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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应用题自动求解，即利用计算机对自然语言描述的应用题进行自动理解和作答，一直是人工智能
领域研究的重难点和核心目标之一。针对应用题语义复杂、上下文情景多变、关键参数难以准确识别的问题，提

出一种基于依存句法的初等数学分层抽样应用题题意理解方法。通过构建一个面向初等数学分层抽样类应用题

的句模库，并结合依存句法来实现分层抽样应用题解题信息的自动抽取。实验研究发现，与仅基于句模的信息抽

取方法相比，该方法对不同语义角色的句子的信息抽取准确率均有一定提升，整题理解的准确率从 ４０％上升
至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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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数学问题自动求解一直是数学智能教学系统的研

究重难点。现有系统在实现题目求解功能时，大部分

都是依赖于预先设置的题库，这就导致了系统能解决

的问题数量受到题库规模的限制，且其并不具有良好

的鲁棒性。愈多领域相关的研究者开始思考：如何使

计算机具有理解并处理自然语言描述的数学问题的能

力。自然语言处理无疑是实现数学问题自动求解的关

键。应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处理数学问题的核心目标

就是从“丰满”的应用题文本中抽取出与解题相关的

特定信息。数学问题的题意理解在一步加减等简单数

学题上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通过关键词匹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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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使计算机能够理解题目以进入下一步的推理工

作。然而，面对语义相对复杂、上下文情景相对多变的

数学应用题文本，如初等数学分层抽样应用题，仍有待

解决，这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经之路。

本文以实现从初等数学分层抽样应用题文本中抽

取出关键解题信息为研究目标，采用依存句法与句模

相结合的方法，对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４年所有省份的高考
数学文理科试卷及模拟卷中筛选的１５０道分层抽样类
数学应用题开展了相关研究。通过实验研究发现，与

仅基于句模的信息抽取方法相比，基于依存句法的改

进信息抽取方法对不同语义角色的应用题单句的信息

抽取准确率有一定的提高，整题抽取的准确率从４０％
上升至６８％，证明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１　相关研究

１．１　数学问题自动求解
数学问题自动求解问题涉及语义表征、题意理解、

问题求解等多个方面，包含复杂的认知过程，因此，要

实现机器自动化处理，无疑是比较艰巨的。随着技术

的进步与众多研究员的刻苦钻研，数学问题自动求解

的研究工作也逐渐取得了一些成果。１９６４年，
Ｂｏｂｒｏｗ等［１］针对英语表述的高中代数应用题，设计开

发了第一个研究数学求解问题的系统———ＳＴＵＤＥＮＴ
系统；１９８６年，Ｄｅｌｌａｒｏｓａ等［２］借鉴 Ｋｉｎｔｓｃｈ提出的问题
框架表征模型，模拟人类的认知过程，开发了能实现一

步加减算术应用题自动求解的 ＡＲＩＴＨＰＲＯ系统；随着
大规模知识库的应用日益得到重视，２００７年，Ｗｏｎｇ
等［３］开发的 ＬＩＭＧ系统通过构建本体知识库，实现了
一步加减几何应用题的求解自动化；近年，由日本国立

