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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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tion Extraction)的研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关系抽取(Relation
Extraction)是信息抽取研究领域的任务之一。
实体关系抽取的任务是从文本中抽取出两个或者多个实体之间预先定义
好的语义关系。本文将实体关系抽取定义为一个分类问题，主要研究内容是
中文教师简历领域的实体关系抽取。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首先构建了中文教
师简历实体关系语料库，然后独创性地引入了搜索引擎机制进入关系抽取领
域的研究。
在语料库的建设过程中，本文首先爬取到了比较权威的高校网站含有教
师信息的网页，然后对语料进行预处理，并对教师简历实体建立索引，生成
索引库。同时，本文定义了包含 7 种实体关系的中文教师简历领域关系类型
体系。之后，本文根据教师简历领域语料特点，提出了三个主要提取的特征，
研究了提取命名实体的两个方法，并将搜索引擎机制完美地融入到了信息抽
取方法之中，最终得到的平均准确率 94.99%，平均召回率 55.97%，平均 F
值 69.45%。并且实验结果分析中提出了对“姓名-电子邮箱”关系抽取的改
进，加入了过滤规则，使得准确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最后，本文还根据插件机制原理设计和实现了中文简历实体关系抽取实
验平台，在该平台上，研究人员可以集中精力进行挖掘方法和特征选择的改
进，提高了研究效率。
关键词

关系抽取； 教师简历实体关系； 搜索引擎； 特征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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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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extract predefined semantic relations
between two or more named entities from texts. In this paper, the task of relation
extraction is defined as a classification problem. According to this problem, a
corpus of relation extraction between teacher resume named entities is built
firstly. Then search engine is used originality to solve this problem.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work of the corpus, in this paper we crawl some
authoritative university websites firstly. Then we indexed the html document and
construct an index database. Meanwhile, a hierarchy which contains 7 types of
semantic relations is defined. According to the specialty of teacher resume corpus,
we present three main features. And search engine is incorporated perfectly in our
task. Finally, we get the result of average precision 94.99%, average recall
55.97% and average F-Score 69.45%. And the ―name-email‖ relation has been
improved by filter regular expression after analyzing the result.
Finally, an experiment platform of relation extraction which is based on the
plug-in system is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Researchers could focus on
improving pattern mining and feature extraction. The use of this platform and
accelerat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Keywords relation extraction; relation between teacher resume named entities;
search engine; feature we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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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1.1 课题背景及意义
随着信息传播手段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人们进入了一个信息
极度丰富的社会。如何从海量信息中提取感兴趣的内容变得越来越重要。传
统的手工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求，而与此同时计算机的容量和速
度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一种能够自动化地帮助人们在海量信息源中迅速而准
确地找到真正需要的信息的工具应运而生。信息抽取(Information Extraction)
研究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关系抽取(Relation Extraction)是信息抽取的
任务之一。
信息抽取是多种基本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综合，应用领域十分广泛，主
要体现在与信息检索、问答系统、自动文摘等领域的结合上。尽管我们通过
搜索引擎能够获得大量的信息，可是对于复杂的查询任务搜索引擎却无能为
力，例如“哈工大所有老师的电子邮箱”或者“周杰伦在哪年推出的新专辑
《魔杰座》”。为了获取这些复杂查询的答案，必须分析相关的文档来收集必
要的信息。如果文档中有许多类似“某明星与某公司解约”的关系能够自动
的获取到，那么不仅对于信息检索很有用而且对于问答及文摘系统也很有帮
助。信息抽取为在文本中抽取特定事件及实体间的关系提供了方法。信息抽
取在娱乐、科学、医药、经济、军事等领域有广阔的应用空间，比如，自动
抽取教师及其相关公开的个人信息，或者获得某歌手的演唱会信息等等。
在现在这个时代，人才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企业要做大，就要重视人才。
然而，找到合适的人才并不是容易的事情，用错一个人不仅仅是一个工资损
失的问题，更是一个机会错失的问题，因此，在互联网的海量信息中挖掘出
宝贵的人才资源信息已成为每个公司迫在眉睫的需求。
关系抽取以实体识别为前提，在实体识别之后，判断同一个句子中的任
意两个实体是否构成事先定义好的关系，或者构成了事先并不知道但是频繁
出现的关系。它突破了必须由人来阅读、理解、抽取信息的局限性，藉以实
现信息的自动查找、抽取直至理解。关系抽取已发展成为自然语言处理和人
工智能领域一个特别有用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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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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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数据表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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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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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信息抽取研究蓬勃开展起来，这主要得益
于消息理解系列会议（MUC, Message Understanding Conference）的召开 [2]。
从 1987 年开始到 1998 年，MUC 会议共举行了七届，它由美国国防高级
研究计划委员会（DARPA, the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资助。正是 MUC 系列会议使信息抽取发展成为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一个重要
分支，并一直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向前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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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自动抽取新闻语料中出现的实体、
关系、事件等内容。ACE 提供的语料不仅是英文，还包括中文和阿拉伯文。

1.2.1 国内外关系抽取的研究人员
根据目前掌握资料显示：国内研究关系抽取的人员主要有清华大学的唐
杰、微软亚洲研究院的 Zaiqing Nie，Jun Zhu、Intel 中国研究中心的 ZHANG
Yi-Min 和 ZHOU Joe F[4, 5]、香港中文大学的 Tak-Lam Wong、中科院软件所
黄瑞红等。国外的研究人员有很多，包括 SRA International 的 Zelenko、美国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 Razvan C. Bunescu、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 Aron
Culotta、IBM 的 Jeffrey Sorensen 等人在此领域成果颇丰。

1.2.2 国内外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方法
目前实体关系抽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类方法：
第一类方法是将其看作一个分类问题，即通过实体对(Named Entity Pair)
的特征来判断该实体对是否属于某一类预先定义好的关系类型，这类方法一
般需要人工标注大量的数据作为训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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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方法是从关系种子(Seed)出发，在一定规模的文本中抽取实体之
间的关系。这类方法的优点是不需要训练语料，而且能获得很高的准确率。
因此非常适合用于已经拥有建立好的实体关系类型体系，却缺乏标注语料的
情况；缺点为初始的关系种子的选择必须非常慎重，选择的关系种子需要具
有代表性和一般性，而且还不能同时适用于 2 种以上实体关系，另外此类方
法的召回率较低。
第三类方法是直接从大规模语料出发，通过聚类的方法来自动发现实体
关系。这类方法的优点是可以不依赖于当前的实体关系类型体系，可方便地
进行领域移植。所以，当需要在某领域建立新实体关系类型体系的情况下，
该方法的结果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缺点在于聚类的结果依赖于语料的质量，
而且很多聚类的结果并没有实际意义，往往还是需要进行人工筛选，其聚类
准确性和完备性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由于实体关系抽取已经深入到了语义的层面，传统的基于提取特征和训
练分类器的方法遇到了特征提取以及取舍困难的问题。一些学者借助于核
(Kernel)方法部分克服了这一问题 [6, 7, 8]。另外，由于实体关系类型体系的局
限性，近几年，许多学者将研究的重点放到了第二类和第三类方法上，并且
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以 Benjamin Rosenfeld[9]以及 Dmitry Davidov[10]等人
的相关工作为代表。
1.2.2.1 有指导的方法
基于特征提取以及基于核的方法是实体关系抽取领域最流行的基于已标
注训练语料的方法。尤其是近几年来，基于核的方法被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
和使用。
基于核的方法 [11, 12] 是传统的基于特征提取的机器学习的方法的一个非
常具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一个在物体空间 X 上的核函数 K 是一个二元函数
K : X×X→[0, ∞)，该二元函数定义了从 x, y∈X 到其相似度 K(x, y)的映射。
核函数必须满足对称和半正定这两个条件。
核函数可以被想象成数据实例之间的相似度函数，采用非参数估计来计
算数据实例之间的核函数的方法称之为核方法。给定一系列已标注的实例，
核方法可以通过使用核函数将新实例和训练数据中的已标注实例进行比较的
方法确定新实例的类别。最近邻(NN: Nearest Neighbor)和支撑向量机(SVM:
Support Vector Machines)是核方法的典型代表，详情可以参考 Fukunaga[11]和
Cortes and Vapnik[12]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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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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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所以相对传统的特征选择方法来说，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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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的特征组合。
Haussler 等人提出了在离散结构（例如：字符串和树型结构）上计算核
函数的方法。随后 Lodhi 等人研究了字符串核函数在文本分类上的应用。
Zelenko 等人将实体关系实例转换成连接两个实体之间的最小公共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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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顶向下地将待计算的两棵子树从根节点到叶节点递归遍历并且匹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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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Sorensen 等人在 Zelenko 等人的工作上进一步地提出了计算依
存句法树之间核函数的方法。他们的方法规定两颗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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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召回率的方法，但是效果不明显。Bunescu 和 Mooney 等人提出了基于最
短依存句法路径核方法。在他们的方法中，对两个实例中实体的依存句法路
径上的相同的词的数量进行了简单的数量统计。和 Culotta 和 Sorensen 等人
的工作类似，该方法也遇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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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的机器学习
的方法与核方法结合起来。于是，混合核(Composite Kernel)方法被越来越多
得使用到了研究当中，在混合核的研究中有代表性的工作有：Zhao Shubin
和 Grishman，Zhang Ming，Zhou Guodong 等人的工作。
Zhao Shubin 和 Gris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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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料上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在 ACE RDR 2004 语料上，其 F 值达到了 70.4。
Zhang Ming 等人发掘实体关系抽取中多样的结构化信息和找到最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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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获取最短路径封闭树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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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上下文信息就成为了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Zhou Guodong 等人指出基于树的卷积核以及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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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短路径封闭树进行了动态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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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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树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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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短路径封闭树中。为了改进这一缺点，Qian
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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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过改进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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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2 无指导的方法
针对 ACE RDR 任务的方法主要采用的都是有指导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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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语料的自身的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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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语料是不够的。而有指导的方法离不开训练语料，所以，这
就需要人为标注新的，大规模的训练语料以达到对实用性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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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指导的方法。
下面提到的各位学者的工作主要都是围绕着序列模式(Sequential Pattern)
学习算法来进行研究的。序列模式学习算法的优势在于其准确率非常高（高
于 90%），但是召回率相对比较低。为提高序列模式的召回率，学者们又引
入了 Soft-pattern 的概念，即在原先序列模式每个元素都是严格匹配的基础
上，对构成模板的元素进行了泛化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系统的召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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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Brin 等人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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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模式和实例。Agichtein 和 Gravano 在 Brin 等人工
作的基础上，使用命名实体识别技术对句子进行了标注并且仅抽取命名实体
之间的关系。
Hasegawa 等人 [16]提出了基于聚类的实体关系抽取的方法。Hasegawa 等
人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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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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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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egawa 等人的方法不再需要事先定义实体关系类型体系，而且也不需要
Brin 等人使用到的实体关系种子对，但是根据我们的实验，由于聚类结果非
常依赖语料的质量，其方法仅能发现少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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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Cafarella 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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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拥有着很高的准确率，也同样受到了低召回率
的影响。
Rosenfeld 和 Feld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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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Feldman 和 Rosenfeld 等人又将命名实体识别加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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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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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该方法将自动对“北京”进行概念上的扩
展，即寻找出“北京”所属于的概念的相关词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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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的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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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Cimiano 等人 [17]指出在基于 BootStrapping 方法的实体关系抽取
算法中，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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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代表性的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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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 7 个数据集上比较了常见的评价函数并且发现 scoregold 的效果是最好
的。
Davidov 和 Rappo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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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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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底层技术支持比如分词词性标注，所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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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性能测试的过程中，他们避
开了传统的评价方式，使用了 SAT-Analogy Questions（学术能力测试问题）
以检验其方法的效果。

