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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神经网络语言模型应用广泛但可解释性较弱，其可解释性的一个重要而直接的方面表现为词嵌入向量的
维度取值和语法语义等语言特征的关联状况。先前的可解释性工作集中于对语料库训得的词向量进行知识注入，
以及基于训练和任务的算法性能分析，对词嵌入向量和语言特征之间的关联缺乏直接的验证和探讨。该文应用基
于语言知识库上的伪语料法，通过控制注入语义特征，并对得到的词向量进行分析后取得了一些存在性的基础性
结论：语义特征可以通过控制注入到词嵌入向量中；注入语义特征的词向量表现出很强的语义合成性，即上层概
念可以由下层概念表示；语义特征的注入在词嵌入向量的所有维度上都有体现。

关键词：可解释性；词向量；伪词法
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献标识码：A

A Study of Interpretability of Knowledge-based Word Embedding Vectors
LIN Xingxing1,2, QIU Xiaofeng1,3, YU Mengxia1,3, QI Jing1,3, KANG Sichen1, LIU Yang1,2
(1.
2.

Key Laboratory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Ministry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55, China;
3.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Multi-layer neural network models have many applications but are less interpretable. An
important and direct aspect of its interpretability i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word embedding vectors and
linguistic features. The previous work of interpretability mainly focuses on the knowledge injection to
corpus-based word embedding vectors and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raining models. However, there
lacks direct verification and discussion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word embedding vectors and
linguistic features. In this paper, the pseudo-word method based on knowledge bases is applied to inject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to obtain the word vectors. Some basic conclusions are obtained after experiment
and analysis: it is remarkable to inject semantic features into the word embedding vectors under control;
the compositionality of the word embedding vectors injected linguistic features is also significant, i.e.
the upper concept can be represented by the lower concepts; the injection of semantic features is
reflected in all dimensions of word embedding v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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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机器学习的可解释性（Interpretability）一直是个核心的科学问题。可解释性没有明确的定义，
有两种说法比较流行：一种认为可解释性意味着人类对模型决策背后原因的理解程度[1]；另一种
强调人类预测出模型的结果需要保持一致性[2]。可解释性工作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于，模型的简单
参数，在现实世界中不足以对模型进行充分描述[3]。而其背后的动机包括[3-5]：第一是为了知识的
需要，人类进行科学研究的目的，一部分就是为了促进学习同时满足好奇心，并协调知识结构中
