋｕｌａｉｎｅｎ和Ｄｙｅｒ［３印

＂

ｐ（ｗ：，…，训。）一｜｜ｐ（训：ｌ训－，，…，叫一，）

（１）

ｉ一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给定一句话或一段文本，语言模型可以计算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３６３）网络以及分布式表达学习句子中单

的概率，也因此它已被广泛应用于语音识别（Ｓｐｅｅｃｈ

词所起的角色．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４…、信息检索（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４１］

的工作，他们尝试使用ＰＤＰ（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而真正使单词分布式表达获得广泛关注的，
则是Ｂｅｎｇｉｏ等人［３‘３７］的神经网络概率语言模型
（Ｎｅｕｒａｌ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ＮＰＬＭ）工

作．虽然，Ｘｕ和Ｒｕｄｎｉｃｋｙ［３８３在Ｂｅｎｇｉｏ之前已使用

万方数据

等领域．从式（１）可以看出，语言模型的关键在于估

计给定前文Ｅｗ！，．”，训Ｈ］后单词训：的概率．
Ｂｅｎｇｉｏ等人使用１个３层的神经网络来构建
语言模型，其框架如图２所示．

７期

孙

飞等：分布式单词表示综述

第ｉ个输出对应与户（＂。“．＿”…，＂，＾）

１６０９

Ｂｅｎｇｉｏ等人在文献Ｅ３］中表示，在只有１３ ９９４ ５２８

个单词的ＡＰＮｅｗｓ数据集上使用４０个ＣＰＵ只训
练５轮，就已耗费３周时间，可见ＮＰＬＭ的复杂度
过高，难以应用于大规模数据．
３．２．１

神经网络语言模型的加速

由于神经网络语言模型效率低下，难以实际使
用，因此早期使用神经网络语言模型学习单词表示
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加速神经网络语言模型．对于神
经网络语言模型加速的工作，主要集中于两方面：
（１）直接近似优化原始目标函数；（２）简化网络结
构．下文从这两个角度分别简述代表性工作．
（１）近似优化目标函数
其根据当前单词叫，的前尼个单词Ｅｗ：。，…，

砌Ｈ］的向量输入，经过中间隐层转换后，利用输出
层ｓｏｆｔｍａｘ层给出在此前文下，任何一个单词的

早先，Ｂｅｎｇｉｏ与Ｄｕｃｈａｒｍｅ［４胡中提出使用重要
性采样（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的方法近似目标函
数梯度中的期望项，使得训练速度提升１００倍，然而
预测代价依然很高．

概率：
乡（叫ｚ

Ｉ叫Ｈ，…，硼ｒｔ）一乏ｊｅｘ三ｐ面（ｙ＂ｉ）

由于重要性采样的稳定性问题，Ｍｉｎｈ等人［４ ５。４６］
引入噪声对比估计（Ｎｏｉｓｅ—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ＮＣＥ［４７３）取代重要性采样进行训练过程中的概率估

５一ｂ＋Ｏｘ＋Ｕｔａｎｈ（ｄ＋Ｈｘ）

计．其基本思想在于训练一个使用相同参数的逻辑

ｘ一（ｗ！＿＾，…，ｗ：一１）

斯蒂回归（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Ｒ），将真实分布的

其中，Ｑ，【，，Ｈ对应神经网络中边权重；ｂ，ｄ为网络

样本从噪声分布中区分出来．

的偏差，ｙ是一个长度为ＩＶｌ的向量．以极大似然为

（２）修改网络结构

目标函数，使用随机梯度下降，便可以学习更新网络

Ｍｏｒｉｎ与Ｂｅｎｇｉｏ［４胡将Ｇｏｏｄｍａｎ［４鲴用于加速最

中所有的参数，包括单词的分布式表示以及语言模

大熵语言模型的方法应用于神经网络语言模型，提

型的参数．

出层次化的神经网络语言模型．他们将原本ＮＰＬＭ

ＮＰＬＭ通过将词表示为分布式表达，有效的避

中扁平的ｓｏｆｔｍａｘ输出层，改为树状输出．也就是将

免了维度灾难的问题，同时编码了词和词之间的联

原本在所有单词上的多分类问题，转换为一系列的

系，因而自带平滑效果，无需传统ｎ元语言模型中那

二分类问题．举例来讲，假设原本需要预测的下一个

些复杂的平滑算法，如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单词训：是“狗”，而现在首先预测它是不是动物，然

Ｋｎｅｓｅｒ—Ｎｅｙ［４ ２｜．

在Ｂｒｏｗｎ与ＡＰＮｅｗｓ数据集上做的对比实验

后预测它是不是哺乳动物，直到最后才预测它是不

表明，ＮＰＬＭ模型效果都要显著好于精心设计平滑

是狗．这样，相比原来ｌＶｌ次的指数运算，现在只需

算法的ｎ元语言模型［４２。４…．

要ｌｏｇＩＶｌ次．在此方式下，输出端树的构建，是一个

问题在于，为什么这样一个神经网络在建模语

关键步骤，其直接影响最终的结果．比如，在文献

言模型的时候，能学习出单词的分布式表示？为什

Ｅ４８３中虽然速度得到了极大提升，但是结果却有所

么得到的向量表示能捕获到单词间的语义关联？

下降．

其核心思想在于，对于同一个单词，在其前面出

随后，Ｍｎｉｈ和Ｈｉｎｔｏｎ［２胡提出了更简单直接的

现的上下文单词总是相似的．对于ＮＰＬＭ来说，也

Ｌｏｇ—ｂｉｌｉｎｅａｒ（ＬＢＬ）模型，去除了之前Ｂｅｎｇｉｏ等人［３］

就是相似的输出，需要相似的输入，而这里输入便是

模型中隐层的非线性计算部分，输入单词的表示经

单词的表达．

过简单的线性变换后直接与被预测词的向量作交

然而，此模型在计算方面存在明显不足．ＮＰＬＭ

互．在ＬＢＬ中，上下文单词与目标单词使用的是同

使用ｓｏｆｔｍａｘ层估计下一个词为砌ｉ的概率，而这一

一种表示，而在Ｍｎｉｈ等人的后续工作中Ｈ６１则使用

１次计算．因

了两种不同的表达．更进一步地，Ｍｎｉｈ和Ｈｉｎｔｏｎ［５叩

层的维度是词表大小，分母需要进行ｌ

Ｖ

而导致学习与推断的过程都异常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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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层次化的思想用于加速ＬＢＬ模型的训练，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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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良好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Ｍｎｉｈ等人
已经开始处理多义词，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学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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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于噪声的鲁棒．
Ｌａｚａｒｉｄｏｕ等人口６１表明，使用此类排序损失函

词的多义表示．

数，可以解决单词表示空间中的中枢节点（Ｈｕｂｎｅｓｓ）

３．３排序模型

问题（指空间中离的很近的点，往往很难区分）．

前文所述工作，都是通过训练语言模型习得单

３．４上下文单词预测模型

词的向量表示．而Ｍｉｋｏｌｏｖ等人［５妇发现，将单词表

前文所述工作表明，使用更简单的网络模型，利

达学习和语言模型的训练分离，首先使用简单模型

用单词前后的上下文，在更大的数据上，可以得到更

在更大语料上学习单词表达，然后以此训练语言模

好的单词表达．据此，Ｍｉｋｏｌｏｖ等人Ｈ矧简化了以往

型，同样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此外，研究人员也逐

的神经网络语言模型，去除了ＮＰＬＭ中间的非线性

渐尝试将单词的分布式表达应用于除语言模型以外

隐藏层，提出两个简单的神经网络模型（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的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中．如Ｃｏｌｌｏｂｅｒｔ和Ｗｅｓｔｏｎ［９］

Ｂａｇ—ｏｆ－Ｗｏｒｄｓ，ＣＢＯＷ和Ｓｋｉｐ Ｇｒａｍ，ＳＧ）来学习单

提出的Ｃ＆Ｗ模型，使用多任务学习（Ｍｕｌｔｉｔａｓｋ

词分布式表示，其框架如图３所示．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学习单词表达，并用于词性标注、命名实

输入

投影

输出

输入

投影

输出

体识别、语义角色标注等任务．
对于Ｃ＆Ｗ模型，其目标并不是训练语言模
型，而是学出好的表达，并应用于多个任务．
因此，它相比传统神经网络语言模型学习单词
表示模型主要有两点改进：
（１）Ｃ＆Ｗ同时使用了单词前后的上下文．这点
也成为后来学习单词表示工作的基本做法．
（２）Ｃ＆Ｗ对单词序列打分使用了排序损失函
数，而非基于概率的极大似然估计．其损失函数如下
ｍａｘ（０，１—５（Ｙ．Ｕ，ｃ）＋Ｓ（面，ｃ））