情报学研究所和富士通合作制造的“Ｔｏｄａｉ机器人”数
学问题求解系统［４］已经能够解决将近一半的日本二档

高考数学题。

国内关于数学问题自动求解的研究，始于吴文俊

院士［５］在几何定理机器证明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其

后，张景中院士不仅提出了消点算法［６］，促进了几何定

理机器证明的发展，还主持开发了多个数学教育软件，

实现了包括不等式在内的多种数学形式的机器证

明［７］。另外，程志等［８］以小学数学整数一步和部分二

步应用题为研究对象，以关键词串匹配的方式实现了

数学应用题的自动求解。相对于英语与纯数学公式文

本，中文表述的应用题自动求解的实现更为复杂。当

前已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主要是小学数学应用题或者代

数、不等式等表述较为简单、数学关系明确的数学问

题。表述丰富的数学问题自动求解的研究仍然受到中

文题目理解技术的局限。

１．２　句　模
句模起源于语言学研究。鲁川等［９］提出，语言是

有限的句子“模型”的集合，而句模则是指在语义平面

上的句子模型。句模研究在对汉语句子进行语义句型

的划分后，针对某个句型，开展包括基本组成成分、句

子结构、语序等内容的研究。句模不仅可以应用于汉

语教学、外语翻译上，还有部分研究者提出将其应用于

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例如：樊孝忠等［１０］在进行银行领

域汉语自动问答系统 ＢＡＱＳ的研究与开发中，采用句
模去对问句进行匹配分析；张滨等［１１］提出基于汉语句

模理论的中文处理策略，以降低分词难度和提高分词

精度；ＡｌＡ′Ａｌｉ［１２］提出了一种方法，通过学习知识库中
存储的不同句型来将其运用于短语预测、句子语义检

查等方面；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等［１３］结合句模与规则来对情感

评估方法进行优化；马莉等［１４］针对句模匹配方法只能

处理各个关键词中有分隔词的问句的局限性，将句模匹

配与关键词词库匹配相结合的方法对问句进行理解。

随着在语义理解中的应用日渐深化，句模慢慢进

入数学问题自动求解领域研究者的视野。周颖等［１５］

特别针对“有”字句，应用框架表示法对解题相关信息

进行存储，利用句模实现应用题自动解答系统中“有”

字句的语义理解。Ｉｗａｎｅ等［１６］针对一步加减应用题的

简单句，通过句子分类及统计对应类型的规范，由关键

词与句型规范进行匹配，以实现应用题句子的理解。

马玉慧等［１７］在进行小学数学应用题自动求解的问题

研究时，针对应用题中包含情境丰富导致的语义理解

困难的问题，提出利用文本中信息能够穷举的特点，构

建语义句模以实现小学数学应用题的语义理解难题。

当前研究极大促进了数学问题自动求解中句模应

用的发展，但其主要还是针对情境较为简单的小学应

用题或是应用题中的简单句，较少涉及到参数多、情境

复杂的数学应用题，如初等数学应用题。

１．３　依存句法
依存句法分析是句法分析的主要方法之一，应用

某一依存语法体系对对给定的句子序列进行自动分析

构建句子对应的依存树［１８］。任一句子序列都包含了

多个成分，成分之间存在的句法关系，通常被称为依存

关系。常见的依存关系有 ＳＢＶ（主谓关系）、ＶＯＢ（动
宾关系）、ＣＯＯ（并列关系）、ＡＴＴ（定中关系）、ＡＤＶ（状
中结构）等。依存句法分析一经提出，就得到了不少

关注，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理论及应用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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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并实现了多种不同的依存句法分析方法。例如：

Ｇｉｇｕｅｔ等［１９］将依存分析与组块分析相结合，构建了基

于泰尼埃理论的法语依存句法分析器；Ｓｃｈｒｄｅｒ等［２０］

将依存句法转化为约束满足问题，以约束依存文法为

基础提出了新的依存句法分析方法；刘海涛等［２１］采用

ＭａｌｔＰａｒｓｅｒ和汉语依存树库来对依存句法分析方法进
行优化改进。

随着依存句法分析不断发展，其在自然语言处理

领域也得到了广泛应用。Ｗａｎｇ等［２２］利用依存句法对

语言动机模型进行改进，使其能够更有效地应用于会

话语音识别中。Ｈａｃｉｏｇｌｕ［２３］将语义角色标注转化为依
存关系的分类问题，通过依存分析方法实现了语义角

色标注。任彬等［２４］提出了一种基于依存句法分析的

文本挖掘方法，并利用其社会媒体文本进行信息抽取

与分析。上述只是依存句法分析应用的部分实例，可

见其在语音识别、语义角色标注、文本挖掘等自然语言

处理各个领域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自然语言处理，

也是数学问题自动求解的难题之一。依存句法分析在

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有效应用，也可借鉴到数学问题

题意理解的研究工作当中。

２　分层抽样应用题的句子特征分析

本文选取初等数学分层抽样类应用题为研究对

象，对应用题的文本特征进行分析，并以应用题的单句

为单位研究其句子核心成分，为基于依存句法的应用

题信息抽取方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２．１　文本特征分析
下面为一道典型的分层抽样高考数学应用题：

