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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机器阅读理解中的答案获取是根据问题选择或者抽象释义出文章中的内容，但得到的序列容易出现表述不
准确与信息冗余的问题。针对机器阅读理解任务中的答案获取提出一种序列生成模型 SGN。首先，SGN 在问题矩
阵空间获取问题与文章的匹配表示，并参照潜在的问题信息，生成当前节点的词向量；然后，使用一个选择门结构
从文章或者字典中选择当前词汇，并且自发学习和归纳 OOV（out-of-vocabulary）单词，解决语义表述不准确的问
题。最后，使用改进的覆盖机制，消除生成序列中的冗余问题，从而提高可读性。实验通过人工数据集 SQuAD 进
行验证，其结果表明，在阅读理解任务上 SGN 生成的目标序列与基准模型 Seq2Seq 相比可读性更加优异，并且与
原文语义更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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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quence generation model for answer acquisition to machine reading comprehension
Huo Huan1, 2, Zou Yiting1, Jin Xuancheng1, Huang Junyang1, Xue Yaohuan1
(1. School of Optical-Electrical & Computer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2. Shanghai Key Laboratory of Data Scienc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3, China)
Abstract: Answer acquisition to Machine Reading Comprehension focuses on problem selection or abstra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 but the sequence obtained is prone to problems of inaccurate representation and redundant
information. A sequence generation model SGN is proposed for answer acquisition in the machine reading comprehension
task. First, the SGN obtains the matching expression between problem and article in problem matrix space, and refers to the
potential problem information to generate the word vector of the current node. Then, using a selection gate structure to
select the current vocabulary from the article or dictionary, and spontaneously learns and generates OOV (OutOf-Vocabulary) wor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accurate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Finally, use improved Coverage
Mechanism to eliminates redundancies in the generated sequence and improve readability. The experiments adopt the
artificial data set SQuA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arget sequence generated by SGN is more readable than the benchmark
model Seq2Seq and is closer to the original semantics.
Key words: answer acquisition; sequence generation model; OOV(out-of-vocabulary); coverage mechanism

0

引言

机器阅读理解任务是指让计算机阅读、理解一篇文章，
然后针对与文中信息相关的问题给出答案。针对回答方式，
可以分为填空型阅读理解与问答型阅读理解两种形式 [1] 。问
答型阅读理解中以“what”“when”“how many”等疑问词提问。
有的问答型阅读理解问题答案仅包含一个词汇，其处理过程
与填空型阅读理解相类似，但对于复杂问题（如“why”“how”
等疑问词开头的疑问句），需要结合上下文推理获取问题答案
[2]
。在问答型阅读理解任务上，机器给出答案的准确度与人
的准确度相接近，但是机器生成问答型阅读理解答案时，依
旧存在答案语义与问题句法间存在表述不一致的问题，如文
章“With an estimated completion date of 2020, the Barack
Obama Presidential Center will be housed at the university and

