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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确理解文本矛盾是自然语言理解的一项基础性问题。目前的研究大多针对矛盾识别任务，深入文本内部
探究矛盾产生原因的工作较少，且缺乏专门的中文矛盾数据集。该文在前人矛盾研究基础上，提出矛盾语块的概念，
将其划分为 7 种类型，并根据标注规范构建了包含 16,224 条数据的中文矛盾语块（CCB）数据集。基于此数据集，利
用序列标注及抽取式阅读理解类模型开展矛盾语块边界识别实验，以检验模型对矛盾内部语义信息的理解能力，结果
显示阅读理解类模型在该任务上的性能优于序列标注模型。该文通过三个角度对影响语块边界识别的因素进行分析，
为文本矛盾后续研究工作提供可靠的数据集和基线模型。

关键词：，自然语言理解；文本矛盾；矛盾语块
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Data Set Construction and Boundary Recognition of Chinese
Contradictory Blocks
LI Bohan1 , JIANG Shan1 , LIU Chang1 and DONG Yu1
(1.Colleg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textual contradiction is a fundamental problem in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Most existing researches focus on contradiction detection tasks, but less work explores the causes of contradictions deep into the text. Moreover, fine-grained Chinese contradictory corpus is not available. Based on the contradiction types summarized by predecessors,
we further clarify the concept of contradictory blocks, propose labeling guideline and build a Chinese Contradiction Block
(CCB) dataset. Experiments on boundary recognition of contradictory blocks using sequence labeling models and extractive
machine reading comprehension models on the dataset probe the ability of models understanding internal contradictory semantic information. We analyz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rrect identification of block boundaries, and provide a baseline for
follow-up research on this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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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正确解析文本矛盾是自然语言理解中一项重
要环节，其定义为：当拥有共同实体的两个句子
极大概率不能同时成立时，这两个句子互相矛盾
[1]
。文本矛盾与多种自然语言处理任务有关：它
是自然语言推断中三种文本关系类型之一；判断

两个句子是否矛盾的任务被称为矛盾识别；而矛
[2]
盾识别又可以应用到谣言检测 、新闻矛盾检测
[3]
[4]
，以及社交媒体上观点和情绪的矛盾检测 等
相关领域中。
上述文本矛盾检测的任务通常围绕矛盾类型
[5]
的特征展开，如用基于语义规则的方法 、逻辑
推理的方法、应用编辑距离的对齐方法和反向模
[6][7]
式匹配的方法来对矛盾关系进行识别
。随着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神经网络模型被运用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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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识别任务上，如 Vijay 等人 使用 LSTM 在三个
公开数据集上进行了矛盾检测的实验。然而，矛
盾的现有工作大多关注文本矛盾的检测，并未探
究引发矛盾现象的具体片段，使得矛盾检测任务
缺乏可解释性。目前精细标注矛盾片段的数据集
十分缺乏，因此无法基于该类数据集对矛盾做进
一步探究。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提出矛盾语块的概念，
定义矛盾语块为导致句子矛盾的最小语言单元。
同时为矛盾语块制定了标注规范，并根据该规范
对中文自然语言推断数据集（Chinese Natural
[10]
Language Inference，CNLI） 中的矛盾语料进
行 标 注 ， 构 建 了 中 文 矛 盾 语 块 （ Chinese Contradiction Block,CCB）数据集。我们在此数据
集上进行了一系列矛盾语块边界识别的实验，以
检验模型对文本矛盾的理解程度，验证模型能否
精准定位导致文本矛盾的片段，分析影响模型识
别矛盾语块边界的因素，也为该领域的进一步工
作和相关实验提供了前提条件。
本文的内容分布如下：本章对本文工作进行
简要介绍，第一章为相关工作，说明文本矛盾的
工作的进展与相关数据集等。第二章为文本矛盾
的界定、类型划分与标注规范。第三章重点描述
了数据集的构建，包括数据集的选择以及量化分
析等。第四章提出中文矛盾语块边界识别任务，
介绍本文使用的序列标注与抽取式阅读理解两类
模型。第五章在矛盾语块数据集上进行矛盾语块
边界识别实验，对结果进行分析，并探究了影响
实验效果的几类因素。第六章对本文工作进行总
结。