图３

ＣＢＯＷ与ＳＧ框架图

与以往的神经网络模型不同，ＣＢＯＷ模型去除
了非线性隐层，将当前单词砌：上下文的表示求和或

其中：ｃ代表单词训的上下文；面表示将当前上下文

平均后，直接预测单词叫：．而ＳＧ模型则与ＣＢＯＷ

ｃ中的单词叫替换为了一个随机采样出的无关单词

对称，使用当前单词砌：预测其前后上下文中的每一

面；Ｓ代表打分函数．打分高，说明这段文本是正确

个单词．去掉隐藏层之后，这两个模型从神经网络结

的；打分低，则说明这段文本不合理．显然，在大多数
情况下，将普通短语中的特定单词随机地替换为任
意单词，得到的都是不正确的短语．因此，模型的目

构简化为对数线性模型．
ＣＢＯＷ模型，对于单词叫：和其上下文，其目标
函数为

标便是尽量使正确的语言（也就是观测的语料）得分

从毗㈦一宾羔％

比随机生成的语言的分数高于１．

，

在Ｃ＆Ｗ模型之前，Ｏｋａｎｏｈａｒａ和Ｔｓｕｊｉｉ［５２１已
经在语言模型中使用负样例技术．而ｃ＆ｗ是最早
成功将其应用于深度模型中的工作，并启发了后续
一系列的基于正负样例排序误差框架的单词表示学
习工作，如Ｈｕａｎｇ等人口胡多义词表达工作、Ｌｕｏｎｇ

等人［５４３关于稀缺词表达的工作．同时ｃ＆ｗ也是早
期将卷积神经网络（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

其中ｈ，为单词叫：前后上下文单词向量的均值
向量．
ＳＧ模型，对于单词训：和其上下文，其Ｅｔ标函数为

认姒ｋ）＿Ｉ。Ｉ萎杀等
两个模型的求解都是在整个语料上做对数似然
最大化．然而，原始目标函数存在着与神经网络语言

ＣＮＮ）应用于ＮＬＰ的代表作之一．
而近期，Ｊｉ等人口５１则进一步地将排序损失函

模型一样的计算问题，分母计算复杂．Ｍｉｋｏｌｏｖ等人

数，单词表示学习问题建模为一个排序问题，使用鲁

在文献Ｅ２７］中针对ＳＧ模型提出了两种优化方法，

棒排序（Ｒｏｂｕｓｔ Ｒａｎｋｉｎｇ）学习单词表示．在此模型

其中层次ｓｏｆｔｍａｘ与前文所述Ｍｏｒｉｎ等人［４８３以及

中，折损累积增益（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ｅｄ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Ｍｎｉｈ等人［２３３的工作相似，此处不再赘述．

Ｇａｉｎ，

ＤＣＧ）式的损失函数自带了关注机制（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以
万方数据

除此之外，Ｍｉｋｏｌｏｖ等人还提出了负采样（Ｎｅｇａ—

孙飞等：分布式单词表示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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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ＮＳ）技术学习单词表示．由于ＣＢＯＷ

在语义相关任务上效果更佳．而Ｃａｒｏｎ［５明则建议使

与ＳＧ的目标并不是学习语言模型，因此并不需要

用ｗ（矗）“形式，其中ａ对结果具有显著影响，需要

像ＮＣＥ那样近似最大化ｓｏｆｔｍａｘ的对数概率．

认真调校．值得注意的是，Ｈｕ等人［６叩发现去掉

Ｍｉｋｏｌｏｖ转而建模单词与上下文在数据中共现与否

ＬＳＡ得到表达的第一维后结果会提升，这是因为

的概率，定义如下

ＬＳＡ得到的向量的第一维显著大于其它维度．

ｔｉｒｅ

１

ｐ（Ｄ一１ Ｊ

Ｗｉ，ｃｊ）一—ｌ＋—ｅ—ｘｐ—（三－－—ｗ—１．ｃｊ）
１

ｐ（Ｄ—ｏＩ叫ｉ，ｆ，）一—１—Ｆｅ—ｘ—ｐ（—ｗ—１．一ｃｊ）
其中：ｐ（Ｄ一１ Ｉ训，，Ｃ，）代表单词叫。与上下文Ｃ，在数
据中共现的概率；声（Ｄ一０ ７Ａ）：，ｃ，）表示单词训，与上
下文ｃ，在数据中不共现的概率．负采样技术便是随
机生成一些单词作为当前单词的错误上下文，也就
是负样例．而原本数据中单词和其上下文则是正样
本．最终单词的表示，便是通过极大数据的对数似然
求解．在此情况下，使用了负采样的ＳＧ模型，对于
单词叫。以及其上下文Ｃ，，实际上定义了一个新的目
标函数，如下
ｌｏｇａ（ｗ。·ｃ，）＋Ｚ固ｆ～斥１０９仃（一ｗｉ·ｅ）

其中：盯（ｚ）一１／（１＋ｅｘｐ（一ｚ））；Ｒ代表负样例的分
布，通常设为词频比例的３／４次方，Ｒ（叫）。Ｃ（＃训）副４．

随后，Ｈｕｆｆｍａｎ等人［６１］概率化ＬＳＩ，提出ＰＬＳＡ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Ｌａｔｅｎｔ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Ｉｎｄｅｘｉｎｇ）模型，而

Ｂｌｅｉ等人［６２１将ＰＬＳＡ贝叶斯扩展为ＬＤＡ（Ｌａｔｅｎｔ
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虽然这些模型更多地使用在

信息检索场景，关注于文档表达建模，但转变角度，

单词同样可以看作关于话题的向量．
除ＳＶＤ，典型相关分析（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ＣＡ［６”６４１）同样被广泛使用于学习单词
表示［６５

６８］．

不失一般性地，假设存在随机变量ｘ∈Ｒ”和ｙ∈
Ｒ“，ＣＣＡ便是寻找映射ａ，６使得变换后的ｎＴｘ，６１ｙ
之间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最大化，形式化表示为

（ｎ，西）一ａ，ｇｍａｘ——些坠垒
ｎ∈Ｒ”。‘．ｂｆｆＲ…。６√，ｎ

１三ｘ‘Ｙｎ￣／６ １．吕ｒｙｂ

其中三代表对应的协方差矩阵．
ＣＣＡ的基本思想是优化两个向量，使得它们最

实验结果显示，在包含６０亿单词的Ｇｏｏｇｌｅ

大相关化．使用ＣＣＡ学习单词表示，自然的思路便

ｎｅｗｓ数据集上进行训练得到的单词表达远超传统

是用ｘ表示单词，而ｙ表示与其关联的上下文，然

的语言模型得到的表达，而训练时间却只有后者的

后便可应用ＣＣＡ将单词与上下文映射到两者最相

十分之一左右．实际上，此前从没有模型在如此量级

关的空间中去．而映射后的向量则可视为单词的新

的数据上成功学习出单词表示．

的向量表示．

由于ＣＢＯＷ和ＳＧ简单有效，ＣＢＯＷ与ＳＧ已

此外，Ｌｅｂｒｅｔ与Ｃｏｌｌｏｂｅｒｔ［６叼使用Ｈｅｌｌｉｎｇｅｒ距

成为单词表示学习的代表模型．自提出以来，产生了

离作为主成分分析（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大量的扩展与应用．相关衍生工作，将在下一节主要

ＰＣＡ）分解单词共现矩阵的损失函数，提出ＨＰＣＡ

挑战与现有工作中作详细介绍．

（Ｈｅｌｌｉｎｇｅｒ

３．５矩阵分解模型

发，Ｐｅｎｎｉｎｇｔｏｎ等人［２妇提出ＧｌｏＶｅ模型，带权重分

ＰＣＡ）模型．而受Ｍｉｋｏｌｏｖ等人的工作启

前文所述方法都是基于神经网络的模型．实际

解单词与其上下文共现的对数矩阵．Ｓｈａｚｅｅｒ等

上，矩阵分解同样是得到低维向量表达的重要途径．

人［７叼则针对点互信息（Ｐｏｉｎｔｗｉｓｅ Ｍｕｔｕａｌ Ｉｎｆｏｅｒｍａ—

本小节主要介绍基于矩阵分解方式学习单词表达的

ｔｉｏｎ，ＰＭＩ）矩阵中缺失值特殊建模，提出了Ｓｗｉｖｅｌ

工作．

模型学习单词表达，在词频较少的单词表达上取得

在基于神经网络的单词表示学习流行之前，最
经典成功的单词表示学习模型，当属隐式语义分析
（Ｌａｔｅｎｔ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ｄｅ妇ｎｇ，ＬＳＡ／ＬＳＩ）‘５ ７Ｉ．

显著提升．
３．６模型联系
回顾已有单词分布式表示学习模型，从神经网

ＬＳＡ模型，将奇异值分解（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Ｖａｌｕ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

