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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０１７；在线出版日期：２０１９０８１９．本课题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６１４２５０１６，６１４７２４０１，６１７２２２１１，２０１８０２９０）、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２０１４４３１０，２０１６１０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２０１６ＱＹ０２Ｄ０４０５）资助．苏立新，博士研究生，中国计算机学会
（ＣＣＦ）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检索、自动问答．Ｅｍａｉｌ：ｓｕｌｉｘｉｎ１７ｂ＠ｉｃｔ．ａｃ．ｃｎ．郭嘉丰，博士，研究员，中国计算机学会（ＣＣＦ）会员，主
要研究领域为信息检索与数据挖掘．范意兴，博士，助理研究员，中国计算机学会（ＣＣＦ）学生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检索与文本挖掘．
兰艳艳，博士，副研究员，中国计算机学会（ＣＣＦ）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统计机器学习、排序学习和信息检索．徐　君，博士，研究员，中国
计算机学会（ＣＣＦ）会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信息检索与数据挖掘．程学旗，博士，研究员，中国计算机学会（ＣＣＦ）会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网络
科学、互联网搜索与挖掘和信息安全等．

面向多片段答案的抽取式阅读理解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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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国科学院网络数据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１９０）
２）（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１９０）

３）（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　要　随着搜索技术的发展，抽取式阅读理解已经成为搜索引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给定问题和文本，抽取式阅
读理解任务要求从文本中定位出问题的答案．已有工作仅考虑答案片段由文本中的一个片段组成的情况，因此把
该问题建模为输入问题和文本，预测出两个文本中的位置索引去指示答案的起始和结束位置．然而现实应用中存
在大量问题其答案往往由文本中一个或多个片段组成，想要回答该问题需要从文本中定位出若干的文本片段，而
不再是单一片段．已有的阅读理解模型研究主要关注在模型底层结构的设计，对于多片段答案的情况未予考虑，导
致已有模型无法从文本中抽取多个答案片段去回答问题．本文提出面向多片段答案的抽取式阅读理解模型ＢＥＲＴ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该模型采用预训练的ＢＥＲＴ作为底层结构进行文本和问题的理解．ＢＥＲＴ通过自我注意力机制和前向
神经网络对文本和问题进行编码表示，同时利用在大规模无监督语料上进行ＢＥＲＴ模型参数的预训练达到更强的
文本理解．利用新颖的边界序列标注方式去建模一段文本中多个答案片段，模型对答案的起始位置和结束位置分别
进行序列标注，对每个词进行二分类，判断其是否是答案的起始位置或者结束位置，并通过简单有效的序列标注方式
进行答案片段的解码．ＢＥＲ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结合了ＢＥＲＴ的文本理解能力和边界序列标注的多片段建模能力．我们在
构造的大规模多片段答案的阅读理解数据集上进行详尽地实验和分析，实验结果表明，ＢＥＲ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的性能比
基线方法取得一致的提升．我们进一步在不同答案片段长度和答案片段数量上比较我们的模型和基线方法，实验数
据表明，我们的方法比基线方法取得一致的提升．我们的代码公开发布在ｈｔｔｐｓ：／／ｇｉｔｈｕｂ．ｃｏｍ／ｌｉｘｉｎｓｕ／ｍｕｌｔｉ＿ｓｐ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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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ｍｏｄｅｌｓｃａｎｎｏｔｈａｎｄｌｅｔｈｅｌｏｎｇａｎｓｗｅｒｔｅｘｔ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ｉｔ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ｄｒｏｐｓａｓ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ｈｅ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Ｗｅ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ｔｈａｔｏｕｒｍｏｄｅｌａｃｈｉｅｖｅ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ｇａ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ｕｒｃｏｄｅｉｓｐｕｂｌｉｃｌｙ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
ｈｔｔｐｓ：／／ｇｉｔｈｕｂ．ｃｏｍ／ｌｉｘｉｎｓｕ／ｍｕｌｔｉ＿ｓｐａ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ｐａｎａｎｓｗｅｒ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ｙｓｔｅｍ

１　引　言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数据规模快速增长，帮助

用户在大量的数据中快速精准地找到有用的信息
是一个长期有挑战的任务．机器阅读理解可以在
搜索结果页基础上帮助用户阅读文本找到精确的
答案．抽取式阅读理解的形式为给定一段文本和
问题，模型从文本中找出片段去回答问题．搜索引
擎中大量信息类查询可以通过阅读理解技术帮助
用户快速获得答案而不再是一个排序的文档列
表，这样可以极大提升用户体验．尤其在移动场景
下，屏幕尺寸受限，精确简洁的答案更能提升用户
的体验．

然而现有的阅读理解模型和相关数据集存在

一定限制，限定答案仅由文本中单个片段组成．这
限制了阅读理解模型的应用．在实际的应用中，存
在大量问题其答案不能由文本中的一个片段回
答，而是由文本中多处片段来共同回答．一个例子
如图１所示，问题是“和中国接壤的国家有哪些？”，这
个问题的答案包含多个实体，且分布在文本中．回答
该问题需要从文本中抽取出多个片段．以往研究中
答案仅由一个片段组成，如图１中问题“湖南的省会
是哪里？”．本文将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文本中一个或
多个片段的形式称为多片段答案的阅读理解．该任
务定义作为单片段答案的阅读理解的超集，能覆盖
更多实际问题，更加符合实际的应用需求．

已有的工作主要针对答案由单片段组成的情况，
如ＳＱｕＡＤ数据集［１］、ＴｒｉｖｉａＱＡ数据集［２］．请注意
多文本阅读理解（如ＴｒｉｖｉａＱＡ）和本文研究的多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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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答案有一个片段组成和答案由多个片段组成

段答案的阅读理解的区别，前者强调用于寻找答案
的文本有多个，后者强调答案由文本中一个或多个
片段组成．已有的模型仅考虑了如何从文本中抽取
一个片段，并将问题转化为预测答案片段的起始、结
束位置．如图１所示的例子“湖南的省会是哪里”，模
型仅需要输出两个位置，长沙市对应的起始位置和
结束位置．然而在多片段答案的情形下，答案片段数
量不再是一个，且不同问题对应的答案片段数量也
在变化．已有的数据集不能支持多片段答案的研究，
同时已有的方法也不能完成多个片段的位置建模．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多片段答案阅读理解模型
ＢＥＲ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该模型的底层结构基于预训练的
ＢＥＲＴ［３］结构．在答案输出层通过答案边界序列标
注的方式建模多个答案片段的位置．具体来说，在答
案的输出层本文采用对文本每个词项进行分类，分
类的类别是该词项是否是答案的起始位置／结束位
置．同时在模型预测过程中，本文采用新的解码算
法，将起始位置和结束位置进行配对，解码出多个答
案片段．同时本文的方法可以通过调节分类的阈值，
平衡返回的答案的精确率和召回率以适应实际应用
场景中的不同需求．