“某校有高级教师２６人，中级教师１０４人，其他教
师若干人。为了了解该校教师的工资收入情况，若按

分层抽样从该校的所有教师中抽取５６人进行调查，已
知从其他教师中共抽取了 １６人，则该校共有教师多
少人？”

从该例子中，可以总结出此类应用题的文本描述

存在如下特征：

１）初等数学分层抽样应用题文本较为简短，一般
由不超过１０个短句构成。应用题文本总体长度一般
位于４０至１６０之间，而单句长度大多不超过５０个字，
属于短文本。

２）初等数学分层抽样应用题文本信息主要可以
分为两类：情境类信息和数值类信息。情境类信息一

般是指用于描述问题并赋予一定数值的实体信息，比

如“高级教师”、“中级教师”、“其他教师”等，也包括仅

用于为问题提出作情景铺垫的、与解题无关的文字性

表达。而数值类信息则是应用题解题的关键信息，一

般由数字、字母等构成，可用于数值计算。

３）初等数学分层抽样应用题的分句大多表示实
体或实体间的数量关系或数值变化。应用题的解题过

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数学运算的过程，即通过挖掘数量

关系或数值变化去求解问题的一个过程。

４）初等数学分层抽样应用题分句包含的成分有
限，各成分的“合理”排列组合同样有限。也就是说，

数学问题的句式结构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重复性，例如：

“中级教师１０４人”和“Ａ类学校８０所”的句式结构实
际上都是“名词＋数词＋量词”。

２．２　句子核心成分
针对上述特征，本文以分层抽样类应用题为例，将

各应用题单句主要划分为了六个核心组成部分，分别

为：所属、对象、关系、动词、数词、量词。这六个句子核

心成分与数学问题求解过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起

着建构数学模型或进行数学运算的关键作用。

分层抽样类数学应用题文本通常包含两个以上的

实体，实体间的关系主要包括三类：聚合、类属和并列。

聚合，表现为一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是整体与部分

是相互独立可分的，比如说，学校和教师、鱼贩和鱼等。

类属，相对于聚合，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抽象与具体的关

系，实体间的抽象概括程度有高低之分，例如，教师与

高级教师、鱼与秋刀鱼等。而像高级教师、中级教师、

其他教师这几个实体中存在的关系，即不属于聚合和

类属，但实体间又具有部分相同的属性，本文将其称为

并列。

表１给出了分层抽样类应用题的六个句子核心成
分的解释及实例。

表１　分层抽样类应用题的句子核心成分的解释及实例

句子核

心成分
解释

实例

（原句：句子核心成分）

所属

位于聚合关系中，等同于整

体，与其他实体相互独立，却

又拥有其他实体

“某校有高级教师 ２６
人”：“某校”

对象

涉及聚合、类属和并列三类实

体关系。在聚合关系中，对象

是指被所属拥有的实体；在类

属关系中，对象是相对抽象概

括程度较低的一方；而在并列

关系中，对象则是作为了众多

具有部分相同属性的实体

之一

１．“某校有高级教师
２６人”：“高级教师”；
２．“则在专科生、本科
生与研究生这三类学

生中分别抽取的人数

为多少”：“专科生”、

“本科生”、“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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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句子核

心成分
解释

实例

（原句：句子核心成分）

关系

对应用题句子中描述特定实

体间的数量关系或数值变化

的关键词的概括

“其中执‘一般’态度

的比‘不喜欢’态度的

多 １２人”：“比……
多”

动词

虽然对于应用题解题没有较

大的作用，但却在句子中居核

心地位，对其它句子成分有一

定的制约力。

“某校有高级教师 ２６
人”：“有”

数词
应用题求解的基础，也是数学

运算的实际对象

“某校有高级教师 ２６
人”：“２６”

量词
表示实体对象及其动作的数

量单位

“某校有高级教师 ２６
人”：“人”

