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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以及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大量的信息以电子文本的形式

出现在人们面前。为了应对信息爆炸带来的挑战，迫切需要一些自动化的工具

帮助人们从海量信息源中迅速找到真正需要的信息。信息抽取的研究正是在这

种背景下产生的，关系抽取是信息抽取研究领域中的任务之一。 

关系抽取的任务是判断一句话中的两个实体是否形成某种预先定义好的关

系。通常，将关系抽取问题转化为一个分类问题。 

本文首先定义了音乐领域的实体类型和音乐实体关系类型体系，制定了完

善的标注规范，基于新浪音乐新闻人工标注并构建了 10,000 句用于音乐实体关

系抽取的语料库。然后，结合实体关系抽取问题的特点和国内外研究现状，完

成了词法、句法特征的提取。接着，本文分别采用 大熵（MaxEnt）和支持向

量机（SVM）两种典型的机器学习算法在音乐实体关系抽取语料库上进行了训练

和测试，它们的加权平均 F-Score 分别为 75.09 和 79.32%，都取得了较好的实

验结果，基本达到了实用性的需求。 

后，本文设计并实现了关系抽取实验平台。在该平台下，可以集中精力

进行关系抽取中特征提取和学习算法的研究，并快速进行实验。 

 

 

关键词  关系抽取；语料库构建；特征提取； 大熵；支持向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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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computers, as well a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 wealth of information emerges in the form of electronic text. In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caused by information explosion, we urgently need an automated 

facility to find the useful information rapidly and accurately.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extraction emerges under this background. Relation extraction is one 

task of information extraction. 

The task of relation extraction is judging that whether an entity pair in a sentence 

can form a pre-defined relation. Usually, the relation extraction problem is converted 

into a classification problem. 

We firstly defined the named entiti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in the field of music, 

and artificially constructed 10,000 sentences from sina music news as our corpus 

with the appropriate tagging specification. 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 of 

relation extraction problem and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features of lexical and 

syntax were extracted. Thirdly, the result of feature extraction was estimated with 

two typical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Maximum Entropy (MaxEnt) and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The average weighted F-Score of MaxEnt and SVM 

algorithms were 75.09% and 79.32% respectively, all achieved good results and 

basically met the practical needs. 

Finally, the research platform of relation extraction was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Researcher can focus on feature extraction and algorithms designing of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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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ion on this platform. 

 

 

Keywords relation extraction; corpus construction; feature extraction; MaxEnt; 

S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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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1.1 课题背景 

随着各种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与人类活动的不断增多，各式各样的信息，

例如科学知识、商业信息、娱乐信息和每天不断更新的新闻等等，大量增加并

混杂在一起，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由于计算机的普及以及因特网的迅速发

展，这些信息以电子文本的形式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并呈现在人们面前，但令人

尴尬的是人们根本无法从大量信息中迅速而准确地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为了

改变这种尴尬的局面，迫切需要一些自动化的工具帮助人们从海量信息源中迅

速而准确地找到真正需要的信息。信息抽取（IE，Information Extraction）

研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其主要任务包括实体识别（EDR，Entity 

Detection and Recognition）、时间识别（TERN，Time Detection  and 

Recognition）、关系识别（RDR，Relation Detection and Recognition）和事

件识别（VDR，Event Detection and Recognition）等几大部分。本文主要研

究基于实体识别的关系识别任务。 

1.2 课题的目的和意义 

由于通用搜索引擎（比如：百度、Google）对垂直领域相关知识的检索结

果远未达到人们的预期，垂直搜索引擎技术应运而生（比如：酷讯、爱搜车）。

信息抽取技术作为垂直搜索引擎的核心技术之一，逐渐成为热门的研究方向。

信息抽取的主要目的是将无结构的文本转化为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的信息，并以

数据库的形式存储，供用户查询以及进一步分析利用。例如，供进一步数据挖

掘使用[1]。 

信息抽取系统的主要功能是从文本中抽取出特定的事实信息（Factual 

Information），我们称之为实体（Entity）[1]。比如，从新闻报道中抽取出恐

怖事件的详细情况：时间、地点、作案者、受害者、袭击目标、使用的武器等；

从经济新闻中抽取出公司发布新产品的情况：公司名、产品名、发布时间、产

品性能等；从病人的医疗记录中抽取出症状、诊断记录、检验结果、处方等等。

这些事实信息通常可以分类为人物（Person）、组织机构（Organization)、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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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Time）、武器（Weapon）等等。 

然而，在大多数的应用中，不仅要识别文本中的实体，还要确定这些实体

之间的关系，我们称之为实体关系抽取。与实体抽取一样，实体关系抽取中的

关系类型也是预先定义好的。例如：部分整体关系（PART-WHOLE）、人与社会关

系（PER-SOC）、地理位置关系（PHYS）、雇佣关系（EMP-ORG）等等。例如，如

果文本中出现“…吉林大学校长展涛…” ，其中“展涛” 和“吉林大学” 分

别为人物（Person）和组织机构（Organization）类型的实体，它们又构成了

一种雇佣关系（EMP-ORG），即“展涛”受雇于“吉林大学” 。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发现如果说信息抽取的主要功能是自动将文本信息转

化为数据表格，实体抽取确定了表格中各个元素的话，实体关系抽取则是确定

这些元素在表格中的相对位置[2]。可见，实体关系抽取的目的就是在实体识别

的基础上从非结构化的自然语言文本中抽取出各种预先定义好的二元关系并将

之结构化存储，供进一步的数据查询或分析使用，是信息抽取的重要环节。 

然而，通过手工方法从大量的自然文本中抽取某类二元关系是极其费时费

力的，而对于抽取更多不同类别的二元关系，都通过手工方法来进行抽取是不

可能的。因此，急需一种方法，该方法能在很大程度上自动而准确的完成关系

抽取任务，并且可以借助二元关系构建出多元关系，这可以帮助人们迅速准确

的获取关系从而节省人们的时间。这种方法拥有着十分广阔的实际应用前景和

无法估计的市场价值，因此关系抽取相关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大的实际意义。 

本课题作为国家 863 项目《基于实体关系的文本内容挖掘与集成技术平台》

的子课题，研究目的在于在实验室已有的语言技术平台（LTP，Language 

Technology Platform）提供的中文信息处理底层模块基础上，对互联网上大规

模的音乐新闻文本进行分析，主要挖掘各音乐实体间的静态及动态关系，从而

自动建立通过新闻文本所表示出来结构化信息，进一步应用于自动问答、信息

检索等领域。 

1.3 关系抽取的历史 

关系抽取 早是由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委员会（DARPA，the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资助的信息理解会议（MUC, Message 

Understanding Conference）于 1998 年 后一次 MUC-7[3]会议上引入的。 初

为模板关系（Template Relation）任务，意在确定实体之间与特定领域无关的

关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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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MUC 会议的停办，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组织了自动内容

抽取（ACE，Automatic Content Extraction）评测，它从 1999 年开始继续进

行信息抽取方面的评测。ACE 评测 1999 年 7 月开始酝酿，2000 年 12 月正式开

始启动，迄今已经举办过八次评测（2000 年 5 月、2002 年 2 月、2002 年 9 月、

2003 年 10 月、2004 年 8 月、2005 年 11 月、2007 年 1 月、2008 年 5 月）。目前

ACE 评测主要有五大任务：实体识别、属性识别、时间识别、关系识别和事件

识别，这五项任务都制定了较为细致的类别和模板信息[5]。但是，每次 ACE 评

测的任务都略有不同，如 2008 年评测只有实体识别（EDR）和关系识别（RDR）

两项任务[6]，每次 ACE 评测各项任务的定义也略有不同。ACE 2008 RDR 任务定

义了 7 大类、18 个子类的实体关系类型体系[6]。ACE 评测提供的语料不仅有英

文，还包括中文、阿拉伯文和西班牙文，其中的中文训练语料主要来自于广播

新闻（40%），新闻专线（40%）和网络对话（20%）。 

另一个著名的评测会议 SemEval（Semantic Evaluations），其前身是已经

成功举办三次的 Senseval 评测，主要评测和语义相关的多方面任务，每届都吸

引世界范围内多所相关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参加，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力。在

SemEval-2007 评测中，定义了 Task 04：Classification of Semantic Relations 

between Nominals 任务，仅提供了少量的英文语料[7] ，包含了 7种常见的语义

关系，主要负责评测名词和名词短语之间的关系抽取。 

1.4 关系抽取的研究现状 

关系抽取是信息抽取的任务之一，关系抽取以实体识别（Entity Detection 

and Recognition）为前提，即在实体识别已经完成之后，判断同一个句子中的

任意两个实体是否构成我们预先定义好的某种二元关系。因此，实体关系抽取

任务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实体关系识别（识别具有关系的两个实体）和实体关

系分类（对实体关系进行具体分类）。 

与解决所有分类问题一样，人们 初使用基于知识库的方法来解决该问题。

但是，此方法需要领域专家构筑大规模的知识库[8]，这不但需要拥有专业技能

的专家，也需要付出大量劳动，耗费大量时间。为了避免基于知识库方法的这

些缺陷人们开始使用有指导和无指导两种学习方法。 

1.4.1 基于有指导的学习方法 

基于有指导的学习方法不需要拥有大量专业技能的专家来书写知识库，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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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有一定专业知识技能的人员对一个句子中的任意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做出

判断，判断是不是预先定义好的关系即可。也就是，首先需要人工对自然文本

中的实体对进行关系类别标注，然后，以标注好的数据作为训练数据，使用各

种机器学习算法[9]构造分类器。经常使用的机器学习算法有朴素贝叶斯（Naive 

Bayes）[10]、K- 近邻（KNN，K-Nearest Neighbor）[10][11]、决策树（Decision 

Tree）[10]、支持向量机（SVM，Support Vector Machines）[10][12]、 大熵（MaxEnt，

Maximum Entropy）[13]等等。 后，对每个新句子中的任意两个实体 ARG1 和 ARG2

所构成的实体对（ARG1，ARG2），使用已训练好的分类器预测该实体对是否构成

我们预先定义好的某种关系，即（ARG1，ARG2）→C，其中 C为某种我们预先定

义的关系类别。 

在使用学习算法进行学习之前，必须针对关系抽取这个特定问题进行特征

提取，将用于训练的自然的关系实例表达成可供学习算法使用的方式，即确定

自然实例的表达形式。根据所使用的实例表达形式的不同，学习算法通常分为

基于特征向量的学习算法和基于核函数（Kernel）的学习算法[12]，而这两种方

法也是实体关系抽取领域 流行的基于有指导的学习方法，或者叫做基于有监

督的学习方法，这种方法需要人工标注训练语料。 

所谓特征向量，是实例的一种数值化的表示方式。Kambhatla[14]使用了 大

熵学习算法,并选用了词,实体类型,提及层,重叠关系,依存关系和句法树等信

息作为特征,在 ACE 2004 的共 24 个子类型上，取得了 52.8 的 F 值。ZHOU Guo 

Dong[15]在Kambhatla的基础上,使用SVM模型作为分类算法，提取了更多的特征,

进一步提高了关系抽取任务的效率。 

在中文实体关系抽取研究方面,车万翔[2]分别采用 Winnow 和 SVM 算法，通

过构造不同窗口的特征向量,在 ACE 2004 语料的 7 大类关系上，取得了 F 值为

73.27 的结果。赵宇[16]受到 ID3 算法的启发，根据在分类过程中不同的特征往

往具有不同的分类相关程度，对特征加权方法进行了研究，针对 NN 算法设计并

实现了权向量学习算法（PSO-NN,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Nearest 

Neighbor），对提取的特征进行权值优化，在 ACE 2004 语料上进行关系抽取，

取得了 F值为 78.0 的结果。董静[17]分析语料库特点，提出将中文实体关系划分

为：包含实体关系与非包含实体关系，并针对同一种句法特征在识别它们时性

能的明显差异，对这两种关系采用了不同的句法特征集，并提出了一些适合各

自特点的新的句法特征。并且，在 CRF 模型框架下,以 ACE 2007 的语料作为实

验数据进行了实验检验，结果表明其划分方法和新特征有效的提高了汉语实体

关系抽取任务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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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向量的表达形式较简单，并且基于特征向量的学习算法具有使用方便，