的矛盾和不一致性，黑盒模型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进行探索的目标；第二是希望判别并减少误差，
比如 word2vec 向量存在的性别误差等，可解释性工作有助于判断误差并进行修正；第三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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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模型中包含和未包含的因素，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第四是为了改进泛化能力和性能，拥有
可解释性的模型通常有更好的泛化能力，可以得到更好的性能；第五是基于道德和法律原因，模
型的可解释性能让人清楚模型的原理，从而具有公平性、隐私性、鲁棒性、可信度等特点，这也
为多层神经网络模型在更多传统行业应用增加可能性。
机器学习中的部分算法具有很强的可解释性，比如线性回归、朴素贝叶斯、决策树等[4]。这
些可解释性强的模型在一些任务上的表现一般。而多层神经网络模型在很多领域应用广泛[6, 7]，
但是其可解释性不强[8]。当前备受关注的神经网络可解释性研究，从内容上主要分为计算机视觉
领域和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在计算机视觉领域，需要解决一些关键性问题[9]：神经网络的展开表示是什么，它的因素是
怎么被度量和发现的；可解释的隐层节点是否是特征空间的一个平行反映；网络结构、数据以及
训练条件对表示的影响与区别。之前，研究者们通过训练让模型在一些识别任务上效果更好，但
是并没有全面地对隐层节点进行概念阐述。Zhou 等[9]提出了网络解剖（Network Dissection）的方
法来度量视觉表示可解释性。他们通过让隐层节点和概念对实现最佳对齐，隐层节点被赋予可解
释的标签，范围从颜色、材料、纹理、部件到对象和场景。这些图形图像特征是否注入是直观的，
因为图形本身是可视化的。另一种增强神经网络可解释性的方法 LIME[10]用具有可解释性的简单
模型去拟合多层神经网络模型，但只能进行局部拟合。
相比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的特点和任务更为复杂。计算机视觉中处理的对象图形本身
是平面化的，易于表示；而自然语言处理面对的是离散化、难以表示的语言知识：语言处理的基
础单元不清晰、组织结构不明确、语义语法嵌入困难、特征注入只能通过外部任务来验证……因
此，自然语言处理的可解释性问题更为艰难。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可解释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
面是词嵌入向量（在不影响歧义的情况下，以下均简称词向量）的维度取值和语法语义等语言特
征的关系问题，因为词向量是各种语言模型的基础。现阶段对词向量的可解释性工作包括两种：
一种是对语料库训得的词向量进行知识注入，另外一种是对词向量训练算法以及训得的词向量进
行理论分析。
对语料库训得的词向量进行知识注入的工作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前处理阶段进行知识注入
来获得词向量，另外一种是在后处理阶段对词向量增加限制使其具有某种特征。在前处理阶段，
Panchenko[11]将 synset 向量化表示，构造语义嵌入和 synset 之间的简单映射来对语义嵌入进行解
释。除了这种建立简单映射的办法，其他绝大多数方法主要是构建联合模型来注入语言特征。Li
等[12]利用“知网”的语义知识以及《同义词词林》中的同义关系，对从不同语义向量空间得到的
词向量进行叠加得到最后的词向量；Gao 等[13]利用知识图谱，选择关系知识、分类知识构造函数，
并和 skip-gram 模型相结合并在任务上验证；Yu 等 [14] 利用字典中的同义词信息，建立 RCM
（Relation Constrained Model）模型，和 CBOW 结合构成联合模型。另外的一些方法也为词向量
注入了不同层面的信息，在子词层面注入的信息包括汉字部首信息[15]、汉字笔画信息[16]、语言词
缀内涵[17]等。在后处理阶段，Faruqui[18]提出了一种通用型的方法，为训练后的词向量增加限制使
其具有某种特征。在这种方法中，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增加不同的限制。比如，Faruqui
限制意思相关的词语有相近的向量表示，而 Mrkšić[19]通过增加限制使训练后的词向量具有同义、
反义信息。
对词向量训练算法以及训得的词向量进行理论分析的工作也在同步进行。
Levy 和 Goldberg[20]
从代数角度进行理论分析并得到结论，基于负采样的 skip-gram 模型隐含地分解了一个 PMI 矩阵；
Li 等[21]则认为基于负采样的 skip-gram 模型是显式地分解了一个 PMI 矩阵；Yin 和 Shen[22]从几
何角度对词向量进行解释，并给出了最优维度大小的求解方法；Gittens 等[23]从信息论的角度表明
skip-gram 模型训得的词向量最优；Peng[24]在词和句子两个层面对词向量的维度取值进行解释。
以上的可解释性工作都没有清晰、明确地指出词向量本身和语法语义信息的关联。对语料库
训得的词向量进行知识注入的方法，注意到了语言知识对词向量可解释性的重要性，但没有采用

