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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指代消解一直都是自然语言处理中的核心任务，它对于篇章分析、自动文

摘、信息抽取、信息检索、信息过滤和机器翻译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在已

经成为国内外自然语言处理研究中的热点。本文采用数据挖掘领域中的基于图

的频繁子结构挖掘技术和机器学习方法来完成英文中第三人称代词的指代消

解。 
首先，从语料库中抽取篇章中各子句的句法分析树，并在此基础上构造包

含指代关系的图以构成庞大的图集。然后利用基于图的频繁子结构挖掘技术，

挖掘图集中包含指代关系的频繁子结构。挖掘结果表明，基于图的频繁子结构

挖掘技术能较有效地挖掘图集中的频率子结构，这些频繁子结构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了包含指代关系的图所内含的规律。但是，基于图的挖掘技术其时间和空

间复杂度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限制了频繁子结构挖掘的深度和广度。 
在挖掘到的频繁子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频率向量特征，并对前人提

出过的树型结构特征作了修改，再结合经典的句法特征以构成特征空间， 后

利用 SVM 学习方法训练得到一个用于指代消解的分类器。对不同特征组合的实

验结果比较表明：修改后的树型结构特征能大大提升基准系统的性能，而新提

出的频率向量特征对基准系统性能的提升效果并不大。基于图的数据挖掘技术

在指代消解方面的应用还需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 基于图的频繁子结构挖掘；指代消解；第三人称代词



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II

Abstract 

 
As the core of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 anaphora resolution has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message understanding, text summarization, information 
extraction, information retrieval, information filtration,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It 
has become the research hotspot in NLP at present. In this paper, we use the 
graph-based frequent substructure mining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data mining and 
machine learning metho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anaphora resolution for third 
person pronouns in English. 

Above all, we extract the syntactic parsing trees of the sentences in the 
document from the corpus, and then we construct a huge graph set with those parsing 
trees. All the graphs in such graph set contain the anaphora relationship. Then we 
mine the frequent substructures which contain the anaphora relationship from such 
graph set.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graph-based frequent substructure mining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mine the frequent substructures from the graph set. We 
find that these frequent substructures can reveal the rule embed in the graph with the 
anaphora relationship, in a way. However, the problem caused by the time and space 
Complexity of the mining technology restrict the depth and width of the mining 
process. 

On the basis of those frequent substructure, we propos a frequency-vector as a 
feature of training, and modify a tree-like structural feature proposed by previous 
researchers, and then construct the feature space by adding the classical syntactic 
features. Lastly, we get a classifier by utilizing the SVM machine learning method. 
With the comparison of the result of different combination of those features, we find 
that this modified tree-like structural feature can boot the baseline system greatly, 
while the new-proposed frequency-vector feature can barely boost the baseline 
system. We conclude that there is much leeway for the use of graph-base data mining 
technology in anaphora resolution. 

 
Key words graph-based frequent substructure mining  anaphora resolution  third 

person pronouns 



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III

目  录 

 
摘 要.............................................................................................................................I 
Abstract ...................................................................................................................... II 
 

第１章 绪论 ............................................................................................................ 1 
1.1 课题背景及意义 ......................................................................................... 1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 

1.2.1 国内外在该方向的研究现状与分析.............................................. 2 
1.2.2 指代消解的其它相关问题.............................................................. 5 

1.3 论文研究内容 ............................................................................................. 6 
第２章 基于图的频繁子结构挖掘 ........................................................................ 8 

2.1 基于图的频繁子结构挖掘算法................................................................... 8 
2.1.1 频繁子结构挖掘问题的定义与分类................................................ 8 
2.1.2 频繁子结构挖掘的代表算法............................................................ 9 

2.2 频繁子结构挖掘..........................................................................................11 
2.2.1 输入数据.......................................................................................... 12 
2.2.2 挖掘系统简介.................................................................................. 13 
2.2.3 挖掘结果与分析.............................................................................. 14 

2.3 本章小结..................................................................................................... 15 
第３章 基于 Tree Kernel 的代词消解 ................................................................. 16 

3.1 基于 Tree Kernel 的代词消解 .................................................................. 16 
3.1.1 三种结构化的句法特征................................................................ 16 
3.1.2 实验重现........................................................................................ 17 

3.2 本章小结 ................................................................................................... 20 
第４章 基于频繁子结构挖掘的代词消解 .......................................................... 21 

4.1 频繁子结构在指代消解中的应用 ........................................................... 21 
4.1.1 X-Expansion 扩张方式.................................................................. 22 
4.1.2 频率向量特征................................................................................ 23 

4.2 实验结果与分析 ....................................................................................... 24 
4.2.1 实验设置........................................................................................ 24 



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IV

4.2.2 实验结果与分析............................................................................ 25 
4.3 本章小结 ................................................................................................... 26 

结论............................................................................................................................ 27 
致谢............................................................................................................................ 28 
参考文献.................................................................................................................... 29 
附录 1......................................................................................................................... 31 



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 1 -

第１章 绪论 

1.1 课题背景及意义 

指代是一种用抽象概念代替具体事物的语言现象，通俗地说，就是用简短

的代词或者缩略语表示某些上下文中提及到的具体事物。例如，在句子“哈尔滨

工业大学是全国著名的理工科大学，我以身为哈工大的学生感到自豪。”中的“哈
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工大”都称为表述或者参照表达式，在这个句子中，这两个

表述之间存在着指代关系。指代消解就是确定不同表述之间是否存在指代关系

的过程。指代消解是自然语言处理中的核心任务，对于篇章分析、自动文摘、

信息抽取、信息检索、信息过滤和机器翻译等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美国国

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组织召开的 MUC（Message Understanding 
Conference）会议上，指代消解还被认为是信息抽取任务的关键技术之一，并从

MUC-6 开始专门成立了指代消解的评测机构。 
机器翻译是用计算机实现一种自然语言到另一种自然语言转换的过程，指

代消解对于机器翻译的成功与否有关键作用。如在翻译“哈尔滨工业大学是全国

著名的理工科大学，我以身为哈工大的学生感到自豪。”时，如果翻译前没有确

定好“哈工大”这个缩略语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之间的指代关系，那么几乎不可

能翻译正确。 
自动文摘就是利用计算机自动地从原始文献中提取文摘的过程，国内外都

已经研究了很多年，但是目前该领域中较为成熟的技术都是基于句子摘取的。

常见的策略是通过不同的方法对篇章中各个句子计算其重要度，然后通过考察

重要度来选择重要的句子并有机地组合成 终的文章。如果在计算句子重要度

之间完成共指消解，就能将篇章中同实体的各种表述归一化，从而进行更加合

理的句子重要度计算。 
指代消解效果的提高都有助于这些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为了

使机器翻译的结果更加准确、合理，自动文摘所抽取的信息更能体现文献的重

点，其生成的文摘更加流畅，我们必须解决指代消解问题，提高指代消解效果。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近 20 年来，指代消解受到了格外的关注，大多数计算模型和实现技术都是

这一时期出现的。ACL、COLING、EMPLP、EACL、NAACL 等重要的国际会

议都召开过共指消解的专题会议，2001 年的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学报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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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指代消解的专辑。相关的问题，Mikov[1]、王厚峰[2]、郎君[3]等人曾作过很好的

