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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2Vec:�Neural�Item�Embedding�for�Collaborative�Filtering�

本论⽂通过将item�embedding来学习item之间的相似性⽽不管user。�

将⽤⼾的⾏为序列作为⼀个集合，空间/时间信息将会被损失，我们选择忽视这些信息，因为我们假

设在相同集合的item是相似的，不管他们是怎么被⽤⼾⽣成的。因为忽视了空间信息，我们对待set

中任意的item对都作为⼀个正例，即窗⼝⼤⼩为set⼤⼩，给定⼀个item集合，⽬标函数可以被修改

为如下：

其中ui和vi是单词wi的⽬标向量和上下⽂向量，通过负采样可以将公式2变为：�

本论⽂中也做了对set的shuffle对⽐，发现效果⼀致，本论⽂中，使⽤ui作为最后第i个item的表⽰，

也可以死使⽤vi来表⽰，或者是ui+vi，或将两者concat，实验表明后⾯两种有时候表⽰更优。�

user-to-item�recommendations�

Sampling-Bias-Corrected�Neural�Modeling�for�Large�Corpus�Item�
Recommendations�

负采样会受采样偏差的影响，会损伤模型的表现，尤其是⾼度倾斜的分布，我们提出了⼀种新颖的算

法去估计数据流中item的频率。�

Wide�&�Deep�Learning�for�Recommender�Systems�

Deep�neural�networks可以起到对特征的⾼度概括，wide�cross-product能够起到对特征的记忆，

⽐如⼀个⾼相关性的特征由于出现的次数少导致dnn训练的embedding会出现过度概括⽽不去推

荐，因此本论⽂结合两者提出wide&deep�learning。�

⼀个推荐系统可以被看成⼀个搜索排序系统，其中输⼊是⽤⼾集以及其上下⽂信息，输出是item的

排序。给定⼀个query，推荐任务是在数据库中发现相关的item，然后基于某个⽬标对这些item进⾏



排序。

推荐系统中的⼀个挑战是实现memorization和generalization，memorization简单定义为历史数据

中特征或item的共现频率，在⾼度稀特征中很有效，⽽且只需要很少的参数就能记住⼀些期望的规

则，但不能概括那些没有出现的特征对，generalization则是探索新的特征组合，这些特征组合很少

在之前的⾏为中出现，generalization的缺点是有些特征很少和其他特征交互或者仅和某个特征交

互，这样就很难学习低维的embedding，因为该embedding在dnn中会和所有的embedding交互，

可能会导致⼀些不相关的推荐。【introduction中有详细的介绍两者的区别】�

推荐系统如下所⽰：



第⼀步是筛选，即Retrieval，通常是使⽤过⼀些机器学习模型或⼿⼯规则来匹配⼀些item，第⼆步

是Ranking，即对候选池中的item排序，排序的分数通常是P(y|x)，即给定特征x后⽤⼾⾏为y的概

率，x通常包括user�features�(e.g.,�country,�language,demographics),�contextual�features�(e.g.,�

device,�hour�of�theday,�day�of�the�week),�and�impression�features�(e.g.,�app�age,historical�

statistics�of�an�app).�

本论⽂关注的重点是ranking模型(使⽤wide&deep�learning�framework)�

wide部分即y=wx+b形式，其中特征包含两部分：raw�input�features�和�transformed�features，⽐

较重要的⼀种transformation是cross-product�transformation：�

可以参考代码https://github.com/tensorflow/models/blob/20f31bf6e68dd221227230c826fd16a

3640db2a7/official/r1/wide_deep/census_dataset.py#L90中使⽤到的交叉特征有两种：

https://github.com/tensorflow/models/blob/20f31bf6e68dd221227230c826fd16a3640db2a7/official/r1/wide_deep/census_dataset.py#L90


