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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口语对话系统中语义分析的消歧策略
①

刘　蓓 ,杜利民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语音交互信息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0)

摘要:框架语义分析是目前汉语口语对话系统中常用的语义解析方法 , 本文分析了语义分析过程中容易

产生的两种典型歧义现象-结构歧义和语义关系歧义。并针对这两种歧义结构 , 分别提出基于语义 PCFG 模

型的结构歧义消歧策略以及基于语义期待模型 EM 的语义关系歧义消歧策略 , 并给出了有效的消歧算法。实

验结果表明综合运用本文提出的消歧策略后 , 基线系统理解模块的句子语义分析正确率大大提高 , 从原来的

75.7%上升到 91.5%,而且标志语义单元理解率的三项指标 , 准确率 ,召回率和精度也平均提高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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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ambiguation Strategy of Semantic Analysis in Spoken Dialogue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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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ame semantic analy sis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ly used semantic analysis method in Chinese spoken dialogue

systems research.And the two typical ambiguous structures encountered in semantic analysis are outer-ambiguity and struc-

tural-ambiguity.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 of these two ambiguous structures , this paper puts forth the semantic PCFG model

based disambiguation strategy to solve structural-ambiguity and the semantic Expectation Model(EM)integrated disambigua-

tion strategy to solve outer-ambiguity.Efficient algorithms of these two methods are also provided.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synthetically use of these two disambiguation methods can most greatly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understand-

ing module of the base-line system.The sentence accuracy is improved from 75.7% to 91.5%, and the three targets of se-

mantic understanding rate-correction , recall , and precision are also improved 10% averag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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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歧义是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自然语言的歧义问题 ,实质上是意

义与形式之间的矛盾问题 。同一形式与不同的意义相联系 ,就必然会产生歧义[ 1] 。因此 ,要采

取有效的方法来排除歧义 ,首先需要分析歧义产生的各种原因。作为自然语言处理的一个重

要应用 ,口语对话系统处理的语言形式主要是口语 。而口语的特点是句式多为简单句 ,并且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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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大量不合语法的现象及包含省略 ,重复及修正的语句片断等等 ,这些通常是造成语义分析

失败 ,或者歧义产生的主要原因。但是如果将这些歧义句子放到上下文语境中去分析 ,绝大部

分会得到解决 ,因此属于语义关系歧义 。此外 ,随着对话系统规则库的不断扩充 ,规则集的冗

余度便会增加 ,规则间的交互作用也随之增强 ,因此在语言分析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歧

义。这种歧义属于结构歧义 ,结构歧义对于语境信息并不敏感 ,只能根据规则应用的优先级获

得正确的分析。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针对这两种典型的歧义结构提出合理的消歧策略 。

语义分析规则的约束能力要强于句法分析规则 ,因此可大大减少结构歧义的产生 。但规

则的描述粒度及其覆盖率是互相矛盾的因素 ,歧义的产生是不可为避免的。通常规则与统计

方法相结合是一种比较有效的解决方案
[ 2～ 4]

,也是在句法分析中常用的消歧方法
[ 5 ,6]
。因此

本文采用基于优选机制的语义规则消歧方法 ,针对语义分析规则集的特点对其进行概率扩展 ,

从而建立语义PCFG模型 ,然后在自底向上的归约中 ,计算处于竞争关系的分析路径的概率

值 ,并将其作为语义分析树剪枝的依据 。

语义关系歧义的消解主要依靠上下文语境信息 ,可利用的语境信息有对话历史记录 ,语境

提示词
[ 7]
,语义单元的上下文共现概率

[ 8]
等等 ,但它们对于口语语言片断中语义概念单元的约

束力均不够强。而对话期待作为一种特殊的语境特征
[ 9]
,是对话管理模块综合运用任务域知

识模型以及对话上下文历史 ,并依照对话策略对用户的对话行为做出的预测 。其可对下一个

回合的用户话语生成较强的语义限制条件 ,因此可将语言片断修复为完整的对话行为 ,主要是

语义概念所属语义格的确定及用户意向的确定 ,从而达到消歧的目的 。

在基线系统 BEST(北京站票务信息口语对话系统)实验平台上综合应用上述两种消歧策

略后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特别是句子语义分析正确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从原来的 75.7%上