1

相关工作

文本矛盾是一种复杂的语言现象，也是自然
语言理解中的基本任务。2006 年 Harabagiu 等人
[8]
认为文本矛盾可由否定、反义、语义三个方面
导 致 ， 并 构 建 这 三 类 矛 盾 的 检 测 系 统 。 De
[1]
Marneffe 等人 在此基础上对文本矛盾进一步定
义，认为文本矛盾的前提是有共同名词实体存在，
且当给定两个句子大概率不能同时成立时，文本
矛盾现象产生。该工作将文本矛盾分成 7 个类别，
并基于其构造的矛盾数据集进行了矛盾识别的实
[11]
验。Ritter 等人 强调外部知识对矛盾检测任务
的影响，同时借用函数思想提出了针对外部知识
的矛盾检测模型。
文本矛盾的数据分为两类：自然语言推断类
数据集和专门的矛盾数据集。前者来源于自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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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推断任务，该任务数据集中的“矛盾”类别可
抽取出来独立作为矛盾数据集使用。这类数据集
包括 RTE 与 RITE 等自然语言推断评测数据集
[13-15]
[16]
[17]
[8]
、SNLI 、MultiNLI 、CNLI 数据集，和
[18]
社交媒体领域的 PHEME 数据集 等等。第二种文
本矛盾数据集是为矛盾检测任务设计的专用数据
[19]
集，比如 Sem2012 评测数据集 和 SemEval2014
[20]
评测数据集 、从 RTE-3 数据集与维基百科等来
[1]
源中抽取构建的综合数据集 ，等等。
基于上述数据集进行矛盾识别是文本矛盾领
域的常见任务。矛盾识别的经典方法是化用逻辑
推理中矛盾的思想，用信息抽取的方法将句子中
的信息表示为逻辑表达式的集合，基于这个集合
[7][12]
推理判断语句是否矛盾
；也有学者利用依存
句法树、编辑距离等方法评估句子相似度与词语
的共现情况，如相似度极高的两句话中如果有一
[6]
部分词序不同，则很有可能为矛盾关系 。刘茂
[21]
福等人 将矛盾句对整合为事件图谱，利用事件
图谱的方法在大数据中抽取矛盾信息。另外，文
本矛盾中诸如命名实体识别、数字、反义词、否
定等重要特征被广泛运用，作为分类的重要依据
[22][8]
。但有时准确界定文本矛盾所需的部分特征
无法直接通过原文获取，需要外部知识的辅助，
[23]
因此有工作通过矛盾领域的词向量 、“联想”
[24]
[25]
[26]
搜索 、网络挖掘 等方法获取 WordNet 等外
部知识库的信息，提升模型判断能力。
矛盾识别工作可扩展至多种应用。Badache
[2]
等人 运用矛盾检测系统，针对社交软件上的动
态和回复，进行矛盾的强度评分。Lendvai P 等
[4]
人 对社交软件中的谣言进行了分类，并加入人
[3]
工特征辅助谣言检测的过程。Karimi H 等人 提
供了针对新闻篇章的假新闻检测系统，而
[27]
Zadrozny 的 矛 盾 检测模 型 可 以 运用 在 药 物说
明书的勘误工作里。

2

矛盾语块界定及标注规范

矛盾特征如反义词、否定词等在文本矛盾中
较为常见。但在矛盾任务中，大多数工作聚焦于
句子级别的矛盾识别，仅将特征作为辅助手段，
而没有深入思考矛盾产生的深层原因。本文对矛
盾句对内部片段归纳总结，提出矛盾语块的概念，
探究其如何导致矛盾语义。

