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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词嵌入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一个基础而又十分重要的课题。对于具有象形表意特性的汉语来说，如何
捕捉隐藏于文字形态中的语义信息，同时使得方法具有良好的可解释性，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该文中，我们
详细阐释了汉语的形态学信息在传达语义和增强汉语词嵌入上的重要性。然后，我们提出了一个新颖的双通道词嵌入
模型来实现汉字笔画序列信息和字形空间信息的联合学习，进而丰富汉语词的表示。通过两个经典词嵌入测试任务的
评估，我们的模型在形态学突出的词语相似度和词义类比任务中明显优于其他的模型，同时展现出了很好的可解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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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rd embedding is a basic and very important topic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For Chinese,
which has the nature of pictographic representation, it is urgent to explore more interpretable strategies to capture the la nguage patterns in which morphological information is used to convey semantics. In this paper, we elaborate that Chinese word
embeddings can be substantially enhanced by the morphological information hidden in characters which is reflected not only
in strokes order sequentially, but also in character glyphs spatially. Then, we propose a novel Du al-channel Word Embedding
model to realize the joint learning of sequential and spatial inform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so as to further enrich the representation of words. Through the evaluation on both word similarity and word anal ogy task, our model significantly outperforms other baseline methods and shows great interpre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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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嵌入因其在语言表示方面的强大效用而引起了
广泛的关注[1]。随着人们对自然语言认知程度

词嵌入是指用一个固定维度的向量去表示语

的不断加深，一些研究者逐渐注意到了字词本身

言中每个单词，从而便于使用计算机对其进行数

的形态学信息在辅助词语相似度计算和传达语

学处理。近年来，用于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义上也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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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形态学则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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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致使它们的语义也完全不同。

