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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目前人机对话系统智能性较低、语句库领域受限的现状，本文设计了面向日常生活常用话题的机器人回复语句库，

用于日常生活聊天. 语句库以汉语句子类型中的句类为模型，构建了涵盖日常生活常用的 28 个话题范围的 900 句语句库. 该

语句库通过关键词语的替换可以扩展出更多的语句，从而用于更广泛领域的人机对话交流，增加了语句库的完善性，尽量避

免了出现答非所问的情形. 同时本文的构建方法降低了人工构建语句库的工作量，而且由于语句库较小，确保了系统实现的

实时性. 人机交互对比实验表明，该语句库用于人机对话系统，实现了使用较少的语句就基本可以进行日常话题的对话，满

意度高于对比网络聊天机器人小 i，从而使得人机交互更加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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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statement library of common topics was constructed in this paper for the problems which the low intelligence of 

human-machine dialogue system and the statement library was limited in some special filed at present. The statement library 

based on sentence category of Chinese sentence types covered twenty-eight common topics, which was composed of 900 

sentences. In addition, the statement library can generate much more sentences by taking place of keywords for much broad 

fields of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The statement library was more complete, improved the intelligence of human-machine 

dialogue and reduced the workload of constructing statement library. The real-time can be achieved because the statement 

library was small. The experiment for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showed that the statement library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is 

better than that of chat robot-little i. The statement library can improve the intelligence and real-time of a chat robot, so that 

made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more frie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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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的发展，聊天机器人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关注. 1950年，图灵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
[1]
：如

果一台计算机能像人一样对话，它就能像人一样思

考，具有了人类智能. 最近几十年，聊天机器人得

到了飞速的发展. 1995年诞生的机器人Alice
[2]
，三

次通过图灵测试，并一度被认为是最聪明的聊天机

器人. 国内的聊天机器人发展也有长足的进步，例

如网络聊天机器人小i
[15]

，腾讯的小q以及中国移动

的飞信助手等等，都是目前比较活跃的网络聊天机

器人，并且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聊天机器人是一

种问答系统. 现有的中文问答系统在人机交互输出

答案时主要有基于问句检索的方法
[3]
和基于模式匹

配的方法，但基于模式匹配方法相对比较困难
[4]

. 

 

 

聊天机器人的实现通常是把答句放入语句库中，根

据分析的输入语句的结果提取库中的语句作为回

答，所以语句库的完备性是决定聊天机器人回答贴

切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 目前大部分的聊天机器人

都是面向特定专业领域的
[5-7]

，用于日常生活交流

的不多, 而且通过人机交互实践发现很多的聊天机

器人经常会答非所问，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语句

库不够完备、包含的话题不够丰富. 语句库的构建

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 而语句库越大，机器人

检索处理的时间越长，时间复杂度越高，进而会影

响机器人的实时性，降低了人们对机器人的满意度. 

针对以上提到的问题我们设计了面向日常生

活常用话题的人机对话语句库. 我们的语句库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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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句类为模型的900句语句所组成，并且具有可替换

性，可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提高了机器人对话的

智能性和实时性，使的人机交互更加友好.  

1 句类模型 

人工智能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就是自然语言处

理
[8-10]

，在自然语言的表述和处理模式方面，源于

印欧语系的语法学和句法分析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11]

. 处理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分词、词性标注等，

但是分词的准确性有待提高，并且分词的错误会直

接影响后面分析的准确性. 句法分析一般就是分析

句子成分或者是句子结构，例如动宾还是主谓，但

是分析准确度仍然受限. 范晓的《汉语的句子类型》

一书中提出，汉语句子可以分为“三个平面”： 

句型. 句模. 句类
[12]

.  

不同于以往都是根据句法结构或语义结构进行

自然语言分析的方法，本文在构建聊天机器人语句

库的时候创新性地采用句类进行句子分析. 在《汉

语的句子类型》一书中，根据句子的表达用途以及

句子传达信息时的主题情形把句子分别分成了 5 类

和 4 类，本文结合日常生活中聊天机器人的实际，

把句子分成 9 类：叙述句、描记句、诠释句、评议

句、祈使句、疑问句、选择比较、礼貌用语、口语.

其中诠释句又分为判断句和领有
[12]

，评议句又分为

个人看法、是非和赞同反对，祈使句又分为为祝福

类、劝告类和请求类.  