本文在新收集的大规模多片段答案的数据集合
上进行实验，验证所提模型的有效性．同时在ＳＱｕＡＤ
数据集合上和原来ＢＥＲＴ模型的性能对比，说明我
们的方法在建模多个答案位置的同时不大幅降低
单片段答案上的性能．另外我们比较基于ＲＮＮ底
层结构和基于ＢＥＲＴ结构的方法，证明选用ＢＥＲＴ
作为底层结构对于整体性能的优势．同时我们对比
基于ＢＥＲＴＣｏｎｔｅｎｔ的方法，该方法是解决多片段
答案的一种朴素方法，通过实验验证了所提ＢＥＲＴ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是解决多片段答案的较优方法．
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
（１）提出一种新的多片段答案的阅读理解模型

用来解决答案若干片段组成的情形．模型结合了
ＢＥＲＴ和边界序列标注，有效定位多个答案片段．

（２）本文在两种底层结构ＲＮＮ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以及两种多片段答案抽取方案Ｃｏｎｔｅｎｔ和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上分别进行实验．验证了ＢＥＲ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是较优
的设计．

（３）本文进行了详尽的实验和分析，表明所提
模型的有效性，在数据集上取得一致的提升．

２　相关工作
近年来机器阅读理解技术快速发展，机器阅读

理解在计算资源和深度学习的推动下展现出显著效
果．本节从任务形式和模型结构两个维度对已有工
作进行回顾．
２１　任务形式

阅读理解任务从问题形式上可以分为三种主要
类型：填空式阅读理解，选择式阅读理解，抽取式阅
读理解．

填空式阅读理解的任务形式是给定一段文本和
一个问题，通过阅读文本将问题中的缺失部分补充
完整，代表性的数据集有ＣＮＮ／Ｄａｉｌｙ［４］、ＣＢＴ［５］等．
数据的构造过程是将新闻的摘要部分作为问题，将
其中的部分实体移除，要求根据文章内容预测出缺
失的实体内容．为了防止填空问题退化成语言模型
问题，相关实体一般被替换成实体标识符进行匿名
化．填空式阅读理解的特点是训练数据构建成本低，
可以大量自动化构建．

选择式阅读理解任务定义为给定文本和问题及
若干候选答案选项，要求机器通过阅读文本和问题，
从候选答案选项中选择出正确的答案选项．典型的
数据集合有ＭＣＴｅｓｔ［６］和ＲＡＣＥ［７］．其中ＲＡＣＥ数
据集构造过程采用的是现有中学生和高中生英语阅
读理解题目，这些题目是由专家命题用来考察学生们
的阅读理解能力，所以其中包含多种多样的推理和语
言学现象．选择题类阅读理解可以很好的考察机器的
文本理解和推理能力，近年来新发布的很多数据集都
采用此形式，如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ＱＡ［８］、ＲｅｃｉｐｅＱＡ［９］
等，它们进一步考察机器的常识推理能力和多模态
联合推理能力．

抽取式阅读理解任务定义为给定一段文本和问
题，要去从文本中抽取内容回答该问题．该类型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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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典型数据集合如ＳＱｕＡＤ［１］、ＴｒｉｖｉａＱＡ［２］、
ＳｅａｒｃｈＱＡ［１０］等．其中ＳＱｕＡＤ通过人工阅读一段维
基百科文本，构造若干问题答案对，答案作为一个连续
片段存在于维基百科文本．ＴｒｉｖｉａＱＡ和ＳｅａｒｃｈＱＡ
的构造过程是首先收集问题和答案对，其中问题多
为事实类问题，然后检索获得相关文本，保证答案出
现在检索得到的相关文本中，检索结果未出现答案的
样本被过滤掉．ＳＱｕＡＤ、ＴｒｉｖｉａＱＡ和ＳｅａｒｃｈＱＡ保
证答案作为单个连续片段出现在文本中．ＤｕＲｅａｄｅｒ［１１］
和ＭＳＭＡＲＣＯ［１２］两个数据集通过搜索引擎的用户
查询作为问题，搜索引擎的结果作为文本，利用众包
用户去回答问题，其产生的答案大部分存在于文本
中，部分不能直接找到答案．ＣｏＱＡ［１３］和ＱｕＡＣ［１４］
两个数据集把抽取式阅读理解引入到对话场景中，
其数据集的标注过程为每条数据雇用两个众包工
人，一个人连续提问题，另一个人根据文本进行回
答，大部分答案（除去是否类问题）可以通过从文本
中抽取一个片段进行回答．

我们可以看到抽取式机器阅读理解模型更加侧
重问答的应用，在搜索和对话场景都有探索．其可以
作为搜索引擎的延伸，帮助用户阅读结果，定位精确
答案以节约用户时间．而填空和选择类更加侧重于
考察机器对于文本的理解．本文从实际应用出发，扩
展原有抽取式阅读，我们考虑答案片段不再仅仅由
文本中一个片段组成的情况．而是根据实际的问题
和文本，抽取若干片段回答问题．这样的设定使得抽
取式阅读理解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产生更大的应
用价值．
２２　模型结构

本节我们综述阅读理解的模型结构．不失一般
性，阅读理解模型从逻辑上可以划分为阅读模块和
答案预测模块两个部分．阅读模块主要是对输入的
问题和文本进行理解表示，答案预测模块是根据阅
读模块生成的表示进行答案的预测．

阅读模块的核心在于对齐文本和问题中的信
息，在问题信息指导下进行文本的表示．已有工作如
Ｗａｎｇ等人［１５］提出通过带有注意力机制的ＬＳＴＭ
结构进行文本和问题信息的对齐，然后将对齐后向
量送入ＬＳＴＭ编码得到最终的文本表示．Ｓｅｏ等
人［１６］提出双向注意力机制，使得文本通过两次注意
力机制对齐到问题，更加明确文本中的哪些词是和
问题相关的．ＲＮＥＴ［１７］中提出在文本上应用自我注
意力机制，通过该机制文本中的每一个词可以获得
全文的内容，提升对长文本的理解，并且引入了门机
制过滤信息．ＦｕｓｉｏｎＮｅｔ［１８］和ＳＬＱＡ［１９］等模型对文

本和问题首先进行多层级的表示，然后将文本和问
题在不同层级应用注意力机制进行对齐，并设计细
粒度的混合函数去混合注意力向量和层级表示．迁
移学习研究中的上下文感知的预训练词向量也在文
本理解上显示出卓越的性能，如Ｃｏｖｅ［２０］和ＥＬＭｏ［２１］
在用在各种阅读理解模型ＲＭＲｅａｄｅｒ［２２］、ＳＡＮ［２３］
上替换原有的词向量都获得了显著的性能提升．
ＢＥＲＴ模型引入多层预训练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借助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的表达能力和大规模语料在ＳＱｕＡＤ
上取得最好性能．本文所提的模型采用ＢＥＲＴ作为
阅读理解模型的底层结构，同时也使用一种基于
ＲＮＮ的底层结构替换ＢＥＲＴ进行对比实验．

针对答案预测模块，不同的任务类型需要不同
的答案预测结构．填空类型阅读理解需要模型预测
缺失的内容是词表中的哪一个词．具体来说模型根
据阅读模块产生的表示向量映射到词表空间分
布［２４］．针对选题式阅读理解，答案预测模块需要预
测多个候选答案的分数分布．选择概率最大的选项
作为最终答案．具体的模型如Ｗａｎｇ等人［２５］用文本
和问题与每个候选选项进行匹配打分．

