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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一种基于词模式的上下位关系分类方法, 可以有效地缓解传统的基于模式的分类方法存在的稀疏问题, 

提高了关系分类的召回率。进一步地, 通过词模式嵌入, 将基于模式的方法与基于词嵌入的方法进行有效融合。

为了验证方法的有效性, 标注了一个包含 12000 个汉语词语对的数据集。实验结果表明, 提出的词模式嵌入方法

是有效的, F1 值可以达到 9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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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hypernym relation classification method based on word pattern, which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sparsity problem suffered by the traditional path-based method. Furthermore, this paper makes an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the path-based method and the distributional method via word pattern embedding. To demon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approach, the authors have manually annotated a Chinese hypernym dataset containing 

12000 word pair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word pattern embedding approach is effective and can 

achieve an F1 score of 9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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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是自然语言处理任务的重要数据资源

之一。上下位关系是部分语料库的基本框架 , 如

WordNet、HowNet。这些由人工构造的语料资源准

确而且清晰, 是做文本、语言研究的重要数据来源

之一。然而, 大型的语料库资源具有明显的缺点: 1) 

维护和更新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资源; 2) 语料库的

范围和领域都非常的狭小固定[1]。因此, 研究出能

够自动获取上下位关系的方法是迫切需求之一。 

上下位关系分类 (hypernym relation classifi- 

cation)是对给定的名词词语对<x, y>进行自动分类

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比如将词语对<狗, 动物>判

断为具有上下位关系的词对, 判断<花朵, 蜜蜂>不

具有上下位关系。上下位关系分类不仅能够支持更

高层次的自然语言处理任务, 如句法分析以及抽象

语义表示; 而且在信息处理领域也有广泛的应用价

值, 如在语料的属性词层次构建中可用于判断层次

关系。 

本文研究基于汉语的上下位关系分类的方法, 

并提出了一种新的词模式, 构建融合词模型。研究

目标在于提高基于模式方法的召回率, 降低模式匹

配的难度。在融合词模型中, 词模式更加容易匹配, 

能够在短语模式基础上大幅度地提高基于模式方

法的召回率, 从而提高关系分类的 F1 值。在词模式

保留上下文信息的基础上, 本文还结合词嵌入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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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信息, 构建了词模式嵌入模型。目前没有公开的、

大型的中文上下位数据库, 本文提出上下位关系数

据构建方法 , 数据构建主要根据同义词词林与

NLPCC-2017 测评数据, 添加部分人工构建工作。

本文构建了 12000 个词语对的汉语上下位数据库。 

1  相关工作 

1.1  语料库构建 

在英语数据中, WordNet 是目前最重要、涉及范

围最广、被常用的自然语言系统数据, 该数据中分

为名词、副词、形容词和动词 4 组不同且互不干扰

的词语网络。其中, 名词网络主要通过上下位关系

连接。WordNet 提供接口软件, 方便查询及应用。

除英文外, WordNet 还有其他语言部分, 如 EuroNet, 

但是其他语言的数据规模远小于英语的规模, 不足

以进行数据研究。在荷兰语中 , Sang 等 [2]使用

EuroNet 的数据, 但是由于数据规模太小, 作者采

用 Snow 等[3]的方法抽取出更多的上下位词语对。

目前, 比较成熟的具有上下位关系的中文数据库有

HowNet 和同义词词林等。 

目前, 大部分有关上下位关系的研究工作都是

基于英文的, 其他语言的研究与语料库资源较少。

汉语上下位关系的语料库规模也远远不及英文语

料库。目前针对汉语上下位的研究有刘磊等[4]提出

的基于“是一个”模式获取下位词概念的方法。 

1.2  上下位关系挖掘方法研究 

进行上下位关系分类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基于

模式的方法和基于词嵌入的方法。基于模式的方法

也被称为基于路径的方法(path-based method)。给定

词语对<x, y>, 比如<狗, 动物>, 在“狗是一种动物”

