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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读心术—自然语言处理



那些年，电影里的人工智能



图灵测试——屏幕后和你聊天的是人类还是计算机？

机器能思考吗?

模仿游戏

A. M. Turing (1950)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Mind 49: 433-460. 

提问:  给我写一首歌颂爱国的诗歌吧？
回答 : 别开我玩笑了，我哪有这个能耐啊。

提问: 34,957 加上 70,764等于多少？
回答: (停顿了大概10秒) 105,621. 

艾伦·麦席森·图灵

(1912 - 1954)



自然语言处理是目前以及未来 AI 领域最重要的基础技术之一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 自然语言理解

• 自然语言转化为计算机程序更易于处理的形式

• 自然语言生成

• 把计算机数据转化为自然语言

自然语言 语义理解 推理计算 语言生成 自然语言



机器翻译

智能金融 智能医疗 智能司法

自然语言处理是目前以及未来 AI 领域最重要的基础技术之一

对话系统 阅读理解



机器翻译——语言无障碍

谷歌翻译每天服务2亿次

1960 1990 – 2000 2015

1960 1990 – 2000 Future2015
语言翻译的岗位会消失吗?

自然语言处理的应用



Kensho：比阿尔法狗还残暴的华尔街之狼

n 如何用好Kensho这类智能金融产品？
——“你仍然需要问正确的问题”
Warren只能做到变量延展，但却无法替用户去“逻辑推理”

事件可能的影响因素。

——“相关性不代表因果性”
当影响资产的相关因素越来越多的时候，如何识别事件背后

的相关性和因果性就变得更加困难。Kensho：1992年起，总统竞选阶段行业情况概览

n Kensho如何影响传统金融
Kensho的软件Warren主要能实现两种功能：寻找
事件和资产之间的相关性及对于其价格的影响，
以及基于这些事件对资产未来价格走势做预测。

自然语言处理的应用



自然语言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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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ckelmann Corpus, 18世纪⼈物 Freebase



自然语言理解

输入： 救援队正组织力量接应灾民下山

《自然语言处理》 刘知远

输出：

句法结构 语义结构

自然语言理解的本质是结构预测



自然语言理解复杂程度

中文6763个常用字（GB2312），新闻文档平均句子长度20+

6763^20 = 4.00e+76

6763^40 = 1.61e+153

利用句法语义等知识约束求解

特点 例句

口语化 亲，请点赞哦！

缩略语 中石油

中英混合 我今天很Happy

新词 累觉不爱



自然语言理解复杂程度

分词
• 白天鹅在水里游泳
• 该研究所获得的成果

指代消解
• 重庆队得88分，客场负于台湾队2分。（台湾队和重庆队各得多少分？比赛地点？）

隐喻、幽默、夸张、双关、映射
• 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
• 单身的来由：原来是喜欢一个人，现在是喜欢一个人。



1970 — 80: 把全世界的知识都记录下来吧！
将知识基于规则表达

- 狗都有四条腿。
- 卡拉是条狗。

用户

以医疗诊断机为例

专家

专家知识
输入系统

交
互
界
面

专家系统

推理引擎 知识库

规则库

医生，我喉咙
痛、鼻塞、头
痛，是什么病

？

您好，您得的
是感冒。

- 所以卡拉有四条腿。



1990 –至今: 上帝也会掷骰子
基于统计的方法

§概率图模型

§统计机器学习

今天天气怎么样？

堵车吗？买早餐要不要排队？

公交上有没有位置？



自然语言理解技术发展趋势

深度学习自然语言 语义结构

语义表示方法知识
（语言知识、世界知识）

训练语料



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中的一个子领域

传统的机器学习方法通常需要人工设计的表

示以及抽取特征

深度学习方法与传统机器学习方法不同，它

可以直接进行自动的表示学习



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使得自然语言处理众多任务取得了重大进展

• 基础技术：分词、词性标注、实体识别、成分分析、句法分析、语义

表示、语义匹配、情感倾向分析等

• 应用系统：问题回答、对话系统、机器翻译、阅读理解等



深度学习

单词向量表示 Word Embedding

King - Man + Woman = Queen



深度学习

情感倾向分析

Socher et al. Recursive Deep Models for Semantic Compositionality Over a Sentiment Treebank, EMNLP 2013



深度学习

机器翻译

将源语言转换为一个向量表示，之后将该向量作为输入生成目标语言
[Sutskever et al. 2014, Bahdanau et al. 2014, Luong and Manning 2016]



深度学习

生成式文本摘要

Paulus, Romain, Caiming Xiong, and Richard Socher. “A deep reinforced model for abstractive summarization.” 2017

https://tryolabs.com/blog/2017/12/12/deep-learning-for-nlp-advancements-and-trends-in-2017/



深度学习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Reinforcement Learning Memory Network



知识图谱

真正理解自然语言需要大规模、高覆盖率的知识资源

目前的知识资源难以满足中文理解的需求

百度知心 搜狗知立方



语义表示

真正理解自然语言需要大规模、高覆盖率的知识资源

Lambda Calculus First Order Logic



自然语言处理发展趋势

语言生成

语言理解

专利写作

新闻写作 ⾃动作诗

论⽂写作 百科写作

报告⽣成

⽂本分类

⾃动问答
机器翻译

⾃动摘要
对话系统

阅读理解



自然语言处理到底发展到什么水平？

n 封闭环境VS开放环境
每一个任务的性能都是在封闭测试的环境下得到的，如果在开
放环境下，性能会大大下降。

n 噪音敏感问题
对于噪音问题的敏感度极大，比如语音识别任务。

n 模式识别VS真正理解
所有智能的本质都是模式识别，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解。

n 严重依赖数据
成功的方法大都严重依赖标记语料集合，没有数据就没有智能。

目前自然语言处理方法的局限



机器翻译真的明白你想说的意思吗？

目前自然语言处理方法的局限



单一清晰的领域 自然语言处理算法研究员 海量数据

超大计算量 自动标注数据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应用的5个基础条件

自然语言处理应用



THANK YOU

自然语言处理是目前以及未来 AI 领域最重要的基础技术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