升到 91.5%。标志语义单元理解率的三项指标 ,准确率 ,召回率和精度也平均提高了 10%。

2　基于语义 PCFG模型的消歧策略

基线系统语义分析的前端处理是将所有终结符词汇都转换成其所属的语义概念 ,在此基

础上按照概念之间的归约关系定义语义分析 CFG规则 。这样既可以避免以词为分析单元的

随机语言模型复杂度高 ,移植性差的缺点 ,又避免了以词性为基础进行句法分析时造成的信息

描述粒度太大 ,容易产生歧义的缺点。

但是由于口语语言在句式和语序上具有极大的灵活性 ,很难为其制定出精确的语义分析

规则 ,因此在分析过程中由于没有足够的信息来支持当前的分析决策 ,规则的选取和应用都可

能存在冲突和竞争。规则优先级的作用就在于定义了冲突环境下的规则应用次序 ,这在确定

性的分析算法中具有重要意义 。

2.1　语义 PCFG模型

传统的 PCFG方法主要用于句法分析 ,其思想是对 CFG 模型进行概率扩展[ 10] ,为每一条

产生式都附加一个概率值 ,且必须满足左部符号相同的所有规则概率之和等于 1。因此一棵

句法树的分值是由每棵子树的概率连乘积得到 ,得分最高者就是由 PCFG 确定的最优解 。但

是应用于语义分析的 CFG规则集相比于句法分析规则集 ,还存在着较大不同。

首先 ,句法分析是以词性为基础 ,因此左部相同的规则数量较多 ,而语义分析是以语义概

念为基础 ,规则描述的是语义概念之间的层次包含关系 。

其次 ,不合语法的语句因为得不到一个完整的句法分析树 ,则其概率为 0 ,但口语中不合

语法的现象很普遍 ,所以语义分析强调部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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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 ,句法分析是在分析结束之后选择得分最高的句法树作为最后结果 ,而语义分析为保

证实时性 ,在歧义产生时就计算所有可能分析路径的分值 ,作为剪枝依据。

因此 ,需针对以上语义分析的特点建立 PCFG 模型。下面是语义分析规则的典型定义形

式[ 11] ,

A:=〈c1 ,[ c2] , …, cn〉或 A:={c1 , [ c2] , … , cn}

　　其中〈·〉表示有序算子 ,{.}表示无序算子 , [.]表示可选算子 。规则右部定义了概念 A可

以涵盖的最大范围的概念序列表达形式 ,其概念成员分为两种 ,一种是必选的(indispensable),

一种是可选的(dispensable)。因此规则的应用是一种模糊匹配 ,只要右部所有必选概念都存

在 ,规则就可以匹配成功 。

定义规则的概率扩展方法是为每一条产生式的右部各成分附加一个概率值 P(ci r),其

意义是体现该成分在这条规则中所占权重 ,或者是当该成分出现时此条规则匹配成功的概率 。

并且为满足归一化要求 ,右部所有成分的概率值之和为 1 ,即:∑
n

i=1
P(ci r)=1。

因此在待分析序列 ck , … , cl上应用此规则的概率为

P(r)=P(r|ck , … , cl)=∑
l

i=k
P(ci|r) (1)

　　可见包含规则右部中权重较大的成分越多 ,归约成功率越大 ,同时为了保证规则应用的合

理性 ,为每一个规则设置一个阈值 ,用 θ(r)表示 。若 P(r)≥θ(r),则此规则进入候选规则集 ,

一般地 ,将 θ(r)设置为规则右部必选成分概率之和。

2.2　模型参数设置

语义 PCFG模型中的参数计算方法是 ,先为规则右部各成分设置一个概率初值 ,然后在语

料训练的过程中对其进行动态调整 。

初值设置的原则是:

1.每个必选成分的概率要大于同规则中所有可选成分的概率之和;

2.同规则中所有成分的概率加和为 1。

假设规则右部中包含 m 个必选概念和 n个可选概念 ,必选概念的概率初值均为 p1 ,可选

概念的概率初值均为 p2。

则根据初值设定原则:mp1+np2=1 mnp2+np2<1 p2<
1

(m +1)n 。

因此设定:p2 =
1

(m +1)n +1
, p1 =

1 -np2

m
。

然后利用训练语料对模型参数进行动态调整 。首先是收集用户话语的分析树库 ,通过语

义分析器很容易获得用户语句的所有归约路径集合。然后抽取其中正确的分析路径构成训练

语料 ,并利用最大似然方法对参数进行估计。

设 C(·)为频率统计 , rhs(r)表示规则 r 的右部 ,则:

P(ci|r)=
P(ci , r)
P(r) =

C(ci , r)
C(r) (2)

　　又因为规则 r右部各成分 ci之间并非排斥关系 ,并且为保证归一化要求 ,用 ∑
c
i
∈ r h s(r)

C(ci ,

r)替代 C(r),因此得到:

P(ci|r)=
C(ci , r)

∑
c
i
∈ r h s(r)