针对问答式阅读理解，已有工作中假定文本中
只有一个答案片段，那么就可以转化为对一对起始
结束位置的建模．模型需要根据阅读模块输出的文本
表示预测两个概率分布，一个代表起始位置的概率分
布，一个代表结束的概率分布．上文提到的大多数模
型如Ｗａｎｇ［１５］、Ｓｅｏ［１６］、ＦｕｓｉｏｎＮｅｔ［１８］和ＳＬＱＡ［１９］等
都是采用在阅读模块输出的表示上应用指针网络或
者分类网络，产生起始位置和结束位置的概率分布．
Ｌｉ等人［２６］采用序列标注的方式去抽取答案，标注文
本中的每一个词是否是答案中的词．Ｒ３［２７］、Ｌｉｎ等
人［２８］、ＶＮＥＴ［２９］、ＣａｓｃａｄｅＱＡ［３０］等针对ＳｅａｒｃｈＱＡ、
ＭＳＭＡＲＣＯ、ＤｕＲｅａｄｅｒ从多个文本抽取答案的情
况，模型中引入排序机制，对多个文本进行排序，或
者是对文本中抽取出的多个答案进行排序．这些模
型组合排序模型和单片段阅读理解模型去解决多文
本阅读理解．

本文所提多片段答案的阅读理解是抽取式阅读
理解的延伸．我们需要根据需要从文本中定位出多
个片段组成答案．上文提到的模型无法满足这些要
求，它们都是从一个文本中抽取单个片段．注意Ｌｉ
等人［２６］采用的序列标注方式可以改造为多片段答
案预测的模块，我们改进其解码算法，将其作为一种
对比基线．本文将采用该答案预测结构的模型标注
为Ｃｏｎｔｅｎｔ，由于其直接对答案内容进行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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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模型方法
本节将介绍多片段答案的阅读理解的形式化定

义．然后对所提的多片段答案阅读理解模型ＢＥＲＴ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的结构进行描述，我们将其分为阅读模块
ＢＥＲＴ和答案预测模块Ｂｏｕｎｄａｒｙ两部分去介绍，同
时我们也介绍了其他可选择的方案如基于ＲＮＮ的
阅读模块和基于Ｃｏｎｔｅｎｔ答案预测模块，用于和我
们方法做对比．最后我们对预测阶段的顺序匹配解
码算法进行介绍．
３１　问题定义

多片段答案的阅读理解可以定义为：给定一个问
题和一段相关文本，从文本中找出若干连续片段回答
该问题．狇１：狀表示问题中的词序列狇１，…，狇狀，狆１：犿表示
文本词序列狆１，…，狆犿，其中狇犻，狆犼均为词对应的词
典中的索引．给定狇１：狀和狆１：犿，模型需要从文本词序
列中找出犽个片段回答该问题狆狊１：犲１，狆狊２：犲２，…，狆狊犽：犲犽
回答该问题，其中狊犻，犲犻为第犻个答案片段的边界，犽
为正确答案的片段数量，且犽１．注意犽需要根据
问题狇和文本狆确定．
３２　基于犅犈犚犜的阅读模块

本文基于预训练的ＢＥＲＴ作为模型底层结构
去交互输入的文本和问题，生成文本的表示，该表示
用于答案预测模块定位答案．

首先介绍ＢＥＲＴ是如何将离散的词符号映射
到向量．预处理时ＢＥＲＴ对文本和问题进行分词后
得到若干词项，注意词项不是常规的单词，ＢＥＲＴ分
词后输出的是子词（ｓｕｂｗｏｒｄ），这些词项作为模型
的输入．问题和文本拼接成一个序列输入到模型中．
每个词项映射到一个词的内容向量犆犈（狑犻），每个词
项对应一个可学习向量，一个位置向量犘犈（狑犻），词
所在的绝对位置对应一个向量和一个段向量犛犈（狑犻），
表示词来自文本还是问题．把以上三者相加得到最
终词向量表示

犈（狑犻）＝犆犈（狑犻）＋犘犈（狑犻）＋犛犈（狑犻）．
ＢＥＲＴ中用于编码和交互的结构采用堆叠式的

１２层相同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结构，如图２所示．每一
层结构中包含自我注意力机制和共享的前向神经网
络．我们对这个两个子结构分别应用残差连接和层
正则化，每个层的输出如下：

犔犪狔犲狉犖狅狉犿（狓＋犛狌犫犾犪狔犲狉（狓）），
其中子层（犛狌犫犾犪狔犲狉）可以是多头注意力机制和前向
神经网络．下面我们展开介绍这两种子层．

多头注意力机制不同于以往的注意力机制，其

图２　ＢＥＲＴ的底层结构

在多个子空间中计算两个向量的相似度．多头注意
力机制首先将数据投影到犺个空间中，犺表示注意机
制头的数量．我们利用犙，犓，犞表示注意力机制中的
输入，那么映射到一个空间中的向量为犙犠犙

犻，犓犠犓
犻，

犞犠犞
犻，在每一个空间中分别计算得到注意力向量

犝犻＝ｓｏｆｔｍａｘ犙犠
犙
犻·犓犠犓

犻

犱槡（ ）犽
犞犠犞

犻，
其中犱犽是向量犓的维度，防止通过点乘计算相似度
时数值过大．多头注意力机制将所有空间的注意力
向量进行拼接，并进行投影．
ＭｕｌｔｉＨｅａｄ（犙，犓，犞）＝Ｃｏｎｃａｔ（犝１，…，犝犺）犠狅．
全连接层将多头注意力层的输出进行投影．全

连接的形式为
ＦＦＮ（狓）＝ｍａｘ（０，狓犠１＋犫１）犠２＋犫２ （１）

该全连接层在同一层的不同位置是共享的，不同层之
间全连接层的结构是不同的．我们把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第
犻层的输出记为犎犻．

我们把词向量表示输入到前文提到的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ｅｒ的一层，在底层自我注意力机制中

犙＝犓＝犞＝犈，
在随后的１１层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单元中

犙犻＝犓犻＝犞犻＝犎犻－１．
通过如上词嵌入层和１２层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单元，

我们最终得到文本的表示犎１，…，犎１２，我们利用第
１２层的输出作为文本的表示．注意犎１２中包含问题
和文本表示，我们不使用问题的表示部分，仅仅使用
文本的表示．我们把文本表示部分记为犎狆．
３３　基于犚犖犖的阅读模块

本文所提模型ＢＥＲ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是采用ＢＥＲＴ
作为底层结构，基于答案边界序列标注的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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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作为答案预测层的组合．在ＢＥＲＴ以前的模
型多采用ＲＮＮ作为底层结构，为了验证我们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是阅读模块无关的且一致有效，我们下边
介绍一种基于ＲＮＮ的阅读模块作为对比．

该部分阅读理解模型采用ＬＳＴＭ去编码信息，
结合注意力机制去对齐文本和问题的内容，使得文
本的表示能感知哪些内容是重要的，换言之就是和
问题相关的，整体结构如图３所示．