络到话题模型，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这些模型之间

ｓｉｔｉｏｎ，ＳＶＤ）应用于单词与文档共现矩阵ｘ∈Ｒ训“，

有什么样的联系？它们之间有何相同之处，又有何

并只保留最大的ｋ个奇异值，如下

不同之处？它们在不同的任务上性能比较又如何？

Ｘ≈ＷＥ＾Ｄ７
一般使用ＷＥ。作为单词的向量表示．对于ＳＶＤ

分解单词与上下文矩阵，Ｌｅｖｙ等人［５８３发现ｗ（最）“２
万方数据

本小节主要分析比较现有模型问的联系．
３．６．１横向组合与纵向聚合
容易发现，所有这些模型都在利用某种上下文

计

算

机

学

报

统计信息来学习单词表达．它们都基于同样的一个假

一段文本区域中．这类模型建模了单词间的纵向关

设，分布语义假设（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７１‘７ ２｜，

系，包括ＮＰＬＭ、ＬＢＬ、ＣＢＯＷ、ＳＧ、ＧｌｏＶｅ等．这也

其假设单词的语义来自其上下文．这个假设作为自

是自然语言处理中最常用关系，同时也是分布语义

然语言处理中最重要的假设，同样引起了认知等领

假设最主流的解释．这类模型更加擅长有关单词自

域研究人员广泛关注，并得到实证证实［７

身的各项应用．

３｜．

不同的是，一些模型使用文档作为单词的上下

３．６．２神经网络与矩阵分解

文，而另一些则使用单词周边的单词作为上下文．

上文是从模型所利用的基本假设，来分析它们

Ｓｕｎ等人口４１表明，上下文的不同，使得不同模型建模

之间的关联．此外，还有一些工作从模型定义的目标

了单词间的不同关系：横向组合关系（Ｓｙｎｔａｇｍａｔｉｃ）

函数出发，建立现有模型问的联系．

与纵向聚合（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ａｔｉｃ）关系［７

Ｌｅｖｙ和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７７１分析表明，ＳＧ模型在使用

５Ｉ．

关于横向组合关系与纵向聚合关系的示例，如

负采样（ＳＧＮＳ）进行学习的情况下，相当于隐式地在

图４所示．横向聚合关系，顾名思义是一种横向的关

分解单词与上下文之问偏移的点问互信息（Ｓｈｉｆｔｅｄ

系，指的是两个单词同时出现在一段文本区域中．如

Ｐｏｉｎｔｗｉｓｅ

图４中，“爱因斯坦”与“物理学家”两个词同时出现

对于ＰＭＩ矩阵，它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表示单词语

在一句话中，这两个词间存在着横向组合关系．此关

义的一个常用选择［７…．随后，Ｌｉ等人［７叼在表示学习

系强调两个词可以进行组合，在句子中往往起到不

的框架下证明了ＳＧＮＳ等同于矩阵分解．

Ｍｕｔｕ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ｆｔｅｄ ＰＭＩ）矩阵．

同的语法作用．而纵向聚合关系，指的是纵向的可替

此外，Ｓｈｉ和Ｌｉｕ［８叩以及Ｓｈａｚｅｅｒ等人［７叩的工作

换的关系，如图４中的“爱因斯坦”与“费曼”．如果两

都表明，ＧｌｏＶｅ模型实际上与使用负采样的ＳＧ

个词在一句话中互换后，不影响句子的语法正确性

（ＳＧＮＳ）模型非常相似，其区别只在于模型中的偏

以及语义合理性，则这两个词间存在纵向聚合关系．

移项以及单词权重的选择．而Ｓｕｚｕｋｉ和Ｎａｇａｔａ［８１］

纵向聚合关系在形式上表现为，这两个单词出现在相

则提出了一个统一的框架囊括了这两个模型．

似的上下文环境中，即使这两个单词可能从未共现．

●————————～～＼－
横向组合

爱因斯坦

是

一个

物理学家

卜聚合
费曼

然而，目前这方面的工作主要还是集中于ＳＧ
这样的简单的模型，而对于其他真正意义上的神经
网络模型，如ＮＰＬＭ，我们还缺乏更深入的洞见．
３．７模型实验比较
上文主要介绍了单词分布式表示学习的发展脉

是

一个

物理学家

图４横向组合与纵向聚合示例

络，并讨论了现有模型之间的联系．然而，面对现有
众多模型，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在实际使用时，我们
应该使用哪种模型？

使用文档作为上下文的模型，隐含的假设是，如
果两个单词经常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文档，则这两个
单词语义相似．这类模型建模了单词间的横向组合

关系，其假设单词与和它共现的单词相似．ＬＳＩ以及
ＬＤＡ等通常使用在信息检索场景下的模型，都是建

关于单词分布式表示模型的实验对比，早期始
于Ｔｕｒｉａｎ等人［８２３的工作．Ｔｕｒｉａｎ等人使用了一个
６３００万词的语料学习ＨＬＢＬ模型与Ｃ＆Ｗ模型的

单词表示，并将它们作为额外特征应用于命名实体
识别（ｎｅｒ）任务和短语识别（ｃｈｕｎｋｉｎｇ）任务，以比较

模的这类关系．这类模型更多的侧重于单词的话题

不同模型对系统性能的提升．之后，Ｂａｒｏｎｉ等人［８３］

信息，因而针对如文本分类这类侧重话题的任务，要

比较了“计数”模型与“预测”模型在若干语义相似度

好于使用纵向聚合关系的模型．如Ｔａｎｇ等人［７６３实

任务中的表现．Ｂａｒｏｎｉ等人将基于统计“词一上下

验证实，在文本分类任务上，ＰＶ—ＤＢＯＷ（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文”共现矩阵，以及在其基础上进行矩阵分解的方法

Ｗｏｒｄｓ

Ｖｅｃｔｏｒ）要明显

（包括ＳＶＤ与ＮＭＦ），统称为“计数”模型；并将基于

优于ＳＧ模型，其中ＰＶ—ＤＢＯＷ与ＬＳＩ类似，建模的

神经网络的词向量模型（ＣＢＯＷ与Ｃ＆Ｗ）统称为

是单词间的横向组合关系．

“预测”模型．在２８亿单词的语料上的实验表明，预

Ｂａｇ ｏｆ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而另一类模型，使用单词周边单词作为上下文．

测模型对在各项指标中比计数模型有显著的优势．

其假设，如果两个单词周围的单词相似，则这两个单

同年Ｍｉｌａｊｅｖｓ等人［８４３尝试使用向量按位相加、按位

词语义相似，即使这两个单词可能从未同时出现在

相乘等基本的语义组合方式表示短语以及句子的语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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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然而，实验结果却表明，基于共现矩阵的词表示
方法相比神经网络的词向量模型，具有更强的语义

表１
模型

１６１３

单词相似度实验结果（部分结果来自已有文献［５８，７０］）
语料

维度ＷＳ

３５３

ＲＷ

ＳＬ ９９９

组合能力．Ｌｅｖｙ等人［５胡在中尝试了多种不同的模
型参数，发现大部分参数设置的技巧，对基于共现矩
阵的模型以及基于神经网络的模型同时有效，并且
神经网络模型相比共现矩阵模型在单词相似度估计
方面并没有明显优势．
然而，由于前文所述模型都是无监督学习模型，

并非针对某些固定任务而设计，因此在各自论文中
往往使用不同的语料，不同的任务以及实验设置进
行评价．而许多工作又没有公开源码与学习得到的
单词表示，因此也难以在一个统一的语料，以相同的

设置进行公平比较．因此，现有关于单词表示模型比
较的文献，也只是局限于部分模型部分任务．下文尝
试从单词相似度、类比任务以及将单词表示作为特
征用于外部任务３个角度来对比现有代表性模型，
分析不同模型的特点，以及其适用场景．
３．７．１单词相似度
衡量单词的语义相关性，一直是评价单词表示

质量的经典任务．其中使用最广泛的数据集当属
ＷｏｒｄＳｉｍ ３５３（ＷＳ ３５３）数据集口５Ｉ．该数据集包含了
３５３个单词对，其中每一个词对有１３或者１６位标
注者对其进行ｏ～１０之间的打分，分数越高表示标

注人员认为这两个词语义更相关或者更相似．最终，
对于每个词对都可以得到所有标注者的一个平均打

分，得到的数据形式如：“ｔｉｇｅｒ
“ｔｉｇｅｒ

ｃａｔ

７．３５”，代表词对

实验结果如表１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ＣＢＯＷ、
ＳＧ以及ＧｌｏＶｅ都是非常强有力的模型．相比这些
专门用来学习单词表示的模型，ｃ＆ｗ这样用来学

习语言模型以及监督任务的模型得到的单词表示并
不能很好的捕捉单词见无监督的语义相似信息．此
外Ｃ＆ｗ模型训练速度也远比ＣＢＯＷ等模型要慢，
在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２００７的语料上，Ｃｏｌｌｏｂｅｒｔ和Ｗｅｓｔｏｎ
训练了两个月才得到最终的单词表示．对比ＳＶＤ、

ＧｌｏＶｅ这样的矩阵分解模型与ＣＢＯＷ、ＳＧ这些神
经网络模型，可以发现在此任务上两者之间并没有

很显著的差异．但是两者的适用场景很不一样．如
Ｊｅｆｆｒｅｙ等人［２妇所述，矩阵分解速度要快于ＣＢＯＷ

以及ＳＧ模型．但是在内存占用上矩阵分解模型要
远高于ＣＢＯＷ以及ＳＧ模型．另外，ＣＢＯＷ和ＳＧ
使用的还是一种在线的训练方式，并且可以方便地
利用已有单词表示作为初始值重新更新单词表示．

此外，对比在ＲＷ数据集与其他数据集上的表

ｃａｔ”的平均打分为７．３５．对于不同的单词分

布式表示模型，在学习出单词的向量表示后，可以通

过余弦或欧式距离估计单词对的相似度．此任务的
评价标准为，计算标注者对于单词对打分与模型习
得表示得到的打分之间的Ｓｐｅａｒｍａｎ排序相关系数
ｒ

Ｐｘ．ｙ一≤乎

现可以发现，ＣＢＯＷ、ＳＧ以及Ｓｗｉｖｅｌ模型在稀缺词
上的表现都远好于Ｇ１０Ｖｅ模型．这方面更详细的比
较可见Ｓｈａｚｅｅｒ等人［７０］的工作．这是因为ＧｌｏＶｅ相
比其他模型，并没有使用负采样技术．在学习过程