include…” ， 问 题 “In what year will the Barack Obama
Presidential Center be finished?”，机器给出的答案为“2020”。
但从问题和目标答案的语义与结构可以看出，标准答案结构
应该为“In 2020”，所以解决机器阅读理解任务中的答案生成
问题，需要在阅读原文的基础上，理解问题的疑问词语义才
能获取问题答案。
基于软注意力机制的 Seq2Seq 网络[3]能重新访问输入序
列，并且注意力机制能动态选取输入序列中的列向量（即输
入的每个词向量），从而对输入序列进行压缩。现有的基于
Seq2Seq 的答案获取技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结合 Pointer
Network 获取答案的起止索引[4~8]；另一类则是对输入的文章
词向量进行概括，结合问题的语义信息，对多个相关或相似
的词向量进行抽象生成，获得一个简要的序列 [9~12] 。使用第
二种方法获得的答案序列，容易将原序列中多次出现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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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向量重复输出，从而产生信息冗余。此外，大部分阅读理
解模型都面临 OOV（out-of-vocabulary）问题，即模型解码
预测目标答案时，Seq2Seq 模型不能解码出字典以外的词汇，
从而得不到目标词向量[13]。
因此，在避免信息冗余的条件下，通过高度概括阅读理
解的文章信息并准确表示问题答案，是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本文在 Seq2Seq 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改进的答案—问题序
列生成模型 SGN（sequence generation network）。针对答案获
取问题，首先，SGN 使用改进的 Match-LSTM 网络替换
Seq2Seq 模型的编码层，改进的 Match-LSTM 能用文章在问
题空间投影矩阵和原文章向量矩阵，获取包含问题与文章特
征的匹配表示矩阵；其次，在匹配表示与预测当前节点相应
的词向量前，设计一个选择门结构，一方面决定当前词汇来
源，另一方面让模型自学习和归纳预测过程中产生的 OOV
词汇，以便模型能准确解码 OOV 词汇；最后，为了解决生
成 序 列 中 产 生 信 息 冗 余 的 问 题 ， SGN 使 用 改 进 的 覆 盖
（coverage）机制 [14]，让 SGN 模型可以在之前输出词向量
的基础上解码当前节点词汇。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如下三点：a) 提出了一种序列生成模
型 SGN，在文章与问题匹配的基础上，利用节点生成的方式，
解决生成序列中信息冗余和表述不准确的问题；b) SGN 使用
一个选择门结构计算当前节点的词向量和选择概率，并利用
选择概率选择基于匹配表示的词汇，对 OOV 单词进行学习
并归纳到字典。因为每次仅生成一个词汇，所以能解决生成
序列过程中产生的语义表述问题；c) SGN 模型使用了改进的
覆盖机制，对 SGN 模型的解码层进行修正，能够在已经输出
的词汇上解码当前词汇，从而消除生成序列中产生的冗余信
息。

1

背景知识

1.1 问题定义
机器阅读理解中，通常用三元组  Q, D, A  的形式描述
将阅读理解任务，其中， Q  ( w1 , w2 , ... , w|Q| ) 表示可被回答的事
实性问题； D  ( w1 , w2 , ... , w|D| ) 表示回答问题时参考的文章；
A  ( w1 , w2 ,...w| A| ) 表示问题答案； | Q | 、 | D | 和 | A | 表示问题、文
章以及答案中所包含的单词个数。问答型阅读理解需要对问
题信息进行适当的推理，再对检索到的文章片段进行归纳、
生成答案，即 p( A | Q, D) ；然后，使用模型最终生成的序列与
目标序列的匹配程度来评估模型生成序列的能力。

1.2 Match-LSTM 框架
Match-LSTM 是 由 Wang 等 人 [15] 提 出 的 一 个 LSTM
（long-short term memory）[16]框架，用来处理文本蕴涵问题，
旨在判断假设句的含义能否根据前提句推断而来。模型使用
标准注意力机制，使用 Match-LSTM 逐字匹配词嵌入的前提
与假设两个句子并进行分类。此外，LSTM 中的记忆单元能
对错误匹配进行记忆。Match-LSTM 的模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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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LSTM network
a
mk  [ kt ]
hk

ikm   (W mi mk  V mi hkm1  b mi )
f km   (W mf mk  V mf hkm1  b mf )
okm   (W mo mk  V mo hkm1  b mo )

c  f km
m
k

m
k

i

ckm1 
tanh(W mc mk  V mc hkm1  bmc )
hkm  okm

(1)
(2)
(3)
(4)
(5)

tanh(ckm )

(6)
是两个向量元素间的点乘。
此外，所有的权值矩阵参数 W 与 V 和权值向量参数 b 都可以
在训练时学到。
其中：  是功能函数 sigmoid；

2

SGN 模型

2.1 模型概览
图 2 为 SGN 模型概览，由词嵌入层、编码层与解码层构
成。本节详细介绍 SGN 的基于 Match-LSTM 的编码层、节
点单词生成，以及改进的覆盖机制，最后给出了 SGN 模型的
目标函数。基于 Match-LSTM 的编码层获取文章中的每个词
汇在问题空间的向量表示，节点单词生成是根据原文的上下
文表示向量以及解码层隐含状态生成当前位置的词汇，改进
的覆盖机制是用来解决生成序列中信息冗余问题。