图３　基于ＲＮＮ的阅读模块结构
下面将整个模块分为三个部分进行介绍，分别

为嵌入层、交互层和编码层．
嵌入层是将词序列转换成对应的向量，向量包

含两部分内容，其一是词嵌入，通过嵌入层将词映射
成词向量犈［狆犻］，本文采用使用３００维ＧｌｏＶＥ预训
练的词向量，模型训练过程中词向量不更新，对于未
出现在预训练词表中的词，本文采用随机初始化．另
一部分内容是语言学特征和统计特征，其中包括词
性标注，命名实体识别和该词是否出现在问题中，以
及词干还原后是否出现在问题中等，这些特征是一
些二值特征或者是类别型特征．将词狆犻这些特征进
行独热编码表示成向量犉［犻］．语言学特征和统计特
征可以辅助和补充词的语义特征，帮助区分文本中
重要的词片段，使用这些特征可以缓解模型学习难
度，将本来需要模型隐式学习的内容直接显示提供
给模型．问题狇中的词经过同样的词嵌入也将词转
化为向量．在文本的表示过程中引进问题的信息是
必要的，我们通过词对齐即注意力机制可以完成这
个目标．本文使用文本中词嵌入向量犈［狆犻］和问题的
词嵌入序列犈［狇１］，…，犈［狇犿］中的每个向量计算一个
相似度得分，然后通过该得分将问题的词嵌入进行
加权求和，得到一个与该文本词嵌入犈［狆犻］对齐的问
题表示向量犎［犻］，该向量表明文本词狆犻和问题的一
个相关程度．具体公式如下：

犪犻，犼＝ｅｘｐ（犈［狆犻］·犈［狇犼］）
∑犼′ｅｘｐ（犈［狆犻］·犈［狇犼′］）

，

犎［犻］＝∑犼犪犻，犼犈［狇犼］．
通过该对齐矩阵犎，文本中的每个词丰富了其

与问题的关联信息．推理答案位置的过程本质上是
在文本中匹配到与问题相似的部分，然后从周围找
到答案片段．已经对单个词项和问题之间的信息建
模，本文需要进一步将这些信号收集．

在编码层，本文使用双向的ＧＲＵ层进行上文信
息收集．在我们的实验中，ＬＳＴＭ和ＧＲＵ效果相当，
但是ＧＲＵ速度更快．将犈［狆犻］，犎［犻］和犉［犻］拼接后输
入到ＧＲＵ层得到向量犈狀犮犘［犻］，问题表示犈［狇犼］也同
样输入ＧＲＵ进行编码得到向量犈狀犮犙［犼］，公式如下：
犈狀犮犘［犻］＝ＧＲＵ（犈狀犮犘［犻－１］，［犈［狆犻］；犎［犻］；犉［犻］］），
犈狀犮犙［犼］＝ＧＲＵ（犈狀犮犙［犼－１］，犈［狇犼］）．
本文进一步将问题矩阵犈狀犮犙表示成一个包含

问题整体语义的向量犎犙与文本表示犈狀犮犘进行交
互．本文通过一个自注意力机制对原来问题矩阵进
行加权求和．公式如下：

犎犙＝∑犼犪犼犈狀犮犙［犼］，
犪犼＝ｅｘｐ（狑·犈狀犮犙［犼］）
∑犼′ｅｘｐ（狑·犈狀犮犙［犼′］）

．

通过如上的加权操作，可以捕获问题的整体信息，权
重犪犼有帮于忽略掉其中不重要的词如停用词连接
词等，保留问题中重要信息．进一步我们将犎犙与
犈狀犮犘［犼］进行拼接得到最终的文本表示犎狆．
３４　犅狅狌狀犱犪狉狔：基于答案边界的答案预测模块

经过底层阅读理解模块（基于ＢＥＲＴ或者基于
ＲＮＮ），文本被表示为一个矩阵犎狆，文本中的词项
对应到一个向量的表示犎狆犻．Ｂｏｕｎｄａｒｙ答案预测模
块对答案的边界进行建模，解决多片段答案的抽取，
如图４所示．通过两层全连接打分网络，为文本中每
个词项计算两个分数，分数经过归一化形成概率．每
个词项相对应的两个概率值，具体公式如下：

图４　基于边界序列标注的Ｂｏｕｎｄａｒｙ答案预测模块

狊犻＝ｓｉｇｍｏｉｄ（ＦＦＮ（犎狆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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犲犻＝ｓｉｇｍｏｉｄ（ＦＦＮ（犎狆犻）），
狊犻代表文本的第犻个词作为答案片段起始的概率，犲犻
表示文本的第犻个词作为答案片段结束的概率，狊和
犲通过相同结构不同参数计算得出．整个句子的表示
得到两个分数向量狊和犲，其中ＦＦＮ定义同式（１）．

本文用的损失函数对模型产生的两个向量狊和
犲的每个位置进行二分类，其中狊拟合每个位置作
为起始位置的概率，犲拟合每个位置作为结束位置
的概率．具体公式如下：
犾狅狊狊狊＝１狀∑犻－狔狊犻ｌｏｇ（狊犻）－（１－狔狊犻）ｌｏｇ（１－狊犻），
犾狅狊狊犲＝１狀∑犻－狔犲犻ｌｏｇ（犲犻）－（１－狔犲犻）ｌｏｇ（１－犲犻），

犾狅狊狊＝犾狅狊狊狊＋犾狅狊狊犲，
其中狔狊犻和狔犲犻是真实答案边界的指示，狔狊犻＝１表示第犻
词是答案的起始位置．该方式克服以往阅读理解模
型损失无法处理多片段答案问题，通过单独每个词
进行分类其是否是起始位置，可以获得多个起始位
置，同理可以获得多个结束位置．不同于以前的模型
直接预测起始位置分布和结束位置分布，从而导致
其仅能建模一对起始结束位置．
３５　解码算法

由于阅读理解模型需要输出的是答案片段，而
模型的预测是两个分数向量狊和犲，解码算法用于将
分数向量转化成最终的答案输出．我们直接使用对
数概率进行解码．

不同于单一答案片段时的解码算法，其选择概率
最大片段，这样的算法依赖强的假设，即答案片段存
在且唯一．在多个答案片段的情形，该方法无法奏效，
我们无法确定返回多少个片段．因此本文提出顺序匹
配的解码算法，该算法可以根据预测分数确定返回
答案的数量，且保证返回答案不重叠．具体如图５所
示．该算法顺序遍历起始分数向量和结束分数向量，
把大于指定阈值索引记录在ｃａｎｄ＿ｓｔａｒｔ和ｃａｎｄ＿ｅｎｄ
数组中，然后遍历这两个数组将符合条件的片段进
行输出．注意该预测作为超参数，可以根据实际需要
调节返回答案的准确率和召回率．如果没有出现大
于阈值的片段，就返回所有片段中起始加结束概率
最大的片段．
３６　犆狅狀狋犲狀狋：基于答案内容的答案预测模块