要目的是研究单词的内部结构和组成方式。借助

此外，一些生物学的研究也已经证实人脑在

形态学传达特定语义的模式广泛存在于各种文

处理汉语文字信息时确实有两个处理通道在同

字系统中。例如，英语中的“dog”、“dogs”和

时进行。具体来说，文献[5][6][7]经过实验论

“dog-catcher”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而英语

证了人类的左脑在处理字母语言信号上有着至

阅读者可以直观地在字面上利用他们的背景知

关重要的作用，而文献[8]则进一步揭示了汉语

1

识来判断这种关系 。而对于文字系统是基于语素
2

的阅读者不仅会激活左脑中负责时序信号处理

文字 的汉语来说，由于其文字起源于具有象形性

的区域，同时也会激活右脑中负责图像处理和空

质的甲骨文，这种通过形态学信息在视觉上直观

间信息的区域。因此，我们基于这些生物学和语

地传达语义的模式更为突出和常见。在汉语语义

言学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得出结论，汉字的形态学

特征的探索过程中，学者们发现不仅汉语的字和

信息由两部分组成，即隐藏在类似于英文词根的

词是重要的语义载体,而且汉字的笔画顺序也能

笔画顺序中的序列信息和隐藏在具有图像特性

够刻画一定的语义[3][4]。需要指出的是，一个

的字形的空间结构信息。从该角度出发，我们提

汉语词通常由若干个汉字组成，而根据汉语字典

出了一种新颖的汉语双通道词嵌入模型

规范，每个汉字又可以进一步地分解为一个唯一

(Dual-channel Word Embedding，DWE)，用于实

且不变的笔画序列，即“笔顺”。

现对汉字含有的笔画的序列信息和字形的空间

实际上，汉语的形态学信息正是通过笔画在

信息的联合学习，从而为汉语自然语言处理提供

两个通道上表现出来的：首先，在一维的序列性

更具合理性和可解释性的词嵌入向量。最后，通

通道上，构成每个汉字的笔画序列类似于英语等

过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词嵌入任务的性能评估，实

字母语言的单词，这使得汉语的形态学模式一定

验结果表明了我们的 DWE 模型在汉语形态信息突

程度上涵盖了字母语言的模式；其次，在二维的

出的词语相似度、词义类比和可解释性方面要显

空间性通道上，笔画可以按照固有的序列进一步

著优于传统词嵌入模型，也证实了汉语形态学信

地在二维空间上进行拼接组合，形成类似于图像

息在丰富汉语词嵌入上的重要作用。

的字形结构，这使得汉语文字所含有的信息量要
明显丰富于字母语言。如图 1 所示，图的上半部

1

相关工作

分阐释了不同的汉字之间存在的结构包含关系。
这种包含关系不仅体现在字形上，也体现在相应
的笔画序列上。即，汉字“驾”可以分解为一个
八画的笔画序列，而该序列的最后三画合起来则
对应于“马”这个汉字（实质上“马”在汉语字
典中也是“驾”字的部首，是“驾”和“马”语
义相关的核心体现），这在序列性通道上与英语
单词“declare”和“clarify”共有的词根“clar”
反映的形态学信息本质上是相同的，故我们往往
可以从字面上直观地判断出这些汉字或英语单
词之间的语义联系。但是，相同笔画序列在空间
上的不同排列和组成方式也会导致迥然不同的
语义。如图 1 的下半部分所示，三个汉字“入”、
“八”和“人”具有一个相同的笔画序列，但由
于它们的笔画在空间结构上存在着不同的组成
1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rphology_(linguistics)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语素文字

早期，汉语词嵌入研究在形式上大多只是仿
照英文词向量的模式：先进行中文分词，然后套
用基于英文开发的方法基于大规模语料进行无
监督训练[3]。但是，这种模式很大程度上忽略
了汉语的象形表意特性以及文字形态学上的信
息。根据不同语言词嵌入方法和原理的发展历程，
相关工作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 1 基于形态学的词嵌入研究
传 统 的词 嵌入 方法 主要是 基 于分 布式 假 设
[9]，即上下文相似的词具有相似的语义。基于
该假设，诸多词嵌入模型被提出，且其得到的词
向量在自然语言处理的下游任务中都取得了不
俗的效果，但是这些模型普遍存在可解释性不够
强的问题，且往往不能反映出人们对语言模式的
直观感受。为了构建更具有可解释性的词嵌入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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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的上半部分阐释了不同的汉字之间经常存在着的结构包含关系，这种包含关系不仅体现在字形上，也体现在
相应的笔画序列上；图的下半部分反映了一个共同的笔画序列如果在字形的空间上组合方式不同，那么该笔画序列就
会形成不同的汉字，从而传达迥然不同的语义。

一些国外学者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形态学上，他
们发现词的形态学信息在传达语义上也有着不
可忽视的作用，字或词本身的形态或内部结构可
以帮助人们直观地获取部分语义信息[10][11]。
更重要的是已有研究表明，在法语、德语、西班
牙语、土耳其语等诸多语言中，引入词的形态学
信息的确可以丰富词嵌入的语义表示从而提高
下游任务的性能[2][12][13]。最近，Wieting 等
人[14]提出使用字符级的 n-gram 向量来表示英
语中的单词，以捕获包括前缀、后缀、词根等语
义特征。之后，Bojanowski 等人[15]改进了经典
的 Skip-gram 模型[1]，在获取词嵌入向量时考
虑并结合了词根等形态学信息，并在英语、法语、
德语等语言评测任务上均取得了性能的提升，这
对我们开展汉语形态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指
导意义。

表达能力。接着，考虑到汉字本身的二维图形结
构，Su 和 Lee 等人[21]创造性地提出了用汉字的
字形图片来增强词的语义向量表示。最近，Cao
等人[4]首次对汉字的笔画特征进行建模，提出
一个中文单词可以分解成一系列类似于英语中
子词（subword）的笔画特征，但是，他们的方
法对于笔画标准的设定过于简单，且在获得笔画
序列的时候忽略了每个词含有的不同汉字之间
的边界问题。之后，Wu 等人[22]从图像处理的角
度设计了一种对汉字字形图片空间结构进行建
模的“田字格 CNN”，将获得的深度隐层表示视为
汉字的词嵌入向量。然而该模型并没有对汉语词、
字的序列特征进行建模，并且笔画的信息也没被
考虑进去，并不能建模汉字和相应字形的序列空间对应关系。

1.2 针对汉语的词嵌入研究
伴随着信息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作为世
界上五分之一人口母语的汉语越来越受到世界
的关注，与汉语相关的各种实际应用任务对当下
的汉语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
是，因汉语的语言体系、文字系统与英语为代表
的字母语言存在着巨大不同，以往基于英语开发
的自然语言处理理论和方法在应对汉语文本时
可能会失效，且颇失合理性（如：是否应该进行
中文分词）[16]。由于词嵌入的质量直接影响自
然语言下游任务的性能，因此汉语研究者们对专
门适用于汉语的词嵌入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文献
[17]证明了汉语词嵌入可以借助于所含汉字进
行丰富和强化。进一步地，文献[18][19][20]提
出汉字可以进一步地拆解为部首等内部组成结
构，且通过实验验证了它们也可以增强词嵌入的