综述。 

1.2.1 国内外在该方向的研究现状与分析 

全自动的指代消解是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理解的一项艰难任务。这方面的专

门研究在国外已经进行了数十年了，但在国内才刚起步不久。总的来说，以往

对共指消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类方法。 
1.2.1.1 基于语言学方法的共指消解 

早期对共指消解的研究都集中于利用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在这些方法中，

为一个照应语确定先行语的问题是一个多选一问题。这类问题一般通过一系列

约束条件，过滤掉不符合要求的某些先行语，比较典型的有性、数和人称的一

致性规则，句法和语义的一致性规则。 
(1)1978 年，J.Hobbs 提出了指代消解的两种算法，这是 早的代词消解算

法之一。其中一种方法是完全基于句法知识，也称为朴素的 Hobbs 算法；另外

一种方法是既考虑句法知识又考虑语义。Hobbs 的算法使用从左到右的广度优

先搜索策略搜索句法树。它先检查代词所出现在的当前句子，第一个满足约束

条件的 NP（名词性短语）将会被选为先行语，这些约束如数量一致性和性别一

致性；如果在当前的句子中找不到先行语，该算法将遍历文本中前面子句的句

法树。由于搜索过程完全在句法树上进行，这种算法的执行效果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句法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2) Groxa & Sidner 等人于 1983 年前后提出并发展起来的中心理论认为，篇

章中的表述应该是连贯的，而连贯性可以通过中心的变化来刻画。通过关注中

心的变化，可以预测下一个句子焦点，从而确定表述间的共指关系。 
虽然这类语言学知识在处理指代消解方面问题的力量显得有点单薄，但是

作为自然语言 基本的语法规则，现在大部分主流的指代消解方法都以它们作

为 基本的、不可缺少的约束条件，并通过修改或者添加新的特征来提高指代

消解的效果。 
1.2.1.2 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共指消解 

训练语料规模的壮大使得各种利用学习算法在训练语料上获得相关知识的

方法成为可能，这类方法称为机器学习的方法。机器学习的方法兴起较晚，它

是一种较新的方法。根据所使用的学习方法和原理的不同，机器学习方法主要

可以分为基于分类的机器学习方法和基于聚类的机器学习方法。 
如图 1-1 所示，采用基于分类的机器学习方法时，首先利用经验信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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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称为语料库）获得正确的分类信息（就二元分类而言，即问

题取“正”和取“反”的实例），然后从待解决的问题中抽取若干与问题相关的特

征。接着将这些正确的分类信息和它们的特征信息作为参数输入到训练分类模

型的算法中， 后就得到一个对经验信息而言 有效、 合理的分类模型。在

测试分类器的性能时，从测试实例中获取上面抽取出来的特征的信息，并代入

到分类模型就得到了我们用于分类的评价指标。然后，根据评价指标，将各测

试实例归为不同的类（即分为“正例”和“负例”），并将二元分类结果合并为实体。

后根据合并后得到的实体进行共指消解结果的评价。 

 
图 1-1 基于二元分类的共指消解经典框架[3] 

基于聚类的机器学习方法与基于分类的方法有所不同，它是一种不需要训

练语料的无指导学习方法。例如，1999 年 Cardie & Wangataff 提出通过聚类方

法进行名词短语的共指消解，该方法完全独立于领域。基本思想是，收集篇章

中的基本名词短语，抽取各名词短语的 11 种特征形成特征向量，根据“距离”阈
值，判断两个名词短语是否属于同一个类。 

近年来，采用基于分类的机器学习方法解决指代消解问题的部分重要研究

方法如下： 
(1) 2008 年，任飞亮等人在他们的论文[4]中提出了一种有效的混合的机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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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方法来解决指代消解问题。该方法提出了一种主动的学习过程，该过程能找

到更有效的组合特征，即通过组合一些简单的语法特征来获取新的、更有效的

组合特征。利用这种主动学习方法获取的组合特征能较好地提高已有分类器的

分类效果。该方法本质上是对经典的语法特征的改良，这反映了尽管经典语法

特征训练出来的分类模型分辨能力有限，但它在解决指代消解问题上起到了不

可忽略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选取更好的特征始终是一种有效提高指代消解效

果的手段。 
(2)2006 年，杨晓峰等人在他们的论文[5]中提出了三种人工定义的、包含实

例对上下文信息的扩张树结构作为基于分类的机器学习过程（SVM 分类器）中

的特征，并达到了很好的消解效果。这三种结构即 Min-Expansion、
Simple-Expansion 和 Full-Expansion。本质上，以句法树的图形结构作为特征也

属于抽取更好的特征，不过结构特征的探索不再停留在寻找平面的语法特征这

个层次上，这种结构特征能更好地综合句子的上下信息，改善指代效果。 
(3)2008 年, 周国栋等人在他们的论文[6]中对杨晓峰所提出的方法进行了改

进。他们使用动态的扩张方式来获得结构特征，并采用了一种上下文敏感的结

构特征相似度计算方法。杨晓峰等人提出的三种结构特征是人工定义的模式，

其扩张方式是静态的，合理性有待商榷（可能缺少必要信息，或者包含过多噪

声）。而周国栋等人提出的动态扩张方式恰好在这方面对前人的工作进行了弥

补，实验表明，周国栋等人的方法确实比杨晓峰等人的方法有所进步。 
(4) 2006 年，Cristina Nicolae 和 Gabriel Nicolae 提出了用 小图分割理论[7]

来解决指代消解中的一致性问题。其方法是，用一个完全图表示篇章中表述之

间的指代关系。文章中的表述表示为图中的节点，任意两个节点间边的权值为

两个节点间的指代概率。他们定义了一种 小分割方法（BESTCUT）来对这个

完全图进行划分， 后各个连通子图中的表述就从属于同一实体（即相互间存

在指代关系）。这种方法的目标就是在保留较高的指代概率边的基础上，以全局

的眼光尽量保证结果的一致性。 
(5)2006 年，Mikalai 等人在他们的论文[8]中阐述了一种跨篇章的指代消解方

法。他们使用了一种计算在不同篇章中消解得到的实体 RDF 图的相似度的方法

来实现跨篇章的实体合并过程。 
(6) 在2007年，Pascan Denis和 Jason Baldridge的论文[9]，以及Manfre Klenner

的论文[10]都采用了整数线性规划方法去解决消解结果的一致性问题。同样是针

对一致性问题，Cristina Nicolae 和 Gabriel Nicolae 的论文使用了图方法去解决，

而这两篇论文均使用了整数线性规划方法去解决。他们方法的相同点在于，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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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若干个取值仅为 0 或者 1 的变量来表示每个实例对的正反判定情况（取 0 表

示该实例对取为正例，反之取为反例），通过定义一个线性的目标函数和若干个

约束表达式来表示正反例判定问题，然后用整数线性规划算法求约束下的 优

值；不同点在于，前者在定义约束条件时主要考虑了语法约束，而后者不但考

虑了语法约束还考虑到共指的传递性约束。总体而言，他们都取得的较好的指

代消解效果。 
以上的指代消解方法各有各的长处与弊端，但它们大体上体现了现今研究

人员探索进一步提高指代消解效果的方向与思路，我们对本课题解决方法的确

定亦得益于上述其中的想法。 

1.2.2 指代消解的其它相关问题 

1.2.2.1 语料库的加工与标注 
指代标注对指代消解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一方面，它们可以作为训练语