中，模型并不会对那些没有共现却具有相似表示的
单词进行惩罚．而ＣＢＯＷ等模型因为考虑了数据中

其中：ｃｏｖ（ｘ，ｙ）表示排序列表Ｘ，Ｙ之间的协方差；Ｇｘ

并没有出现的共现信息，因此可以在词频较少的单

与仃，代表了对应的标准差．模型得到的打分与人工

词上具有较好的结果．

标注的打分排序越一致，得分就越高．

３．７．２单词类比

除ＷＳ一３５３数据集外，本文还选取了另外两个

除单词相似度任务外，单词的类比任务同样被

常用数据集评价单词表示．其中Ｒａｒｅ Ｗｏｒｄ（ＲＷ）

广泛用于评价单词表示质量．单词类比任务最早由

数据集［５胡侧重于评价模型学习稀缺单词表示的能

Ｍｉｋｏｌｏｖ等人［８７３提出以量化评价单词对关系的相

力，其包含了２０３４个单词对．相比其它数据集，ＲＷ包

似性，主要数据集由Ｍｉｋｏｌｏｖ等人Ｈ１在工作中提出．

含了更多的词形复杂少见的单词．另一个ＳｉｍＬｅｘ一

该数据集包含了大量的类似于“ａ之于ｂ正如ｃ之

９９９（ＳＬ一９９９）数据邱６３集则修正了ＷＳ一３５３混合相关

于

与相似的缺点，专注与单词之间的相似性．相比

汇表中来回答．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找到一个单词

ＷＳ一３５３，这个数据集对各个单词表示模型也更难．

的向量ｖｅｃ（ｚ），它尽可能的接近ｖｅｃ（６）一ｖ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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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名词短语识别任务，利用学习得到的单词

ＶＣＣ（Ｃ）：

分布式表示作为辅助特征，应用于ＣＲＦ模型．所有

ａｒｇｍａｘ（ｖｅｃ（ｂ）一ｖｅｃ（ａ）＋ｖｅｃ（ｃ））ｖｅｃ（ｘ）
ｚ∈Ｖ，Ｔ≠ｏ

模型均在ＣｏＮＬＬ一２０００公开任务［８叼上使用Ｆ，指标

Ｔ；∈６．ｚ；！ｏ

只有当单词．７Ｃ正好是缺失的单词时，此问题才
被判为回答正确．最终的评价标准则是回答正确的
问题占所有问题的百分比．
此数据集包含了５类语义类比任务以及９类句
法类比任务．其中，语义类比任务包含了８８６９个问

题，大体上都是关于人物和地点的问题，如“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Ｐａｒｉｓ：Ｆｒａｎｃｅ”．而句法类任务则包含了

１０６７５个关于词形变换类的问题，如“ｇｏｏｄ：ｂｅｔｔｅｒ～
ｂａｄ：ｗｏｒｓｅ”．

实验结果如表２所示．可以发现，相比ＳＶＤ以
及ＨＰＣＡ模型，ＣＢＯＷ和ＳＧ在单词类比任务上具

有明显优势．这也印证了Ａｒｏｒａ等人［８８３从数学上对
于ＳＧ等模型捕捉单词间的类比关系的解释．ＳＧ这
类线性模型相比Ｃ＆ｗ等非线性模型更能捕捉单

词问的线性关系．结合上文单词相似度实验结果，可
以发现Ｗｏｒｄ２Ｖｅｃ的两个模型，尤其是ＣＢＯＷ相比
Ｇ１０Ｖｅ具有明显优势．虽然Ｓｈｉ和Ｌｉｕ［８叩以及Ｓｈａｚｅｅｒ
等人［７０］的工作都表明，ＧｌｏＶｅ模型与使用负采样的
ＳＧ（ＳＧＮＳ）模型非常相似，其区别只在于模型中的
偏移项以及单词权重的选择．ＳＧＮＳ相当于ＧｌｏＶｅ
使用单词词频的对数作为便宜项，这是一个非常好

的设置，而Ｇ１０Ｖｅ在实际优化时，未必能学到这么
好的参数设置，因为在实际使用时未必能达到ＳＧ
以及ＣＢＯＷ模型的性能．

语料

开的数据集．此数据集包含了均衡的正负两类样本，
共计５００００条电影评论信息．该实验直接使用文本
中各词词向量的加权平均值作为文档的表示，以此
作特征，使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凹叩学习分类模型，并使
用１０重交叉验证进行评价，评价标准使用Ｆ。．
实验结果如表３所示，其中ＴＳＣＣＡ代表了
ＥｉｇｅｎＷｏｒｄ中的两步ＣＣＡ模型［６６娟７｜．可以发现在
句法相关任务上Ｃ＆ｗ模型要优于其他模型．相比

其他模型忽略了单词间的顺序信息，Ｃ＆Ｗ建模了
单词见的顺序信息．Ｌａｎｄａｕｅｒ［９胡分析文本中约有
２０％的语义来自于词序，而剩下部分来自词的选择．
Ｌｉｎｇ等人［９３］在ＣＢＯＷ以及ＳＧ模型加入顺序信
息，实验表明在依存解析以及词形标准任务上都取

得了性能提升．另一方面，在语义相关任务上，可以
发现ＣＢＯＷ要显著好于其他模型．整体而言，可以
发现不同模型在这些外部任务上的性能差距都很
小，这是因为这些模型都没有争对特定的任务进行
设计．此外，可以发现单词表示学习模型在单词自身

属性评价结果与外部具体任务上的性能并不一致，
如Ｃ＆ｗ在名词短语识别上好于ＣＢＯＷ，但是在单
词相似度与类比实验上，都远差于ＣＢＯＷ．这些都
对单词表示模型的评价提出了挑战，这方面的具体
讨论可见４．５节．

表２单词类比实验结果（部分结果来自已有文献Ｅｓｓ，７０３）
模型

进行评价．对于情感分类任务，使用Ｍａｓｓ等人［６１公

维度Ｓｅｒｅ

Ｓｙｎ

表３单词表示作为特征实验结果（结果来自已有文献Ｅ９８）
Ｔｏｔａｌ

３．８

小

结

单词分布式表示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伴
随着各种争议．如Ｔｕｒｉａｎ等人［８２３表示现有单词分
３．７．３单词表示用作特征

布式表示在实际应用中所取得的提升，并没有

除上述两种利用单词自身属性评价单词表示的

Ｂｒｏｗｎ聚类［４３３作为单词的表示所取得的提升大①．

方法外，单词表示往往也被放到外部任务中进行评

Ｌｅｖｙ等人［５８３则表示ＳＧＮＳ以及Ｇ１０Ｖｅ模型实际上

价．本文选用两个有代表性的任务：（１）将单词向量

并没有比传统的ＰＭＩ矩阵以及对其做ＳＶＤ分解得

表示作为现有系统的额外特征，完成名词短语识别
任务；（２）将单词向量表示作为唯一特征，应用于情
感分类任务．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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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低维表示在单词相似度任务上更优秀，更多的

设所有单词具有同样的语义个数，这显然并不合理．

只是超参的调优选择．

为解决此问题，Ｎｅｅｌａｋａｎｔａｎ等人［９６１在ＳＧ模型的

而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工作认为以ＳＧ为代表

基础上，提出一种非参模型ＮＰ—ＭＳＳＧ，对多义词自

的这些分布式表示模型要优于传统的简单的基于共

动学出不同个数的向量表示．而Ｃｈｅｎ等人［９７３则是

现统计的表示．如Ｂａｒｏｎｉ等人［８胡系统性地比较了基

利用外部资源，根据ＷｏｒｄＮｅｔ［９胡定义好的单词的多

于上下文ＰＭＩ矩阵的单词表示与ＣＢＯＷ模型，结

义列表，学习多义词的多向量表达．

果显示ｃＢＯｗ几乎在所有任务上超越ＰＭＩ矩阵表

其他相关工作，还包括：Ｑｉｕ等人［９９］针对单词

示．另外，Ｇｕｏ等人口４３则反驳了Ｔｕｒｉａｎ等人口２１的观

的每个不同词性分别学习不同的表达；Ｌｉｕ等人［１”１

点，显示分布式表示比Ｂｒｏｗｎ聚类具有更强的表示

则在ＳＧ模型的基础上引入ＬＤＡ的话题信息，学习

能力．

话题相关的单词表达；相比文献ＥｌＯＯ］，Ｌｉｕ等人［１”］

从上可见，当前对于分布式表示的性能依然存
在着许多争论，并无定论，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使用张量神经网络扩展ＳＧ，提出一个更加通用的模
型ＮＴＳＧ（Ｎｅｕｒａｌ Ｔｅｎｓｏｒ Ｓｋｉｐ—Ｇｒａｍ）学习话题相