1.2.3 关系抽取的其它相关问题
中文实体关系抽取研究的难点主要有以下三点：
1、难以建立通用域的实体关系类型体系。ACE 2007 RDR 任务定义了 7
大类、18 个子类的实体关系类型体系。另外一个广泛使用的实体关系类型体
系来自于 Semeval’07 Task 4，它仅包含了 7 种常见的语义关系。Culotta 等人
在维基百科（Wikipedia）英文版的基础上建立了包含 53 种实体关系类型，
4701 个实体关系实例的语料库。在这 3 种类型体系中，只有 ACE 2007 RDR
任务定义的是属于通用域上的实体关系，但是其仅包含 18 个子类别，显然无
法覆盖整个通用域。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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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在通用域上建立实体关系体系目前来说还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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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提供的语料的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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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类包含了“夫-妻”、“父-子/女”、
“母-子/女”以及“兄弟姐妹”等在实际应用的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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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Task 4 由于只定义了 7 种语义关系，主要被用于进行评测和方法实验。Culotta
等人定义的包含 53 种实体关系的类型体系仅包含 PER（Person）实体和 PER
实体之间的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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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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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英文以及其他欧洲语言的实体关系抽取，并取得了很多相当具有影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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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使用的语料是英文语料加上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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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使用最为广泛的语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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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适合自己的研究并且惠及其他学者的语料。

1.3 论文研究内容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是面向教师简历的实体关系抽取。由于该领域的实
体关系抽取没有前人的工作可以借鉴，所以本文独创性地提出了采用信息检
索的方式进行实体关系的抽取。首先利用网络爬虫抓取互联网语料，然后对
我们关注的几个教师简历实体进行实体识别，并对每一个实体建立索引，接
下来我们通过检索实体并获得其相应信息通过距离函数、互信息等方法抽取
相应实体关系，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1.4 本文结构
本文的内容安排如下：
第 1 章为绪论，主要介绍课题的背景、目的和意义，以及关系抽取国内
外研究现状，关系抽取的主要方法，提出了中文实体关系抽取目前主要面临
的难点。
第 2 章介绍语料库的构建，首先介绍了语料的爬取方法，然后介绍了用
Lucene 对教师实体简历倒排索引的过程，最后阐述了我们如何定义教师简历
的实体关系类型体系。
第 3 章介绍教师简历实体关系抽取方案设计，主要介绍了依赖检索系统
的距离函数方法和互信息方法的设计。
第 4 章介绍教师简历实体关系抽取平台的具体实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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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语料库构建
在进行教师简历实体关系抽取项目时，面临的第一个困难便是语料的获
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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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本文主要研究教师简历的实体关系抽取，而 ACE 实体关系类型体系包含
的关系较为宽泛不能满足教师简历的要求。所以我们需要进行教师简历实体
关系语料库的建设。在建设语料库的过程中，我独创性地引进信息检索的方
法对语料进行处理，对每一个命名实体都建立索引，并将已经抽取得到的命
名实体存储在数据库中。从而达到将无结构化的文本转化为结构化的信息这
一信息抽取的根本目的。

2.1 语料获取
教师简历实体关系抽取系统的语料主要来自两个部分，一是由项目需求
方提供了教师的姓名和其所在学院信息，另外一部分语料则完全要由我们自
己通过互联网搜索技术进行抓取。
Web 数据采集系统（爬虫系统）一般会选择一些比较重要的、出度（网
页中含有链接数）较大的网站的 URL 作为种子 URL 集合。数据采集系统将
这些种子集合作为初始的 URL，开始数据的爬取。由于网页中含有链接信息，
通过已有网页的 URL 会得到一些新的 URL，可以把网页之间的指向关系视
为一个森林，每个种子 URL 对应的网页是森林中一棵树的根节点。这样，
Web 数据采集就可以根据先广搜索或者先深搜索算法遍历所有的网页。由于
应用先深搜索算法可能会使搜集系统陷入一个网站内部，不利于搜索比较靠
近网站首页的网页信息，因此在我们的系统中采取先广搜索算法采集网页。
Web 数据采集系统首先将种子 URL 放入下载队列，然后简单地从队首取出
一个 URL 或者根据一定的采集优先级选择一个 URL 下载其对应的网页。得
到网页的内容后，在经过解析网页中的链接信息可以得到一些新的 URL，将
这些 URL 加入下载队列。然后再取出一个 URL，对其对应的网页进行下载，
然后再解析，如此反复进行，直到遍历了整个网络或者满足某种条件才会停
止下来。
在我的 Web 数据采集系统中，进行了一些个性化的设置：
1、我们 选取的语料 URL 主要来自 于三个部分：一是点评老师网站
http://www.pinglaoshi.com/，二是中国教育在线网的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
数据库 http://daoshi.eol.cn/，三是全国各大高校主页，例如：哈尔滨工业大学
http://www.hit.edu.cn/，清华大学 http://www.tsinghua.edu.c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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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进行网络爬取时我采用的是先广搜索算法，即在完成当前层次的搜
索后，才进行下一层次的搜索。
3、在搜索时我设置的搜索层次为 3 层，同时程序并发线程数为 8 个（这
个数字是我进行爬取服务器 CPU 核数的二倍）。
4、在进行爬取时，还采用了一些过滤网页规则，以便减少语料噪音，这
些 规 则 是 ： +^http://([a-z0-9]*\.){1,3}edu\.cn/ 即 保 留 教 育 网 网 页 信 息 ，
-^(ftp|mailto): 即 过 滤 掉 ftp 网 页 等 非 http 协 议 网 页 ，
-|.(gif|GIF|jpg|JPG|ico|ICO|css|sit|eps|wmf|zip|ppt|mpg|xls|gz|rpm|tgz|mov|MO
V|exe|png|PNG)$另外，对于一些图片链接也要过滤掉，这也会对语料产生噪
声，且影响下载速度。
对于爬取后的语料生成了 HTML 文档，以便接下来的 Lucene 索引库的建
立工作。