2

双通道词嵌入模型（DWE）

2.1 问题定义与形式化
词嵌入相较于传统的 one-hot 稀疏表示方法，
优势在于可以将每个词表示为一个固定长度的
低维向量，并使得这些向量在表达不同词之间语
义相似和类比关系上有着较好的效用，从而为计
算机对自然语言中的抽象符号进行较为准确的
语义计算和数学处理提供了可能。
形式化地说，词嵌入任务目的在于给定任一
文 本 数 据 集 语 料 𝐶𝑜𝑟𝑝𝑢𝑠 ， 通 过 假 定 文 本 数 据
𝑇 ∈ 𝐶𝑜𝑟𝑝𝑢𝑠中同时出现的词具有更高的相似性，
对每个词初始化之后相应的嵌入向量在𝐶𝑜𝑟𝑝𝑢𝑠
上基于一定的损失函数ℒ进行学习并不断迭代更
新，最终使得这些词嵌入向量能够在词语相似度
任务和词义类比任务上有着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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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方法描述
如前文所述，无论是直观上来说还是就生物
学研究的证明上来看，同时在两个通道上（即，
笔画的 n-gram 一维序列性通道和字形的二维空
间性通道）对汉语词嵌入进行学习都是合理的，
也是必要的。但是，传统的基于分布式假设的词
嵌入方法不能很好地捕获汉语的形态学特征。为
此，我们提出要将汉语词的表示和字的表示结合
起来，并额外对笔画的序列特征和字形的空间特
征加以建模，以获得更细粒度、更全面、更具可
解释性的汉语词嵌入表示。我们的“双通道词嵌
入模型”（DWE）如图 2 所示。为实现词与字的联
合建模，我们提出了“双通道字嵌入模块”
（ Duel-channel Character Embedding, DCE），
用于对词含有的字进行形态学信息抽取。每一个
双通道字嵌入模块包含了序列性处理通道和空
间性处理通道。具体来说，对于一个任意的汉语
词𝑤（如“驾车”），它首先会被分解为若干汉字
（“驾”和“车”），并且每个汉字会进一步地在
“双通道字嵌入模块”中得到处理，以提取出相
应的两种通道的形态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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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笔画向量。具体而言，我们首先扫描训练语
料库中的每个字，得到一个笔画 n-gram 字典𝐺。
然后，我们用𝑮(𝑐)表示𝑤中每个字𝑐的笔画 n-gram
向量的集合。与此同时，在空间性通道中，为了
捕捉隐藏在字形中的语义，我们为每个汉字𝑐生成
了位图形式的字形图片𝐼𝑐 ，并应用著名的 CNN 结
构 LeNet[23]对每个字的字形进行处理，这使得
DWE 模型有着区分鉴别具有相同字形结构的不同
汉字的能力。
然后，我们将词的表示和字的表示结合起来，
并按如下形式定义了𝑤的词嵌入表示：
𝒘 = 𝒘𝐼𝐷 ⊕

1
(∑ ∑ 𝒈 ∗ 𝐶𝑁𝑁(𝐼𝑐 )) , #(1)
𝑁𝑐
𝑐∈𝑤 𝒈∈𝑮(𝑐)
4

其中，⊕和∗是组合运算符 ，𝒘𝐼𝐷 是𝑤依据 one-hot
的 ID 进行查表获取的初始化词嵌入向量，会于
模型训练过程中不断优化。𝑁𝑐 是词𝑤含有的字的
数量，𝒈是汉字𝑐的笔画 n-gram 向量。依据该公
式我们可以看出，通过对一个汉语词𝑤在𝑁𝑐 个字
以及含有的所有笔画上的拆解分析，词𝑤在最基
本的 ID 词嵌入之上融合了𝑁𝑐 个字的额外形态学
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了每个字含有的笔画 n-gram
向量𝒈、每个字的字形图片𝐼𝑐 经过 CNN 特征抽取得
到的向量𝐶𝑁𝑁(𝐼𝑐 )。最重要的是，借助于组合运
算符∗，我们可以实现笔画𝑔与字形特征𝐼𝑐 之间相
互关系的建模，这也是实现序列特征和空间特征
得到联合学习的关键。不仅如此，由于汉语中词
的概念很模糊，且有限的汉字理论上可以排列组
合出近乎无限的词，对于那些不断涌现的未知的
词，我们模型的优势就体现了出来，对形态学的
感知能力使得 DWE 有着不断学习的能力，且模型
的容量和泛化能力均可因此得到提升。
为了评估词嵌入的质量，我们与该领域普遍
使用的方法一致[4][21]，通过定义一个相似度
得分函数来计算当前中心词𝑤与它的上下文窗口
词𝑒之间的相似性：
𝑠(𝑤, 𝑒) = 𝒘 ∙ 𝒆, #(2)