Ｌｉ等人［２６］提出序列标注的方式去抽取答案．本
文将其迁移到多片段答案的抽取应用中，作为我们

图５　顺序匹配的解码算法

模型的一种基线方法．该方法直接对答案内容进行

标注，我们将其称为Ｃｏｎｔｅｎｔ答案预测模块．如图６
所示，该模块基于阅读模型模型的文本表示犎狆产生
一个分数向量犮．

图６　基于答案内容的Ｃｏｎｔｅｎｔ答案预测模块

犮犻＝Ｓｉｇｍｏｉｄ（ＦＦＮ（犎狆犻）），
其中犮犻表示第犻个词作为答案内容的概率．训练时
分类每个词不是答案内容．训练时采用损失函数形
式如下：
犾狅狊狊＝１狀∑犻－狔犻ｌｏｇ（犮犻）－（１－狔犻）ｌｏｇ（１－犮犻），

其中狔犻代表文本中第犻个词是否是答案中的词，如
图６上边０１序列所示，其取值为二值化的０／１．针
对多片段答案情况，超过指定阈值的词被放入答案
池，这些词所组成的多个片段作为最终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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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实验和分析
本节介绍实验和分析．我们首先介绍基础实验

设置：包括所用的数据和评价指标．我们对两种阅读
理解模块（基于ＲＮＮ和基于ＢＥＲＴ），和两种答案
预测模块（Ｂｏｕｎｄａｒｙ和Ｃｏｎｔｅｎｔ）分别进行组合实
验．验证我们的模型ＢＥＲ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是一个较优
的设计．同时我们对模型特性进行详细的分析．
４１　实验设置

数据集．本文构建了一个符合真实需求的面向
多片段答案的阅读理解数据集合，该数据集合包含
１５３２９７个样本，从中划分出１００００条作为验证集，
划分出１００００条作为测试集．每条数据包括一段文
本和一个问题，以及多个答案片段在文本中的位置．
数据的收集过程来自于商业搜索引擎的匿名用户查
询，从中过滤出问题式查询，结合搜索引擎给出的相
关文本段，人工从文本中标记出答案片段，要求标注
出所有正确的答案片段且保持答案精简，不可以标
注与答案上下文无关信息．

不同于以往的ＳＱｕＡＤ、ＴｒｉｖｉａＱＡ等数据集，答
案片段仅由其中文本中的单独一个片段组成，本文
所用数据集中的答案包含一个或者多个片段．以上
两个数据集的问题并不是来自真实的用户查询，本
文的数据集合来自真实的用户查询．

和ＤｕＲｅａｄｅｒ和ＭＳＭＡＲＣＯ相比较，其数据
的查询同样来自真实的搜索引擎日志，答案为人工
编辑，该类数据集可以反映真实用户的信息需求且
形式多样，但是问题在于人工编辑的答案难以评价．
我们的多片段抽取式的阅读理解易于评价．

我们标注的数据包含问题，文本和多个答案片
段．例子如下所示．

例子１．
文本：Ｓａｌａｒｙ．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ａｌａｒｙｒａｎｇｅｆｏｒａ

ｚｏｏｌｏｇｉｓｔｉｎ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ｈｉｓｏｒｈｅｒｃａｒｅｅｒｉｓ
＄３０，０００狋狅＄４５，０００ｐｅｒｙｅａｒ．Ａｆｔｅｒ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ｓｏｆ
ｗｏｒｋ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ｉｓ＄４０，０００狋狅＄５５，０００
ｐｅｒｙｅａｒ．

问题：ｚｏｏｌｏｇｙｓａｌａｒｙ
答案：＄３０，０００ｔｏ＄４５，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ｔｏ＄５５，０００
最终收集的数据基本信息如表１所示，我们可

以看到文本平均长度为４０词，文本来自搜索引擎给
出的最相关片段．问题平均长度６．０１词说明搜索引

擎的查询一般较短．长度短的查询一般其意图表达
不明确，所以有可能出现多片段答案的情况．如上边
的例子所示，问题简短缺乏限定，文本中两处片段都
是其答案．每个答案平均由１．７６个片段组成．

表１　数据集基本信息统计
文本长度 问题长度 数据规模 答案片段数量
４０．２３ ６．０１ １５３２９７ １．７６

我们接下来详细分析答案片段数量分布，我们
统计由不同数量片段组成的答案的所占比例如图７
所示．

图７　不同数目答案片段的组成的答案的样本分布

从图中可以看到答案由多个片段组成的情况占
比高达３７％，其中有２０％由两个答案片段组成，
１７％由多于两个答案片段组成．这说明在实际搜索
场景中，多个片段的情况较为常见．我们统计答案对
应的答案片段数量为１～５时，对应的平均文本长度
如表２所示．从中可以看出，搜索中的简短模糊的查
询是造成答案为片段的一个原因．

表２　问题长度和答案片段数量统计
答案片段数量 平均文本长度

１ ６．１１
２ ５．９３
３ ５．６７
４ ５．５７
５ ５．５４

一个可能的想法是是否可以通过扩张单个片段
的长度把多个片段都涵盖到一个片段中，比如在例
子１中我们找到包含“＄３０，０００ｔｏ＄４５，０００”和
“＄４０，０００ｔｏ＄５５，０００”最小片段，我们可以看到其
内容基本弥散在整个文本中，包含两个片段的最小
文本片段包含大量冗余信息，不符合阅读理解的初
衷，找出能回答问题的精确的片段．

评价指标．实验评价指标采用衡量预测出的答
案片段和真实的答案片段是否一致的完全匹配（下
文简称为犈犕），和部分一致的片段级别犉１指标（下
文简称犉１）．

预测的答案片段集合为犃狆＝｛犃狆１，…，犃狆犽′｝，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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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答案片段集合为犃犵狋＝｛犃犵狋１，…，犃犵狋犽｝．对于该条
样本犈犕值为１当且仅当犃狆和犃犵狋完全相等，即数
量和每个片段内容都一致．

答案片段级别的犉１指标衡量的是两者部分匹
配程度，为了给出犉１指标，本文首先给出片段级别
的精确率（狆狉犲犮犻狊犻狅狀）和召回率（狉犲犮犪犾犾）定义：

狆狉犲犮犻狊犻狅狀＝犃狆∩犃犵狋
犃狆 ，

狉犲犮犪犾犾＝犃狆∩犃犵狋
犃犵狋 ，

犉１＝２×狆狉犲犮犻狊犻狅狀×狉犲犮犪犾犾狆狉犲犮犻狊犻狅狀＋狉犲犮犪犾犾，
其中狆狉犲犮犻狊犻狅狀指示预测答案片段有多少比例是正
确的，狉犲犮犪犾犾指示被正确抽取出的正确答案的比例．
犉１值则是狆狉犲犮犻狊犻狅狀和狉犲犮犪犾犾的调和值．
４２　对比模型

本文对比模型主要有以往阅读理解模型和一些
变种．以往的阅读理解模型包括ＢＩＤＡＦ和ＢＥＲＴ，
这两个模型分别是基于ＲＮＮ和基于预训练的有代
表性的模型．另外我们提出基于Ｌｉ［２６］改进的基于内
容标注的Ｃｏｎｔｅｎｔ模块和ＲＮＮ、ＢＥＲＴ阅读模块进
行结合产生的ＲＮＮＣｏｎｔｅｎｔ模型和ＢＥＲＴＣｏｎｔｅｎｔ
模型，同时我们把我们所提的Ｂｏｕｎｄａｒｙ答案预测
模块和ＲＮＮ阅读模块结合为ＲＮＮ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对于ＢＩＤＡＦ模型和ＢＥＲＴ模型的训练，它们
无法学习多个答案片段的信息，本文从多片段答案
随机选择一个片段作为其学习目标，训练和预测均
采用其官方提供的源码．