作者, 等: 文章标题

*期

3

表 1 矛盾的不同类型
类型

例句

反义

例1

T1：一个男人在晚上走在一条繁忙的街道上，转过身微笑着。
T2：有一个人独自生闷气。

否定

例2

T1：去年，克林顿签署了禁止联邦承认同性恋婚姻的立法，然后在竞选中吹嘘。
T2：禁止联邦承认同性婚姻的立法从未被签署过。

数字

例3

T1：让受赠人 A 从 LSC 基金中获得 3 万美元，并以每箱 100 美元的成本卖出。
T2：受赠人 A 只能从 LSC 获得高达 10000 美元。

事件

例4

T1：一条橙色的猫沿着牡丹花旁边的小路奔跑。
T2：一只猫在树林里睡觉。

句法

例5

T1：洛克希德公司宣布收购诺斯洛格，完成国防工业合并。
T2：诺斯洛格公司收购洛克希德公司的价格非常低廉。

词义不兼容

例6

T1：小女孩坐在桌子旁吃香肠。
T2：年轻女孩在吃蛋糕。

外部知识

例7

T1：在罗德奥大道和代顿路的拐角处抓住它。
T2：罗德奥大道和代顿路的位置完全平行。

2.1 矛盾语块的界定与类型划分
[1]

本文参考 De Marneffe 等人 的定义，认为
包含共同实体是两个句子矛盾的前提，且当它们
所述内容极大概率不能同时成立时，矛盾成立。
两个句子之间的共同实体包含了相同的语义信
息，不为句间矛盾关系的判断提供帮助。排除掉
此类共同事件后，两个句子剩余片段将包括不同
的信息，这类片段信息导致句对矛盾，且句对矛
盾类型受剩余片段形式的影响。因此定位此类片
段是分析矛盾成因的关键。
为了进一步探究及分析上述片段，我们针对
它提出矛盾语块的概念，定义其为 导致句对矛盾
的最小语言单元 。矛盾语块是一类符合日常搭配
习惯的文本片段，它能够完整表达句间矛盾的核
心，且不包括对矛盾推断无用的冗余信息。由矛
盾语块的不同类型可推出文本矛盾的不同类型，
因此对语块的类型分析可借鉴文本矛盾类型的研
[1]
究。本文参考 De Marneffe 等人 对文本矛盾 7
种类型的分类，对矛盾语块进行了相应的划分，
如表 1 所示。
反义
矛盾语块的意义相反导致句子矛盾，如
反义词。如例 1 中两个句子拥有共同实体“人”，
T1 的“微笑”与 T2 的“生闷气”是反义词，描
述了这个男人的相反情绪，导致该句对矛盾。
否定
矛盾语块带有明确的否定词，如“没有”、
“不”、“从未”等等，否定词导致语义转折构成

了整句的矛盾。如例 2 中 T2 的“从未”是 T1 中
“签署”的否定，两者意思相左。
数字
矛盾语块中出现明确的数字，如数量、
时间等，且数字的不一致导致两句话矛盾。如例
3“受赠人获得的收益”在两句话中数量不同，在
T1 与 T2 中分别为 3 万和 10000 美元，构成矛盾。
事件
由句中谓语语义不兼容造成的整句矛
盾。例如例 4 中的猫在 T1 与 T2 中的动作分别是
“奔跑”
“睡觉”，两句的谓语显然无法同时发生，
构成矛盾。
句法
两个句子句法结构不同，导致文本矛盾
的产生。如例 5 中 T1 为洛克希德公司收购诺斯洛
格公司，而 T2 却为诺斯洛格公司收购洛克希德公
司，在谓语相同的情况下，主语与宾语位置调换，
造成句对矛盾。
词义不兼容 句 对 中 矛 盾 语 块 对 共 同 实 体 的 位
置、状态、性质等描述存在差异，导致整句矛盾。
词义不兼容表示词义不同，而非语义相反或否定，
即该类型与前文的“反义”和“否定”类型不同。
如例 6 中女孩所吃食物分别为“香肠”和“蛋糕”，
两词既不是反义词，也没有否定词修饰，但它们
词义互斥，导致了句对矛盾。
外部知识
部分矛盾句对较为复杂，难以从字
面意思直接得出结论，需要借助外部知识来辅助
判断。比如需要常识才能推导出例 7 中 T1 的“拐
角处”表示两条街有交叉，与 T2 中它们“完全平
行”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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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据标注示例