1 crossed_columns = [
2     tf.feature_column.crossed_column(
3         ['education', 'occupation'], hash_bucket_size=_HASH_BUCKET_SIZE),
4     tf.feature_column.crossed_column(
5         [age_buckets, 'education', 'occupation'],
6         hash_bucket_size=_HASH_BUCKET_SIZE),
7 ]
8 wide_columns = base_columns + crossed_columns

Joint�training不同于ensemble，joint�training的wide部分只需要使⽤部分交叉特征解决deep�part

虚弱的地⽅，⽽不是全部的wide�model，wide�part部分的优化算法为FTRL，deep�part部分的优化

算法为AdaGrad。join后的损失函数如下：�

Data�generation中提到对连续特征的归⼀化⽅法，使⽤⾮线性变换【类�

QuantileTransformer �和�函数� quantile_transform �提供了⼀个�基于分位数函数的⽆参
数变换器�将数据映射到⼀个取值在0到1之间的均匀分布上】�

1 from sklearn import preprocessing
2 import numpy as np
3 x=np.array([0.1,1,2,52,43,54,23,545,2324,54,32,323,100000000])
4 x=x[:,np.newaxis]
5 quantile_transformer = preprocessing.QuantileTransformer(random_state=0)
6 t=quantile_transformer.fit_transform(x)
7 print(t)
8 >>>
9 [[0.        ]
10  [0.08333333]
11  [0.16666667]
12  [0.5       ]
13  [0.41666667]
14  [0.625     ]
15  [0.25      ]
16  [0.83333333]
17  [0.91666667]
18  [0.625     ]
19  [0.33333333]



20  [0.75      ]
21  [1.        ]]

最终的app推荐模型图如下：�

从图中看到连续值并没有映射向量，⽽是直接和其它embedding⼀起concat，该模型被训练在超过

500�billion样本上，�implemented��a��warm-starting�system�which�initializes�a�new�model�with�

the�embeddings�and�the�linear�model�weights�from�the�previous�model�

Towards�Personalized�and�Semantic�Retrieval:�An�End-to-EndSolution�
for�E-commerce�Search�via�Embedding�Learning�

e-commerce搜索中存在两个关键的挑战：�

how�to�retrieve�items�that�are�semantically�relevant�but�not�exact�matching�to�query�terms�1.

�how�to�retrieve�items�that�are�more�personalized�to�different�users�for�the�same�search�

query�

2.

