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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近年来，深度学习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应用成为一大研究热点。而

大部分自然语言处理问题（如语言模型、序列标注、句法分析、机器翻译、人

机对话等）都很容易建模成 Sequence-to-Sequence（以下简称 seq2seq）的结

构，从而能够使用通用的 encoder-decoder 模型来解决。本文主要探讨的是

seq2seq 模型中的未登录词问题，如果读者想要了解更多 seq2seq 模型本身的原

理（这是充分理解本文的背景知识），可以参考 (Cho et al., 2014) 以及 

(Sutskever et al., 2014)。 

一、什么是 seq2seq、attention 以及为什么会存在未登录词的问题 

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什么是 seq2seq 模型。下图显示了该模型的一般框

架。 

 

简要而言，模型由两部分组成：绿色部分的 Encoder 编码句子信息以及黄色

部分的 Decoder 解码出需要的句子。举个例子，英汉机器翻译中将英语句子

“ABC”输入到 Encoder 中编码，再经过 Decoder 解码出我们需要的中文句子

“WXYZ”，完成从句子到句子的处理，也就是 sequence to sequence。 

为了提升性能，尤其是长距离字符串的解码性能，一般需要增加 attention

机制。Attention 的核心观点是在解码每个词语时，要聚焦到 Encoder 中某个

（些）位置，相当于一种 soft-alignment。 

Seq2seq 模型近来有多火？伦敦大学助理研究员 Isabelle genstein 最近画的一

张图。这张图本身是对于当前某些 DL4NLP 研究套路的戏谑，但是也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 seq2seq 建模方式在目前学术界及工业界的流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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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 seq2seq 模型会遇到未登录词的问题呢？ 

具体而言，seq2seq 在解码每个词语的时候需要在整个 decoder 词表上进行

解码（可以理解为处理多分类问题）。考虑到计算效率，通常的做法是根据词

频限制 decoder 词表规模，但是这样一来某些低频词语便不可能被解码出来，

也就是未登录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不在意因为增大 decoder 词表

规模而导致的计算压力，很多时候仍然会遇到问题，如人名、地名、新词等等

（这些词语层出不穷，难以枚举）。所以对于 seq2seq 模型而言，未登录词是

难以避开的，而且会对模型性能产生影响，如在人机对话任务中，人名、地名

等词语往往对于整体的语义理解非常重要。举个例子： 

用户输入“今天去爬洪山么？”，理想的回复可以是“去爬泰山吧，洪山

没意思”，而因为“洪山”可能是未登录词，于是解码出来的句子可能是“去

爬泰山吧，衡山没意思！”。这会严重影响用户体验。 

二、问题分析 

在介绍解决思路和解决方案之前，我们先对该问题进行简单地分析。 

Seq2seq 模型训练的时候，解码第 t 个词语时候需要通过 softmax 在整个词表

上做解码获取各个词语可能出现的概率，公式是这样的： 

 

 

计算该概率是为了进一步计算目标函数关于参数的梯度，关于该部分的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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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式是这样的： 

 

注意到计算量主要集中在蓝色框内，因为需要遍历整个词表。为了降低计算

量，需要对词表的规模进行限制，但这样一来，未登录词便不可能被解码出来。

这就是未登录词问题的根源。下面来看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三、解决思路以及解决方法 

1. “绕开” 

未登录词首先是个“词”，在英文等字母语言中，如果不按照词来解码而按

照字母（包含符号）来解码不就可以了么？词语是难以枚举的，但是组成词语的

单元（如字母、符号）则是可以枚举且种类有限。这种思路对应于(Xie et al., 2016)

的文章，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文章，这里不再赘述，下同。 

采用这种思路处理英文，ascii 码就够了。对于中文而言，采用汉字可能不是

一个很好地选择，因为常用汉字虽然只有三千多，但是汉字的总数目却有好几万。

或许可以采用汉字的笔画（以及符号）来作为解码的词表。 

 Neural Language Correction with Character-Based Attention (Xie et al., 2016) 

文章的模型基本上就是 seq2seq + attention，在 Encoder 端为了处理句子太长

（按照字母能不长么）而使用了“金字塔结构”，具体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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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作者在解码下一个词的时候不仅仅由 Decoder 决定，还要考虑语言模型，

具体公式是这样的： 

 

语言模型是用 Kneser-Ney 平滑五元语言模型。 

文章做的是英文语法纠错任务(CoNLL-2014 Shared Task)，针对该任务也做了

具体的优化，最终在该任务上取得了最好的结果。 

2.  “缓解” 

回到问题本身，导致问题有两个主要的原因：词表增大导致的计算性能压力

以及低频（新）词。那么如果可以提升现有模型的解码效率，就意味着可以承受

更大的词表，也就可以缓解这个问题。该思路对应着(Jean et al., 2014)以及(Mnih 

et al., 2012)这两篇文章。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这两篇提到的处理方法，还有很多其他途径（如层次化

softmax）可以提升解码效率。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文章中系统介绍这一块的内容。 

这种思路并不专门用于解决未登录词问题，完全可以只用来加速训练过程

（对于模型性能而言至关重要）。而在文本摘要、文本纠错等任务中，输出句子

中绝大多数词语都能在输入句子中找到，此时更好的解决方案或许不是单纯的扩

大词表，而是从输入句子中“找词”，这也就是下一小节提到的第三种思路的来

源。 

 On Using Very Large Target Vocabulary for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Jean 

et al., 2014) 

为了说清楚思路，先回顾一下问题在哪里。计算量主要集中在蓝色框内，

因为需要遍历整个词表。 

 