3

数据集构建

我们从 CNLI 数据集中选取了部分矛盾类别
的语料，对其进行人工标注，经过校对之后，获
得 16,224 条有效的矛盾句对。
3.1 数据选择

图 1 数据标注流程

2.2 矛盾语块标注规范
本文对标注工作制定如下标注规范：
标注内容
本文标注工作的内容是根据矛盾语
块的定义与分类，在矛盾句对上对矛盾语块和语
块类型进行标注。矛盾语块是导致整句间矛盾关
系的最小语言片段，需要在两句话内分别进行标
注，语块类型则需要参考语块的内容结构，在反
义、否定、数字、事件、句法、词义不兼容、外
部知识等 7 种类型中进行选择。
标注流程
标注流程如图 1 所示，首先导入待
标注的文本，标注员需要通读并对比给定句对，
确定句对间具有矛盾关系，并为矛盾类型进行大
体的归类，之后划出句对中的矛盾语块并勾选语
块类型；若判定句对不存在矛盾关系，则在两个
句子上分别标注为“无矛盾”。
平台
采 用 轻 量 级 在 线 文 本 标 注 工 具 Brat
[28]
（Brat Rapid Annotation Tool） 对中文矛盾
语料进行结构化标注，网页效果如图 2 所示，标
注结果以.ann 文件的格式由 Brat 自动保存在服
务器端。
一致性 为保证标注一致性，标注中对标注员进
行系统培训，并提供试标注环节便于其熟悉标注
平台及标注规范，正式标注期间对标注内容定期
进行简单抽样检测，正确率达到 90%以上。

CNLI 数据集为 SNLI 与 MultiNLI 两个数据集
的部分语料经过翻译及人工校准而成，数据总量
达 11 万，其中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的数量分
别为 9 万、1 万和 1 万条，文本蕴含、矛盾与中
立的数据比例大致为 1：1：1。每条数据都包括
一个前提句和一个假设句，以及“蕴含”、
“矛盾”
或“中立”的关系标签。
其中，矛盾类型数据的数量为 35,696 条，其
前提句平均长度为 20 字，假设句的平均长度为
14 字。该数据长度适中，不会由于句式结构过于
复杂对标注和分析造成干扰，也不会因为长度太
短而失去研究价值。我们规定前提句与假设句在
数据集中分别作为矛盾句对中的 T1 与 T2，按照
前文的标注规范对 CNLI 的矛盾类型数据进行了
人 工 标 注 ， 构 建 中 文 矛 盾 语 块 （ Chinese Contradiction Block, CCB）数据集。

图 3 CCB 数据集中矛盾语块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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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从文本中摘取一个片段作为问题的答案。
本文将句对中的一句作为文本，另一句作为问题，
利用问题的整句信息在文本中寻找对应的矛盾片
段。之后将两句调换位置，寻找另一句的矛盾片
段。对前提句与假设句中的矛盾片段预测是独立
进行的，用两次分别预测的结果共同作为句对矛
盾语块边界的索引。
4.1 序列标注模型

