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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角色标注的中国人名自动识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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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提出ｒ一种基于角色标注的中国人名自动识别方法．其基本思想是；根据在人名识别中的作用，采取

Ｖｔｔｅｒｂ，算法对切词结果进行角色标注。在角色序列的基础上，进行模式最大匹配，最终实现中国人名的识别．识别
过程中只需要将某个词作为特定角色的概率以及角色之间的转移概率．该方法的实用性还在于：这些角色信息完
全可以从真实语料库中自动抽取得到．通过对１６Ｍ字节真实语料库的封闭与开放测试，该方法取得了接近９８％的
召回率．文中介绍了计算所汉语词法分析系统ＩｃＴｃＩ。Ａｓ，集成人名识别算法之后，词法分析的准确率提高了１．
４１蛎，同时人名识别的综合指标Ｆ１值达到了９５．４０％．不同实验从各个角度表明：基于角色标注的人名识别算法
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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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河北省刘』Ｉ”中的“刘庄”存在巾同人名与地名
ｌ

引

言

词法分析是中文自然语苦处理的前提和基础，

的两种歧义理解，“周鹏和同学”存在人名“周鹏”和
“周鹏和”的歧义【４一．
１．２现有解决方案及其不足

目前中文词法分析的研究已经取得较大进展，但在

针对中国人名的自动识别问题，人们已经作过深

处理含有未登录词的文本时，其结果很难满足实际

入的探索，并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根据其使用的方

需求．末登录词往往与其前后的字词交叉组台，不仅

法不同，这些方案大致可以分为ｊ种：规则方法”““、

增加了自身切分的难度，而且严重地干扰了相邻词

统计方法”以及规则与统计卡廿结合的方法１’７“．

的正确切分，从而大大地降低了词法分析乃至整个

规则方法主要足利用两种信息：姓氏用字分

句子分析的正确率．未登录词削题实际上已经成为

类ｊ”和限制性成分”】．即：分析过程中，当扫描到具

ｒ词法分析实用化的主要瓶颈．

有明显特征的姓名用字时．开始触发姓名的识别过

中国人名”在未登录词中占有较大比重，也是

程，并采集姓名前后相关的成分，对姓名的前后位置

束登录词识别的主要难点．在《人民日报》ｌ ９９８年１

进行限制．小规模测试的结果表明．其准确率可以高

月的语料库（共计２３０５８９６字）巾，平均每ｌｏｏ个字

达９７％［４］．在缺乏大规模熟语料库的时候，规则似

包含未登录词１．１９２个（不计数词、时间词），其中

乎是唯一可行的方法．统计方法主要足针对姓名语

４８．６％的未登录词是中国人名．国家“八六三”高技

料库来训练某个字作为姓名组成部分的概率。并用

术研究发展计划３０６智能接口技术专家绀１９９８年

它们来计算某个候选字段作为姓名的概率值，其中

对国内自动分词软件的评测结果表明“：中国人名

概率值大于某一阚值的字段识别为中国人名”］．规

识别的召回率仅为６８．７７％，其切分错误高达５０％

则与统计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通过概率计算来减

以上，对所有分词错误进行统计，姓名错误占了将近

少规则方法的复杂性与盲目性，另一方面通过规则

９０％。“．因此中国人名的自动识别是未登录词识别的
