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 PyTorch 实现 Word2Vec 词嵌入 

一、实验目的 

 嵌入（embedding）是机器学习中 迷人的想法之一，嵌入技术用于神经网络模型

已有相当大的发展，我们平时使用过的 Siri，Google 翻译，以及智能手机键盘进行下

一个词的预测等等，都是在从自然语言处理模型的核心的想法中获益。 

Word2Vec 是一种有效创建词嵌入的方法，它是从大量文本预料中以无监督方式学

习语义知识的模型，这个模型为浅层双层的神经网络，用来训练以重新建构语言学之词

文本。 

本次实验选择利用 PyTorch 的功能实现 Word2Vec 的词嵌入，达到预测上下文词

的目的。 

二、实验名称 

基于 PyTorch 实现 Word2Vec 词嵌入（Word2Vec word embedding based on 

PyTorch） 

三、实验数据 

用于训练的语料库数据，每一行包含的信息有：标题，日期，刊物，隶属关系，摘

要和基因。 

四、实验时长 

两课时  



目录 

基于 PyTorch 实现 Word2Vec 词嵌入 .................................................................................... 1 

一、Word2Vec 简介 ................................................................................................................... 3 

二、Word2Vec 词嵌入的模型介绍 ........................................................................................... 4 

三、关键代码说明 ..................................................................................................................... 13 

四、实验结果 .............................................................................................................................. 17 

五、完整代码 .............................................................................................................................. 18 

 

 

  



一、Word2Vec 简介 

在自然语言处理里面， 小的单位量是词语，词语组成句子，句子组成段落，段落

在组成一篇文章，所以在处理自然语言的问题时，首先要对 基本的词语进行处理。词

语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所以需要把他们转换为数值形式，即可以理解为将词语嵌入到一

个数学空间里面，这样的嵌入方式就叫做词嵌入（word embedding）。 

Word2Vec，是词嵌入的一种，主要思想是把一个词语转化成对应向量的表达形式，

以便于让机器读取数据。所以 Word2Vec 是一组用于生成单词嵌入的相关模型，这些

模型是浅层的两层神经网络，采用的是 n 元语法模型（n-gram model），即假设一个

词只与周围 n 个词有关，而与文本中的其他词无关，经过训练可以重建单词的语言环境。 

Word2Vec 是轻量级的神经网络，其模型仅仅包括输入层，隐藏层和输出层，模型

框架根据输入输出的不同，可以分为 CBOW 模型和 skip-gram 模型，CBOW 模型是

通过上下文的内容预测中心词的可能情况，而 skip-gram 模型与其相反，它是通过中

心词预测上下文词的，这两个模型在下文将会详细介绍。 

Word2vec 将大量文本语料库作为输入，并产生向量空间，通常具有数百个维度，

语料库中的每个唯一词都在空间中分配了相应的向量。 词向量位于向量空间中，以便

在语料库中共享公共上下文的词在空间中彼此靠近。 

 

  



二、Word2Vec 词嵌入的模型介绍 

 1、单词的表示方法类型 

①、one hot 编码（独热编码） 

one hot 编码就是用一个向量来表示一个词，向量的长度为词典的大小，向量

中只有一个 1 ，其他全为 0，1 的位置对应该词在词典中的位置。例如：I like NLP 

very much，转换成 one hot 编码就是：“I”：[1，0，0，0，0]，“like”：[0，1，

0，0，0]，“NLP”：[0，0，1，0，0]，“very”：[0，0，0，1，0]，“much”：[0，

0，0，0，1]，每个单词占一个维度。 

这个编码方式不需要繁琐的计算，简单易懂，但是缺点也非常明显，比如：1、

任意两个词之间都是孤立的，因为表示这两个词的向量是正交的，根本无法表示出

在语义层面上词语之间的相关信息，这一点是致命的缺陷。2、这个编码方式会导

致矩阵非常稀疏，当语料库达到十万或者百万级别时，向量的维数太大导致内存灾

难。 因此介绍另外一种词的表示方式，可以把词向量的维度变小。 

 

