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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图模型(Probabilistic Graphical Model)的研究涉及非常多的方面，是机器学习
领域几乎最重要的理论模型体系之一。即使在神经网络如此红火的今天，PGM还是
以其严谨的数理统计基础、清楚的可解释性和强大的建模新问题的能力获得很多机
器学习主流学者的青睐。基本的Graphical Model 可以大致分为两个类别：贝叶斯网
络(Bayesian Network)和马尔可夫随机场(Markov Random Field)。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采
用不同类型的图来表达变量之间的关系：贝叶斯网络采用有向无环图(Directed Acyclic
Graph)来表达因果关系，马尔可夫随机场则采用无向图(Undirected Graph)来表达变量间
的相互作用。这种结构上的区别导致了它们在建模和推断方面的一系列微妙的差异。
一般来说，贝叶斯网络中每一个节点都对应于一个先验概率分布或者条件概率分布，
因此整体的联合分布可以直接分解为所有单个节点所对应的分布的乘积。而对于马尔
可夫场，由于变量之间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它的联合概率分布通常会表达为一系列
势函数（potential function）的乘积。通常情况下，这些乘积的积分并不等于1，因此，
还要对其进行归一化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概率分布——这一点往往在实际应用中给参
数估计造成非常大的困难。在本文中，我们重点关注贝叶斯网络的参数估计方法和几
个广泛使用的经典的贝叶斯网络模型，如朴素贝叶斯、PLSA、LDA 1。

1 参参参数数数估估估计计计

在展开后面的有向图模型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来了解一下在概率图模型中常用到的
几种参数估计方法，即最大似然估计、最大后验估计和贝叶斯估计。在概率图模型或
者更广泛意义上的概率模型来说，两个基本的推断问题：1. 给定观察数据集X，我们需
要估计一组参数可以最好的解释、模拟和反应这些观察数据。换句话说，我们想估计
出一组参数来从本质上认识这些观察数据；2. 来了一个新的样本数据x，我们想知道在
观察数据集集X给定的前提下观察到新样本x的概率Pr(x|X )。第一个推断问题我们称
之为估计问题，第二个推断问题我们称之为预测问题。为了建模方便，我们一般假设
观察数据集X每一个观测样本xi都是独立同分布的。在很多时候这个假设是合理的，因
为在很多问题中，一个样本采样是不会影响到其他样本的获得。但对于一些顺序有关
或者顺序依赖问题，如词性标注问题，这种假设是不合理的。如果我们观测到的数据
集中的样本不是同分布的，那么也就没有估计的必要了。

假设我们的观测数据集是顺序无关的独立同分布数据X , {xi}|X |i=1。参数θ是依赖于
观测数据分布的参数，例如对高斯分布来说数θ = {µ, δ2}。在对观测数据集做参数估计
时，统计学理论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用的公式，即贝叶斯公式。

Pr(θ|X ) =
Pr(X|θ)Pr(θ)

Pr(X )
(1)

1本文是哈工大社会计算与信息检索研究中心的2017年春季机器学习内部材料之概率有向图模型部分。



这个公式也称为逆概率公式，可以将后验概率转化为基于似然函数和先验概率的计算
表达式，即

posterior =
likelihood · prior

evidence
(2)

在下文的三个参数估计方法中，只考虑似然likelihood的是最大似然估计；考
虑likelihood · prior的是最大后验估计；与MAP类似但是考虑先验参数也由一个先验
分布中采样得到的，这种估计方法是贝叶斯估计。本部分主要参考 (Heinrich, 2008)。

1.1 最最最大大大似似似然然然估估估计计计MLE

最大似然，故名思意，就是让似然最大的一种参数估计方法。最大似然估计背后的想
法非常的简单、直接，即你所看到发生（或共现）的就是最可能发生的。最大似然估
计就是要用似然函数取到最大值时的参数值作为估计值，似然函数可以写做：

L(θ|X ) , Pr(X|θ) =
∏
x∈X

Pr(x|θ) (3)

因为上式的似然是所有Pr(x|θ)的连乘，运算时不是很方便。所以在实际运算中我们一
般把似然取log，L , logL，即

L =
∑
x∈X

logPr(x|θ) (4)

待估计参数如下：

θ̂MLE = arg max
θ

∑
x∈X

logPr(x|θ) (5)

求解最大化问题经典的解决方法就是令偏导数为0，即

∂L

∂θk
≡ 0 ∀θk ∈ θ (6)

以上是对基于观察数据X进行估计，在实际应用当中我们估计参数的最终目的大多
数时候是要预测新的观测样本x的概率。核心是判断新的的观测样本x和 X是否是来自
于同一个分布。给定观察数据X下，新观测样本的概率如下：

Pr(x|X ) =
∫
θ∈Θ

Pr(x|θ)Pr(θ|X )dθ

≈
∫
θ∈Θ

Pr(x|θ̂MLE)Pr(θ|X )dθ

= Pr(x|θ̂MLE)

(7)

θ̂MLE被看作是一个常量，因为引入的参数θ是一个变量，但是当θ选择取值为X下的最
大似然估计值θ̂MLE时，这个估计值是不是新样本x的分布参数θ是不确定的，但是也差
不多，所以概率值取约等于。即新观测样本x被预期服从已估计参数θ̂MLE为参数的分
布。

考虑一个抛硬币的例子。假设这个硬币正面跟反面轻重不同。因此我们不知道正
面向上的概率p。我们把这个硬币N次，来获得一个服从伯努利分布的的N个样本，每
次采样记为C，那么对一个次硬币，伯努利密度函数为：

Pr(C = c|p) = pcp1−c c = 1 or 0 (8)



现在，我们想知道正面向上的概率p到底是都少。如果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我们可以这
组N次抛硬币实验数据的似然为：

L = log
∏N

i=1 Pr(C = ci|p) =
∑N

i=1 logPr(C = ci|p)
= n(1)logPr(C = 1|p) + n(0)logPr(C = 0|p)
= n(1)logp+ n(0)log(1− p)

(9)

为了求得是的L最大的p值，令∂L
∂p
≡ 0，得

n(1)

p
− n(0)

