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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高最终的翻译性能(Jiang et al., 2007; Zhao et
al., 2008; Yang et al., 2008)。

如何在资源匮乏的大规模数据（如互联

如何识别存在大规模生语料、资源匮乏领

网纯文本数据）上识别命名实体是一个

域的命名实体，也引起了广大研究者的兴趣。

重要的问题。为解决该问题，我们使用

如果人工标注大规模的数据，将是一个极其消

简单的词典资源自动标注数据，然后将

耗人力和物力的工作，很不现实。传统的做法

命名识别问题转化为基于最大熵马尔可

是使用人工维护的词典或者使用规则方法识别

夫模型的序列标注问题。我们使用两种

网络数据中的命名实体。但是，互联网数据中

方法搜索结果：1）输出标注序列，并使

的命名实体具体如下特点：

用重排序方法对 k-best 结果进行重排
序；2）使用变种的前向-后向算法计算

1.

新名词层出不穷，所以出现了很多与之相

出候选命名实体的概率，并使用阈值过

关的新的命名实体。使用词典方法无法识

滤。实验表明，使用后种方法可以极大

别这些新词，而且人工维护词典也需要很

地提高命名实体识别的召回率和 F 值，

高的人力成本。

并可以更加灵活地根据需求控制准确率
与召回率。

新出现的命名实体多。在互联网中，由于

2.

形式灵活多变。命名实体识别任务的困难
之处在于歧义问题，即一个单词可能出现

1

引言
命名实体，是指人名、机构名、产品名以

及其他所有以名称为标识的实体。当前主流的
命名实体识别方法都是使用有监督的机器学习
方法，依赖人工标注好的训练语料。随着互联
网的发展，涌现了越来越多的网页数据。识别
互联网数据中的命名实体对其他应用有很大的
帮助，比如通过识别命名实体并加以翻译从而

在 命名 实体 的不 同位 置。 比如 电商 领域
中，单词 screen 可以出现在命名实体的不
同位置：
(a) screen guard mirror for iphone4S
(b) large touch screen panel
(c) high quality led advertising screen
由于命名实体的形式灵活多变，使用规则
的方法很难捕获这种规律。此外，规则的

方法需要有相关经验的人员手工构建，不

体的碎片序列，进而抽取命名实体。Zhou et al.,

仅效率低下，而且对于多语言语料情况不

(2004)通过建立巨大的词和字串的集合，然后

适用。

使用构词规则自动识别互联网上的中文新词；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首先使用简单的词典

Wang et al., (2006)使用多种机器学习算法识别

资源对大规模语料自动标注，然后将命名实体

生物学中的命名实体，Liu et al., (2008)借助搜

识别问题转化为传统的序列标注问题。在最大

索引擎从搜索查询中抽取复杂的命名实体。
标注模型被成功应用于自然语言处理的多

熵马尔可夫模型的框架下，我们可以使用丰富
的特征集捕获上下文信息，从而有效地识别新

个任务中，比如词性标注(Ratnaparkhi, 1996)，

出现的命名实体。我们不仅提供常用的输出句

句法分析(Ratnaparkhi, 1998)和中文分词(Xue,

子的标注序列 1-best 结果和 k-best 的重排序结
果，同时使用变种的前向-后向算法直接计算出
候选命名实体的概率，并使用阈值过滤质量较
差的命名实体。实验表明，使用后者不仅能极
大地提高召回率和 F 值，也可以更加灵活地根
据需要调节准确率与召回率。
本文结构如下，我们首先介绍相关工作，

2003)等。对于这些任务，结果是很自然的句子
的全部序列标注。而命名实体识别任务只关注
于识别出的候选命名实体，所以我们使用变种
的前向-后向算法直接计算候选命名实体的概
率，实验表明该概率能较好地反映命名实体的
质量，从而极大地提高召回率和 F 值。