(1  pg )

SGN 模型概览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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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模
2.2.1 Match-LSTM 的编码层
基于 Match-LSTM 的编码层采用一个双向 LSTM 网络对
词嵌入输出进行编码。采用双向 LSTM 网络能在隐含层保存
每个词的前向状态以及后向状态，即最后输出的隐含层保存
的是基于全文的状态。经过双向 LSTM ( BiLSTM ) 后，问题与文
章的隐含层状态为
hQ =BiLSTM (Q); hD =BiLSTM ( D)
(7)
lQ

其中：问题的隐含状态表示为 hQ 

；文章的隐含状态表示

lD

为 hD 
。
为了提升模型的计算效率，本文简化了 Match-LSTM 网
络设计的注意力机制，计算方式如式（8）所示。
A  soft max((WQ hQ  bQ  eQ ) • hD )
(8)
其中： WQ 

ll

、 bQ 

l

是模型学习所获得的参数； bQ  eQ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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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为列向量 bQ 重复 l 次形成一个 l  l 的矩阵，形成大小为
l  l 的矩阵。使用注意力矩阵 A  QD 获取文章中每个词汇在
整个问题空间上的向量表示为
hD =hQ • A

(9)

其中： hD  lD 。此时文章中的每个词都由整个问题表示，即
hD 中每个行向量为文章中的词都是在整个问题空间上的向
量表示。为了获取投影后的文章表示与原始文章间的联合匹
配表示。首先，模型计算原始 hD 与 hD 间的特征向量 Z ( hD , hD ) ，
获取 hD 与 hD 间的相似性；然后，通过一个单层前向 LSTM，
为特征打分，从而得到两者的匹配度 M 。数学过程如下：
Z (hD , hD )  [hD , hD , hD hD , hD  hD , hDWhD ]

(10)

M  LSTM ( Z ( hD , hD ))

(11)
其中： W 是可以通过模型训练获得；“ ”表示矩阵中每个元
素点乘。最后，为了表示一篇文章与问题词汇的匹配表示，
模型添加一个双向 LSTM 聚合所有的词匹配表示，即
H  BiLSTM (M )
(12)
此时，文章中第 t 个词汇的注意力为
 t  soft max( H t )
(13)
第 t 个词汇 wt 的上下文向量，用当前隐含层状态与注意
力的加权平来表示：
ht    it H t
i

(14)

2.2.2 节点单词生成
本文的 SGN 模型是基于 Seq2Seq 和 Pointer Network[17]，
因为模型既可以从原文中复制原始词汇，也可以用问题与原
文的隐含特征，从固定的字典中概括出来。在时刻 t，词汇
生成的概率 p g  [0,1] ，即当 p g =1 时，模型需要从字典中概括
出词汇 et ；当 p g =0 ，则直接从文章词汇中进行复制，其功能
表达式如式（15）所示。
pg  sigmoid (Wh ht  Wd d t  WS St  b)
(15)
其中： ht 为当前时刻 t 上的上下文向量； dt 为 Seq2Seq 解码
在时刻 t 隐含层的状态； St 解码层的输入；b 为偏差。这些
参数都可通过模型训练、学习而获得。选择文章中词汇或者
生成单词表中的词汇，SGN 添加了一个门选择操作，用来决
定单词源：
p ( wt  w)  pg pv  (1  pg )aw
(16)
aw 

Q

A

wi w q 1

wqi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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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  sigmoid (V '(Vdt +Wht  b)  b ')