训练和预测速度快等优点。然而，由于自然界实际问题的复杂性，构造能够反

映所研究问题的好的特征向量是很困难的事情，它要求研究人员对所研究的问

题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并拥有大量的专业知识。这样便产生了基于核函数的

学习算法。 

核函数，其实就是满足一定条件的两个实例之间的一种相似度计算公式，

它可以被想象成数据实例之间的相似度函数。当任意给定一个实例，就可以通

过使用核函数将新实例和训练数据中已标注的实例进行比较以确定新实例的类

别。基于核函数的学习算法， 早是在支持向量机（SVM）算法中被引入的，后

来发现多种学习方法均可以使用 Kernel 的形式来表示,例如 K- 近邻、神经网

络等等。 

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应用基于 Kernel 的学习算法[18][19]，与基于特征向量的

学习算法不同，其不需要显示的构造特征向量，而是直接使用字符串、树、图

等自然界实例的原始形式作为处理对象，需要做的只是计算任意两个对象之间

的 Kernel 函数。因为核函数可以在计算两个实例的相似度的过程中发现一些隐

含的特征空间，所以相对传统的特征向量的方法来说，核函数方法的一个很大

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在一个大得多的特征空间中去寻找 佳的特征组合。从而核

函数具有丰富的表达能力，可以简洁、隐示的表达复杂的自然现象中所蕴含的

丰富信息。由于 Kernel 函数这一特性，Kernel 函数在关系抽取中得到了广泛的

研究和使用。 

基于核函数的方法[20][21]是传统的基于特征提取的机器学习方法的一个非常

具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Haussler[18]提出了在离散结构（例如：字符串和树型

结构）上计算核函数的方法。随后 Lodhi et al.[19]研究了字符串核函数在文本

分类上的应用。Zelenko et al.[22]将实体关系实例转换成连接两个实体之间的

小公共子树，然后通过计算两个子树之间的核函数来提取实体之间的语义关

系。其核函数自顶向下将待计算的两棵子树从根节点到叶节点递归遍历并进行

匹配，根据其匹配的程度计算相似度。他们的方法在两个简单的实体关系抽取

任务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Culotta and Sorensen[23]在 Zelenko et al.等人的工作上进一步提出了计

算依存句法树之间核函数的方法。他们的方法规定两棵树的节点必须在同一深

度，并且从根节点到该节点的路径也必须完全相同。显然，这样严格的限制有

助于提高系统的准确率（在 ACE RDR 2003 语料上大于 67%），却导致了较低的召

回率（低于 35%），虽然 Culotta 等人在论文中也提出并且实验了提高召回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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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但是效果不明显。Bunescu and Mooney[24]提出了基于 短依存句法路径

的核方法，在他们的方法中，对两个实例中依存句法路径上的相同词进行了简

单的数量统计。和 Culotta and Sorensen[23]等人的工作类似，该方法也遇到了

高准确率低召回率的问题。 

基于以上研究，学者们开始考虑如何将传统的基于特征向量的机器学习方

法与核函数方法结合起来。于是，混合核（Composite Kernel）方法被越来越

多的使用到了研究当中，在混合核的研究中有代表性的工作有：Zhao and 

Grishman[25]，Zhang et al.[26]，Zhou et al.[27]等人的工作。 

Zhao and Grishman[25]为了将特征空间覆盖到不同的语言学特点，定义了基

于特征的混合核，并且在 ACE RDR 2004 语料上其 F值达到了 70.4。 

Zhang et al.[26]为发掘实体关系抽取中多样的结构化信息和找到 短路径

封闭树（SPT，Shortest Path enclosed Tree），定义了基于树的卷积核（CTK, 

Convolution Tree Kernel）并且在 ACE RDR 2004 语料的 7 种实体关系上取得

了 F值为 67.7 的效果。该方法 大的问题在于无法获取 短路径封闭树之外的

上下文信息，而这些上下文信息对于实体关系抽取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

如何在卷积核中加入恰当的上下文信息就成了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Zhou et al.[27]指出基于树的卷积核以及 短路径封闭树都是上下文无关

的。因此，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对 短路径封闭树进行了动态扩展，形成了

CS-SPT。在动态扩展的过程中，一些必要的上下文信息或者树的路径信息被加

入。所以，原先的上下文无关的核函数就变成了上下文相关的基于树的卷积核。

在 ACE RDR 2004 语料的 7 种关系上，他们取得了 F 值为 73.2 的成绩。其方法

的缺点是只能加入有限的上下文信息，而且随着上下文信息的加入噪音信息也

被加入到了 短路径封闭树中。为了改进这一缺点，Qian et al.[28]提出了一种

可以动态确定 CS-SPT 扩展范围的方法。其主要方法是在树型结构上挖掘各句子

组成成分内在的关系，并且有选择性地保留重要的上下文信息。经过改进后，

在 ACE RDR 2004 语料的 7种关系上，他们取得了 F值为 77.1 的成绩。 

虽然基于核函数的方法在表达信息方面有较大优势，但它也有一个致命缺

点，那就是计算复杂度高，训练和预测速度很慢，不适合处理大规模数据。另

外，由于核函数不像特征向量那样显式的表达信息，而是将信息隐含在核函数

中，这样不利于实验者控制实验中所使用的信息，这样可能将不必要的信息—

噪声引入到算法中，反而影响了算法的性能。 

为了能够控制算法中所使用的信息，研究人员开始以更加灵活的方式使用

核函数，也就是在使用核函数时引入更多的领域知识，控制核函数的复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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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既能提高算法性能，又能提高算法的训练和预测速度。Shubin Zhao[25]等在

文章中为不同层次的信息建立不同的比较简单的核函数，然后综合使用，这样

能综合使用各层次信息在关系抽取中的作用。有些研究人员更是直接放弃了使

用核函数，而是采用基于特征向量的方法。Kambhatla[14]和 Zhou GuoDong[15]等

在综合考虑各种有用的句法、语义信息后，取得了比核函数方法更好的性能。 

在上面的算法中，无论是基于特征向量的学习算法，还是基于核函数的学

习算法都需要综合考虑各种词法、句法、语义信息以使算法达到比较好的性能。

正是这个原因，发掘更多的对关系抽取有用的词法、句法、语义信息，并有效

的使用,即特征提取,已经成为关系抽取中研究的重点。 

1.4.2 基于无指导的学习方法 

针对 ACE RDR 任务采用的主要都是有指导的方法，而这些方法都需要像 ACE 

RDR 任务所提供的标注好的训练语料。由于 ACE RDR 提供的语料的自身限制，如

果要将实体关系抽取拓展到通用领域或者是垂直领域使用，ACE 的语料是远远不

够的。而有指导的方法离不开训练语料，所以，这就需要人工标注新的，大规

模的训练语料以达到实用性的要求。标注大规模的训练语料是一项非常耗费时

间和人力的工程，而实体关系抽取已经深入到了自然语言处理的语义层面，标

注的难度相对较大。所以，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实体关系抽取

中基于无指导的学习方法，主要都是围绕Sequence-pattern学习算法进行研究。 

Sequence-pattern 学习算法的特点在于其准确率非常高（高于 90%），但是

召回率特别低。为提高 Sequence-pattern 的召回率，学者们又引入了

Soft-pattern 的概念，即在原先 Sequence-pattern 的严格限制的基础上，对某

些词语进行泛化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系统的召回率。但是，由于很多学

者利用 Web 作为学习算法的语料来源，在如此大规模的网络资源上，召回率通

常无法准确的计算。 

Brin[29]提出了基于 bootstrapping 的无指导的实体关系抽取方法。Brin 的

方法需要针对某一种实体关系(例如：人-出生时间)的实体关系种子对(例如：

毛泽东，1893 年)，基于该实体关系种子对，其方法可以自动获取与该实体关系

对应的模式和实例。 

Hasegawa et al.[30]提出了基于聚类的实体关系抽取的方法。Hasegawa 等

人的方法是基于相同的实体关系应该出现在相似的上下文中这一假设。所以，

如果将上下文信息进行聚类，聚类的结果就是各种实体关系对应的上下文。这

种方法不再需要事先定义实体关系类型体系，而且也不需要像 Brin 等人使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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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体关系种子对，但是，由于聚类结果非常依赖语料的质量，其方法仅能发

现少数而且较为宽泛的实体关系，并且很多聚类的结果并没有明确地表达特定

的实体关系。所以，该方法暂时还无法满足实用性的要求。 

Etzioni and Cafarella et al.[31]构建了著名的信息抽取系统 KnowItAll。

KnowItAll 是一个自动的，领域无关的信息抽取系统，它可以自动抽取 Web 上的

事实信息。它的输入是类别信息，例如：“科学家”、“电影”等，其输出是

属于该类别的实体，该系统拥有很高的准确率，不过同样存在低召回率的问题。 

Rosenfeld and Feldman[32]构建了一个基于无指导方法的关系抽取系统：

URES（an Unsupervised Web Relation Extraction System），该系统同样是从

实体关系种子对出发，使用了 Soft-Pattern 进行模板的提取和匹配，获得了很

高的准确率（大于 90%）,但召回率较低。随后，Rosenfeld and Feldman[33]又

将命名实体识别加入到 URES 中，并且基于已经提取出的模式对其输出进行了分

类，进一步提高了 URES 的性能。 

Davidov et al.[34]提出了一种抽取特定概念（例如：国家）参与的实体关

系的方法。这种方法需要更少的人工干预，因为该方法的输入是更加一般化的

“概念词”,例如：“北京”，该方法将自动对“北京”进行概念上的扩展，即

寻找出“北京”所属的概念的相关词语，例如“巴黎”、“华盛顿”等，然后,

自动在 Web 或者大规模语料中提取这些属于同一概念的词出现的句子实例，接

着用聚类的方法对这些实例中出现的上下文进行聚类，并产生 终的结果。该

方法的优势在于仅仅需要很少概念词就可以自动进行扩展并且自动发现实体关

系的类别。 

Blohm and Cimiano[37]等人指出在基于 BootStrapping 的实体关系抽取算法

中（图 1-1），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对获取的模式进行过滤，以免将过多的噪声