3

命名实体的序列标注模型

然后章节 2 讲述如何将命名实体识别转化为序
列标注问题。章节 3 介绍最大熵马尔可夫模型

在应用机器学习算法之前，我们首先将语

和我们使用的特征。章节 4 介绍我们使用的两

料中标注好命名实体的单词序列转换成标注序

种搜索结果的方法。我们在章节 5 提供实验结

列。我们根据单词与命名实体的关系，将单词

果并加以分析，最后进行总结。

标注为五个标注 II, LL, MM, RR 和 LR 中的一

2

相关工作
我们的工作主要基于命名实体识别和标注

个。标注详细信息见表 1。
表 1 标注说明
标注

说明

模型两方面工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目前国内

II

与命名实体无关的词语

外涉及产品命名实体识别的工作较少。Pierre

LL

命名实体的左边界

(2002)使用类似字符匹配模型的简单分类器方

MM

命名实体的中间词语

法，而 Niu et al., (2003)使用自举方法，Liu et

RR

命名实体的右边界

al., (2006)使用层级隐马尔可夫模型识别嵌套的

LR

单独词语作为命名实体

产品词。在普通命名实体识别方面，Liu et al.,
(2007)使用多层嵌套的实体识别方法，利用条
件随机场模型和支持向量机模型融合上下文语
言学特征进行识别；Yu et al., (2006)使用层叠隐
马尔可夫模型识别嵌套的人名、地名和机构
名，Feng et al., (2008)使用改进的快速条件随机
场方法识别中文命名实体，Qi et al., (2009)模拟
语言习得的过程，通过分类器得到含有命名实

比如，我们可以将标注好命名实体(a)句子
标注(b)（下划线表示识别出的命名实体）：
(a) screen guard mirror for iphone4S
(b) screen/LL guard/MM mirror/RR
iphone4S/LR

for/II

如果在识别过程中存在歧义问题，则句子
中的某些单词会有多个可能的标注。比如，对

表 2 特征说明
特征

说明

示例

W0

当前单词

led

W-2,W-1,W1,W2

前、后两个单词

high, quality, advertising, screen

W-1W0, W0W1

前、后单词与当前词的组合

quality-led, led-advertising

W-2W-1, W1W2

前、后两个单词组合

high-quality, advertising-screen

W-1W1

前一和后一单词组合

quality-advertising

T-2,T-1

前两个词的标注

II, II

于上述句子(a)，前面两个单词有两个标注。下

去预测标号序列，这使得该模型可以使用观察

面显示了所有可能的四种标注结果：

序列的任意特征，包括全局特征、描述非局部

(c) screen/LL|II
guard/MM|LL
for/II iphone4S/LR

mirror/RR

和词性标记相似，一个单词的标注会受前

交互的特征以及滑动窗口等。
假如我们有一串单词 {w1 ,..., wn } ，我们需
要使用标注集 T  {t1 ,..., t m } 对其进行标注，以

面单词的标注影响。比如，当 screen 被标注为

最大化条件概率 P(t w1 ,..., t wn | w1 ,..., wn ) 。在

LL 时，则其后的单词只能被标注为 MM 或

MEMM中，这个概率是马尔可夫转换概率，其

RR；而当 screen 被标注为 II 时，其后的单词只
能被标注为 II，LL 和 LR。同样，一个单词的
标注也会受该单词的周围单词影响。比如，当
screen 后面 是 guard mirror 时 ，应该标注 为

中给某单词标注成某标注的概率依赖于单词位
置及前面位置的标注（以二阶MEMM为例）：
n

P( t w1 ,..., t wn | w1 ,..., wn )   P(t wi | t wi 1 t wi  2 , wi )
i 1

LL，而如果前面是 touch，后面是 panel 时，应
该标注为 MM。这与词性标注任务相似，即在

在 MEMM中，传统HMM的转换函数和观察函

特定的上下文中，从多个可能的标注中选择正

数被单个函数 P(t | t , w) 所替代，这个函数给出

确的标注。我们下一步即是从标注好的语料中

了在给定以前的标注 t  和当前的单词 w 的条件

训练得到最大熵马尔可夫模型，以对新出现的

下转移到当前标注 t 的概率。MEMM从训练数

句子进行自动标注。

4
4.1

训练
最大熵马尔可夫模型
最大熵马尔可夫模型（Maximum Entropy

Markov Model, MEMM）是对隐马尔可夫模型
（Hidden Markov Model, HMM）的一种改进。
MEMM是条件概率模型，结合了隐马尔可夫模
型和最大熵模型的特征。它并不去解释观察序
列如何被生成，而是当给定观察序列时，努力