C(ci , 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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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训练过程中 ,如果出现规则右部的可选成分从未出现的数据稀疏现象时 ,可将其对应的

共现频次置为 1。

2.3　规则优选算法

首先将所有右部中包含 c1 , … , cn ,并满足其顺序性要求的规则构成的集合记为 RS(c1 ,

…, cn)。若 RS(·)中的元素不唯一 ,则在归约分析中会产生规则选取歧义 。但很显然 RS(ck ,

cl , cm) RS(ck , cl),因此匹配的成分越多 ,符合的规则越少 ,则歧义越小 ,这是规则筛选的第

一准则 , “最大覆盖优先准则” 。

在由底向上的归约过程中 ,假设当前结点的待分析语义概念序列为 ci , … , cj ,则初始候选

规则集为 RS(c1 , c2),若 RS(c1 , c2)非空 ,则下一步利用规则优先级评价及筛选算法针对集合

中的规则进行优选。

规则优先级评价算法 3-1:

1.令当前预测集合 E=E1=RS(c1 , c2)并令 i=2

2.生成 E i=RS(c1 , c2 , …, ci+1)

3.若 Ei≠ , E i-1=E i-1-E i , E=E i , i=i+1

4.重复步骤 2-3直到 E i= 。(从 E1到 E i优先级逐步提高)。

规则筛选算法 3-2:

1.按优先级由高到低 ,取当前规则集 E =Ei ,令 E0= 

2.计算 E 中每条规则的概率P(r),并令 r=arg max
r∈E

(P(r))

3.若 P( r)≥θ( r),则 r 即为最佳规则并转5 ,否则继续

4.删除 E i并令E=E i-1 ,若 E ≠ ,则重复步骤 2-4 ,否则继续

5.结束 。

算法 3-1中预测集合的生成实际是一种 look-forward技术 ,并且由这些预选规则中其它成

分(槽)的内容以及规则之间的联系得到启发 ,使规则的匹配更近一步。这种启发性知识可以

有效避免 RS(c1 , c2)中的规则因为初始概率较低而后面匹配度较高而在分析初始被误剪枝的

错误发生 。

若算法结束之后没有匹配成功的 r ,则令初始候选规则集为 RS(c2 , c3)并重复上述算法。

3　基于对话期待模型的消歧策略

3.1　对话期待的产生

格框架语义表示法是目前口语对话系统中最常用的表达方法之一。用户对话行为中的意

向及信息项都可以用框架结构有效地表达 ,其中信息项对应着框架结构中的槽值对。同时每

个槽根据其担任的语义角色 ,被标注为相应的“格” 。一般地 ,口语语言可分解为一系列语义概

念单元 ,语义概念是按照词义划分 ,而语义格则是由上下文语义关系确定。同属一个语义概念

类的词语可充当不同的格角色 ,单纯从词义出发无法确定其语义格 ,只能通过该语义概念前后

的格标识词来确定 ,实际上格标识词即构成一种语境特征 ,只有在这种上下文环境中才能确定

概念单元的语义格。例如:“到上海”中 , “到”是语义格 ArriveStation 的标识 ,因此地名“上海”就

是 ArriveStation 的值 ,而“从上海出发”中 , “上海”出现在 DepartStation 格标识“从”的后面 ,因此

它是 DepartStation 的值 。此外还有用户意向标识词 ,如“买票”中的“买” , “查询一下到广州的

机票”中的“查询”都是用户意向标识词。通过这些标识词有助于系统正确识别用户意向并产

生正确的数据库查询操作 ,生成恰当的系统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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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口语中存在着大量不合语法的语句片断及省略 ,重复及修正等现象 ,都会造成格标识

词或者用户意向标识词无法正确识别 ,再者语音识别器的错误也会造成标识词的丢失 。因此

在这些情况下 ,无法确定语义格或者用户意向。通过建立期待模型 EM ,可以对当前用户输入

的信息项的语义格及用户意向进行合理的预测。预测的依据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是系统任务

模型 ,二是用户当前输入 ,三是对话历史记录。这样 EM 可以随对话过程的进行 ,动态产生语

义格候选及用户意向候选序列 ,并将其按照优先级进行排序 。本文采用[ 12]中的算法构造 EM ,

产生期待的命中率平均可以达到 91%,并且能够整个系统任务范围内正确识别出用户话题的

转换 ,适应混合主导策略的要求。

3.2　结合期待的语义消歧算法

语义分析规则中定义了语义概念与语义格之间的对应关系 ,如表 1 所示 。格名称是根据

语义框架层次关系书写的 ,上下级之间用“ .”分隔 。多数语义概念可以充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格角色 ,因此在语义分析过程中需要上下文语境排除歧义 。而同一语义格又可由不同语义概