一句中, 词语对之间的短语信息为“是一种”。“是一

种”是一个明显具有上下位关系的模式, 也可以被

称为词语对之间的路径。这种词语对之间的短语信

息被称为模式(路径)。而这些利用模式进行上下位

关系分类的方法就是基于模式的方法。该方法最早

由 Hearst
[5]提出, 主要是在词语对同时出现在许多

语句时, 将不同语句提供的词语对之间的短语信息

构成集合, 通过集合来判断对应词语对的关系。

Hearst
[5]提供了几个明显具有上下位信息的模式 , 

比如: 是一种(is a/an)、例如(such as)、和其他(and 

other/ or other)等等。除短语信息以外, 依存路径也

可以当做模式。Snow 等[3]将词语对用他们之间的依

存路径的集合来表示, 在此基础上进行上下位关系

分类。使用基于模式的方法会构建一个巨大的模式

特征空间, 而语言表达的多样性和模式的可变性使

得特征空间十分的稀疏。比如, “狗是一种活泼的动

物”、“猫是一种可爱的动物”, 都包含“是一种”, 但

是不同的修饰词语导致被识别为两个不同的模式。

修饰语的使用让模式更加难以匹配。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 Nakashole 等[6]构建 PATTY 模型, 将模式中的

词语用词性来代替。 

在另一种基于词嵌入的方法中, 词语对被离散

化地表示为向量(embedding), 通过两个词向量之间

的运算来判断词语对是否为上下位关系。最早采用

基于分布方法进行上下位关系判断的是 Lin
[7]。

Kotlerman等[8]提出另外一种基于分布的方法, 他们

假设基于下位词的上下文是上位词的上下文的子

集。但是, 基于分布的方法有一个明显的缺点, 就

是训练出来的分布式向量仅仅保留了词语的语境

信息, 不能够包含字典等重要、准确的先验知识。 

目前, 在众多方法中, 最优的基于模式方法的

效果要比基于分布方法的效果差一些。这主要是由

于基于模式的方法要求词语对出现在同一个句子

中[1]
, 并且模式要进行匹配, 限制了基于模式方法

的召回率。 

2  基于模式的上下位关系分类方法 

本文构建一个基于短语模式与词模式的上下

位关系分类系统, 如图 1 所示。首先通过语料抽取

词语之间的模式, 然后将其应用在关系分类模型上。

其关键点是在抽取短语模式的基础上, 添加词模式

的使用。通常情况下, 与短语模式相比, 词模式更

容易抽取与匹配, 且具有更细化的文本信息。因此, 

本文从一个大规模的语料中抽取并构建词语的短

语模式与词模式空间, 利用模式空间将词语的模式

集合转化为向量, 使用最大熵算法得到融合词模型

(lexical-word pattern model)。 

2.1  短语模式 

短语模式是用于处理上下位关系分类任务的

一种常见模式, 能够有效地体现词语在句子中的关

系。本文采用 Sang 等[2]提出的短语模式抽取方法。

为了使短语模式更好地保留句子的信息, 在模式抽

取之前, 语料需要经过分句、分词与词性标注这 3

个句法分析步骤。本文将 3 种标点(。? ! )视为断句

的标记。 

短语模式指在句子中, 两个指定名词之间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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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上下位关系分类系统流程图 

Fig. 1  Flow chart of hypernym relation classification 

 