图 2 双通道词嵌入模型（DWE Model）示意图

在序列性通道中，每个汉字会依据汉语书写
规范按图 1 所示方式分解为一个唯一的笔画序列。
之后，我们在每个字对应的笔画序列的开头和结
尾加上特殊的边界符号“<”和“>”，并效仿文
3
献[4] 采用“笔画 n-gram”方法来提取每个字相
3

需要注意的是，相较于这篇文章定义的过于简单的笔画标
准（5 种笔划），我们参照《GB13000.1 字符集汉字折笔规范》采用
了更丰富的笔划标准（32 种笔划）

其中，𝒘和𝒆分别是词𝑤和𝑒的词嵌入向量。此外，
为了对模型进行训练，我们定义损失函数如下：
ℒ = − ∑ ∑ 𝑙𝑜𝑔𝜎(𝑠(𝑤, 𝑒))
𝑤∈𝐷 𝑒∈𝑇(𝑤)

+ 𝜆𝔼𝑒 ′ ∼𝑃 [𝑙𝑜𝑔𝜎(−𝑠(𝑤, 𝑒′))], (3)
4

⊕和∗可以表示多种运算方式，即⊕可表示加法、拼接操作
等，而*可表示乘法和逐项点积等。在本文中，我们采用⊕表示加
法运算，用∗表示逐项点积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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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模型在词语相似度和词义类比任务上的实验结果。词嵌入的维度统一设置为 300，词语相似度任务采用
Spearman 相关系数𝜌作为评价标准，词义类比任务采用预测准确率作为评价标准。
Word Analogy
Word Similarity
Model
3𝐶𝑜𝑠𝐴𝑑𝑑
3𝐶𝑜𝑠𝑀𝑢𝑙
wordsim-240
wordsim-296
Capital
Family
Capital
Family
CWE[17]
0.5035
0.4322
0.1846
0.1875
0.1713
0.1583
GWE[21]
0.5531
0.5507
0.5716
0.2417
0.5761
0.2333
JWE[20]
0.4734
0.5732
0.1285
0.2708
0.1492
0.2500
cw2vec[4]
0.5529
0.5992
0.5081
0.2941
0.5465
0.2721
GloVe[28]
0.4981
0.4019
0.6219
0.3167
0.5805
0.2375
CBOW[1]
0.5248
0.5736
0.6499
0.3750
0.6219
0.2904
sisg[15]
0.5592
0.5884
0.4978
0.2610
0.5303
0.2206
Skipgram[1]
0.5670
0.6023
0.3676
0.3529
0.7592
0.7637
DWE
0.7120
0.6765
0.6105
0.6137
0.6250
0.6140

其中，𝑇(𝑤)是中心词𝑤的上下文窗口词集合，𝜆是
每个中心词𝑤的负样本数量，𝑒′是负采样得到的负
样本噪声词，𝔼𝑒 ′ ∼𝑃 [⋅] 是期望函数项。对于训练语
料库𝐷中的每个词𝑤来说，其相应的𝜆个负样本是
依据概率分布𝑃进行采样得到的，而𝑃通常被设置
为负样本词的一元模型分布（unigram distribution），𝜎则是 sigmoid 函数：
1
𝜎(𝑥) =
. #(4)
1 + 𝑒 −𝑥
依据式(3)可见，当中心词𝑤和窗口内的背景
词𝑒的相似度𝑠(𝑤, 𝑒)越大、中心词𝑤和未出现在窗
口内的负样本噪声词𝑒′的相似度𝑠(𝑤, 𝑒 ′ )越小时，
则目标损失ℒ越小，即词𝑤的语义表征越准确。

