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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oken language understanding (S LU)is one o f the key components in a spoken dialo gue

sy stem.One chal lenge fo r SLU is robustness since the speech recognizer inevitably makes error s and

spoken language is plagued wi th a large set of spontaneous speech phenomena.Anothe r challenge is

portability.T raditionally , the rule-based S LU approaches require linguistic experts to handcraft the

domain-specific g rammar fo r parsing , which is t ime-consuming and laboursome.A new SLU approach

based on tw o-stage classification is proposed.First ly , the topic classifier is used to ident ify the topic

of an input ut terance.Then , w ith the rest riction of the recognized target topic , the semantic slo t

classif ie rs are trained to ex tract the co rresponding slot-value pai rs.T he advantage of the propo sed

approach is that i t is mainly data-driven and requires only minimally anno tated corpus fo r training

w hi lst re taining the understanding robustness and deepness for spoken language.Experiments have

been conducted in the Chinese public t ransportation informat ion inquiry domain and the English

DA RPA Communica to r domain.The good performance demonst rates the viability of the propo sed

approach.

Key words 　spoken dialogue sy stem;spoken language understanding ;stat istical classif ier;topic

classif ication;decision list

摘　要　口语理解是实现口语对话系统的关键技术之一.它主要面临两方面的挑战:1)稳健性 ,因为输入

语句往往是病态的;2)可移植性 ,即口语理解单元应能够快速移植到新的领域和语言.提出了一种新的

基于两阶段分类的口语理解方法:第 1阶段为主题分类 ,用来识别用户输入语句的主题;第 2阶段为主

题相关的语义槽分类 ,根据识别的主题抽取相应的语义槽 值对.该方法能对用户输入语句进行深层理

解 ,同时也能保持稳健性.它基本上是数据驱动的 ,而且训练数据的标记也比较容易 ,可方便地移植到新

的领域和语言.实验分别在汉语交通查询领域和英语 DARPA Communicato r 领域进行 ,结果表明了该

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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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　TP391.2

　　口语理解是实现口语对话系统的关键技术之一.

它的任务是理解用户的意图并抽取用户输入语句所

包含的关键信息.通常用户输入语句的语义可用语义

框架(semantic f rame)表示.一个语义框架通常包括:

1)语义框架类型(f rame type)表示用户输入语句的主

题;2)相应的一些语义槽(slots)表示用户输入语句中

的关键信息.如果采用语义框架表示 ,则口语理解可

看做是把输入语句转换为相应的语义框架的工作.



传统的口语理解方法主要分为两种:规则方法

和统计方法.规则方法主要利用稳健的句法分析或

者模板匹配技术来分析口语[ 1-2] ,而统计方法则是把

口语理解建模为统计解码过程[ 3-4] .两种方法各有优

缺点.规则方法的优点是不需要大量的标记语料库.

但是其开发成本较高 ,因为规则通常需要语言学家

手工定义 ,费时费力.这样 ,很难移植到新的应用领

域和语言.相反地 ,统计方法可从标记语料库自动训

练.与手工定义规则相比 ,标记语料库比较容易而且

基本不需要语言学知识.但是 ,统计方法会受到数据

稀疏问题的影响.要训练一个较精确的模型 ,通常需

要大量完全标记的语料库(例如树库).这在实际应

用领域中往往是不现实的.最近 ,为了实现对话系统

的快速开发 ,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些新的口语理解方

法.Wang 和 Acero 提出了一种结合多种知识源半

自动地学习规则的方法
[ 5-6]

.He 和 Young 提出了

基于 Hidden Vecto r M odel (HVS)的口语理解分

析器[ 7-8] ,HVS 是对隐马尔科夫模型(HMM)的扩

展.同时 ,不少研究者也提出了结合规则和统计方法

的口语理解方法
[ 9-11]

,力图综合两者的优点.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口语理解方法.整个口语

理解框架主要由两种分类器构成 ,其中主题分类器

用来识别用户输入语句的主题 ,而语义槽分类器则

根据识别的主题抽取相应的语义槽 值对 (slo t-

value pair s).该方法能对用户输入语句进行深层的

理解 ,同时能保持稳健性.它基本上是数据驱动的 ,

而且训练只需要简单标记的数据 ,这样可以很容易

地移植到别的应用领域和语言.