鉴于应用题单句成分的可数性及其排列组合的有

限性，本文以这六个句子核心成分为基础，通过建构相

关句模，展开了基于句模的初等数学应用题信息抽取

方法研究。

３　基于句模的分层抽样应用题信息抽取
方法　

３．１　句模库构建
句模是根据句子语义平面的特征分类处理的句子

类别［２５］，它包含的信息主要有组成句模的各个语义成

分及其在句模中所处的位置。面向初等数学分层抽样

类应用题的句模则是由所属、对象、关系、动词、数词、

量词这六个核心成分以及少数具有特殊数学含义的关

键词构成的“合理”的排序组合。以“某校有高级教师

２６人”为例，其对应的句模为“所属＋动词＋对象＋数
词＋量词”。

在文献［２６］中，定义了分层抽样类应用题求解相
关的５种核心语义角色，分别为：总体、总体中的层、样
本、样本中的层、实体关系。下面以一道分层抽样类数

学应用题为例（某校有行政人员、教学人员和教辅人

员共２００人，其中教学人员与教辅人员之比为１０∶１，
行政人员有２４人，现采取分层抽样容量为５０的样本，
那么行政人员应抽取的人数为多少？），对其进行分

解，并给出各单句所属的语义角色及其句模，如表２所
示。任一应用题中，表示不同语义角色的单句，一般都

会在句子的组成成分及其语义、排列组合等方面有一

定的区别。

表２　分层抽样类数学应用题实例

单句 语义角色 句模

校有行政人员、教学

人员和教辅人员共

２００人
总体

所属 ＋动词 ＋对象 ＋对
象 ＋对象 ＋关系 ＋数词
＋量词

其中教学人员与教

辅人员之比为１０∶１ 关系
对象 ＋对象 ＋关系 ＋动
词＋数词

行政人员有２４人 总体的层
对象 ＋动词 ＋数词 ＋
量词

现采取分层抽样容

量为５０的样本 样本

那么行政人员应抽

取的人数为多少
样本的层

对象 ＋动词 ＋人数 ＋动
词＋数词

以“某校有行政人员、教学人员和教辅人员共２００
人”为例，分析应用题单句与句模的映射关系。首先，

句子中包含“校”、“行政人员”、“教学人员”、“教辅人

员”四个实体，其中，“行政人员”、“教学人员”、“教辅

人员”这三个实体间存在着并列的关系，并同时与实

体“校”间表现出聚合的特征，即“校”作为一个整体，

包含“行政人员”、“教学人员”和教辅人员”三个部分。

其次，关键字“共”的存在其实表现出了一种总和、总

体的特征，用来描述“行政人员”、“教学人员”和教辅

人员”三个实体间的数量关系。而单句中动词、数词、

量词特征明显，不再赘述。以自然语言描述的应用题

文本中很少会出现句子与句模完美映射的情况，即句

子中往往会出现表１提及的六个核心成分以外的文字
或字符。比如说该句中的顿号及“和”，它们是作为一

种连接字符，是为保证语句的连贯通顺，这些内容可以

有多种表达方式，且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在句子与句

模匹配前，会对句子进行预处理，对冗余部分进行删

减，以提高匹配效率。

分层抽样类应用题中“样本”句的自然语言描述

十分丰富，并且“样本”句中除数词外的各核心成分在

问题求解中的功能被弱化，任一“样本”句的内容都可

以被概括为如表３所示的框架结构。对“样本”来说，
实际需要抽取的仅有数词 ｎ。为简化研究工作，提高
效率，本文将“样本”句排除。

表３　样本句的统一框架模板

所属 样本

对象 ｎｕｌｌ

关系 ｎｕｌｌ

动词 抽取

数词 ｎ

量词 ｎｕ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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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信息抽取
实现分层抽样类应用题自动求解，关键之一就是

从“丰满”的应用题文本中抽取出与解题相关的特定

信息。本文通过句模与应用题单句进行匹配，匹配成

功则对句子进行分解，抽取各核心成分对应的基础内

容，为后续解题提供规范性数据。

本文设计的基于句模的分层抽样类应用题信息抽

取方法流程如图１所示，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文本
预处理阶段、句模匹配阶段以及信息抽取阶段。