特征注入的方法，只是浅层次地利用文本知识，无法给出词向量的维度取值和语言特征之间的具
体关联；对词向量训练算法进行理论分析的方法，对训练算法虽然尝试从算法层面对词向量做出
解释，但因为缺少对神经网络的控制方法，只能结合部分任务对词向量进行浅层次的解说；对词
向量本身进行理论分析的相关工作，只是从几何角度和信息论角度对词向量进行探讨而没有涉及
任何语言特征。Peng[24]虽然尝试对词向量的维度取值进行语言特征方面的解释，但是其划分过于
粗浅而且只显示了语法层面的信息，不够全面。
基于伪词法的词向量训练方法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并在不同的知识库上得到了验证。段
[25]
通过对《同义词词林》中的五层层级信息进行编码来制作伪句子，从而得到拥有丰富词义内涵
的词向量 CiLin2Vec。林[26]将北大《汉语概念词典》中的语素概念知识和汉语构词法知识相结合，
在子词层面构建了义素嵌入表示，并在词义的组合表达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具有广泛应用和影响的 WordNet 知识库为例，进行基于语言特
征的伪语料构造；通过修改词向量训练模型，使其初始化特征矩阵固定，不会对语言特征注入产
生影响；在构造的伪语料上进行词向量训练得到词向量；之后，通过维度擦除方法和降维方法对
词向量进行分析，在特征注入的有效性、特征注入后的向量语义合成性以及特征注入在向量维度
上的体现等三个方面，对语言特征和词向量之间的直接关联进行实验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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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制备方法

2.1 基于语言特征的伪句子构造
WordNet 知识库在自然语言处理中有广泛的应用和影响[27-30]。它源自实验心理学理论[31]，是
一个在线词库系统，在 1991 年发布 1.0 版，现在已经更新到 3.1 版。不同于以往的词典，WordNet
将 synset 作为语义单元并构建语义体系[32]。WordNet 中包含了丰富的词汇知识，包括多种语义关
系和部分句法信息等。从数据分布看，WordNet 3.1 版中的名词 synset 达 81426 个，名词 synset
占全部的 69.7%，其包含的语义关系占全部的 68.9%。其中，语义类是所有词类都拥有的基础语
言特征，本文选取名词的语义类作为单一特征来开展实验。在 WordNet 中，lex_filenum 是不同领
域编纂者编纂的文件编号，不同的文件编号语义类别不同，每个文件编号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语义
类[31]。本文用 lex_filenum 来表示语义类的编号，WordNet 中共有 45 个语义类，名词占据了 26
个，其 lex_filenum 取值范围为 03 到 28。
如何将知识库中蕴含的丰富的理性知识注入词向量中是一个难题。在知识库中，属性是和单
一节点相关的独立信息，可以表示为<node-X, <att-name, att-value>>序列，它并不会影响本体的整
体结构；而关系是节点和节点之间的关联信息，可以表示为< node -X, <rel-pointer, node -X’>>
序列，它蕴含了节点之间的复杂结构。与此同时，词向量训练模型包括 word2vec 通常是采用线
性结构数据（即句子）作为输入。因此，如何将知识库中网状结构的数据转化成线性结构数据是
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照项目组之前的工作[25, 26]，我们将知识库中的属性和关系展开并置入伪句子模板中，以此
来构造伪句子，形成伪句子语料。本文采用 WordNet 中最基础的名词语义类特征，构造伪句子模
板为：“<virtual_node> <lex_filenum> <synset_offset> <lex_filenum> <virtual_node>”。其中，
virtual_node 表示虚拟节点，是所有 lex_filenum 的虚拟上位，而 lex_filenum 是 WordNet 中的语义
类编号，synset_offset 表示每个 synset 的偏移地址，此处用来指代 synset。表 1 是该伪句子模板生
成伪句子的一个示例。其中，
“00”表示虚拟节点，
“03”是语义类编号，而“01816528”表示一
个 synset。
表 1 伪句子模板示例
伪句子模板