长度不超过 5 的短语[3]。在上述句子中, 词语对<水

果, 苹果>之间的短语“这 一 种”是词长度为 3 的

短语模式。当句子不同时包含词语对中的两个词时, 

词语对无法从该句子中抽取短语模式。 

基于短语模式的分类方法需要构建模式空间。

抽取出词语对在语料中的短语模式集合, 由所有的

短语集合构成模式空间。下面给出两个词语对的样

例, 其中例 1为具有上下位关系的词语对<水果, 苹

果>的句子, 短语模式集合为{“这 一 种”, “是 一 

种”, “中”}; 例 2 为具有非上下位词语对<水果, 人>

句子, 模式短语集合为{“对”, “不 爱 吃”}, 虽然例

2(3)中包含“水果”和“人”两个词语, 但是分词之后

并没有单独的名词“人”出现, 所以在这句话中没有

词语对<水果, 人>的短语模式。由此, 上下位关系

分类可以根据上下文信息进行估计与推理。 

例 1  1)  我 只 喜欢 苹果 这 一 种 水果 。 

2)  苹果 是 一 种 水果 。 

3)  水果 中 苹果 产量 最高 。 

例 2  1)  多 吃 水果 对 人 的 身体 有 好

处 。 

2)  很多 人 不 爱 吃 水果 。 

3)  一 种 水果 叫 人参果 。 

2.2  词模式 

基于模式的上下位关系识别是将模式转化为

特征向量的关系分类任务。目前, 基于模式的识别

方法的召回率普遍较低[7]。研究表明, 使用短语模

式作为特征, 能有效地进行上下位关系分类, 但是

存在明显的不足[2]
: 1)

 语料规模决定短语模式空间

的大小, 对实验产生较大影响; 2)
 受修饰语、定语

和语言习惯的影响, 相同含义的短语模式能够相似, 

但很难相同。如果想要提高基于模式方法的召回率, 

需要扩大模式空间、降低模式匹配难度。 

本文提出一种优化的词模式。该模式将短语模

式中的每一个词都单独作为一个特征。根据短语模

式不同但相似这一特点, 本文采用词模式作为优化

模式。例 3 中, 上下位词语对<苹果, 水果>和<动物, 

狗>的短语模式分别为“是 一 种 健康 的”以及“是 

一 种 活泼 的”。 

例 3  1) 苹果 是 一 种 健康 的 水果 。 

2) 狗 是 一 种 活泼 的 动物 。 

例 3 中, 两个短语模式表达了相同的意思, 但

是不同的修饰词使得短语模式无法匹配。虽然这两

种模式整体无法匹配, 但是模式内的词语大部分是

一样的。基于上述例子, 本文尝试以词作为模式的

基本单位, 能够提高模式的匹配度。本文提出词模

式的概念。词模式是将短语模式中的每一个词都独

立出来, 作为一种模式。不同于短语模式体现词语

在句子中关系这一观点, 本文认为词语之间的每一

个中间词都分别体现了词语之间的关系。 

词语对<水果, 苹果>和<动物, 狗>在例 3 中的

短语模式与词模式如表 1 所示。在短语模式情况下, 

两个词语对分别只有一个短语模式, 并且并不相同。

然而, 在词模式情况下, 两个词语对的模式集合长

度为 5, 且主要词模式都是相同的, 两种集合的重

叠程度有 4/5。 

词模式不仅能够提高模式匹配度, 提高方法召

回率, 也能够扩大模式空间, 减少语料规模对实验

结果的影响。所以, 本文在短语模式的基础上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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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词语对短语模式与词模式 

Table 1  Lexical patterns and word patterns for word pairs 

词语对 短语模式 词模式 

<水果, 苹果> 是 一 种 健康 的 是、一、种、健康、的 

<动物, 狗> 是 一 种 活泼 的 是、一、种、活泼、的 

 

了词模式。 

本文利用给定模式构建特征空间, 并利用特征

空间将词语对的模式集合向量化, 将词语对对应的

特征向量输入分类器, 对给定词语对进行关系分类。

这种模式的优化方法降低模式匹配的难度, 从而提

高了方法的召回率, 使得 F1 值也有明显的提升。 

3  基于词模式嵌入表示的上下位关
系分类方法 

在 2.2 节提出的词模式基础上, 本文构建了基

于词模式嵌入表示的上下位关系分类系统。首先, 

根据大规模语料获取词嵌入[9]
, 在该语料基础上获

取词语对的词模式。然后, 根据词语的词嵌入以及

所有词模式的词嵌入, 使用简单前馈神经网络构造

词融合词模式嵌入模型 (word pattern embedding 

model, WP-EMB) 。在此情况下 , 本文提出的

WP-EMB 模型不仅充分利用了语句的上下文信息, 

也利用了词语的语义信息。 

3.1  词嵌入 

基于模式的方法利用上下文信息对词语对进

行上下位关系分类, 存在较明显的缺点: 1) 需要词

语对作为独立名词, 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句子中; 2)