图１　基于句模的分层抽样类应用题信息抽取流程图

（１）文本预处理阶段。数学问题自动求解系统的
输入一般都是未经处理的应用题文本，文本预处理阶

段是系统正常运行的前提。基于应用题待抽取信息及

句模特征的综合考虑，本研究中预处理阶段主要包括

分词、词性标注及简化、删除冗余成分等文本处理操

作，以获得仅有句子核心成分及其对应词性构成的有

序集合。

（２）句模匹配阶段。句模匹配阶段是基于句模的
分层抽样类应用题信息抽取的关键一招，通过将预处

理阶段得到的有序集合与统计得到的句模库数据逐一

进行匹配，以获取与应用题单句相照应的句模数据。

句模匹配主要是指词性序列的匹配。句模是由有限个

核心成分构成，且各核心成分对应的词性有限，因此，

一个句模可以映射成有限个词性序列。若句子与所属

语义角色的句模的词性序列完全相符，则匹配成功。

（３）信息抽取阶段。信息抽取阶段，即从数据库
中提取匹配成功的句模数据，通过句模中各核心成分

的索引值去抽取句子中的相应信息，包括所属、对象、

关系、动词、数词和量词等。

信息抽取实例如表４所示。首先，通过 ＨａｎＬＰ分
词工具对文本进行预处理，可得到“校／ｎ＋有／ｖ＋行
政人员／ｎ＋教学人员／ｎ＋教辅人员／ｎ＋共／Ｒ＋２００／
ｍ＋人／ｑ”（Ｒ为新定义的词性，表示该词具有“关系”
的含义）。然后，将预处理的结果与句模进行匹配，本

例中可得到的词性序列为“ｎｖｎｎｎＲｍｑ”，将其与句模库
中相应语义角色的句模映射的词性序列进行匹配。最

后，根据匹配到的句模，就可以通过数据库中存储的各

核心成分的索引去抽取句子中核心信息，包括所属、对

象、数词、量词等。

表４　基于句模的分层抽样类应用题信息抽取的实例

单句 某校有行政人员、教学人员和教辅人员共２００人

预处理
某校／ｎ＋有／ｖ＋行政人员／ｎ＋教学人员／ｎ＋教
辅人员／ｎ＋共／Ｒ＋２００／ｍ＋人／ｑ

词性序列 ｎｖｎｎｎＲｍｑ

匹配句模
所属＋动词 ＋对象 ＋对象 ＋对象 ＋关系 ＋数词
＋量词

关键信息

所属 校

对象 ［行政人员，教学人员，教辅人员］

关系 共

动词 有

数词 ２００

量词 人

４　基于依存句法的改进句模信息抽取
方法

　　在分层抽样应用题的句模研究中，经常出现单句
中包含不止一个实体的情况，如表４中给出的实例“校
有行政人员、教学人员和教辅人员共２００人”中共包含
了４个实体，分别为“校”、“行政人员”、“教学人员”和
“教辅人员”，该句中后三者不仅相邻的，还都具有部

分相同属性，即存在并列关系。如果不把这种隐含关

系体现在句模中，会对信息抽取工作的准确性造成了

一定影响。例如，单句“校有行政人员、教学人员人数

共２００人”对应的词性序列与上述实例相同，因而匹配
到的句模会将“人数”识别为与“行政人员”、“教学人

员”共存的一个对象，这是错误的。

任一初等数学应用题都是由一个以上的句子组

成，而一个句子又往往包括了一个以上的词，句子中的

词与词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句法关系，称为依存关系。

２．２节中，将实体间的关系划分为了聚合、类属和并列
三类。针对上述相邻实体名词数量增多导致的准确率

问题，本文采用了ＨａｎＬＰ中集成的最大熵依存句法分
析器，挖掘应用题单句中存在的实体间关系，以对各实

体名词进行区分，从而对基于句模的信息抽取方法进

行改进，提高分层抽样类应用题信息抽取工作的准

确率。

结合依存句法，利用挖掘到的实体关系对句模进

行改进，主要是指对单句中包含的各个实体的词性进

行修改。根据实体间的三类关系及其涉及的各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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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本文新定义了如表５所示的几个词性。针对实体
间的聚合关系，表示整体与部分的两类实体词性分别