料，提供训练过程中所必需的经验知识；另一方面，它们还可以用于评估消解

的质量[2]，以指导研究方法取舍。标注回指/共指链，需要考虑两方面因素：(1)
标注集/或标注模式的设定；(2)提供一个便于操作的标注工具。 

实际上，标注集的设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某些情况下，表面上看似乎

是共指的，而实际上则不是，这就需要有判定标准；也有些指代是部分的指代，

这又需要分类，见如下面例子。 
例 1.1 : 
(a) Mary lend me his ruler. 
(b) Saddam, once the presidet of Iraq, is now a prisoner of State in the USA. 
(c) I enter the room. The windows looked out to the bay. 
MUC 采用的模式比较典型，该模式引入两个标注对，采用 SGML 标注： 
(1) 用<CORREF ID-“ # # #”>表示实体的左边界，用</COREF>表示右边界； 
(2) 用<COREF ID-“ # # #”REF -“...”>表示参照表达式左边界，同样用

</COREF>表示右边界，其中，# # #表示顺序号（在一个篇章内，顺序号由 1
开始，并且严格单调递增），而...表示先行语的编号。 

Orasan 等曾开发过一个辅助标注工具，提供给用户标注共指链。 
1.2.2.2 指代消解的评估指标 

对指代的消解结果的评估，有较多的讨论，典型的评测标准有如下几种： 
(1)正确率（Precision）：正确消解的指代数目/试图消解的指代数目； 
(2)召回率（Recall）：正确消解的指代数目/系统识别的指代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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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功率（Success Rate）：正确消解的指代数目/全部的指代数目。 
其中，成功率是由 Mitkov 提出的。而“试图消解的指代数目”是指那些被系

统识别出来并对其进行了消解的指代关系，实际消解过程中，非指示性的代词

也可能被包含在内，而这些显然是应该排除的。 
除了上面三个评价指标以外，为了更合理地计算共指消解的实验效果，常

常采用 F 值来综合正确率和召回率的评价指标，记正确率为 P，召回率为 R，
则 F=2PR/(P+R)，可以看到要想得到较高的 F 值，P 和 R 中任意一个都不能偏

废。 

1.3 论文研究内容 

对过去几年文献中所采用方法的调研可以发现，采用机器学习方法来解决

指代消解问题可以达到相对理想的效果，因此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也成为了当

前指代消解研究的热点。而在调研的过程中，又发现杨晓峰等人提出的结构特

征在指代消解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其结构的合理性有待商榷；随

后，周国栋等人对杨晓峰等人提出的结构作了合理地修改，并提高了消解的效

果。这意味着，利用结构特征进行指代消解研究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其应用方

式还有值得探讨的余地。而且，近年来基于图的数据挖掘技术在生物医学、社

会网络分析等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令人兴奋的是结构特征亦属于图的范畴。

这一切激发了利用基于图的数据挖掘技术去挖掘更合理的结构特征以用于指代

消解的灵感。 
一般而言，共指消解系统的输入是预处理中获得的各种实体表述(Mention)。

相关的预处理主要包括文本断句、词性标注、命名实体识别、嵌套名词短语识

别等，而要获得句子的句法树还要对句子进行句法分析。为了集中精力研究基

于图的数据挖掘技术在指代消解中的应用，本文内容不涉及预处理的各个模块，

而是直接采用已标注的 BBN Pronoun Coreference and Entity Type 语料库作为训

练和测试的数据来源，因此训练和测试所用的句法树都是准确的，而且本文只

讨论讨论第三人称代词的指代消解问题。 
首先，从语料库的中抽取篇章中各子句的句法分析树，并在此基础上构造

包含指代关系的图以构成庞大的图集。然后利用基于图的数据挖掘中的频繁子

结构挖掘技术，挖掘包含指代关系的频繁子结构。然后在分析挖掘得到的频繁

子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频率向量特征，并对前人提出过的树型结构特征

作了修改，再结合经典的语法特征以构成特征空间， 后利用 SVM 学习方法训

练得到一个用于指代消解的分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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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的内容组织如下：第 1 章介绍指代消解的基本问题和国内外的发展情

况以及指代消解的相关问题，第 2 章说明当前基于图的频繁子结构挖掘技术的

常用算法和实际采用挖掘系统的简介，以及挖掘结果与分析，第 3 章简单介绍

杨晓峰在论文中提出的基于 Tree Kernel 的代词消解方法并进行实验重现，第 4
章在对挖掘到的核心频繁子结构作进一步分析后，提出了基于频繁子结构的频

率向量特征，并对前人提出的结构特征作了修改，提出了的 X-Expansion 扩张

方式，并得到了实验结果，后面部分的结论总结全文、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下一

步的改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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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章 基于图的频繁子结构挖掘 
正如第 1 章中所述，调研过程中发现，杨晓峰等人提出的利用句法结构特

征去进行指代消解这一思想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同时，如其论文中指出的那

样，结构特征中包含的信息不是越多就越有利于指代消解，其结构特征选取的

合理还有待商榷。周国栋等人在论文中提出的新的句法结构特征更加坚定了我

们寻找更合理的结构特征以提高指代消解效果的决心。 
近年来，基于图的频繁子结构挖掘算法在生物医学、社会网络分析等取得

了成功的应用。如 Huan 等人[11]成功地应用频繁子图挖掘技术去研究了蛋白质结

构,Yan 等人[12]把频繁子图作为索引特征，实现了图的快速查找。基于图的频繁

子结构挖掘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归功于它能挖掘内含在图结构内部的规律。可

以预测到，基于图的频繁子结构挖掘技术在指代消解中也能发挥其作用。 
有鉴于此，在本章中我们将介绍基于图的频繁子结构挖掘的相关基础问题

与具有代表性的挖掘算法，并利用基于图的频繁子结构挖掘技术从带指代信息

的图中挖掘频繁子结构，然后分析其内含的规律。 

2.1 基于图的频繁子结构挖掘算法 

基于图的频繁子结构挖掘算法是挖掘所需频繁子结构的基础，在该小节，

先对若干基础问题与代表算法作简要介绍。 

2.1.1 频繁子结构挖掘问题的定义与分类 

由于基于图的频繁子结构挖掘在各领域的蓬勃发展，频繁子结构挖掘问题

的定义根据应用领域的不同，也在不断扩充。归纳起来，根据算法输入和输出

的不同，可以对该问题进行不同的定义与分类。 
2.1.1.1 问题定义中的两个关键方面 

在定义频繁子结构挖掘过程中，存在着两个关键的因素[13]。 
(1)算法所作用在的图的类型，即作为算法的输入的类型，常称为“图设置”。

概括起来，频繁子结构挖掘算法的输入分为两类。第一类，算法的输入是一个

图集，即一个较大的集合中包含了众多较小的图，常称为“图事务设置”；第二

类，算法的输入是一个较大的图，图在有数量可观的节点和边，常称为“单图设

置”。其中，关于第一个种情况，相关例子如本章前面内容提及的蛋白质结构挖

掘，在蛋白质挖掘的过程中，作为算法输入的是数百个各种蛋白质分子的拓扑

结构，它们是以带标签的无向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关于第二种情况，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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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如计算机网分析与探测中的应用，在该应用中，一个地区（甚至全球）内