当词语对比较少见时, 词语对甚至可能没有上下文

信息, 无法进行基于模式的分类; 3) 仅利用上下文

信息, 却无法使用词的语义信息[1]。这些缺点限制

了基于模式方法的召回率。 

与基于模式方法不同, 基于词嵌入表示的上下

位关系分类方法利用词嵌入来表示词语的信息[8,10]。

词嵌入表示既包含词语的上下文信息, 也在很大程

度上表示词的语义。这一特点使得基于词嵌入的方

法有较高的召回率。目前, 在基于词嵌入的方法中, 

词语对<x, y>通常用特征向量表示。Roller 等[11]与

Baroni等[12]分别用 �⃗� − �⃗� 和 �⃗� ⊕ �⃗� 来表示词语对。 

由于短语模式具有长度较长、包含多个词语等

特点, 目前还难以将短语模式整体转变成词嵌入形

式, 基于模式的方法还无法利用语义信息。 

3.2  词模式的嵌入 

本文提出在基于词模式方法的基础上添加词

嵌入, 该方法结合词模式的上下文信息, 也利用了

词语的语义信息。通常情况下, 基于模式的方法难

以添加词嵌入, 2.2节中提出的词模式是添加词嵌入

的基础。 

首先, 采用与 Baroni 等[12]相同的 �⃗� ⊕ �⃗� 组合

方法来表示词语对本身的含义。除此之外, 通过词

模式嵌入来进一步利用上下文信息。不同词语对的

词模式集合{𝑝1⃗⃗⃗⃗⃗, 𝑝2⃗⃗⃗⃗⃗, … , 𝑝𝑛⃗⃗⃗⃗⃗}大小也不一致 , 采用

𝑝1⃗⃗⃗⃗⃗ ⊕ 𝑝2⃗⃗⃗⃗⃗ ⊕ …⊕𝑝𝑛⃗⃗⃗⃗⃗ 的向量拼接方法产生的词模式

特征向量维度不一致, 其中, 𝑝𝑖⃗⃗⃗⃗  为词语对的词模式

i 的词嵌入表示。 

为了获取词模式集合的特征向量, 并保持特征

向量的维度一致, 本文采用对所有词模式嵌入池化

结果做拼接的方法。计算过程如式(1)~(4)所示。 

 𝑝𝑚𝑎𝑥⃗⃗ ⃗⃗ ⃗⃗ ⃗⃗ ⃗⃗ = max𝑝𝑜𝑜𝑙𝑖𝑛𝑔(𝑝1⃗⃗ ⃗⃗ , 𝑝2⃗⃗⃗⃗⃗, … , 𝑝𝑛⃗⃗⃗⃗⃗) (1) 

 𝑝𝑚𝑖𝑛⃗⃗ ⃗⃗ ⃗⃗ ⃗⃗ ⃗ = min𝑝𝑜𝑜𝑙𝑖𝑛𝑔(𝑝1⃗⃗ ⃗⃗ , 𝑝2⃗⃗⃗⃗⃗, … , 𝑝𝑛⃗⃗⃗⃗⃗) (2) 

 𝑝𝑎𝑣𝑒⃗⃗ ⃗⃗ ⃗⃗ ⃗⃗ ⃗ = average𝑝𝑜𝑜𝑙𝑖𝑛𝑔(𝑝1⃗⃗ ⃗⃗ , 𝑝2⃗⃗⃗⃗⃗, … , 𝑝𝑛⃗⃗⃗⃗⃗) (3) 

 𝑃𝑥𝑦⃗⃗ ⃗⃗ ⃗⃗ =  𝑝𝑚𝑎𝑥⃗⃗ ⃗⃗ ⃗⃗ ⃗⃗ ⃗⃗ ⊕ 𝑝𝑚𝑖𝑛⃗⃗ ⃗⃗ ⃗⃗ ⃗⃗ ⃗ ⊕ 𝑝𝑎𝑣𝑒⃗⃗ ⃗⃗ ⃗⃗ ⃗⃗ ⃗ (4) 

