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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phrasing 的概念

多种表达方式传达相同的信息

保持着概念上的近似等价
例如：

什么事都让我生气

所有的事情都叫我生气

离城越来越近了

离城渐渐近了

问题
互为Paraphrasing的两个短语的可以互换程度



Paraphrasing的分类

根据Paraphrasing的粒度可以分为

单词级

短语级

句子级

根据Paraphrasing可否被分解

原子级的Paraphrasing（atomic Paraphrasing）
复合的Paraphrasing （compositional 
Paraphrasing）



Paraphrasing的应用

多文档文摘

自动问答系统

信息检索

信息抽取

机器翻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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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phrasing抽取的主要方法

手工

语言学家

利用现有的语言学资源
WordNet（et.al ）
汉语：同义词词林、Hownet、CUP-Dic

基于语料库的Paraphrasing自动抽取

半自动抽取方法

自动抽取方法

研究重点



Paraphrasing的手工搜集方法

手工搜集的Paraphrasing一般用在生成上

Paraphrasing是生成任务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因为一个概念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

多个表达方式可以生成 优的文本

传统的，手工集合都是应用相关的

不易扩展，大部分只是一个词汇选择器



利用现有的资源抽取Paraphrasing的方

法
English-WordNet
用在文摘、问答

相关问题
WordNet中的哪些关系可以被看作Paraphrasing？
一些人为仅仅是同义词

另外一些定义较松，但是WordNet里没有明确定义

自动构建资源
分布假设：上下文相同的单词意义近似

问题：Dog 和Cat
不包含短语级的Paraphrasing



基于语料库的Paraphrasing抽取

半自动抽取方法
针对科技术语抽取Paraphrasing规则

有一定数量的先验的Paraphrasing

全自动抽取方法
利用一个Paraphrasing语料库

抽取复合规则



半自动Paraphrasing抽取方法

科技术语变化的抽取

原始的动机是为了提高IR的性能

由词性序列表示Paraphrasing组合规则

利用了词典资源（WordNet、CELEX）
The rules were semi-automatically compiled 
and manually tuned using a large collection 
of terms extracted from the corpus
不易扩展，由于人工编制规则代价太高