3

实验与分析

在本小节中，我们首先介绍了实验所采用的
数据集以及相关实验工具和环境配置，然后介绍
了所采用的模型评价任务和方法，并给出了相应
的参数设置。进一步地，我们简明扼要地介绍了
相关的对比方法和各自的优势，最后对实验结果
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3.1 数据集与实验环境
我们从用于 NLP 研究的大规模中文自然语言
5
处理语料 下载了一定量的中文维基百科文章作
6
为数据集。为了实现中文分词和停用词 过滤，采
7
用了 jieba 工具包对数据集进行了分词处理，最
后得到了 11,529,432 个词。与文献[17]中的做
法一致，所有 Unicode 编码处于 0x4E00 和 0x9FA5
区间中的字符均被归类为中文字符。此外，我们
8
从互联网上的在线新华字典 爬取了所有的
9
20,402 个汉字，并借助 Python 的 Pillow 工具包
5
6
7
8
9

https://github.com/brightmart/nlp chinese corpus
https://github.com/YueYongDev/stopwords
https://github.com/fxsjy/jieba
https://bihua.51240.com/
https://github.com/python-pillow/Pillow

为每个汉字生成了 28x28 的灰度字形图片用于
DWE 模型在空间上对汉字进行形态学分析。
3.2 评价方法与参数设置
为了对词嵌入的性能进行验证和评估，我们
选取了 adagrad [24]作为模型的优化算法，并设
置 𝑏𝑎𝑡𝑐ℎ大 小 为 4,096， 学 习 率 为 0.05， 笔 画
n-gram 的 滑 动 窗 口 大 小 𝑛 的 取 值 范 围 设 置 为
3 ≤ 𝑛 ≤ 6，每个词的负样本个数𝜆 = 5。为了公平
地评估每个模型词嵌入的优劣，我们将不同模型
的词嵌入维数一致设置为 300 维，并使用两个测
试任务来评估不同模型的性能：一个是词语相似
度（word similarity），另一个是词义类比（word
analogy）。
对于词语相似度任务来说，一个词语相似度
测试是由多个词对和人类标注的相似度分数组
成。形式化来说，对于任意两个词𝑥和𝑦，它们的
相似度被定义为其向量化表示𝒙和𝒚的夹角余弦
值，即余弦相似度：

𝒙𝑇 𝒚
‖𝒙‖‖𝒚‖

∈ [−1,1]，公式上部即

为相似度函数 𝑠(𝑥, 𝑦) = 𝒙 ∙ 𝒚。一个高质量的词嵌
入向量应该使得计算出的相似度与人类标注的
分数有很高的相关性，这通常是由 Spearman 相
关系数𝜌来衡量的[25]。
而词义类比问题的形式就像等式“国王”：
“女
王”=“男人”：“？”中，“？”处“女人”是最
合适且最恰当的回答。也就是说在这个任务中，
每给定三个单词𝑎、𝑏和𝑐，目标是推断出第四个
单词𝑑，使得“𝑐与𝑑之间的语义关系”相似于“𝑎与𝑏
之间的语义关系”，而一个模型对该相似度计算
的越准确，说明该模型越能够准确捕获和建模自
然语言中的逻辑和语义。针对词义类比这一任务，
我 们 采 用 3𝐶𝑜𝑠𝐴𝑑𝑑[1]和 3𝐶𝑜𝑠𝑀𝑢𝑙 [26]函 数 来 计
算相似度。为了公平地对比模型在词语相似度计
算任务上的性能，我们使用了和文献[4][17]中
相同的评价方法和两个有着人工标注的数据集，
即 wordsim-240 、 wordsim-296[27] 和 一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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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group 数据集 。
3.3 对比实验方法
为了充分验证 DWE 模型的优势和有效性，我
们复现了诸多先进的词嵌入模型，并对相应的论
11
文与代码进行了引用。借助于 gensim ，我们复
现了经典的 CBOW 和 Skipgram 模型。借助于作者
公布的代码，我们对另一个广泛使用的词嵌入模
12
型 GloVe[28] 进行了复现。为了充分评估本文所
提模型在中文词嵌入建模上的有效性，我们也对
13
14
同样致力于解决中文词嵌入问题的 CWE 、JWE 、
15
GWE 模型进行了复现。
由于文献[4]的作者并没有公开 cw2vec 模型
的代码，故我们遵循其论文中描述的细节在
16
mxnet 框架下实现了 cw2vec 模型，并利用该框
17
架实现了 sisg 模型[15] 以及我们的 DWE 模型。
3.4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结果如表 1 所示。通过观察比较可以发
现我们的 DWE 模型在融入了汉字笔画和字形信息
后，于数据集 wordsim-240 和 wordsim-296 的相
似性任务上都取得了预期的最佳效果。同时我们
也 可 以 注 意 到 ， DWE 模 型 在 词 义 类 比 任 务 的
“Family”（家族关系）类别上相较于其他模型
有着绝对压倒性的优势，但在“Capital”
（首都）
的词义类比任务上略逊色于基于分布式假设的
词嵌入方法。为了探讨这其中的原因并给出直观
的解释，我们通过结合相关工作的探索深入到汉
语的特点与数据当中，给出了如下的分析。
首先，对于词语相似度任务来说，汉语相较
于英语在文字系统上有着天然的象形和表意优
势，其中汉字的部首就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语义单
元。文献[29]指出，汉字的部首有着悠久的字形
起源，具有相同部首的不同汉字在语义上有着天
然的联系。文献[21]也指出，汉字是由包括部首
在内的若干组件组成， 具有相同组件的不同汉
字具有相似的语义或发音，当汉语阅读者在见到
一个陌生汉字时，根据构成该字的部首等组件猜
测其语义和发音是本能的，因此理解汉字的图形
组件并将它们与语义相关联有助于人们学习 和
理解中文。例如：
“蝇”
（fly），
“蚊”(mosquito)，
“蜂”（bee），“虱”（louse）和“蚁”（ant）五
10