关的单词表示．

４主要挑战以及已有解决方案

而对于多义词表示最重要的问题是，将多义词
用多个向量表示，真的能提升实际ＮＬＰ应用的效果

以Ｗｏｒｄ２Ｖｅｃ为代表的单词表示学习模型，已

么？上述工作并没有正面回答此问题．为回答此问

经在单词相似度建模、类比等任务取得了瞩目的成

题，Ｌｉ和Ｊｕｒａｆｓｋｙ［１０。］测试了主流多义词表示模型

果．但是，单词的表示学习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此

（如文献Ｅ５３，９６］），发现在词性标注和语义关联任务

节，旨在总结目前单词表达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相

上可以提升效果．而对于语义关联任务，当使用如长

应的已有工作．

短项记忆模型（Ｌｏｎｇ—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 Ｍｅｍｏｒｙ，ＬＳＴＭ）

多义词表示

４．１

前文所述工作，都是将单词表示为一个向量．然
而，单词中存在着大量的一词多义现象．简单地将所

这类复杂模型时，这种提升也被模型能力抹平．至于

命名实体识别以及情感分析任务，多向量表示并没
能提升性能．

有不同语义编码在一个向量中，则会给后续应用带

因此，多义词的表示学习与应用，依然是一个有

来诸多问题．如由于距离的三角不等式的存在①，两

待解决的挑战．

个自身语义不相似，但是都与另外一个多义词不同

４．２稀缺单词表示

语义相似的单词，在表示空间中会被不恰当的拉的
更近．

现有的单词表示学习模型，大体都是利用大量
纯文本数据，根据单词的上下文分布来学习单词表

对此问题，最简单直接的方式便是使用多个表

示．这种模式的一个挑战在于，对于那些出现次数较

达表示多义词的每个语义．早在文献Ｅ４８，５０］中，研

少的单词，其周围的上下文往往不足以学习出一个

究人员已经开始关注到单词表示中的多义词问题，

好的表示．针对此问题，已有一些工作，利用单词自

在输出层对多义词设置多个编码，但是单词的多义

身结构所携带信息，帮助学习那些稀缺单词的表示．

性并没能在最终的单词表示中得以体现．Ｈｕａｎｇ等

Ｌｕｏｎｇ等人［５４］在Ｃ＆ｗ的框架下，使用递归神

人［５胡使用预先学好的单词上下文的向量表达进行

经网络（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

ｋ－ｍｅａｎｓ聚类，依据聚类结果对训练语料中单词重

建模单词内部结构，以更好地学习那些出现次数较

新标注不同词义，从而学出多义词的不同语义表示．

少的词形复杂的单词表达．Ｂｏｔｈａ和Ｂｌｕｎｓｏｍ［１”３将

然而，Ｈｕａｎｇ等人的模型基于Ｃ＆ｗ模型的学习框

词素信息引入ＬＢＬ模型帮助学习单词表达和语言

架，其复杂度依然较高，耗时一周才在十亿单词的语

模型．Ｑｉｕ等人［１“３扩展ＣＢＯＷ模型，使用上下文以

料上学习出３０ ０００词汇中６０００个单词的多向量

及其词素的表达预测目标单词及其词素来学习单词

表示．

以及词素的表达．而后，Ｓｕｎ等人［１”］扩展ＣＢＯＷ模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ＮＮ）

而随后的一系列工作，大体上都是基于

型，在使用上下文预测目标词的同时还使用目标词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进行扩展，学习多义词的多向量表示．

词素预测它．相似的思路，被对称地用来扩展ＳＧ模

Ｔｉａｎ等人［９朝在ＳＧ模型的基础之上，使用概率混合
模型，学习单词的多向量表示．前面所述工作，都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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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相比文献ＥＬ０４］与［１０５］显式地建模了单词与自

道哪些维度表征性别，它依然是难以解释的，因为这

身词素之间的交互．

些维度在所有的单词上都会有非零值，包括那些无

上述已有工作，都是基于单词的词素信息，试图
使用共享词素的单词表示来帮助那些稀缺词的表示

性别的事物．这种表示方式，既是难以解释，也是不
经济的［１“。１“］．

学习．然而对于那些出现次数少，而又不是由词素构

以往工作显示，稀疏化是提高表示可解释性的一

成的单词，利用词素办法也难以作为．针对此问题，

个可行方案．关于人的视觉研究发现，初级视觉皮质

已有工作尝试利用字符级信息，增强单词学习表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ｖｉｓｕａｌ

示［１０６］．这依然是一个富有挑战的研究方向．

布式的稀疏表示［１１６１１７］．而语言方面的研究也发现，人

４．３细粒度语义建模

们倾向于只使用２０～３０个特征去描述一个单词［１”］．

现有基于分布语义假设，仅利用上下文统计信
息的模型，难以学习单词的细粒度语义．如反义词通

ｃｏｒｔｅｘ，Ｖ１）中的神经元具有一种分

近年来，有一些工作尝试使用稀疏向量来提高
单词表示的可解释性．

常可以出现在相似的上下文中，而现有模型大体难

Ｍｕｒｐｈｙ等人口１９１使用非负稀疏编码以提高矩

以区分这些单词的向量表示．再有Ｒｕｂｉｎｓｔｅｉｎ等

阵分解得到的单词表示的可解释性，并与ＬＳＡ做了

人［１０７１实验发现，使用分布语义假设学习得到的单词

翔实对比．Ｆａｒｕｑｕｉ等人［１２叩则直接对Ｗｏｒｄ２Ｖｅｃ学

表达，不能很好的捕捉单词的属性信息．而现实中，已

到的单词表示做稀疏编码（Ｓｐａｒｓｅ Ｃｏｄｉｎｇ，ＳＣ），结

经存在许多先验知识库描绘了单词间的关联信息，如

果显示，相比原始表达，分解后的稀疏表示在提升可

ＷｏｒｄＮｅｔ［９８３和ＦｒａｍｅＮｅｔ［１”］．近年来，已有一些工

解释性的同时，在实际外部应用（如文本分类）上性

作尝试利用这些先验知识帮助学习单词表达．

能也得到了提升．与文献［１２０］后处理的方式不同，

第１类工作，通过修改已有模型的目标函数，引
入知识库信息（如单词间关系、单词的属性）作为约束，

Ｓｕｎ等人［１“３直接在ＣＢＯＷ模型中引入稀疏约束，
直接学习稀疏表示．

优化单词表达的学习．如使用ＷｏｒｄＮｅｔ中同义词关

此外，Ｌｕｏ等人［１２２１则受非负矩阵分解启发，在

系，使得这些同义单词的向量表达更相似．Ｙｕ和

ＳＧ模型中引入非负约束，结果显示同样可以提升

Ｄｒｅｄｚｅ［１０９１在ＣＢＯＷ的基础上，提出ＲＣＭ（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表达的可解释性．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Ｍｏｄｅｌ）使用单词去预测知识库中相关

４．５单词表示的评价

的单词的表达．但此工作忽略了知识库中所标注的

单词表示的评价，同样是单词表示学习领域面临

单词间关系的不同．Ｂｉａｎ等人［１１０１尝试将Ｌｏｎｇｍａｎ

的一个挑战．常见的评价方式可分为内源（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词典①、ＷｏｒｄＮｅｔ等知识库中词法、句法以及语义等

评价与外源（ｅｘｔｒｉｎｓｉｃ）评价．

外部知识作为附加输入或监督信息引入ＣＢＯＷ模

内源评价，主要有单词相似度以及类比任务．相

型．而后，Ｘｕ等人［１“３利用知识库中单词关系和属

似度任务，主要衡量模型学出的单词表示编码的单

性信息作为距离约束引入ＳＧ模型．Ｌｉｕ等人口１２１将

词问相似度与人给出的单词相似度之间的相关性．

外部知识作为不等式约束来扩展ＳＧ模型．

除去普通的单词相似度测试集，如ＷｏｒｄＳｉｍ３５３［８…、

而另一类工作则尝试利用知识库，直接改善已

ＳｉｍＬｅｘ

９９９［８６３外，还有针对特殊场景设计的测试集，

有单词表达．Ｆａｒｕｑｕｉ等人［１１３３使用单词问关联信息

如评价多义词表示的ＳＣＷＳ（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构建单词间网络，并在图上使用信念传播（Ｂｅｌｉｅｆ

Ｗｏｒ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５ ３Ｉ，评价稀缺词相似度的Ｒａｒ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ＢＰ）更新单词的表示，使得关联单词的

Ｗｏｒｄ［５ ４Ｉ．

向量表示更接近．
４．４单词表示的解释性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单词类比任务来源于Ｍｉｋｏｌｏｖ等人［８７］发现使
用循环神经网络（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虽然单词的分布式表达在近些年取得了令人瞩

ＲＮＮ）学到的单词表示不但可以编码单词问的相似

目的成功，但它的可解释性一直是被诟病的严重问

度，还可以编码单词对间的相似度，也就是Ｍｉｋｏｌｏｖ

题．对于这种稠密的实数向量表示，我们并不知道它

所谓的语言正则性（１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又或者

的每一维代表什么，或是多个维度一起代表什么，也

Ｔｕｒｎｅｙ的关系相似度（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１２３］．

不知道这些维度上的值的意义．如我们并不知道

如“北京之于中国，相当于巴黎之于法国”．Ｍｉｋｏｌｏｖ

“狗”的向量表示的哪些维度代表了它的性别，也不
知道什么样的值代表“雌”或“雄”．然而，即使我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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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使用简单的向量运算，便可以回答语法、语义

泛关注，并在很多任务中展现了巨大的应用潜力．对

上的这类类比问题．如上面的示例可通过向量减法

于其面临的挑战，也已经提出了许多探索工作、解决

捕捉：训８ｆ（北京）一＂ｕｅｃ（中国）一ｖｅｃ（巴黎）一＇ｕｅｃ（法

方案．本节将对单词表示学习的未来进行展望．

国），这里ｖｅｃ（ｘ）代表单词ｚ的向量表示．如图５所

５．１

面向具体应用的单词表示

示，３个首都与国家对之间的向量相减后得到了近

无监督的单词表示，并没有考虑具体任务信息，

似平行的向量．这表明，这种向量表示捕捉到了单词

因此难以发挥单词表示的最大效用，也造成单词表

之间的语义关联．而后，单词的类比任务被广泛用于

示评价的困难．未来，结合具体应用特点，在单词表

评价单词表示的好坏．

示学习中引入任务相关的信息，将是一个研究热点．
在学习过程中，考虑任务特点，主要可分为两类
方式．
（１）直接在单词学习目标函数中引入任务信
息．如为更好应用于情感分类任务，在学习单词表示
时，引入情感极性信息，学习的到带有情感极性的单
词表示口。６’１２ ７Ｉ．此外，Ｔａｎｇ等人口６１在学习单词表达
时，引入标签信息，以增强单词表示在分类任务中的
判别能力．