图 4 不同语块类型的长度及数量分布
3.2 数据集量化分析
CCB 数据集包含 16,224 条有效数据，其训练
集包含 14,224 条句对，验证集和测试集各包含
1,000 条句对。数据集内各类别语块数量占比及
长度如图 3、图 4 所示。通过分析可知，CNLI 数
据集矛盾类别的语料中，半数以上句子内部的矛
盾语块都为“事件”类型，占总量的 55.98%；
“否
定”与“词义不兼容”次之。从语块长度分布来
看，长度范围在 0-10 的语块数量最多，其中非“事
件”类型的语块长度大多在 0-5 之间，而事件类
型的语块集中于 5-10。这是因为“事件”类型同
时涉及到谓语和宾语，导致该类型语块较长。语
块长度大部分小于 20，约占 86.34%；超过 20 个
字的句子较少，约占 13.66%。

4 中文矛盾语块边界识别方法
本文将基于 CCB 数据集进行矛盾语块边界识
别的实验。中文矛盾语块边界识别是预测给定矛
盾句对中矛盾语块边界位置的任务，该任务需考
虑语块边界信息的表示方法，即如何将语块边界
的位置转化为模型能够表示的形式。本文采用序
列标注和抽取式阅读理解两类模型，将边界信息
分别转化为序列标签信息和语块始末索引，通过
实验检验了不同类型的神经网络模型对矛盾语块
边界识别的性能，并进一步分析了实验中影响语
块边界识别效果的因素。
序列标注是将文本序列的每一个字符映射至
分类标签集合中的任务。本文采用序列标注模型，
将矛盾语块边界信息转化为序列标签信息，实验
结果中带相同类型标签的连续子序列即为矛盾语
块。
抽取式阅读理解任务为给定一段文本和一个

神经网络条件随机场模型 Jie Yang 等人在 2018
[29]
年提出用于神经序列标注的名为 NCRF++ 的工
[30]
具包，旨在通过条件随机场 推理层快速实现不
同的神经序列标记模型。本实验中选择了其中的
BiLSTM 与条件随机场结合而成的神经网络条件
随机场模型（Neural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
NCRF)进行实验。NCRF 模型由两部分组成：序列
层和推理层。序列层使用 BiLSTM 作为编码器来捕
获从左到右和从右到左的序列信息，获得序列的
特征表示。推理层接收这些特征表示，把序列映
射到标签数量大小的向量上，通过条件随机场对
每个单词的标签概率进行建模，即利用特征信息
为序列中的每个词打上标签。
Bert-NER 模型 BERT 模型（Bidirectional En[31]
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
[32]
是一个多层双向 Transformer 编码器，利用自
注意力机制，来预训练文本的深层双向表示。预
训练的 Bert 表示通过微调（fine-tuned）和改变
输出层的方法在阅读理解、自然语言推断、情感
分析等多个 NLP 任务上取得了最优成绩。本实验
中我们选择应用于命名实体识别任务的
Bert-NER 模型作为序列标注模型进行矛盾语块
边界识别实验。
4.2 抽取式阅读理解模型
[33]

MatchLSTM-PointNet 模型 Wang 等人 在 2017
年针对阅读理解任务提出了结合 MatchLSTM 和
Pointer Net 的模型。我们将原模型中加在前提
句上的注意力机制同时应用于前提句与假设句形
成 MatchLSTM-PrtNet 模型。该模型中的
MatchLSTM 作为编码器负责对序列信息建模，获
得前提句和假设句双向注意力机制加权的向量表
示，通过这种改进获得两个句子之间充分的交互
[34]
和匹配信息；Pointer Net 作为解码器根据
MatchLSTM 生成的句子向量生成矛盾语块边界下
标，直接定位矛盾语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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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NCRF 和 BERT-NER 实验结果
NCRF
Bert-NER

准确率（Acc）

精确率(P)

召回率(R)

F1 值(F)