引入将来的迭代过程中。有代表性的处理方法是在每次迭代的过程中均调用模

式和实体关系种子的评价函数（或者称之为过滤函数），并根据阈值进行过滤。 

Davidov and Rappoport[38]提出了一种使用模式群（pattern clusters）自

动抽取词项之间的一般性语义关系的方法框架。他们的方法不需要任何自然语

言处理的底层技术支持，比如分词、词性标注，所有被选择的词都是随机在句

子中挑选的，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方法需要超大规模文本语料的支持（68GB 纯文

本英文语料以及 55GB 纯文本俄文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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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基于 bootstrapping 的实体关系抽取算法 

1.5 中文实体关系抽取存在的问题 

实体关系抽取作为信息抽取的子任务，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重要的未解决

的问题之一，尤其是中文实体关系抽取的研究相对滞后。中文实体关系抽取研

究的难点主要有以下三点： 

1) 实体关系类型体系的建立。ACE 2008 RDR 任务定义了 7大类、18 个子

类的实体关系类型体系，如表 1-1 所示。另外一个广泛使用的实体关系类型体

系来自于 Semeval-2007 Task 04，它仅包含了 7 种常见的语义关系。Culotta

等人在维基百科（Wikipedia）英文版的基础上定义了 53 种实体关系类型，建

立了包含 4701 个实体关系实例的语料库。由于当前自动获取实体关系类型体系

的方法还不够成熟，实体关系类型体系的建立往往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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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ACE 2008 RDR 任务中实体关系类型 

（*表示对称关系，括号中的是 ACE 语料库中各关系的实例数目） 

类型 子类型 

人工制品  使用者-拥有者-发明者-制造者（567） 

一般关系  市民-居民-宗教团体-种族（842）、 

机构所在地（1067） 

转喻*  无（35） 

机构关系  雇佣（1466）、创建者（12）、所有者（18）、 

学生-校友（56）、运动-团体（38）、 

投资者-股东（61）、会员（340） 

部分-整体  人工制品（9）、地理（1211）、子公司（附属的）

（863） 

人-社会*  职务（161）、家庭（279）、持续的-私人的（70） 

物理*  处于（1279）、临近（218） 

 

2) 现有的实体关系类型体系无法满足实际应用的要求。ACE RDR 任务所提

供语料的 大问题在于其定义的语义关系过于宽泛。例如：ACE RDR 关系类型“人

—社会”大类中的“家庭”子类中实际包含了“夫—妻”、“父—子/女”、“母—

子/女”以及“兄弟姐妹”等在实际应用的关系抽取系统中应该标明的关系；此

外，其关系类型体系还存在一定的重叠现象，例如：“一般关系”大类中的“机

构所在地”子类和“物理”大类中的“处于”子类存在重叠现象。Semeval-2007 

Task 04 由于只定义了 7种常见的语义关系，主要被用于进行评测和方法实验。

Culotta 等人定义的 53 种实体关系的类型体系仅包含 PER（Person）之间的部

分关系，但是，在 ORG（Organization）与 PER、ORG 与 ORG 等实体之间也存在

着关系，所以，Culotta 等人定义的关系类型体系也是无法满足实际应用要求的。

因此，在实际应用领域定义恰当的实体关系类型体系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3) 目前中文实体关系抽取的研究相对滞后。 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中文和

西方语言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近年来，大多数研究人员都将精力集中在英

文以及其他欧洲语言的实体关系抽取上，并取得了相当有影响力的成果。但是，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使用的语料是英文语料，大多都充分考虑到了英文的语言学

特点，所以，无法直接在中文上使用。据我们所知，目前在中文实体关系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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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使用 为广泛的语料是 ACE RDR 任务所提供的包含 8592 条实体关系的中文

语料，而在英文方面，不少学者都标注了适合自己研究并且惠及其他学者的语

料。 

1.6 本文的研究内容 

一方面，由于中文实体关系抽取研究的起步较晚，而且在实体关系类型体

系建设方面也落后于英文等语言，使得中文在关系抽取技术方面显得有些落后。

另一方面，实体关系抽取表现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如果能在一些关键技术上

有所突破，可以满足多种信息处理系统的要求。结合国内外的技术发展趋势，

本文将对中文音乐实体关系抽取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部

分： 

第一章介绍了课题背景以及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概述了国际上关系抽

取的研究现状，总结了中文实体关系抽取存在的问题。 

第二章定义了音乐领域的实体类型和音乐实体关系类型体系，制定了完善

的标注规范，人工构建了新浪音乐新闻标注语料库。 

第三章对词法、句法等多方面信息进行了研究，结合关系抽取问题的特点，

完成了特征提取工作。然后，分别使用 大熵模型（MaxEnt）和支持向量机（SVM）

两种机器学习算法对特征提取的结果进行了实验检验，并对实验结果进行了详

尽分析和比较。 

第四章设计并实现了音乐实体关系抽取实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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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语料库建设 

2.1 引言 

实体关系抽取的有指导的学习方法需要标注语料库的支持，另外，在对无指

导的方法进行评价时，也需要使用已标注的语料库。目前，实体关系抽取可用的

中文语料库资源主要来自于ACE RDR任务。由于本文主要研究音乐领域的实体关

系抽取，而ACE实体关系类型体系包含的关系较为宽泛，不能满足音乐领域的要

求。所以，我们需要进行音乐实体关系抽取语料库的建设。在建设的过程中，我

们借鉴了ACE语料库构建的一些经验，参考了其语料格式与标注规范， 终确定

了音乐实体关系抽取语料库的格式以及标注规范。 

2.2 音乐实体关系类型体系 

在定义音乐实体关系类型体系之前，我们首先要确定待抽取的实体类型。传

统的命名实体识别模块（NER，Name Entity Recognition）能为我们提供人名（Nh）、

地名（Ns）、机构名（Ni）、时间（Nt)、日期（Nr）等命名实体的识别，但是这

对于音乐领域的需求来说是不够的。在音乐领域，我们关心的是“艺术家”、“歌

曲”、“专辑”、“唱片公司”、“时间/日期”等实体之间的关系，而传统的

命名实体识别模块不能识别这些领域相关的实体。 

哈工大信息检索研究室开发了音乐命名实体模块（MusicNER），但是MusicNER

只能识别音乐相关的命名实体而不能识别传统的命名实体。因此，我们将传统的

命名实体识别模块的结果与音乐命名实体识别模块的结果进行合并，形成新的

MusicNER标注结果。 

根据音乐领域新闻的特点，我们主要针对以下6种常见的音乐实体类型之间

的关系进行研究。 

表 2-1 实体类型及其说明 

序号 实体类型 标签 说明 
1 艺术家名 Na 包括：歌手、组合、乐队、乐团、作曲家、作词人、 

歌唱家、指挥家、演奏家等 
2 艺术家别名 Nl 同“艺术家名” 
3 专辑名 Nb 包括：专辑、唱片、歌剧、音画、音乐剧、合辑等 
4 歌曲名 Nc 包括：各类歌曲、歌剧片段、交响乐曲、钢琴曲等 
5 唱片公司名 Np 包括：唱片公司 
6 时间、日期 Nr 包括：各类准确的时间和日期 

 
其中，“艺术家名” 、“艺术家别名” 、“专辑名” 、“歌曲名”的识别来

自于MusicNER；“唱片公司名” 、“时间、日期”来自于传统的NER。 

由于共指现象的广泛存在，我们将代词（r）也列入处理范围，代词可以代

表的类型有“艺术家名/别名” 、“专辑名” 、“歌曲名” 、“唱片公司名” 。 

实体类型确定后，我们在此基础上定义了12种音乐实体关系，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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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音乐实体关系类型体系 

实体类型对 关系类型 
“艺术家”与“艺术家别名” “艺术家—艺术家别名” 

“艺术家”与“歌曲” “艺术家—歌曲” 
“作词—歌曲” 
“作曲—歌曲” 

“艺术家”与“时间、日期” “艺术家—出道时间” 
“艺术家—隐退时间” 
“艺术家—复出时间” 

“艺术家”与“唱片公司” “艺术家—唱片公司” 
“艺术家”与“专辑” “艺术家—专辑” 
“专辑”与“时间、日期” “专辑—发行时间” 
“歌曲”与“时间、日期” “歌曲—发行时间” 
“歌曲”与“专辑” “歌曲—专辑” 

2.2.1 艺术家—艺术家别名 

“艺术家—艺术家别名”关系表达的是艺术家与其别名的关系。 

表 2-3  “艺术家—艺术家别名”关系允许的参数（ARG）类型 

关系类型 ARG1 ARG2 

艺术家—艺术家别名 Na Nl 

 
下面是一个满足“艺术家—艺术家别名”关系的典型例子： 

表 2-4  Na-Nl 

在刘德华 2009 Wonderful World 中国巡回演唱会沈阳站，华仔以一首《中国人》开场。 

关系类型 ARG1 ARG2 

艺术家—艺术家别名 刘德华/Na 华仔/Nl 

2.2.2 艺术家—歌曲 

“艺术家—歌曲”关系表达的是艺术家与歌曲之间的“歌曲隶属于艺术

家”或者“艺术家演唱、演奏或者指挥该歌曲”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艺术家

翻唱某歌曲我们并不认为属于本关系。 

表 2-5  “艺术家—歌曲”关系允许的参数（ARG）类型 

关系类型 ARG1 ARG2 

艺术家—歌曲 Na、Nl 或 r Nc 或 r 

 
下面是几个满足“艺术家—歌曲”关系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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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Na-Nc 

周杰伦演唱了《青花瓷》。 

关系类型 ARG1 ARG2 

艺术家—歌曲 周杰伦/Na 《青花瓷》/Nc 

 

表 2-7  Na-r 
周杰伦演唱了该歌曲。 

关系类型 ARG1 ARG2 

艺术家—歌曲 周杰伦/Na 该歌曲/r 

 

表 2-8  r-Nc 

他在演唱会上演唱了《青花瓷》。 

关系类型 ARG1 ARG2 

艺术家—歌曲 他/r 《青花瓷》/Nc 

2.2.3 作词—歌曲 

“作词—歌曲”关系表达的是歌曲与其作词人之间的关系。 

表 2-9  “作词—歌曲”关系允许的参数（ARG）类型 

关系类型 ARG1 ARG2 

作词—歌曲 Na、Nl 或 r Nc 或 r 

 
下面是几个满足“作词—歌曲”关系的典型例子： 

表 2-10  Na-Nc 

作为《北京欢迎你》的词作者，林夕已经是家喻户晓。 

关系类型 ARG1 ARG2 

作词—歌曲 林夕/Na 《北京欢迎你》/Nc 

 

表 2-11  Na-r 

周董的御用词人方文山为该歌曲填词。 
关系类型 ARG1 ARG2 

作词—歌曲 方文山/Na 该歌曲/r 

2.2.4 作曲—歌曲 

“作曲—歌曲”关系表达的是歌曲与其作曲人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

“歌曲”与“制作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认为属于本关系。 

表 2-12  “作曲—歌曲”关系允许的参数（ARG）类型 

关系类型 ARG1 ARG2 

作曲—歌曲 Na、Nl 或 r Nc 或 r 

 
下面是几个满足“作曲—歌曲”关系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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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Na/Nl-Nc 