1− p
= 0 =⇒ pMLE =

n(1)

n(1) + n(0)
=
n(1)

N
(10)

从最大似然估计的结果我们看出估计出的正面向上的概率就是多次实验中正面向上的
比率。

1.2 最最最大大大后后后验验验估估估计计计

在贝叶斯统计学中，“最大后验概率估计”是后验概率分布的众数。利用最大后验概率
估计可以获得对实验数据中无法直接观察到的量的点估计。它与最大似然估计中的经
典方法有密切关系，但是它使用了一个增广的优化目标，进一步考虑了被估计量的先
验概率分布。所以最大后验概率估计可以看作是规则化（regularization）的最大似然估
计。

最大后验估计与最大似然估计相似，不同点在于估计θ的函数中允许加入一个先
验Pr(θ)，也就是说此时不是要求似然函数最大，而是要求由贝叶斯公式计算出的整个
后验概率最大，即

θ̂MAP = arg max
θ
Pr(θ|X ) (11)

利用贝叶斯公式展开得到：

θ̂MAP = arg max
θ

Pr(X|θ)Pr(θ)
Pr(X )

| Pr(X ) 6= f(θ)

= arg max
θ
Pr(X|θ)Pr(θ) | 取对数不影响函数的极值点

= arg max
θ

logPr(X|θ) + logPr(θ)

= arg max
θ

∑
x∈X

logPr(x|θ) + logPr(θ)

(12)

和上面的公式(5)相比，最大后验估计多了一个先验概率分布。在实际应用中，先验概
率一般用来编码额外知识，同时也是对简单模型偏好的约束，常常可以避免过拟合。
这种对简单模型偏好的约束也称为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例如在扔硬币的试验
中，每次抛出正面发生的概率p应该服从一个概率分布，这个概率在0.5处取得最大值，
这个分布就是先验分布。先验分布的参数我们称为超参数(hyperparameter)即Pr(θ) =
Pr(θ|α)。

同样的道理，当上述后验概率取得最大值时，我们就得到根据MAP估计出的参数
值。给定观测到的样本数据，一个新的观测样例x发生的概率是

Pr(x|X ) ≈
∫
θ∈Θ

Pr(x|θ̂MAP )Pr(θ|X )dθ

= Pr(x|θ̂MAP )
(13)

下面我们仍然以扔硬币的例子来说明，我们认为一个硬币的正反面的重量是相
同的，所以我们认为正反面的概率也倾向于是相同的。所以，我们期望先验概率分



布Pr(θ)在0.5处取得最大值,即θ为0.5的概率最大。我们可以选用Beta分布即

Pr(p|α, β) =
1

B(α, β)
pα−1(1− p)β−1 def

=
Beta(p|α, β) (14)

其中，beta函数B(α, β) = Γ(α)Γ(β)
Γ(α+β)

，Γ(α) = (α − 1)!是伽马函数，beta函数的值域
是[0,1]所以可以用于生成均匀的概率值。

在我们抛硬币的例子中，我们相信硬币的正反面是一样的，也就是在概率为0.5处
的概率值最大，因此我们取α = β = 5。优化问题就变成了：

∂
∂p

(L+ logPr(p)) = n(1)

p
− n(0)

1−p + α−1
p
− β−1

1−p ≡ 0

⇐⇒ p̂MAP = n(1)+α−1

n(1)+n(0)+α+β−2
= n(1)+4

n(1)+n(0)+8

(15)

最大后验估计得到的估计结果很有意思。首先，和最大似然估计相比，MAP其实是相
当于改变了整个实验的次数，把n(c) = n(1) + n(0) 变成了n(c) = n(1) + n(0) + 8，把正面
向上的次数由n(1)变成n(1) + 4，从而使估计结果p̂MAP往4/8附近靠近。α和β的值越大，
那么对MLE估计结果的改变也就越大。其次，先验参数α和β与观测数据起到作用是
一样的。所以超参数α和βα和β常被称为伪计数（pseudo-count）。伪计数越大beta分布
就越集中在概率最大值附近。假设我们的抛硬币的实验中一共抛了20次，12次正面向
上，8次反面向上。最大似然得到的估计值为p̂MLE = 12/20 = 0.6，那么最大后验的估
计值为p̂MAP = (12 + 4)/(20 + 8) = 16/28 = 0.571，由此可以看出“硬币正反是相同的”这
个先验知识对估计值得影响。

1.3 贝贝贝叶叶叶斯斯斯推推推断断断

贝叶斯推断与其他统计学推断方法截然不同。它建立在主观判断的基础上，也就是
说，你可以不需要客观证据，先估计一个值，然后根据实际结果不断修正。正是因为
它的主观性太强，曾经遭到许多统计学家的诟病。贝叶斯推断需要大量的计算，因此
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得到广泛应用。只有计算机诞生以后，它才获得真正的重
视。人们发现，许多统计量是无法事先进行客观判断的，而互联网时代出现的大型数
据集，再加上高速运算能力，为验证这些统计量提供了方便，也为应用贝叶斯推断创
造了条件，它的威力正在日益显现。

贝叶斯推断是对最大后验估计的扩展。和MAP对参数集θ直接估计不同，贝叶斯推
断允许在参数集θ服从一定的概率分布。极大似然估计和极大后验概率估计，都求出了
参数θ的估计值，而贝叶斯推断则不是，贝叶斯推断扩展了极大后验概率估计MAP（一
个是等于，一个是约等于）方法，它根据参数的先验分布Pr(θ)和一系列观察数据X，
求出参数θ的后验分布Pr(θ|X )，然后求出θ的期望值，作为其最终值。另外还定义了参
数的一个方差量，来评估参数估计的准确程度或者置信度。贝叶斯推断的核心就是根
据贝叶斯公式计算后验概率。

Pr(θ|X ) =
Pr(X|θ)Pr(θ)

Pr(X )
(16)

现在我们不是就后验概率最大值所对应的参数θ，所以我们需要计算分母Pr(X )。由全
概率公式展开可得

Pr(X ) =

∫
θ∈Θ

Pr(X|θ)Pr(θ)dθ (17)