76.84%
80.07%

0.4975
0.5649

0.4470
0.5331

0.4709
0.5486

图 5 NCRF 和 BERT-NER 错误分析
Bert-MRC 模型 本文选择 Bert 经过微调后应用
[35]
于 Squad 数据集 上的阅读理解模型，即
Bert-MRC 模型，进行矛盾语块边界识别实验。此
模型将 Bert 作为编码器，取出其最后一层的信息
送入推理层，得到句中每个字作为矛盾语块边界
元素的概率，将概率最大的两个字分别作为始末
边界，将它们在句中的索引作为输出。

5 实验结果与分析
5.1 实验设计
本文的矛盾语块边界识别是一项新的任务，
[5]
与识别句对是否矛盾的工作 有所不同，因此尚
无相关工作提供可与之比较的基线模型。我们将
语块边界信息转化为序列标签和语块始末索引，
使用较为通用的序列标注类模型和阅读理解类模
型在 CCB 数据集上进行实验，验证模型对矛盾语
块的理解能力，比较模型预测语块边界的性能。
两类模型的不同输出导致其评价方式不同，直接
进行类间比较没有意义。因此在类型内部比较的
基础上，用完全匹配准确率统一 4 个模型的评价
方式，直观对比两类模型在矛盾语块边界识别任

务上的效果，并从虚词、矛盾语块类型、句子长
度三个角度分析了语块识别准确率的影响因素。
5.2 序列标注模型
在两个序列标注模型中，将前提句和假设句
用“#”拼接为一句作为输入。将矛盾语块边界信
[36]
息转化为 BIO 格式 的序列标签信息，即用 B 表
示语块的初始文字，用 I 表示语块内其他部分，
用 O 表示句中非语块的片段。模型输出同样采用
BIO 格式标签表示预测语块的边界信息。
本文使用准确率、精确率、召回率与 F1 值四
种指标对 NCRF 与 Bert-NER 两个序列标注模型的
预测结果进行评价，如表 2 所示。NCRF 模型作为
基线，取得了 76.84%的正确率；Bert-NER 模型比
NCRF 模型高 3.23%。且 Bert-NER 模型的精确率、
召回率、F1 值均高于 NCRF 模型。产生差距的原
因是 NCRF 模型作为一个简单的序列标注模型，仅
通过 BiLSTM 对输入序列进行编码，没有对句子间
的语义交互信息进行建模，因此不能很好的处理
矛盾语块边界识别任务，实验性能一般。而
Bert-NER 模型包含了多层应用自注意力机制的
Transformer 模型，可以针对输入序列进行句间
和句内的交互信息计算及充分的信息融合，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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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MatchLSTM-PrtNet 和 BERT-MRC 实验结果
模型
MatchLSTM-PrtNet
Bert-MRC

完全匹配（EM） 精确率（P）
13.11%
0.5643
40.20%
0.8387

预训练好的语言模型也携带了丰富的语义信息。
另外，经过在矛盾数据集的微调训练，模型对矛
盾关系的理解力进一步增强，因此实验性能突出，
其预测内容更能准确判断矛盾语块边界。
我们在测试集中随机抽取了 100 条数据对
NCRF 模型与 Bert-Ner 模型的标注情况进行了具
体分析。若将真实语块与预测语块的始末索引完
全相同视为正确样例，则可以归纳出三种常见错
误类型：边界错开、无标注与语块不连续，见图
5。
边界位置错开
模型预测的矛盾语块边界与真
实矛盾语块边界没有完全重合，存在若干字的误
差。
无标注 模型未对句子进行标注，导致文本的语
块信息为空白。这种句子占比较少，且通常为长
度较长、句法结构复杂的句子，这为识别语块边
界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标注语块不连续 模型预测的矛盾语块在中部断
裂。这是因为模型在预测矛盾语块边界时，将最
后一层序列信息中每个字符向量通过分类层独立
地映射到相应的标签集合，导致语块内部的一些
字符被识别成语块外的元素。经过统计发现，部
分情况下将此类数据中的多个语块拼接可组成真
实语块，这启发我们使用抽取式阅读理解模型进
行矛盾语块边界识别实验。
图 6 将 NCRF 与 Bert-NER 模型的表现进行对
比。被正确预测的句子通常长度较短，且句子简
单清晰，前提句和假设句的文本相似度很高，只
有部分位置的词和短语不一致。三种错误类型中，
边界位置错开的情况最多，且该类型上 NCRF 的错
误率明显高于 Bert-NER，相比于后者，NCRF 不能
很好地精确定位矛盾语块的始末位置。无标注与
语块不连续两种错误较为少见。经过统计，模型
未进行标注的句子通常较长，长度大于 20。此类
句子通常有更复杂的句法结构和更高的语义理解
难度，而模型的理解能力有限，未能做出相应标
注。在语块不连续类型中，NCRF 模型的错误数量
小于 Bert-NER 模型，经过统计发现，这是因为
NCRF 更倾向于将不够确定的字段一并划入语块
中，预测的语块长度较长。从另一个侧面导致其
边界位置错开错误类型数量更多，但语块不连续
问题较少。