的路由器连接情况表示为图结构，其中路由器表示为图上的一个节点，路由器

之间的相互连接表示为图上相应节点之间的边，由于绝大多数情况下，计算机

网络都呈现出很高的连通性，而且节点数众多，节点间的边相当稠密，这就使

得生成的图是一个稠密的、连通大图。 
(2)寻找的模式集的类型，即对算法输出的要求。大体上说，对算法输出的

要求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算法输出的是不小于频率阈值的所有的

频繁子结构，即任一个出现频率不小于设定阈值的子结构都将出来在输出图集

中，常称为“完整挖掘”；第二类，算法输出的所有子结构的出现频率都不小于

频率阈值，但不保证包含了所有出现频率不小于频率阈值的子结构，常称这种

情况 为“近似挖掘”。第一类是 理想的情况，但实际上由于图挖掘过程中涉

及到多个 NP 难问题，如果要达到这样的理想情况，将会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很

大的计算量；第二类是一种启发式的挖掘方式，它是在不苛求挖掘所有满足要

求的频繁子结构的前提下，用较少的输出数据的丢失来换取较大的时间和空间

的改进，可以说这是一种较实用的挖掘方式。 
2.1.1.2 问题定义的分类 

根据问题定义中的两个关键方面，我们可以对问题的定义大概如下分类[13]： 
(1)图事务设置的完整挖掘，其中代表算法有 gSpan 算法和 FSG 算法等； 
(2)单图设置的完整挖掘，其中代表算法有 SIGRAM 算法等； 
(3)单图设置的近似挖掘，其中代表算法有 GREW算法等。 

2.1.2 频繁子结构挖掘的代表算法 

由于各算法的详细描述都相当复杂，因此，下面仅简要介绍与应用直接相

关的 gSpan 算法[14]。 
2.1.2.1 gSpan 算法的核心思想 

一般而言，频繁子结构挖掘算法的主要步骤分为两步：第一步，生成候选

子结构；第二步，计算候选子结构出现的频率并去除不满足要求的候选子结构。 
由于候选子结构出现频率的计算涉及到图同构问题，而该问题是一个 NP

难问题，至今没有通用的、很好的解决方案，大部分挖掘算法的研究都是针对

候选子结构生成这一步展开研究的，因此不同算法有不同的策略。但概括而言，

有两大类。 
(1)第一类是基于 Apriori 算法的生成方式, 
(2)第二类是非基于 Apriori 算法的生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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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基于 Apriori 算法的生成方式，是指通过合并两个具有大小为 k-1 的公

共子结构的、大小为 k 的子结构，从而生成大小为 k+1 的候选子结构；而非基

于 Apriori 算法的生成方式，是指直接给大小为 k 的子结构添加一条边或者一个

节点以生成大小为 k+1 的候选子结构。gSpan 算法属于后者,即它是一种非基于

Apriori 算法的、深度优先搜索的图挖掘算法。 
2.1.2.2 gSpan 算法的描述 

候选子结构生成过程中，一个主要的开销是识别重复生成的子结构，如果生

成策略不当，要花费大量计算量去识别重复生成的子结构。为了尽量减少重复候

选子结构出现的情况，gSpan 算法在生成候选子结构时，采取了两种限制策略[14]。 
(1)给定一个图 G 和该图的 DFS 树，我们可以在 右顶点和 右路径中的其

它顶点之间添加一条边(向后扩张)；或者可以引入一个新的顶点，将这个顶点连

接到 右路径上(向前扩张)。一个图和该的 DFS 树，如图 2-1 中所示。即图 2-1
中(a)所示带标签的无向图，根据 DFS 搜索（深度优先搜索）起点的不同，会产

生不同的路径，分别如图 2-1 中(b)-(d)被描粗的边所示。向后扩张是指在不增加

原子结构节点的基础上，在现有节点之间添加一条边；向前扩张是指给现在有

图增加一个节点。给定一棵 DFS 树 T，我们称 T 中的起始顶点 v0 为树根， 后

访问的顶点 vn 称为 右顶点。 右路径即从 v0 到 vn 的路径。如图 2-1 中(b)-(c)
的 右路径均为(v0 ,v1 ,v3)，而(d)的 右路径为(v0 ,v1 ,v2 ,v3)。图 2-2 所示的是，

在这种限制策略下对一个子结构扩张生成候选子结构的过程。 
(2)同一个图存在很多棵 DFS 树，只选择其中之一作为基本的 DFS 树并只

在这棵 DFS 树上进行 右扩张。为了定义一种选取规则，引入一种可以对各

DFS 树进行比较的序关系。由于这种序关系的定义比较复杂，由于篇幅有限，

此处不作阐述，详细参考 Yan 等人的论文[14]。引入这种序关系以后，同一个图

的不同 DFS 树之间就可以相互比较，从中选出“ 小”的 DFS 树作为基本的 DFS
树，并在这棵树上进行 右扩张。 

 
a)             b)             c)             d) 

图 2-1 图的 DFS 树描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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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图的 右扩张过程[14] 

以上两个限制策略可以大大减少重复候选子结构的产生，从而降低识别和

去除重复候选子结构的计算量。 
以下是 gSpan 算法的形式描述[14]： 
算法 2.1 gSpan(s,D,min_support,S) 
输入：DFS 编码 s，图集 D， 小支撑度 min_support 
输出：频繁子结构集 S 
(1): if s != dfs(s) ；//即 s 非 小 DFS 编码 
(2):  return; 
(3): 将 s 插入到 S 中； 
(4): 令 C 为空； 
(5): 扫描图集 D，寻找边 e，使得 s 可以 右扩张到 s re◇ ； 将 s re◇ 插入

到 C 中并计算其频数 
(6): 对 C 中的的编码按字典进行排序； 
(7): for C 中所有频繁子图 s re◇  do 
(8):  gSpan(s re,D,min_support,S)◇ ； 
(9): return; 

2.2 频繁子结构挖掘 

利用上面介绍的频繁子结构挖掘算法就可以挖掘用于指代消解的频繁子结

构。这将会是一个耗时和令人期待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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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输入数据 

为了利用频繁子结构挖掘算法挖掘句法树中包含指代关系的频繁子结构，

须先抽取和构造用于挖掘的图集，因此先介绍原始的数据来源。 
实验数据采用的是 BBN Pronoun Coreference and Entity Type 语料库提供的

华尔街日报英文代词共指消解资源，里面包含了所有已标注子句的句法树结构

和代词指代信息。 
句法树是对句子句法结构的一种剖析，并用树的形式呈现出来。例如，句

子“Mary said the woman in the woman bit her”按照句法的层次特点，可以生成一

棵句法分析树，如图 2-3。图中“Marry”的父节点“NP”添加了后缀“-ANT”表示该

节点为先行语；同理，“her”的父节点添加了后缀“-ANA”表示该节点为照应语。 

 
图 2-3 句法分析树 

根据语料库中给出的指代信息，将相互间存在共指关系的代词与先行语所

在子句的句法树连接到一个根节点“S0”上，并在相互间存在共指关系的代词与

先行语之间的节占上添加一条特殊的边表示指代关系，此处称该边的“指代边”。
考虑到指代关系是一个与上下文信息相关的关系，故指代图中至少包含三棵相

邻的句法树。 后构成的图称之为“指代图”，一个简化的示意图如图 2-4。 
后根据语料库中提供的指代信息，成功构造了 17192 个指代图。鉴于规

模过大的图集需要过长的挖掘时间，在具体挖掘过程中， 只按 1%、5%和 10%
的概率随机挑选了部分图作为挖掘算法的输入，三种概率挑选出来的图集大小

分别为 164、832 和 1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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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指代图 