据中学习 P(t | t , w) ，它是通过使用最大熵方法
来使得该模型最大可能的与训练数据中的特征
约束保持一致，这使得 P(t | t , w) 具有如下的指
数形式:
k

P(t | t , w)  Pt (t | w)     j

f j ( w,t )

j 1

其中，  是归一化因子, {1 ,..., n } 是需要被学
习的模型参数，而 { f1 ,..., f n } 是模型所使用的布
尔值特征。每一个特征 f j 都有对应的参数  j ，

也可称为该特征的权重。特征依赖于标注 t 和

特征及它们对应的权重将被用来自动标注新出

输入单词 w 的任何特征，如“ w 是纯数字”、“ w

现句子中的命名实体。

是未登录词”。因此，MEMM支持长距离的特
征依赖。

4.2

特征
MEMM 模型在标注任务中是否成功很大程

5

解码
与传统的词性标注或分词任务不同，我们

不需要关注一个句子的全部标注结果，而只是
关心其中可能的命名实体。所以对于新出现的

度上依赖于是否选择了合适的特征。给定

某个句子，我们在搜索最优标注结果之外，同

( w, t ) ，好的特征需要包含信息以能够帮助正确

时使用变种的前向-后向算法给出所有候选命名

预测标注 t 。受(Yang et al., 2008)的启发，对于

实体的概率。

每个单词，我们使用表 2 所示特征（以句子

标注序列结果

high quality led advertising screen 中的单词 led

5.1

为例）。

搜索最优标注序列
该过程与HMM中确定最佳状态序列任务类

一般而言，给定 ( w, t ) ，特征常常表示标注

t 和单词 w 上下文信息的共现关系。比如，
1 if wi1  for and t wi  RR
f i ( wi , t wi )  
otherewise
0
这个特征表示如果 wi 1 是单词 for 且 wi 被标注

似，我们同样使用Viterbi算法。在MEMM模型
中，需要对Viterbi算法作适当修改：重新定义

 i (t ) 为在给定位置 i 的单词的条件下，单词被
标注 t 的概率值，这样可将Viterbi算法中的递归
步骤改写如下:

为 RR，则该特征值为 1。

 i1  max  i (t ) P(t | t , wi1 )

我们使用的特征包含了两类上下文信息。

tT

1）词汇化上下文。对于句子中的每个单词，我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回溯得到最优标注结果以及

们会考察当前单词，前面两个单词和后面两个

k-best 标注序列。

单词。比如，对于单词iphone4S，它往往是单
独成为一个命名实体，所以被标注为RR。而对
于另外的单词，它的标注结果受其上下文信息
影响。比如对于单词screen，如果其前面是high
quality等修饰词，则其往往是某命名实体的起
始单词，被标注为LL或LR；如果其后面是for
等介词，则其往往是某命名实体的结束单词，
被标注为RR或LR。2）前面出现的标注。这类
信息对于预测当前单词的标注是非常有用的。
比如，如果前面的单词被标注为LL，则表示前
一个单词是某命名实体的起始单词，则当前单
词是该命名实体的中间单词或结束单词，应该
被标注为MM或RR。当训练过程结束时，这些

重排序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有些例子正确命名实
体往往不是出现在1-best结果中，而是k-best列
表的其他结果中。所以，我们使用自然语言处
理任务中常用的重排序方法。我们使用简单的
二元分类方法，即将1-best结果标为正例，kbest中其他结果为反例。
我们通过考察结果中抽取的命名实体及其
周围的词语，以评估该结果是否是正确的。除
标注序列得分及当前标注序列包含候选命名实
体数量等全局特征外，对于每个结果中，我们
对其中出现的所有命名实体均使用如下特征：
1）词汇化上下文。我们通过考察识别出的命名
实体以及其周边词语，以判断该命名实体的边

界是否正确。2）命名实体在k-best其他结果中
出现的次数。我们假设概率得分能反映命名实
体的质量。所以好的命名实体概率得分较高，
会更多地出现在其他结果中。当然，这也是下
面直接计算命名实体概率的假设。