2.2 基于 Lucene 的倒排索引语料库的建立
本文搭建的小型搜索引擎是基于目前技术非常成熟的 Lucene 开源的开
发工具包。并且在构建搜索引擎系统的过程中我还借鉴了 Apache 公司开源
的 Nutch 系统。无论对于搜索引擎业者还是广大的搜索引擎技术爱好者来说
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资料。

2.2.1 Lucene 简介
Lucene 是一个高性能的、可扩展的信息检索工具库。你可以把它融入到
应用程序中以增加索引和搜索功能。Lucene 是一个纯 Java 实现的成熟、自由、
开源的软件项目；它是备受程序员欢迎的开源组织 Apache Jakarta 的成员项
目，基于 Apache 软件许可协议的授权。因此，近几年来，Lucene 已经成为
最受推崇和青睐的 Java 开源信息检索工具库 [18]。
Lucene 提供了一套简单却十分强大的核心 API，而使用它们时并不需要
用户对全文索引和搜索的机制有很深的理解。若要把 Lucene 集成到应用程序
中，你只需掌握 Lucene 中少数的几个类就可以了。
Lucene 用简易的 API 隐藏了复杂的索引和搜索操作的实现过程，因此可
以使应用程序专注于自身的业务领域。所以可以将 Lucene 视为应用程序之下
的一个接口层，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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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一个集成 Lucene 的典型应用程序

教师简历实体关系抽取系统就是建立在 Lucene 之上的。在原有的 Lucene
索引中我添加了自己的 Analyzer 模块（命名实体识别模块），即将 HTML 文
本进行分析，识别出我们预先定义好的教师简历实体，然后将其加入到索引
库中进行索引，Lucene 索引过程的主要阶段如图 2-2 所示。

图 2-2 Lucene 索引过程分为三个主要的操作阶段：将数据转
换成文本、分析文本、并将分析过的文本保存到索引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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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教师简历数据库的设计
2.2.2.1 数据结构清单
表 2-1 教师简历系统的数据结构清单

代码

名称

类型

用途

1

teacher

数据库

教师简历实体关系抽取系统数据库，包括 resume 表

2

resume

数据表

教师简历表，用于保存教师简历的实体信息

2.2.2.2 数据结构的逻辑设计
表 2-2 教师简历表
数据项 ID

数据类型

是否关键字

长度

取值范围

缺省值

合法性验
证条件

id

int

是

11

name

varchar

否

20

―‖

sex

char

否

2

―‖

email

varchar

否

50

―‖

city

varchar

否

20

―‖

university

varchar

否

255

―‖

identity

varchar

否

100

―‖

title

varchar

否

100

―‖

sutitle

varchar

否

20

―‖

fields

varchar

否

100

―‖

subject

varchar

否

30

―‖

degree

varchar

否

10

―‖

college

varchar

否

255

―‖

photo

varchar

否

100

―‖

url

varchar

否

255

―‖

others

text

否

md5

binary

否

16

NULL

email_check

bit

否

1

对各数据项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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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教师姓名
email  教师邮箱
university  教师所在学校
title  教师职称
fields  教师研究领域
degree  教师学位
photo  教师照片链接地址

sex  教师性别
city  学校所在城市
identity  教师身份
sutitle  教师职务
subject  教师研究学科
college  教师所在学院
url  爬取教师信息的网站地址

md5  url 的 md5 值
others  用于扩展用户信息域
email_check  email 是否被筛选过

2.3 教师简历关系类型体系
2.3.1 教师简历实体类型
在定义教师简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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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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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教师简历的需求来说是不够的。在教师简历里面，我们关心的是“教师
姓名”、“教师性别”、“学校”、“院系”、“教师职称”、“教师职务”、“教师学
位”、“教师学科”等实体之间的关系，而传统的命名实体识别模块无法识别
这些实体。因此，我们在传统的命名实体识别模块的基础上采取了另外两种
实体识别的方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具体方法将在下一节介绍。
表 2-3 实体类型及其说明
序号

实体类型

标签

说明

1

教师姓名

2

学院

ne.institute.college

3

性别

ne.person_name.sex

包括：男、女

4

教师职称

ne.person_name.title

包括：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

5

教师职务

ne.person_name.sutitle

包括：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

6

学科

ne.person_name.subject

即教师研究领域或从教学科

7

电子邮箱

8

学位

ne.person_name.teacher

email
ne.person_name.degree
- 13 -

包括：博士、硕士、学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我们仅考虑以上 8 种实体类型之间的关系。其中，
“教师姓名”、
“学院”、
“性别”、“教师职务”、“教师职称”、“学科”、“学位”来自于词典和传统的
NER；电子邮箱来自于 pattern 的规则匹配。

2.3.2 教师简历实体识别方法
2.3.2.1 基于词典的实体识别方法
基于词典的实体识别方法的前提是我们预先构建好一个词典，最好是能
够动态更新的。因为教师简历这一实际抽取领域会存在很多新词汇，比如说
教师的姓名、院系都是不能够穷举得了的，因此我们要构建一个能够动态更
新的词典。另外，词典的存取效率也是非常重要的，要实现高效的词典搜索，
往往需要设计特殊的数据结构。在本文中，我们采用双数组 Trie 树的方法构
建动态词典 [19]。
Trie 树是搜索树的一种，来自英文单词“Retrieval”的简写，它在本质
上是一个确定的有限状态自动机,每个结点代表一个状态，在词典中这种状态
包括“词前缀”，“已成词”等。根据输入变量的不同，进行状态转移。如图
2-3 所示。

图 2-3 Trie 树结构

由于很多时候 Trie 树的大多数结点分支很少，因此 Trie 树结构空间浪费
比较多。为了减少 Trie 树结构的空间浪费，同时保证 Trie 树的查询效率，我
们用两个数组表示 Trie 树，也就是双数组 Trie 树。
双数组 Trie 树是 Trie 树的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实现，它的数据结构是两个
整数的数组，一个是 base[]，一个是 check[]。这个算法的本质就是将 Trie 树
结构简化为两个线性数组，如图 2-4 所示。

- 14 -

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图 2-4 双数组 Trie 树结构图

双数组 Trie 树构造算法如下：
1. 初始化活动结点列表，把第一层结点加入该列表。
2. 如果活动结点列表不为空，则在活动结点列表中选取直接子结点数最多的
结点为当前结点。否则算法结束，数组构造完成。
3. 访问该结点，决定其在 base 数组中的值，确定各直接子结点在数组中的位
置，令各直接子结点在 check 数组中的值为当前结点的数组下标。
4. 当前结点的直接子结点加入活动结点列表。重复步骤 2。
图 2-5 双数组 Trie 树构造算法

另外，构造完双数组 Trie 树词典后，查询算法如下：
1. 读取输入变量 c。
2. t = base[s] + c
If check[t] == s then
next state := t
else fail
end if
3. 若 base[t]不为负，重复步骤 1。否则，t 为一个可结束状态。
图 2-6 双数组 Trie 树查询算法

有了动态词典之后，每次一旦出现新的实体，比如：教师姓名，我就可
以将其放入词典中，重新编译词典，即可轻松地扩充了词表范围。然后执行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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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算法程序即可判断输入的字符串是否为我们预先定义好的教师简历实
体。
2.3.2.1 基于规则的实体识别方法
在前面提到的用传统的 NER，以及动态词典都很难以准确全面的识别出
像电子邮箱、电话号码、时间日期等这样比较有拼写规律的命名实体。因此，
我们想到根据其拼写规律，对每一种类型的实体分别写一个规则进行匹配，
这样对于电子邮箱这样的命名实体我们也可以轻松地识别出来。下面是一些
规则的模板：
时间日期：
\b(?:19|20)\d\d(?:[./-](?:10|11|12|0?[1-9])(?:[./-](?:[12][0-9]|3[01]|0?[1-9]))?)\b

中国年月日：
\b(?:19|20)\d\d 年 (?:(?:10|11|12|0?[1-9])月 (?:(?:[12][0-9]|3[01]|0?[1-9])日 )?)?