(18)
通过这个门操作，模型能准确地选择单词词汇，并将其
Q

输出。当 pg =1 或者

A

wi w q 1

wqi

=0 时，生成序列中第 t 个位置的

单词用于文章、问题与字典为条件预测的结果进行输出；当
p( wt  w)=0 时，则 w 为 OOV 词汇，将其上下文表示向量作为
其在字典中的向量值并将其存放到字典中。
2.2.3 SGN 模型修正
重复是 Seq2Seq 模型的一个通病，即同义词的多次出现，
这种现象在含复合句的长文本中的表现尤其明显。为此，SGN
模型改进了覆盖机制来修正原来 SGN 模型，通过使用一个覆
盖向量 ct ， ct 通过对前面的解码输出序列的注意力分布进行
求和：
t 1

ct = dt '
t '0

(19)

et  LSTM (Wh ht  WS St  Wc ct +b)

(20)
其中：Wc 能通过模型训练、学到的参数； dt ' 表示源数据的注
意力分布，即解码层输出的概率分布； ct 表示的概率中包含
到目前为止产生的词汇。显然 c0 =0 ，第一个解码单元的输入
不为输出的词汇。
通过改进了覆盖机制，SGN 模型可以保证现在注意力机
制所做的决定，即从原文复制或概括后从词典中复制过来，
都参考了之前所做决定，并且能有效避免同一个单词或相似
单词的重复出现，从而解决输出结果中产生的重复问题。
2.2.4 目标函数
SGN 模型采用有监督的方式进行训练。训练的输入特征
为阅读理解的文章 D 与问题 Q，模型的输出为预测的问题答
案 A，目标为数据集中给定的答案。生成序列中，模型在注
意力覆盖范围内容易产生信息冗余本文使用注意力与覆盖的
最小值表示覆盖机制产生的损失。此外，即便阅读理解答案
能直接从原文以及字典中进行复制，或者自行生成，结果间
依旧存在差异。目标函数中节点生成产生的代价为总代价的
平均值。所以目标函数定义如下：
J  log p  y * Q, D  
  min( t , ct )

1
 log p(wt )
T t 1 :T

(21)

t

3

实验

首先介绍实验所采用的数据集——斯坦福阅读理解数据
集（SQuAD[18] ）；然后说明模型参数的设置；最后对比分析
效果最佳模型与实验采用的基准模型的实验结果。
3.1 数据集
SQuAD 数据集包含 536 篇文档，以及超过 1 000 000 个
由专业人士根据文档信息提出的问题。提问者是根据自己对
文档的理解与认知，提出相对应的问题，而不是直接从文档
中提取短语或句子作为问题。此外，提问者还给出了对应问
题的答案。答案是用文档中词、短语或者句子片段等构成的
变长序列。SQuAD 数据集中，训练集包含 87 599 个实例，
验证集包含 10 570 个实例，测试集数据则未公开。实验部分
将使用公开两部分数据集（将近整个数据集 90%）来验证模
型。然后将已获得数据集进行随机划分为训练集、验证集、
测试集，所占已获得数据集的百分比分别为 80%、10%和
10%。
模型 SGN 需要归纳文章，然后对齐问题给出最终答案，
SQuAD 数据集仅提供答案片段。为此，实验前需要对数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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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预处理，将数据集中的答案根据问题结构获取答案对齐问
题的标准化形式。答案标准化流程为：使用人工定义规则；
然后使用 HMM 标注数据获取答案的主体部分；最后用依赖
树[19]对主体词分词，并用答案替换主体词树型结构中的疑问
词部分，得到标准答案。为了获取标准化的准确度，使用公
开两部分数据集中 90%的数据训练机器标注、10%测试标注
的准确度，并且从测试的最终结果中随机抽取 1 000 条数据
进行人工评测。标注实验的准确率为 96. 231%，其中产生错
误的因素包括 OOV 词汇、原文标注不准确，以及错误的语
义分词。本实验最终采用的数据集是在标准化的实验结果上
再次进行人工标注数据。其中，数据集的部分结果如表 1 所
示。
表1
Table 1

标注后的部分案例

Example cases after labeling

文章：With an estimated completion date of 2020, the Barack Obama
Presidential Center will be housed at the university and include…
问题：In what year will the Barack Obama Presidential Center be
finished?