重点和关键，中国人名识别问题的解决必然会提高词

的复用，来降低统计方法对语料库规模的要求．目前
的研究基本上都是采取规则与统计相结合的方法，

法分析、句法分析乃至整个中文信息处理的质量．

不同之处仅在于规则与统计的不同侧重．

１．１

中国人名自动识别的困难

现有解决方案本身存在一砦固有的不足：首先，

中国人名数量众多．规律各异，有很大的随意

它们一般都采取“单点（首或尾）激活…４的机制来触

性．对其进行识别的主要困难在于：（１）中国人名构

发人名的识别处理．即扫描到姓氏用字、职衔、称呼

成的多样件；（２）人名内部相互成词；（３）人名与其上

等具有明显姓名特征的字段时，才会将前后的儿个

下文组合成词；（４）歧义理解．
中国人名构成的形式有：（１）姓＋名，如：张华

字列为候选姓名字段进行人名的识别．这样往往会
丢失那些不具备明显特征的姓名，如上文巾提到的

平、张浩、西门吹雪、诸葛亮；（２）有名无姓，如：“春花

“有名无姓”的情况，其次，姓名候选字段大都是选取

点点头”；“杰，你好吗？”（３）有姓无名，如：“刘称赵

切分后的单字碎片”。“…，也有部分研究者将少量

已离开江西”；（４）姓＋前后缀．如：刘总、张老、小李、

的二字或多字间纳入候选字段的选取范同“．在这

邱某；（５）港澳台等地已婚妇女的姓名，如：范徐丽泰、

种选取机制的作用下，内部成词以及与上下文成词

彭张青．

的人名就很难召回．根据上文的统计数据，由于这两

人名内部相互成词，指的是姓与名、名与名之间

种机制所引起的召回率损失不小于ｌｏ％．再者，人

本身就是一个已经被核心词典收录的词．如：“人散

名识别所用的规则往往琐碎，一般代价昂贵而且难

后宝玉回到怡香院”；［王国］维、［高峰］、［汪洋］、

以扩展．例如，文献［４］中，研究者就是从ｌｏ万条人

张［朝阳］．根据我们对８万条人名的统计，内部成词

名库、２亿字的真实语料库中将姓名用宇分为了９

的比例高达６．８９％．

类，并总结ｒ ２ｌ条识别规则．无论是收集规模巨大

人名呵其上Ｆ文组合成同包括人名的酋部（姓

的人名库与真实语料库，还是提炼识别规则，都是一

或名的首字）与人名的Ｐ文成词以及人名的尾部（姓

个费时费力的浩大工程，是一般机构难以承受的．一

或名的末字）与下文成词．例如：“这里［有关］天培的

旦增加了新特征的人名，还必须增加相应的新规则．

壮烈事迹”；“费孝通向人大常委会提交书面报告”．

对以前的规则重新修订，因此规则方法很难扩展．我

在《人民日报》ｌ ９９８年１月的语料库中，这种情况接

们也知道，规则可以保证很高的准确率，但是任何规

近２００例．

歧义理解主要是由同源歧义冲突…引起的：例

万方数据

。）韭洲某些国家的非音译凡名也类似

张毕平等：基于角色标注的中国人名自动识别研究

则体系的覆盖范围都是有限的，对于覆盖集之外的

具体的实现算法，最后提供人名识别不同的评测实

人名就完全无能为力．
本文提供一种可以避免上述不足的解决方案

验并进行结果分析．

基于角色标注的中国人名自动识别方法．该方法主

２基于角色标注的

要采用隐马尔可夫模犁在分词结果上标注人名构成

中国人名自动识别方法

角色，然后在标注出的角色序列基础上根据各个不
同的角色，进行最长模式串匹配，最终识别出人名．
某个字词人名构成角色的制定依据是该字词在人名

２．１

中国人名的构成角色
中国人名用字与上下文用词都比较集中，有很

构成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如：姓、名、上文、下文等．角

强的规律性．在８３０７７条人名库中，姓氏用字仅有

色标注所需的字词作为不同角色的出现概率和角色

８２０个，其中王、张、李三犬姓，就占ｒ ２０％；２０６３１

间的转移概率，都是在语料库训练过程中自动抽取

个单名中．单名用字为１４８９个；双名的首字与末字

的．基于角色标注的人箱识别算法的特色还在于：自

数量均不到２０００个．人名的上下文用词范围也很有

动学习、自动识别，无需人工的直接干预，改变训练