结束时总的概率，而后向变量  (t wl ) 表示单词

wl 除标注 t wl 以外剩余部分的概率之和。
同样，我们需要对传统HMM模型中的内向
概率和外向概率的计算过程作适当修改：
m

 i 1 (t j )    i (tk )  P(t j | tk , wi )

我们将使用十项交叉方法将训练语料分为

k 1

十份，以得到每一份的识别10-best结果。再通

m

 i (t j )    i 1 (tk )  P(tk | t j , wi 1 )

过与标准答案的对比，得到重排序后的结果，

k 1

以此构建重排序模型的训练语料。

5.2

则候选命名实体 {t wk ,..., t wl } 的概率为：

带概率的命名实体列表
一个句子中往往包含大量与命名实体无关

p ({t w k ,..., t w l }) 

 ({t w ,..., t w })
 n1 ( ROOT )  n1 ( ROOT )

的单词（标注为II的单词），而这些单词的标

其中，ROOT节点为虚节点，

注结果会极大地影响到最后的标注序列结果。

 n1 ( ROOT )  1 。

考虑到我们的任务是识别出句子中可能存在的

k

l

我们会得到所有可能命名实体以及对应的

命名实体，所以我们直接计算候选命名实体的

分数。我们同样可以按照分数取前k个命名实体

概率，以衡量其质量的好坏。

或者使用阈值过滤质量较差的命名实体。

受文献(Mi and Huang, 2008; Tu et al., 2010)

实验

的启发，我们使用变种的前向-后向算法计算某

6

个候选命名实体的概率。首先，我们要将最大

本节，我们尝试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熵隐马尔可夫模型的格路（格路是由状态相对
于单词位置组成的一个方阵）转化成概率化的

1

中出现的命名实体？（章节5.1）

超图。由于我们使用最大熵的分数代替了传统
HMM的转换函数和观察函数，并且我们使用的

2

的标注经过某条边的分数概率化：

p n (i, j )  P(t wn  i, t wn 1  j )

我们的模型是否能提供较高质量的候选命
名实体列表？（章节5.2）

是二阶的隐马尔可夫模型（使用前两个单词的
标注状态）。所以我们使用以下公式将单词 wn

我们的模型能否较好地识别未在训练语料

3

我们的模型是否有较好的领域鲁棒性？
（章节5.3）

本次实验,我们主要识别阿里巴巴产品英文页面

  P(t wn 1  j | t wn  i, t wn 1  k , wn )

标题中的产品命名实体.我们使用电子、电器、

其中 P(t wn1  i | t wn  i, t wn1  k , wn ) 是经过归一

单词。其中各语料标题数基本相当。由于语料

m

化工、服装和食品五个领域共 1.2M 标题，5.6M

k 1

化后的最大熵输出分数。
给定一个候选命名实体 T={tw ,...,tw }
k

(T )  k(tw k )  l(tw l ) 

l

l



i  k 1

pi(tw i ,twi )
1

其中，前向变量  (t wk ) 表示单词 wk 以状态 t wk

库规模较大，所以我们使用人工维护的百万级
的产品命名实体词典对其进行自动标注。各语
料库及命名实体分布情况见表 3。
注意到，为了保证我们实验的合理性，我
们做了以下设置：