实际上语义相关但和item不那么匹配，不同⽤⼾相同query返回不同的item�

下⾯是⼀个典型的电商搜索系统，包括query�processing,�candidate�retrieval,�and�ranking：�



Query�Processing将query转为⼀个基础术语形式�

Candidate�Retrieval�

Ranking�

本⽂关注在Candidate�Retrieval阶段，实现更个性化和语义的搜索结果。因为在召回阶段有20%的

结果不满⾜条件。

DPSR线下训练模型如下：�



Two�Tower�Model�Archiitecture:�

Multi-heads:�



query存在⼀词多意，因此将query特征映射到多个输出，⼀个是projection�layer，⼀个是MLP层，

projection�layer可以是⼀个，也可以是K个，最后输出K个embedding作为multi-head�表⽰。这K个

输出最终和item�embedding点乘的时候按权重求和，即所谓的attention�loss（加了⼀个分⺟来弱

化注意⼒的影响）：

Negative�Sampling：�

random�negatives�and�batch�negatives�

Random�Negatives：每个batch使⽤相同的负采样集合�

Batch�Negatives：每个批次中其他的item作为当前item的负例�

这两类负采样集合按α和1−α进⾏采样�

Compressed�Input�Data�Format：�

三类特征：user�features，item�features，user-item�interactionfeatures，使⽤tfrecords�

Multi-Interest�Network�with�Dynamic�Routing�forRecommendation�at�
Tmall�

Matching�stage�,�ranking�stage�



Distributed�Representations�of�Sentences�and�Documents�

14年发表的，⾯对⽂本的映射⼀种最常⻅的⽅法是使⽤BOW来得到固定⻓度的特征，但BOW有两个

明显的缺点：损失了词的顺序信息和忽略了词的语义（即上下⽂），这篇论⽂提出了Paragraph�

Vector，从可变⻓度的⽂本⽚段中学习固定⻓度的特征表⽰。�

PV-DM如下：�

⽂中提到使⽤Concatenate效果好，在训练阶段，所有的参数⼀起被更新。在预测阶段，对于新的

paragraph�vector，仍旧需要训练，但此时softmax�权重，W都不会改变，即只会改变D。�

PV-DBOW如下：�



同上，预测阶段时softmax的权重和word2vec不变，更新D【这个貌似被我经常⽤到，但是我把D和

W混为⼀谈，⽐如⽤⼾关注任务，⽤⼾关注某些⽤⼾，⽽也会被某些⽤⼾关注】�

Graph�network�

metapath2vec:�Scalable�Representation�Learning�forHeterogeneous�
Networks�

Representation�learning在多类别的节点和边上存在挑战，本论⽂开发了两个模型metapath2vec和

metapath2vec++，metapath2vec仅构建异构图的结构信息，metapath2vec++同时构建依构图的

结构和语义信息。



Homogeneous�network�embedding需要优化的⽹络概率如下：�

N(v)表⽰的是节点v对应的邻边节点，有多种⽅式去定义，⽐如取⼀度邻边。p(c|v;θ)表⽰给定节点v

下出现节点c的概率。【上⾯的公式相当于对每⼀个节点计算其全部的邻边节点的概率】�

Heterogeneous�network�embedding:metapath2vec需要优化的概率如下：�

Nt(v)表⽰v的邻边中t类型的节点，p(ct|v;θ)为⼀个softmax函数：�

Xv为X中的第v⾏，表⽰的是节点v的embedding，⻅下图中的(a)，对于节点a4的邻边可以是：�

【这⾥邻边的定义不⼀定是⼀跳关系，可以是多跳，⽐如venues】�

Mikolov�et�al.�在word2vec中介绍了负采样，利⽤相同的技术可以对metapath2vec，表⽰如下：�



【注意上⾯提到了metapath2vec负采样的时候没有考虑节点的类型】�

Meta-Path-Based�Random�Walks：不同于同构图，Sun�et�al.论证了在异构图中使⽤random�walks

会导致偏向于那些占主导位置类型的节点和⼀些集中的节点。【意思就是说有些类型的节点跟⼗字路

⼝⼀样，会被频繁访问，因此访问到是⼀⼩批⽐较集中的节点】

于是设计了meta-path-based�random�walks有能⼒体现不同类型节点之间的语义和结构关系。�

如上，定义了⼀个meta-path�scheme，R=R1◦R2◦···◦Rl−1定义了节点类型V1和Vl之间的关

系，⽐如上⾯的a图中'APA'定义了⼀篇论⽂(P)上两个作者(A)的交互关系，'APVPA'代表的是两个作者

发表论⽂在相同的会议上，之前的⼯作已经展⽰了很多在异构图上的数据挖掘的任务从meta-paths

上建模可以得到收益。上⾯展⽰了节点跳转的转移概率，vi+1是t+1类型的节点，(vi+1,vit)∈E表⽰是

否存在这样的边，φ(vi+1)=t+1表⽰vi+1的节点类型是t+1。�



上⾯提到meta-paths是对称的，这个公式有点不是很理解，只能说当t=l的时候，vt和v1两个节点的

类型是⼀样的，但是不能说明其对其他类型的节点的转移概率⼀样的，因为节点类型⼀样不代表节点

相同。

metapath2vec++�

metapath2vec在负采样的过程中忽略了邻边节点的类型，metapath2vec++考虑了该问题，在

softmax上做了如下调整：�

Vt表⽰的是⽹络中类型为t的节点集合，在上⾯的c图中可以看到，即输出类别个数个分布，每⼀个类

别对应⼀个输出矩阵，转为负采样的形式如下：

梯度更新如下

我在上⾯的点评中⼀直提到了⼀个重要的转换思路：softmax->sigmoid，以及为啥能转换。�

思考：

meta-path�scheme的⻓度，walk的⻓度，窗⼝的⻓度�1.