特殊的语义关系Paraphrasing抽取

利用具有大量冗余信息的WWW网络

无指导或者弱有指导的方法：

由一个满足一定关系的种子集合

满足一定限制条件下，在语料库中检索出包含有种
子成员的句子，通过抽象这些种子的值抽取句子中
包含的似是而非的表达关系

过滤抽取的模版（频率等）并利用这些模版抽取更
多的种子

过滤抽签出的种子，然后回到第二步或结束



特殊的语义关系Paraphrasing抽取评价

利用信息抽取进行评价显示这些方法针对支配
关系的抽取准确率很高
组织-地点

作者关系

生日关系

发明关系

定义关系

不适用于很多其他的关系
参观关系

非支配关系



从相关的数据中抽取Paraphrasing

从相关新闻中抽取Paraphrasing（Shinyama，2002）
目标是信息抽取

由于信息抽取是领域相关的，因此Paraphrasing抽取主要集中在
领域相关的模式抽取模式上

例子：
X killed Y
Paraphrasing->X murdered Y

Y is killed by X            
语料

同一时间同一事件的不同报道（某一领域）

只有出现包含信息抽取模式的句子才被比较

利用NE的重叠率进行句子相似度计算



Naturally –occuring Paraphrasing资源

多种不同译本

同一事件的不同报道

不同百科全书中的关于同一事物的不同定义

不同作者编写的同一个人的传记

医学文献上同一种疾病的不同描述



Paraphrasing平行语料和MT双语语料库

的区别
相似度的不同

每一个翻译者对用一个文本都有自己的独立的理解和解释

MT要求两者有 小的差别

Paraphrasing平行语料里含有相同的大量的单词

意味着很少有word-Paraphrasing有高的共现率（负面）

降低对齐的歧义性（正面）

例子 ： 3-3=〉6 个，1个相同， 只剩下2个歧义

有效的提高Paraphrasing抽取算法的结果



利用平行语料库的Paraphrasing抽取算

法

计算局部上下文的相似度而不是全局的相似度

假设

如果两个短语的上下文比较相似，那么这两个短语
就可能互为Paraphrasing
上下文的定义和译文的相似度和有关系

一旦知道哪些上下文是Paraphrasing好的预测者我
们就可以从语料库中抽取Paraphrasing了，可能好

的上下文是
动宾结构

名词短语 （等等这些常常用作计算单词相似度任务）



先验知识

先验知识
两个句子表达同一个意思

更多非直接的关系可以作为识别Paraphrasing的线
索

比如：对两个句子进行句法分析

分别得出两颗句法树

对于两个相同的词，修饰词不同，但是由句法分析结果可
以知道，这两个不同的修饰词可能互为Paraphrasing

我们可以说修饰相同的主语的动词互为
Paraphrasing？
这需要识别好的上下文



查找好的上下文

分析相同单词周围的所有的单词

利用这些上下文学习新的Paraphrasing
这就是所谓的解靴带的机制

对齐句子中的相同的单词组成初始的种子锚点

学习好的上下文

学习新的Paraphrasing
新的Paraphrasing扩展锚点集合学习更多的上下文



锚点的作用

第一，锚点被用来学习新的上下文规则

第二，锚点用在了规则里，因为这些规则包含了上下
文单词的等同的信息

这种Co-training方法被普遍使用

WSD
IE的词典建设

NE识别

在抽取Paraphrasing的过程中，这种算法作为一个二

元分类器，确定给定的一对短语是否是一对
Paraphrasing



特征集合

两个特征集合
一个特征集合描述Paraphrasing对自身的特征

另外一个特征集合描述Paraphrasing对应上下文的

特征



Paraphrasing特征集合

词汇级
Paraphrasing对中的每一个单词

句法级

一系列的对应的词性序列
保证一类的Paraphrasing不会对应到另外的Paraphrasing
（比如the不能修饰vb）
可以抽取规则的短语级的Paraphrasing



上下文特征集合

已知Paraphrasing的左右两侧的词汇和句法上
下文的组合特征

多种表达方式
词汇级的n-grams
词性的n-grams
句法分析的子树

自然的选择是句法分析的子树
对于文学类的文章Parse的性能太低

因此词性可以提供抽象Paraphrasing的有益的信息
左（右）侧分别是n个单词的词性



Co-training 算法

初始化

上下文分类器的训练

Paraphrasing 分类器的训练



初始化

出现在对齐句对中的单词作为种子

例子：
什么 事 都 让 我 生气（6个词）

所有 的 事情 都 叫 我 生气（7个词）

给定一个正例

（生气，生气）

对应反例

（6-1）+（7-1）个反例



上下文分类器的训练

根据种子得出正例和反例

计算其强度和频率确定哪些是好的Context
Strength = count (x+) / count (x)

count (x+)是指出现在正例的上下文x的次数

count (x) 是指出现上下文x的次数

选择k个规则（strength高过一定阈值并且频率 高）

大上下文长度是其中一个参数，观察发现这个长度
较短时有较好的效果

由于不同的译者有不同的翻译风格，因此对不同
名著的一本单独训练上下文分类器的参数



Paraphrasing分类器的训练

利用抽取出的上下文规则派生出新的正例和反
例对

利用搜索句子中的相邻不小于N的子句子（当
N大于1的时候，抽取出的就是短语级的
Paraphrasing）
添加进去新的Paraphrasing，然后重新训练上

下文分类器，得出新的上下文分类规则

重复这个过程，直到没有新的正例能够被抽出



七个参数调整算法的性能

大上下文长度

上下文规则的 小频率

上下文规则的 小预测力

词汇规则的 小频率

词汇规则的 小预测力

词性规则的 小频率

词性规则 小预测力



评价-Evaluation

目前没有一致的意见针对Paraphrasing抽取的任务

常用的一个测量尺度是——正确率（判断抽取出的
一对是否能够组成一个Paraphrasing）
Other 测量尺度

LinDk比较系统抽取的Paraphrasing和人工的Paraphrasing
但是没有上下文人很难给出丰富多样的Paraphrasing形式

基于任务的评测（QA、IR等）

由于Paraphrasing的数量未知因此系统的覆盖率都没有报道

系统抽取Paraphrasing的数量

但是由于不同的系统所用的语料不同，（不能用）



语料库-Barzilay

多译本的语料库
Flaubert’s Madame Bovary
Andersen’s Fairy Tales
Verne’s 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
共9本书

其中有一个三个译本



句子对齐

对应同一个源语言句子的多个译文句子易于包含有多
个相同的单词

(Gale and Church ,1991) 动态规划

简单的对齐方法获得了很好的结果

利用“锚点密度”描述两个句子的重合程度：定义是两
个句子中相同的词汇和所有的词汇的比率--（他们的
达到42%）

共获得25,962个句对

评价对齐的结果：从中随即抽取127个句子，有120
（94.4%）的对齐是正确的。



语料库的详细情况

单词分布满足Zipfian Distribution：一半的词汇只出现
一次或两次，而只有1/3的词汇出现次数大于5次
统计表明语料库中要处理的大部分还是低频的单词，
结果也是获得很多低频的Paraphrasing对



新闻语料库

利用Columbia Newsblaster system每天在新
闻网站上下载新闻（CNN，Washing Post）
分类（US新闻、国际新闻、体育、科技和娱