电子邮箱：
\b[A-Z0-9._%+-]+@[A-Z0-9.-]+\.[A-Z]{2,4}\b

手机号码：
\b(?\b[0-9]{3}\)?[-. ]?[0-9]{3}[-. ]?[0-9]{4}\b
1[35][0-9]{9}

固定电话：
\b(?:0\d{2,3}[- ])?\d{7,8}\b

时间段：
\b(?:19|20)\d\d(?:[./-](?:10|11|12|0?[1-9])(?:[./-](?:[12][0-9]|3[01]|0?[1-9]))?)\s*(?:
-+|~+|～ +|至 |— +)\s*(?:(?:19|20)\d\d(?:[./-](?:10|11|12|0?[1-9])(?:[./-](?:[12][0-9]|
3[01]|0?[1-9]))?)|今 |现在 | 至今 |present | now)

基于规则的实体识别方法的一大好处是：这个算法的准确率是 100%，
尤其当我们对时间日期、电子邮箱这样不可以出现一点错误的实体上面采用
该方法可以得到非常理想的效果。

2.2.3 教师简历的关系确定
在实体关系确定并且识别出来之后，我们要考虑的下一个问题便是：教
师简历实体关系体系，我们在教师简历实体的基础上确定了 7 种教师简历实
体关系，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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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教师简历实体关系类型体系

实体对类型

关系类型

“姓名”与“院系”

“姓名-院系”

“姓名”与“性别”

“姓名-性别”

“姓名”与“职称”

“姓名-职称”

“姓名”与“职务”

“姓名-职务”

“姓名”与“学科”

“姓名-学科”

“姓名”与“学位”

“姓名-学位”

“姓名”与“电子邮箱”

“姓名-电子邮箱”

参照 ACE 语料建设过程，下面我将详细介绍各种关系的定义，并举例说
明。
2.2.3.1 姓名-院系
“姓名-院系”关系表达的是姓名与院系之间的“教师隶属于院系”或者
“教师在院系任教”关系。
表 2-5 “姓名-院系”关系允许的参数(ARG)类型
关系类型

ARG1

ARG2

姓名-院系

ne.person_name.teacher

ne.institute.college

下面是满足“姓名-院系”关系的典型例子：
表 2-6 “姓名-院系”关系的例子

哈工大计算机学院任命刘挺老师为主抓学科建设的院长助理。
关系类型

ARG1

ARG2

姓名-院系

刘挺 / ne.person_name.teacher

计算机学院 / ne.institute.college

2.2.3.2 姓名-性别
“姓名-性别”关系表达的是姓名与性别之间的“教师的性别”关系。
表 2-7 “姓名-性别”关系允许的参数(ARG)类型
关系类型

ARG1

ARG2

姓名-性别

ne.person_name.teacher

ne.person_name.sex

下面是满足“姓名-性别”关系的典型例子：

- 17 -

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表 2-8 “姓名-院系”关系的例子

刘挺，男， 1972 年 2 月出生于哈尔滨。
关系类型

ARG1

ARG2

姓名-性别

刘挺 / ne.person_name.teacher

男 / ne.person_name.sex

2.2.3.3 姓名-职称
“姓名-职称”关系表达的是姓名与职称之间的“教师拥有职称”关系。
表 2-9 “姓名-职称”关系允许的参数(ARG)类型
关系类型

ARG1

ARG2

姓名-职称

ne.person_name.teacher

ne.person_name.title

下面是满足“姓名-职称”关系的典型例子：
表 2-10 “姓名-职称”关系的例子

刘挺，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关系类型

ARG1

ARG2

姓名-职称

刘挺 / ne.person_name.teacher

教授 / ne.person_name.title

2.2.3.4 姓名-职务
“姓名-职务”关系表达的是姓名与职务之间的“教师拥有职务”关系。
表 2-11 “姓名-职务”关系允许的参数(ARG)类型
关系类型

ARG1

ARG2

姓名-职务

ne.person_name.teacher

ne.person_name.sutitle

下面是满足“姓名-职务”关系的典型例子：
表 2-12 “姓名-职务”关系的例子

刘挺，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生导师。
关系类型

ARG1

ARG2

姓名-职务

刘挺 / ne.person_name.teacher

博士生导师 / ne.person_name.sutitle

2.2.3.5 姓名-学科
“姓名-学科”关系表达的是姓名与学科之间的“教师从事某学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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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姓名-学科”关系允许的参数(ARG)类型
关系类型

ARG1

ARG2

姓名-学科

ne.person_name.teacher

ne.person_name.subject

下面是满足“姓名-学科”关系的典型例子：
表 2-14 “姓名-学科”关系的例子

刘挺，主要研究方向：自然语言处理、信息检索、信息抽取等。
关系类型

ARG1

ARG2

姓名-学科

刘挺 / ne.person_name.teacher

信息抽取 / ne.person_name.subject

2.2.3.6 姓名-学位
“姓名-学位”关系表达的是姓名与学位之间的“教师拥有学位”关系。
表 2-15 “姓名-学位”关系允许的参数(ARG)类型
关系类型

ARG1

ARG2

姓名-学位

ne.person_name.teacher

ne.person_name.degree

下面是满足“姓名-学位”关系的典型例子：
表 2-16 “姓名-学位”关系的例子

刘挺，博士，教授。
关系类型

ARG1

ARG2

姓名-学位

刘挺 / ne.person_name.teacher

博士 / ne.person_name.degree

2.2.3.7 姓名-电子邮箱
“姓名-电子邮箱”关系表达的是姓名与电子邮箱之间的“教师拥有电子
邮箱”关系。
表 2-17 “姓名-电子邮箱”关系允许的参数(ARG)类型
关系类型

ARG1

ARG2

姓名-电子邮箱

ne.person_name.teacher

email

下面是满足“姓名-电子邮箱”关系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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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8 “姓名-电子邮箱”关系的例子

刘挺，实验室邮箱： tliu@ir.hit.edu.cn 。
关系类型

ARG1

ARG2

姓名-电子邮箱

刘挺 / ne.person_name.teacher

tliu@ir.hit.edu.cn / email

2.4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教师简历实体关系抽取语料库的建设过程。在建设过程中我
们不仅参考了 ACE RDR 语料的构建过程，而且还独创性的将信息检索方法
引入到语料库的建设当中。首先，本文有针对性地对一些权威网站进行语料
的爬取并生成 HTML 文档。然后，对 HTML 文档进行解析，进而建立索引，
将解析后的文档放入索引库中。最后，本文确定了教师简历实体关系类型体
系。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引入信息检索方法到教师简历实体关系抽取的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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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教师简历关系抽取方案设计
在第 2 章工作的基础之上，本章进行了教师简历实体关系抽取的无指导
方法的初步探索。首先，我们是要把纯文本信息转换成可供量化打分的表示
形式，这个过程通常被称为特征提取。理想的特征通常具有的特点是：来自
同一类别的不同实例的特征值比较相近，而来自不同类别的实例的特征值具
有较大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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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行完特征提取后，本章将详细介绍在信息检索系统的基础上进行关系抽
取的方法。

3.1 基于索引获得信息抽取文档
在第 2 章索引库建立的基础上，并且有了本章前面特征提取的工作后，
我们可以设计基于索引的教师简历实体关系抽取方法。
其抽取方法步骤如下：
1、前提是我们已经在第 2 章得到了索引库。我们进入数据库去查询数据
库中的每条记录里面的 name 和 college 域，并将其提取出来转换成索引项
“+name +college”。
2、将第 1 步中构造的索引项放到索引库中进行检索，检索后我们可以得
到 name 和 college 同时出现的文档，并且 Lucene 可以对这些文档进行打分，
我们只选取分数最高的两篇文档作为后续抽取所用（因为选取的文档越多可
能最后产生的噪声越大，同时，对于大规模抽取的语料来讲，这样效率更高）。
3、抽取实体类型特征、实体距离差特征、互信息特征，并根据抽取得到
的特征进行教师简历实体关系的抽取。
4、将最后抽取得到的关系放入数据库中，丰富数据库各域值。
其工作具体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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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解析器

PDF

DOC

解析器

解析器

实体识别模块

分析

+name +college
索引库

数据库
索引项
实体类别特征

文档
实体距离特征
实体共现特征
关系库

图 3-1 基于索引的信息抽取流程

在上文中我介绍了特征的选择，和基于索引的信息抽取方法，这其中还
有一点没有交代，就是对于我们抽取得到的特征，并不是每个特征都占有相
等的地位，即权重。因此，在下一节中我将详细介绍特征权值选择算法。

3.2 特征的选择
在进行特征选择之前首先我们要明确几个问题：
1、我们获得的语料是未经标注好的原始 HTML 文档。
2、关于教师简历信息的一些网页有其固有的一些书写特征，我们应该加
以利用和提取。
3、与传统的关系抽取不同，教师简历中的两个实体关系未必局限于一个
句子之中，也就是说有可能两个句子中的实体具有我们想要抽取的关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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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句法特征在该领域里面并不适用。
针对以上对教师简历领域特殊问题的分析，我们发现在该特殊领域中我
们提取的特征更多的应该是篇章级的特征，而不是句子级的特征。因此，在
本文中我们主要采用以下三类特征：