为“Ｂ”、“Ｏ”；而类属关系中，根据相对抽象概括程度
划分的两类实体词性分别为“Ｇ”、“Ｏ”；最后是并列关
系，存在该类关系的实体词性都为“Ｃ”。在词性序列
中，每个句模的核心成分与其词性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即句模中任一核心成分有且仅有一个词性。因此，本

文是按照“并列 ＞聚合 ＞类属”的优先级关系对各个
实体词性进行修改的。

表５　新定义词性

词性 含义 所处实体间的关系

Ｂ 表示“所属”，等同于整体，拥有

其他实体
聚合

Ｏ

出现在聚合和类属两种关系中，

聚合中指被“所属”拥有的实

体；在类属中指相对抽象概括程

度较低的一方

聚合、类属

Ｇ 表示类属中相对抽象概括程度

较高的一方
类属

Ｃ 表示具有部分相同属性的实体 并列

为更直观展现句模改进前后的变化，同样以“校

有行政人员、教学人员和教辅人员共２００人”为例，如
表６所示。

表６　基于依存句法对句模改进前后对比

某校有行政人员、教学人员和教辅人员共２００人

句模改进前 句模改进后

预处理

某校／ｎ＋有／ｖ＋行
政人员／ｎ＋教学
人员／ｎ＋教辅人
员／ｎ ＋ 共／Ｒ ＋
２００／ｍ＋人／ｑ

某校／Ｂ＋有／ｖ＋
行政人员／Ｃ＋教
学人员／Ｃ＋教辅
人员／Ｃ＋共／Ｒ＋
２００／ｍ＋人／ｑ

词性序列 ｎｖｎｎｎＲｍｑ ＢｖＣＣＣＲｍｑ

关键

信息

对应

词性

某校 ｎ Ｂ

有 ｖ ｖ

行政人员 ｎ Ｃ

教学人员 ｎ Ｃ

教辅人员 ｎ Ｃ

共 Ｒ Ｒ

２００ ｍ ｍ

人 ｑ ｑ

５　实　验

５．１　实验语料与评价指标
为测试基于依存句法的初等数学应用题信息抽取

方法的有效性，本文以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４年所有省份的
高考数学文理科试卷及模拟卷中筛选的１５０道分层抽
样类数学应用题为实验语料，随机抽选１００道为训练
集，５０道为测试集。

依托于分层抽样类应用题的核心语义角色分类，

以１００道分层抽样类数学应用题为训练集，搜集整理
了面向不同语义角色的子句模库并汇总，形成了一个

面向初等数学分层抽样类应用题的句模库。当前构建

的句模库中一共包含了２５３个句模，其中，“总体”对
应的句模有４６个，“总体的层”对应的句模有１１９个，
“样本的层”对应的句模有５９个，剩余的句模属于“关
系”句，有２９个。

为能对测试结果进行有效准确的评价及分析，本

文采用角色句抽取准确率 ＰＲ与整题抽取准确率 ＰＱ
为结果评价指标，将基于句模的信息抽取方法作为基

线，基于依存句法的句模改进方法作为对比。单句抽

取准确率ＰＲ的计算方法如下：

ＰＲ＝
Ｎ（Ｒｒｉｇｈｔ）
Ｎ（Ｒ） （１）

式中：Ｒ表示应用题中表示某一核心语义角色的单句；
ＰＲ表示对语义角色 Ｒ的单句信息抽取的准确率；
Ｎ（Ｒｒｉｇｈｔ）表示信息准确抽取的属于语义角色 Ｒ的单句
数量；Ｎ（Ｒ）表示测试集中属于语义角色 Ｒ的单句
数量。