限．上文一般是称呼、职衔和一世连词、动词等，如：

样本，就可以适应新的情况；一次扫描，无需回溯．同

“总统”、“主任”、“打”、“向”等．下文大多是“说”、
“表示”、“同志”之类的动词和称谓词．

时选取所有可能字段作为候选姓名，识别处理作用
在整个切分序列上，无需激活．在大规模真实语料库

在这里，我们将一个句子中所有的词划分为：人

上的不同测试实验表明，该方法能取得较高的召回

名的内部组成、上下文、无关词，并称之为中国人名

率．最后，我们将角色标注的人名识别应用到了中国

的构成角色（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角色）．具体的角

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的汉语词法分析系统

色分类见表１，根据该表，对切分结果“馆／内／陈列／

ＩｃＴｃＬＡｓ中，应用人名识别前后的对比实验说明：

周／恩／来／和／邓／颖／超生／前／使用／过／的／物品”进

人名识别极大地提高了词法分析性能，人名识别也
取得了较好的综合性能．

行角色标注，其结果为：“馆／Ａ内／Ａ陈列／Ｋ周／Ｂ

本文下面将阐述该方法的理论依据，随后给出
表ｌ

恩／ｃ来／Ｄ和／Ｍ邓／Ｂ颖／ｃ超生／Ｖ前／Ａ使用／Ａ
过／Ａ的／Ａ物品／Ａ”．

中国人名的构成角色裹

意义

编码

例子

Ｈ

姓氏

Ｃ

双名的首字

Ｄ

双名的末宁

张华平先生，欧阳修
张华平先生
张华平先生

Ｅ

单名

张浩说：“栽是一十好人”

Ｆ

前缀

老刘巾李

（；

后缀

ｆ总、刘老、肖氏、是妈．叶帅

Ｋ

凡名韵上支

又来到干洪洋的家

Ｊ＿

＾名的Ｆ文

新华社记者黄文摄

Ｍ

两十巾国人名之间的成仆
人名的上文与姓氏成词

编剧邵均林和稽道青说
现任主席为何鲁丽

ｕ
Ｖ

人名的末字与下文成词

龚学平等领导

ｘ

姓与双名的首字成词

王国维、

Ｙ

姓０单名成例

高峰、饪洋

ｚ

双名本身成词

张朝阳

Ａ

且它卫关诵

全军和武普官兵深切缅怀邓小平

２．２角色自动标注与中国人名识别
既然含巾国人名的句子包含姓、名、上下丈等构
成角色，那么换一个角度说：我们可以标注句子中侧

录词识别前的词语切分结果），丁是Ⅳ某个可能的
角色标注序列．其中Ｔ４为最终标注结果，即概率最
大的角色序列．则有

语的不同构成角色，通过对角色序列进行简单的模
式匹配来实现巾国人名的识别．实际上，中国人名构

Ｗ＝（”１。”：，…，＂。），

成角色的标注本质上是一个简单的词类标注过程．

丁”一ａｒ９９ａｘＰ（丁Ｉ Ｗ）

我们采用Ｖｉｌｅｒｂｉ算法”１来实现角色自动标注．
即：从所有可能的标注序列中优选出概率最大者作
为最终标注结果．求解过程推导如下：
我们假定ｗ是分词后的Ｔｏｋｅｎ序列（即未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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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ｆｌ，￡２，…，ｚ。）．

ｍ＞Ｏ，
（１）

根据贝叶斯公式．有
Ｐ（Ｔ

Ｗ）一Ｐ（Ｔ）Ｐ（Ｗ。Ｊ丁）／Ｐ（ｗ）

（２）

对于一个特定的Ｔｏｋｅｎ序列来说，Ｐ（Ｗ）是一
个常数，因此根据式（１）和式（２）我们可以得到

计

Ｔ４＝ａｒｇｍａｘＰ（丁）Ｐ（Ｗ

算

Ｔ）

机

学

在ｗ后的状态序列，这是一个隐马尔可夫链．那么，我

２００４年

口（￡。１￡Ｈ）≈Ｃ（￡Ｈ，￡，）／Ｃ（￡Ｈ），ｉ＞１（７）

（３）

如果把词ｗ。视为观察值，把角色ｆ。视为状态值
（其中ｂ为初始状态）．则Ⅳ是观察序列，而了１为跨藏

报

其中ｃ（ｆ，…ｆ：）为角色￡：。的下一个角色是ｆ：的次
数；（：（＂，，ｆ，），ｃ（ｆ，），ｃ（ｆ。一Ｊ，ｆ。）均可通过对已经切分
标注好的熟语料库进行学习训练、自动抽取得到．