我在the�metapath2vec++Algorithm中看到的貌似meta-path�scheme的⻓度=walk的⻓度，均为

l，但是应该不是，因为下⾯walk�length�l=100，应该是⼀个循环模式。�

窗⼝的⻓度是k�



meta-path�scheme的选取�2.

我想的是应该选取⼀个meta-path�scheme还是选取多个meta-path�scheme，多个似乎更加丰富⼀

点



softmax->sigmoid�3.

Graph�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s�for�Web-Scale�Recommender�
Systems�

PinSage：联合random�walk和graph�convolutions⽣成node�embedding，其包含了图的结构和节

点特征信息。

。。。

Billion-scale�Commodity�Embedding�for�E-commerceRecommendation�in�Alibaba�

Embedding�中如果有负数怎么处理�

deepwalk�

graph分析关注在node�classification,link�prediction,clustering�



Multi-task�learning�(RecSys)�

An�Overview�of�Multi-Task�Learningin�Deep�Neural�Networks�

深度学习中的两种MTL，即hard/soft�parameter�sharing�of�hidden�layers，如下图所⽰：�

Hard�parameter�sharing如figure1所⽰，多个任务共享隐藏层，极⼤的减少了过拟合的⻛险。�

Soft�parameter�sharing如figure2所⽰，每个模型有其⾃⼰的参数，但是模型之间的这些参数之间的

距离会被约束，⽐如使⽤l2正则约束。�

⽐如我们有两个相关的任务A和B，它们共同依赖隐藏层表⽰F，MTL能够有效的增加训练模型的样本

⼤⼩(我理解是因为不同的任务共⽤相同的隐藏层)，相⽐于单独训练任务A，因为A中的数据有噪声导

致模型可能学习到噪声特征使得模型表现的很好，即不能学习到general表⽰，很容易让task�A过拟

合，联合A和B通过平均噪声模式能够获得⼀个更好的表⽰F(更general的表⽰)。�



MTL能够帮助模型关注那些实际起作⽤的特征上（因为不同的任务因为数据可能是的模型对特征的关

注不同，但是不同的任务会学习那些公共的特征，⽽这些特征正是对多个任务起作⽤的特征，但是前

提是这些任务都是相似的），和Representation�bias理解起来⼀样，即模型会偏向于其他任务也喜

好的表⽰形式。这将为模型⽣成⼀个概括⽤于新的模型的参数，只要有⾜够的训练任务，⽽且这些

任务出⾃相同的环境。

后⾯的不再详述。

Modeling�Task�Relationships�in�Multi-task�Learning�with�Multi-gate�
Mixture-of-Experts�

使⽤Multi-task�learning，⽬标是构建单个模型来同时学习多个⽬标和任务，但是模型质量会受任务

之间关系的影响。建模是需要权衡“特定任务⽬标”和“任务之间关系”(modeling�tradeoffs�

between�task-specific�objectives�and�inter-task�relationships)。MMoE在所有任务中共享专家⼦

模型之间，同时有⼀个⻔⽹络来优化每⼀个任务。

为了验证我们的模型，做了如下⼯作：

应⽤在⾃⼰合成的数据集上，通过控制任务的相关性展⽰了当任务不太相关时MMoE要好于

baseline�

1.

根据训练数据和模型初始化中不同程度的随机性，MMoE结构可以获得额外的可训练性好处【没

懂】

2.

在真实的任务上也有提升3.