当新的数据被观察到时，后验概率可以自动随之调整。但是通常这个全概率的求法是
贝叶斯估计比较复杂的地方。

在预测问题上，MAP是通过公式(13)的约等于，但是贝叶斯推断是绝对的相等。

Pr(x|X ) =
∫
θ∈Θ

Pr(x|θ)Pr(θ|X )dθ

=
∫
θ∈Θ

Pr(x|θ)Pr(X|θ)Pr(θ)
Pr(X )

dθ
(18)

此处，第二项因子在θ ∈ Θ上积分不再等于1是与MLE和MAP的不同。在MLE中因为积
分为1，所以Pr(x|X ) = Pr(x|θ̂MLE)。因为在MAP中，第二项因子在θ ∈ Θ上积分为1，
所以Pr(x|X ) = Pr(x|θ̂MAP )。但是在贝叶斯推断中，没法做简化的约等于处理。

跟上面极大后验概率例子一样，N次伯努利实验，参数p（即正面的概率）的先验
分布是参数为（5,5）的beta分布，然后接下来，我们根据参数p的先验分布和N次伯努
利实验结果来求p的后验分布。我们假设先验分布为Beta分布，但是构造贝叶斯估计
时，不是要求用后验最大时的参数来近似作为参数值，而是求满足Beta分布的参数p的
期望，也就是直接写出参数的分布再来求分布的期望，有

Pr(p|C, α, β) =
∏N
i=1 Pr(C=ci|p)Pr(p|α,β)∫ 1

0

∏N
i=1 Pr(C=ci|p)Pr(p|α,β)

=
pn

(1)(1−p)n
(0)

1
B(α,β)

pα−1(1−p)β−1

Z

= pn
(1)+α−1(1−p)n(0)+β−1

B(n(1)+α,n(0)+β)

= Beta(p|n(1) + α, n(0) + β)

(19)

分母中的边缘似然Z由Beta分布的的归一化约束确定。由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待
估参数p服从一个新的Beta分布。巧合的是我们为p选取的先验分布也是Beta分布，然后
以p为参数的二项分布用贝叶斯估计得到的后验概率仍然服从Beta分布，由此我们说二
项分布和Beta分布是共轭分布。当随机变量的取值只有两种时，即随机变量服从二项分
布时，共轭分布为Beta分布；当随机变量的取值可有多于2种，即随机变量C为多项分
布时，共轭分布为狄利克雷分布。

这个Beta(α, β)分布期望E(p|α, β) = α(α+β)，方差V (p|α, β) = αβ(α+β+1)−1(α+
β)−2。在抛硬币的实验中，硬币正面向上概率p的估计值为：

E(p|C) =
n(1) + α

n(1) + n(0) + α + β
=
n(1) + 5

N + 10
(20)

V (p|C) =
(n(1) + α)(n(0) + β)

(N + α + β + 1)(N + α + β)2
=

(n(1) + 5)(n(0) + 5)

(N + 11)(N + 10)2
(21)

此处抛硬币实验中的待估参数p的估计值和MAP得到的估计值不同。MAP就是直接的后
验概率最大，贝叶斯推断是求出后验概率的期望值 (Heinrich, 2008)。但是，当实验中的
真实的计数和来自于先验的伪计数的和变得越来越大时，MAP得到的最大后验估计值
和贝叶斯推断得到的参数期望会越来越向相同的值收敛。在20次的抛硬币试验中，用
贝叶斯推断得到的估计值E(p|C) = 17/30 = 0.567和V (p|C) = 17× 13/(31× 302)。



2 贝贝贝叶叶叶斯斯斯网网网络络络基基基础础础

贝叶斯网络是概率图模型中几乎最重要的模型。 概率图模型的优越性在于直观，并
且很容易的就可以把推断和概率独立性理论联系起来。除了少部分的学者研究线性
有环模型上的推断，大部分图模型上的推断研究都是基于DAG（有向无环图）的。对
于DAG，一般有两种观点认识它：一种是将DAG看成是表示条件独立性的模型；另一
种观点则是将其看成是表示数据生成机制的模型。而推断问中中常常使用的DAG是将
其看成数据生成机制的模型，一般称其为贝叶斯网络或贝氏网络。贝叶斯网络中的节
点代表随机变量，节点间的边代表变量之间的直接依赖关系，每个节点都附有一个概
率分布，根节点xi所附的是它的边缘概率分布Pr(xi)，而非根节点xi所附的是条件概率
分布Pr(x|π(xi))。贝叶斯网络可以从定性和定量两个层面来理解。在定性层面，它用
一个DAG描述了变量之间的依赖和独立关系。在定量层面，它用条件概率分布刻画了
变量对其父节点的依赖关系。在语义上，贝叶斯网络是联合概率分布的分解的一种表
示。它表征多个随机变量的联合生成的概率分布。本部分主要参考 (张连文 and郭海鹏,
2006; Koller and Friedman, 2009; Zhao and Liu, 2014)。

贝叶斯网络的构造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专家手工构建，另一种是通过数据分析来
获得。前者存在很大的缺陷，首先，人工构建贝叶斯网络需要对这个贝叶斯网络所
代表的问题本身有深刻的理解；其次，人工构建往往会遗漏掉一些变量。既然贝叶斯
网络是描述数据生成机制的模型，那就假设所有存在因果关系的观测数据都是基于一
个贝叶斯网络的。那么如何从观测数据中学习出这个贝叶斯网络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
的课题，即如何通过分析观测数据获得贝叶斯网络的结构和参数，其中参数一般指贝
叶斯网络中非根节点的条件概率表。然而贝叶斯网络中的因果结构学习比贝叶斯网络
结构学习要求更严格，因为表征因果结构的贝叶斯网络中每一条边都表征的是因果关
系。

