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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01 word2vec介绍



Word2Vec

word2vec的作用:

• 将词汇映射至一个
连续的k维向量空间
中，向量空间上的
相似度可以用来表
达文本语义上的相
似度

相似度：向量之间的欧式距离，向量之间的夹角...



Word2Vec

word2vec的核心思想是：
出现于上下文情景中

的词汇都有相类似的语义

• 文本型数据（自然语言）--->语料库

• 如何界定词汇之间的相似度？



Word2Vec

构建训练集：
我们首先对一些单词以及它们的上下文环境建立一个训练集。

上下文： 目标单词左边的内容当做一个‘上下文’，
目标单词右边的内容当做一个‘上下文’，
目标单词的左右单词视作一个‘上下文’

大多采用第三种方式，窗口设置为左右m个词，这样就得到这
样一个由(上下文,	目标单词)对组成的训练集。



Part02 两种模型



两种模型

其两种变体分别为：

1、连续词袋模型（CBOW）

2、Skip-Gram模型

Word2vec是一种可以进行高效率词
嵌套学习的预测模型。



Word2Vec

例子：the	quick	brown	fox	jumped	over	the	lazy	dog.
窗口设置为左右1个词

训练集：
1、cbow模型：
输入一系列context词，
预测一个中心词

([the,brown],quick),
([quick,fox],brown),
([brown,jumped],fox),...

2	skip-gram模型 ：
用一个单词预测其周围
单词

(quick,the),
(quick,brown),
(brown,qick),
(brown,fox),...



cbow模型

连续词袋模型(Continuous 
Bag-of-Word Model, 
CBOW)是一个三层神经网络, 
输入已知上下文输出对下个
单词的预测.

第一层是输入层, 输入已知上
下文的词向量；中间一层称
为线性隐含层, 它将所有输入
的词向量累加；第三层是一
棵哈夫曼树。



cbow模型

基本训练过程：

首先根据语料库建立词汇表, 词汇表中所有单词拥有一个随机的词向量.我们
从语料库选择一段文本进行训练.
将单词W的上下文的词向量输入CBOW, 由隐含层累加, 在第三层的哈夫曼树
中沿着某个特定的路径到达某个叶节点, 从给出对单词W的预测.
训练过程中我们已经知道了单词W, 根据W的哈夫曼编码我们可以确定从根
节点到叶节点的正确路径, 也确定了路径上所有分类器应该作出的预测.
我们采用梯度下降法调整输入的词向量, 使得实际路径向正确路径靠拢.在训
练结束后我们可以从词汇表中得到每个单词对应的词向量.



skip-gram模型

Skip-gram模型同样是一个
三层神经网络. 输入一个单词, 
输出对上下文的预测.

Skip-gram的核心同样是一
个哈夫曼树, 每一个单词从树
根开始到达叶节点可以预测
出它上下文中的一个单词.

对每个单词进行2m次迭代, 
得到对它上下文中所有单词
的预测, 根据训练数据调整词
向量得到足够精确的结果.



两种模型

两种模型中非叶子节点的数学
原理



两种模型

使用 softmax	函数来刻画当提供前一个单词h	 (代表 "history")，后一个单词出现的概
率 (代表 "target")

利用 score(w_t,h)来计算单词w_t	与上下文 h	的相容性（通常使用向量积？）。我
们使用对数似然函数来训练训练集的 大值，比如通过：



两种模型

不足：
这个方法实际执行起
来开销非常大。

每次计算一个w_t都需
要去计算并正则化当
前上下文环境 h	中所
有其他单词与语料库v
中单词 w'	的概率得分。

所有特征进行学习



两种模型

CBOW模型和Skip-Gram模型进
行了优化：使用一个二分类器
（逻辑回归）在同一个上下文
环境里从 k	个虚构的 (噪声)	单
词 区分出真正的目标单词 。