3.1.1 实体类型的特征
通过对构成关系的实体对中的两个实体进行分析发现实体类型的特征对
最后的关系抽取有很大的帮助。
例如：我们要找教师“姓名-性别”关系，那么在抽取关系时，我们第一
个要考虑的就是构成关系的两个实体是否满足我们的预先定义好的类型。即：
ne.person_name.teacher 和 ne.person_name.sex。这样的话，大量的具有噪声的
语料就被我们过滤掉一部分。像：“刘挺，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博导。”这
样的信息将不作为我们提取教师“姓名-性别”关系的有用信息。

3.1.2 实体距离的特征
通过对大量网页语料的观察我们发现，实体对之间的距离位置信息在教
师简历领域的关系抽取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我们在实体类型特征的基
础上再用具体特征进行过滤，得到了非常不错的抽取结果。我们下面看一个
“姓名-电子邮箱”关系的具体实例。
从下面的实体距离特征正反例可以看出：一般情况下，在正例中教师姓
名实体与电子邮箱实体的距离相差不多；而在反例中，教师姓名实体与电子
邮箱实体的距离相差非常大，几乎是一个在页面的最顶端，一个在页面的最
低端。
如果页面中有多个电子邮箱的话，我们就根据每个电子邮箱实体与姓名
实体之间的距离给该特征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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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教师简历实体距离特征正反例
实体距离特征正例

实体距离特征反例

李道增

叶小兵，男，1953 年 7 月出生。1978 年 7 月

现任职务：

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即今首都师范大学）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教授 博士导师

历史系，留校任教至今，从事历史教育方面

中国工程院院士

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88 年 7 月获教育学硕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士学位，1998 年 6 月被评为教授。1998-2002

通信地址：

年曾担任首都师大历史系主任。社会兼职：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O）

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

电

话:（010）62773132（O）

长，北京市历史教学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市

传

真：（010）62770314

地方教材审查委员会历史科审定委员，北京

电子信箱：ldz-sa@mail.tsinghua.edu.cn

教育学院客座教授，被北京师大附中、15 中、

。。。。。。

顺义区教科所等单位聘为顾问。
论文：
1.《东汉的政治和经济》一节教材分析

。。。。。。
译文：

。。。。。。
著作、教材：

。。。。。。
版权所有©2009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3 号文科楼
历史学院 邮编：100048
电 话 ： 010-68902314 传 真 ： 68902315
E-mail:domain@unn.cn
网站主办：历史学院党委 网站设计：

3.1.3 实体共现概率特征
通过对大量网页语料的观察分析，我们还发现满足我们预先定义的教师
简历实体关系的实体对共现的概率要远远高于不满足关系实体对的共现概
率。而且，共现概率一是需要对大规模语料进行统计，二是我可以利用前面
建好的索引库轻松获得每个实体在文档集中出现的概率。因此，实体共现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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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这一特征也是十分必要而且有效的。具体如何获取实体共现概率值，我将
在下面详细介绍。
在介绍互信息模型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信息熵”的概念 [20]。所谓
信息熵，是一个数学上非常抽象的概念，在这里不妨把信息熵理解成某种特
定信息的出现概率。其数学定义如下：
设某一概率系统中有 n 个事件(X1,X2,…,Xi,…,Xn)，第 i 个事件 Xi 产生的概
率为 Pi(i = 1,2,3,…,n)，当事件 Xi 产生后，给出的信息量为 Hi= - log2Pi，单位
为 bit。对于由 n 个事件构成的概率系统，产生的平均信息量为：
n

H   pi log 2 pi

(3-1)

i 1

称之为信息熵，或简称熵。
若概率系统为连续系统，其概率分布为 P(x)，该系统的熵由
x1

H    p ( x) log 2 p ( x)dx
x0

x [ x0 , x1 ]

(3-2)

所表示。
有了信息熵的概念之后，再让我们来看看互信息的定义。“互信息”是
信息熵的引申概念，它是对两个随机事件的相关性度量。
互信息的一般定义公式如下：
p( x, y)
MI ( x, y)  log(
)
p ( x)  p ( y )

( p( x, y) 

C ( x, y)
C ( x( y))
, p( x( y)) 
)
C (*)
C (*)

(3-3)

在公式 3-3 中，x、y 为教师简历实体项，C(x)（C(x, y)）为 x（(x, y)）
在该语料中出现的频数。MI(x, y)在 x、y 共现次数较多时，值就比较大；反
之，在低频时就会恶化。为解决此问题，本文在原有的互信息公式的基础上
做了一些算法上的改进，使之对于低频情况，更加健壮。改进后的方法定义
如下。

log L( x, y)  log L(
 log L(

k1
k
, k1 , n1 )  log L( 2 , k2 , n2 )
n1
n2

k1  k2
k k
, k1 , n1 )  log L( 1 2 , k2 , n2 )
n1  n2
n1  n2

这里， log L( p, k , n)  k log p  (n  k ) log(1  p), k  C (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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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  C( x,*)  C( x) ， n2  C( x,*)  C(*,*)  C( x,*)  C(*)  C( x)
k2  C( x, y)  C(*, y)  C( x, y)  C( y)  C( x, y)
经过改进后的互信息计算公式，我们就可以得到任意两个教师简历实体
在语料中共同出现的概率，这对于我们抽取工作非常有帮助。

3.3 特征权值的确定
3.3.1 对数线性模型介绍
对于前面提到的每一个特征我们都将其作为一个函数，并且该函数的返
回值即是我们对每个特征的量化值。但是，问题出来了，如果我们简单的将
上面的三个特征相加求和则最终得到的结果将非常的不理想。因此，本文对
每个特征都增加一个权值，并且采用对数线性模型对特征权向量进行学习。
对数线性模型参照线性模型和方差分析的思想，将联列表的总效应（期
望频数）去自然对数后分解成主效应和各因素间的交互效应。所谓 I*J*K 联
列表，即它对应于三个随机变量，第一个变量具有 I 个水平，第二个变量具
有 J 个水平，第三个变量具有 K 个水平，这样交叉在一起，共有 I*J*K 单元。
我们把它们按一定规律，排在一个立方体中，记其中元素为 Pijk（为其概率，
i=1…I，j=1…J， k=1…K），或者亦可称上述联列表为概率表。如果我们随
机的抽取一组样本，存在对应的期望值，记期望值为{mijk}。
对数线性模型的构造与方差分析模型相类似。对应于这个期望表的对数
线性模型是：
ln(mijk )  0  iA   jB  kC  ijAB  ikAC   jkBC  ijkABC

类似于方差分析，我们定义
总平均：

0

主效应：

iA ，  jB ， kC

二因子效应： ijAB ， ikAC ，  jk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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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子效应： ijkABC
这里，如果 ijAB =0 表示变量 A 与 B 是相互独立的，同理依次类推其他因
子效应为零的含义。
在该模型中，X2 拟合统计量与似然比 G2 统计量分别为：

2 

 (
i



i

 mi )
(3-6)



mi

G 2  2 i ln
i

i


(3-7)

mi

求参数的极大似然估计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利用参数的“充分统计量”
而直接被得到；另一是直接估计求不到而采取迭代的方法得到近似的估计。

3.3.2 对数线性模型应用
在教师简历实体关系抽取这一研究课题中，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对数线性
模型：

P

e

 i ln ki
i

(3-8)

Z

在上式中，Z 是归一因子。Ki 是特征（即实体类型特征、实体距离特征、
实体共现特征），λ i 是特征权值。特征权值可以通过最小误差训练得到。

3.4 实验结果与分析
3.4.1 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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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和公式（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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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all 

某类被正确分类的实例数
测试数据中某类实例数

(3-9)

某类被正确分类的实例数
(3-10)
分类器预测的某类的实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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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F 是 P 和 R 的调和平均值，见公式（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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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的方法中，我们认为召回率和准
确率同等重要，所以 beta 取值为 1。
Precision 

F -Score 

(beta 2  1.0) * Precision * Recall
(beta 2 * Precision)  Recall

(3-11)

对于多类实体关系抽取的问题，通常使用各类综合性能作为最终的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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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召回率）、Pavg（平均准确率）和 Favg（平均 F 值）
评价方法依次如公式（3-12）、（3-13）和（3-14）所示。
n

Ravg 

T
i 1
n

i

(3-12)

C

i

i 1
n

Pavg 

T
i 1

n

 (T  F )
i 1

Favg 

i

i

(3-13)

i

2.0* Pavg * Ravg
Pavg  Ravg

(3-14)