整题抽取准确率ＰＱ的计算方法如下：

ＰＱ＝
Ｎ（Ｑｒｉｇｈｔ）
Ｎ（Ｑ） （２）

式中：Ｑ表示测试集中的某一应用题；ＰＱ表示对应用
题中所有有效单句信息抽取的准确率，注意，必须是应

用题中所有有效单句都被正确抽取出信息时才会认定

该应用题信息抽取准确；Ｎ（Ｑｒｉｇｈｔ）表示信息准确抽取
的应用题数量；Ｎ（Ｑ）表示测试集的应用题数量。

５．２　实验结果
测试集包括５０道分层抽样类应用题，共１８５个有

效单句。其中，总体句２６个，总体的层９７个，样本的
层５３个，以及关系句９个。

基于句模的信息抽取方法的实验结果如表 ７
所示。

表７　基于句模的信息抽取方法的实验结果

类别 总体句 总体的层 样本的层 关系句 整题抽取

正确数量 ２２ ８９ ３５ ５ ２０

错误数量 ４ ８ １８ ４ ３０

准确率／％ ８４．６２ ９１．７５ ６６．０４ ５５．５６ ４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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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依存句法的句模改进方法的实验结果如表８
所示。

表８　基于依存句法的句模改进方法的实验结果

类别 总体句 总体的层 样本的层 关系句 整题抽取

正确数量 ２４ ８９ ４６ ６ ３４

错误数量 ２ ８ ７ ３ １６

准确率／％ ９２．３１ ９１．７５ ８６．７９ ６６．６７ ６８．００

由实验结果可以发现，基于依存句法的句模改进

方法对样本的层信息抽取工作的准确率有明显的提

升，对总体句、关系句也有一定的影响，以至于整题抽

取的准确率从４０％上升至６８％。
基于依存句法的改进句模信息抽取方法在一定程

度上改善了由于实体名词数量多而导致应用题文本识

别困难的问题。然而，通过实验研究可以发现，该方法

仍然存在着部分信息抽取问题，一大原因在于应用题

中的实体不仅数量众多，表述也十分丰富，甚至有出现

省略化、口语化等现象，计算机无法理解部分应用题中

实体词的真正含义，由此产生错误结果。例如，“其中

一、二、三、四年级的学生比为５∶４∶３∶１”中“一”、“二”
和“三”分别对应了实体“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

级”，而当该句子作为计算机输入时，“一”、“二”和

“三”是作为数词进行理解的，并不能挖掘其省略隐含

的实体信息。后期应加入实体识别的优化策略，以对

当前方法进行改进。除此以外，当前使用的分词工具

以及自定义数学词典的局限性也是导致错误的原因之

一。例如，句子”某校对全校男女学生共１６００名进行
健康调查”在分词操作中将“校对”划分为一个词块，

导致其与句模无法匹配。

６　结　语

本文提出的基于依存句法的初等数学应用题信息

抽取方法，是为解决当前人工智能解题中遇到的难题

之一———如何从“丰满”的应用题文本中抽取出与解

题相关的特定信息。从高考数学文理科试卷及模拟卷

中的分层抽样类数学应用题出发，本文通过搜集整理

面向不同语义角色的子句模库并汇总，形成了一个面

向初等数学分层抽样类应用题的句模库。而后，以各

语义角色单句抽取准确率与整题抽取准确率为结果评

价指标，将基于句模的信息抽取方法作为基线，基于依

存句法的句模改进方法作为对比。通过实验研究发

现，与仅基于句模的信息抽取方法相比，基于依存句法

的改进信息抽取方法对不同语义角色的句子的信息抽

取准确率均有一定提升，尤其整题抽取的准确率从

４０％上升至６８％。这说明了本文提出的基于依存句
法的信息抽取方法在初等数学分层抽样应用题的题意

理解中是有效的。但该方法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需

要在后续研究中对实验中发现的几个问题对其进行改

进更新，以求进一步提高信息抽取的准确率。此外，基

于句模和依存句法的题意理解方法对于其他类别的应

用题，如古典概型类应用题和综合应用题效果如何，也

是后续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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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更有效。但是本文仍然存在不足，比如分类的准确

率仍需要进一步的提高。以后工作会考虑训练集不仅

仅用ＭＲＩ数据也尝试用信息量更丰富的 ＤＴＩ数据，或
者采用三维的卷积神经网络对３Ｄ的医学图像进行训
练，而且会继续考虑信息量最丰富的片数是否可以进

行自动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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