我们下面详细阐述一下CBOW
模型，对于Skip-Gram模型只要
简单地做相反的操作即可。



两种模型

从数学角度来说，我们的目标是对每个样本 大化：

其中 代表的是数据集在当前上下文 h	，根据所学习的嵌套向量 ，目标单
词 w	使用二分类逻辑回归计算得出的概率。

当真实地目标单词被分配到较高的概率，同时噪声单词的概率很低时，目标函数也
就达到 大值了。从技术层面来说，这种方法叫做 负抽样，而且使用这个损失函
数在数学层面上也有很好的解释：这个更新过程也近似于softmax函数的更新。这
在计算上将会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当计算这个损失函数时，只是有我们挑选出来的
k	个 噪声单词，而没有使用整个语料库 V。这使得训练变得非常快。

在TensorFlow中已经封装了一个很便捷的函数tf.nn.nce_loss()。



skip-gram模型

@

假设用 t	表示上面这个例子中quick	来预
测 the	的训练的单个循环。用
num_noise	定义从噪声分布中挑选出来
的噪声（相反的）单词的个数，通常使
用一元分布P(w)。为了简单起见，我们
就定num_noise=1，用 sheep	选作噪声
词。接下来就可以计算每一对观察值和
噪声值的损失函数了，每一个执行步骤
就可表示为：

例子：（quick，the）



skip-gram模型

θθ

整个计算过程的目标是通过更新嵌套参数 来逼近目标函数（即使目标函数 大

化）。为此我们要计算损失函数中嵌套参数 的梯度，比如 (幸好

TensorFlow封装了工具函数可以简单调用!)。对于整个数据集，当梯度下降的过程

中不断地更新参数，对应产生的效果就是不断地移动每个单词的嵌套向量，直到可

以把真实单词和噪声单词很好得区分开。



Part03 主要代码



主要代码

θθ

这里谈得都是嵌套，那么先来定义一个嵌套参数矩阵。我们用唯一的随机值来初始
化这个大矩阵。

对噪声-比对的损失计算就使用一个逻辑回归模型。对此，我们需要对语料库中的
每个单词定义一个权重值和偏差值。(也可称之为输出权重 与之对应的 输入嵌套值)
。定义如下。

embeddings = tf.Variable(
tf.random_uniform([vocabulary_size, embedding_size], -

1.0, 1.0))

nce_weights = tf.Variable(
tf.truncated_normal([vocabulary_size, embedding_size],

stddev=1.0 / 
math.sqrt(embedding_size)))
nce_biases = tf.Variable(tf.zeros([vocabulary_size]))



主要代码

θθ

我们有了这些参数之后，就可以定义Skip-Gram模型了。简单起见，我们已经将语
料库中的单词进行编号，这样每个单词就可以用一个数字代替。
Skip-Gram模型有两个输入。一个是一组用整型表示的上下文单词，另一个是目标
单词。给这些输入建立占位符节点，之后就可以填入数据了。

然后我们需要对批数据中的单词建立嵌套向量，TensorFlow提供了方便的工具函数
。

好了，现在我们有了每个单词的嵌套向量，接下来就是使用噪声-比对的训练方式
来预测目标单词。

# 建立输入占位符
train_inputs = tf.placeholder(tf.int32, 
shape=[batch_size])
train_labels = tf.placeholder(tf.int32, 
shape=[batch_size, 1])

embed = tf.nn.embedding_lookup(embeddings, train_inputs)



主要代码

θθ

#	计算 NCE	损失函数,	每次使用负标签的样本.

我们对损失函数建立了图形节点，然后我们需要计算相应梯度和更新参数的节点，
比如说在这里我们会使用随机梯度下降法，TensorFlow也已经封装好了该过程。

#	使用 SGD	控制器.

loss = tf.reduce_mean(
tf.nn.nce_loss(nce_weights, nce_biases, embed, 

train_labels,num_sampled, vocabulary_size))

optimizer =        
tf.train.GradientDescentOptimizer(learning_rate=1.0)
.minimize(loss)



主要代码

θθ

训练的过程很简单，只要在循环中使用feed_dict不断给占位符填充数据，同时调用
session.run即可。

for inputs, labels in generate_batch(...):
feed_dict = {training_inputs: inputs, 

training_labels: labels}
_, cur_loss = session.run([optimizer, loss], 

feed_dict=feed_dict)

完整地例子可参考word2vec.py.



Part04 实例



实例

•（mouse，dog）

•（antiepileptic，epilepsy）

•（death，health）

•（detecting		detect）



θθ更多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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