2.2.2 挖掘系统简介 

采用的频繁子结构挖掘系统为 ParMol 系统，该系统是由德国的

Erlangen-Nuremberg 大学开发出来的。其用 Java 语言实现了 MoFa, gSpan、FFSM
和 Gaston 这 4 种频繁子结构挖掘算法。 

该系统的公共参数有如下： 
-minimunFrequencies=freq[,freq]* 小频率阈值参数 
-maximumFrequencies=freq[,freq]* 大频率阈值参数 
-minimumFragmentSize=int 小频率子模式大小，大小指边的数量 
-maximumFragmentSize=int 大频率子模式大小，大小指边的数量 
-graphFile=file 输入图文件 
-outputFile=file 输出图集文件 
-classFrequencyFile=file 
-findPathsOnly=true|false 只寻找路径设置 
-findTreesOnly=true|false 只寻找树设置 
-closedFragmentsOnly=true|false 闭频繁子模式设置 
-parserClass=string 图输入分析器 
-serializerClass=string 输入分析器 
-memoryStatistics=true|false 内存统计设置 
-debug=n  
-checkFragments=true|false 检查频率值是否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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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挖掘结果与分析 

实际挖掘过程中，调用了 gSpan 图挖掘算法。考虑到指代关系是一种与上

下文信息相关的关系，挖掘到的频繁子结构至少应该先行语和代词之间的 短

路径，而且包括先行语和代词之间的指代边。因此，将对挖掘结果进行过滤操

作，将不包含指代边的子结构过滤掉。 
2.2.3.1 实验配置 

运行挖掘算法的计算机是 IBM Blade Center (HS21)，使用的是 Linux 操作系

统，有 4 个计算节点，挖掘算法在其中一个计算节点下运行。 
2.2.3.2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过程，分别在两个频繁阈值下挖掘了频繁子结构，分别为 5%和 4.5%，

而输入图集的大小如上所述，分别为 164、832 和 1690。 
表 2-1 阈值为 5%的实验结果 

输入图集大小(个) 运行时间(秒) 带指代边的频繁子结构(个) 核心频繁子结构(个)

164 2658.332 64 8 

832 9320.894 40 8 

1690 20209.603 8 2 

如表 2-1 所示，当取不同大小的图集时，运行时间分别从 44 分钟 18 秒到 5
小时 36 分 50 秒不等。 

表 2-2 阈值为 4.5%的实验结果 

输入图集大小(个) 运行时间(秒) 带指代边的频繁子结构(个) 核心频繁子结构(个)

164 1899.278 192 22 

832 11952.446 176 20 

同理，如表 2-2，可以挖掘过程也经过了相当漫长的过程。在实验过程中发

现，当数据量大于 10%时，挖掘过程所耗时间让人无法忍受；而当频率阈值超

过 5%时，将找不到带指代边的频繁子结构，可见频繁子结构在图集中并不稠密；

当频率阈值低于 4 时，算法所占内存超出了硬件所能承受的限度，造成了异常

中断，这表明算法占用的系统资源异常庞大。由于以上限制，导致了实验过程

中只挖掘了阈值在 4.5%和 5%两个情况下的结果，限制了进一步挖掘的深度和

广度。 
注意到，两表中的核心频繁子结构是指这样的一些带指代边的频繁子结构：

通过添加标签为“-NONE-”、“S”和标点符号“，”等节点，可以生成其他带指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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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频繁子结构。通过人工查找的方式，获得了两表中的核心频繁子结构，将重

复的子结构去除后，得到 38 个互不相同的核心子结构，详细见附录 1。 
对这 38 个核心子结构分析后发现，这些子结构与周国栋等人对杨晓峰提出

的三种结构特征进行修改后提出的扩张生成方式相似，即在包含先行语与代词

之间 短路径的基础上，将与先行语和代词所支配的谓语包含进来；而且当先

行语和代词不在同一个句子中时，将先行语与代词之间句子的主语和谓语都包

含进来。实际上，这种现象很容易理解。由于指代关系是一种与上下文信息相

关的关系，因此产生这种关系时，先行语和代词附近的名词和它支配的谓语会

对其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 

2.3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频繁子结构挖掘两个基础问题：其一，频繁子结构挖掘的问题

定义方式；其二，常用的频繁子结构挖掘算法的核心思想分类与具有代表性的

gSpan 算法。并针对实际调研情况，介绍了实际采用的 ParMol 挖掘系统。 后

利用其进行了频繁子结构挖掘并对结果进行了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频繁子结构在图集中并不稠密。而由于挖掘算法时间和空

间复杂度过高问题的存在，限制了输入图集的大小和频率阈值取值范围，从而

限制频繁子结构挖掘的广度和深度。但对一些具有关键作用的核心子结构作深

入分析后发现，挖掘出来的频繁子结构确实体现了一些用常理可以解释的规律，

反映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语言学现象。 
总体而言，该系统能较有效地挖掘后续研究中所需的频繁子结构，这些从

语料库中挖掘出来的频繁子结构是进行后续课题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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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章 基于 Tree Kernel 的代词消解 
如 1.2 节中所述，杨晓峰等人在论文[5]中定义了三种结构化的句法特征用于

代词的指代消解，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他们这种使用结构特征的思想是本文

思想灵感的来源，为了和他们定义的三种结构特征的消解效果作比较，本章将

简单重述其进行指代消解的思想，其中包括三种结构化句法特征的定义方法，

并针对其论文中使用的结构化特征的整合方法、SVM 机器学习方法、特征空间

的选取、实例构造方法等实验设置，重现他们的实验以得到实验中的实际消解

效果。 
3.1 基于 Tree Kernel 的代词消解 

利用结构化特征的、基于 Tree Kernel 的代词消解思想是杨晓峰等人研究方

法成功的关键所在，以下小节将重点介绍其结构化特征的定义方法与利用 Tree 
Kernel 将该特征整合到学习过程的方法。 

3.1.1 三种结构化的句法特征 

杨晓峰等人在论文[5]中定义了三种获得结构化特征的子树扩张生成方式，这

三种扩张生成方式是他们论文中的闪光点。 
为了获取结构化特征，首先将一个篇章中所有句子的句法树都连接到一个

根节点“Root”上。然后，对该棵树上相应的候选先行语和代词，按不同的扩张

生成方式抽取树中的子结构。显然，扩张生成方式的不同，将包含不同的上下

文信息。他们定义的三种扩张生成方式分别为 Min-Expansion、Simple-Expansion
和 Full-Expansion[5]。 

针对句子“The man in the room saw him.”中的候选先行语“man”和代词“him”
的三种扩张生成结果如图 3-1 中虚线框内的子结构，三个扩张生成方式的详细

说明如下。 
3.1.1.1 Min-Expansion 

这种特征记录了覆盖着句法树中代词和候选语的 小化结构，它只包含出

现在连接代词和候选语的 短路径上的节点。例如，上面例句中实例 i{“him”，
“the man”}的结构化特征已经用虚线包围起来了，如图 3-1 中分图 a)所示。 
3.1.1.2 Simple-Expansion 

Min-Expansion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描述候选语和代词之间的句法关系。然

而，候选语（或者代词）的句法性质可能没有完全捕捉到，因为这种子结构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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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考虑表述周围子结构提供的信息。为了将这些信息整合进来，