3.4.2 实验结果
测试集为第 2 章构建的语料库中随机抽取的 200 个 HTML 网页，人工地
进行了语料的标注，因为“姓名-院系”关系是项目需求方事先提供好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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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作为实验结果统计分析，实验结果如表 3-2 所示。
表 3-2 实验结果
关系类型

Precision（%）

Recall（%）

F-Score（%）

姓名-电子邮箱

89.15

49.34

63.52

姓名-性别

96.75

65.22

77.92

姓名-职称

97.52

56.15

71.27

姓名-职务

96.46

51.43

67.09

姓名-学科

91.33

33.33

48.84

姓名-学位

98.75

80.23

88.04

姓名-院系

--

--

--

94.99

55.97

69.45

Avg

3.4.3 结果分析与改进
从实验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姓名-电子邮箱”关系外，其它关系
的准确率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召回率有些过低。这说明我们在实验时
对于距离特征的阈值限制的有些过于严格，可以适当的进行放松，当然，这
样的代价便是准确率的下降。
另外，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姓名-电子邮箱”的准确率和召回率都不是
很高，于是我们在后期处理时，又增加了一步规则过滤，以期达到对电子邮
箱准确率的提升。具体规则如下：
1、学校名与电子邮箱后缀名的对应。这里，我们观察到很多学校都有自
己的邮箱系统，老师申请的学校邮箱具有相同的后缀名。因此，我们可以通
过这一特征对抽取得到的电子邮箱进行过滤。比如：我们抽取哈尔滨工业大
学的孙大烈老师邮箱为：sdl@hit.edu.cn，这里可以看出，只要我们能将哈尔
滨工业大学与 hit.edu.cn 对应上，便可以此为依据过滤一些邮箱。因此，我们
构造了一个高校中英文名对照表，即哈尔滨工业大学与 hit.edu.cn 对应，清华
大学与 tsinghua.edu.cn 对应等。
2、教师名与电子邮箱前缀名的对应。这里，我们观察发现很多教师对自
己电子邮箱的命名规则都会含有自己的名字拼音。因此，过滤规则中，我们
引进了 IR 实验室的拼音模块。即可以将人名与其拼音相对应。我们在检验拼
音与电子邮箱前缀时一是判断名字全拼是否能对应上，比如：哈尔滨工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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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梁佳老师，名字全拼是 liangjia，其电子邮箱为：liangjia@hit.edu.cn。另
外，我们还提取名字的每一个生母看是否在电子邮箱前缀中出现，比如：哈
尔 滨 工 业 大 学 的 孙 大 烈 老 师 ， 名 字 全 拼 是 sundalie ， 他 的 电 子 邮 箱 是
sdl@hit.edu.cn 这个电子邮箱的前缀便是其全拼取生母得到的结果。
经过以上两个过滤规则的使用，对于“姓名-电子邮箱”这一关系的实验
准确率有了很大的提升，对比实验结果见表 3-3。
表 3-3 加入规则后的实验结果对比
关系类型

Precision（%）

Recall（%）

F-Score（%）

姓名-电子邮箱

89.15

49.34

63.52

姓名-电子邮箱

100.00

44.14

61.25

3.5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介绍了教师简历实体关系抽取中需要提取的特征，然后详细地
介绍了提取特征的方法。然后，在第 2 章建立索引库的基础上，我们又讲解
了基于索引的信息抽取方法。接下来，我们对特征权值的确定算法进行了介
绍。最后我们看到了实验结果，并对实验结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分析结
果后我们又提出了一些改进方法，并且经过改进后的实验结果对比改进前的
实验结果有了显著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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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系统实现
前面两章已经对系统各个部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本章旨在给出教师简
历实体关系抽取系统的整体工作流程，以及各功能模块的执行顺序，并且将
实验的平台介绍给大家。

4.1 教师简历抽取工作流程
根据第 3 章所属的中文教师简历实体关系抽取方法的特点，本文设计了
教师简历实体关系抽取实验平台的总体工作流程，如图 5-1 所示。
开始

教师简历实体关
系抽取数据
数据预处理
（分词、词性标注、教师简历实体识别）

特征提取

建立索引库

模型构造与测试

特征模型改进

性能评估

达到要求？

否

是
结束

最终方法和模型

图 4-1 教师简历实体关系抽取实验平台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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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简历实体关系抽取实验过程包括语料获取、数据预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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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数据便
是语料爬取的结果，数据预处理工作中的分词、词性标注、命名实体识别模
块由哈工大信息检索研究室语言技术平台（LTP）提供支持，基于动态词典
和模板的命名实体识别模块则由本文完成；特征提取、索引库建立、模型构
造和测试是本文重点研究内容，在第 2、3 章中做了详细的陈述；性能评估则
是由程序自动完成。
另外，从图 4-1 中还可以看出，关系抽取的研究是一个不断地循环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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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达到不断提高关系抽取系统性能的目的。

4.2 实验平台设计与实现
在第 2、3 章中我已经详细的介绍了一些词典构建、关系抽取、特征权值
算法的详细内容，在这里就不再赘述。本节将详细介绍在本次项目开发中应
用到的一种非常流行的软件设计模式：插件机制；另外，还将在第 3 章基础
上进一步展开对检索机制的探讨。

4.2.1 插件机制设计与实现
插件(Plugin)，是现代软件设计的一大亮点。通过插件机制，我们的应用
程序可以最大化的获得可扩展性、适应性和稳定性，而且便于软件的维护和
升级。对于插件的优缺点，本文不做探讨。
我们的程序可以加载不同功能的插件——可以是我们自己或其他任何人
开发的——而不需要事先知道插件所完成的功能。当然，类似如何加载插件
这样的基本方法程序是约定好的。这里使用到了程序设计的一种方法：后期
绑定(Late-Banding)。简单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程序在运行时动态加载保
存于插件的方法、属性等，并对其进行调用，以实现相应功能。为了管理插
件，需要为插件提供一个统一的管理接口。插件与程序通过接口进行交流。
插件软件设计步骤包括：
1、 确定平台基本功能和插件要完成系列化功能或扩展功能；
2、 定义平台扩展接口和插件接口；
3、 完成平台设计，主要是平台插件处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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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向插件开发者提供主平台程序（执行代码），公布平台扩展接口和插
件要实现的接口，可能包括开发用的 SDK；
5、 插件开发者按要求开发插件，实现插件接口，开发者可使用提供的
主平台程序测试插件；
6、 主平台设计者继续完成主平台的内核功能，并可随时公布新增加主
平台扩展接口和插件接口；
7、 实现 4-6 步骤的良性循环，整个软件系统不断向前进化。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插件机制原理图。

插件池

Jar 包

插件管理

Jar 包

Plugin.xml

Plugin.xml

& conf

& conf

插件

。。。。。。
。。。。。。

Jar 包

Plugin.xml
& conf

插件

插件

图 4-2 插件机制原理图

接下来我将介绍在本文中涉及到的几个扩展点：
1、数据读入模块扩展点。我们设计了两个插件：一个是读取 html 文档
的程序；另外一个是读取被我们命名为 segments 格式文件（二进制文件）的
程序。后者在读取速度方面优于前者。
2、词法分析模块扩展点。我们设计了两个插件：一个是哈工大信息检索
实验室的分词模块；另一个是由 Victor 师兄提供的分词模块。后者的准确率
由于前者。
3、NE 抽取模块扩展点。我们设计了三个插件：一个是统计 NE 抽取模
块，这是由哈工大信息检索实验室提供；第二个是基于词典的 NE 抽取，其
原理在第 2 章中我已详细介绍过；第三个是基于规则的 NE 抽取，其规则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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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也在第二章介绍过了。
4、词典操作扩展点。我们设计了两个插件：一个是我们可以从哈工大信
息检索实验室获得的公共词典；另外一个是我们自己根据教师简历实体关系
抽取这个具体项目而构建的词典。
5、数据输出模块扩展点。我们设计了两个插件：一个是我们可以以 XML
格式输出数据；另一个是与数据读入相对应的，我们可以输出 segments 文件。
6、信息抽取模块扩展点。我们设计了两个插件：一个是基于有监督的信
息抽取引擎；另一个无监督信息抽取引擎。
通过这样的软件设计，我们可以轻松的将很多人的工作都集中于这样一
个平台系统。
下图是本文中应用到的插件机制软件设计模式框图。