2.1 联联联合合合概概概率率率与与与边边边缘缘缘概概概率率率

联合概率是多个概率同时发生的概率，如Pr(x1, x2, x3)我们称之为变量x1, x2, x3的联合
概率分布。边缘概率分布是一般来说是相对概念。相对于联合概率分布Pr(x1, x2, x3)来
说，Pr(x1)和Pr(x1, x2)都称之为边缘概率分布。“无中生有”是我们在概率推断问题中
常用的技巧，即Pr(x1, x2) =

∑
x3
Pr(x1, x2, x3)这样就把边缘概率转化成联合概率。

更一般的情况，记X = x1, x2, ..., xN，Y是X的真子集，即Y ⊂ X , Z = X − Y . 则
相对于联合分布Pr(X )的边缘分布定义为

Pr(Y) =
∑
Z

Pr(x1, x2, ..., xN) (22)

2.2 链链链式式式法法法则则则

对两个变量x1, x2的联合概率分布Pr(x1, x2)，按照条件概率的法则可得Pr(x1, x2) =
Pr(x1)Pr(x2|x1)。将其推广到N个变量的联合概率分布Pr(x1, x2, ..., xN)有

Pr(x1, x2, ..., xN) = Pr(x1)Pr(x2|x1)Pr(x3|x1, x2)...P r(xN |x1, x2, ..., xN−1) (23)

这种把一个联合概率分布分解成一系列条件概率的乘积，我们知之为链式法则。如果
在贝叶斯网络的语境下

Pr(x1, x2, ..., xN) =
N∏
i=1

Pr(xi|π(xi)) (24)



其中，π(xi)表示变量xi在贝叶斯网络中的直接父节点。

2.3 边边边缘缘缘独独独立立立与与与条条条件件件独独独立立立

边缘独立顾名思义就是边缘分布之间的独立性。假设两个随机变量x和y称为相互（边
缘）独立，记为x⊥y,如果下式成立：

Pr(x, y) = Pr(x)Pr(y) (25)

条件独立性是指在给定某个条件的前提下，两个随机变量相互独立。考虑3个随机变
量x, y, z，假设∀z Pr(z) > 0，我们称x, y在给定z时相互条件独立，记为x⊥y|z，如果
下式成立：

Pr(x, y|z) = Pr(x|z)Pr(y|z) (26)

对于条件独立性，我们有以下4个相互等价的表示 (张连文 and郭海鹏, 2006)：

• Pr(x, y|z) = Pr(x|z)Pr(y|z)

• Pr(x|y, z) = Pr(x|z)，当Pr(y, z) > 0

• Pr(x, y, z) = Pr(x|z)Pr(y|z)Pr(z)

• Pr(x, y, z) = Pr(x,z)Pr(y,z)
Pr(z)

2.4 D-分分分割割割

D-分割理论是贝叶斯网络的基础。它是一种用来判断变量是否条件独立的图形化方
法。对于一个DAG，D-分割方法可以很快的判断出两个变量是否是条件独立的。D-
分割一共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一个节点连接另外两个节点的箭头尾部，如
图1（A）所示。根据公式(22)和图1（A）可知如果c是可观测的变量则a和b是给定c条
件独立的，即a⊥b|c。如果c不作为观察变量则a和b不是给定c条件独立的。第二种情
况是一个节点分别连接另外两个节点的头部和尾部，如图1（B）所示。由图可知如
果c是可观测变量则可得a和b是给定c条件独立的。如果c不是可观测变量则可得a和b不
是给定c条件独立的。第三种情况是有两个节点都共同的指向第三个节点，如图1（C）
所示。如果c作为观测变量则a和b不是给定c条件独立的。如果c不作为观察变量则可
得a与b是独立的。

c

a b

ca b

c

a b

(A) (B) (C)

Figure 1: D-分割的三种情况

3 朴朴朴素素素贝贝贝叶叶叶斯斯斯

朴素贝叶斯是一个简单的贝叶斯网络。当朴素贝叶斯作为分类器时，我们假定观察
数据集{X ,Y}。其中xi ∈ X是一个观察样本的观测值（集合），对应的类别标签值



为y ∈ Y。我们想知道的是给定一个新的样本x,它的类别标签值最有可能是什么。那么
我么可用用一个优化问题来解决

Y = arg max
y∈Y

Pr(y|x) | 贝叶斯公示展开后验概率

= arg max
y∈Y

Pr(x|y)Pr(y)
Pr(x)

| 引入条件独立性假设

= arg max
y∈Y

N∏
i=1

Pr(x(i)|y)Pr(y)

Pr(x)
| 分母Pr(x)不影响最大y的求值

= arg max
y∈Y

N∏
i=0

Pr(x(i)|y)Pr(y) | 取对数

= arg max
y∈Y

N∑
i=0

logPr(x(i)|y) + logPr(y)

(27)

新观测样本x虽然是新的，但是观测样本中的观测项x(i) ∈ x确是观察数据集X中出现过
的。所以，我们需要在观察数据集中统计出N个Pr(x(i)|y)和几个类别标签对应的先验概
率Pr(y)。对于一个新样本x，我们计算每个y对应的Pr(y|x)，取值最大的那个y。

在实际问题中我们常常遇到新观测样本中x(i) ∈ x未登录或者和y的共现为0的情
况，使得Pr(x(i)|y)为0，使得整个后验概率也为0。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在这种
情况下我们常用拉普拉斯平滑(Zhai and Lafferty, 2001)（ Laplacian smoothing）又称为
加1平滑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重新定义概率Pr(x(i)|y)的计算方式

Pr(x(i)|y) =
count(x(i), y) + 1

count(y) + |V |+ 1
(28)

count(x(i), y)是计数类别y中x(i)单个观察项的个数，count(y)是计数观察数据集中类
别y中所有观察项x(j)的个数，|V |是观察项词表，此处为N。

4 PLSA

提到PLSA就不得不提LSA(隐性语义分析)。LSA的目的是要从文本中发现隐含的语义维
度-即“Topic”或者“Concept”。我们知道，在文档的空间向量模型（ VSM）中，文档被
表示成由特征词出现概率组成的多维向量，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可以将 query和文档转化
成同一空间下的向量计算相似度，可以对不同词项赋予不同的权重，在文本检索、分
类、聚类问题中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尽管基于 SVD的 LSA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其
缺乏严谨的数理统计基础，而且 SVD分解非常耗时。 Hofmann在 SIGIR’99上提出了
基于概率统计的 PLSA模型 (Hofmann, 1999)，并且用 EM算法学习模型参数。