Simple-Expansion 这种特征不但包含了 Min-Expansion 中所有的节点，也包含了

每个节点的第一层孩子，图 3-1 中分图 b)显示了实例 i{“him”, “the man”}所对应

的这种特征。可以看到节点“PP”（如“in the room”）和“VB”（如“saw”）都被在

特征其中，这就为判断候选先行语和代词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些线索，即该候

选语被一个介词短语修饰并且代词是一个动词的主语。 
3.1.1.3 Full-Expansion 

Full-Expansion 这种子结构关注了候选先行语和代词之间的所有的树型子

结构。它不但包含了 Simple-Expansion 中的所有节点，更包含了覆盖了候选语

和代词之间的所有单词的节点。这样的一种特征 大限度地保留了与代词和候

选语对相关的信息。图 3-1 中分图 c)显示了实例 i{“him”, “the man”}所对应的

Full-Expansion 特征的结构。如图上所示，与 Simple-Expansion 不同的是，在扩

张生成 Full-Expansion 特征的过程包括了“PP”节点的子树和它所有的孩子节点。 

 

a)           b)           c) 
图 3-1 三种扩张生成方式的实例[5] 

3.1.2 实验重现 

为了定量地分析杨晓峰等人提出的三种结构特征的实际消解效果，下面重

现了分别使用三种结构特征后的实验。 
3.1.2.1 特征空间 

为了得到 Min-Expansion、Simple-Expansion 和 Full-Expansion 这三种扩张

方式生成的结构特征对指代消解的贡献大小，须取定一个指代消解系统作为基

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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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基础的代词消解系统的特征集 

特征名 特征描述 

Category 判断候选语属于以下哪类：有定名词词组，无定名词词组，代词，命名实

体或者其它 

Reflexiveness 代名词照应语是否是反身代词 

Type  代名词属于以下哪类：男性代词（如“he”），女性代词（如“she”），单数中

性代词（如“it”）或者得数中性名词（如“they”） 

Subject  候选语属于以下哪类：句子的主语，子句的主语或者都不是 

Object 候选语属于以下哪类：动词的主语，介绍的主语或者都不是 

Distance 候选语和代名词照应语之间的句子距离 

Closeness 候选语是否 接近于代名词照应语 

FirstNP 候选语是否是当前句子中的第一个名词短语 

Parallelism 候选语的搭配模式与代名词照应语的搭配模式是否相同 

此处基准系统使用的特征为杨晓峰等人在论文[5]中提出的 10 个对于代词消

解比较常用的特征，这 10 个特征的有效性在前人的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详细

的特征描述见表 3-1，在实验中将对采用以上特征与三种结构特征进行组合，并

得到消解效果指标。 
3.1.2.2 训练和测试实例的构造 

实例构造方法与引用原文[5]方法相同，即代词 j 和与其 近的先行语 i 构成

正例对，i 和 j 之间非先行语的名词短语与 j 构成反例对。 
3.1.2.3 SVM 机器学习方法 

实验中使用的机器学习方法与引用原文[5]中的方法相同，即使用支撑向量机

（SVM）（Vapnik, 1995），这种机器学习方法允许使用核函数去整合结构化的特

征。假设训练集 S 由标签向量{(xi; yi)}组成，其中 xi是一个训练实例的特征向量，

而 yi是类别标签。通过 SVM 学习到分类器的判别函数形如式(3-1)。 
)*sgn()(

1
∑
=

+=
i

iii bxxayxf                    (3-1) 

式中 ai 是一个支撑向量的学习参数。实例 x 被分为正的当且仅当 f(x)>0，
实例被分为负的当且仅当 f(x)<0。 

SVM 学习方法的其中一个优点是：在当前问题不能用线性方法区分开来的

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核理论将一个特征空间映射到一个特定的高维空间上。

因此，我们通过使用一种两个向量之间的核函数 K(x1, x2)去把点积 x1*x2 替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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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表 3-1 中列出的常用特征，应用多项式核或者“基础径向核”（radial basis 
kernels），这两种核都能有效的计算点积。 

注意到，通过比较两棵树之间的共用子结构，我们可以找出两棵树所包含

的句法信息有多相似，即比较两棵树型子结构之间的相似度可以获得两个实例

之间信息的相似性。为了计算两个结构化特征的相似度，在 SVM 学习方法训练

过程用了树卷积核（convolution tree kernel），这种核是 Collins 和 Duffy(2002)
和 Moschitti(2004)定义的。研究人员已经证明了，这种卷积核可以在多项式时间

内有效地计算相似度。 
为了在训练过程中同时利用结构特征和常用特征，事实上，还需要一个复

合的核函数将结构特征和常用特征组合起来，使用的复合核函数见式(3-2)。 

1 2 1 2
1 2

1 2 1 2

( , ) ( , )( , ) *
| ( , ) | | ( , ) |

n t
c

n t

K x x K x xK x x
K x x K x x

=        (3-2) 

其中 Kt是为结构化特征定义的树卷积核，而 Kn 是应用在常用特征上的核。

两种核都和它们各自的规一化长度相除。这种新的复合核定义为规一化之后的

Kt和 Kt的乘积，如果两个向量中的结构特征和常用特征在它们各自的核中具有

高相似度，该核函数将返回一个接近于 1 的值。 
3.1.2.4 实验数据与设置 

实验数据来自于 2.2 节中的 BBN Pronoun Coreference and Entity Type 语料

库，其中使用了语料库中前 11712 个代词，一半用作训练数据，另一半用作测

试数据。而 SVM 学习方法则采用 SVM-Light 软件（Joachims, 1999）。在训练和

测试过程中，只考虑第三称代词的指代消解。 
实验测试阶段采用成功率作为评价的指标，即正确消解的代词的数量与所

有代词的数量之比。 
3.1.2.5 实验结果与分析 

表 3-2 采用不同特征系统的实验结果 

消解系统采用的特征 成功率(%) 

NORM 59.6 

Min+NORM 84.9. 

Simple+NORM  84.4 

Full+NORM  82.9 

表 3-2 中分别列出了常用特征和结构特征不同组合后，得到的实验结果。

其中“NORM”表示上述 10 个常用特征，“Min”表示 Min-Expansion 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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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e”表示 Simple-Expansion 结构特征，“Full”表示 Full-Expansion 结构特征，

“Min+NORM”表示 Min-Expansion 结构特征和 10 个常用特征的组合，其他同理

可知其意。 
如表 3-2 中所示，添加了结构特征以后，消解的成功率提高了 13.3%－

15.3%，其中以 Min+NORM 提高得 多，提高效果 少的是 Full+NORM；而

Simple+NORM 与 Min+NORM 的效果相差不大。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结果： 
(1)添加了结构特征以后，都大大的提高的指代消解的效果，表明结构特征

的确能在指代消解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2)三种结构特征中，Full-Expansion 的效果相对 差，Min-Expansion 和

Simple-Expansion 的效果近似相等。 
以上结论与引用原文[5]的结论比较相符，原文中的 Simple-Expansion 效果比

Min-Expansion 的效果稍微要好，这应该是由于训练实例的规模和选用语料不相

同造成的。但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并不是抽取的结构中包含的节点越多，效

果就越好，包含过多的节点可能引入噪声，影响消解效果。 
从这一现象可以预测到，如果有找到更恰当的子结构抽取方式，指代消解

效果还有一定的提升余地，这直接激发了本文后续篇章中的深入探讨与研究。 

3.2 本章小结 

本章前半部分简单介绍的杨晓峰等人提出的三种结构特征的扩张生成方

式，包括 Min-Expansion、Simple-Expansion 和 Full-Expansion，并介绍了能够将

这些结构特征整合到学习过程的 SVM 机器学习方法。后半部分通过实验重现，

看到了这些结构特征的确能在指代消解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同时，对不同扩张生成方式得到的结构特征的消解效果进行深入分析后得