2 语句库 

语句库是聊天机器人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本文的语句库的建立过程分为四步： 

a. 确定日常人机对话的话题分类. 

b. 建立基于句类模型和话题分类的人机对话

语句库. 

c. 通过调研和测试数据分析得到语句使用频

率. 

d. 确定 900 句机器人语句库.  

2.1 确定机器人日常对话话题分类 

本文所要建立的是面向日常生活中常用话题的

机器人语句库. 确定话题范围的资料来源主要有四

个方面：《新版英语 900 句》
[13]

、与网络机器人小

i 等的聊天、报纸杂志、现实聊天. 从而确定了 28

个话题分类，每类话题下还有细分，基本上可以覆

盖日常生活聊天常用内容.  

2.2 语句库的建立 

语句库的语句在构建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 

a. 语句库中的语句少而精. 在保证语句库完

备的前提下，尽量避免语句库中语句的冗余，有效

的减少语句数量，从而做到少而精. 

b. 语句库中的语句具有可扩展性. 语句库中

的语句是以句类为模型得到的，这样可以通过语句

中个别关键词的替换得到更多的语句，使得 900 句

的语句库可以扩展成上千句. 

c. 机器人回答更智能. 要使与机器人聊天的

过程更真实，就要使机器人的回答更智能、更巧妙，

因此构建语句库的过程中我们加入反问句或者是

一些可以转移话题的句子，进一步的明确用户所表

达的意思，使得交互过程更加友好，机器人更加智

能，回复更加多样化.  

根据以上原则，结合之前总结出的 28 类话题，

构建出聊天机器人用来回复日常生活常见话题的

语句库. 然后通过调研、人机对话实验，根据语句

的使用频率和用户满意程度，最后确定出 900 句作

为机器人语句库.  

3 系统实现 

在实现过程中，首先把语句库中的语句分成了

3 级：第一级为常用语句、第二级为规则语句、第

三级为后备语句. 

第一级常用语句主要是包括了常用问候类语

句、礼貌用语以及口语化的语句. 例如“你好”、“谢

谢”等等. 第二级规则语句是语句库的主体，包含

了全部针对 28 类常用话题的回复语句. 第三级后

备语句主要包括了识别不出给出的回答语句. 当由

于输入语句不在 28 类话题范围内或者是输入处理

错误而造成机器人识别不了，进而无法给出正确的

回答时，就调用第三级后备语句. 后备回复语句是

比较通用型的语句，是对前面两级语句的一个补充. 

后备语句的回答可能不是最令人满意的回答，但是

可以做到不答非所问，通过反问、主动提问、转移

话题等方式进行进一步的交互，可以提高机器人的

智能性，得到较高的满意度. 

本文采用了基于关键字匹配的自然语言处理

方法来验证所建立的语句库的完备性和回答语句

的满意度，取得了较好的实验结果. 系统流程首先

是输入自然语言，匹配第一级语句，如果成功则返

回库中语句输出，如果匹配失败则进入第二级匹配. 

在第二级匹配过程中，根据规则对输入语句进行多

重匹配，这样可以提高回答的准确性，提高智能性. 

如果第二级匹配成功，则返回库中语句输出，如果

匹配失败则进入第三级匹配，根据关键词匹配结果

返回库中语句作为输出. 

http://www.hackchi.com/hnc/ndxconpt.htm#83


 

 

4 实验结果 

为了证明语句库的可用性，本文进行了对比试

验，对比对象为网络聊天机器人小 i. 根据本文总结

出的 28 类话题，通过调研选取了 840 个问题作为输

入语句，每类话题 30 个问题，然后对比针对同一问

题机器人小 i 以及本文构建的语句库的回答的满意

度，来判断语句库的好坏. 问题的话题范围具有完

备性，没有针对某一群体的倾向性. 满意度采取评

分制进行量化：1    5 分代表对回答语句的满意程

度，即不满意   满意. 而实验评分标准则依据回答

语句的趣味性、切题度、实时性. 满意度得分来自

100 位被测试人员的调研评测. 样本按照随机抽样

的方式在大学城范围内抽取.  

小 i 回答语句的获取来自小 i 机器人的聊天网

页
[14]

，本文的聊天机器人命名为鹏鹏，回答语句来

自本文构建的语句库. 实验分为两组： 

1. 通过本文所设计的人机对话系统得出的回

答语句与小 i 的回答语句的对比实验. 

2. 鉴于本文的系统实现算法对输入语言的处

理不够完善，会影响鹏鹏的回答，进而会影响语句

库的评测，所以第二组实验是假设输入处理完备的

情况下，人工选择输出语句. 并与前两组实验结果

的对比. 第二组的输出语句记为鹏鹏 II. 