假如给定一个文档集合记为D = {d1, d2, ..., dN}，每个文档中由若干词组成。通过
统计得到所有文档中的词表为W = {w1, w2, ..., wM}。如果忽略文档中词的序列，我们
可以把观察数据记为一个“文档-词”矩阵，如下图所示。

如此，我们得到了一个基于文档集合D = {d1, d2, ..., dN}和词表W =
{w1, w2, ..., wM}上的观察矩阵N = (n(di, wj))ij。对于每一观察数据< di, wj >我们假
设中间关联一个隐含的主题变量zk ∈ {z1, z2, ..., zK}。我们可以认为主题类别zk是文档
中所涉及的概念或者主题。每个文档中可以讨论多个概念或者主题。因此原来的观
测二元组< di, wj >就被扩展成了三元组< di, zk, wj >，其中zk是非观测值。在观测矩
阵N = (n(di, wj))ij上，我们用如下的框架定义生成模型：

• 以概率Pr(di)选择一个文档di。



𝑤1, . . . , 𝑤𝑗 , . . . , 𝑤𝑀

𝑑1
…
𝑑𝑖
…
𝑑𝑁

𝒏(𝒅𝒊, 𝒘𝒋)

词向量

文档向量

Figure 2: 文档-词矩阵，其中n(di, wj) == #是词wj在文档di中出现的次数。

• 以概率Pr(zk|di)挑选一个隐性的主题类别zk。

• 以概率Pr(wj|zk)生成一个词wj。

用贝叶斯网络的语言描述这个过程如下图所示: 基于图 3，我们可以把观测数据<

Figure 3: PLSA的贝叶斯网络模型

di, wj >的联合概率Pr(di, wj)写成在主题上的边缘概率的和
∑K

k=1 Pr(di, zk, wj)，然后基
于贝叶斯网络进行分解得到

Pr(di, wj) =
K∑
k=1

Pr(di)Pr(zk|di)Pr(wj|zk) (29)

我们想用最大似然估计来估计参数Pr(zk|di)和Pr(wj|zk)。我首先得到似然函数，然后
求似然函数最大值得前提下待估参数Pr(zk|di)和Pr(wj|zk)的取值。

L =
N∏
i=1

M∏
j=1

Pr(di, wj)
n(di,wj) (30)



两边取对数得

logL =
N∑
i=1

∑M
j=1 n(di, wj) logPr(di, wj) | 带入公式(29)得

=
N∑
i=1

M∑
j=1

n(di, wj) log[
K∑
k=1

Pr(di)Pr(zk|di)Pr(wj|zk)]

=
N∑
i=1

M∑
j=1

n(di, wj) logPr(di)[
K∑
k=1

Pr(zk|di)Pr(wj|zk)]

=
N∑
i=1

M∑
j=1

n(di, wj)[logPr(di) + log
K∑
k=1

Pr(zk|di)Pr(wj|zk)]

=
N∑
i=1

M∑
j=1

{n(di, wj) logPr(di) + n(di, wj) log
K∑
k=1

Pr(zk|di)Pr(wj|zk)} | n(di)是文档长度

=
N∑
i=1

{n(di) logPr(di) + n(di)
n(di)

M∑
j=1

n(di, wj) log
K∑
k=1

Pr(zk|di)Pr(wj|zk)}

=
N∑
i=1

n(di){logPr(di) +
M∑
j=1

n(di,wj)

n(di)
log[

K∑
k=1

Pr(zk|di)Pr(wj|zk)]}

(31)
对这个似然函数取偏导并令偏导数为0，得到最大值处的待估参数值。这是最大似
然估计的一般做法。注意这是一个关于待估参数Pr(zk|di)和Pr(wj|zk)的函 数，一共
有N ×K + M ×K个自变量，如果直接对这些自变量求偏导数，我们会发现由于自变
量包含在对数和中，这个方程的求解很困难。因此对于这样的包含“隐含变量”或者“缺
失数据”的概率模型参数估计问题，我们采用EM算法 (Zhai, 2007; Mei and Zhai, 2001)。

EM算法的步骤是：

• E-step: 我们假定待估参数是Pr(zk|di)和Pr(wj|zk)是给定的，计算隐变量zk的后验
条件概率分布Pr(zk|di, wj)。

• M-step: 假定隐变量已确定的条件下，即在E-step后我们可以认为此事的数据是完全
的。最大化最大似然函数的期望。此时我们使用E-step里计算的隐含变量的后验概
率Pr(zk|di, wj)，得到新的估计参数值Pr(zk|di)和Pr(wj|zk)。

在E-step中我们只需要使用简单的贝叶斯公式就可以用待估参数Pr(zk|di)和Pr(wj|zk)来
表达隐变量zk的后验条件概率分布Pr(zk|di, wj)。

Pr(zk|di, wj) =
Pr(zk,di,wj)

Pr(di,wj)

=
Pr(di,zk,wj)
K∑
k=1

Pr(di,zk,wj)

=
Pr(di)Pr(zk|di)Pr(dj |zk)
K∑
k=1

Pr(di)Pr(zk|di)Pr(dj |zk)

=
Pr(di)Pr(zk|di)Pr(dj |zk)

Pr(di)
K∑
k=1

Pr(zk|di)Pr(dj |zk)

=
Pr(zk|di)Pr(dj |zk)
K∑
k=1

Pr(zk|di)Pr(dj |zk)

(32)

在这一步中我们假定待估参数Pr(zk|di)和Pr(wj|zk)都是已知的，因为初始时随机赋
值，后面迭代的过程中取前一轮M-step中得到的参数值。



在M-step中，因为公式(31)得到的似然函数logL太复杂，所以我们最大化似然函数
在隐变量zk分布Pr(zk|di, wj)上的的期望E(logL) (Zhao, 2011)。