chinaXiv:201901.00060v1

标注后答案：In 2020
文章：the extinction of the dinosaurs and the wetter climate may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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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初始化并且服从区间[-0.05，0.05]上的均匀分布。网络中
的隐藏层的使用的参数为一个随机初始化的正交矩阵。本文
给出的答案生成的实验结果是在重新划分的数据集上获取的
结果。对于 OOV 问题，SGN 模型没有预先对词嵌入层进行
训练，而是在训练的过程中让模型自行学习、获得当前抓取
词汇的向量表达。
实验首先实现了 SGN，即基于 Match-LSTM 的 SGN 网
络 ； 然 后 在 SGN 上 扩 展 了 改 进 的 覆 盖 机 制 , 记 为
SGN+Coverage，覆盖机制使用式（21）的代价函数；为了证
明 SGN+Coverage 匹配层的作用，实现了去除匹配层的 SGN，
即用 600 神经元的双层 LSTM 网络替换 Match-LSTM 匹配层，
再依据概率分布抽取局部权值最大的词汇。
实验采用的基准模型为 Seq2Seq+attention 模型，其中模
型的参数由 SQuAD 答案标准化后的数据集的训练集进行训
练，最优模型的参数选择则用验证集上损失最低的一组参数
值。SGN 选择生成文本操作与 Gu 等人[23]设计的 CopyNet
类似。为了验证两者的性能，实验首先使用 CopyNet 预先定
义的参数设置，使用 SQuAD 答案标准化后的数据集训练模
型。 Seq2Seq+attention 与 CopyNet 都
表2

测试集上获得的 ROUGE 值与 EM 值

Table 2

allowed the tropical rainforest to spread out across the continent.

ROUGE and EM from test set

问题：Which type of climate may have allowed the rainforest to

测试集

spread across the continent?
标注后答案：the wetter climate

ROUGE-1 ROUGE-2 ROUGE-L EM(Exact Match)
Seq2Seq+attention（baseline）

53.87

32.82

50.23

33.52

文 章 ： Around the world many governments operate teacher's

CopyNet

56.81

36.08

53.58

35.79

colleges, which are generally established to serve and protect the

SGN

57.49

36.27

53.66

36.61

SGN+Coverage

58.43

37.09

54.27

37.13

去除匹配层的 SGN

56.7

36.21

53.41

36.02

public interest through certifying
问题：Why would a teacher's college exist?
标注后答案：To serve and protect the public interest

其中文章中的方框为 SQuAD 数据集给出的标准答案。
本实验通过采用 SQuAD 答案标准化后的数据集中包含
的  Q, D, A  元组对训练 SGN 模型的参数，并验证模型的合
理性与准确性。
3.2 实验设置
电脑配置 Intel/Xeon E5-2683V3 14 核 28 线程，NVIDIA
GTX 1080 显卡，32 GB 内存，并使用 Tensorflow 深度学习框
架实现。
1) 参数设置 SGN 模型的编码与解码隐含层使用的
LSTM Cell 个数为 600。词向量则在训练过程中，让模型抓
取相应的词向量，本文使用的字典为 300 维预训练词向量表
840B-GloVe[20]。小批量训练 Q, D, A 对的大小为 32。当一个
批训练中序列长度不一致时，选取中间长度最大的值，并且
长度不足的序列后面填补空白向量，其向量值是一个 300 维
的 0 向量。训练过程中迭代数为 60，当在验证集上连续 3 次
迭代后的模型的准确度没有得到提升，甚至出现降低，则提
前停止训练。实验保存模型在验证集上代价最低的一组模型
参数，该参数作为最优模型在测试集上进行测试。
2) 超参数设置 使用 Adam[21] 算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优
化。其中，第一动量系数 beta1 和第二动量系数 beta2 分别设
为 0.9 和 0.999。初始学习率设为 0.001，epsilon 设置为 10E−8。
为了加速梯度下降过程，实验时为全局每 1 000 训练步长设
置了大小为 0.9 的衰减率。同时，为了防止在 SQuAD 数据集
上测试 SGN 模型产生过拟合，训练模型参数时添加了 dropout
机制[22]，在模型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控制层的输出端随机关
闭隐含层中 15%的神经元。此外，词嵌入层的嵌入权值是随