1　基于两阶段分类的口语理解方法

除主题分类器和语义槽分类器之外 ,基于两阶

段分类的口语理解系统还包括预处理器和语义框架

生成器.图1 给出了系统整体架构 ,同时也描述了例

句“请问坐公交车从徐家汇到外滩怎么走”在各个阶

段的处理结果.

Fig.1　The S LU fr amew o rk based on two-stag e classification.

图 1　基于两阶段分类的口语理解框架

1.1　预处理

通常 ,在口语对话系统的开发中 ,需要预先定义

一些语义类 ,代表领域中的概念 ,如地名 、时间表达

式等.一般地 ,预处理就是在输入语句中找到某些子

串(它们对应某个语义类或者匹配某些正则表达

式),并把它们替换为相应的语义类标记.例如 , “华

山路”和“1954”可分别替换为[ ro ad name] (表示路

名)和[ number] (表示数字).本系统中的预处理器

除了能做这种简单的替换外 ,也能识别一些复杂的

概念.例如 ,通过匹配规则“[ address] ※[ loc name]

[ number] 号”和“[ locat ion] ※[ address] (表示地

址)” ,可把“华山路 1954 号”整体标记为[ location]

(表示位置名).在本系统中 ,预处理的任务主要由一

个基于图算法的局部句法分析器来完成.它是对文

献[ 12]中的句法分析器的扩展 ,能跳过输入语句中

的噪声词和语法中的规则符 ,这样就从底层保证了

口语理解的稳健性.例如 , “华山路那个 1954 号”可

以通过跳过“那个”匹配规则“[ address] ※[ road 

name] [ number] 号”而识别成[ address] ,然后匹配

规则 “[ locat ion ] ※ [ address ] ” , 最 终识 别 为

[ lo cation] .但是 ,该稳健的局部分析器也有可能错

误地跳过输入语句中的词而生成错误的概念.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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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这个副作用 ,我们引入内置的决策树在分析过

程中进行剪枝
[ 13]

.目前 ,这个局部分析器所用的语

法是手工定义的.根据我们的经验 ,手工定义这些规

则以及标记决策树的训练实例的工作比较简单 ,可

在数小时内完成.

引入预处理器可带来以下好处:

1)能给主题分类提供深层的特征 ,使主题分类

器具有更强的泛化能力 ,同时能减轻数据稀疏问题.

2)预处理能对语义相近的概念进行聚类 ,例

如 ,地址类[ address] 和地名类[ loc name] 可聚类为

位置类[ lo cation] .这样也减少语义槽分类器的数

目 ,使得语义槽分类模型的参数估计更精确.

1.2　主题分类

主题分类是口语理解的子问题 ,它的任务是识

别输入语句的主题.利用统计分类器进行主题分类

具有很好的稳健性 ,这样也提高了整个口语理解系

统的稳健性.而且 ,先进行主题分类能缩小语义槽分

类的搜索空间 ,从而提高语义槽分类的性能.例如 ,

在汉语交通查询领域中 ,对于所有主题 , [ locat ion]

概念所对应的可能的语义槽有 33 个之多.而对单个

主题而言 , [ location]概念所对应的语义槽最多的主

题是 ShowRoute ,而其中可能的语义槽只有 10 个.

主题分类是典型的模式识别问题 ,因此适合用

统计分类器来处理.很多统计分类方法已经应用在

主题分类 ,例如朴素贝叶斯分类器 、支持向量机 、N

元模型和神经网络等[ 9-10] .本文采用支持向量机

(suppo rt vector machines , SVM),因为它具有较好

的主题分类性能[ 9] .对于汉语输入语句来说 ,最简单

的特征就是出现在句子中的汉字.假如使用汉字特

征 ,则每个汉语输入语句可转换为特征向量 ch =

 ch1 , … , ch ch  ,其中 ch 为应用领域的字表大小 ,

ch i的取值是二值型的 ,即如果对应的汉字出现在输

入语句中 ,则为 1 ,反之为 0 .由于在主题分类之前

进行了预处理 ,可以把语义类标记(如[ locat ion]等)

也作为特征.语义类标记特征比汉字特征能提供更

多的信息.同时 ,引入语义类标记特征也能减轻数据

稀疏问题.