注意到，而框内的公式表示的是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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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找到一个小词表 V’近似词表 V 中词语的分布，则计算量将会降低。

具体做法上（仅仅是该思路的一种实现方法），将训练语句划分为几组，每组单

独计算词表 V’，设置阈值使得 V’的大小不得高于该阈值。 

具体来说是事先将训练数据集合划分为多个小集合，在每个小集合上单独建

立词表 V’，小词表的规模是预设的。 

此外，训练完成后预测时，文章还进行了一些处理，如利用 attention 信息将

解码为 UNK 的词语替换为原始词语（或者增加新的处理）等等。 

 A fast and simple algorithm for training neural probabilistic language models 

(Mnih et al., 2012) 

文中介绍了 Noise Contrastive Estimation（NCE）的方法来降低计算量（问题

同上），NCE 方法的基本想法是将计算概率密度的问题（上一篇文章计算 softmax

就是在做这件事，呃，严格说不一样，因为词是离散的）转化为正例负例的二元

分类问题，以便不用归一化，降低计算量，关于该方法需要介绍的内容比较多，

本文不再赘述。 

3. “解决” 

我们注意到 ，导致问题的低频（新）词都有一个共性，它们（或对应的词）

一般会在前文中出现。Luong et al. (2015)、Culcehre et al. (2016)以及 Gu et al. (2016)

分别给出了各自的方法来利用这个共性。 

Luong et al. (2015) 主要做的是机器翻译任务，在输出句子中保留词对齐信息，

之后再对翻译句子做后处理； 

Culcehre et al. (2016) 做的机器翻译以及文本摘要任务，解码分为在词表上解

码以及在输入句子上解码（意味着可以解码到词表中没有但是在句子中出现的

词），使用一个分类器来选在预测词语时具体选用哪种解码方式； 

Gu et al. (2016) 做的主要是文本摘要任务，在预测词语的时候，为输入句子

中出现的词“加分”。这样做，使得输入句子中的词语更可能被解码到。此外，

即使词表中没有的词语（在输入句子中出现）也可能被解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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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ing the Rare Word Problem in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Luong et 

al., 2015) 

现在介绍的这篇文章所使用的方法在本小节三篇文章中最为直接，文章做的

是机器翻译任务。大致的思路是不修改 seq2seq 模型（不加 attention），而是修

改训练数据，使得翻译后的词语“记住”它对应于原句中的某个词（词对齐），

如此再做后处理。 

注意到该方法并不需要修改模型，文中介绍了三种具体的标注数据的方法以

便实现目的。下图是英文原句以及对应的法语句子，带下划线的词语意味着该词

语在模型中是被作为 UNK 来处理的，连线表明两个词语之间的对应关系。 

第一种标注方法是这样的： 

 

也就是将存在对应关系的 UNK 使用同样的标号，如 unk1，而其他 UNK 则

统一使用 unk0 标记。这是最简单直白的标注，但是有个缺陷，如果 UNK 对应的

词出现在词表中，则也应该标记出来这种对应关系以便后处理。于是有了第二种

标注方法： 

 

法语句子中每个词语后面均增加一个标记以便显示该词语对应的英文单词

的位置，如法语句子第二个词对应英语句子中第三个词，于是该词的位置为 P-1

（2-3=-1）。注意，如果两个词语的距离太远则会被认为是没有关联的，这里需

要一个阈值。 

这样做使得法语句子的长度增加一倍，但是事实上在后处理的时候仅仅需要

UNK 词语的对应关系即可，于是有了第三种标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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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标注法语句子 UNK 对应英语英文单词的位置。 

通过这样的操作，便可以在翻译的法语句中保留 UNK 对应的英语单词，后

处理的选择便有很多了，可以直接将 UNK 替换成该英语单词，也可以替换为该

英文单词的法语翻译等等。 

 Pointing the Unknown Words (Culcehre et al., 2016) 

本文提及的思路更为简单直白，与上一篇的思路是类似的。上一篇依靠在输

出句子的 UNK 词语中保留同原句词语的对应关系然后再做后处理，本文则是直

接将预测词语看作是两种可能的结合：在词表上 softmax 解码以及在输入句子上

解码。在输入句子中解码，使用的是 attention 机制中的 alpha 权重向量。注意到，

这样做的实质也就是找出两句词语之间的对应关系。 

此外，需要增加一个分类器来决定预测词语的时候选择哪种解码方式，关于

该分类器文中采用的是两层感知器。 

文中给出了这种思路的一个实现方式，也做了具有启发意义的实验。 

 Incorporating Copying Mechanism in Sequence-to-Sequence Learning (Gu et 

al., 2016) 

相比较于前两篇文章，本文则是另一个思路：在预测词语的时候，为输入句

子中出现的词“加分”。这样做，使得输入句子中的词语更可能被解码到。此外，

即使词表中没有的词语（在输入句子中出现）也可能被解码到。 

下面是具体做法： 

在解码每个词语的时候，先算一下词表上的词的得分（第一个公式），再算

一下句子中词语的得分（第二个公式）。如果句子中的词语也出现在词表中则合

并得分，得分统一归一化为概率。 

 

该公式中的 vi
TW 其实就是取第 i 个词语的 embedding，同经典的 seq2seq 解

码时候的不同在于没有使用 attention 的信息而已。vi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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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式中的 hj
T是指输入句子中的第 j 个词语的隐藏输出（attention 的时候也

就在输入句中所有词语隐藏输出上做加权平均）。 

我们不妨去掉第二个公式中的 sigmoid 非线性变换，那么 hjT 不就可以理解

为 hard attention（将原先 atthention 权重向量最大的值变为 1，其余为 0）所得到

的向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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