召回率（R）
0.46
0.7981

F1 值
0.511
0.8179

图 6 NCRF 和 BERT-NER 结果分析
5.3 抽取式阅读理解模型
本文使用完全匹配（Exact Match，EM）与
F1 值两种指标对两个阅读理解模型的预测结果
进行评价，如表 3 所示。基线 MatchLSTM-PrtNet
模型的完全匹配正确率为 13.11%；Bert-MRC 模型
的 正 确 率 为 40.2% ， 超 过 前 者 27.09% 。
MatchLSTM-PrtNet 模型是基于外部注意力机制
的匹配模型，可以获取句子间的交互信息：通过
一个句子对另一个句子计算注意力权重，以此建
模包含了两个句子之间相关程度的匹配向量，并
利用该匹配向量生成矛盾语块边界下标。而
Bert-MRC 模型内大量的 Transformer 结构应用了
自注意力机制，因此模型可以获取到丰富的矛盾
语义信息，并将矛盾语义信息映射为两个句子上
的矛盾语块。通过 F1 值也可看出，Bert-MRC 模
型的综合性能优于 MatchLSTM-PrtNet 模型，对矛
盾语块信息的提取能力更为突出。
与序列标注模型不同，抽取式阅读理解本身
的输出格式规避了序列标注模型 的部分错误类
型：它的输出是矛盾语块的起始和结尾索引，因
此输出结果是连续的，不存在语块不连续的错误；
模型对每个字作为边界始末元素的概率进行处
理，选出概率最大的字作为结果，因此不存在无
标注的错误。对于抽取式阅读理解模型而言，导
致预测错误的原因只有边界位置错开的问题。通
过对比两模型的正确率可知，Bert-MRC 模型的边
界位置错开的概率低于 MatchLSTM-PrtNet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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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Bert-NER、NCRF 模型。经过分析，首先阅读理
解模型的输出直接为文本片段的始末索引，避免
了序列标注模型的无标注与语块不连续错误类
型。其次，序列标注模型在分类层将句中每个字
独立地映射在标签集合中，用标签代表矛盾语块
边界，在进行预测时更强调每个字单独的类别。
而抽取式阅读理解模型则将两个句子分别作为文
本与问题，利用问题的信息在文本寻找相应的片
段，强调了两个句子之间的信息交互和句子整体
语义的理解。因此抽取式阅读理解模型更符合矛
盾语块边界识别的思想与需求，实验效果更佳。
图 7 松弛实验结果，虚线代表序列标注类模
型，实线代表阅读理解类模型
5.4 模型对比分析
由于序列标注模型与抽取式阅读理解模型的
原理、输出与评价方式不尽相同，我们使用完全
匹配的准确率作为统一的评价方式，直观衡量各
模型的表现。该种评价方式要求模型对一个句对
中的前提句与假设句的矛盾语块同时作出完全正
确的判断，对模型的性能要求较高。
本文针对边界错开的错误类型，对 4 种模型
的实验结果统一进行松弛处理，在真实边界结果
两侧开尺寸为 1-3 的窗口，界定如果模型的预测
边界在软边界中即为匹配成功。松弛操作后 4 种
模型的准确率如图 7 所示，窗口大小为 0 时的表
现是松弛前各模型的完全匹配准确率。整体来看，
增加窗口对模型完全匹配的准确率有明显帮助，
每新增加一个尺寸的窗口，模型准确率平均增加
17.32%、9.8%、5.8%，说明预测边界与真实边界
索引误差为 1 的错误样例占较大比例。对比 4 类
模型的表现可以看出，在增加窗口前表现更为优
秀的 Bert-MRC 模型，增加窗口后性能依然稳定，
准确率始终高于其他模型。
图中实线与虚线分别代表序列标注模型和阅
读理解模型，可以看到相同类别内的两个模型准
确率相差较大，以 Bert 为编码器的 Bert-NER、
Bert-MRC 模型准确率明显高于以 BiLSTM 为编码
器的 NCRF、MatchLSTM-PrtNet 两个模型。这证明
了包含自注意力机制的预训练语言模型对矛盾语
义理解的有效性。
从模型类别的角度分析，当模型使用相同编
码器时，图中实线表示的阅读理解类模型准确率
恒高于虚线表示的序列标注类模型，即
Bert-MRC、MatchLSTM-PrtNet 模型的表现分别优