念来填充 ,如上层格 DepartTime.Date 既可以是“几月几日” ,也可以是“时间代词” 。
表 1　部分语义概念与语义格之间的对应关系

语义概念 语　义　格 语义概念 语义格

几月几日
DepartTime.Date.MonthAndDay

ArriveTime.Date.MonthAndDay
地名

DepartStation

ArriveStation

日期代词
DepartTime.Date.Pron 数词 TicketCount

ArriveTime.Date.Pron 席别 TicketKind

几时几分
DepartTime.Time.HourAndMinute 车型 TrainKind

ArriveTime.Time.HourAndMinute 车次 TrainNo

　　设置语义格期待一般是与系统提问相结合的 ,若完成系统任务必需的信息项用户没有提

供 ,这时系统就要启动查询子任务来询问该信息项 ,同时设置相应的语义格期待 。此外如果用

户提供的信息项的信任值低于阈值 ,系统要启动确认子对话 ,同时设置语义格确认期待。

基于期待的语义格消歧算法 2-1:

假设:用户输入语句的语义概念序列为 Cq

1.依据语义分析规则对 Cq进行解析 ,将具有格标识符的语义概念赋予相应的语义格 。

2.判断已赋值的语义格是否与期待一致 ,若一致则撤消期待并转 5 ,否则继续。

3.根据语义概念-语义格对照关系搜索 Cq 中的其余部分 ,判断是否存在可填充期待语

义格的语义概念 ,若有则将其赋予期待语义格 ,然后撤消期待。

4.判断系统主导状态 ,若处在系统主导下 ,且存在未赋值的语义格期待 ,系统启动查询子

对话 。若在用户主导状态下 ,适应用户查询重新设置期待。

5.进行事物处理过程 。

特别地 ,若当前用户语句中又出现了新的具有歧义的的语义概念时 ,系统将根据当前系统

任务需要和应答策略选择继续向用户询问原信息项 ,或者为了澄清后者进行提问 ,提问的内容

就是可与该语义概念对应的语义格名称 。如“请问上海到底是出发地还是目的地?” ,这要比

“对不起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更具有指导意义 。

EM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生成关于本回合用户意向 In 的期待 ei ,并且为每个期待候选设

定一个优先级 ,归一化后表示为 r(ei),具体生成算法见
[ 12] 。如果用户语句中未表达出意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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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意向标识符缺失 ,就需要将期待候选与用户语句的概念序列进行匹配 ,从而排除歧义选取最

佳期待作为用户意向 ,即:

I
 
n =arg max

I
P(In|Cq , E)=arg max

I
{B(ei)} (4)

　　其中 , E 为期待集合 ,B(ei)为期待候选的信任值。信任值由两方面确定 ,一是 ei 的优先

度 ,二是 ei与用户输入Cq 之间的匹配度 。由于语义分析规则中定义了每种用户意向对应的

一般概念序列构成 Cr ,因此匹配度可以通过计算 Cq 与 ei 对应的Cr 之间的相似度来确定 。相

似度计算公式如下:

M(ei)=Sim(Cq , Cr)= ∑
c
i
∈ C

q

∑
c
j
∈C

r

K(ci , cj)T(cj) (5)

　　其中 , K(ci , cj)=

1 if　ci=cj

T(ci) if　ci ∈ Sub(cj)

0 otherwise

这里 Sub(cj)表示在语义概念层次模型中 cj 的下层语义概念集合
[ 13] 。 T(cj)及 T(ci)可

分别根据 2.1节中语义 PCFG模型的参数计算:

T(cj)=P(cj|r), T(ci)=P(cj
r′

ci)=P(ci|r′)

　　因此 , B(ei)=λr(ei)+(1-λ)M(ei)　　(0<λ<1) (6)

权重 λ的值是由实验来确定的 ,实验数据如图 1所示 ,当取值是 0.6到 0.9之间时 ,期待

的命中率达到最高 ,约为 90%,因此选定 λ=0.8。

4　实验及讨论

图 1　期待命中率随参数λ变化曲线

基线系统为口语对话实验平台 BEST(北京站

票务信息系统),其语义 PCFG模型中共定义语义

分析规则 142条 。用户输入采取文本形式 ,但完

全模拟了口语中的各种现象。实验中将测试在采

取不同消歧策略下语义分析性能的变化情况。一

是单独加入期待模型 ,二是采用语义 PCFG 模型 ,

三是综运用前两种消歧方法。

实验中的评估参数定义如下
[ 14]
:

1.句子语义分析正确率

SA=
∑每次对话中被正确分析的语句数
∑本次对话中用户语句总数

×100%

2.语义单元理解率 SU ,又被细分为准确率 ,召回率 ,以及语义单元识别精度 。计算公式

如下:

准确率:SUcorrect=1-
∑(替换错误数+删除错误数+插入错误数)

∑用户提供的语义单元数 ×100%

召回率:SUrecall=
∑被正确识别的语义单元数
∑用户提供的语义单元数

×100%

精度:SUprecision=
∑被正确识别的语义单元数

∑(被正确识别的语义单元数+替换错误数+插入错误数)
×100%

测试语料中共含有 30个对话 ,共 163条用户输入语句 ,最终的实验测试结果对比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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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采用不同消歧策略下实验结果对比

消歧策略 句子语义分析正确率(%)
语义单元理解率(%)

准确率(%) 召回率(%) 精度(%)

基线系统 75.7 81.3 82.6 87.5

+语义 PCFG 83.2 84.5 85.7 90.2

+EM 89.6 90.5 91.7 94.4

+EM +PCFG 91.5 92.4 93.6 96.4

　　从实验结果中可以看出 ,在分别采取三种消歧策略后 ,句子语义分析正确率及语义单元理

解率都得到了较大提高 ,语义分析的鲁棒性大大增强。但是单独采用语义 PCFG 模型时理解

模块的性能提高不如单独加入期待模型时那么显著。这是因为基线系统采取的是一个开发-

测试-修正-再测试的在线开发模型 ,因此语义分析规则已经得到不断地修改和优化 ,规则间

的歧义也已经降到比较低的程度。综合运用这两种消歧方法可使系统性能获得最大的提高 ,

句子语义分析正确率达到 91.5%。其中采用语义 PCFG模型可以解决语义分析过程中产生的

结构歧义 ,而加入的期待模型则在语义分析失败时提供修复语义格及用户意图的后备方案 ,省

去了不断进行澄清子对话的繁琐 ,这对于含有大量不合法现象的口语来说尤其有效。下面给

出一个完整的实验测试结果实例。

S0:这是车票信息系统。您可以查询车票信息 ,也可以模拟订票 。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U1:我要订一张去南京噢不不到上海的车票。

S1:到上海的车有 5班 ,1461次 、T21次 、T109次 、T13次和 T103次 ,哪趟车可以?

U2:有下午出发去上海的吗 ?

S2:14点 0分至 17点 59分之间发车 ,到上海的车有1班 。1461次 15点18分发车。

1461次可以吗?

U3:晚上的呢 ?

S3:20点 0分至 5点 59分之间发车 ,到上海的车有 1班 。T103次 20点 0分发车。

T103次可以吗?

U4:几点到达 ?

S4:T103次列车 20点 0分从北京站发车 ,10点 0分到上海站 。

U5:可以 。

S5:一张从北京站到上海站的 T103次车票。请问是硬座 、软座 、硬卧 、还是软卧 ?

U6:硬卧多少钱?

S6:T103次列车 20点 0分从北京站发车 ,10点 0分到上海站 ,1张硬卧需要327元。

U7:硬座呢?

S7:T103次列车 20点 0分从北京站发车 ,10点 0分到上海站 ,1张硬座需要179元。

U8:我还是要一张硬座吧。

S8:一张从北京站到上海站的 T103次硬座车票。请问是哪天走的车票?

U9:后天 。

S9:您确定要买一张十二月十五号发车的从北京到上海的 T103次的硬座车票吗?

U10:是。

S10:您要的十二月十五日从北京到上海的 T103 次一张硬座已经订好 , 订票号是

01D05900。T103次 1张硬座需要179元 ,请到 XYZ 订票点付款取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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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1:谢谢 ,再见 。

S11:谢谢您的使用。

(摘自测试集语料:2003-12-06-14-42-00.log)

5　结论

汉语口语对话系统中语义分析面临的两类典型歧义现象是语义关系歧义和结构歧义 ,针

对这两种歧义现象本文分别提出了基于“制约”的语义期待消歧方法 ,以及基于“优选”机制的

语义 PCFG模型消歧方法 。口语语言的随意性及识别器的错误都会导致大量不合法语句的产

生 ,从而带来语义分析的困难。而将期待模型与对话上下文相结合可以从提供合理的预测角

度出发 ,解决了语义格确定及用户意向推理的问题。而对语义分析规则集进行概率扩展则在

保证规则的覆盖率的同时有效地解决分析过程中产生的结构歧义问题。实验证明将 EM 与语

义PCFG模型相结合可使系统语义分析获得更大的鲁棒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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