《青花瓷》是由周董亲自作曲，其御用词人方文山填词。 

关系类型 ARG1 ARG2 

作曲—歌曲 周董/Nl 《青花瓷》/Nc 

作词—歌曲 方文山/Na 《青花瓷》/Nc 

表 2-14  Na-r 

林俊杰亲自创作了该歌曲。 

关系类型 ARG1 ARG2 

作曲—歌曲 林俊杰/Na 该歌曲/r 

2.2.5 艺术家—出道/隐退/复出时间 

这3种关系类型分别表示了艺术家与其出道时间、隐退时间以及复出时间之

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艺术家首次发行专辑或者歌曲的时间我们不认为是艺

术家出道的时间。 

表 2-15  “艺术家—出道/隐退/复出时间”关系允许的参数（ARG）类型 

关系类型 ARG1 ARG2 

艺术家—出道/隐退/复出时间 Na、Nl 或 r Nr 

 

下面是几个满足“艺术家—出道/隐退/复出时间”关系的典型例子： 

表 2-16  Na-Nr 

新乐团“纵贯线”于 2008 年 7 月 25 日正式成立，并立刻跃升至华语一线“天团”位置。 

关系类型 ARG1 ARG2 

艺术家—出道时间 纵贯线/Na 2008 年 7 月 25 日/Nr 

 
表 2-17  Na-Nr 

94 年周慧敏在香港红勘举办 爱演唱会后，宣布退出歌坛。 

关系类型 ARG1 ARG2 

艺术家—隐退时间 周慧敏/Na 94 年/Nr 

 
表 2-18  Na-Nr 

香港第一代玉女掌门人周慧敏明年 10 月复出 

关系类型 ARG1 ARG2 

艺术家—复出时间 周慧敏/Na 明年 10 月/Nr 

2.2.6 艺术家—唱片公司 

“艺术家—唱片公司”关系表达的是艺术家与唱片公司之间的雇佣关系，即

如果某艺术家是或者曾经是某唱片公司的旗下/签约艺人，则我们认为该艺术家

与该公司满足“艺术家—唱片公司”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艺术家与唱片公司有

合作不一定就是该公司的旗下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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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9  “艺术家—唱片公司”关系允许的参数（ARG）类型 

关系类型 ARG1 ARG2 

艺术家—唱片公司 Na、Nl 或 r Np 

 

下面是几个满足“艺术家—唱片公司”关系的典型例子： 

表 2-20  Na-Np 

5 月 12 日，华谊旗下艺人张靓颖出席了汶川地震一周年特别活动。 

关系类型 ARG1 ARG2 

艺术家—唱片公司 张靓颖/Na 华谊/Np 

 
表 2-21  Na-Np 

黄征与华谊约满和平分手后签约太合麦田 

关系类型 ARG1 ARG2 

艺术家—唱片公司 黄征/Na 华谊/Np 

艺术家—唱片公司 黄征/Na 太合麦田/Np 

2.2.7 艺术家—专辑 

“艺术家—专辑”表达的是“专辑”隶属于“艺术家”的关系。即艺术家发

行过那些专辑、演唱过那些歌剧或音乐剧等。值得注意的是，存在某歌手的歌曲

被收录在某合辑（多位歌手的歌曲收录在一张专辑中）中的情况，我们认为该情

况下，该歌手与该合辑也存在“艺术家—专辑”关系。 

表 2-22  “艺术家—专辑”关系允许的参数（ARG）类型 

关系类型 ARG1 ARG2 

艺术家—专辑 Na、Nl 或 r Nb 或 r 

 
下面是几个满足“艺术家—专辑”关系的典型例子： 

表 2-23  Na-Nb 

华谊“一姐”张靓颖近日推出了 新专辑《张靓颖@音乐》。 

关系类型 ARG1 ARG2 

艺术家—唱片公司 张靓颖/Na 华谊/Np 

艺术家—专辑 张靓颖/Na 《张靓颖@音乐》/Nb 

 
表 2-24  Na-r 

新专辑在台北发布后第二天，周杰伦就携该新专辑赶往内地进行宣传。 

关系类型 ARG1 ARG2 

艺术家—专辑 周杰伦/Na 该新专辑/r 

2.2.8 专辑/歌曲—发行时间 

“专辑—发行时间”表达的是“专辑”与其准确的“发行时间”之间的关

系。值得注意的是，“专辑”的“签售”活动时间或者是“专辑”可以代表的

“歌剧”、“音乐剧”、“音画”等的上演时间，我们不认为是“专辑—发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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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关系。 

“歌曲—发行时间”表达的是“歌曲”与其准确的“发行时间”之间的关

系。与“专辑—发行时间”类似，歌曲首次被演唱的时间，我们不认为是“歌曲

—发行时间”关系。 

表 2-25  “专辑/歌曲—发行时间”关系允许的参数（ARG）类型 

关系类型 ARG1 ARG2 

专辑/歌曲—发行时间 Nb/Nc 或 r Nr 

 
下面是几个满足“专辑/歌曲—发行时间”关系的典型例子： 

表 2-26  Nb-Nr 

周杰伦的第八张专辑《我很忙》在自己新公司的全心策划下，即将在 11 月 2 日全球同步发

行。 

关系类型 ARG1 ARG2 

专辑—发行时间 《我很忙》/Nb 11 月 2 日/Nr 

艺术家—专辑 周杰伦/Na 《我很忙》/Nb 

 
表 2-27  Nc-Nr 

9 月 27 日，陈楚生首支单曲《有没有人告诉你》正式发行，和众多网友们一起分享了自己

的快乐。 

关系类型 ARG1 ARG2 

歌曲—发行时间 《有没有人告诉你》/Nc 9 月 27 日/Nr 

艺术家—歌曲 陈楚生/Na 《有没有人告诉你》/Nc 

2.2.9 歌曲—专辑 

“歌曲—专辑”关系表达的是“歌曲”隶属于某“专辑”或者是“歌曲”

隶属于某“歌剧”或者“音乐剧”的关系。 

表 2-28  “歌曲—专辑”关系允许的参数（ARG）类型 

关系类型 ARG1 ARG2 

歌曲—专辑 Nc 或 r Nb 或 r 

 

下面是一个满足“歌曲—专辑”关系的典型例子： 

表 2-29  Nc-Nb 

《张靓颖@音乐》主打歌曲第一波《那不会是爱吧》，主打歌曲第二波《黑夜里的光》。 

关系类型 ARG1 ARG2 

歌曲—专辑 《那不会是爱吧》/Nc 《张靓颖@音乐》/Nb 

歌曲—专辑 《黑夜里的光》/Nc 《张靓颖@音乐》/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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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音乐实体关系抽取语料库的构建 

2.3.1 语料来源 

为了保证语料库的质量，我们决定使用新浪网的音乐新闻

(http://yue.sina.com.cn/)作为语料来源。新浪网的音乐新闻是按照日期来归

类的，每天的音乐新闻都会列在一个特定的、有规律可循的网址上，我们只需要

根据网址的规律，对网页进行抓取和分析即可。 

例如，我们要获得2009年5月15日的所有音乐新闻，就可以抓取网址：

http://ent.sina.com.cn/music/oldnews/2009-05-15.shtml对应的网页，如下

图所示。 

 
图 2-1  新浪音乐新闻列表页面 

 
接下来，我们可以使用正则表达式对该页面所有的音乐新闻链接进行提取，

并将音乐新闻对应的网页抓取到本地，然后，我们根据新浪音乐新闻网页的特点

撰写正文提取模块对新闻的“标题”，“发布时间”，“正文”进行提取。 

例如：2009年5月15日17:50的一则音乐新闻，其详细内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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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新浪音乐新闻的正文页面 

我们提取出图2-2所示音乐新闻的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2-30  提取出的正文 

标题 “舞娘”蔡依林腰伤封舞 2 个月 

发布时间 2009 年 05 月 15 日 17:50 

正文 “舞娘”腰伤 封舞 2 个月 

本报讯 (记者 黄丽娟)蔡依林腰伤了，没办法跳舞。蔡依林经纪公司天熹

娱乐和唱片公司华纳音乐联合宣布，蔡依林将封舞 2 个月，全面养伤。 

华纳音乐介绍，蔡依林一路以来挑战许多困难的舞蹈，加上工作量大得惊

人，身体已经发出警讯，一向不轻易喊痛的 JOLIN 好几次在表演后几乎直不起

腰来。日前在为某厂商拍摄珠宝照片时，一蹬上高跟鞋后就忍不住腰痛，现场

飙泪！经纪公司慎重考虑后，决定让 Jolin 封舞 2 个月。医生也表明：蔡依林

再不休息就更没有康复的可能。 

我们将提取出的每一天的所有音乐新闻保存在一个XML文件中，例如，2009

年5月15日的所有音乐新闻保存在下表所示的XML文件中。 

表 2-31  2009 年 5 月 15 日音乐新闻保存的 XML 文件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music-news date="2009-05-15"> 

 <doc id="100"> 

  <url>http://ent.sina.com.cn/y/2009-05-15/17502520530.shtml</url> 

  <title>“舞娘”蔡依林腰伤封舞 2个月</title> 

  <date>2009 年 05 月 15 日 17:50</date> 

  <text>… …（省略）</text> 

  </doc> 

     <doc id="101"> 

         … … 

     </doc> 

</music-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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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存为XML格式时，我们为每一则音乐新闻分配唯一的id，便于将来进行

篇章查找和定位。 

我们 终提取了2008年8月—2008年11月、2009年3月以及2009年4月共6个月

的新浪音乐新闻，作为初始语料，供进一步的处理。 

2.3.2 语料的预处理 

为了辅助标注过程，我们首先需要对语料进行断句、分词、词性标注、传统

命名实体识别以及音乐命名实体识别处理。我们将这几个模块合并成一个统一的

词法处理模块。然后，我们需要对获得的句子进行过滤，仅保留那些可能包含音

乐实体关系的句子，我们称之为候选句子。获得候选句子的方法是根据我们对实

体关系的定义，候选句子需要包含至少两个相互之间可能产生关系的音乐命名实

体。 

接下来，我们对候选句子内可能包含的关系进行程序自动发现，以辅助人工

的标注过程。 

 
图 2-3  语料的预处理过程 

 

例如：“周杰伦、林俊杰和蔡依林出席了本次晚会，并且现场演唱了各自的
成名曲。”这个句子包含的实体有“周杰伦”、“林俊杰”、“蔡依林”，类型

都是“艺术家”，而在我们的实体关系类型的定义中，在“艺术家—艺术家”之

间没有关系定义，所以，该句子我们不保留。 

“周杰伦出席了元宵节晚会并且现场演唱了《青花瓷》，获得一片好评。”

这个句子包含的实体有：“周杰伦”、“《青花瓷》”，分别为“艺术家”和“专

辑”类型，在我们的实体关系类型的定义中，“艺术家—专辑”之间有关系定义。

所以，“周杰伦”与“青花瓷”之间是可能存在关系的，我们将保留该句子以及

该候选关系。 

在我们抓取的6个月的新浪音乐新闻中，总共有323,249个句子，经过上面的

处理方法过滤后，剩余37,167个句子。这样一方面通过句子过滤减少了后续的工

作量，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提取出了更可能对音乐关系抽取有用的句子。 

另外，我们发现，句子中出现时间实体类型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

与同一句子中的其他类型实体产生我们上面定义的关系。所以，在下面的统计结

果中没有包含与时间相关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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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7,167个句子中，实体与实体的组合出现的次数以及概率如下表所示。 

