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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bility

理解 解释

理解与解释是释义学的一对概念。

释义学主张的针对文本而进行的中心工作。对这对概念的

关系有不同的阐述。古典释义学家把理解置于首要地位，

如德国狄尔泰把理解看作人以心灵力量的整体去认识白己

及自己所创造的精神世界的能力。释义学理论家着重研究

解释理论，意大利E．贝蒂把解释看作一个过程，其目的和

结果是理解，解释的任务在于使某物得到理解。赫什认为

理解在于原原本本地构造文本的意义，而解释则是解释者

对文本的意义所作的阐释，渗杂有解释者附加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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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bility

figure from: https://docs.paperspace.com/machine-learning/wiki/interpre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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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模型部件的功能属性

·解释模型预测的行为

·模型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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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 预训练模型里存储了哪些知识？

• 基于Transformer的摘要系统和基于LSTM

的摘要系统功能上有什么差异？

词法？句法？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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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 情感分类任务中，模型预测其为正面情感

的依据是什么？

我喜欢吃苹果。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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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 一个SOTA（State-of-the-art）系统足够鲁棒

到可以处理不同类型的样本么？

• 不同模型的优缺点是什么？SOTA的瓶颈是什

么？



为什么要做可理解分析?

·理解模型部件的功能属性

–指导我们进行模型选择

·解释模型预测的行为

·模型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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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工程 结构工程

By Neural Networks

如何选择适配特殊任
务特殊数据集的结构？



为什么要做可理解分析?

·理解模型部件的功能属性

·解释模型预测的行为

–增加模型的可信赖性

–判断模型是否过拟合

·模型诊断

9Figure from: https://arxiv.org/pdf/1911.12116.pdf



为什么要做可理解分析?

·理解模型部件的功能属性

·解释模型预测的行为

·模型诊断

–指出模型不足，便于继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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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理解分析的发展现状

“Interpretability” “Explanation/Explainable”

简单的统计（论文来自于：ACL, EMNLP, NAACL, NIPS, ICML, ICLR, AA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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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现状：理解模型部件的功能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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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N

Transformer

Attention

Embedding
Layer

LM

MT

功能部件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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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N

What you can cram into a single $&#* 
vector: Probing sentence embeddings 
for linguistic properties (Alexis et al.
2018)

Transformer

Attention

Embedding
Layer

LM

MT

• 引入指针任务(Probing Task)的概念，
用来“窥探”词向量所编码的知识

• 定义了10个指针任务，这些任务可
以用来揭示词向量编码的不同类型的
知识（词法，句法，语义）

• 后续很多工作都沿用此方法对学习到
的表示 (representation) 进行解读

功能部件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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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N

Transformer

Attention

Embedding
Layer

LM

MT

Visualizing and 
Understanding Recurrent 
Networks (Karpathy et al 
2016)

• 通过字符级别语言模型作为
实验平台，探究了普通RNN，
LSTM之间的细微差异，尤
其是在捕捉长距离依赖时，
神经元的行为差异

功能部件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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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N

Dissecting Contextual Word 
Embeddings: Architecture and 
Representation (Peters et al.2018)

Transformer

Attention

Embedding
Layer

LM

MT

• 该文详细对比了LSTM, CNN, 
Transformer作为基本部件训练语
言模型时行为的差异

功能部件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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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N

Why Self-Attention?
A Targeted Evaluation of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Architectures
(Tang et al. 2018)

Transformer

Attention

Embedding
Layer

LM

MT

• 该文详细对比了CNN, RNN, Self-
attention各自的擅长之处，并告诉
后续研究者不同场景应该选择的
部件

功能部件 任务



研究现状：理解模型部件的功能属性

17Analysis Methods in Ne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 Survey， https://arxiv.org/pdf/1812.08951.pdf



研究现状：解释模型预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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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方法

–Gradient-based

·IG score (Mukund et al.2017)

–Attention

·Attention is not explanation

·Attention is not not explanation

–Evidence Generation

·e-snli (Camburu et al.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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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方法

–Gradient-based

·IG score (Mukund et al.2017)

–Attention

·Attention is not explanation

·Attention is not not explanation

–Evidence Generation

·e-snli (Camburu et al.2018)

IG：将梯度回传到输入空间，通过观察梯度
的绝对值反映输入特征的贡献

Did the Model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Mudrakarta et 
al.2018)
• 在视觉问答中，即使模型回答对了问题，可是模型却把
依据的重点弄错了，比如关注了不该关注的词

• 利用IG Score技术，去观看模型回答问题时，真正的依
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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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方法

–Gradient-based

·IG score (Mukund et al.2017)

–Attention

·(1) Attention is not explanation

·(2) Attention is not not explanation

–Evidence Generation

·e-snli (Camburu et al.2018)

通过观察Attention的权重值来判断输入空间
不同特征的贡献

• 文章(1)说attention技术不可以作为解释模型决策的归因，
因为attention的行为和决策的行为不完全一致

• 文章(2)回应文章(1)，认为attention是可以作为解释模型
角色的归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