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结论：抽取的子结构中包含过多的节点并不一定有利于指代

消解，包含过多的节点可能引入噪声，影响消解效果。寻找恰当的子结构抽取

方式对指代消解性能的进一步提高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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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章 基于频繁子结构挖掘的代词消解 
在第 3 章的实验中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并不是抽取的子结构中包含的节点

越多，效果就越好，包含过多的节点可能引入噪声，影响消解效果。这激发了

对该课题的研究，引出了本章下面对如何更好地定义和利用结构特征的探索。 
针对第 2 章中挖掘到的核心频繁子结构，本章将对其作深入的分析，并提

出了两种新特征以将其用于指代消解过程中， 后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讨论

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指出今后进一步改进研究方法的思路。 

4.1 频繁子结构在指代消解中的应用 

在第 2 章中，我们利用频繁子结构挖掘系统对指代图集运行了挖掘，并得

到了附录 1 中所示的 38 个核心频繁子结构。在第 2.2 节中，曾经对这 38 个频繁

子结构进行了简单的分析。现从中抽取几个较具有代表性的频繁子结构作进一

步分析，希望能从中得到启发。限于文章篇幅有限，现从中附录 1 抽取了 5 个

具有代表性的核心频繁子结构作分析，具体如图 4-1 所示，详细请参见附录 1。 
如图 4-1 中所示，这些核心频率子结构按照我们预定的过滤规则，都具有

相互间存在指代关系的先行语和代词。这意味着，这些频繁子结构内含着指代

关系的线索。可以得到启发，如果一对候选先行语和代词所在的句法树上存在

这些核心频繁子结构中的嵌入，而且候选先行语和代词充当了嵌入中的先行语

和代词的角色，那么，我们就可以猜想，按这种频繁子结构扩张生成的子树就

包含了指代消解的重要线索，或者可以说是决定指代与否的关键的句法信息。 
换个角度分析，经过观察后发现，这五个频繁子结构都体现了一些特点： 
(1)图 4-1 中 a)、c)和 d)的频繁子结构，都包含了先行语和代词和它们支配

的谓语（或者先行语和代词被该谓语支配）； 
(2)图 4-1 中 b)和 e)的频繁子结构，体现了这样一个特点，即当先行语和代

词在不同句子中时，在它们所在句子之间的句子的主语和谓语“频繁出现”，这

暗示着它们的可能参与了指代关系的产生。 
上面从不同角度的分析，可以得到两个具有启发性的想法： 
(1)核心频繁子结构在候选先行语和代词所在句法树上的出现能增强判定它

们之间存在指代关系的信心； 
(2)核心频繁子结构应该包含了与指代消解密切相关的句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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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图 4-1 5 个核心频繁子结构 

4.1.1 X-Expansion 扩张方式 

根据上面的讨论，针对第二个启发性想法，我们在这里引入一种子结构扩

张生成方式（X-Expansion）用于从句法树中抽取结构特征，具体的做法如下： 
(1)如 3.1 节中所述，将篇章中各句子的句法树都连接到一个要节点“S0”上，

从而形成一棵更大的句法树。 
(2)在实例对所在的句法树中寻找附录 1 中那 38 个核心频繁子结构的嵌入，

如果不存在其中任何一个嵌入的话，由于指代关系是一种与上下文信息相关的

关系，按杨晓峰等人提出的 Min-Expansion[5]扩张生成方式抽取子树结构作为结

构特征；如果找到至少 2 种以上核心频繁子结构在其中的嵌入的话，取其中包

含了这些频繁子结构的 大的子树作为该实例的结构特征。同时，核心频繁子

结构中叶子节点其下的所有子树也包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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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到结构特征以后，用 Tree Kernel 函数计算不同实例对该结构特征的相

似度，并利用 SVM 机器学习方法将其整合进训练过程中。图 4-2 是一个训练过

程中通过 X-Expansion 扩张生成方式抽取到的子树，它采取的是图 4-1 中 e)的生

成方式，该子树将会用于训练或者测试过程。 
本质上，该应用方法与杨晓峰等人提出的那三种子树扩张生成方式相比，

没有区别，都是利用句法树所提供的丰富的、“非平面”的句法信息（与常用的、

非结构的句法特征相反）。但杨晓峰提出的结构特征是人工启发式地定义出来

的，其扩张方式是静态的，其合理性有待商榷；而 X-Expansion 这种扩张生成

方式是用频繁子结构挖掘算法挖掘出来的，满足一定的统计规律。 
我们希望这种在某种程度上是动态（随着挖掘广度和深度的变化，结果会

随之改变）的扩张生成方式能更合理地抽取指代消解所需要的句法信息。 

 

图 4-2 X-Expansion 扩张生成实例 

4.1.2 频率向量特征 

根据上面的讨论，针对第一个启发性想法，我们这里将引入一种基于核心

频繁子结构的频率向量特征。 
对于每一个核心频繁子结构，如第一个启发性想法所言，其在实例对所在

句法树上的出现能增强判定它们相互之间存在指代关系的信心。 
有鉴于此，我们这里提出用一个称之为“频率向量”的特征。对于一个由候

选先行语 i 和代词 j 构成的实例对，频繁向量特征将如下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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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假设频繁子结构挖掘算法得到的子结构集为 FreqG = {G1,G2,G3,…,Gn}，
各子结构对应的固有频率（即挖掘过程中计算得到的频繁）构成列表 Freq = 
{freq1,freq2,freq3,…, freqn}； 

(2)记频率向量为 Ai = {F1,F2,F3,…, Fn}，如果在 i 和 j 所在句法树上能找到的

Gk 的嵌入，那么 Ai 中的 Fk 就取 freq k，否则取为 0。 
实际上，由于挖掘算法时间和空间复杂度的限制，如 2.2 节中所述，阈值参

数只取了 4.5%和 5%两个值，而当阈值高于 6%时就挖掘不到任何我们需要的带

指代边的频繁子结构。此外，根据挖掘返回结果的统计，所得到的核心频繁子

结构的频率集中在 4.6%~6%这个区间，相差不大。综上，在实际抽取特征时，

为了简化如果在 i 和 j 所在句法树上能找到的 Gk 的嵌入，那么 Ai 中的 Fk 取为 1，
否则取为 0。如附录 1 中所示，核心频繁子结构总共有 38 个，因此频率向量特

征总共有 38 个元素。在此，我们将这种频率向量特征记为 FreqVector。 

4.2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对以上两个解决思路作定量分析，我们分别对两种特征做了实验并作

分析讨论。 

4.2.1 实验设置 

为了测试上面两个特征对指代消解的贡献，同时也为了与杨晓峰他们提出

的方法作比较，我们采用了 3.1 节中所用的 NORM 特征集作为基准系统的特征

空间。 
同是，为了有效的将 X-Expansion 特征有效的整合进训练过程，我们也选

用了 SVM 机器学习方法和 Tree Kernel 函数；当把 FreqVector 特征与 NORM 特

征集组合起来作为特征空间时，训练过程中使用的核函数为多项式核。这里我

们使用的 SVM 学习方法同上亦采用 SVM-Light 软件。 
实验数据和用于训练和测试的代词的规模，以及训练和测试所用实例的构

造方法与 3.1 节实现设置中所述相同。同时，实验测试阶段亦采用成功率作为评

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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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实验结果与分析 