<virtual_node> <lex_filenum> <synset_offset> <lex_filenum> <virtual_node>

伪句子生成

00 03 01816528 03 00

2.2 控制特征矩阵的词向量训练模型
当前常用的词向量训练模型包括 word2vec[33]和 glove[34]。Word2vec 在 2013 年由 Mikolov 等
提出，包括 skip-gram 模型和 CBOW 模型，其原理简单易懂、代码便于修改，能在大规模上下文
共现数据上快速训得词向量。其中，skip-gram 模型在多种任务上表现良好、能精准捕捉语法、语
义等语言特征。因此，本文采用 skip-gram 模型作为词向量训练模型。
为了确保在整个训练过程中唯一的变量是定向注入的语言特征，本文对 skip-gram 模型进行
控制：一个是词表顺序，另外一个是模型的初始化权重矩阵。即在整个训练过程中，使用相同的
词表顺序，并且用同样的权重矩阵进行初始化。同时，为了研究注入语言特征对词向量维度取值
的影响，本文在研究词向量的维度取值时，使用的是减去初始化权重矩阵后的词向量。
2.3 伪语料上的词向量训练
通过上述伪句子模板，我们在 WordNet 名词部分的 26 个语义类上共构造了 81426 条伪句子，
这些伪句子形成了一个包含特定语言特征表达的伪句子语料。在获得伪句子语料库之后，就可以
通过常规方法对其训练，得到包含特定语言特征注入的词向量。
我们利用控制特征矩阵后的 skip-gram 模型训练词向量，获得 81452 个词向量（严格说来，
应该是排歧后的词向量，即 synset 向量。此外，也有少量语义类向量，用于词向量的语义合成性
验证）
。在实验中，我们依次尝试了 10、50、100 等不同的向量维度大小，情况类似，为简化描
述，本文以 50 维词向量为例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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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方法

3.1 降维分析
很多科学问题都面临着大量的高维数据，随着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发现这些高维数据的
紧凑表示，即降维。经过降维分析后的数据特征减少，可以尽量保证特征之间相互独立。在数据
处理中，常用的降维方法包括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PCA）
、线性判别分析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LDA）、局部线性嵌入（Locally Linear Embedding，LLE）、拉普
拉斯特征映射（Laplacian Eigenmaps，LE）等。
PCA 是最常用的无监督线性降维方法。它使用较少的数据维度，同时保留较多的原数据特性
和关联。除此之外，PCA 方法降维速度很快。LDA 方法能根据数据所属标签进行针对性降维，
其尽可能让同一个标签的向量在低维空间中靠近，而让不同标签的向量在低维空间中尽量远离。
LLE 和 LE 方法利用图知识，保证在高维空间中邻点在低维空间中依然保持相同的线性关系。
在实验中，我们发现 LLE 和 LE 这两种方法在数据量很大的情况下计算速度过慢，而 LDA
方法的思想包含让同一个语义类内的向量在低维空间中靠近，而不同语义类内的向量在低维空间
中尽量远离，这样的降维结果在聚类任务上有作弊的嫌疑。相比之下，PCA 方法在降维的过程中
并不考虑向量从属于哪一个语义类，因此本文采用 PCA 方法进行实验结果的阐述。
3.2 维度擦除
降维方法是现在常用的降低数据维度的方法，通过数理方法简化维度并保留原始数据特征。
然而这些降维方法并不区分哪些数据蕴含了哪些语言特征，这在某种程度上会破坏向量维度和语
言特征之间的关联，因此我们提出了维度擦除方法。
维度擦除方法是根据维度的显著性，人为擦除向量中的显著性不高的某几维向量，从而降低
向量维度的一种方法，其步骤如下：
1. 计算每个语义类的类内相似度；