E(logL) =
N∑
i=1

n(di){logPr(di) +
M∑
j=1

n(di, wj)

n(di)
[
K∑
k=1

Pr(zk|di, wj) logPr(zk|di)Pr(wj|zk)]}

(33)
要想最大化似然的期望，我们还有两个约束条件，即1) 对任意文档di都
有

∑K
k=1 Pr(zk|di) = 1；2)对任意主题zk都有

∑M
j=1 Pr(wj|zk) = 1。这个优化问题是带

约束的最值问题，我们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来重新构造优化目标：

H = E(logL) +
N∑
i=1

αi(
K∑
k=1

Pr(zk|di)− 1) +
K∑
k=1

βk(
M∑
j=1

Pr(wj|zk)− 1) (34)

对待估参数取偏导并令其为0得到：
N∑
i=1

n(di, wj)Pr(zk|di, wj)− βkPr(wj|zk) = 0 (35)

M∑
j=1

n(di, wj)Pr(zk|di, wj)− αiPr(zk|di) = 0 (36)

为求公式中的拉格朗日系数，对公式(35)累加所有的wj，对公式(36)累加所有的zk得
到。

M∑
j=1

N∑
i=1

n(di, wj)Pr(zk|di, wj)− βk = 0

⇐⇒
M∑
j=1

N∑
i=1

n(di, wj)Pr(zk|di, wj) = βk

(37)

∑K
k=1

M∑
j=1

n(di, wj)Pr(zk|di, wj)− αi = 0

⇐⇒
M∑
j=1

n(di, wj) = αi

⇐⇒ n(di) = αi

(38)

如此把公式(37),(38)分别带入公式(35),(36)中得：

Pr(wj|zk) =

N∑
i=1

n(di, wj)Pr(zk|di, wj)

M∑
j=1

N∑
i=1

n(di, wj)Pr(zk|di, wj)
(39)

Pr(zk|di) =

∑M
j=1 n(di, wj)Pr(zk|di, wj)

n(di)
(40)

如 此 反 复 迭 代 直 至 收 敛 。 这 就 是 用 最 大 似 然 估 计 来 确 定PLSA待 估 参
数Pr(zk|di)和Pr(wj|zk)的过程。如果我们对隐变量zk没有先验知识，那么最大似然
估计是合理的。如果我们对文档产生主题Pr(zk|di)和主题产生词Pr(wj|zk)的分布有
先验知识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是用贝叶斯估计，这就是LDA要解决的问题。 在本质
上，PLSA和非负矩阵分解（NMF）是等价的，具体的分析证明请参考(Gaussier and
Goutte, 2005; Ding et al., 2008)。



5 LDA

隐含狄利克雷分布简称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是一种主题模型，它可以将文
档集中每篇文档的主题按照概率分布的形式给出。 LDA认为一篇文档是由一组词构成
的一个集合，词与词之间没有顺序以及先后的关系。一篇文档可以包含多个主题，文
档中每一个词都由其中的一个主题生成。在LDA中，训练文档中的所有词W 可以表示
成以下形式： 

w1, w2, ..., wN1

wN1+1, ..., wN1+N2

...
w1+

∑D−1
j=1 Nj

, ..., w∑D
j=1Nj


其中Nd表示文档d的词的个数。

同时，在训练LDA的过程中，有一个隐含主题的矩阵Z 可以表示成以下形式：
z1, z2, ..., zN1

zN1+1, ..., zN1+N2

...
z1+

∑D−1
j=1 Nj

, ..., z∑D
j=1Nj


其中zi ∈ Z对应W 中的词wi的主题。

LDA模型的盘型表示如图 4所示，给定文档集合 D，其中文档 d ∈ D 包含 Nd个词
{w1, w2, ..., wNd}， LDA模型有如下假设：存在K个主题，每个主题有一个多项式的词
分布 ϕk，每个文档有一个K维的主题分布θd，文档的每一个词均含有一个来自于该主
题分布的隐含主题z。LDA中主要的两个参数就是Φ和Θ。

LDA的学习策略比较常见的有变分推理（variational inference）和吉布斯采样
（Gibbs sampling）。这里主要介绍吉布斯采样。

Ɵ z ɸk

β

α w

K

D

N

Figure 4: LDA模型图

5.1 狄狄狄利利利克克克雷雷雷分分分布布布

狄利克雷分布是一组连续多变量概率分布，是多变量普遍化的B分布。狄利克雷分布常
作为贝叶斯统计的先验概率。它与多项分布是共轭分布。

Dir(p,α) =
1

B(α)

|α|∏
i=1

pαi−1
i (41)



B(α) =

∏|α|
i=1 Γ(αi)

Γ(
∑|α|

i=1 αi)
(42)

当狄利克雷分布被用于LDA的先验时，αi都是正整数。在这种情况下，gamma 函
数就退化成了阶乘函数：

Γ(n) = (n− 1)! (43)

而多项分布可以定义为：

Mult(x,p) =
n!∏K
i=1 xi!

K∏
i=1

pxii (44)

其中xi表示值i出现在离散分布p中的次数，K = |x| = |α| = |p|，n =
∑K

i=1 xi。

我们说狄利克雷分布是多项分布的共轭分布，原因是如果p的先验是Dir(p;α)，x
服从多项分布 Mult(x;p), 则p的后验概率 p(p|x,α)也是狄利克雷分布(由公式 41与公
式 44相乘)：

p(p|x,α) = Dir(p;x+α) =
1

B(x+α)

|α|∏
t=1

pxt+αt−1
t (45)

由于上式是概率分布函数，则其积分和应该是1：

∫
1

B(x+α)

|α|∏
t=1

pxt+αt−1
t dp =

1

B(x+α)

∫ |α|∏
t=1

pxt+αt−1
t dp = 1 (46)

由此，可得到：

∫ |α|∏
t=1

pxt+αt−1
t dp = B(x+α) (47)