表 2-32  37,167 个句子中实体组合的分布情况 

共现情况 出现次数 出现概率 

Na-Nb 10994 0.1505 

Nc-Nb 3800 0.0520 

Na-Np 13994 0.1916 

Na-Nc 44261 0.6059 

 
我们在37,167个句子中随机选取10,000个句子，作为待标注语料，为保证在

这10,000个句子中，各类关系的分布与37,167个句子大致相同，我们进行了多次

随机选择， 终确定的10,000个句子中，实体与实体的共现次数以及概率如下表

所示。 

表 2-33  10,000 个句子中实体组合的分布 

共现情况 出现次数 出现概率 

Na-Nb 3169 0.1552 

Nc-Nb 1187 0.0581 

Na-Np 3996 0.1957 

Na-Nc 12065 0.5909 

 
为保证我们选择的10,000个句子能够比较好的代表原始语料中各类关系的

分布，各类关系的出现概率应该与37,167个句子大致相同，从上表可以看出，我

们随机选择的10,000句可以较好地代表原始语料的关系分布情况。 

2.3.3 标注规范的建立与标注过程 

为保证标注质量，考虑到某些实体关系的判断相对困难，我们需要在正式进

行标注前先制定完善的标注规范。 

首先，从候选语料中（37,167个句子）选出2,000句作为待标注语料进行标

注。这2,000个句子提供给2个人分别进行独立标注，然后对比标注结果，对标注

规范进行完善。 终形成的标注规范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实体关系的抽取局限在单个句子中，超过句子范畴的关系不进行标注。 

2. ARG1和ARG2存在先后顺序，不能随意调换位置。 

3. 如果句子中实体识别有错误，则需要在标注结果上进行修改，主要修改

我们关心的6种音乐实体类型（上面已经列举出）。 

1) 例如：“图/n 为/p 谢安琪/Na 获/v 至尊唱片/Np 大奖/n 。/wp”，

这个句子出现了识别错误，“至尊唱片大奖”应该是一个完整的词

语，属于名词； 

2) 如果系统将不是实体的词语错误的识别成了6种音乐实体类型的一

种，则按照 有可能的词性修改该词语，如果对词性不确定，则修

改为名词“/n”； 

3) 歌曲、专辑名称前后的引号“”以及书名号《》需要和歌曲、专辑

名称合并； 

4) 在标注的过程中，需要将时间（Nr）补全，例如：1973年/Nr 初/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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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合并成“1973年初/Nr”，另外，“昨天”、“今天”、“明天”

等表示确定的时间词也需要标注成“Nr”，不能表示确定时间的词

“前些天”、“前段时间”等，不进行标注； 

5) 如果艺术家、歌曲、歌手、专辑、唱片公司的中文名和英文名出现

在一起，则需要合并。例如：“周杰伦/Na （/wp Jay/Na ）/wp”

合并为“周杰伦（JAY）/Na”。 

4. 实体关系必须在句子中“显式、直接”地表示出来。句子中没有直接表

达出来或者是需要进行推理的关系不进行标注。 

1) 例如：事实上，周杰伦与《青花瓷》之间存在着“作曲—歌曲”关

系，但待标注的句子是：“周杰伦演唱了《青花瓷》”，则该句子

只能标注出“艺术家—歌曲”关系而不能标注出“作曲—歌曲”关

系； 

2) 例如：“这次/r 陈楚生/Na 的/u 新/a 专辑/n 由/p 天娱公司/Np  

出品/v ，/wp 而/c 发行/v 运作/v 是/v 由/p 华谊兄弟/Np 来/v 

执行/v 。/wp。”这个句子中“天娱公司”、“华谊兄弟”与“陈

楚生”之间不应该标注为“艺术家—唱片公司”关系，因为句子中

没有直接表达出这一层关系。 

5. 仅标注直接产生关系的2个实体之间的关系。  

1) 例如：“林俊杰发布了新专辑《JJ陆》，在发布会上，林俊杰高兴地

演唱了新专辑的主打歌。”该句子中有2个“林俊杰”，但是与专辑

名《JJ陆》相关的是第一个“林俊杰”，所以，在标注过程中仅标

注第一个“林俊杰”与“《JJ陆》”的“艺术家—专辑”关系； 

2) 例如：“《TheOne》/Nb 是/v 张靓颖/Na 的/u 第一张/Nm 专辑/n ，

/wp 收录/v 了/u 《这该死的爱》/Nc 、/wp 《如果爱下去》/Nc 等

/u 曲目/n 。/wp”。该句子中，“张靓颖”和“《这该死的爱》”、

“《如果爱下去》”之间不应该标明“艺术家—歌曲”关系。需要

标注的关系是“张靓颖”和“《TheOne》”之间的“艺术家—专辑”

关系，以及 “《这该死的爱》”、“《如果爱下去》” 与“《TheOne》”

之间的“歌曲—专辑”关系； 

3) 例如：“JJ/Nl 发布了新专辑《JJ陆》/Nb, 在发布会上，他/r 演

唱了该专辑/r 的主打歌——《醉赤壁》/Nc 。”。该句子中的“艺

术家—专辑”关系对应的2个实体是“JJ/Nl”和“《JJ陆》/Nb”，

“艺术家—歌曲”关系对应的2个实体是“他”和“《醉赤壁》”。

“歌曲—专辑”关系对应的2个实体是“《醉赤壁》”和“该专辑”； 

4) 具有指代关系的词语可能需要进行合并。例如：该公司、该专辑、

该歌曲、该歌手等，分词结果是“该/r 公司/n”、“该/r 专辑/n”、

“该/r 歌曲/n”、“该/r 歌手/n”，需要合并成“该公司/r”、

“该专辑/r”、“该歌曲/r”、“该歌手/r”； 

5) 其他例子：“该张专辑”、“该新专辑”、“该单曲”、“其专辑”、

“其新专辑”等等。 

由于待标注的句子的数量比较多（10,000句），所以在标注过程中聘请了6

位标注人员。首先，对这些标注人员进行了培训，然后，每位标注人员需要标注

500句的公共标注子集，用于计算标注的一致性。值得注意的是，500句公共标注

子集的“标准答案”已经由制定标注规范的人员先行给出。在标注者完成500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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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标注子集后，对标注者的结果进行评估，并且针对500句中每个标注者出现

的问题，重新完善标注规范，并且进行第二次培训。接下来才再让各位标注者完

成剩下的任务，以保证语料库质量。 

为方便标注人员的工作，编写了简单易用的Web版标注工具，如下图所示。 

 
图 2-4  音乐实体关系标注工具 

2.3.4 语料格式与评价 

终，各标注者在500句公共标注集上的结果与标准答案的平均一致性为

74.2%。值得注意的是，相对容易判断的关系类型：“艺术家—专辑”、“艺术

家—歌曲”、“艺术家—唱片公司”、“作词—歌曲”和“作曲—歌曲”，标注

结果的一致性较高（75%以上），而相对较难判断的关系类型（通常都与时间相关）

则一致性较低。 

后，采用XML格式对标注好的语料进行格式化存储，其格式如下表所示。 

表 2-34  音乐实体关系抽取语料格式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document source="sina music news" author="Bluejade Zhou, Lifeng Wang"> 

 <sentence id="878" docID="7577.3.1"> 

  <text>张杰还在节目现场倾情演唱了新专辑中主打《明天过后》，MV 中用照片演绎

出故事线条及各种场景及情节，女主角则由谢娜出演。</text> 

<relations> 

   <relation type="1"> 

    <argument1 type="Na" begin="0" end="2">张杰</argument1> 

    <argument2 type="Nc" begin="19" end="25">《明天过后》</argument2>

   </relation> 

            <relation type="2">……（省略）</relation> 

</relations> 

 </sentence>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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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的实体关系是句子层面上的，所以，我们在语料中保留了该句子在

原文中的信息。<sentence>的“docID”属性包含三个数字，分别表示“所在文

档ID”、“该文档中所在段落ID”，“该段落中本句子的ID”。上图所示的语料

格式中，句子的docID为“7577.3.1”，其含义是该句子属于ID为7577的文档中

第3段的第1句话。有了原文信息，可以为将来可能使用到的模块（共指、文摘）

等提供完整的文档信息。 

2.4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定义了音乐实体类型和音乐实体关系类型体系，然后介绍了音乐实

体各个关系的具体含义及相应实例， 后详细说明了标注规范的制定和音乐实体

关系抽取语料库的构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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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音乐实体关系抽取方法设计 

3.1 引言 

在使用机器学习算法解决分类问题之前，必须将纯文本信息表达成可供学习

算法使用的方式，这个过程通常被称为特征提取。 

一次“理想”的特征提取应该产生一个表达，以使后继分类器（学习算法）

的工作变得稀松平常[36]。这就要求我们提取具有如下性质的特征：来自同一类

别的不同实例的特征值非常相近，而来自不同类别的实例的特征值应该有很大差

异。也就是同一类别实例间的相似度高，不同类别实例间相似度低。这让我们产

生了提取 有“鉴别”（distinguishing）能力的特征的想法，这些特征应该对

与类别信息无关的变化具有不变性。 

而特征提取比分类算法更加依赖于具体问题和具体领域，因此具备相关领域

的知识是必须的。所以，首先需要对语料中的关系体系进行研究，找出那些有“鉴

别”能力的特征，并设计关系（实体对）的表达方式。 

由上可知，提取出来的特征应该是“算法独立的” ,也就是说，提取出来的

特征在各个机器学习算法下都应该得到比较好的结果。本章分别使用两种典型的

有指导的机器学习算法： 大熵（MaxEnt）和支持向量机（SVM），对特征提取结

果进行实验检验，并对实验结果进行了分析和比较。 

3.2 关系表达形式设计 

关系表达形式设计就是将自然文本中的关系（实体对）表达成学习算法可以

使有的方式。关系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任何一种表达方式，不管是特征向量[15]，

还是基于核函数算法的浅层句法分析树[22]，它们都要能够反映分类问题的特征。

所以，下面先对关系体系进行研究，找出那些对分类有用的特征，然后根据这些

特征设计表达方式。 

3.2.1 关系体系研究 

在第 2章，我们定义了音乐领域的实体关系类型体系，包括艺术家—歌曲、

艺术家—专辑、艺术家—唱片公司、歌曲—专辑、歌曲—发行时间、专辑—发行

时间、艺术家—出道时间、艺术家—隐退时间、艺术家—复出时间、艺术家—艺

术家别名、作曲—歌曲、作词—歌曲共 12 种音乐实体关系，加上不形成任何关

系的实体对实例所形成的非关系，一共 13 种。由于语料库中关系分布不均匀，

而分类器需要足够的标注数据进行训练。所以，采用无指导的学习方法解决出现

频率较低的关系，而采用有指导的学习方法解决出现出现频率较高的关系，本文

只讨论有指导的学习方法。所以，本文决定只处理艺术家—歌曲、艺术家—专辑、

艺术家—唱片公司、歌曲—专辑、专辑—发行时间这 5种比较常见的音乐实体关

系，其他类别均归入到非关系中，这样就形成了 终的 6种关系。 

这样关系抽取问题可以看成一个分类问题，即对同一个句子中的两个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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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1 和 ARG2 所构成的实体对（ARG1, ARG2）进行分类，（ARG1, ARG2）→C，其