2. 从 1 到 n（n 为向量维度大小）
，分别抹去一个维度并重复 1 的操作；
3. 找到抹去维度后类内相似度和原始值相差最大的 m（m 可自由选择）个维度；
4. 人为抹去显著度最高的 m 个维度和显著度最低的 m 个维度得到向量并做实验验证。
在维度擦除的过程中，当抹去某一维向量后的类内相似度越低，说明这一维对原始向量的类
内相似度贡献越高，因此这一维的排行越靠前；相反，如果抹去某一维后类内相似度下降，说明
这一维对原始向量的类内相似度贡献很低，这一维的排行就越靠后。通过这样的维度擦除方法，
可以保留对原始向量的类内相似度贡献较高的维度。也就是说，进行维度擦除之后，得到的向量
和注入的语义特征之间存在紧密关联：注入某一种语义特征，得到的向量在高维空间中靠近。
3.3 语义合成性分析
语义合成性是指基于概念的组成部分以及构成规则来推知概念含义的能力[35]。语义合成性是
人类理解概念、构建知识的天然依据：遵循从小单位到大单位、从小概念到大概念的归约假说。
在自然语言处理中，语义合成性意味着基于较小语言单位的表示来学习较大语言单位的表示，或
者，基于下层概念的表示来学习上层概念的表示。语义合成性越强的语言模型越接近于人类的一
般认知和思考方式，也就是说，模型的可解释性越强。因此，对于词向量来说，语义合成性是可
解释性的一个重要体现。本文采用语义合成性分析来对注入特征后的词向量进行探究。
语义合成性实验的数据集，因组合的方法以及语言单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其实验方法包括
均值方法和具有丰富递归结构的方法[36]。受先前工作的启发[25, 26]，本文设计任务对 WordNet 中
的名词语义类概念和其下的 synset 概念进行语义合成性验证。具体的实验细节在后文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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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果分析

对于在伪语料上利用控制特征矩阵的训练模型获得的词向量，我们对特征注入的有效性进行
验证，包括内部数据分析和聚类分析外部验证；对训得词向量的语义合成性进行验证；对特征注
入在向量维度取值上的显著度进行考察。
4.1 特征注入的有效性验证
我们对每个语义类内的向量做维度上的观察，发现同一语义类内的向量在不同维度上表现出
了某种模式。以 lex_filenum 为 15 的语义类内的向量为例，图 1 展示了该语义类中所有词向量的
维度取值，横坐标是 50 维向量的维度编号（从 1 到 50），纵坐标是向量的取值。

图 1 语义类（取 lex_filenum 为 15）内所有词向量的维度取值

从图中看，同一个语义类内的各个词向量在整体维度上表现出了某种一致性的模式。词向量
在不同维度上的取值，和语义特征表达出某种稳定的关联，直观表明相同的语义特征成功注入到

词向量中了。下面，我们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角度，对特征注入有效性进行定量考察。
4.1.1

内部验证

为了定量考察词向量维度上的表现，我们提出两个概念：类内相似度和类间相似度。类内相
似度指的是同一个语义类内的词向量之间的相似程度，用来衡量同一个语义类内的词向量在不同
维度上的取值是否存在较强的一致性。类内相似度越高意味着同一个语义类内的词向量一致性越
高。而类间相似度指的是两个不同的语义类内的词向量在不同维度上的取值的相似程度。类间相
似度用来衡量不同的语义类内的词向量在不同维度上的取值是否具有较大的差异性。类间相似度
越低意味着不同的语义类内的词向量的差异性越高。本文对词向量进行相似程度的计算，采用的
指标是皮尔逊系数。
在实验中，如果语义类的类内相似度越高，首先说明同一个语义类内的词向量在高维空间是
相近的，同时也说明了被注入了同一种语义知识的词向量在整体维度上拥有相近的模式。也就是
说，词向量的维度取值和语义特征的关联很紧密。如果类内的词向量相似度很低，说明注入同一
种语义知识的向量形成的维度取值是随机的，不具有某种特定的模式。也就是说，词向量的维度
取值和语义特征之间不存在特殊关联。虽然类内相似度表明了同一个语义类内的词向量具有某种
模式，但是仍然需要对类间相似度进行度量。因为如果类间相似度依然很高，这说明所有的词向
量，无论属于哪一种语义类，在整体维度上都显示出了某种特定的模式。这就无法说明词向量的
维度取值和语义特征存在特殊关联。因此实验的基本假设是，注入同一种语义知识的向量在高维
空间中靠近，而注入不同语义知识的向量在高维空间中远离。
图 2 显示了 26 个语义类的类内相似度和类间相似度，坐标轴是语义类编号（从 3 到 28）
。每
一行代表某个语义类和所有语义类（包括自身）的相似度，相似度越高颜色越深。从图中可以发
现，对角线上的方格颜色比其他位置要深，说明每个语义类的类内相似度高，而类间相似度低。
由此可见，通过在伪语料上训练出的词向量在维度取值上表现出了某种模式，这种模式在属于同
一语义类的词向量上具备较强的一致性，而在不同语义类内的词向量取值上拥有显著的差性。这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词向量的维度取值和语义特征之间存在关联，即语义特征成功注入到词向量
中。