乐）

聚类

设置很高的聚类阈值

保证获得的每一类包含的文章都是关于同一事件的

为了保证事件的丰富性，他用了两个类的新闻：
US新闻、国际新闻



新闻语料

大小：5.5G
69,743类
包含915,068篇文章

一类含有n篇文章，分成n*(n-1)/2个文章对，从每一

个文章对中抽取对齐的句对
每一个句对中包含的相同的单词数要大于一定阈值

特殊的，认为词汇的交集数要大于等于短句的一半

如果一个句子包含另一个句子的所有单词则删除

120个句子有118个包含有相同的信息（98.3%）

由于输入里包含有丰富的信息，不是因为方法的混合



新闻语料抽取对齐句子的缺陷

不平衡

不能抽取出那些含有较少相同的单词的
Paraphrasing
不幸的，这是我们唯一的方法

目前的对齐工具对这个task都不好用

解决办法只有通过更大的语料库来弥补了

共抽取出1,496,284对齐句对

75,966,189个单词，64,217个词汇



新闻语料

只用了其中的一个子集347,345个句对

2/3的词汇出现次数多于5次，不同于MT语料

新闻语料：1.3； MT语料：1.4



语料库预处理

词性标注

Chunker识别名词和动词短语

这些短语算法认为是一个原子（atomic）
利用CELEX形态还原，记录词根信息



参数估计

利用一个“A small development set”，这个set
里的所用Paraphrasing都人工抽取出来

目标就是增加系统输出和从“ASDS”里抽出的
Paraphrasing的相似度

目标函数： 从“ASDS” 抽取出的Paraphrasing
数量减去算法抽取的Paraphrasing里人工判断
为正确的Paraphrasing
目标函数的值越小越好



参数估计的优化问题

降低搜索空间的维度

启发式grid搜索

高维空间

过拟合

参数要求连续的

而我们的情况是离散值

模拟退火算法

叠代的过程

以搜索空间里的一些初始点开始

当前点的邻接点被选择计算目标函数（生成机制）

代价函数

停止标准

温度递减大小



参数估计结果

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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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

译文语料库
9,322词汇Paraphrasing
29个句法规则

新闻语料库
836个词汇Paraphrasing（部分语料）
56,942个词汇Paraphrasing（全部语料）
27个句法规则

评测标准
抽取出的Paraphrasing的质量

算法的覆盖率
方法: 比较所有的Paraphrasing（不可行）

因此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



Monolingual Parallel Corpus和Bilingual

Baseline
两个机器翻译系统

一个词汇级

Giza
Paraphrasing质量评测

上下文相关

上下文的作用
包括上下文（选择）

不包括上下文



Paraphrasing质量评测

随机抽取各250个Paraphrasing从（MT和News）
从两个MT系统中抽取500个
从语料库中抽取包含每个Paraphrasing的句对，人工
替换Paraphrasing的其中一个成员，然后让专家评判

这个替换过的句子是否意义改变

三个系统1500个句对混合

6个母语是英语的评测者，每人500句对，每个句对由

两个人评分

利用Kappa系数（如果完全相同的评判K=1，否则
K=0），结果：88%、63%、41%（MT语料库）



小结

MT的技术不能不加修改的直接应用到
Paraphrasing抽取

尤其是多词的Paraphrasing
计算时间的不同

语料库的质量的不同

…………



覆盖率的评测

随机抽取50个句对—不同于development set
人工抽取114个Paraphrasing
算法抽取出的Paraphrasing中有56个和人工抽取的相

同

49.1%的正确率

人工抽取很复杂，因此很难扩大样本库的规模

另外一种方法
利用WordNet标注语料，标注所有对齐语料中的同义词，同
义词一般都是Paraphrasing，（限制名词同义词）

结果（ 下页）



覆盖率评测结果

66.7%4466〉４

54%231432〉１

36.4%354972１

正确率正确
Paraphrasin
g个数

Paraphrasin
g个数

出现次数



基于伪词的覆盖率评测方法

选20个锚点

每一个锚点的一
半替换成一个伪
词

考虑频率的影响
因素
（1,2,3,4,5,10,2
0）
每次替换一次



锚点密度（语料库）对算法性能影响

人工屏蔽掉锚点以获得不同锚点密度的语料

0.4，0.3，0.2
随机抽取250对，根据WordNet同义词



抽取出的Paraphrasing的分析

分解假设
如果一个句对互为Paraphrasing，则它能够分解成单词或者
短语Paraphrasing对。也就是说，不包含相同单词或者短语
Paraphrasing对的两句话是不可能有相同意思的。

重叠密度

锚点对的数量：相同的单词对和Paraphrasing对
单元的总数量： 所有的锚点对和非锚点对

重叠密度 = 锚点对的数量 / 单元的总数量

重叠密度为0，意味着不可分解，1意味着都可分解

在出现次数>=2 的所有句对里，平均重叠密度为0.65
分布：0.1-0.25，0.7-0.82



生成Paraphrasing的词汇机制

和WordNet比较

可以扩展WordNet
35%同义词，32% Hyperonyms，18% 同属
词，10% 的没有关系，5% 的其他关系



组合规则

两类：名词短语和动词的转换

没有句式的抽取，比如被动句和主动句

词汇限制的规则也没有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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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Ideas

Extracting Multi-word Paraphrases from Bilingual 
Corpus
Sentence Alignment of Comparative Corpora
Learning Paraphrases from Parallel Corpora
Paraphrases Extraction Based on Dependency 
Parser
Paraphrases Extraction Based on Statistical 
Alignment
Paraphrases Extraction Based on WSD
Paraphrases Extraction Using ME
…………



Other Ideas

基于实例的Paraphrasing
基于统计的Paraphrasing
数据驱动的Paraphrasing抽取

基于任务的评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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