添加对问题与文章进行编码的编码层，并且在编码层共
享一个权值矩阵。字典外(OOV)的词汇进行词嵌入后，会被
映射到预先定义的 UNK 标记。
3.3 结果分析
3.3.1 准确度分析
SQuAD 提供了模型估计脚本，本实验时使用 ROUGE
（recall-oriented understudy for gisting evaluation）[24]和准确
匹配（exact match，EM）对模型的输出结果进行估计，实验
结果如表 2 所示。其中，获取自动文摘指标 ROUGE 包括
ROUGE-N， ( N  [1, 2]) 和 ROUGE-L。自动生成的摘要或翻译
与一组参考摘要（通常是人工生成的）进行比较计算，得出
相应的分值，用来衡量自动生成的摘要或翻译与参考摘要之
间的“相似度”。其计算公式为
ROUGE  N 

  count ( gram )
  count ( gram )

S( 参考摘要集 ) gramnS

match

S( 参考摘要集 ) gramnS

n

(22)

n

其中：N 为元词个数。
ROUGE-L 的计算公式为
Rlcs 

1
LCS ( X , Y )
m

(23)

Plcs 

1
LCS ( X , Y )
n

(24)

Flcs  (1   2 ) Rlcs Plcs ( Rlcs   2 Plcs )

(25)
其中：X 为参考摘要；长度为 m；Y 为候选摘要；长度为 n；
用准确率 P lcs 值来衡量摘要 X 与 Y 的相似度，评测过程中
   ，所以只考虑召回率 R lcs 。EM 值是生成结果与目标答
案完全匹配的奖励。
从表 1 可以看出，在召回率评估和准确匹配上，准确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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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在 ROUGE 和 EM 上的表现并不是很理想。而 SGN 模型与
SGN+Coverage 模型取得了一个比较高的分值，同时，SGN
与 SGN+Coverage 的输出序列与目标结果间的匹配值也明显
高于基准模型。其中，表现最好的 SGN+Coverage 提升的分
值为+4.56 ROUGE-L、+ 4.27 ROUGE-2、+4.04ROUGE-L、
+3.61EM。去除匹配层后问题与文章只能依赖词间的相关度
抽取最相关的词汇，其分值相对于基准模型有所提升，但同
CopyNet 来比，在准确度上仅提升了 0.23。SGN 与 CopyNet
相比，两者结构上相似，得到的 ROUGE 与 EM 值也非常接
近。而 SGN+Coverage 的分值同 CopyNet 比较，提升了 +1.62
ROUGE-1、+1.01 ROUGE-2、+0.69 ROUGE-L、+1.34 EM。
SQuAD 数据集的答案为文章中的词、短语以及句子或句子片
段，所以 CopyNet 与 SGN 对源数据推理后所获得实验结果
基本相似，获得的实验结果很接近。但使用改进的覆盖机制
优化 SGN 模型后，模型能在已经预测出的词汇上进行判断，
并决定当前位置应该输出的词汇，从而获得较准确的答案信
息。所以有理由相信 SGN+Coverage 可以获得较高的 ROUGE
值，一部分与 EM 值与数据集的特征分不开，另一部分取决
于 SGN 的匹配层，匹配层使得文章数据更加依赖于潜在的问
题信息，使结果与最终目标序列更加匹配。
3.3.2 生成序列重复率分析
图 3 为 SGN 和 SGN+Coverage 在测试集中获取的输出序
列中 n 元词（gram-n，n=1,2,3,4），以及最长公共子序列中的
重复率。由 SGN 和 SGN+Coverage 两者的输出重复率比可以
看出，使用改进的覆盖机制的 SGN 网络，能有效减少生成序
列中单词的重复个数，并且其生成序列中的 n 元词的重复数
与目标序列接近。虽然在训练参数时，对覆盖机制的训练次
数少（所有训练次数的 0.8%左右），但在重复产生信息冗余
的问题上基本上得到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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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了具备被动语态的“recorded”，从整体来看符合原序列的
描述。虽然生成过程中原序列词向量与目标序列词向量间的
相关度过于随机，但从图 4 可以看出，基于 Seq2Seq 的
SGN+Coverage 模型除了动态选择原输入词向量，缩减了输
入序列的长度，同时还通过适当地合并与替换原词向量，使
得输出序列的细节描述更加准确。