这个公式在后面的吉布斯采样中将会用到。

5.2 吉吉吉布布布斯斯斯采采采样样样

吉布斯采样是马尔可夫链蒙特卡洛理论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MCMC）方法的一
种，应用最为广泛，用来获取一系列近似等于指定多维概率分布（比如2个或者多个随
即变量的联合概率分布）观察样本的算法。

n维概率分布样本的吉布斯采样过程如下：

以上算法收敛后，得到的就是概率分布p(x1, x2, ..., xn)的样本，采样的过程用了随
机过程中关于markov转移矩阵收敛的判别条件以及markov细致平稳条件的判定，这里
略过介绍，可参考博客 (rickjin, 2013)。



Figure 5: n维概率分布样本的吉布斯采样过程

5.3 参参参数数数估估估计计计

对LDA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的过程，即在给定W时，求解后验概率p(Z|W )。吉布斯采样
公式为：

p(zi = k|Z¬i,W,α,β) =
p(zi = k, Z¬i,W |α,β)

p(Z¬i,W |α,β)
(48)

由于zi只与wi有关，则

p(zi|Z¬i,W,α,β) =
p(Z,W |α,β)

p(Z¬i,W¬i|α,β)
(49)

我们从联合概率公式p(Z,W |α,β)开始推导：

p(Z,W |α,β) = p(W |Z,β)p(Z|α) (50)

其中，p(W |Z,β)和p(Z|α)分别依赖于Φ和Θ。因此，可以分别推导。

1.p(W |Z,β)

p(W |Z,β) =

∫
p(W |Z,Φ)p(Φ|β)dΦ (51)

p(Φ|β)服从狄利克雷分布,

p(Φ|β) =
K∏
k=1

p(φk|β) =
K∏
k=1

1

B(β)

V∏
v=1

φβv−1
k,v (52)

p(W |Z,Φ)服从多项分布：

p(W |Z,Φ) =
N∏
i=1

φzi,wi =
K∏
k=1

V∏
v=1

φ
Ψk,v
k,v (53)

这里Ψ是一个K × V的计数矩阵，Ψk,v指主题k被分配给词v的次数。



因此，p(W |Z,β)可计算如下：

p(W |Z,β) =

∫ K∏
k=1

1

B(β)

V∏
v=1

φ
Ψk,v+βv−1

k,v dφk =
K∏
k=1

(
1

B(β)

∫ V∏
v=1

φ
Ψk,v+βv−1

k,v dφk) (54)

根据公式47可得如下公式，Ψk指计数矩阵的第k行：

p(W |Z,Φ) =
K∏
k=1

B(Ψk + β)

B(β)
(55)

2. p(Z|α)

p(Θ|α) =
D∏
d=1

p(θm|α) =
D∏
d=1

1

B(α)

K∏
k=1

θαk−1
d,k (56)

p(Z|Θ) =
D∏
d=1

K∏
k=1

θ
Ωd,k
d,k (57)

p(Z|α) =

∫
p(Z|Θ)p(Θ|α)dΘ =

D∏
d=1

(

∫
1

B(α)

K∏
k=1

θ
Ωd,k+αk−1

d,k dθd) =
D∏
d=1

B(Ωd +α)

B(α)
(58)

其中Ω是D ×K 维度的计数矩阵，其中Ωd,k是主题k被分配到文档d的次数。

最后，我们得到联合概率：

p(Z,W |α,β) = p(W |Z,β)p(Z|α) =
K∏
k=1

B(Ψk + β)

B(β)

D∏
d=1

B(Ωd +α)

B(α)
(59)

同理，p(Zqi,Wqi|α,β)也可以计算如下：

p(Z¬i,W¬i|α,β) = p(W¬i|Z¬i,β)p(Z¬i|α) =
K∏
k=1

B(Ψ¬ik + β)

B(β)

D∏
d=1

B(Ω¬id +α)

B(α)
(60)

其中Ψ¬ik 表示K × V维的计数矩阵Ψ¬i 的第k 行，Ψ¬ik,v 表示主题 k被分配到词w的

次数，但是除去当前词wi和它的主题分配。同理，Ω¬id 表示D ×K维的计数矩阵Ω¬i 的
第d行，Ω¬id,k表示文档 d的词语被分配到主题k的次数，但是除去当前词wi和它的主题分

配。

因此，根据公式 49, 59以及 60可得到下面公式：

p(zi|Z¬i,W,α,β) =
B(Ψk + β)

B(Ψ¬ik + β)
· B(Ωd +α)

B(Ω¬id +α)
(61)



将Beta函数展开后代入，可得：

p(zi = k|Z¬i, wi = v,W¬i,α,β) =

∏V
v=1 Γ(Ψk,v + βt)

Γ(
∑V

v=1 Ψk,v + βt)∏V
v=1 Γ(Ψ¬ik,v + βt)

Γ(
∑V

v=1 Ψ¬ik,v + βt)

·

∏K
k=1 Γ(Ωd,k + αz)

Γ(
∑K

k=1 Ωd,k + αz)∏K
k=1 Γ(Ω¬id,k + αz)

Γ(
∑K

k=1 Ω¬id,k + αz

(62)

将Gamma函数展开后代入，可得：

p(zi = k|Z¬i, wi = v,W¬i,α,β) =
Ψk,v + βv − 1

[
∑V

v=1 Ψk,v + βt]− 1
· Ωd,k + αk − 1

[
∑K

k=1 Ωd,k + αz]− 1
(63)

由上述公式进行吉布斯采样，最后，φk,v和 θd,k计算如下：

φk,v =
Ψk,v + βv

(
∑V

v′=1 Ψk,v′ + βt)
(64)

θd,k =
Ωd,k + αk

(
∑K

k′=1 Ωd,k′ + αz)
(65)

6 PLSA与与与LDA的的的比比比较较较

PLSA是LDA在均匀狄利克雷分布下的最大后验估计（MAP）版本 (Girolami and Kabán,
2003)。LDA是语言模型的完全意义上的生成模型。 但是，由于PLSA运行速度更快，
在效果上和LDA差异很小，所以工业界往往更倾向于使用PLSA。根据Blei的研究(Blei
et al., 2003)，在perplexity这个指标上PLSA比LDA更容易过拟合一点。但是实际情况任
务场景中到底如何呢？ 为了分析比较PLSA和LDA在不同任务上的表现上差异和参数
设置对效果的影响，Lu， Mei和Zhai分别在文本聚类、文本分类和Ad-hoc信息检索三
个任务上对比PLSA和LDA的不同表现和不同的参数设置方案对效果的影响 (Lu et al.,
2011)。