1.3　主题相关的语义槽分类

在主题分类之后 ,接下来的任务是把语句中的

概念填充到语义框架相应的槽中.该问题也可以建

模为分类问题 ,因为限定领域中的一个概念所对应

的可能语义槽的个数是有限的.语义槽分类的基本

思路基于以下观察:不同语义槽出现在不同的上下

文中.考虑图 1中的例句 ,在预处理和主题分类之

后 ,得到预处理串 “请问坐 [ bus] 从[ locat ion] 1到

[ locat ion] 2怎么走”和识别的主题 ShowRoute.现

以[ location] 2 为例 ,考虑如何为它标记相应的语义

槽.首先想到的线索是它的词汇上下文(lexical

contex t),例如 ,由[ locat ion] 2 前面的“到”字 ,则可

判断它是“目的地” .如果[ locat ion] 1已经被识别为

“出发地” ,则也是重要的线索 ,暗示[ location] 2是

“目的地” , 这种上下文称为语义槽上下文(slot

contex t).因为开始时并没有语义槽上下文 ,所以语

义槽上下文特征只在语义槽重分类(semantic slot

re-classfication)时才使用 ,语义槽重分类的内容将

在第 1.4节介绍.

为了自动抽取这些上下文特征 ,需要对训练句

子进行标记.本文的标注方案比较简单 ,只需要对句

子标记相应的语义框架.例如 ,对于图 1中的例句 ,

其对应的标注结果大致如下.

语义框架类型:ShowRoute

语义槽:

　[ Route] .[ Origin] .[ locat ion] .(人民广场)

[ Route] .[ Dest] .[ lo cation] .(外滩)

[ Route] .[ TransType] .[ bus] .(公交车)

其中 ,语义槽的名字可自动从领域模型中抽取得到.

所谓领域模型是应用领域的相关概念的层次体系.

例如 ,在 ShowRoute 主题中 , “出发地”对应的语义

槽是 Show Route.[ Route] .[ Origin] .可以看出 ,本

文中的语义槽继承了领域模型的层次性.所抽取的

词汇上下文特征包括:1)上下文中的指示词

(contex t w o rd)指在待分类概念的±k 窗口内出现

的单个字 词或语义类;2)搭配(co llocation)指在待

分类概念的±k 窗口内出现的长度最多为 l 的字 词

或语义类的共现模式.在本文实验中 , k 和 l 分别取

4和 2.词汇上下文特征是词序相关的 ,例如 , “去”

字出现在[ location] 的左一位置表示[ location] 是

“目的地” ,而出现在右一位置则表示[ locat ion] 是

“出发地” .而在抽取语义槽上下文时 ,只考虑出现在

±m窗口内出现的语义槽 ,在本文实验中 m 取 6.

语义槽上下文是词序无关的 ,比如 , “目的地”可能在

“出发地”之前 ,也可能在之后.词汇上下文特征反映

了局部的词汇语义依赖关系 ,而语义槽上下文则反

映了长距离的语义依赖关系.

下面给出语义槽分类的上下文特征的例子 ,例

如 ,对于主题 ShowRoute 中概念[ lo cation] 的语义

槽分类 ,相关的特征示例如下:

①“到”在-2窗口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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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从” “到” ;

③Show Route.[ Route] .[ O rigin] 在±2窗口

内.

前两个特征为词汇上下文特征.特征1表示:如

果“到”出现在[ location]的-2窗口内 ,则[ location]

的语义槽很可能是 ShowRoute.[ Route] .[ Dest]

(“目的地”).特征 2 则表示:如果模式“从[ location]

到” 得到匹配 , 则 [ locat ion] 的语义槽往往是

S how Route.[ Route] .[ Origin] (表示“出发地”).特

征 3为语义槽上下文特征 ,表示如果 Show Route.

[ Route] .[ O rig in]出现在[ location] 的±2窗口内 ,

则[ locat ion] 的语义槽为 Show Route.[ Route] .

[ Dest]的可能性很大.从本质上说 ,这些特征等价于

基于规则的句法分析器所用的语义规则 ,例如 ,特征

2与规则 “[ Origin] ※从[ location]到”是等价的.通

常 ,在基于规则的口语分析器中 ,这些规则是手工定

义的.手写规则需要语法知识 、费时费力 ,而在本文

方法中 ,能从标记语义框架的数据中自动学习到这

些“规则” .所学习到的这种“规则”本身是稳健的 ,因

为它可以包含空位(gap),例如特征 1 就允许“到”

和[ location]之间可以有噪声词.