研究表明MTL通过利⽤regularization和transfer�learning可以提⾼模型的预测能⼒【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强调model�prediction】，但实际上MTL不总是⽐单任务要好，很多基于DNN的MTL模型对不

同的数据分布和任务之间的关系是敏感的，即task的差异会损坏⼀些模型的表现，尤其是当模型的⼤

部分参数是共享的时候。

⼀些近期的⼯作提出了新颖的建模技术，以解决多任务学习中的任务差异，⽽⽆需依赖明确的任务差

异度量，但这些模型需要增加很多参数，在实际⽣产过程中由于服务器内存问题⽽受到限制。

MMoE允许参数被⾃动分配去体现共享任务的信息或者是任务明确的信息，避免在每个任务中增加新

的参数。

论⽂中提到其贡献有三【我理解就第1点吧，⾃动调整学习模型的公共部分和差异部分】：�

⾃动调整参数去modeling�shared�information�and�modeling�task-specific�information�1.

任务的相关性在MTL中是如何影响的以及MMoE是如何影响模型表现以及可训练性的�2.

验证MMoE在真实场景中的效率�3.

MTL共享太多参数虽然降低了过拟合⻛险，但是会遭受不同任务的优化冲突。�

模型如下：



我看了对应的代码，模型⾮常的简单，mmoe核⼼代码如下：�

特定任务特定的tower层，代码中使⽤的是census_income数据集，其中tower也只是⼀个简单的

dense层+softmax：�



本论⽂从任务相关性的⻆度对合成数据集做了⼀些实验，仅对两图说明⼀下，更多请看原论⽂。

下图说明不同相关性任务在不同模型下的loss对⽐，意思是说不管相关性怎么变，MMoE效果都是最

好的，论⽂中提到MMoE下降和其他模型下降的gap，我觉得不成⽴，因为loss下降并不是呈现线性

关系（loss越低下降越慢），从模型图中可以看到Shared-Bottom和OMoE的区别只是OMoE将

experts通过输⼊做了⼀个attention，我通俗的将其理解为：Shared-Bottom没有对expert做任何的

约束，导致每⼀个expert不知道该学习什么，它们之间也没有沟通，学习到的信息都是混乱的或者是

交叉的，⽽attention明确了不同的expert在不同任务中的权重，这样每⼀个expert就知道⾃⼰应该

学习那些部分让对应的任务效果更好。

下⾯这张图显⽰的是数据⽣成和模型参数初始化不同对模型loss的影响，数据⽣成中分布不变但是随

机种⼦变化且模型参数初始化不同，可以看到MMoE的鲁棒性更好，不会受到数据和初始化的影响。

【似乎是⼀直提到的trainability和randomness】�



论⽂中还有很多细节未理解。

Perceive�Your�Users�in�Depth:�Learning�Universal�User�
Representations�from�Multiple�E-commerce�Tasks�

可以参考⼀下这篇⽂章（相对更简单点，本论⽂相⽐之下有点炫技）：https://developer.aliyun.co

m/article/420698�

the�universal�user�representations�

Personalization�techniques�：personalization�for�recommendation�,�search�and�advertising�

By�sharing�representations�and�learningwithin�the�multi-task�setting,�the�user�representations�

are�mademore�general�and�reliable�

It�is�not�necessary�to�build�complexmodels�from�scratch�for�individual�personalized�tasks�

separately,which�takes�time�and�computing�resources�

训练阶段使⽤已经学习到的表⽰(即universal�user�representations直接被下⼀个模型使⽤)会让模型

训练更简单，推理阶段只需要被推理⼀次⽽被其他的模型使⽤。

https://developer.aliyun.com/article/420698


单任务的⽹络表⽰仅仅体现出该任务需要的信息表⽰，⽽数据中的其他信息则被丢失。相反，mtl学

习允许统计共享和知识迁移，能够体现出潜在的因素。[Representations�for�a�single�task�deep�

network�can�onlycapture�information�needed�by�the�task�and�other�information�ofthe�data�is�

totally�discarded.�In�contrast,�multi-task�learning�allowsstatistical�strength�sharing�and�

knowledge�transfer,�thus�the�rep-resentations�can�capture�more�underlying�factors.]�

MODEL�ARCHITECTURE�如下：�

仅该模型分析三个部分：Embedding，LSTM，Attention-based�Pooling。�

Embedding包括两部分，item和property，如下图所⽰：�

Item�features表⽰的是item⾃⾝的特征(et)，behavior�property表⽰的是⽤⼾对item的⾏为属性

(pt)，包括behavior�type,�behavior�scenario�and�behavior�time。behavior�type包括点击，加⼊

书签，增加到购物⻋和购买，scenario表⽰的是⾏为发⽣在哪，⽐如是搜索，推荐或者⼴告场景，

time表⽰的时间段，⽐如workdays�or�weekends,�in�the�morning�or�at�night。�

LSTM为Property�Gated�LSTM，具体可看论⽂：�



Attention-based�Pooling部分公式如下：�

其中attention部分是两层的全连接层，q为query�embedding，u是user�profile。�

其他略。

【我在阿⾥云的那篇⽂章中有提到item�id的Embedding训练时通过word2vec得到的，难道是类似

item2vec那样？？？】�

awesome2vec�



act2vec,�trace2vec,�log2vec,and�model2vec:�Representation�
Learningfor�Business�Processes�

act2vec�

和CBOW相似，CBOW的原理是因为word可以从它的上下⽂中预测出来，我们考虑traces�as�

sentences�and�events�as�words。�

trace2vec�

LM�

Distributed�Representations�of�Words�and�Phrases�and�their�
Compositionality�

有必要好好读⼀下，略提⼀下Subsampling�of�Frequent�Words部分。�

在⾮常⼤的语料中，最常⻅的word很容易出现上亿次，这些词相对于出现次数少的词来说提供的消

息更少，sg关注的是共现关系，⽐如the经常出现在France的上下⽂，但是相对于the和france的关

系，模型更想学到france和paris的关系，在百万的实例训练后，频繁的word的向量将不会再改变。�

使⽤⼦采样即能够保持频率的排名也能让频繁的word进⾏采样。公式如下（P为拒绝概率）：�

t⼀般取10-5，f为word的频次除以语料中token数（如果出现的太少，显然上式的结果会⼩于0，这

样就不需要采样了），结果显⽰这种⽅法能够加速学习⽽且能够明确提⾼少数频次的词的向量效果。

GloVe(Global�Vectors�for�Word�Representation)�

有两个⽐较常⻅的模型：LSA和word2vec，但是都有明显的缺点。�

LSA充分利⽤了静态信息，但是在单词之间相似性上表现不⾜。word2vec可以很好的表现单词之间

的相似性，但是却没有很好的利⽤语料的统计特征，因为word2vec是在窗⼝⼤⼩下训练⽽⾮全局共

现，体现的是local信息⽽⾮global。�

Related�work中提到了⼏种⽅法：�

LSA，HAL，COALS，PPMI，HPCA，NNLM，vLBL�



glove的由来如下：�

上图中k为上下⽂，ice,steam为⽬标词，看最后⼀⾏，⼤于1表⽰相⽐于steam，和ice更相似，⼩于

1则相反。于是就有了如下公式：�

于是最后的⽬标函数为：

其中的f(x)为：�

最后总结⼀下：



先计算两两之间的共现矩阵，⼤致⽬标是让wi,wj拟合Xij让等式8为0，同时加上惩罚因⼦f(x)，x越⼤

惩罚越严重。训练集的⼤⼩是共现矩阵中的⾮零元素的个数，这受限于词表的⼤⼩。论⽂中提到

了"随机采样共现矩阵中的⾮零元素"，这样量级就降下来了（我觉得有点问题）。�

对应的代码实现我也⼀并看了，核⼼代码如下所⽰（均⽅函数+adagrad）：�

GloVe�C�implementation：https://github.com/stanfordnlp/GloVe�

GloVe�python�implementation：http://www.foldl.me/2014/glove-python/�

word2vec�vs�glove：https://www.quora.com/How-is-GloVe-different-from-word2vec�

关于word2vec和glove我的⼀些理解：�

关于count�based有点疑惑：�1.