6.1 迭迭迭代代代次次次数数数对对对于于于主主主题题题模模模型型型的的的影影影响响响

在主题模型的使用过程中，迭代次数往往是限制主题模型被使用的重要因素。
在PLSA的迭代中，常常需要满足某种收敛条件来结束迭代。在LDA中，我常常需要
预先设定迭代次数，例如LDA的吉布斯采样常常使用2000次作为迭代次数设定。

但是当把主题模型用到文档聚类这种任务上时，不需要让主题模型达到真正的收
敛也能得到相当好的实验效果。在Lu等人的实验对比中，200次迭代后在文本聚类上的
效果和2000次迭代一样好。

在Ad-hoc信息检索任务上，迭代次数达到50次后信息检索的MAP(Mean Average
Precision)就已经稳定了，而且更大的迭代次数也不会带来MAP的提高。



6.2 主主主题题题数数数量量量K对对对主主主题题题模模模型型型的的的影影影响响响

在文档聚类任务中，如果LDA使用超参的默认设置α = 50
K
，那么PLSA的表现要

比LDA好，尤其当主数量K比较小时。如果LDA取一个小一点的α如0.1，会显著的提
高聚类效果。但是没有没有显著地证据表明在文档聚类任务中LDA比PLSA好，因为在
一个数据集上LDA好，在其他的数据集上PLSA好。

在文本分类任务中只要把主题数量设定在20-100之间，主题模型在分类错误率上都
优于unigram词袋模型。但是和LDA比PLSA对于主题数量更加的敏感，LDA对于不同的
主题数量的稳定性要好很多。

在Ad-hoc信息检索任务上，PLSA和LDA的表现的很优秀。LDA的稳定性更好一
点，但是最佳的主题数目设置的前提下，PLSA和LDA在MAP指标上表现的一样好。

6.3 主主主题题题模模模型型型的的的稳稳稳定定定性性性

如果优化目标函数有多个局部极值，像EM算法这种迭代式的参数估计算法只能获得局
部最优。无法确保获得全局最优解。吉布斯采样存在同样的问题。这种情况如何影响
主题模型在不同任务上的表现。所以LDA和PLSA都存在局部最优的困扰。

在文档聚类任务中，我们使用文档主题分布直接获得文档聚类标签。因此在聚类
上的表现对参数初值比较敏感。(Lu et al., 2011)的研究也表明PLSA和LDA都存在不可忽
视的不稳定性，其中PLSA更加严重。如果使用PLSA做文档聚类，Lu等人建议我们要
多做几组试验来避免局部最优困扰。

在文档聚类上效果会急剧地差于PLSA。在文档分类任务上，PLSA的稳定性要差一
些。增加迭代次数并不会必然的导致分类错误率下降，有时更多的迭代的次数还会起
到反作用。

在Ad-hoc信息检索任务上，主题模型的稳定比较好。原因是在Ad-hoc信息检索
上，主题模型只是提供文档的原始表示。和文档聚类和分类任务相比，Ad-hoc信息检
索非常间接的使用主题模型学到的主题分布。

6.4 PLSA和和和LDA的的的比比比较较较

在文档分类任务中，PLSA和LDA在NMI(normalized mutual information)上获得了相似
的表现。在最优化的设置的前提下，LDA在Reuters数据上超越PLSA，在TDT2数据
上PLSA在K=4,6,8时超越LDA，在K=2,10时反之。但这些差异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
是LDA需要调更多的超参，当α不是最优时，

在文档分类任务中，文档-主题分布被用来当做文档的低纬表示。在最优参数设置
的前提下，LDA的表现比PLSA要好一些。但是这个差别只在Reuters数据集上有统计显
著性。当训练数据量小的时候，PLSA容易受到over-fitting的影响，但是当训练数据量足
够大时，简单的unigram词袋模型超越任何主题模型。LDA虽然表现好一点，和文档聚
类时的情形一样，受α的设置影响比较大。

在Ad-hoc信息检索任务上，PLSA和LDA有相似的表现。根据(Lu et al., 2011)的实验
数据，在一个数据集SJMN上PLSA更优秀，在另一个数据集LA上LDA更优秀。但是这
些差异都不具统计显著性。和PLSA相比在Ad-hoc信息检索任务上LDA同样受累于α的
设置。



6.5 超超超参参参α对对对LDA的的的影影影响响响。。。

在LDA中狄利克雷参数α有调整主题分布的作用，对主题参数θ的顺滑起作用，但是在
实际中我们如何设置这个参数？当α < 1时，会导致狄利克雷分布的模式集中在单纯形
（simplex）的角落里，使得LDA更倾向于稀疏的主题分。

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Steyvers and Griffiths, 2007)推荐的设置α = 50
K
方法是否合

理？通常主题模型中，文档中的所有主题概率相加为1。然而在文档聚类任务中，在
文档聚类任务中每个文档只能属于一个主题。因此我们很自然的希望主题模型能够把
文档倾向性更大的主题作为文档的主题类别，这样更有利于文档聚类。通过分析不同
的α的设置来验证这个假设。(Lu et al., 2011)发现α = 0.1时，主题模型在聚类上表现最
优秀，而不是默认设置α = 50

K
。或许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更小的α设置会增加

文档主题的倾向性。因为α越大，LDA对主题的平滑效果越好，主题分布越均匀，这样
是不利于文档分类的。实验室分析也表明在基于LDA的文档分类中，α值越大，分类错
误率越大。在Ad-hoc信息检索任务上，由于K值会很大，所以默认设置的α会很小。但
是实验表明太小的α不利于Ad-hoc信息检索，当α = 0.5和2之间时效果最好，这个值大
于在文档聚类和分类上设置0.1。因为信息检索任务倾向于更喜欢平滑、均匀的主题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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