中 C为上面 6种关系类别中的一种。 

通过对新浪音乐新闻标注语料中关系实例的研究，共总结出了如下四大类对

关系（实体对）分类有很大作用的信息，分别分析如下： 

3.2.1.1 与实体对有关的特征 

通过对构成关系的实体对中的两个实体进行分析发现有如下两类特征对分

类有帮助。 

1)  实体对中两个实体的实体类型以及实体类型的组合对确定两个实体之

间的关系具有很好的作用。例如，在艺术家—专辑关系（Na/r-Nb/r）中，绝大

多数，两个实体类型分别为艺术家（Na）和专辑（Nb）,只有少数情况为艺术家

（Na）和代词（r）、代词（r）和专辑（Nb）。事实上，经过对语料库的详细统计，

发现在其他类型的关系中，两个实体的类型及类型的组合都具有类似的较为集中

且各具特点的分布。 

2) 实体对中两个实体的位置关系。根据我们对音乐领域实体类型和实体关

系类型的定义可知，不存在实体之间的包含关系，其中的包含关系如“Jilin 

University”中字符串“Jilin”是对现实世界中的实体“吉林”的一个描述，

字符串“Jilin University”是对现实世界中的实体“吉林大学”的一个描述，

而后者包含前者。音乐实体的语料任意两个实体是完全分开的，只存在前后关系。 

3.2.1.2 实体对上下文信息特征 

所谓实体对上下文信息就是两个实体周围的词。根据这些词的位置不同，将

它们分为 3个部分：两个实体中间的词、第一个实体之前的词和第二个实体之后

的词。观察发现两个实体之间的词法特征对分类有很大作用。例如，构成关系的

两个实体之间的词的数量集中在 1到 5个，构成关系的两个实体之间经常出现一

个关键的动词，如“演唱” 、“献唱” 、“演绎” 、“发行” 、“推出” 、“加

盟” 、“签约” 、“解约” 、“创作” 等等，艺术家和歌曲、专辑之间如果没

有词或者只有一个“的” 时，它们往往构成关系。另外，文本中总是连续出现

多个歌曲的情况。在语法结构中存在倒装等其他的语法结构，所以第一个实体之

前的词和第二个实体之后的词也有可能成为判断关系类别的关键信息。但是，如

果第一个实体之前的词和第二个实体之后的词都包含进来又可能会引入噪声，由

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研究发现[2]，一般引入第一个实体之前的 2个词和第二个实

体之后的 2个词时的效果要比引人更多或更少的词时的效果好。 

3.2.1.3 句子中其他实体的特征 

一个句子中一般包含多个实体，其他实体的一般信息，比如类型信息对分类

作用不大，但是通过观察发现一个句子中的所有实体的整体位置关系对过滤实体

对（剔除非关系实例）有很大的帮助。另外，两个实体之间其他实体、代词、动

词的数量对分类也有一定的贡献。 

3.2.1.4 句子的句法结构特征 

句法分析的任务是根据给定的语法，自动推导出句子的语法结构，分析句子

所包含的句法单位和这些句法单位之间的关系。该结构包含着丰富的信息，例如：

短语信息、依存关系等。这些信息对确定一个句子中的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有很

大的帮助。 



吉林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27                                         

3.2.2 特征提取 

在前人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本文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综合使用各种信息并

将句子中的实体对表达形式设计成类似于特征向量的方式（F1,F2,…,F43）。 

下面对每个特征详细说明如下，称实体对中的第一个实体为 ARG1，第二个

实体为 ARG2。并且，在构造实体对时统一要求将自然文本中实体出现位置比较

靠前的实体作为实体对中的第一个实体，即 ARG1。 

F1：ARG1 的实体类型，注意 F1 还可能是代词。 

F2：ARG2 的实体类型，注意 F2 还可能是代词。 

F3：ARG1 和 ARG2 两个实体类型的组合。 

F4：ARG1 词本身。 

F5：ARG2 词本身。 

F6：ARG1 和 ARG2 的位置关系，由于实体对不存在包含关系，所以位置关系

只有两种：ARG1 在前，ARG2 在后，F6 取真；ARG2 在前，ARG1 在后，F6 取假。 

F7：ARG1 之前的第一个词。 

F8：ARG1 之前的第一个词的词性。 

F9：ARG1 之前的第二个词。 

F10：ARG1 之前的第二个词的词性。 

F11：ARG2 之后的第一个词。 

F12：ARG2 之后的第一个词的词性。 

F13：ARG2 之后的第二个词。 

F14：ARG2 之后的第二个词的词性。 

F15：ARG1 的实体类型和 ARG1 之前的第一个词的词性的组合。 

F16：ARG2 的实体类型和 ARG2 之后的第一个词的词性的组合。 

F17：ARG1 和 ARG2 之间是否存在其他词。当两个实体之间没有单词时 F17

为真，否则 F17 为假。 

F18：当 ARG1 和 ARG2 之间只有一个词时，F18 为该词，否则为空。 

F19：当 ARG1 和 ARG2 之间只有一个词时，F19 为该词的词性，否则为空。 

F20：当 ARG1 和 ARG2 之间只有一个词时，F20 为 ARG1 实体类型和该词的词

性的组合。 

F21：当 ARG1 和 ARG2 之间只有一个词时，F21 为 ARG2 实体类型和该词的词

性的组合。 

F22：当 ARG1 和 ARG2 之间至少有两个词时，F22 为其中的第一个词。 

F23：当 ARG1 和 ARG2 之间至少有两个词时，F23 为其中的第一个词的词性。 

F24：当 ARG1 和 ARG2 之间至少有两个词时，F24 为其中的第一个词的词性

和 ARG1 实体类型的组合。 

F25：当 ARG1 和 ARG2 之间至少有两个词时，F25 为其中的第一个词的词性

和 ARG2 实体类型的组合。 

F26：当 ARG1 和 ARG2 之间至少有两个词时，F26 为其中的 后一个词。 

F27：当 ARG1 和 ARG2 之间至少有两个词时，F27 为其中的 后一个词的词

性。 

F28：当 ARG1 和 ARG2 之间至少有两个词时，F28 为其中的 后一个词的词

性和 ARG1 实体类型的组合。 

F29：当 ARG1 和 ARG2 之间至少有两个词时，F29 为其中的 后一个词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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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 ARG2 实体类型的组合。 

F30：当 ARG1 和 ARG2 之间只有三个词时，取中间的词。 

F31：当 ARG1 和 ARG2 之间只有三个词时，取中间的词的词性。 

F32：当 ARG1 和 ARG2 之间至少有四个词时，取 ARG1 之后的第二个词。 

F33：当 ARG1 和 ARG2 之间至少有四个词时，取 ARG1 之后的第二个词的词性。 

F34：当 ARG1 和 ARG2 之间至少有四个词时，取 ARG2 之前的第二个词。 

F35：当 ARG1 和 ARG2 之间至少有四个词时，取 ARG2 之前的第二个词的词性。 

F36：ARG1 和 ARG2 之间靠近 ARG1 的第一个动词。 

F37：ARG1 和 ARG2 之间靠近 ARG2 的第一个动词。 

F38：ARG1 和 ARG2 之间词的个数。 

F39：ARG1 和 ARG2 之间其他实体的个数。 

F40：ARG1 和 ARG2 之间动词的个数。 

F41：ARG1 和 ARG2 之间代词的个数。 

F42：在依存句法分析树中，ARG1 和 ARG2 之间的 短依存句法路径

（Dependency-tree paths）。 

F43：在依存句法分析树中，ARG1 和 ARG2 之间的树距离（Tree distance）,

即 短句法路径长度。 

在上面的这些特征中，F1 到 F6 属于实体对本身的信息，F7 到 F37 属于上下

文环境信息，F38 到 F41 属于句子中其他实体的信息，F42 和 F43 属于句法结构

信息。 

下面给出一个具体的实例详细说明一个初始句子的特征提取过程。句子预处

理如下表所示。 

表 3-1  句子预处理示例 

初始句子 

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刘欢和莎拉布莱曼共同演绎了主题歌《我和你》。 

分词、词性标注 

在/p 北京/ns 奥运会/j 开幕式/n 上/nd ，/wp 刘欢/nh 和/c 莎拉布莱曼/nh 共同/d 演

绎/v 了/u 主题歌/n 《我和你》/n 。/wp 

音乐实体识别 

在/p 北京/ns 奥运会/j 开幕式/n 上/nd ，/wp 刘欢/Na 和/c 莎拉布莱曼/Na 共同/d 演

绎/v 了/u 主题歌/n 《我和你》/n 。/wp 

依存句法分析 

ARG1 ARG2 

刘欢 《我和你》 

莎拉布莱曼 《我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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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经过分词、词性标注、音乐实体识别后句子的结构为：词/词性或者

实体类型，即该词如果属于某种实体类型时，我们标示出实体类型，否则取其词

性。经过依存句法分析后，句子以依存关系显示，其中箭头方向表示父节点到子

节点，即箭头指向的词依存于指向它的词，弧上画出了依存关系类型，如：“主

题歌” 和“《我和你》”两个词，前者依存于后者，依存关系为 ATT。接着以实

体对莎拉布莱曼（ARG1）和《我和你》（ARG2）为例进行特征提取工作，如下表

所示。 

表 3-2  特征提取结果 

编号 特征值 

F1 Na 

F2 Nc 

F3 Na-Nc 

F4 莎拉布莱曼 

F5 《我和你》 

F6，F17 true 

F7 和 

F8 c 

F9 刘欢 

F10 Na 

F11 。 

F12 wp 

F13，F14，F18,F19,F20,F21，F30，F31 null 

F15 Na-c 

F16 Nc-wp 

F22 共同 

F23 d 

F24 Na-d 

F25 d-Nc 

F26 主题歌 

F27 n 

F28 Na-n 

F29 n-Nc 

F32 演绎 

F33 v 

F34 了 

F35 u 

F36，F37 演绎 

F38 4 

F39，F41 0 

F40 1 

F42 COO+SBV+VOB- 

(+：代表父节点方向，-：代表子节点方向) 

F4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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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实验数据及评测标准 

本文使用的实验数据是第 2章中介绍的，根据需要构建的音乐实体关系抽取

语料库，该数据的来源为新浪音乐新闻（sina music news），共选择 6647 句标

注数据作为实验数据，并随机选取其中的 2/3 作为训练集，1/6 作为开发集，剩

下的 1/6 作为测试集。 

在我们构建的标注数据中，不仅标注了实体以及实体的各种属性，还标注了

实体关系以及关系的属性。数据及标注结果以 XML 格式文件存储，方便统一处理。 

在实验数据中，每个句子中的任意两个实体即形成一个实例。根据统计发现，

在实际的新闻文本中各类关系实例的数量分别极不均匀，尤其是非关系实例数量

巨大，各类关系实例的具体数量和分布见下表。 

表 3-3  关系分布情况 

类别 数量 比率(%) 

艺术家—歌曲 3547 20.87 

艺术家—专辑 1328 7.81 

艺术家—唱片公司 1050 6.18 

歌曲—专辑 260 1.54 

专辑—发行时间 402 2.37 

非关系 10404 61.23 

合计 16991 100 

 