表 4-1 采用不同特征系统的实验结果 

消解系统采用的特征 成功率(%) 

NORM 59.6 

FreqVector+NORM 63.2 

X+NORM 84.8 

X+FreqVector+NORM 84.7 

表 4-1 给出了 NORM 特征集、X-Expansion 和 FreqVector 之间进行不同组

合后形成的特征空间的指代消解效果。 
注意到，表中的“X”是指 X-Expansion 特征，“X+NORM”是指将 X-Expansion

特征和 NORM 特征集组合成特征空间，其他同理。 
从上表，可以看到，加入了 X-Expansion 特征的系统的成功率比基准系统

（NORM）的成功率高出了 15.2%，这再一次验证了结构特征在指代消解中的

表现出来的优越性；而加入了 FreqVector 特征的系统的成功率仅比基准系统的

成功率高出了 3.6%，而且 X+NORM 系统中加入了 FreqVector 特征以后，成功

率降低了 1%，表明 FreqVector 的效果并不理想，其中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 
另外，注意到 3.1 节中得到的 Simple+NORM 和 Min+NORM 的成功率分别

为 84.4%和 84.9%，X+NORM 的结果（84.8%）与其俩近似相等，从中尚未找

到 X-Expansion 特征的优越性，这违背了我们定义 X-Exapnsion 特征时的初衷。

这意味着 X-Expansion 特征的取定仍未能包含更多有用的句法信息，其定义的

合理性还有待以后进一步探讨。 
虽然此处暂时无法进一步考究频繁子结构在指代消解中的应用合理与否，

但比较令人信服的一点是，以上出现的并不令人满足的结果可追根朔源到频繁

子结构挖掘步骤中出现的问题。 
其一，限制挖掘算法时间和空间的复杂度，我们不能挖掘在更宽的频率范

围上挖掘频繁子结构，而且当前实验得到的频率子结构的频率计算值均偏低（在

4.6%~6%之间），即当前挖掘到的核心频繁子结构的表现力有限。 
其二，挖掘到的核心频繁子结构数目偏少，而且在训练和测试过程中，在

所涉及到了 61358 个实例中构成的句法树上，只找到了 1800 余个当前核心频繁

子结构的嵌入，比例仅达到了大约 3%，这说明了核心频繁子结构在图集中过于

稀疏。 
考虑如何进一步挖掘更多、更具有表现的核心频繁子结构是今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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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点。 

4.3 本章小结 

本章对挖掘到的核心频繁子结构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并根据两个启发性的

想法提出了两种新特征，分别是 X-Expansion 和 FreqVector。 
为了评价这两种特征对句法结构信息利用的合理性，在实验评价阶段采取

了与第 3 章中相同的实验设置，并且完成的实验评测与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这两种利用方式的消解效果并不理想（尤其是 FreqVector 特

征的效果），X-Expansion 扩张生成方式的消解效果与第 3 章中所述的杨晓峰等

人采用方式的消解效果大致持平，效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升。这表明，这两

种句法结构信息的利用方式尚未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对其原因进行分析后认为，频繁子结构挖掘算法的时间和空间复杂度问题

的存在影响了这些核心频繁子结构的表现力，从而对给进一步利用带来的不利

因素。如何更有效的挖掘所需的频繁子结构和怎样更好的利用这些频繁子结构

去解决指代消解问题，还需要以后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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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采用了基于图的频繁子结构挖掘技术和机器学习方法来研究英文中第

三人称代词的指代消解。 
首先，为了寻找更有效的句法结构信息以提高指代消解效果，利用了基于

图的频繁子结构挖掘技术挖掘若干带指代关系的频繁结构。对实验结果分析后

发现：基于图的频繁子结构挖掘技术能较有效地挖掘图集中带指代关系的频率

子结构，而这些频繁子结构中的核心频繁子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包含指代

关系的图结构所内含的规律；但是，漫长的挖掘过程暗示了基于图的挖掘技术

其时间和空间复杂度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直接限制了频繁子结构挖掘的

深度和广度，导致了这些核心频繁子结构在图集中并不稠密。核心频繁子结构

的表现力尚不理想，如何更有效地挖掘消解中所需的子模式尚待解决。 
利用结构特征基于 Tree Kernel 的消解方法是本文研究思路的灵感来源，为

了体现其效果并与本文研究思路作对比，本文对其消解方法进行的实验重现。

实验结果表明其消解方法的确能大大提高指代消解的效果，展示了句法结构特

征在消解中的优越性；同时，实验结果暗示了抽取的子结构中包含过多的节点

并不一定有利于指代消解。这两点激发了后续的研究内容。 
然后，在这些核心频繁子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频率向量特征，并提

出了 X-Expansion 扩展生成方式以抽取句法树中的句法结构特征。利用 SVM 机

器学习方法对不同特征组合训练后的实验结果表明：X-Expansion 扩展生成的结

构特征能大大提升基准系统的性能，而新提出的频率向量特征对基准系统性能

的提升效果并不大。参考利用结构特征基于 Tree Kernel 的消解方法的实验结果

后，发现 X-Expansion 扩展生成方式生成的树型结构特征效果与其相比并没有

改进，与更合理的抽取结构特征这一初衷相矛盾，这表明该种扩展方式的定义

方法合理性尚待解决。 
通过本文的研究认识到，即使仅考虑第三称代词的指代消解也是一个相当

困难的问题。但结构特征在指代消解中表现出来的优越性坚定了今后继续研究

如何利用结构特征来进行指代消解的信心。 
针对频繁子结构挖掘中遇到的问题，考虑如何进一步挖掘更多、更具有表

现的核心频繁子结构，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将频繁子结构应用到指代消解中，仍

是今后研究工作方向的重点。基于图的数据挖掘技术在指代消解方面的应用还

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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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核心频繁子结构 

 

图 2-5 核心图 1                      图 2-6 核心图 2 

 

图 2-7 核心图 3               图 2-8 核心图 4         图 2-9 核心图 5 

 

图 2-10 核心图 6        图 2-11 核心图 7        图 2-12 核心图 8 

 

图 2-13 核心图 9       图 2-14 核心图 10        图 2-15 核心图 11 

 

图 2-16 核心图 12       图 2-17 核心图 13     图 2-18 核心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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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 核心图 15       图 2-20 核心图 16      图 2-21 核心图 17 

 

图 2-22 核心图 18                  图 2-23 核心图 19 

 

图 2-24 核心图 20        图 2-25 核心图 21    图 2-26 核心图 22 

 

图 2-27 核心图 23       图 2-28 核心图 24       图 2-29 核心图 25 

 

图 2-30 核心图 26      图 2-31 核心图 27      图 2-32 核心图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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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3 核心图 29      图 2-34 核心图 30       图 2-35 核心图 31 

 

图 2-36 核心图 32       图 2-37 核心图 33     图 2-38 核心图 34 

 

图 2-39 核心图 35 图 2-40 核心图 36  图 2-41 核心图 37    图 2-42 核心图 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