图 4-3 本文中使用的插件机制软件设计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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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检索机制设计与实现
在第 2、3 章中，我们主要介绍了建立索引的过程，并且大致描述了基于
索引库的信息抽取过程。但是对于一个搜索引擎，或者是一个全文检索系统
而言，建立好索引，只是完成了一半工作，剩下的工作是如何从索引中找出
用户需要的信息，并返回给用户。在本节中，我将介绍 Lucene 所提供的在索
引文件中检索信息的接口。
在对 Lucene 提供的检索接口进行介绍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查询的基本过
程：
（1）基于索引文件所在的路径创建 IndexSearcher 对象。
（2）接收用户的查询文本。
（3）将用户的查询文本转换成 Query 对象。
（4）IndexSearcher 对象基于 Query 对象在索引文件中进行查询，并返
回 Hits 对象。
（5）从 Hits 对象中获取实际需要的 Document。
（6）继续步骤 2.
下面我将分别介绍上面提到的三个类：
4.2.2.1 IndexSearcher
IndexSearcher 是整个 Lucene 搜索查询相关信息的驱动引擎。它接收一个
Query 对象，然后在索引文件中搜索与该 Query 对象匹配的结果，最后将结
果集合封装为 Hits 对象返回。
4.2.2.2 Hits
Hits 作为 IndexSearcher 对象中 search 操作的返回结果，是 Lucene 对搜
索结果的抽象和封装。通过 Hits，我们就能够获得与输入的查询相关的结果
了。在 Hits 内部，维护了一个 HitDoc 对象的链表，这个集合就是对 Document
对象的引用。在 HitDoc 中维护了三个重要的变量：id、score、doc。其中 id
是 Document 的 id，而 score 表示 IndexSearcher 对象对该 Document 对象的打
分结果，doc 就是 Document 对象本身。
4.2.2.3 Query & QueryParser
在 Lucene 中，一个 Query 对象是对用户输入的查询的表示。对应于用户
要 求 的 不 同 查 询 ， Lucene 中 定 义 了 多 种 Query 对 象 ， 如 TermQuery 、
PhraseQuery 等。在本文中用到的是 TermQuery。
QueryParser 是 Lucene 为解析用户输入的查询条件而提供的查询解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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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接收用户输入的查询字符串，返回一个 Query 对象。我们将解析出的 Query
对象输入到 IndexSearcher 对象中，就能够完成信息的检索功能。
上述的检索过程可以用下图表示：
用 户
查询

Query

Query

Parser

Index
Searc
her

Hits

Docu
ment

图 4-4 检索过程图示

4.3 本章小结
本章根据教师简历实体关系抽取的特点设计了实体关系抽取实验平台。
在该平台上，由于实验流程框架已经定义好，各模块均采用插件机制，研究
人员都可以分别专注于每个模块的设计与实现，提高了研究和实验的效率，
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并且，独创性的引进搜索引擎进入信息检索领域也是本
文的一大亮点，所以在本章后部分详细的介绍了检索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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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本文针对中文教师简历实体关系抽取展开了研究。实体关系抽取作为信
息抽取的子任务，是自然语言处理重要的未解决问题之一。其主要任务是从
文本中抽取出两个或者多个实体之间预先定义好的语义关系。前人已经在通
用域上的实体关系抽取方面做了很多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语料库资源。但是
在教师简历领域，暂没有可以直接使用的语料库资源。
首先，本文构建了中文教师简历实体关系语料库。构建语料库的第一步
是从互联网上爬取含有教师简历信息的网页， 在有了大规模的网页语料
（3TB）之后我们独创性的引入了信息检索机制，对每一个教师简历实体构
建倒排索引，生成索引库。之后，本文从目前可以识别的教师简历命名实体
出发，通过穷举两两之间可能发生的关系，建立了包含 7 种教师简历实体关
系的类型体系。
其次，本文研究了基于 Lucene 索引库的信息抽取方法。由于在关系抽取
领域还未见前人将搜索引擎引入抽取工作中，所以，本文进行了尝试性的研
究。并且根据教师简历领域的独特语料资源，提出了两种实体识别的方法：
基于动态词典的命名实体识别和基于规则的命名实体识别。用两种方法结合
的识别教师简历命名实体，效果非常不错。
然后，根据教师简历独有的语料特点，本文提出了三个主要关系抽取的
特征：实体类型、实体距离、实体共现概率。之后，本文重点研究了基于 Lucene
索引库的信息抽取方法。抽取程序结束后我们对于每一个提取出来的特征都
对进行了打分，然后，我们采用对数线性模型对特征进行加权，并求取相应
权值。本文所述算法平均准确率可以达到 94.99%，平均召回率也有 55.97%，
平均 F 值已经达到 69.45%。但是，我们对“姓名-电子邮箱”这一关系的抽
取结果并不满意，并且进行了相应有针对性的改进。提出了教师姓名拼音与
电子邮箱前缀对应、教师所在高校英文简写与电子邮箱后缀对应的两大过滤
规则，最终使得“姓名-电子邮箱”关系抽取的准确率近乎于达到 100%。
最后，本文还研究了软件设计模式中较为流行的一种方式——插件机制。
本文的实验就是在这样一个框架下一步一步实施的，从而在开发效率上得到
了很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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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中文译文

基于依存树核函数的关系抽取
Aron Culotta
Jeffrey Sorensen
马萨诸塞州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IBM T.J. 华盛顿研究中心

摘要
为了评价两棵句子依存树的相似程度，我们扩展了以前在树核函数方面
的工作。在支撑向量机中使用该核函数，我们识别并分类了 ACE 新闻语料的
实体对关系。我们对不同的特征（上位词、部分语句、实体类型）的功能进
行考核，并且发现依存树核函数比―bag-of-words‖核函数在 F 值上提高了
20%。

1 引言
在数据中发现出规律的能力始终受限于数据表现形式的复杂性。就一篇
文本而言，数据越是具有结构化，我们越是能够提取出更加丰富的信息。例
如，目前的网络搜索引擎不能很好的处理像“list all California-based CEOs
who have social ties with a United States Senator.”这样的查询。只有结构化的
数据表达形式才能够有效地提供这样一个列表。
信息抽取的目的是将那些无结构的数据，转化成有结构的数据。就文本
而言，这就意味着找到我们感兴趣的实体和实体之间的关系，然后将大量的
毫无结构的文本语料转换成像表 1 那样的关系数据库。

表 1：一个抽取领域的例子

信息抽取一般被认为有三个处理阶段：首先，实体识别；第二，共指消
解；第三，关系抽取。实体识别已经被很多机器学习技术完全解决了，在很
多数据集上测试，其 F 值可以达到 90%以上。共指消解是一个很活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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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本文就不再详细调研。
我们主要介绍基于核方法的关系抽取技术。核方法是非参数密集化评估
技术，它计算数据实例之间的核函数，这里的核函数可以理解为相似度度量。
给定一个标注好的数据集，核方法就通过计算已标注好的训练语料的核函数
来决定那些未经标注的实例。最近邻分类和支撑向量机是两个最流行的核方
法工具。
核方法的一大优势是它能搜索更加广阔的特征空间。这可能是因为核函
数在计算两个实例相似度时能够探测到不明确的特征空间，这个将在第三部
分介绍。在如此巨大的特征空间中工作，将导致很多机器学习算法过饱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引入 SVM 到关系抽取任务中来。SVM 找到两个不
同类别实例的一个边界从而将边界两侧的实例区别最大化。实验除了证明了
SVM 的这个特点外，还表明 SVM 的鲁棒性非常好。
现在我们对于发现和分类实体对之间的关系非常感兴趣。
（见表 2）我们
认为每一个关系实例都是一棵扩展的依存树。一棵依存树表示一个句子的语
法依存关系；我们用特征去扩展这棵树上的每一个节点。我们选择这样的表
示形式因为我们假设如果实例具有相似的关系类型那么它们一定具有相似的
依存树子结构。而核函数的任务就是发现这个相似子结构。
我们在依存树基础上定义树核并且将该核融入到用于提取新闻语料实体
关系的 SVM 工具中。树核方法比―bag-of-words‖核方法的结果要好得多，建
议这个高结构化的句子表达形式提供更多的信息用来识别和分类关系。

表 2：关系类型和子类型

2 相关工作
由于核方法可以将任意对象映射到欧几里得空间中，所以现在核方法越
来越流行。Haussler 描述了一个在离散结构上计算核的框架。Lodhi 等人提出
了用字符串核做文本分类。我们的算法类似 Zelenko 提出的算法。我们的贡
献是一个更加丰富的句子表达，一个允许特征加权的框架，还有是利用复合
核减少稀疏带来的影响。
Brin，Agichtein 和 Gravano 致力于用模板匹配和封装技术做关系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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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方法对语料库快速演变的适应性很差。Miller 等人提出一个融入统
计分析技术的扩展分析树。但是 Miller 等人用了一个普通模型生成分析信息，
我们假设用一个技术有区别的训练去分类关系可以获得更好的结果。Roth 和
Yih 学习了贝叶斯网络工作去标注实体并且他们的关系是同时发生的。我们
在一个更具挑战性更大的关系类型集合和更大的预料库中进行实验。