5.5 影响因素分析
本节从虚词、矛盾语块类型、句子长度三个
角度研究了它们对矛盾语块边界识别正确率的影
响，选取序列标注类与抽取式阅读理解类模型中
性能较好的 Bert-NER 与 Bert-MRC 模型的实验结
果进行分析。
虚词
在错误分析中我们发现了部分语块边界
错开由边界附近的虚词导致。因此本文对
Bert-NER 和 Bert-MRC 模型的预测结果与真实结
果之间的误差片段进行统计，并分别输出出现频
率最高的前 5 个误差片段及其数量。
在 1000 条的测试集中，Bert-NER 模型与真实结
果有 239 条误差片段，出现频率最高的片段分别
为：
“ 在”、
“ 正在”、
“ 正”、
“上”和“站在”；Bert-MRC
模型有 269 条误差片段，出现频率最高的片段分
别为：
“在”、
“正在”、
“正”、
“站在”和“坐在”。
两个模型的误差片段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都是
“在”“正在”“正”三个虚词，且绝大多数其他
误差片段也包含虚词。这些虚词容易造成预测边
界与真实边界位置错开的问题，降低了语块边界
的正确率。
矛盾语块类型
本文对矛盾语块在不同类型上
的正确率做出分析，如图 8。事件类型的语块正
确率明显优于其他类型，这是因为该类型数据的
数量占比超过半成，模型对其训练充分，正确率
较高。反义和词义不兼容两种类型的数据量次之，
正确率相比事件类型有所下降。在数字和反义类
型上，Bert-MRC 模型明显优于 Bert-NER 模型，
经过错误分析发现这是因为数字、否定类型的语
块不仅包括数量词与否定词，还包括数量词或否
定词修饰的片段。序列标注模型在对单字进行映
射的时候，未将这些片段识别为矛盾语块内部的
一部分，导致出错。两个模型在外部知识类型上
的准确率均高于它们在反义、词义不兼容类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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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类别的数据进行矛盾语块及类型的标注工作，
构建了中文矛盾语块(CCB)数据集，并在该数据集
上进行了矛盾语块边界识别的实验。实验基于序
列标注与抽取式阅读理解两类模型，统一模型评
价方式，比较了它们在该任务上的不同正确率，
并分析矛盾语块边界识别效果的影响因素。本文
工作检验了模型对矛盾语义的理解，并为文本矛
盾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线模型。
图 8 矛盾语块类型对模型正确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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