其中, 𝑝𝑖⃗⃗⃗⃗  表示词语对的词模式 i 的词嵌入, 𝑃𝑥𝑦⃗⃗⃗⃗⃗⃗⃗表示

给定词语对的词模式的特征向量。 

基于以上得到的词模式特征向量表示, 本文将

词语对的词嵌入和词模式特征向量拼接, 利用最终

拼接的特征向量做为词语对的表示。此方法能够同

时利用词语的语义信息与上下文信息进行上下位

关系分类。 

𝑉𝑥𝑦⃗⃗ ⃗⃗ ⃗⃗ =  �⃗� ⊕ �⃗� ⊕ 𝑃𝑥𝑦⃗⃗ ⃗⃗ ⃗⃗  
(5) 

其中, 𝑉𝑥𝑦⃗⃗ ⃗⃗ ⃗⃗ 表示词语对的最终特征向量。 

本文提出的词语对的最终特征向量既保留了

模式的上下文信息, 也获取了词语本身的语义信息。

在此基础上, 本文将最终特征向量输入一个简单前

馈神经网络 , 构建一个词融合词模式嵌入模型

WP-EMB。 

3.3  词模式嵌入模型 

本文构建的词模式嵌入的上下位关系分类模

式采用双层前向神经网络。结构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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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词模式嵌入的神经网络模型结构 

Fig. 2  Architecture of model based on word pattern embedding 

 

模型使用 softmax 计算类别概率。 

𝑐 = 𝑠𝑜𝑓𝑡𝑚𝑎𝑥(𝑊 ∙ 𝑉𝑥𝑦⃗⃗ ⃗⃗ ⃗⃗ ) (6) 

其中, 𝑐 是一个两维的概率向量。词语对仅在𝑐[1] > 

0.5 时被分类为上下位关系词语对。 

在输入层, 词语对被映射为最终特征向量𝑉𝑥𝑦⃗⃗ ⃗⃗ ⃗⃗ , 

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在隐层, 神经元数量为 100, 

采用 sigmoid 激活函数提高神经网络的非线性建模

能力。在输出层, 采用 softmax 计算词语对被分类

为上下位词语与非上下词语对的分值。 

4  汉语上下位数据标注 

由于目前没有公开、大型的上下位数据库资源, 

为了完成实验, 本文构建一个由约 4200 个上下位

词对、8500 个非上下位词与对构成的数据库。 

Snow 等[3]提供了一种主流的方法来构建词库。

根据现有数据训练出分类器, 然后从语料中爬取出

现在同一个句子中的名词语对, 作为测试集。用之

前训练好的分类器对测试集进行分类, 分类之后再

加以人工检查, 检查后的数据可以继续加入词库。

这个方法较难用于中文语料, 因为中文没有英文的

词根变化, 所以在词性标注这一步, 很多修饰词或

前缀词会被标注为名词, 会出现一句话中有超过 5

个名词。所以本文并没有采取这种方法。 

本文构建的上下位词语对约 4200个, 有 3个来

源。 

1) 从同义词词林和 HowNet 中爬取可能具有上

下位关系的 20000 对词语对, 然后通过人工检查, 

最终保留 2300 对上下位词语对。 

2) 人工构建词类, 包括动物、植物、家电、国

家、城市、建筑、方言、乐器、节日、木材、学科、

职业等等, 上位词为如上概括的词语, 下位词为常

见的该类事物。比如, 节日的下位词为清明、春节、

端午、中秋节等, 乐器的下位词为钢琴、小提琴、

竖笛、二胡等。 

3) NLPCC-2017 的测评任务涉及包括上下位在

内的 4种关系, 主办方公开了用于评价的 2000对词

语对, 其中有 500 对为上下位词语对。 

非下位词有 8500 个, 主要有 2 个来源。 

1) NLPCC-2017 公开评价数据的 500 个部分整

体的名词语对。 

2) 在上述第二条中, 采用大类错开和并列下位

词构造的词语对。比如, 所有节日的下位词和乐器

这一词构成非上下位词语对, 如<端午, 乐器>、<中

秋节, 乐器>; 所有具体大类的下位词的并列, 如节

日的两个下位词<端午, 中秋节>, 国家的两个下位

词<中国, 古巴>等等。再对构造出的词语对进行人

工检查, 保留需要数目的非上下位词语对即可。 

5  实验与结果分析 

5.1  实验语料 

为了进行对比, 本文将 Sang 等[2]的基于短语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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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方法在汉语的语料与数据上进行实验。本文需