Capitals of countries, (China) provinces of cities, and family

relations.
11

https://radimrehurek.com/gensim/
https://github.com/stanfordnlp/GloVe
https://github.com/Leonard-Xu/CWE
14
https://github.com/hkust-knowcomp/jwe
15
https://github.com/ray1007/GWE
16
https://mxnet.apache.org/
17
http://gluon-nlp.mxnet.io/master/examples/word embedding/word embedding training.html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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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汉字均含有部首“虫”，故我们可以直观地从
形态学上知悉它们均属于“昆虫”，而 DWE 可以
很准确地捕获到这些汉字共同含有的部首的笔
画序列信息以及其字形空间信息，这使得 DWE 学
习到的汉语词嵌入在表征形态学信息时有着天
然的优势，从而在相似性任务上表现出了最佳的
性能。
其次，对于词义类比任务来说，汉语中与家
族关系相关的字词相较于英语等字母语言来说
有着十分明显的形态学特征，因此我们得到这些
实验结果并不是偶然的。即，与女性亲属相关的
汉字大部分均带有字形组件“女”，与男性亲属
相关的汉字大多有着字形组件“父”、“男”等，
与晚辈家庭成员相关的汉字则多数含有字形组
件“儿”、“子”等。为了给出直观验证，在词义
类比对“兄弟” : “姐妹” =“儿子” : “女
儿”中，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发现“兄弟”与“儿
子”有着相同的字形组件“儿”，同时“姐妹”
和“女儿”有着相同的字形组件“女”，而这些
形态学信息对于我们的 DWE 模型来说可以被轻易
捕捉到，因此 DWE 在“Family”（家族关系）类
别上有着十分优越的性能。反观“Capital”（首
都）的词义类比任务，其中表达国家与城市名字
的词几乎全为音译词，导致它们的词义与所含汉
字的形态学信息几乎毫无关联，这与文献[21]给
出的结论也是一致的。例如：在词义类比对“西
班牙”(Spain) : “马德里”(Madrid) = “法
国”(France) : “巴黎”(Paris)中，因为它们
相应的汉语词是基于英文音译过来的，我们无法
从字面上获取他们之间的任何语义关系，也就导
致 DWE 所提取的形态学信息在语义分析上作用略
小，从而基于分布式假设的 CBOW 和 Skipgram 等
模型在该类型的词义类比任务上略胜一筹。
总结来说，汉语中除了音译词之外，形态上
相似的词大多具有十分相似的语义，同时对汉字
的笔画序列和字形空间信息进行建模的确可以
有效改进汉语词嵌入的语义表征。

4

结论与展望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分析了英语等字母语言
与汉语在形态学辅助语义传递和理解上的共同
点和不同点，并结合我们的直观感受和生物学上
的研究成果，详细探讨了我们利用形态学信息丰
富汉语词嵌入表征的动机和合理性。然后，我们
提出了适用于汉语的“双通道词嵌入模型”
（DWE），
通过学习汉字笔画的序列 通道信息和字形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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