（２）针对任务特点，设计特定的模型．如Ｌｉｎｇ等
人［９胡针对句法类任务，将序列信息引入ＣＢＯＷ和
ＳＧ模型．Ｃｈｅｎ等人［１２８３以及Ｌｉ等人［１２叼根据中文的
图５单词类比示意图（利用ＰＣＡ将单词向量表示降维
到２维后示意图，途中箭头所示为使用对应的首

特点，改进ＣＢＯＷ与ＳＧ模型，以更好的学习中文

都的向量减去国家向量表示后得到的向量）

字、词的表示．

上述两种方式，都仅仅是评价单词表示的内在
属性．而Ｔｓｖｅｔｋｏｖ等人［１２胡发现，在外源任务上的好
坏，并不能反映单词表示在外部实际应用上的好坏．
学习单词表示，最终目的毕竟还是为了实际应用．因

此也使用命名实体识别、单词极性分类等监督任
务［８ ２’１２胡来评价单词表示的好坏．
然而，一则若以监督任务的结果为指标，那么修
改任务模型本身所能带来的提升往往远高于不同单

５．２单词分布式表示应用的研究
自ｗｏｒｄ２Ｖｅｃ、Ｇ１０Ｖｅ等高效的单词表示学习

算法提出，关于单词表示学习算法本身的研究已经
放缓．如近两年关于单词表示学习的算法，大体上都

是基于Ｗｏｒｄ２Ｖｅｃ的扩展．这主要是因为现有算法
已经可以高效处理大规模数据，支撑实际应用．现有
使用单词表示的工作，大多集中于简单地将单词的
向量表示作为系统的输入．而未来的研究热点，将主

词表示之问的差异．二则很难说明监督任务所使用

要集中于如何利用单词分布式表示的特点，更好地

的模型对于单词表示有无偏好．如Ｓｃｈｎａｂｅｌ等人［９ｕ

解决实际应用问题．

发现不同的任务倾向于不同模型得到的单词表示，

词袋模型是现有信息检索、话题模型等众多研

外部监督任务并不适合作为评价单词表示质量的

究的基础假设，而其本身则以独热表示为基础．相比

桥梁．

于独热表示，单词的分布式表示编码了单词语义信

因此，合理评价单词表示的质量，依然是一个挑

息先验知识．因此，如何利用分布表示，改进这些模

战．一个初步的进展是，Ｔｓｖｅｔｋｏｖ等人［１２４１使用与手

型，甚至提出基于分布式表示的框架，将是一个有意

工构建的单词语言学特征表示［１２６］的相关系数作为

义的研究方向．

评价单词表示质量的指标．他们同时实验证实了这

如近期关于在话题模型中引入单词分布式表示

种指标比单词相似度任务指标，与实际应用中的性

的工作便是这方面探索的典型．包括，Ｎｇｕｙｅｎ等

能具有更高的相关性．

人［１胡利用单词表示修改ＬＤＡ与ＤＭＭ（Ｄｉｒｅｃｈｌｅｔ
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ａｌ Ｍｉｘｔｕｒｅ）模型中话题到单词之间的映

５

单词表示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射选择过程．Ｄａｓ等人［１４１则让ＬＤＡ产生单词的向
量表示而非单词标示，以克服ＬＤＡ原本词袋假设

近年来单词的表示学习，已引起研究人员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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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引入序列信息［１ ５Ｉ，使用单词表示改进话题学

的向量运算可以揭示单词间的类比关系，到Ｓｃｈｎａｂｅｌ、

习时抽样过程口３０］．

Ｗｉｌｓｏｎ、Ｓｃｈａｋｅｌ等人［９１’１３”１４叩发现现有单词表示学

对于信息检索系统，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

习算法得到的向量，或多或少都编码了单词的词频

因独热表示而引起的词汇不匹配问题（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信息．再到Ａｒｏｒａ等人口８１尝试从数学上解释为什么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它是指文档虽然相似但使用的是不同

以Ｗｏｒｄ２Ｖｅｃ为代表的单词表示学习算法可以捕捉

词汇或查询使用的词汇与相关文档使用词汇相似却

单词间的类比关系．研究人员在一步步深入探索单

不一致而导致的丢失相关结果问题．单词的分布式

词分布式表示的特性．

表示，则打破了独热表示的约束，非常适合解决此问

正如类比性质的发现，启发后续工作口３５１学习

题．Ｇａｎｇｕｌｙ等人［１３１］、Ｎａｌｉｓｎｉｃｋ［１鲴等人以及Ｖｕｌｉｃ

单词间的层次结构以及文献Ｅ１３６］利用学习归纳单

等人口３胡的工作，在此方向做出了初步的探索．此

词的词形规则．对于单词表示自身性质更好的理解，

外，Ｍｉｔｒａ等人［１”３与Ｇｒｂｏｖｉｃ等人［１“］的工作，则探

可以促进相应的应用研究．而对于单词分布式表示

索将单词分布式表示应用于查询扩展改写．

自身的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这也是一个未

此外，对于单词分布式表示编码类比关系的应
用，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Ｆｕ等人口３５１利用单词

分布式表示所展现的单词间类比关系学习单词间的
层次结构．Ｓｏｒｉｃｕｔ与Ｏｃｈ［１３６１则利用此特性学习归
纳单词的词形规则．
多源信息融合的单词表示

５．３

来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
５．５其他研究方向

除以上几个研究方向外，还有很多关于单词表
示学习的研究工作亟待展开．
（１）单词表示的组合．如何利用单词表示，组合
得到短语、句子以及文档的表达，也是未来一个研究

针对第４节所述诸多挑战，都可以融合多源信

热点．目前，此方向主要工作集中于如何通过单词组

息来尝试解决，如表达解释性、稀缺单词表示、单词

合得到短语的表示．如Ｓｏｃｈｅｒ等人口’２８’１４１。４２１使用递

细粒度语义．

归神经网络建模单词组合成短语的过程．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如对于单词的分布式表示缺乏解释性，Ｆｙｓｈｅ等

以及Ｂｌａｃｏｅ等人［１ ４３。１４４１对单词向量表示的组合方式

人［１ ３７３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如加法、乘法、张量乘法以及卷积等）进行了全面的

Ｉｍａｇｉｎｇ，ｆＭＲＩ）和脑磁图（Ｍａｇｎｅｔｏｅｎ—

实验对比，显示简单的加法与乘法就可以表现的不

ｃｅｐｈａｌｏｇｒａｐｈｙ）数据，非负稀疏联合分解文本与大脑

错．然而Ｓａｍｕｅｌ与Ｔｅｎｅｎｂａｕｍ［１４阳最近则表示，无

数据，以提高表示的解释性．Ｆａｒｕｑｕｉ和Ｄｙｅｒ［１ ２６１使用

论是加法、乘法，还是基于递归神经网络的模型，都

多个单词知识库构建了一个可解释的特征表示．而

不能像人那样捕捉短语的组合模式．因此，单词表示

将现有各种单词表示，与此可解释的表示进行对齐，

的组合还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开放问题，将是未来的

或许可以解释每一个特征所对应的分布式表示的模

一个研究热点．而如文献［１４５］所言，ＬＳＴＭ不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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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算
ｖｅｃｔｏｒｓ

Ｌ，ｅｔ ａ１．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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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ｒａｓ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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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ｉｎｇ

ｅｎｃｏｄｅｒ

ｔｒａｎｓＩ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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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Ｎｅｕｒａｌ

１３．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Ｃａｎａｄａ，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８］Ｘｕ Ｗ，Ｒｕｄｎｉｃｋｙ

Ｄｅｃｏｄｅｒ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ｓ？／／Ｐｒ。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６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３９］Ｈｉｎｔｏｎ

Ｇ Ｅ，Ｓａｌａｋｈｕｔｄｉｎｏｖ Ｒ Ｒ．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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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Ｐｏｎｔｅ Ｊ Ｍ，Ｃｒｏｆｔ 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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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Ｓｐｏｋｅ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０：２０２ ２０５

ｆｏ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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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 ｌａｒｇ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ｓｐｅｅｃｈ

Ｋ，ｅｔ ａ１．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ｒｅｐ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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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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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Ｈｉｎｔｏｎ Ｇ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

［２９］Ｐａｃｃａｎａｒｏ

Ｋｎｅｓｅｒ Ｒ，Ｎｅｙ Ｈ．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ｂａｃｋｉｎｇ ｏｆｆ ｆｏｒ Ｍ ｇｒａｍ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ｄｅｌ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ｓｐａｃｅ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ｖｅｃｔ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ｔｒｏｕｄｓｂｕｒｇ，ＵＳＡ，２０１２：１２０１ １２１１

万方数据

Ｐｒｅｓ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Ｄｏｈａ，Ｑａｔａｒ，２０１４：１７２４—１７３４