②、词的分布式表示（distributed representation） 

词的分布式表示可以解决 one hot 编码的一系列缺陷，它的思路是通过训练，

将每个词都映射到一个较短的词向量上面来，所有的这些词就构成了一个词向量空

间，每一个向量可以视为该空间上的一个点，此时向量长度可以自由选择，与词典

规模无关，这是非常大的优势，进而可以用普通的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词与词之间

的关系。这个较短的词向量维度一般需要我们在训练时自己来指定。 

还是以之前的例子来说明，现在要将“like”这个词从一个可能非常稀疏的向量



所在的空间，映射到一个更加低维的空间中，必须满足两个性质：1）、这个映射是

单射。2）、映射之后的向量不会丢失之前的那种向量所含的信息。将高维词向量嵌

入到一个低维空间的这个过程称为词嵌入，更形象的解释如下图 1 所示： 

 

 

图 1 词嵌入过程 

 

经过一系列的降维操作，就得到了用分布式表示（distributed representation）

的较短的词向量，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分析词之间的关系了，假如降维到了 2 维，用

词向量表示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以下结果： 

𝑁𝐿𝑃 + 𝑣𝑒𝑟𝑦 + 𝐼 - 𝑚𝑢𝑐ℎ = 𝑙𝚤𝑘𝑒 

这些向量之间的关系可能如图 2 所示： 



 

图 2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们得到 后的词向量的训练过程中引入了词的上下

文，实际上我们是想得到“like”的词向量，但是在训练过程中，同时考虑了它左右

的上下文，那么就可以使“like”带有语义信息了。通过这种操作，我们可以得到近

义词，甚至“like”和“love”的向量可能非常相近。 

 

2、CBOW（Continuous Bags of Words） 

这个模型的思想是给定上下文单词的情况下来预测当前单词，要预测的当前单

词为 y，在输入层输入经过 one hot 编码过的上下文单词，再通过一个隐藏层进行

操作后输出，输出后通过函数 softmax，可以计算出每个单词的生成概率，训练模

型如图 3 所示： 

 



 

图 3 CBOW 模型 

 

 ①：输入层：输入的 X 是上下文单词的 one hot 编码（假设单词向量空间维度为

V，上下文单词个数为 C，那么第 i 个词的就是一个维度为 V，第 i 个元素值非零，其余

元素全为 0 的向量，一共有 C 个这样的向量。） 

 ②：输入层到隐藏层之间有一个权重矩阵 W，隐藏层得到的值是由输入 X 乘上权

重矩阵得到的。（W 的转秩乘以 Xi 就相当于从权重矩阵中，选择第 i 行作为隐藏层的

值。） 

 ③：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也有一个权重矩阵 W’，因此输出层向量 y 的每一个值，

其实就是隐藏层的向量点诚意权重向量 W’的每一列。 

 ④： 终的输出需要经过 softmax 函数，将输出向量中的每一个元素归一化到 0~1

之间的概率，概率 大的就是预测词。 



 通过对简单模型的说明，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加直观的例子来解释 CBOW 模型，如

图 4 所示： 

 

 

图 4 

 

3、skip-gram 

这个模型的思想是通过当前单词预测上下文单词，当前单词为 x，要预测的其

他单词是 y，同样也是是通过一个隐藏层输入后再用 Softmax 函数来预测其它词的

概率。模型如下图 5 所示： 

 



 

图 5 skip-gram 模型 

 

我们还是以例子“I like NLP very much.“来说明如何训练神经网络。 

①、首先我们选句子中间的一个词作为我们的输入词，例如我们选取“NLP”

作为 input word。 

②、有了 input word 以后，我们再定义一个叫做 skip_window 的参数，它代

表着我们从当前 input word 的一侧（左边或右边）选取词的数量。如果我们设置

skip_window=2，那么我们 终获得窗口中的词（包括 input word 在内）就是['I', 

'like'，‘NLP’，'very', 'much']。skip_window=2 代表着选取左 input word 左侧

2 个词和右侧 2 个词进入我们的窗口，所以整个窗口大小 span=2x2=4。 

③、还有一个参数叫 num_skips，它代表着我们从整个窗口中选取多少个不同

的词作为我们的 output word，当 skip_window=2，num_skips=2 时，我们将会



得到四组 (input word, output word) 形式的训练数据，即  ('NLP', 'I')，('NLP', 

'like')，('NLP', 'very')， ('NLP', 'much')。 

④、神经网络基于这些训练数据将会输出一个概率分布，这个概率代表着我们

的词典中的每个词是 output word 的可能性。例如，当我们在设置 skip_window=2

和 num_skips=2 的情况下获得了两组训练数据。假如我们先拿一组数据('NLP', 

'like')来训练神经网络，那么模型通过学习这个训练样本，会告诉我们词汇表中每个

单词是“like”的概率大小。 

⑤、模型的输出概率代表着到我们词典中每个词有多大可能性跟 input word

同时出现。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我们向神经网络模型中输入一个单词“China“，