在抽取了特征之后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使用

这些特征.对于待分类概念 ,通常上下文中包含多个

特征 ,它们可能会作出不同的预测.一种简单实用的

方法是决策表(decision list)[ 14] ,它的策略是总是相

信最强的那个特征.因此 ,如何计算特征的置信度是

重要问题.本文采用如下指标[ 15-16] :假设对于所有

i ,条件概率 P r (si f)>0 ,则:

con f idence(f)=max
i
Pr (si |f), (1)

该指标衡量了特征 f 与语义槽 si 的相关程度.

1.4　语义槽合并和语义槽重分类

在语义槽分类后 ,需要把已经识别的语义槽合

并成语义框架.由于语义槽继承了领域模型的层次

性 ,因此语义槽的合并比较容易 ,具有相同前缀的语

义槽可以合并到一起.在合并的同时 ,需要检查各语

义槽 值的一致性.因为对应不同概念的语义槽分类

器是独立工作的 ,所以有可能产生矛盾的语义槽 值

对.考虑预处理之后的词串 “请问坐 [ bus] 从

[ location] 1到[ locat ion] 2怎么走” ,如果[ lo cation] 1

和[ location] 2都被分类为 Show Route.[ Route] .

[ Origin](“出发地”),则在语义上是矛盾的.这时 ,

可利 用语 义槽上 下文 特征 , 例如 , “语义 槽

S how Route.[ Route] .[ Origin]出现在±k窗口内” ,

则表明当前概念的语义槽很可能是 Show Route.

[ Route] .[ Dest](“目的地”).因此 ,当发现两个或多

个语义槽 值对矛盾时 ,首先保留置信度最高的那个

语义槽 ,然后把其他位置概念的语义槽上下文传回

给语义槽分类器 ,重新分类.语义槽重分类的目的是

利用长距离的语义依赖关系来克服局部的词汇语义

依赖关系的局限性.语义槽分类以及重分类的观点

可以理解如下:先分析出输入语句中不同位置的概

念所对应的语义槽(类似于部分句法分析 , par tial

parsing),然后把它们联系起来.这种机制很适合口

语理解 ,因为口语中的句子经常是由几个短语组成 ,

而短语之间容易有噪声(如重新开始 、重复和停顿

等),而且语序很随意 ,经常颠倒.这些现象在汉语中

特别常见.

2　实　　验

2.1　实验领域和设定

我们分别在汉语交通查询领域以及英文 DARPA

Communica to r 领域上对本文所提出的口语理解方

法进行了测试.

对于汉语城市公共交通查询领域收集了两种语

料.首先 ,我们建立了模拟对话系统的网站 ,用户可

以通过键盘输入与系统进行混合主导的对话来进行

上海市交通信息的查询.通过这种方式共收集了

2286 个查询语句 ,随机划分为两部分:训练集包括

1800 个句子(CTR), 测试集包括 486 个句子

(CTS1).另外 ,构建了一个初始版本的基于电话的

对话系统来收集口语语料库.该对话系统的语音识

别模块是基于 IBM ViaV oice Telephony 说话人无

关的汉语听写系统开发的;而口语理解模块是一个

稳健的基于规则的句法分析器.该口语语料库包括

363个口语句子.从口语语料库可得到两个测试集:

一个是语音识别结果构成的集合(CTS2),另外一个

是对应的人工转写文本构成的集合(CTS3).口语语

料库语音识别错误严重 ,在 CTS2 中 ,汉字识别错误

率和概念识别错误率分别是 35.6%和 41.1%.对

于汉语交通查询领域定义了 10 种主题类型 ,包括

ListStop , ShowFare , ShowRoute , ShowRouteTime

等.通过网络收集的语料库(CT R+CTS1)覆盖了全

部 10 种主题类型 ,其中 ShowRoute 主题类型的句

子占 71.1%.而通过电话收集的语料库(CTS2 CTS3)

只包含其中 4种主题 ,其中 ShowRoute主题类型的

句子占 78 .5%.在汉语交通查询领域的实验中 ,主

题分类器和语义槽分类器统一在 CTR上训练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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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在 CTS1 ,CTS2和 CTS3 上测试.训练集中出现

的汉字共为 922个.