们可以引入隐马尔可丈模型”∽来计算Ｐ（Ｔ）Ｐ（ｗ１丁）．
３

即

尸（丁）尸（Ⅳｆ丁）≈Ⅱ户（叫。ｆ

ｒ。）户（ｒ。ｆ ｆＨ）

自动识别的实现算法
基于角色标注的中国人名自动识别主要包括三

ｌ—ｌ

所以，

个过程：角色信息的自动抽取；角色标注以及人名的
Ｔ“一ａｒｇｍａｘ

Ｉ ｌ声（础．【ｆ：）声（￡．Ｉ

ｆ．１）

（４）

最终识别．角色标注实质上类似于一个小型的词性

为ｒ计算的简便，对式（４）中的概率取负对数，则有

标注过程，主要是从所有可能的角色标注中，尽快选
取满足式（５）的标注序列．ｖｉｔｅｒｂｉ算法专门解决这

Ｔ“一ａｒｇ罂ｉｎ（一≥：［１ｎ

类问题，已经非常成熟．在此不作介绍．下面分别给出

』

ｐ（ｗ，１ ｚ，）＋ｌｎ ｐ（￡．１￡Ｈ）］）
（５）

最后，角色自动标注问题就转换为式（ｊ）的求解
问题．Ｖｉｔｅｒｂｉ算法“是解决这类问题的经典算法，
Ｔ４也就迎刃而解了．
为了解决人名与其上下文组合成词的问题，在
人名识别之前，我们要对角色ｕ（人名的上文和姓成
词）和Ｖ（人名的末字和下文成阋）进行分裂处理．相
应地分裂为ＫＢ．ＤＬ或者ＥＬ而基于角色序列的人名
识别可以经过最终角色序列基础上的模式串最大匹
配实现．我们使用到的人名识别模式集为｛ＢＢ（Ｄ，
ＢＢＥ，ＢＢＺ，ＢＣＤ，ＢＥ，ＢＧ，ＢＸＤ，ＢＺ，ＣＤ，ＦＢ，Ｙ，ＸＤ）．一
旦匹配刘其中的一个最长模式串，其对应的Ｔ０ｋｅｎ片
段就识别为中国人名．２．１节中的例句“馆／内／陈列／
周／恩，来／和／邓／颖／超生／前／使用／过／的／物品”经
过Ｖｉｔｅｒｈｉ计算后＋对应的了１８为：“ＡＡ砌ⅪＤＭＢ－
ｃＶＡＡＡＡＡＡ”．ｖ分裂处理后，最终的角色序列为：
“ＡＡＫＢｃＤⅦ３ｃＤＬＡＡＡＡＡＡ”．模式最大匹配后，我
们激别出的人名足：“周恩来”和“邓颖超”．

角色信息自动抽取算法和整个中国人名自动识别
流程．

３．Ｊ角色信息自动抽取算法
我们的训练集来自于切分标注好的《人民甘报》
语料库，该语料库采用的是北京大学计算语言所制
定的词类标注集．在北京大学的标准中，中国人名的
姓与名切分开，但只采用同一个标注ｎｒ，不利于中
国人名的甄别，如图１所示．为此，我们保留原始的
切分结果，采用ＩＣＴＰＯＳ（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
究所词类标注集）代替北京大学的标注集．ＩｃＴＰＯｓ
对姓名分别标注为ｎｆ和ｎ１，并将整个人名标注为
ｎｒ。如图２所示、修正后的语料库更利于人名的定位
和分析．
角色信息自动抽取的基本思路是：在修正的语
料库基础上，将词类标注转换为角色并进行角色信
息统计．具体算法如下：
（１）从切分标注好的熟语料库中依次读入按词
性标沣好的句子．
（２）根据词性标注ｎｆ（姓氏），ｎｌ（名）或者ｎｒ（姓

２．３角色信息的自动抽取
ｐ（ｗ，ｈ）和声（ｆ，ｈ。）足式（５１中两个关键的
角色信息参数．其中ｐ（ｗ，ｆ。）对应的实际意义是在
给定角色ｒ．的条件下，该Ｔ。ｋｅｎ为＂，的概率；ｐ（￡。１
￡：１）表示角色ｆ，。到角色￡，的转移概率．在大规模
语料库训练的前提下，根据大数定理，我们可以得到
ｐ（∞：｝。）≈Ｃ（Ⅵ：，ｆ：）／Ｃ（ｆ。）

（６）

其中ｔ１（ｗ，，ｆ。）为ｗ，作为角色ｆ。出现的次数；ｃ（ｆ：）为

名）定位出中国人名，标注将中国人名以外的词的标
注换成角色Ａ．
（３）若人名前面的片断ｐ和人名首部ｆ成为新
词ｐｆ，将ｐｆ标注为ｕ，否则将ｐ标为Ｋ（若ｐ原来标
注的角色是Ａ）或Ｍ（若ｐ原来标注的角色是Ｉ。）．
（４）若人名尾部ｔ和人名后面的片断ｎ成为新
讧Ｊｌｎ，将ｔｎ标注为Ｖ，否则将ｎ标为Ｌ
（５）根据本文１．１节中人名的５种类别，分别