3 核方法
传统的机器学习是，我们给出一个训练实例集合 S={x1…xN}，这里每一
个实例 xi 都被表示成 d 维空间的特征向量。我们在特征引擎这部分工作上花
了很多时间，为了寻找最佳的特征集合我们活着是手工编写或者是咨询领域
专家或者通过特征归纳和选择自动生成。例如，在实体识别，原始的实例描
述是一个与句子相当的词空间。特征提取和引入可能有：部分语句，n 元词，
n 元字符、大写以及这些特征的联合。对于更多的结构化对象，例如：分析
树，特征还可以包括一些对象结构的描述，比如“有一个 NP-VP”子树。核
方法在减少结构对象特征引擎负担上非常有效。通过计算两个对象的相似度，
核方法能使用强有力的程序解决引入结构特征带来的枚举子结构效率问题。
形式上，一个核函数 K 是一个映射 K：X * X →[0,∞]，表示从实例空
间 X 到一个相似分数函数 K ( x, y)  i i ( x)i ( y)   ( x)  ( y) 。这里 i ( x) 实例
x 上的某个特征函数。核函数必须是对称函数[K(x, y) = K(y, x)]并且必须
是半正定的。由于半正定，我们需要，如果 x1…xn∈X，那么 n*n 矩阵 G 定义
为 Gij=K（xi，xj）是半正定。这就证明了点生成特征向量是核函数。
一个简单核函数以点产物向量表示实例正在被对比。例如，在文本分类
中，每一篇文档能被表示成一个二进制向量，在文档中某一特定词的每一个
元素要么出现要么不出现。这里 i ( x) =1 如果词 i 出现在文档 x 中。这样，核
函数 K(x, y)返回 x 和一种共同出现的词的个数。我们指出是―bag-of-words‖
核，如果它忽略词的顺序。
当实例更加结构化，就像 依存树那样，更复杂的核函数成为必要。
Haussler 描述了卷积和，他通过相加两个结构的相似子结构来计算相似度。
例如，我们考虑字符串核。为了发现两个字符串的相似度，字符串核计算两
个字符串公共字串的个数，并且用它们的长度对它们加权。这样 i ( x) 是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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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 x 包含字串 i 的个数这些匹配能被证明在强有力的程序中非常有效，这些
程序允许字符串核检查非常长距离特征。
给定一个训练集 S={x1…xN}，核方法计算矩阵 Gij=K（xi，xj）。给定 G，
分类器找到一个能够分割开不能类别实体的超平面。为了分类一个没见过的
实例 x，分类器首先将 x 放入被很函数定义的特征空间。分类器接下来决定 x
落在超平面的哪一侧。
SVM 便是这样的一个分类器，它指出单独得超平面作为二次程序问题的
解决方法。SVM 试图找到一个不仅能分类而且还能将边界最大化的超平面。
这样就能在未知实例分类上产生更好的效果。

4 扩展的依存树
我们的任务是识别并分类文本中的实体关系。我们假定实体标记已经做
过，因此我们要做的事生成潜在的实例关系，我们将一个句子中每两个实体
对进行枚举。对于每一个实体对，我们创建一棵依存树表示这个实例。给定
一个已经标注好的潜在关系集合，我们定义一棵依存树，我们接下来将在 SVM
中用它分类测试实例。

图 1：依存树实例

一棵依存树是一种表示，它指示一个句子中单词之间的语法关系。一个
规则集合可以将一棵分析树映射成一棵依存树。例如，主语必须依赖它的动
词并且形容词必须依赖它修饰的名词。注意本文的目的，我们不考虑连词标
注；并且我们仅用依存结构。为了生成每个句子的分析树，我们用 MXPOST，
一个最大熵统计分析器；然后我们转化这棵分析树成依存树。注意句子从左
到右规则也被依存树所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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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句子中的每对实体，我们找到包含该实体对的依存树中的最小公共
子树。我们选择这个子树来代替整棵树，这样可以减少噪音同时还强调了关
系的局部特征。接下来我们将树的每个结点表示成一个特征向量。例如，除
了词本身，我们包含了表 3 中的特征。关系特征指定了一个实体是关系的第
一个或第二个变元。这就需要学习不对称关系。

表 3：特征列表

形式上，一个关系实例是一棵拥有结点{t0...tn}的依存树 T。我们用 ti 既表
示树的节点也表示特征向量 ti={v1…vd}。我们说结点 ti 的第 j 个孩子为 ti[j]，
并且我们指出结点 ti 的所有孩子为 ti[c]。ti 孩子的子集 ti[j]∈ti[c]。最后我们
定义 ti 的父亲结点为 ti.p。
从图 1 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到，t0[1]= t2，t0[0，1]={ t1，t2}，并且 t1.p=t0。

5 依存树核
我们现在为依存树定义核函数。树核是这样一个函数 K（T1，T2），它
返回两棵树 T1 和 T2 的在（0，1）区间内的规格化，匀称的相似度分数。我
们定义一个略微更加普遍的被 Zelenko 等人描述过的核。
我们首先在树节点上定义两个函数：一个匹配函数 m（ti，tj）∈{0，1}
并且相似度函数 s（ti，tj）∈（0，∞]。让特征向量表示结点 ti={v1…vd}包
含两个匀称重叠子集 tim  ti 并且 tis  ti。我们用 tim 在匹配函数中，tis 用在相
似度函数中。我们定义

，
这里

是两个特正直的某一兼容性函数。例如，一个最简单的例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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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两个节点相同的特征值。

我们能想到将两个结点离散化使其发生区别。如果在 tim 中没有特征匹
配，那么我们声明两个节点完全不相似。如果 tim 匹配 tim，则我们进一步计
算相似度函数

。这样，通过

约束结点是一个剪除匹配子树搜索

空间的方法，定义如下：
对于两个依存树 T1，T2，分别有节点 r1 和 r2，我们定义树核 K(T1，T2)
为：

这里 Kc 是孩子的核函数。让 a 和 b 是索引串，例如 a 是一个串
，类推 b。让
表示 a 的长度。这样我
们有：

直观地，当我们发现一个匹配结点对，我们搜索每一个孩子的节点的匹
配子串。一个孩子的匹配子串是孩子 a 和 b 的子串
。对
于每个匹配结点对
，我们计算相似度函数的结果并且反过来搜索他们
孩子的匹配子串。
我们使用两类树核。一个是近邻核，它仅匹配那些不受匹配函数影响的
孩子子串，因此，
影响。

。另一个是稀疏树核，相反，它要收匹配函数的

图 2 展示两个关系实例。
Zelenko 已经展示过临近核，它的计算复杂度是 O(mn)并且稀疏树核的计
算复杂度是

，这里的 m 和 n 是两棵树 T1 和 T2 的孩子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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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两个临近关系实例

6 实验
我们在 ACE 语料上进行关系抽取。语料中提供了 800 篇已被标注好的文
档 。 五 类 实 体 已经 被 标 注 (PERSON, ORGA-NIZATION, GEO-POLITICAL
ENTITY, LOCATION, FACILITY），还有 24 类关系。图 3 显示了关系类型。
在初始化实验之后，我们用在匹配函数中的特征集合是 ti={ general-pos,
entity-type, relation-argument }，并且相似度函数检查剩下的特征。
在我们的实验中，我们测试以下五个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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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关系类型在训练语料中的贡献

我们也测试了函数

，如果

是上位词特征，我们定义：

表 4 显示了每一个核函数的实验结果。

表 4 核函数实验结果

注意到，尽管训练了 24 种关系，我们进评价了 5 种最高的关系类型。因
为我们对待句子中的每一个实体对都认为其能够构成关系，由此导致了一定
的错误。
为了弥补这个错误，我们用二重分类法重新训练 SVM。在表 5 中我们可
以看到结果得到了提高。
- 48 -

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表 5：对比实验结果

然后我们用双重分类器在一个级联方案中：第一，我们用一个分类器检
测所有可能的关系。然后，我们再用分类器去训练那些所有可能的关系。这
个结果在表 6 中展示。

表 6 使用级联分类器结果

7 结论
我们展示了用依存树核比―bag-of-words‖核在关系抽取领域的巨大提升。
尽管依存树核在分类关系上表现得非常好，但是其召回率始终很低。发现关
系对于核方法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非关系实例多种多样，并且因此
是相似矩阵序列化的一个困难。一个改进系统可能采用不同的方法检测候选
关系并且使用这个核方法去分类关系。

8 未来工作
一是要自动的生成
函数，二是要尽量改进
函数。并且我们
可以考虑更大的特征集合。另外匹配函数也是可以改进的，也许在发现不匹
配时我们不一要赋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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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英文原文

- 50 -

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 51 -

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 52 -

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 53 -

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 54 -

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 55 -

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 5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