Ｍｉｋｏｌｏｖ Ｔ，Ｓｕｔｓｋｅｖｅｒ Ｉ，Ｃｈｅｎ

［２８２

ｏｆ

ｍｏｄｅ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Ｇｕｌｃｅｈｒｅ Ｃ，ｅｔ ａ１．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２７］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ＵＳＡ：ＭＩＴ

Ｙ，Ｄｕｃｈａｒｍｅ Ｒ，Ｖｉｎｃｅｎｔ Ｐ．Ａ ｎｅ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６，４：１７ ３０

［２６３

ｏｆ

２００１：９３２—９３８

Ｈｉｌｌ Ｆ，Ｃｈｏ Ｋ，Ｋｏｒｈｏｎｅｎ Ａ，ｅｔ ａ１．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２５］Ｃｈｏ

Ｍｉｃｒｏ

１９８６

６４８

［２４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Ｒｕｍｅｌｈａｒｔ Ｄ Ｅ，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ｄ Ｊ Ｌ，Ｃ．ＰＤ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ｒｅｇｏｎ，ＵＳＡ，２００７：６４１—

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ｏｆ

Ａ，Ｈｉｎｔｏｎ Ｇ．Ｔｈｒｅｅ ｎｅｗ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１，１５：３４３—３９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１，１２：２４９３ ２５３７

［２３］Ｍｎｉｈ

Ｍｉｉｋｋｕｌａｉｎｅｎ Ｒ，Ｄｙｅｒ Ｍ Ｇ．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ｃｒａｔ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ｌｍｏｓｔ）ｆｒｏｍ

２０１９年

ｗｉｔｈ ｍｏｄｕｌａｒ ＰＤＰ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ｌｅｘｉｃｏｎ

［３６］

Ｒ，Ｗｅｓｔｏｎ Ｊ，Ｂｏｔｔｏｕ

Ｃｏｌｌｏｈｅｒｔ

［３５２

报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４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ｏｈａ，Ｑａｔａｒ，２０１４：１５３２—１５４３

［２２３

学

Ｍｉｎｉｎｇ．Ｎｅｗ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２０ｔｈ

ＡＣＭ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Ｙｏｒｋ，ＵＳＡ，２０１４：７０１ ７１０

Ｅ４８］

Ｍｏｒｉｎ Ｆ，Ｂｅｎｇｉｏ Ｙ．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ｎｅｕｒａｌ
ｗｏｒｋ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

２００５．２４６——２５２

ｍｏｄｅｌ／／Ｐｒ。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１０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Ｂａｒｂａｄｏｓ，

７期
Ｅ４９］

孙飞等：分布式单词表示综述
Ｇｏｏｄｍａｎ Ｊ．Ｃｌａｓｓｅｓ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ｆａｓｔ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６３］Ｈｏｔｅｌｌｉｎｇ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

Ｓｐｅｅｃｈ，ａｎｄ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ＵＴ，ＵＳＡ。２００１：５６１－５６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１．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０８：１０８１
１０８８

［６４］Ｈｏｔｅｌｌｉｎｇ

Ｈ．Ｔｈｅ

ｂａｓｅ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ａ１．Ｎｅｕｒａｌ

Ｌ，ｅｔ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９：４７２５—

ｔｗｏ

ｏｆ

ｓｅｔｓ

ｖａｒｉａｔｅｓ．

ｍｏｓ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３５，２６（２）：１３９—１４２

［６５３

Ｍ，Ｈｓｕ Ｄ．Ｍｏｄｄ—ｂａｓｅｄ ｗｏｒｄ ｅｍｂｅｄ—

Ｓｔｒａｔｏｓ Ｋ，Ｃｏｌｌｉｎｓ

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５３ｒ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ｉｋｏｌｏｖ Ｔ，Ｋｏｐｅｃｋｙ Ｊ，Ｂｕｒｇｅｔ

［５１］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ｋａ，１９３６，２８（３－４）：３２１－３７７

Ｍｎｉｈ Ａ．Ｈｉｎｔｏｎ Ｇ Ｅ．Ａ ｓｃａｌａｂｌ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５０］

１６２１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

ｍａｔ“ｃｅ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５：１２８２—１２９１
Ｐ Ｓ，Ｆｏｓｔｅｒ Ｄ Ｐ，Ｕｎｇａｒ Ｌ Ｈ．Ｅｉｇｅｎｗｏｒｄｓ：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６６］Ｄｈｉｌｌｏｎ

ｗｏｒｄ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１６：３０３５－３０７８

４７２８

Ｏｋａｎｏｈａｒａ Ｄ，Ｔｓｕｊｉｉ Ｊ．Ａ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５２］

ｐｓｅｕｄｏ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４５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ｕａｎｇ Ｅ Ｈ，Ｓｏｃｈｅ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Ｍａｎｎｉｎｇ

Ｃ Ｄ，ｅｔ ａ１．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ｗｏｒｄ

ｔａｔｉｏｎｓ

Ｒ，Ｍａｎｎｉｎｇ

ｒｅｅｕｒｓｉｖｅ

ｎｅｕｒａｌ

Ｃ Ｄ．Ｂｅｔｔｅｒ ｗｏｒ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７ｔ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ｏｎ

Ｊｉ Ｓ，Ｙｕｎ Ｈ，Ｙａｎａｒｄａｇ Ｐ，ｅｔ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ｓ

Ｒｏｂｕｓｔ

ｖｉａ

ａ１．ＷｏｒｄＲａｎｋ：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Ｗｏｒｄ

Ｒａｎｋｉｎｇ．ａｒＸｉｖ

ｐｒｅｐｒｉｎｔ

ａｒＸｉｖ：

１５０６．０２７６１．２０１５

ｄｅｌｖ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ｃｒｏｓｓ——ｓｐａｃｅ

Ｍ．Ｈｕｂｎｅｓｓ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５３ｒ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ｆｏｒ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ｚｅｒｏ——ｓｈｏ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５：２７０ ２８０
Ｄｅｅｒｗｅｓｔｅｒ Ｓ，Ｄｕｍａｉｓ Ｓ Ｔ，Ｆｕｒｎａｓ Ｇ

［５７］

Ｗ，ｅｔ

ａ１．Ｉｎｄｅｘｉｎｇ ｂｙ

ｌａｔｅｎｔ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０，４１（６）：３９１－４０７

［５８］

Ｌｅｖｙ

１９９－２０７

１

Ｏ．Ｇｏｌｄｈｅｒｇ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Ｒ，Ｃｏｌｌｏｂｅｒｔ

ＰＣＡ／／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ｈｅｌｌｉｎｇ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１４ｔ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Ｎ，Ｄｏｈｅｒｔｙ Ｒ，Ｅｖａｎｓ Ｃ，ｅｔ ａ１．Ｓｗｉｖｅｌ：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ｓ ｂｙ

Ｎｏｔｉｃｉｎｇ

Ｗｈａｔ’ｓ Ｍｉｓｓｉｎｇ．ａｒＸｉｖ

ｐｒｅｐｒｉｎｔ

ａｒＸｉｖ：１６０２．０２２１５，２０１６
Ｒ．Ａ ｓｙｎｏｐｓｉｓ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１９３０—５５．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ｐｅｃｉａｌ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５７，１９５２—５９：１—３２

ｒ７２］Ｈａｒｒｉｓ Ｚ．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ｏｒｄ，１９５４，１０（２３）：
１４６—１６２

［７３］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Ｓ，Ｒａｍｓｃａｒ Ｍ．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３ｒ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Ｙ，Ｄａｇａｎ Ｉ．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Ｒ．Ｗｏｒｄ

Ｇｏｔｈｅｎｂｕｒｇ，Ｓｗｅｄｅｎ，２０１４：４８２ ４９０

［７１］Ｆｉｒｔｈ Ｊ

Ｌａｚａｒｉｄｏｕ Ａ，Ｄｉｎｕ Ｇ．Ｂａｒｏｎ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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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Ｄｈｉｌｌｏｎ

ｗｏｒ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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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５８７—５９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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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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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算

ｎｏｒｍｓ，ｍｕｔｕａｌ
ｏｆ

ｌｅｘｉｃ。ｇｒａｐｈｙ／／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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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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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ｃｔｏｒ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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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ｅｉｃｈａｒｔ Ｒ，Ｋｏｒｈｏｎｅｎ Ａ．ＳｉｍＬｅｘ ９９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Ａ，ｅ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Ｍ，１９９５，３８（１１）：３９—４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２，２０（１）：１１６ １３１

［８６］Ｈｉｌｌ

Ｊ．Ｐａｓｓｏ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Ｄｏｈａ，Ｑａｔａｒ，２０１４：１０２５

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ＡＣＭ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１０５９ １０６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Ｄｏｈａ，Ｑａｔａｒ，

ｓｐａｃ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７０８ ７１９

１

１

Ｆ－９７］Ｃｈｅｎ
Ｍ，ｅｔ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ｎ

Ａ，Ｓｈａｎｋａ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Ｄ，Ｋａｒｔｓａｋｌｉｓ Ｄ，Ｓａｄｒｚａｄｅｈ

ｗｏｒｄ

Ｎｅｅｌａｋａｎｔａｎ

ｖ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５２ｎ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Ｍａｒｙｌａｎｄ，２０１４：２３８—２４７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ｈｅ ２５ｔｈ

ｎ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ｈｉｐｌｅ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ｓ ｐｅｒ ｗｏｒｄ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ｖｓ．