要大量的无标注语料进行模式抽取与词嵌入训练, 

无标注语料主要为百度百科和 BCC 语料库。百度

百科语料包含目前百度百科中的所有词条信息和

对应的网页数据。BCC 语料是由北京语言大学构建

的语料平台, 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语料查询和保留。

BCC 语料包括报刊、文学、科技和古汉语等多领域

语料, 是可以全面反映当今社会语言生活的大规模

语料库。各语料的基本情况如表 2。 

 

表 2  数据规模及语料信息 

Table 2  Details of corpus for hypernym datasets 

数据 词语对数量 语料来源 句子数 

上下位词语对 4274 

百度百科 6150000 

BCC 语料库 90000 

非上下位词语对 8500 

百度百科 850000 

BCC 语料库 50000 

 

本文主要依据 BCC 语料来抽取短语模式与词

模式。部分上下位和非上下位词语对在 BCC 语料

中没有匹配的语句, 这些没有相关语句的词语对会

直接被分类为非上下位, 影响模型的分类效果。在

此情况下, 本文也基于百度百科的语料进行了同样

的实验。本文采用精确率(P)、召回率(R)以及 F1 值

作为评价模型分类效果的指标。 

5.2  融合词模型 

基于短语模式和词模式, 本文进行实验的特征

有如下几种: 1) 短语模式 (lexical pattern, LP): 词

语对在句子之间、词长度不超过 5 的短语; 2) 词模

式 (word pattern, WP): 词语对在句子之间、长度不

超过 5 的短语模式中的每一个词; 3) 词模式频率 

(word frequency pattern, WFP): 由于词模式非常容

易匹配, 使得词模式出现频率较高。为了利用词模

式的频率信息, 采用桶方法统计词模式出现次数, 

将次数分入不均匀的桶。对于每一个词模式及其出

现次数, 构建6个桶, 分别为1-5, 6-10, 11-20, 21-50, 

51-100, 100。给定词语对, 当词模式“是”出现次数

为 23 时, “是 21-50”对应的特征值为 1, 其余桶值为

0。 

采用最大熵作为分类模型, 分别在 BCC 语料

和百科语料进行对比实验。基线实验为基于 LP 的

短语模式模型, 本文提出基于 LP 和 WP、基于 LP

和 WFP、基于 LP, WP 与 WFP 的 3 种融合词模型与

基于 WP 的词模型。根据上述评价指标, 利用不同

特征情况下, 各模型的正确率和召回率见表 3。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 在 BCC 语料中, 当模式中

添加词模式时, 模型得到的 F1 值最高为 75.15%; 

在百度百科语料中, 在短语模式中添加词模式时, 

模型得到最高的 F1 值为 82.46%。根据 McNemar

显著性检测, 模型之间的差距(p < 0.05)证明词模式

为基于模式的上下位关系分类方法的性能带来可

靠的提高。 

与已有工作相比, 文本提出的融合词模型性能

明显优于 Sang 等[2]提出的基于短语模式的模型, 说

明模式匹配度高的重要性。词模式能够有效地降低

模式匹配的难度, 提高模式匹配率, 从而提高基于

模式方法的召回率。 

5.3  词模式嵌入模型 

为了确定最佳的分类模型 , 本文以基于单层

bilinear 的词嵌入模型为基线实验。对比实验分别为

基于单层 bilinear 的词融合模式嵌入模型、基于

linear的词模式嵌入模型与基于 linear的词融合词模

式嵌入模型。每个模型的输入与计算方式如表 4 所

示。 

 

表 3  基于模式方法对比实验结果 

Table 3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models on two corpuses 

实验系统 
BCC 语料  百度百科语料 

P/% R/% F1/%  P/% R/% F1/% 

短语模式 84.53 55.77 67.20  82.17 77.89 79.98 

短语模式模+词模式 83.19 68.53 75.15  81.01 83.96 82.46 

短语模式模+词模式频率 85.56 65.49 74.19  81.33 78.89 80.07 

短语模式模+词模式+词模式频率 86.03 64.40 73.66  84.49 78.74 81.51 

词模式 80.62 69.74 72.26  79.63 83.11 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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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模型输入与计算 