(a)SGN+Coverage

(b)Seq2Seq
图4
Fig. 4

4

图3
Fig. 3

输出序列与目标序列中重复率对比

Repetition rate comparison among sequences

3.3.3 案例分析
图 4 为 SGN+Coverage 与基准模型 Seq2Seq 在验证集上
部分文章词汇与归纳序列中词汇的热力图。其中颜色深浅表
示词间的相关度，颜色越深表示其相关程度越高。从最终生
成的序列来看，Seq2Seq 获得的序列存在语法问题（“claimed
by”）以及事实细节的描述错误（“appeared by J.I.”，原序列
为“appeared in a book”），容易用原序列中的词汇替代事实性
描述。Seq2Seq 词嵌入的词汇是参考已经训练好的字典，对
于字典中不存在的词汇（如“Gasquet”“atra”）使用 UNK 标记，
最终得到的序列结果可读性并不高。SGN+Coverage 模型自
身具备对新词汇进行学习的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OOV 的问题，提升了 OOV 词汇的召回率，并且最终获得结
果具备一定的语法。此外，对原序列中的“appeared”生成中

生成序列的热力图对比

Heat map comparison between generated sequences

相关工作

阅读理解对机器来说是个巨大挑战，它要求机器掌握人
类语言以及各种知识。最近，已经有许多神经网络模型在
SQuAD[18]数据集上采用抽取的方式进行机器阅读理解验证。
Dynamic Chunk Reader [1]是 IBM Watson 团队提出，是通过抽
取原文中的答案候选集，然后对候选集进行排序。RASOR[4]
介绍了一种使用文章的独立表示和文章对齐问题表示的结构
抽取候选答案，并且为候选答案打分，模型的最终输出为分
值最高的候选答案。Zhang 等人[5] 是在神经网络的基础上，
通过引入句法信息来理解阅读理解中的问题，使用
TreeLSTM 捕获文章中远距离的迭代信息，并且对不同类型
的问题单独建模。Wang 等人[6]首次在 SQuAD 数据集上使用
端对端的神经网络进行测试，通过结合文章与问题，并采用
pointer Network 来决定答案片段所在位置。High Maxout
Network [7] 一个动态解码的神经网络，用来提升解码效率。
BIDAF [8]是通过使用一个双向注意力获取问题注意表示的上
下文。
生成任务需要对输入序列进行抽象释义，主要工作包括
CopyNet[23]，是在 Seq2Seq + Attention 的基础上，引入了拷
贝机制，“复制”原序列中的重要信息并决定“粘贴”位置。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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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12]利用基本 attention 的问题生成模型，模型依据输入的
句子(段落)生成相应的问题，从而解决阅读理解任务。序列
对序列学习模型 COREQA[25] 是通过编码—解码框架结合复
制（copying）和索引（retrieve）两个机制，实现答案生成。
GenQA[26]只能在 Seq2Seq 模型上处理单个事实的简单问题。
Miao 等人[27]在 Seq2Seq 模型上使用一个用于推理的变分自
动编码器，解决阅读理解任务，其生成模型首先从语言模型
中获取潜在的句子概括，然后根据潜在的总结得到最终的结
果。
但是 SGN 为了解决阅读理解任务，使用了一个简单的门
结构实现原文生成或者从字典中复制两个操作。此外，为了
获取原文向量中更多的潜在特征，SGN 通过在问题空间的文
章向量表示与文章原始向量表示，获取两者的匹配向量。为
了解决同词或同义词重复出现的问题，本文采用了覆盖机制
修正 Seq2Seq 学习模型，使得最后实验的结果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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