对于本文改进ＲＮＮＣｏｎｔｅｎｔ模型和ＢＥＲ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模型，其可以学习多个答案片段位置．本文
把数据集的位置生成狀维向量，狀是相关文本的长
度，向量的元素为１当且仅当该元素位置处于真实
答案片段中．

对于ＲＮＮＢｏｕｎｄａｒｙ和ＢＥＲ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模
型，训练数据的位置信息转化两个长度为狀的向量，
第一个向量的元素指示该位置是否是答案片段的起
始位置，另一个向量的元素指示该位置是否是答案
片段的结束位置．

三类模型学习的标签示例如下：
Ｔｅｘｔ：中国的一线城市有北京和上海两个

直辖市，以及广东省两个工业重镇广州和深圳
ＢＩＤＡＦ和ＢＥＲＴ的学习标签（其中之一）：
［５，５］，［７，７］，［１６，１６］［１８，１８］
ＲＮＮＣｏｎｔｅｎｔ和ＢＥＲＴＣｏｎｔｅｎｔ学习的标签：

［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１］
ＲＮＮＢｏｕｎｄａｒｙ和ＢＥＲ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学习的标签：
［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１］
［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１］

４３　实验结果
本文使用训练集数据训练各个模型，在验证集

上根据犉１指标去确定模型的最优训练轮数，几种
方法在测试集合的性能表现如图８所示．从图中我
们可以看出ＢＥＲＴ作为阅读模块的性能要好于基
于ＲＮＮ的方法．我们再对比原始阅读理解模型和
加上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答案预测模块后的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原有阅读理解模型不能建模多个单
位置，导致其犈犕和犉１指标均为最低．我们提出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多片段建模方法要好于Ｃｏｎｔｅｎｔ答案预
测模块，且在基于ＲＮＮ和基于ＢＥＲＴ两种阅读理
解模块上Ｂｏｕｎｄａｒｙ一致好于Ｃｏｎｔｅｎｔ模块．最后我
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模型ＢＥＲ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取得最好
效果，犉１指标上较ＢＥＲＴＣｏｎｔｅｎｔ提升２．５％，较
ＢＥＲＴ提升１８％．

图８　各个方法在测试集的实验结果

４４　分析实验
我们把训练集和测试集分为单片段部分和多片

段部分，在相应部分上训练和预测．测试ＢＥＲＴ，
ＢＥＲＴＣｏｎｔｅｎｔ和我们的ＢＥＲ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模型的
效果．

从表３在测试集单片段上的实验结果中可以看
出在单片段上我们模型ＢＥＲ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略弱于原
始ＢＥＲＴ，这是由于我们的模型去除了答案仅由单片
段组成的假设，模型有预测出多个片段的风险，所以
我们的犈犕和犉１值略低．但是对比ＢＥＲＴＣｏｎｔｅｎｔ
可以看出，我们模型在单片段的的损失要小于ＢＥＲ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可能的原因是Ｃｏｎｔｅｎｔ答案预测模块解码
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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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在测试集单片段上的实验结果
Ｍｏｄｅｌ 犈犕 犉１
ＢＥＲＴ ８８．３１ ８８．３１

ＢＥＲＴＣｏｎｔｅｎｔ ８５．８９ ８６．４０
ＢＥＲ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８７．００ ８７．３１

从表４多片段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原有模型无法
预测多片段，其犈犕始终为０，犉１值很低，由于其最
多能正确预测出其中一个片段．ＢＥＲ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性
能也远超过ＢＥＲＴＣｏｎｔｅｎｔ模型．

表４　在测试集多片段部分的实验结果
Ｍｏｄｅｌ 犈犕 犉１
ＢＥＲＴ ０　 ４７．００

ＢＥＲＴ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６．０２ ８０．６５
ＢＥＲ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５９．５７ ８５．１７

我们在ＳＱｕＡＤ数据集合上测试ＢＥＲＴ和
ＢＥＲ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效果，可以看出我们的多片段阅读
理解较原来ＢＥＲＴ在单片段数据有轻微下降．这是
去除单片段的限制的代价，可以预测不定数量的答案
片段，也导致在单片段数据集合上可能错误地预测出
多个片段．如果我们把单个答案片段假设在解码阶段
加入到ＢＥＲ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即解码时只取分数最高的
答案，我们的模型可以达到和ＢＥＲＴ一样的性能．

我们进一步分析各个模型在不同答案片段数量
上的表现，本文按答案片段数量将测试集合分成
５个部分，其分别为答案片段数量为１个到５个．本
文绘制如图９、图１０的犈犕和犉１指标的随着答案
片段数量的折线图．从表５中我们可以看到，当答案

图９　模型犉１随答案片段数量的变化

图１０　模型犈犕值随答案片段数量的变化

表５　犛犙狌犃犇数据集上的结果
Ｍｏｄｅｌ 犈犕 犉１
ＢＥＲＴ ７９．１７６ ８７．５９０

ＢＥＲ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７８．１７４ ８６．７６２

片段数量变多，准确地抽取出所有片段变得困难，所
有模型性能都有所下降，但是我们的ＢＥＲ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下降幅度缓慢．能够在５个片段时依然维持犉１值
在８０以上的性能．

从图１０中我们可以看到ＢＥＲＴ在片段数量大
于１时犈犕指标直接降到０，由于其无法预测多个
答案，我们尝试根据片段概率直接从原有ＢＥＲＴ解
码多个答案，它们之间相互重叠，仍然不能提高其
犈犕值．ＢＥＲ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较ＢＥＲＴＣｏｎｔｅｎｔ性能下
降略缓．通过图９和图１０中ＢＥＲ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曲线
我们可以发现，文本片段数量增加时，模型同时预测
正确的难度急剧增加．犈犕指标下降速度较快．

本文将测试数据集合按照答案片段长度分成５
个区间，计算模型在每个答案长度区间上的表现．对
于多个片段答案的问题，对各个片段长度求平均作
为答案片段长度．绘制如图１１的犉１性能随着答案
片段长度的变化直方图．

图１１　模型犉１随答案片段数量的变化
从中可以看出本文的方法在各个答案片段长度

上表现差距不大，在答案长度达到５以上时出现一定
下降．ＢＥＲ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在长度较长时好于ＢＢＥＲ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方法．本文的方法直接对起始位置和结束
位置分类，对起始位置和结束位置的分类可以很好
的利用答案片段周围的上下文信息，而Ｃｏｎｔｅｎｔ模
块当答案片段较长时，其单个答案片段中间的词由
于距离上下文较远可能会出现预测错误，这样的预
测错误会导致预测的答案片段不完整．另外我们看
到ＢＥＲＴ性能在长度为３、４时最佳，我们分析后得
知由于文本ＢＥＲＴ不能预测多片段，长度为３、４片
段多出现在单片答案中，所以此时ＢＥＲＴ表现略好．