Table 4  Input and calculation of models 

模型 输入 计算方法 

bilinear 词嵌入模型 𝑥, �⃗� 𝑥 ∙ 𝑊 ∙ �⃗� 

bilinear 词融合词模式嵌入模型 𝑥 ⊕ 𝑃𝑥𝑦⃗⃗ ⃗⃗ ⃗⃗ , �⃗� ⊕ 𝑃𝑥𝑦⃗⃗ ⃗⃗ ⃗⃗  (𝑥 ⊕ 𝑃𝑥𝑦⃗⃗ ⃗⃗ ⃗⃗ ) ∙ 𝑊 ∙ (�⃗� ⊕ 𝑃𝑥𝑦⃗⃗ ⃗⃗ ⃗⃗ ) 

linear 词模式嵌入模型 𝑃𝑥𝑦⃗⃗ ⃗⃗ ⃗⃗  𝑊 ∙ 𝑃𝑥𝑦⃗⃗ ⃗⃗ ⃗⃗  

linear 词融合词模式嵌入模型 𝑥 ⊕ �⃗� ⊕ 𝑃𝑥𝑦⃗⃗ ⃗⃗ ⃗⃗  𝑊 ∙ (𝑥 ⊕ �⃗� ⊕ 𝑃𝑥𝑦⃗⃗ ⃗⃗ ⃗⃗ ) 

 

表 5  词模式嵌入实验结果 

Table 5  Performance of pattern embedding model 

模型 BCC 语料  百科语料 

P/% R/% F1/%  P/% R/% F1/% 

bilinear 词嵌入模型 87.55 82.02 84.69  83.68 83.48 83.58 

bilinear 词融合词模式嵌入模型 73.37 90.40 81.00  49.81 95.75 65.53 

linear  词模式嵌入模型 95.91 96.81 96.36  83.81 81.77 82.78 

linear  词融合词模式嵌入模型 95.07 96.11 95.59  94.90 94.90 95.36 

 

根据表 5 中基于单层 bilinear 的词嵌入模型与

基于 linear 的词模式嵌入模型, 可以看出模式代表

的上下文信息与词嵌入代表的语义信息都是上下

位关系分类的重要信息。本文设计的词融合词嵌入

模型在百度百科语料上的 F1 为 95.36%, 与只利用

词嵌入或词模式的方法相比, 得到的 F1 值高, 因为

综合利用了词语对的上下文信息与语义信息, 提高

上下位关系识别的精确率与召回率, 也能够解决基

于模式方法部分词语对没有模式、无法进行分类的

情况。 

在表 5中, 基于BCC语料的实验结果普遍比基

于百度百科语料的结果高。因为 BCC 语料比百度

百科语料规模小, 部分非上下位词语对没有模式。

在基于模式的模型中, 不具有模式信息的非上下位

词语对可以直接被分类正确, 而在词模式嵌入模型

中, 需真实分类的词语对数量较小。词语对没有模

式时, 也说明词语对之间的关系较远, 也是一种上

下文信息。由此可见, 语料的规模对实验结果也有

影响。 

通过比较不同模型的 F1 值, 说明语义信息与

上下文信息对上下位关系分类都有重要的影响。实

验结果表明, 本文提出的词嵌入模型能够利用上下

文信息与语义信息, 进而提高模型分类的性能。 

6  总结与展望 

本文在短语模式基础上提出词模式, 降低模式

匹配难度。在基于短语模式与词模式的融合词模型

中, 模型的召回率得到提高, 模式更为简洁高效。

在词模式基础上, 本文结合词嵌入的语义信息, 构

建了词融合词模式嵌入模型。实验结果表明, 本文

方法能够有效地进行上下位词语对关系分类, 效果

超过基于短语模式的方法。 

未来工作中, 我们将考虑从 3 个方面进一步优

化上下位关系识别的模型: 在词模式向量的基础上, 

提高词模式特征向量的代表性; 构建一个能够从文

本中自动挖掘上下位关系词语对的方法; 利用依存

信息提高模式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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