对关系抽取结果的评测，本文使用了 MUC 中所使用的的评测标准[37]。 

在 MUC 中，评价关系抽取结果的好坏主要根据两个指标：召回率（Recall）

和准确率（Precision），召回率和准确率的定义分别见公式（3-1）和公式（3-2）。 

             Recall = 某类被正确分类的实例数

测试数据中某类实例数
                （3-1） 

           Precision = 某类被正确分类的实例数

分类器预测的某类的实例数
              （3-2） 

为了综合评价结果的好坏，通常还需要计算召回率和准确率的加权几何平均

值，即 F指数，F是 P和 R的调和平均值，见公式（3-3）。其中，beta 是召回率

和准确率的相对权重。beta 等于 1 时，二者同样重要；beta 大于 1 时，准确率

更重要一些；beta 小于 1 时，召回率更重要一些。在 MUC 系列会议中，beta 取

值一般为 1、1/2、2。在本文中认为召回率和准确率同等重要，beta 取值为 1。 

        
2

2( * )
beta Precision RecallF - Score

beta Precision Recall
=

+
( +1.0)* *

             （3-3） 

对于多类实体关系抽取的问题，使用各类综合性能作为 终的评测，设 Ci

为第 i 类关系实例的个数，Ti 为第 i 类关系中被正确分类的实例个数，Fi 为被

错误的分为第 i类关系实例的个数。则 Precision、Recall 和 F-Score 的各类综

合性能 Ravg、Pavg和 Favg评价方法依次如公式（3-4）、（3-5）和（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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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最大熵模型实验 

3.4.1 最大熵模型和算法 

大熵理论 早是物理学的概念，即在无外力作用下，事物总是朝着 混乱

的方向发展。Jaynes 证明：对随机事件的所有相容的预测（相容预测是指符合

已知的某些参数与随机事件相关条件的某种对随机事件分布的预测）中，熵 大

的预测出现的概率占绝对优势[38]。另外，也有理论证明，正态分布和指数分布

等常见分布都是 大熵理论在特定情况下的表现形式。 

大熵统计建模是以 大熵理论为基础的一种选择模型的方法，即从符合条

件的分布中选择熵 大的分布作为 优的分布[39]。 

假设对于训练数据有一个样本集合为{( 1x , 1y ), ( 2x , 2y ), …, ( nx , ny )}，

每一个 ix (1≤i≤n)表示一个上下文， iy (1≤i≤n)表示 ix 对应的结果。对于这个

训练样本，我们得到(x, y)的经验分布，定义如下[40]： 

         
1( , ) ( , )p x y x y
n

= ×% 在样本中出现的次数                 （3-7） 

要对上面大小为 n的训练样本集合建立统计模型，可利用的是样本集合的统

计数据。模型中特征函数的引入，使模型依赖于上下文的信息。假设我们给出 n

个特征函数 if ，对每个特征进行条件限制：期望概率值等于经验概率值，如下： 

               ( ) ( )i ip f p f= %                                 （3-8) 

其中期望值与经验值分别为： 

              
,

( ) ( ) ( | ) ( , )
x y

p f p x p y x f x y≡∑ %                      （3-9） 

              
,

( ) ( , ) ( , )i
x y

p f p x y f x y=∑% %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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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得到 优的 p(y|x)值，我们希望得到一个 为一致（uniform）分布的

模型，此时条件熵作为衡量一致（uniform）的标准： 

           
,

( ) ( ) ( | ) log ( | )
x y

H p p x p y x p y x≡ −∑ %                   （3-11) 

求在限制条件下具有 大熵值的模型，C表示所有可能满足限制条件的概率

分布模型的集合。 

                 * arg max ( )
p C

p H p
∈

=                           （3-12） 

       { }{ }| ( ) ( )    1, 2, ,i iC p P p f p f for i n≡ ∈ = ∈ L               （3-13） 

H(p)满足以下限制： 

对于所有的 x,y 满足： ( | ) 0p y x ≥                              （3-14） 

对于所有的 x满足： ( | ) 1
y

p y x =∑                              （3-15） 

{ }
, ,

( ) ( | ) ( , ) ( , ) ( , )     1, 2, ,
x y x y

p x p y x f x y p x y f x y for i n= ∈∑ ∑ L        （3-16） 

一般采用数值计算方法。在 大熵模型中常采用的优化方法是 Darroch and 

Ratcliff[41]的迭代缩放方法（iterative scaling），即 Generalized Iterative 

Scaling（GIS），用来得到具有 大熵分布的参数值 *Λ 。 

近， 大熵模型在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中开始应用，并在机器翻译、句法

分析及命名实体抽取等问题中得到了良好的效果。该模型主要有以下优点： 

1) 控制细微结果。使用 大熵可以准确为变量间的细微依赖关系建模，可

以跨距离地选择特征。 

2) 不做未经验证的假设，承认已有的事实，对所选特征没有独立性假设。 

3) 简单、易于理解，比其他方法较少依赖语言学知识、预处理或语义数据

库，因此更容易指定和移植。 

3.4.2 实验结果 

本文采用了 OpenNLP 开源项目下的 Maxent 2.5.2 Java 工具包[42]，其训练

过程中要调整的参数主要有迭代次数 iter。 

在开发集上进行实验，根据 iter 值的不同得到的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3-4  参数 iter 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参数 Pavg(%) Ravg(%) Favg(%) 

iter=50 77.23 70.91 73.93 

iter=100 76.39 71.58 73.91 

Iter=200 76.10 72.12 74.05 

iter=300 75.81 72.25 73.99 

iter=400 75.73 72.39 74.02 

iter=500 75.24 72.12 73.65 

iter=600 75.31 72.39 7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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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迭代次数设置为 200 时得到 优效果。取 iter 优时在测试

集上得到的各关系实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3-5  大熵实验结果 

类别 Precision(%) Recall(%) F-Score(%) 

艺术家—歌曲 74.56 74.37 74.46 

艺术家—专辑 86.96 82.71 84.78 

艺术家—唱片公司 73.54 75.54 74.53 

歌曲—专辑 61.54 35.29 44.86 

专辑—发行时间 73.81 69.66 71.68 

Avg 76.31 73.91 75.09 

3.5 SVM 算法实验 

3.5.1 SVM 算法 

支持向量机是由 V.Vapnik[20]和其领导的贝尔实验室的小组一起开发出来的

一种机器学习算法，其理论源自 V.Vapnik 等提出的统计学习理论。近年来，该

理论在分类问题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SVM 是在统计学习理论（SLT, 

Statistical Learning Theory）的 VC 维（Vapnik-Chervonenkis Dimension）

理论和结构风险 小原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通用学习方法，是目前公认

的针对分类问题 有效的机器学习算法之一。在模式识别中 VC 维的定义如下：

对于一个指标函数集，如果存在 h个样本能够被集中函数按所有可能分开，则称

函数集能够被 h 个样本打散；函数集的 VC 维就是它能打散的 大的样本数目，

VC 维反映了函数的学习能力。其基本思想是首先通过非线性变换将输入空间映

射到一个高维特征空间，然后在这个新空间中求取 优线性分类面，而这种非线

性变换是通过定义适当的内积函数（核函数）来实现的。 

下面以两类分类为例说明 SVM 的思想[10]。如图 3-1 所示，图中十字和空心

点分别代表两类样本，O1 为分类线，H1 和 H2 分别为过各类中离分类线 近的

样本且平行于分类线的直线，它们之间的距离叫做分类间隔（margin）。所谓的

优分类线（面）就是分类线不但能将两类正确分开（训练错误率为 0），而且

使分类间隔 大。假设一个 m维的分类线的方程为w x b 0⋅ + = ，w R∈ m，其分类

间隔为2/ || w ||，也就是取 2|| w || 的 小值时，分类线为 优，这里需要满足约束

条件： 

          i iy (w x b) 1, i 1,2,...,n;⋅ + ≥ =                         （3-17） 

其中，n 为样本个数， iy {1 1}∈ −， ，正例为 1，反例为-1。正例包含概念本质的

特征，反例不包含概念本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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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数据点集的分类线 

 
此时 H1 和 H2 上的样本点就称为支持向量。 

SVM 方法不同于常规的统计和神经网络方法，它不是通过减少特征的个数来

控制模型的复杂性。SVM 提供了一个与问题维数无关的刻画函数复杂性的方法，

它引入高维特征空间，将输入空间的非线性决策边界转化为高维特征空间的线性

决策边界，利用线性函数的对偶核，解决了数值优化的二次规划求解问题。 

SVM 能有效的避免过拟合等问题，具有很强的泛化能力。目前常用的核函数

主要有四类：线性核函数、多项式核函数、径向基核函数、sigmoid 核函数。根

据不同的分类问题，可以选用不同的核函数。 

通常，SVM 为二值分类器。必须把 SVM 扩展，使其能处理关系抽取这种多类

问题。通常的策略有两种：one-against-the rest 和 one-against-one。 

在 one-against-the rest 策略下，对 K 类问题，需要训练 K 个分类器，每

一个分类器需要将一个类别的训练数据从其他所有类别的训练数据中分离出来。

也就是在训练时，将一类数据作为正例，将其他所有类别的数据作为反例。对新

实例进行分类时，新实例的类别为 K个分类器中概率 大的那个分类器所对应的

类别。在 one-against-one 策略下，对 K类问题，需要训练 K*(K-1)/2 个分类器，

即为多个类别中的任意两个类别训练一个分类器，将这两个类别的数据分开。

终结果的统计与 one-against-the rest 策略的统计方法相同。 

考虑到训练分类器的耗时问题，本实验采用 one-against-one 策略。 

3.5.2 实验结果 

SVM 分类器要求特征取值为数值型，而我们提取的大部分特征为字符串类

型，因此需要对 大熵中使用的特征向量进行修改，修改方案如下： 

对于每个原始特征 Fi，统计它所有的可能取值，然后对每个特征取值 Vi 建

立一个新的特征 Fi-Vi，如果 Fi 的取值为 Vi，则新特征 Fi-Vi 的取值为 1，否

则为 0。即把原始的低维、字符串特征转换成高维、二值特征。 

本文采用了台湾大学林智仁（Lin Chih-Jen）教授[43]等开发的 LIBSVM 2.89 

Java 开源工具包作为 SVM 分类器。  

为了避免过拟合问题，我们采用 Grid-search 的方法进行 5-fold 交叉验证，

得到 优参数为：t=1，d=2，c=8，g=0.0078125。 

利用上述参数进行训练，并在测试集上进行评测，得到的详细实验结果如下

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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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SVM 实验结果 

类别 Precision(%) Recall(%) F-Score(%) 

艺术家—歌曲 76.27 81.57 78.83 

艺术家—专辑 82.54 91.35 86.94 

艺术家—唱片公司 68.89 84.24 75.79 

歌曲—专辑 65.08 60.29 62.60 

专辑—发行时间 71.68 91.01 80.20 

Avg 75.67 83.34 79.32 

3.6 实验结果对比与分析 

通过表 3-5 和表 3-6 可知，使用 大熵分类器和 SVM 分类器得到的结果比较

接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特征选择相同，语料又并不特殊的情况下，各种

机器学习方法得到的结果类似。另外，由于在两种算法下都初步取得了较好的实

验结果，这证明本文的“特征提取”是比较成功的。 

两种算法的 终结果比较如下表所示。 

表 3-7 终结果对比 

分类器 Precision(%) Recall(%) F-Score(%) 