图 2 语义类（lex_filenum 范围为 3-28）两两相似度实验结果

4.1.2

外部验证

本文的外部验证采用聚类任务来对特征注入的有效性进行检验，使用 k-means 聚类方法对词
向量进行聚类。实验的基本假设是如果聚类后各个类内的词向量所指向的 synset 很大程度上属于
同一个语义类，那么就说明语义类特征被注入到词向量中。也就是说，利用是否被划分到原始语
义类来判断聚类任务的好坏。
对聚类得到的每一个类，将类内的 synset 和 26 个语义类类内的 synset 进行配对，配对衡量
的指标是聚类得到的类和语义类类内 synset 的重叠个数，重叠个数最多的语义类即和这个类进行
配对。在配对结束之后，将这 26 个类类内对应上的 synset 个数相加除以总的 synset 个数，即得
到聚类的准确度。采用的准确度指标为：

 max  F  Q , P   , j  1, n & i  j
n

i 1

i

j

T
其中 n 是语义类个数，

表示聚类结果的某个类， 表示 WordNet 中的某一个语义类，而

表示两个类内 synset 的重叠个数。T 代表所有语义类的 synset 总个数。
分别对随机初始化的词向量和注入语义特征之后的词向量进行聚类任务验证。注入语义特征
之后的词向量的聚类准确度是 72.2%，而随机初始化的词向量的聚类准确度只有 14.3%，注入语
义特征后的词向量的聚类准确度比随机初始化向量提升了 400%以上。这从外部验证了经过伪词
法训练得到的词向量的特征注入有效性：从词向量取值的角度看，处于同一语义类中、被注入相
同语义知识的 synset 在高维空间中的位置靠近，处于不同语义类中、被注入相同语义知识的 synset
在高维空间中的位置远离。
4.2 特征注入的语义合成性验证
接下来，我们对注入特征后的词向量的语义合成性进行验证。对 26 个语义类，设置实验来
验证语义类向量和其下的 synset 向量之间的关联：检验上层概念的向量表示是否可以由下层概念
的向量表示推得。验证是均值方法：在 synset 向量表示的均值和语义类向量表示之间计算相似度，
来，结果取绝对值。