那么 终模型的输出概率中，像“Japan“，”American“这种相关词的概率将远

高 于 像 “ animal“ ， ”fruit“ 这 些 非 相 关 词 的 概 率 。 因 为 ”

Japan“，”American“在文本中与“China”的相关性更高。我们将通过给神经

网络输入文本中成对的单词来训练它完成上面所说的概率计算。 

我们的模型将会从每对单词出现的次数中习得统计结果。例如，我们的神经网

络可能会得到更多类似（“China“，“Japan”），（“China“，”American“）这

样的训练样本对，而对于（”Japan“，”fruit“）或者（”American“，”animal

“）这样的组合却看到的很少。因此，当我们的模型完成训练后，给定一个单词

“China”作为输入，输出的结果中“Japan“或者”American“要比”animal“或

者”fruit“被赋予更高的概率。 

通过反复多次的训练， 终我们要得到的是权重矩阵。 

在这两个模型中，W 是将输入 x 映射到隐藏层的 V×N 维嵌入矩阵，W’是将

隐藏层映射到 终输出层的嵌入矩阵，其中 V 表示的是输入层的维数，N 表示的是



隐藏层的维数。 

 

4、Softmax 函数 

Softmax 函数主要是将数值转化成概率，使用向量间的内积来表示词语的相似

性，通过中心词得到上下文词的概率，x 表示上下文词，c 表示中心词，𝑉0表示中心

词的词嵌入，𝑈2表示上下文词的词嵌入，公式如下： 

𝑃(𝑥|𝑐) =
exp	(𝑈2<𝑉0)
exp	(𝑈=<𝑉0)

>
=?@

 

 

  为了实现从实数空间到概率分布的标准映射方法，将以上公式定义为如下： 

𝑃= =
e2A

e2BC
 

 

更形象的可以由下图 6 来解释 Softmax 函数： 

 

 

图 6 



Softmax 意思是说将原来输出是 3,1,-3，通过 Softmax 函数的作用，就映射

成为(0,1)的值，而这些值的累和为 1（满足概率的性质），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它理解

成概率，在 后选取输出结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取概率 大（也就是值对应

大的）结点，作为我们的预测目标。 

预测结果 y’和实际结果 y 之间的交叉熵（cross entropy）的定义如下： 

𝐶𝐸 𝑦, 𝑦G = − 𝑦Ilog	(𝑦′I)
I

 

 

  



三、关键代码说明 

 1、数据预处理 

先对训练集数据进行预处理，包括将所有的字母都换成小写，除了“-”以外的

标点符号都换成空格，所有的数字都替换成 NBR，以便于下一步的处理。这部分的

代码如图 7 所示，原始语料库数据存放在 reference.txt 文本中，预处理之后的内

容存放在 corpus.txt 文本中。由于语料库内容过多，此处就不展示处理好之后的数

据形式了。 

 

 

图 7 

 

 2、单词处理 

保留出现次数前 40000 的单词，将低频词用 UNK 代替，这样处理后可以避免

很多对训练过程基本没有作用的低频词，提高训练效率。返回 word2index （将

data 转为 index 表示）和 index2word（将 index 形式转为 data）。这部分也属于

在训练之前将单词进行预处理。图 8 所示的就是单词处理部分的代码。 



 

图 8 

 

3、为 skip-gram 模型生成 batch data。包括上文中提到的 num skips，skip 

window 等数据，如图 9 所示： 

 

 



图 9 

 

 4、创建 skip-gram 模型。包括 embedding 数据，output 数据以及 softmax 函

数等参数，如图 10 所示： 

 

 

图 10 

 5、开始训练，打印 loss。如图 11 所示： 

 



 

图 11 

 6、将词嵌入用 t-SNE 算法后的结果进行可视化。可以得到一张直观反应单词之间

关联性的图片，这个过程如图 12 所示： 

 

 

图 12 

 



四、实验结果 

 这个实验 终的训练结果是一张可视化的图片，关联性更高的单词会映射到更加接

近的位置，通过这张图片我们更加哦更够了解 Word2Vec 的训练思想，可视化的结果

如图 13 所示： 

 

 

图 13 

 

  



五、完整代码 

代码来源： 
https://github.com/YaoXinZhi/Skip-Gram-NS-with-pytorch/blob/master/Skip_Gram_basic.p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