我觉得w2v也能学到全局信息，ice和solid共现次数越多，w2v学习到它们就越相近，⽽steam和

solid共现次数少，在w2v中它们就不会那么相近。�

https://github.com/stanfordnlp/GloVe
http://www.foldl.me/2014/glove-python/
https://www.quora.com/How-is-GloVe-different-from-word2vec


对上⾯的直观解释是：如果想让某两个词在w2v训练中⽐较相似，那么只要让那两个词共现出现次数

多⼀点即可。

再进⼀步解释：以sgns为例，两个词在⼀个窗⼝下，我们就把这两个词作为正样本训练，⽬标是两

个词的向量乘积等于1，那⼀次反向传播只是让两个词向量因为这个⽬标更加靠近了⼀点，只有这两

个词不断的出现才能让两个词的向量更相似，⽽共现次数即代表了反向传播的次数，这不恰恰体现了

w2v的count信息吗。【反看glove，简单的说就是⽬标函数相⽐于w2v更强烈了，word2vec的⽬标

体现的是共现即相似，glove的⽬标体现的是两个词共现，那它们到底有多相似，其实这点w2v也能

体现的，即上述提到的迭代过程。】

关于速度：2.

对这个模型的时间复杂度和w2v⽐较，有说词表⼤了之后不适合，既然都共现了，在w2v中必然会出

现⼀对正样本，⽆论如何都⽐w2v要快。�

glove的不⾜：�3.

从前两点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glove只是将w2v的迭代过程给加速了，但是有⼀点glove没有做，那就