大熵 76.31 73.91 75.09 

SVM 75.67 83.34 79.32 

 

对比两组数据，总体上来看，SVM 的实验结果好于 大熵的结果。通过对比

实验结果和分析数据，我们发现 SVM 主要在“歌曲—专辑”和“专辑—发行时间”

两种关系上召回率有了比较大的提升，由 3.2 可知这两种关系所占比例较少，训

练数据不足，而 SVM 具有很强的泛化能力，可以从输入的特征向量中泛化出一些

蕴含的信息，从而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实验结果。 

我们还可以发现在两种算法下，“歌曲—专辑”关系分类结果都比较低。一

方面，因为该类别训练数据比较匮乏。另一方面，经过分析文本数据发现，该类

别许多实体对关系在句子中表达的不够明确，这样在标注过程中不免会引入更多

的歧义，导致错误，提取好的特征比较困难。与其恰恰相反的就是 “艺术家—

专辑”关系，一般情况下，这种关系在句子中表达的比较明确，很少产生歧义，

而且，该类别训练数据较多，自然可以得到较好的实验结果。 

另外，SVM 较之 大熵在模型训练时耗时较长、占用系统资源较多，但是， 

SVM 可以利用核函数得到更多有用的特征信息，总体上得到更好的分类效果。 

3.7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针对音乐实体关系抽取问题进行了特征提取。通过对关系体系进行

研究，提取了与实体对本身相关的特征、实体对所处上下文环境相关特征、句法

分析特征等。这些特征包括了词法、句法等各方面的信息，并组成了 后的特征

向量。 

接下来，本章使用了 大熵和 SVM 两种机器学习算法对特征提取的结果进行

了实验检验，均取得了比较好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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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系统实现 

4.1 音乐实体关系抽取工作流程 

针对新浪音乐新闻标注语料库数据的特点，本文设计了音乐实体关系抽取的

工作流程，如下图所示。 

音乐实体关系
抽取数据

数据预处理
（分词、词性标注、音乐实体识别、依存句法分析）

特征提取

构造训练、开发和测试数据集

机器学习算法
（分类器）

模型训练与测试

性能评估
(召回率、准确率、F-Score)

算法改进 实验结果分析

特征提取重新设计

图4-1 音乐实体关系抽取工作流程图

特征提取方案
和

终分类模型

 

 

音乐实体关系抽取工作过程一共包含数据预处理，构造训练、开发和测试数

据集，特征提取，模型训练与测试，性能评估和实验结果分析这几大步骤。其中，

输入数据是第 2章中介绍的人工构建的新浪音乐新闻标注语料库数据；数据预处

理工作主要由哈工大信息检索研究室语言技术平台（LTP）和音乐实体识别

（MusicNE）模块提供支持；训练、开发和测试集的构造，以及性能评估由程序

自动完成；而特征提取、模型的训练与测试则是音乐实体关系抽取的重点研究内

容，在第 3章中已经做了比较详细的陈述。 

由上述工作流程图可以看出，关系抽取的研究是一个不断的循环往复的过

程。通过对当前的实验结果的分析来指导新的特征提取方法和算法设计，然后进

行实验，得出结果并进行分析，指导新一轮的特征提取和算法设计。以达到不断



吉林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37                                         

提高关系抽取性能的目的。 

4.2 实验平台设计与实现 

音乐实体关系抽取实验平台主要包括数据预处理，实验数据构造，分类模型

训练与评估等部分。如下图所示。 

语料库文件
数据预处理 特征提取

NLP底层处理工
具

各种特征提取
器

实验数据构造
模型训练与评

估

各种分类器算
法

模型文件

图4-2 音乐实体关系抽取实验平台结构图
 

下面分别对各个部分进行详细介绍。 

4.2.1 数据预处理 

关系与构成关系的实体都是包含在自然文本中的。从自然文本中直接进行特

征提取和数据构造很不容易，甚至不可能。为了方便特征提取工作，必须首先对

数据进行预处理。 

第 2章中介绍的语料库数据中包括文本数据，已标注的实体对所在句子中的

位置、实体类型及关系类型。数据预处理主要对文本数据进行处理，主要包括提

取文本、中文分词、词性标注、音乐实体识别、实体定位和依存句法分析等。数

据预处理的整个流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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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本提取。在我们构建的语料库中，包含关系的源文本被保存在 XML 格式

的文件中。所以，首先需要解析 XML 文件，将句子提取出来。通过编程实

现了 XML 文件的自动解析与文本提取。 

2. 中文分词。我们主要处理的是中文新闻文本，而中文文本不像英文那样在

词与词之间有空格，为了获得词语信息，需要首先对文本进行自动的词语

切分。 

3. 词性标注。对分词的句子进行词法分析，得到每个词的词性信息。我们采

用了哈工大信息检索研究室词法分析系统（IRLAS）进行中文分词和词性标

注的自动处理。 

4. 音乐实体识别。将传统的命名实体识别模块的结果与音乐命名实体识别模

块的结果进行合并，形成我们自己定义的新的音乐实体标注结果。 

5. 依存句法分析。依存句法分析将句子由一个线性序列转化为一棵结构化的

依存分析树，通过依存弧反映句子中词汇之间的依存关系，本文采用了

GParser[44]，即基于图的依存分析器对句子进行依存分析，其输入为分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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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性标注的结果，分析结果包含了依存关系，该句法分析器能够达到 80%

的正确率。 

6. 存储分词、词性标注和句法分析结果。作为特征提取的数据源。 

7. 存储实体对信息。存储可能产生关系的实体对相关信息，例如：实体对在

句子中的位置，实体本身的类型等。 

4.2.2 特征提取 

此过程需要对存储的每个实体对进行特征的提取，它是基于各种底层的处理

信息，如词法、句法信息等，特征提取的方法已在 3.2 中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我

们针对各类特征编写程序实现了特征提取器。 

4.2.3 实验数据构造 

实验中的数据包括三部分：训练集、开发集、测试集。训练集作为分类器的

输入，训练出我们需要的模型；开发集是为了避免训练模型出现过拟合的现象，

主要用来作为训练过程中调整 优参数；在开发集上进行实验得到 优参数后，

通过分类器训练出 终的模型，然后使用测试集对分类结果进行评测。 

实验平台根据语料库中的关系类别信息对每个类别的关系数据进行划分，

2/3 作为训练数据，1/6 作为开发数据，1/6 作为测试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

格式上的处理，以满足特定的学习算法对输入数据的要求。 

数据构造的过程的基本工作如下图所示。 

 
该构造过程已经通过程序实现，能够自动完成数据构造、数据划分和格式转

换一系列操作，从而得到 终的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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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模型训练训练与评估 

通过使用各种机器学习算法作为分类器，如 SVM、 大熵等，然后通过分类

器对测试数据的分类结果，根据公式（3-1）到公式（3-3）对每类关系抽取的

Recall、Precision 和 F-Score 进行统计，根据公式（3-4）到公式（3-6）对整

体的关系抽取的 Precision、Recall 和 F-Score 进行统计。本系统已经通过编写

程序实现了实验结果的自动统计。 

4.3 本章小结 

本章针对音乐实体关系抽取研究中的数据处理流程的特点，设计了关系抽取

的工作流程，并根据工作流程设计并实现了完整的实体关系抽取实验平台。在这

个平台下，可以专心于关系抽取中的特征提取和算法设计等重点问题的研究。当

有了改进思路时，可以迅速在该平台下进行实验检验，节省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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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信息抽取技术是在信息爆炸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一种从自然文本中自动抽取

人们真正需要的信息的技术。关系抽取是信息抽取中的重要任务之一。 

关系抽取作为信息抽取中的重要研究问题，有很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应用前

景。该项技术可以把分散于 Internet 上的非结构化的文档信息转换成集中的结

构化信息，并以数据库的形式存储。除了可以直接面向用户查询以外，还可以为

许多其他的自然语言处理系统提供支持，例如：作为自动问答系统、信息检索系

统的底层模块。 

对于音乐领域的实体关系抽取研究。一方面，主要是对关系抽取方法的研究，

由于通用域关系类型体系的构建困难，所以在特定领域对研究结果进行实验检

验，希望可以稍加修改甚至不加修改的拓展到其它领域；另一方面，通过此过程

可以构建音乐领域的本体论（ontology），可以用于进一步的数据挖掘，为音乐

领域的垂直搜索提供强大的底层支持。 

本文采用有指导的学习方法进行了音乐领域的实体关系抽取。具体来讲，本

论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对关系抽取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深入全面的调研，详细讨论了有指导

和无指导两种学习方法的研究现状。 

2. 根据音乐领域新闻文本的特点，定义了音乐领域的实体类型和音乐实体

关系类型体系。 

3. 人工构建了音乐领域关系抽取所需要的标注语料库，一共标注了 10,000

句筛选出来的新浪音乐新闻文本。 

4. 分析了词法、句法等多方面信息，结合语料库数据特点，对音乐实体关

系抽取问题中的特征提取进行了深入研究，完成了特征提取工作。 

5. 使用 大熵和SVM两种典型的机器学习算法对特征提取的结果进行了实

验验检，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综合性能 F-Score 分别为 75.09%和

7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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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计并实现了关系抽取实验平台。在该平台下，可以专心于关系抽取中

的特征提取和算法设计研究。如果有了改进思路，可以迅速的在该平台

下进行实验，提高了研究的速度，节省了时间。 

由于时间有限，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1. 其他音乐实体关系类型。在第 2 章中，我们定义了 12 种音乐实体关系

类型，但是，由于语料库的限制，本文采用有指导的学习方法只处理了

出现频率比较高的 5种常见的关系。所以，下一步可以考虑采用无指导

的学习方法对出现频率比较低的其他实体关系类型进行提取，或者，人

工丰富其他的实体关系类型语料实例，然后，同样采用有指导的学习方

法进行关系提取。 

2. 特征提取优化。通过第 3章的实验不难发现，我们处理的 5种音乐实体

关系类型整体效果还可以，但是，“歌曲—专辑”关系的提取效果较之

其他类型过低。接下来，一方面，可以考虑丰富该关系的训练数据，另

一方面，可以寻找针对该关系的有效特征。 

3. 核方法研究。我们在 SVM 实验中使用了工具包自带的多项式核函数，这

样并不能太好的反应我们所面对的特定问题。接下来，可以对各种核函

数进行深入研究，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4. 代词问题。由于目前共指消解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而在新闻文本中，

后文中经常使用代词来指代前文已经出现的实体，音乐领域也不例外。

所以，我们在语料库构造过程中，把指代音乐领域实体的代词作为其指

代的相应实体进行标注，这样不免为关系抽取过程增加了难度。 

5. 篇章级的关系抽取。目前，关系抽取主要是句子级，即只识别出现在同

一个句子中的两个实体是否存在某种预先定义好的关系，而没有考虑句

子的上下文信息，没有利用篇章信息。所以，在句子级的关系抽取研究

成熟之后，可以尝试进行篇章级的关系抽取。 

目前，在中文关系抽取方面，由于研究开始的较晚，而且很多中文自然语言

处理的底层模块不够成熟，所以尚没有完善的关系抽取系统。相信随着中文句法

分析、实体识别和共指消解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中文关系抽取的研究也会有长

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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