实验结果如表1所示. 满意度取值为调研结果的

均值. 

表 1 满意度得分结果 

   均值 方差 

小 i 

鹏鹏 

鹏鹏 II 

  2.94                     

  3.02 

  3.73           

1.39 

1.49 

1.24 

由表 1 可以看出，鹏鹏的满意度与小 i 的满意

度略高一点，但是鹏鹏回答的满意度波动比较大. 

鹏鹏 II 的满意度比前两者有了显著提高，方差鹏鹏

II 的相比小 i 和鹏鹏的要低，说明回答水平波动较

小，比较稳定. 由此可以看出本文所总结的语句库

就日常生活聊天的常用话题来说，总体是优于网络

机器人小 i 的.下面我们对每类话题具体分析，具体

实验结果如表 2所示. 从表 2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a. 在所有 28 类话题中鹏鹏 II 的回答一直优于 

小 i 和鹏鹏的，充分说明了语句库中的语句在这些

话题的回答方面的优势. 

b. 在问候类话题中，小 i 的回答明显好于鹏鹏， 

分析实验结果得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小 i 有学习功 

能，跟上千万网友聊过，在问候方面语句库很丰富，

有很多很俏皮的语句，所以满意度得分比较高. 

c. 在经济、军事、科技、教育、饮食、休息、

运动、医疗、交通、购物、穿着外貌、天气、颜色、 

智慧、动植物、自然等方面，鹏鹏回答的满意度要

略高于小 i 的，分析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些方面比较

专业，很多输入小 i 无法识别，所以会答非所问，

而鹏鹏因为实现过程中只要关键词匹配准确就可

以给出一个相应的回答，所以满意度得分比小 i 要

高. 

表 2 各类话题满意度得分 

   小 i 鹏鹏 鹏鹏Ⅱ 

问候 

政治 

经济 

军事 

科技 

生活设施 

教育 

属性 

饮食 

休息 

运动 

健康 

医疗 

交通 

购物 

穿着外貌 

工作职业 

娱乐 

电影音乐 

电子数码 

天气 

颜色 

语言 

恋爱婚姻 

智慧 

动植物 

货币 

自然 

  3.74                     

  2.88 

  3.73 

  2.47 

  2.38 

  2.59 

  2.91 

  3.16 

  3.14 

  3.39 

  3.03 

  2.98 

  2.50 

  2.55 

  2.44 

  2.88 

  3.25 

  3.28 

  3.29 

  2.69 

  3.09 

  3.51 

  3.11 

  3.50 

  3.03 

  2.69 

  2.47 

  2.79        

3.07 

2.71 

2.96 

2.73 

2.94 

2.70 

3.06 

2.89 

3.45 

3.72 

3.18 

2.89 

2.58 

2.95 

3.03 

3.18 

3.08 

3.09 

2.76 

2.55 

3.49 

3.57 

2.99 

3.22 

3.18 

2.90 

3.09 

2.85 

4.12 

3.41 

3.57 

3.35 

3.35 

3.41 

3.41 

4.10 

3.98 

4.27 

3.91 

3.87 

3.85 

4.03 

3.65 

3.93 

3.85 

3.77 

3.34 

3.68 

3.81 

3.83 

3.59 

4.05 

3.64 

3.73 

3.52 

3.43 

d. 在政治、属性等剩余方面小 i 回答的满意度 

要略高于鹏鹏，分析原因首先是因为在这些方面小

i 的语句库比较丰富，而鹏鹏由于语句库语句比较

少，个别回答很单一，所以满意度不如小 i 的高. 其

次是输入语言的随意性使得鹏鹏无法识别某些关

键词，所以做不出很满意的回答. 鹏鹏 II 的回答满

意度高于小 i 这一结果证明了该原因.  

本文总结了面向日常生活常用 28类话题， 并

以句类为模型构建了人就对话常用语句库. 而且

语句库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可用于广泛领域的人



 

 

机对话领域，提高了语句库的完善性以及机器人的

智能性，同时降低了人工构建语句库的工作量, 并

且确保了系统实现的实时性，使得人机交互更加友

好. 人机交互对比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构建的语句库

总体测评满意度较好，优于对比聊天机器人. 由于

系统实现过程采用了基于关键词匹配的算法，因此

还需要改进对输入语句的自然语言处理算法，增加

语义分析提高机器人的识别能力. 同时输出语句的

智能合成也是下一步需要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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