表 3 语料中命名实体分布表
电子

电器

化工

服装

食品

标题数

234,362

246,867

210,671

247,918

246,019

实体数

198,738

78,388

119,290

221,936

147,800

标题数

1,428

914

1,062

659

2,103

实体数

1,270

538

817

518

1,622

语料
训练集

测试集

表 4 识别新词实验结果
模型

准确率

召回率

F值

输出标注序

1-best 结果

0.9247

0.4661

0.6198

列

重排序结果

0.9467

0.6035

0.7371

输出命名实

1-best 结果

0.7496

0.8188

0.7827

体

概率≥0.1

0.7482

0.8234

0.7840

(1). 为了考察我们的模型识别新词的能力，我

通过使用标注序列的全局信息和候选命名实体

们保证测试集中的产品命名实体不在训练

的上下文信息，我们可以极大地提高召回率。

集中出现；
(2). 为了考察命名实体候选方法的好坏，我们

由于命名实体的概率能较好地反映命名实
体的质量，所以通过输出候选命名实体的1-best

在各领域测试集中加入了适量的不包含任

结果或高于概率阈值的结果，可以将更多的候

何命名实体的标题，以防止不考虑分数而

选命名实体识别为命名实体，从而提高召回

取1-best候选命名实体的结果不可靠；

率。我们同时需要注意，一个句子中往往含有

(3). 为了考察模型在不同子领域上表现如何，

多个命名实体，所以直接使用候选命名实体的

所以我们选择了电子，电器，化工，服装

1-best结果显然不合适。针对于此，我们采用了

和食品这五个领域；

更加灵活的方法，使用概率阈值对其进行过

考虑到电商领域的产品命名实体形式灵
活，有些命名实体边界尽管和答案不一样，但
是也可以接受。对于位置正确但边界错误的情
况，我们在原有基础上给予了0.5的折扣分。

滤。这种方法更灵活地针对任务要求调节准确
率和召回率（章节5.2）。此外，我们通过人工
检验结果发现，很多高于阈值的候选命名实体
即使未匹配上答案（未在产品命名实体词典
中），仍然是较好的命名实体。下面所有实验

6.1

识别新词能力
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候选命名实体被

识别为命名实体的概率低于识别为非命名实体
的概率时,输出标注序列的1-best结果会偏向于
将其识别为非命名实体。所以使用1-best标注序
列结果存在着高准确率和低召回率的问题。而
使用重排序模型可以一定程序上解决该问题，

均是使用直接输出命名实体的方法。

6.2

阈值对命名实体识别性能的影响
本实验考察阈值对命名实验识别性能的影

响（见图1）。我们使用了10个不同的阈值：
0.01, 0.1, 0.2, 0.3, 0.4, 0.5, 0.6, 0.7, 0.8和0.9。显
然，阈值越低，命名实体识别的准确率越低，
而召回率越高。当阈值为0.01时，准确率为

图 1 命名实体识别性能随阈值变化曲线

图 2 命名实体识别性能受领域影响

53.51%，而召回率为86.08%。随着阈值的增
长，准确率不断增加，而召回率不断降低。这
也反映了命名实体的概率可以较好地反映命名
实体的质量。为了在准确率和召回率间取得平
衡，我们在以后的实验中取阈值为0.1。
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调节阈值，我们可以很
方便地调节准确率与召回率。比如，当需要尽

6.3

领域适应性
电子商务领域中存在着很多子领域，比如

电子，化工，服装等领域。我们如何训练一个
好的模型，使之能在各子领域中均有良好表
现？本实验主要考察两个问题：
1) 在某一子领域上训练得到的模型在其他

可能准确地识别命名实体时，我们可以将阈值

领域上表现如何？各领域差别是否较

设的较高（如0.8）；而当需要尽可能多的候选

大？

命名实体时，我们可以将阈值设的较低（如
0.01）。

2) 使用全部子领域的语料训练得到的模型
能否在各子领域上有良好表现？

图2显示了实验结果。从图中我们可以看
出，各子领域训练得到的模型在本领域往往取
得最好结果，而在其他领域表现很差。这说明
各子领域间的差异很大。而在全部语料上训练
得到的模型，在各子领域的表现和子领域本身
训练得到的模型表现相当。说明使用全部语料
可以较有效地克服领域差异性，在各子领域上
都能有良好表现。

7

结语
针对资源受限领域生语料较多，但相关资

源较少的特点，我们使用简单的实体词典自动
标注生语料，并将命名实体识别问题转换为基
于最大熵马尔可夫模型的序列标注问题。我们
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 使用较易获得的语言学资源解决资源受限
问题。我们的方法可以广泛应用于其他资
源受限领域的命名实体识别任务，比如专
利文档，信息安全等领域。
(2). 常用的输出最优标注序列结果及重排序结
果外，我们使用变种的前向-后向算法直
接计算候选命名实体的概率，并通过阈值
控制输出列表。实验表明，使用该方法不
仅可以极大地提高召回率及 F 值，同时能
更灵活地根据需求控制准确率和召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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