此外本文的方法可以通过调节阈值去控制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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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的多少，调高阈值答案数量会变少，调低阈值返
回的答案数量会增加．当把模型应用到搜索引擎的
高亮中，把跟答案相关的部分高亮显示，此时更加注
重正确答案片段的召回率，可以调低阈值使得召回
率增加．

５　总结和展望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多片段答案的阅读理解模型

ＢＥＲ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该模型利用ＢＥＲＴ结构作为阅读
模块进行文本和问题的理解，利用Ｂｏｕｎｄａｒｙ作为
答案预测模块建模多个答案片段．通过和已有阅读
理解模型以及改进的朴素多片段解决方案通过实验
对比，我们方法在多片段阅读理解数据集合上取得
一致的提升．本文详细分析模型在不同维度上的表
现，验证了其结果的有效性．

目前该方法还是单独去建模一个文本中的多个
答案片段，这些答案片段之间本质上是相互关联的，
未来的研究工作可以围绕多个片段之间的关联展
开，将答案片段之间的关联考虑进去，进一步提升多
个片段答案预测的准确度．

参考文献

［１］ＲａｊｐｕｒｋａｒＰ，ＺｈａｎｇＪ，ＬｏｐｙｒｅｖＫ，ｅｔａｌ．ＳＱｕＡＤ：１０００００＋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ｅｘｔ／／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６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ｅｘａｓ，ＵＳＡ，２０１６：２３８３２３９２

［２］ＪｏｓｈｉＭ，ＣｈｏｉＥ，ＷｅｌｄＤ，ｅｔａｌ．ＴｒｉｖｉａＱＡ：Ａ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ｄｉｓｔａｎｔｌｙ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ｄａｔａｓｅｔｆｏｒ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５５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Ｖｏｌｕｍｅ１：ＬｏｎｇＰａｐｅｒｓ）．
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１７：１６０１１６１１

［３］ＤｅｖｌｉｎＪ，ＣｈａｎｇＭＷ，ＬｅｅＫ，ｅｔａｌ．ＢＥＲＴ：Ｐｒ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ｏｆ
ｄｅｅｐ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ｓｆｏ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９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ｈａｐ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Ｈｕｍａ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Ｖｏｌｕｍｅ１（ＬｏｎｇａｎｄＳｈｏｒｔ
Ｐａｐｅｒｓ）．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ＵＳＡ，２０１９：４１７１４１８６

［４］ＨｅｒｍａｎｎＫＭ，ＫｏｃｉｓｋｙＴ，ＧｒｅｆｅｎｓｔｅｔｔｅＥ，ｅｔ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ｔｏｒｅａ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Ｎｅｕｒ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ｏｎｔｒéａｌ，Ｃａｎａｄａ，
２０１５：１６９３１７０１

［５］ＨｉｌｌＦ，ＢｏｒｄｅｓＡ，ＣｈｏｐｒａＳ，ｅｔａｌ．Ｔｈｅｇｏｌｄｉｌｏｃｋ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ｂｏｏｋｓｗｉｔｈ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ｍｅｍｏｒ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ＣＬＲ２０１５．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ＵＳＡ，２０１５

［６］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Ｍ，ＢｕｒｇｅｓＣＪＣ，ＲｅｎｓｈａｗＥ．ＭＣＴｅｓｔ：Ａ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ｆｏｒｔｈｅｏｐｅｎｄｏｍａｉ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ｅｘｔ／／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ｅａｔｔｌｅ，ＵＳＡ，２０１３：１９３２０３

［７］ＬａｉＧ，ＸｉｅＱ，ＬｉｕＨ，ｅｔａｌ．ＲＡＣＥ：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ｄａｔａｓｅｔｆｒｏｍ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２０１７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Ｄｅｎｍａｒｋ，２０１７：７８５７９４

［８］ＴａｌｍｏｒＡ，ＨｅｒｚｉｇＪ，ＬｏｕｒｉｅＮ，ｅｔａｌ．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ＱＡ：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９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ｈａｐ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Ｈｕｍａ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Ｖｏｌｕｍｅ１（ＬｏｎｇａｎｄＳｈｏｒｔ
Ｐａｐｅｒｓ）．２０１９：４１４９４１５８

［９］ＹａｇｃｉｏｇｌｕＳ，ＥｒｄｅｍＡ，ＥｒｄｅｍＥ，ｅｔａｌ．ＲｅｃｉｐｅＱＡ：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ｄａｔａｓｅｔ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ｃｏｏｋｉｎｇ
ｒｅｃｉｐｅ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８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Ｂｅｌｇｉｕｍ，
２０１８：１３５８１３６８

［１０］ＤｕｎｎＭ，ＳａｇｕｎＬ，ＨｉｇｇｉｎｓＭ，ｅｔａｌ．ＳｅａｒｃｈＱＡ：Ａｎｅｗ
Ｑ＆Ａｄａｔａｓｅｔ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ｅｘｔｆｒｏｍａｓｅａｒｃｈｅｎｇｉｎｅ．
ａｒＸｉｖｐｒｅｐｒｉｎｔａｒＸｉｖ：１７０４．０５１７９，２０１７

［１１］ＨｅＷ，ＬｉｕＫ，ＬｉｕＪ，ｅｔａｌ．ＤｕＲｅａｄｅｒ：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ｃｈｉｎ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ｄａｔａｓｅｔｆｒｏｍｒｅａｌｗｏｒｌ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ｆｏｒ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８：３７４６

［１２］ＮｇｕｙｅｎＴ，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Ｍ，ＳｏｎｇＸ，ｅｔａｌ．ＭＳＭＡＲＣＯ：Ａ
ｈｕｍａ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ｄａｔａｓｅｔ．
ａｒＸｉｖｐｒｅｐｒｉｎｔａｒＸｉｖ：１６１１．０９２６８，２０１６

［１３］ＲｅｄｄｙＳ，ＣｈｅｎＤ，ＭａｎｎｉｎｇＣＤ．ＣｏＱＡ：Ａ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９，７：２４９２６６

［１４］ＣｈｏｉＥ，ＨｅＨ，ＩｙｙｅｒＭ，ｅｔａｌ．ＱｕＡＣ：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
ｉｎｃｏｎｔｅｘｔ／／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８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Ｂｅｌｇｉｕｍ，
２０１８：２１７４２１８４

［１５］ＷａｎｇＳ，ＪｉａｎｇＪ．Ｍａｃｈｉｎ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ｍａｔｃｈ
ＬＳＴＭａｎｄａｎｓｗｅｒｐｏｉｎｔｅｒ／／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ＣＬＲ２０１７．
Ｔｏｕｌｏｎ，Ｆｒａｎｃｅ，２０１７

［１６］ＳｅｏＭ，ＫｅｍｂｈａｖｉＡ，ＦａｒｈａｄｉＡ，ｅｔａｌ．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ｆ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ＣＬＲ
２０１７．Ｔｏｕｌｏｎ，Ｆｒａｎｃｅ，２０１７

［１７］ＷａｎｇＷ，ＹａｎｇＮ，ＷｅｉＦ，ｅｔａｌ．Ｇａｔｅｄｓｅｌｆ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ｆｏｒ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５５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Ｖｏｌｕｍｅ１：ＬｏｎｇＰａｐｅｒｓ）．
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１７：１８９１９８