英文 DARPA Communicator 领域的数据是由

University o f Colorado 在 461天内收集的[ 17] .该数

据集不但提供了句子文本 ,也提供了 Pheonix Parser

对这些句子的句法分析结果[ 18] .我们从中随机选取

了101 天的数据作为测试集 ,其余为训练集.整理之

后 ,得到的训练集(ETR)共包含 3724 个句子 ,测试集

(ETS)共包含 1279 个句子.训练集的词表大小为

839.对于英文 DARPA Communicator领域 ,定义了5

种主题类型 ,包括 RentCar , ReqFlight , ReqRoundFlight ,

ReqHo tel , ReqReturnFlight , 其中 ReqFlight 类型

的句子占 66%左右.该数据集的语义框架标记直接

用程序从 Pheonix Parser 分析结果中抽取 ,然后手

工校正.

主题分类性能指标采用主题分类错误率(topic

e rror rate , TER),即主题识别错误的测试句子占所

有测试句子的比例.语义槽分类性能指标采用语义

槽错误率(slo t er ro r rate , SER),即比较语义槽分

类器输出的结果和手工标记的标准语义槽 ,计算相

应的插入 、删除和替换错误率.如果对一个输入句子

的主题分类出错 ,则该句子中的每个语义槽都按一

个替换错误计算.

2.2　实验结果

2.2.1　预处理实验结果

预处理的性能用概念识别错误率(concept error

rate , CER)来评价 ,即比较预处理器产生的概念和

相应的手工标记的概念 ,计算插入 、删除和替换的错

误率.表 1给出了汉语交通查询领域中的预处理结

果 ,可以看到预处理的性能是令人满意的 ,注意在

CTS2上性能较差的原因是语音识别错误较严重.

Table 1　The Preprocessing Performance on the Chinese Domain

表 1　汉语交通查询领域的预处理结果

Tes t Sets Concept E rror Rate(%)

CTS1 2.5

C TS2 43.2

C TS3 1.3

2.2.2　主题分类实验结果

预处理为主题分类提供了不同层次的特征 ,我

们对它们的主题分类性能进行了比较.最简单的特

征分别是汉字或英语词.如果进行了基本语义类标

记 ,则可把基本语义类(如[ road name] )作为特征.

进一步地如果进行了局部句法分析 ,则可把深层语

义类(如[ location] )也作为特征.表 2给出了使用不

同层次特征的支持向量机在 4个测试集上的主题分

类结果.结果表明 ,语义类特征的加入能明显地改善

主题分类的性能.

Table 2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the SVMs Using Various

Features on Four Test Sets

表 2　使用不同层次特征的支持向量机在 4 个测试集上的

主题分类结果 %

Features CTS1 CTS2 CTS3 ETS

C haracters Words 4.7 3.6 3.0 3.5

C haracters Words and

Basic Semantic C lasses

3.9

　

3.3

　

1.9

　

2.9

　

C haracters Words and

Ddeep S semant ic Classes

2.9

　

2.2

　

1.4

　

2.0

　

2.2.3　语义槽分类实验结果

为了考察语义重分类的影响 ,比较了一遍(one-

pass)语义槽分类(只用词汇上下文特征)和两遍

(tw o-pass)语义槽分类(加入语义槽重分类)的性

能.表 3 给出了决策表在 4个测试集上的语义槽分

类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 ,语义槽重分类机制对整体

性能有一定的改善.另外在电话语音识别文本的测

试集 CTS2 上 ,语义槽分类的性能相对较差 ,其主要

原因是 CTS2 中汉字识别错误率和概念识别错误率

分别高达 35.6%和 41 .1 %.如果只考虑语音识别

正确的概念 ,语义槽分类错误率是 9.2%.

Table 3　The Performance of Decision Lists on Four Test Sets

表 3　四个测试集上的语义槽分类结果 %

Sem an tics S lot Clas sifiers C TS1 CTS2 CTS3 ETS

Decision List(one pas s) 9.1 46.7 5.0 7.0

Decision Lis t(tw o pass) 8.4 45.6 4.5 6.6

同时 ,也对本文提出的口语理解方法与其他方

法进行了比较.首先 ,在汉语交通查询领域对本系统

和基于规则的稳健句法分析器进行了比较.该句法

分析器的分析算法与本文的预处理器的局部句法分

析器相同.区别在于所使用的规则不同 ,对于汉语交

通查询领域 ,该句法分析器的语义语法是由一个语

言学家在 1个月的时间内定义的 ,总共包括 798 条

规则(不含用于识别实体名的规则 ,如[ loc name] ※

“外滩”等).表4给出了性能比较结果.结果表明 ,本文

方法在主题和语义槽的识别性能都要优于基于规则

的稳健句法分析器.另外 ,在这几个包含不少口语现

象甚至语音识别错误的数据集上的良好性能也表明

本文方法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其次 ,与文献[ 5]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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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两种方法的数据标记方式与本文类似 ,只需标记语义框架.