Ｊ，ｅｔ ａ１．Ａ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Ｄｕｂｌｉｎ，Ｉｒｅｌａｎｄ，２０１４：１５１－１６０

Ｇ，Ｋｒｕｓｚｅｗｓｋｉ Ｇ．Ｄｏｎ’ｔ ｃｏｕｎｔ，ｐｒｅｄｉｃｔ！Ａ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ｎｅ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９６］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Ｆ，Ｄａｉ Ｈ，Ｂｉａｎ

ｍｕｌｔｉ—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ｗｏｒｄ ｅｍｈｅｄｄｉｎｇ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Ｓｔｒｏｕｄｓｂｕｒｇ，ＵＳＡ，２０１０：

３８４—３９４

［８３］Ｂａｒｏｎｉ Ｍ，Ｄｉｎｕ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Ｄｏｈａ，Ｑａｔａｒ，２０１４：１１０—１２０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Ａ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４８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ｍｐｌ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Ｄｅｎｖｅｒ，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２０１５：１２９９ １３０４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ｓｋｉｐ—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ｓｉｍｐ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Ｈｕｍ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ｇｒａｍ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ｅｃｔｏｒ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５３ｒｄ

［８２］Ｔｕｒｉａｎ Ｊ，Ｒａｔｉｎｏｖ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５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ｒｉｎｔ

ａｒＸｉｖ：１４１１．５５９５，２０１４

［８１］Ｓｕｚｕｋｉ Ｊ，Ｎａｇａｔａ Ｍ．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ＳＡ．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

Ｃ，Ｂｌａｃｋ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Ｌｉｕ Ｚ．Ｌｉｎｋｉｎｇ ＧｌｏＶｅ ｗｉｔｈ

ｆｒｏｍ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２，４１：４３

ａｎｄ

３６５０ ３６５６

１

ｉｎ

Ｔ Ｋ．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Ｊｏｉｎｔ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Ｌｉｓｂｏｎ，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２０１５：２９８—３０７

ｎｅｗ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ｍａｔｒｉｘ ｆａｃｔ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Ｓｃｈｎａｂｅｌ Ｔ，Ｌａｂｕｔｏｖ Ｉ，Ｍｉｍｎｏ Ｄ，ｅｔ ａ１．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ｔｒｏｕｄｓｂｕｒｇ，ＵＳＡ，１９８９：７６—８３

［７９］Ｌｉ

２０１９年

ｆｏｒ ｕ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ｗｏｒｄ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５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报

ｔｅｎｓｏｒ

ｔｈｅ

ｓｋｉｐ—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２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ｏｒｄ

ｍｏｄｅ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Ａｔｌａｎｔａ，ＵＳＡ，
ｌｉｇｅｎｃｅ．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２０１５：１２８４—１２９０
２０１３

７４６—７５１

１

［１０２］Ｌｉ Ｊ．Ｊｕｒａｆｓｋｙ
［８８］Ａｒｏｒａ

Ｓ，Ｌｉ Ｙ，Ｌｉａｎｇ Ｙ，ｅｔ ａ１．Ｒａｎｄｏｍ

Ｓｐａｃ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

ｗａｌｋｓ

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５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ｙｓｔ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ｏｎ

Ｗｏｒｄ
［８９］Ｔｊｏｎｇ

Ｅｍｈｅｄｄｉｎｇｓ．ａｒＸｉｖ ｐｒｅｐｒｉｎｔ ａｒＸｉｖ：１５０２．０３５２０，２０１５
Ｋｉｍ Ｓａｎｇ Ｅ Ｆ，Ｂｕｃｈｈｏｌｚ 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００ ｓｈａｒｅｄ

ｓｈｏｐ
ｏｎ

ｏｎ

ｔａｓｋ：Ｃｈｕｎｋ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Ｌｏｇｉｃ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２ｎｄ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４ｔ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ｔｒｏｕｄｓｂｕｒｇ，

ＵＳＡ。２０００：１２７一１３２

［９０］Ｆａｎ

Ｒ Ｅ．Ｃｈａｎｇ Ｋ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ｆｏｒ

ｌａｒｇ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Ｃ Ｊ．ｅｔ ａ１．ＬＩＢＬＩＮＥＡＲ：Ａ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８，９：１８７１ １８７４

万方数据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Ｌｉｓｂｏｎ，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２０１５：１７２２—１７３２

［１０３］Ｂｏｔｈａ Ｊ

Ａ，Ｂｌｕｎｓｏｍ Ｐ．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ｗｏｒ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ｎｓ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３１

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２０１４：

１８９９－１９０７

［１０４］Ｑｉｕ

Ｗ，Ｈｓｉｅｈ

Ｄ．Ｄｏ ｍｕｌｔｉ—ｓｅｎｓｅ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Ｃｕｉ Ｑ，Ｂｉａｎ Ｊ，ｅｔ ａ１．Ｃｘ＞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ｗｏｒ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ｎ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ｒｅｌａｎｄ，２０１４：１４１

１５０

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２５ｔｈ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Ｄｕｂｌｉｎ，

７期
［１０５］

孙飞等：分布式单词表示综述
Ｓｕｎ Ｆ，Ｇｕｏ Ｊ，Ｌａｎ Ｙ，ｅｔ ａ１．Ｉｎｓｉｄｅ ｏｕｔ：Ｔｗｏ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ｔｉｅｔｈ ＡＡＡＩ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２００８，４０（１）：１８３—１９０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Ｗ，Ｄｙｅｒ

Ｌｉｎｇ

Ｃ，Ｂｌａｃｋ Ａ

Ｗ，ｅｔ

ｗｏｒｄ

ａ１．Ｆｉｎｄ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ｆ

ｔｙｐ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ｏｖｅｒ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ｏｒ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１２１］Ｓｕｎ
ｇｌ

ｏｆ

ｔｈｅ ３６ｔ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Ａｎｎｕａｌ

ｏｆ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Ｍ．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Ｊ，Ｇａｏ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Ｄ，ｅｔ

ａ１．Ｓｐａｒｓ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Ｊｏｉｎｔ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２５ｔｈ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Ｄ Ｄ，Ｓｅｕｎｇ

Ｈ 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ｂｙ

ｗｉｔｈ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ｓ
ｔｈｅ

５２ｎｄ

７８８—７９１

Ａｎｎｕ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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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ＳＡ，２００５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ｏｃｕｓ
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ｘｔ

Ｌｉａｎｇ Ｐ．Ｓｅｍｉ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ｎ

ｒｅｐｒ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ＡＮ

Ｙａｎ－Ｙａｎ，

Ｐｈ．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ｒａｎｋ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ＸＵ

Ｊｕｎ，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ＣＨＥＮＧ

Ｘｕｅ—Ｑｉ，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ｉ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ｅｌｕｄｅ

ＧＵＯ Ｊｉａ－Ｆｅｎｇ，Ｐｈ．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ｃｕｓｅｓ

万方数据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Ｗｅｂ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

７期

孙飞等：分布式单词表示综述

１６２５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Ｗｏｒ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ｎｅ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ｏ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ｆｆｅｒ
ｄｕｅ

ｂｕｔ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ｗｅ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ｓ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ｃｌａｓｓｅｓ，ｓｙｎｔａｇ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ｃａｎ

ｐａｒａ～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ｄｉｇｍａｔｉｃ．Ｔｈｅｎ，ｗ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ｋｅ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ｏｒｄ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ｎｅ—ｈｏ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

ｗｏｒ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ｏｌｙｓｅｍｏｕｓ ｗｏｒ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ａｔｉｏｎ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ｗｏｒｄ ｒｅＤ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ｃｏｄｅ ｔｈ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ｒａｒ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ｗｏｒ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ｉｎ

ｓｐａｒｓｉｔ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ｃａｎ

ｔＯ

ｄｅｎｓｅ，ｒｅａｌ—ｖａｌｕｅｄ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ｐａｃｅ．Ａｓ
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

ｖｅ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ａ

ｌｏｗ—

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ｗｏｒｄ ｒｅｐｒｅ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ｓｐａｒｓｉｔｙ

ｉｓｓｕｅｓ．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ｗｏｒ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

ｒ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ｗｉｄ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ｌｉｋ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ＰＯＳ ｔａｇｇｉｎｇ，ａｎｄ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ｔ
ｔｏ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ｒｅ

ｌｅａｎ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ｗｏｒ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ａｔｒｉｘ ｆａｃｔ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ｔｕｒ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ｄ ｒｅＤ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ｌａｓｔ，ｗｅ ｇｉｖｅ

ａ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ｕｎｄｅｒ

Ｇｒａｎｔ

ＮＯＳ．２０１４ＣＢ３４０４０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ＯＳ．２０１４４３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６】０２．

万方数据

ａｒｅ

ｂｕｉｌｔ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２０１３ＣＢ３２９６０６，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 Ｇｒａｎｔ

ＮＯＳ．６１２３２０１０，６１４７２４０１，６１４２５０１６，６１２０３２９８，ａｎｄ

ｗｏｒｄ

ｔｈａｔ ａｌｌ ｔｈｅｓ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ｆｏｕｎ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ｗ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９７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Ｙｏｕｔ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ｗｅ

ｗｅ ａｌｓｏ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ｂ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ｓ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ｐａｐｅｒ，ｗ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ｇｒａｉｎｅ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 ｕｎｄｅｒ Ｇｒａｎ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