图 3 语义类（lex_filenum 范围为 3-28）与类内 synset 的语义合成性实验结果

图 3 是语义类和类内 synset 的向量相似度结果，横坐标是语义类编号（3-28）
，纵坐标是相似
度。除少数语义类之外，多数语义类向量表示具有非常强的语义合成性：80.8%的语义类的语义
合成性结果高于 90%；57.7%的语义类的结果高于 95%；语义合成性结果最高的一个语义类达到
了 99.6%。这意味着在该方法下，上层的语义类向量表示和下层的 synset 向量表示之间有极强的
可归约性，说明注入语义特征训得的词向量表现出了很好的特性。考虑词汇概念层级的语言学含
义，这对人类而言有很好的可解释性。
4.3 特征注入和向量维度取值的关联
前面对特征注入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并表明注入特征之后得到的词向量有极强的语义合成
性。我们继续对注入特征和向量维度取值的关联进行讨论。
对于语言特征在维度取值上的体现，一般存在两种不同的先验假设：1、特征在所有的维度
上都有所体现；2、特征只在特定维度上有所体现。从 skip-gram 模型算法角度分析，在进行梯度
下降的过程中，每个节点都进行了梯度下降的操作。因此，本文的实验假设是注入特征在所有的
维度上有所体现而不只是在某些特定维度上有体现。本文采用反证的方法，先假设特征只在某些
特定维度上有所体现，然后证伪。我们通过维度擦除方法进行人工抹去特定维度、随机抹去维度
和 PCA 降维处理后得到的向量在聚类任务上进行检验向量的信息保留能力，指标采用前文提到
的聚类评价办法。基于本文提出的实验假设，三种方法得到的向量的信息保留能力没有明显的差
距，即聚类结果相近。
本文实验的对象是 50 维的词向量，在维度擦除方法人工抹去特定维度时 m 设为 10，可以获
得抹去特征不显著的 10 维向量后剩余的 40 维向量和抹去特征显著的向量对应的 40 维向量。前
面两者作为聚类任务的实验组。对照组是抹去随机挑选的 10 个维度得到的 10 组 40 维向量。以
通过 PCA 降维得到的 40 维向量也作为参照。
图 4 是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处理后的 40 维向量和原始向量的 50 维相比聚类结果较差，这是
符合直觉的，因为维度减少意味着信息的丢失。与此同时，可以看出对照组 10 组 40 维向量的结
果没有明显地落在两个实验组结果中间。因此，可以认为语义特征注入后并不是在某些特定维度
上体现，而是在所有的维度上都有所体现。其原因有二：1、维度降低后的向量都丢失了部分语
义信息，从而得到比原始向量差的聚类结果，若特征注入只体现在某些特定维度，那么抹去其他
不体现特征的维度应该对实验结果没有影响；2、抹去某些被认为显著和不显著的维度和随机抹
去一些维度的实验结果，没有明显的规律可循。

图 4 40 维向量和原始向量的聚类结果比较

5

结语

在机器学习中，可解释性问题因为知识需要、减少误差、判断因素、改善泛化等需求一直备
受关注。目前流行的多层神经网络模型有较好的性能，但可解释性不强。在计算机视觉领域，神
经网络的可解释性问题表现为隐藏变量和视觉概念的相关性，大量研究相继开展并率先获得成
果。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面对字符流序列的非显性化表述的文本知识，可解释性工作很难开展。
之前的研究多从两个角度进行词向量的可解释性阐述：一是对语料库训得的词向量进行知识
注入的方法，这种方法注意到了知识库对词向量可解释性的重要性，但由于没有采用特征注入的
方法，只是简单利用了知识库，无法表明词向量在维度取值和语言特征上的具体关联；二是对词
向量训练算法及其训得的词向量进行理论分析，尝试从算法上对词向量做出解释，但因为缺少对
神经网络的控制方法，只能结合部分任务对词向量进行简单解说。
本文基于单一语言特征构造伪语料并控制特征矩阵做词向量训练，对词向量和语言特征的关
系做相对直接的考察，并设计实验从多个方面对涉及词向量可解释性的关键性问题进行研究：语
义特征是否可以成功注入到词向量中；注入语义特征后的词向量的语义合成性如何；特征注入后
是在词向量所有的维度上体现还是在某些维度上体现。通过一系列新的实验手段的开展，对语言
知识驱动的词嵌入向量，取得了一些存在性的基础性结论：1、语义特征可以通过控制注入到词
向量中；2、注入语义特征的词向量表现出很强的语义合成性，即上层概念可以由下层概念直接
表示；3、语义特征的注入在词向量的所有的维度上都有体现。
在这些基础性结论之后，我们也在展开针对多种语言特征联合注入的研究，同时，也计划在
其他知识库和其他词向量训练模型上做进一步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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