基于隐马尔科夫模型(HMM)的方法做了比较.该

方法是简单有效的数据驱动方法 ,通常作为衡量其

他数据驱动方法的基准.在我们的实现中 ,首先也是

用本文的局部句法分析器对输入句子进行预处理 ,

然后利用 HMM 来分析语义槽概念 ,在 HMM 之后

利用 SVM 进行主题识别 ,最后生成语义框架.表 4

表明 ,本文的方法与 HMM 方法相比有较大的改

进.最后 ,我们列出当前最新的其他口语理解方法的

性能做一个大致的参照 , 如半自动的语法学习方

法[ 6-7] 和 HVS 模型[ 7-8] 等①.因为本文的交通信息查

询领域 与 通用 的 航班 旅 游信 息 (ai r t ravel

informa tion sy stem , A TIS)领域类似 ,下面列出这

两种方法在 ATIS 领域上的性能.结合 HVS 模型

(用于识别语义槽概念)和基于树扩展的朴素贝叶斯

分类器(用于主题分类)的方法在 AT IS 的自然语言

测试集上主题分类错误率和语义槽识别的 F-

measure分别为 8.3 8 .8%和 90.3 91 .9 %
[ 8]

.文献
[ 7]中的半自动语法学习方法在 A TIS 自然语言测

试集上的最好结果为 5.06 %(TER)和 7.67 %

(SER).另外 , HVS 模型也在本文所使用的英文

DARPA Communicato r 的数据集上语义槽识别的

F-measure 大致为88.07 %.这些结果大致表明本文

方法与当前最新的其他口语理解方法性能相当.

Table 4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Our Method and Other

State-of-Art SLU Methods

表 4　口语理解方法和其他方法的性能比较 %

Test

S ets

Rule-Based Parser HMM +SVM SVM +决策表

T ER SER TER SER TER SER

CTS1 6.8 11.6 5.8 11.3 2.9 8.4

CTS2 4.1 47.9 3.9 47.5 2.2 45.6

CTS3 3.0 5.4 2.5 5.5 1.4 4.6

ETS 3.1 8.8 2.0 6.6

3　结论和将来工作

本文介绍了一种新的基于两阶段分类的口语理

解方法 ,该方法具有以下优点.首先 ,该方法能够稳

健地处理口语:1)预处理器提供了底层的稳健性;

2)用统计分类器进行主题分类也具有很好的稳健

性;3)该方法先分析出输入语句中不同位置的概念

所对应的语义槽 ,然后把它们联系起来 ,这种策略类

似于“部分句法分析” ,在处理口语时具有良好的稳

健性.同时 ,它保持了理解的深度:1)语义槽并不是

线性结构 ,它继承了领域模型的层次性;2)语义槽

重分类的机制力图保证最后生成的语义框架的一致

性.还有 ,它能利用主题分类来指导语义槽分类.最

重要的是本方法基本上是数据驱动的 ,只需要简单

标记的数据 ,保证了良好的可移植性.在汉语交通查
询和英语 DARPA Communicator 两个领域中的实

验证实了本方法的有效性.目前 ,两种分类器都是采

用有监督方法(supervised)训练(即为训练集中所有

句子都标记好语义框架).为了进一步减少标记训练

句子的工作 , 我们正在进行利用弱监督(weakly

supervised)方法训练这两种分类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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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craft the domain-specific g r ammar fo r par sing , which is time-consuming and labour some.This paper propo ses a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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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of an input utterance.Then , with the restriction of recognized targ et topic , the semantic slo t cla ssifiers a re train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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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ucted in the Chinese public transpo rtation info rmation inquiry domain and the Eng lish DARPA Communicato r domain.The

good perfo rmance demonstra te s the viability of the propo sed approach.In o rder to further reduce the human effo r ts , w e a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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