［１８］ＨｕａｎｇＨＹ，ＺｈｕＣ，ＳｈｅｎＹ，ｅｔａｌ．ＦｕｓｉｏｎＮｅｔ：Ｆｕｓｉｎｇｖｉａ
ｆｕｌｌｙａｗａｒ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ＣＬＲ２０１８．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１８

［１９］ＷａｎｇＷ，ＹａｎＭ，ＷｕＣ．Ｍｕｌｔｉ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ｉｔｙ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ｆｏｒ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５６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Ｖｏｌｕｍｅ１：
Ｌｏ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８：１７０５１７１４

［２０］ＭｃＣａｎｎＢ，ＢｒａｄｂｕｒｙＪ，ＸｉｏｎｇＣ，ｅｔａｌ．Ｌｅａｒｎｅｄｉ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ｅｄｗｏｒｄｖｅｃｔｏｒ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Ｎｅｕｒ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ＬｏｎｇＢｅａｃｈ，ＵＳＡ，
２０１７：６２９４６３０５

６６８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２０年

《
 计

 算
 机

 学
 报

 》



［２１］ＰｅｔｅｒｓＭ，ＮｅｕｍａｎｎＭ，ＩｙｙｅｒＭ，ｅｔａｌ．Ｄｅｅｐ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ｅｄ
ｗｏｒ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８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ｈａｐ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ａ
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Ｈｕｍａ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Ｖｏｌｕｍｅ
１（Ｌｏ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ＵＳＡ，２０１８：２２２７２２３７

［２２］ＨｕＭ，ＰｅｎｇＹ，ＨｕａｎｇＺ，ｅｔａｌ．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ｍｎｅｍｏｎｉｃｒｅａｄｅｒ
ｆ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７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ｉｎ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ＬＡ，
ＵＳＡ，２０１８：４０９９４１０６

［２３］ＬｉｕＸ，ＳｈｅｎＹ，ＤｕｈＫ，ｅｔａｌ．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ｎｓｗ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ｆ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５６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Ｖｏｌｕｍｅ１：Ｌｏ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２０１８：１６９４１７０４

［２４］ＣｈｅｎＤ，ＢｏｌｔｏｎＪ，ＭａｎｎｉｎｇＣＤ．Ａ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ＣＮＮ／ｄａｉｌｙｍａｉｌ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ｔａｓｋ／／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５４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ａ
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Ｖｏｌｕｍｅ１：Ｌｏ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Ｂｅｒｌ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
２０１６：２３５８２３６７

［２５］ＷａｎｇＳ，ＹｕＭ，ＪｉａｎｇＪ，ｅｔａｌ．Ａｃｏ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ｃｈｏｉｃ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５６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Ｖｏｌｕｍｅ２：ＳｈｏｒｔＰａｐｅｒｓ）．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８：

７４６７５１
［２６］ＬｉＰ，ＬｉＷ，ＨｅＺ，ｅｔａｌ．Ｄａｔａｓｅｔａｎｄｎｅｕｒａｌ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ｏｐｅｎｄｏｍａｉｎｆａｃｔｏｉ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ａｒＸｉｖｐｒｅｐｒｉｎｔａｒＸｉｖ：１６０７．０６２７５，２０１６

［２７］ＷａｎｇＳ，ＹｕＭ，ＧｕｏＸ，ｅｔａｌ．Ｒ３：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ｒａｎｋｅｒｒｅａｄｅｒ
ｆｏｒｏｐｅｎｄｏｍａｉ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３２ｎｄＡＡＡＩ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ＬＡ，ＵＳＡ，
２０１８：５９８１５９８８

［２８］ＬｉｎＹ，ＪｉＨ，ＬｉｕＺ，ｅｔａｌ．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ｄｉｓｔａｎｔｌｙ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ｏｐｅｎｄｏｍａｉ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５６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Ｖｏｌｕｍｅ１：Ｌｏ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２０１８：１７３６１７４５

［２９］ＷａｎｇＹ，ＬｉｕＫ，ＬｉｕＪ，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ｐａｓｓａｇｅ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ｒｏｓｓｐａｓｓａｇｅａｎｓｗｅｒ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５６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Ｖｏｌｕｍｅ１：ＬｏｎｇＰａｐｅｒｓ）．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８：１９１８１９２７

［３０］ＹａｎＭ，ＸｉａＪ，ＷｕＣ，ｅｔａｌ．Ａｄｅｅｐｃａｓｃａｄｅ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ｍｕｌｔｉ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ＡＡＩ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Ｈａｗａｉｉ，ＵＳＡ，２０１９：
７３５４７３６１

犛犝犔犻犡犻狀，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ａｎ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

犌犝犗犑犻犪犉犲狀犵，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ａｎｄ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

犉犃犖犢犻犡犻狀犵，Ｐｈ．Ｄ．，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ａｎｄ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
犔犃犖犢犪狀犢犪狀，Ｐｈ．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ｏｒａｎｋ
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犡犝犑狌狀，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ａｎｄ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

犆犎犈犖犌犡狌犲犙犻，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ｗｅｂ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ｅｔｃ．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Ｔｈｉｓｗｏｒｋ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ｓｐａｎａｎｓｗｅｒ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Ｔｈｉｓｉｓｎｅｗｌｙ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ａｓｋｉｎＮＬＰ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ｓｐａｎａｎｓｗｅｒ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ｉ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ｒｅ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ａｎ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ｒｑｕｅｒｉｅｓｗｈｏｓｅａｎｓｗｅｒｓａｒｅ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ｐａ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ｐａｓｓａｇｅｓ．

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ｗ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ＢＥＲ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ｍｏｄｅｌｗｈｉｃｈ
ｕｓｅｓｔｈｅｐｒｅ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ＥＲＴａｓｌｏｗｅｒ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ｅｍｐｌｏｙｓａｎ
ａｎｓｗｅｒ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ｌｏｃａｔ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ａｎｓｗｅｒｓｐａｎｓ．ＢＥＲ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ｓ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ｔｅｘ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ｓｐａｎｌｏｃａｔｉｎｇ．Ｗ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ｎｅｗｌ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ｍｕｌｔｉｓｐａｎａｎｓｗｅｒ
ｄａｔａｓｅｔ．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ｏｕｒ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ａｃｌｅａ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ｎ犉１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ｖｅｒ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ｓ．
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ｈａｖｅｄｏｎｅｌｏｔｓ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ｌｉｋ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ｙ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ｒｉｓｋ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ＩＧＩＲ２０１９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ｈｉｓｗｏｒｋｗａｓｆｕｎｄ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ｎｔＮｏｓ．６１４２５０１６，６１７２２２１１，
６１７７３３６２，ａｎｄ６１８７２３３８，ｔｈｅＹｏｕｔｈ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ＣＡＳ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ｎｔｓＮｏｓ．２０１４４３１０，ａｎｄ２０１６１０２，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ＫｅｙＲ＆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ｎｔ
Ｎｏ．２０１６ＱＹ０２Ｄ０４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Ｋｅｙ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Ｎｏ．ｃｓｔｃ２０１７ｊｃｙｊＢＸ００５９）．

７６８５期 苏立新等：面向多片段答案的抽取式阅读理解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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