是负采样，glove忽视了共现矩阵中为0部分。�

第⼀点，通过⽬标函数加速向量的更新，这种⽅式和w2v迭代的⽅式的区别。�

第⼆点，glove忽视了负采样，那么glove就没有定义不相似的信息，因此如果词表⽐较⼩⽽语料

⼤，那么是可以掩盖glove这⼀点劣势的，因为这样共现矩阵中⾮零元素就⽐较少，⽽且glove中相

对相似的信息弥补了负采样。【这点解释了为什么glove不适合词表过⼤的语料，并⾮速度】�

总的来说，相⽐于w2v，glove的优势就是快，没有其它的了(愚⻅)。�

Enriching�Word�Vectors�with�Subword�Information�

Word�similarity�

Analogy�tasks�

本论⽂是skip-gram的扩展，词的形态表⽰。�

每⼀个word被表⽰为⼀系列的n-gram字符集合，为word增加边界符号<和>分别表⽰词的开头和结

尾，同时n-gram中也包含了word本⾝，以"where"为例，n=3，n-grams表⽰如下：�

1 <wh,whe,her,ere,rer>

同时还包含word本⾝：�

1 <where>

注意"her"和"<her>"是有区别的，这也是为什么要加前后缀符的原因，这样就能区分边界或中间的

情况。实际中⼀般设置n⼤于等于3，⼩于等于6，可以充分考虑前缀和后缀。�

⼀个单词对应的向量⽤它的n-grams表⽰：�



其中vc表⽰的是w的上下⽂向量，这样能够学到稀疏单词可靠的表⽰。�

为了控制内存的消耗，将n-grams使⽤hash映射到整数1到K之间，下⾯的实验将K设置为2*10^6。�

关于模型实现细节【注意下⾯提到了3个采样：负样本采样按word词频的平⽅根为概率采样，窗⼝⼤

⼩均匀采样，正样本使⽤⼦采样(在word2vec原论⽂中提到过，说有些词经常⼀起出现上百万级别，

但是这些词之间⼤多没有啥意义，反⽽共现少的更有意义，⽽且这些词出现次数达到⼀定次数后，两

个向量在训练过程中便不会再怎么更新了，因此对正样本再次采样)】：�

后⾯提到了⼀下实验的对⽐，看了部分：

sisg(测试集OOV使⽤sub-info)效果最好，sisg-(测试集OOV不使⽤sub-info)也⽐sg好，同时也证明

了sisg不需要太多的数据集就能训练得很好，尤其是对于特定领域的任务数据集不充⾜的情况下，

sisg⽐cbow/sg更具优势（数据集10%�or�5%的数据似乎就能够达到最好效果了）。�



这个图上spearman�rank为斯⽪尔曼等级相关系数（⽪尔逊相关系数），是词相似度任务的评价指

标：

⽐如x为测试集中两个词对应的相似度值，y就是模型给出的两个词相似度值(⼀般是两个词对应的向

量的余弦相似度)。�

⼀些疑问：

N-grams对应的词表应该也不会太⼤吧，那为什么要做hash呢，⽽且K⽤得着设置这么⼤吗？

hash包含了word本⾝的词表吗？�

1.

我粗略看了⼀下代码，n-grams默认是从3-6来遍历的，⽽且hash的范围是bucket参数，⼤⼩为

2,000,000，最终使⽤的是n-grams对应的向量的均值来表⽰hidden，因此词表是没有包含word本

⾝。

字符对应的向量维度和word对应的向量维度都设置为300维是否合适？�2.

默认是100，⽬前看到的代码中没有word向量这⼀说。�

w2v中的正样本不是全部都被使⽤吗，我看上⾯那段中提到会在窗⼝⼤⼩内随机的采样。�3.

没有全部被使⽤，⻅前⾯标红的部分。

实际效果，及w2v和fasttext的对⽐与优劣，fasttext的优点�4.

因为我看论⽂上对应的指标，sisg⼏乎是碾压sg，和我之前看到的⼀篇⽂章不太符合(语义和句法任

务上的对⽐结果)，撇开OOV不提。�

⻅：https://jayantj.github.io/posts/fasttext-gensim-word-embeddings�

https://jayantj.github.io/posts/fasttext-gensim-word-embeddings


提到w2v更擅⻓semantic，⽽fasttext更擅⻓syntactic【我理解是说因为fasttext考虑了前后缀，那

必然学习到了词性的信息(形态/morphology)，⽽词性⼜是强相关句法的，因此syntactic�tasks更

佳】

Deep�contextualized�word�representations�(ELMo)�

Pre-trained�的模型应该能够表⽰：�

(1)��complex��characteristics��of��worduse�(e.g.,�syntax�and�semantics)��

(2)�how�theseuses�vary�across�linguistic�contexts�(i.e.,�to�modelpolysemy)�

联合每⼀层的输出可以得到更丰富的word表⽰，⾼层lstm的输出体现的是word�meaning，可以被

⽤在词义消歧上，⽽底层的lstm输出体现的是syntax，可以被⽤在part-of-speech上，实验分析联合

的表⽰要优于只使⽤lstmm最⾼层的表⽰。�

tricks：�



Generative�Pre-Training�

疑问�

语义与句法，syntactic�and�semantic�1.

TODO�

Representation�learning�

Introduction�to�Graph�Neural�Networks�https://www.morganclaypoolpublishers.com/catalo

g_Orig/samples/9781681737669_sample.pdf�

https://github.com/tensorflow/models/tree/master/official/r1/wide_deep�

Graph�Neural�Networks:A�Review�of�Methods�and�Applications�

RPC的理解�

tensorflow/pytorch�

如何固定⼀部分参数训练另⼀部分参数

https://www.morganclaypoolpublishers.com/catalog_Orig/samples/9781681737669_sample.pdf
https://github.com/tensorflow/models/tree/master/official/r1/wide_deep


LM侧�

Efficient�non-parametric��estimation��of��multiple��embeddings��perword�in�vector�space�

context2vec:��Learning��generic��context��em-bedding�with�bidirectional�lstm�

Personalization�techniques��

CATN:�Cross-Domain�Recommendation�for�Cold-Start�Users�viaAspect�Transfer�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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