角色ｆ。出现的次数．

图ｌ

采取北京大学计算语言研究所词类标注集的原始语料

５本报／ｒ蚌埠ｊｎｓ １月ｊｔ ｌ Ｈ ７ｔ
电／ｎ
记者／ｎ
。黄／ｎｆ振中，ｎｌＪｎｒ、／ｗｅ『白／ｎｆ剑峰／ｎ门ｎｒ报道／ｖ
ｌ／ｗｅ新年，ｔ的／ｕ】钟声，ｎ刚剐／ｄ敲响／ｖ，，ｗｅ干，ｍ里ｏｑ淮扣Ｉ，ｎ§传来／ｖ喜讯／ｎ

图２采取ｒｃＴＰｏｓ（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词类标洋集）标滓的原始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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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期

对姓、双名首字、双名末字、单名、前缀、后缀相应地

ｗ．存人中国人名识别词典，并统计ｗ。作为ｆ。的出现

标注为角色Ｂ，ｃ，Ｄ，Ｅ，Ｆ，Ｇ．内部成词的情况，相应
地标注为ｘ．Ｙ，Ｚ．

次数ｃ（ｗ。，｝．）．同时累计所有不同角色的出现次数

（６）在句子的角色序列中，将角色不是Ａ的词

通过上述过程，转换后的角色语料如图３所示．

Ｃ（￡；）以及相邻角色的共现次数ｃ（ｆ。…￡，）．

本报／Ａ蚌埠／Ａ １月／Ａ １日／Ａ
电／Ａ记者／Ｋ黄／Ｂ振／（中，Ｄ、／Ｍ
白／ｎ剑／ｃ峰／Ｄ报道几｜
ｌ：，Ａ新年／Ａ的／Ａ钟声，Ａ刚刚ｊＡ敲响／Ａ，，Ａ千，Ａ里，Ａ惟河／Ａ传束，Ａ喜讯，Ａ
图３人名角色标注原料

３．２中国人名的识别流程

真实语料库上进行测试，评测结果更符台真宴的语

（１）对句子进行分词（我们采取的是基于Ｎ一最
短路径的汉语粗分模刑‘１“）．采取Ｖｉｔｅｒｂｉ算法进行

言环境．

角色标注，求出概率最大的角色序列Ｔ８．

将评测分为封闭测试和开放测试．其中封闭测试的

（２）将角色为ｕ的片断ｐｆ分裂为ＫＢ（若ｆ为
姓）、Ｋｃ（若ｆ为双名首字）或ＫＥ（若ｆ为单名）．

测试集是训练集的子集，而开放测试的测试集与训
练集不存在包含或者被包含的关系．在以下的实验

（３）将角色为ｖ的片断ｔｎ分裂为ＤＬ（若ｔ为

中，我们将在《人民日报》切分标注好的真实语料库

双名末字）或ＥＩ，（若ｔ为单名）．

根据测试集和训练集的不同关系，我们也可以

上进行各种条件下的封闭和开放评测．

（４）对分裂处理后的角色序列在姓名识别模式

针对中国人名识别，我们采取了常用的３个评

集中进行模式串最大匹配，输出对应片段组成人名，
同时记录它们在句子当中的位置．

测指标，即准确率（Ｐ）、召回率（Ｒ）和综合指标Ｆ值
（Ｆ）．其定义如下：

（５）对识别出来的结果加入一些限制规则，排
除错误的中国人名．如中国人名前后不能是“·”（因
为这种情况下，往往是外国人的译名）．

准确率Ｐ一

正确识别出的人名数／识别出的人名数×１００％．
召回率Ｒ一

正确识别出的人名数／实际人名数×１００％．

４实验结果与分析

Ｐ
‘

Ｒ×Ｐ×（１＋口２）
’

Ｒ＋Ｐ×口２

下面给出我们在实验过程中所采取的测试集和
指标．然后给出不同条件下的实验结果及相应分析．

其中ｐ是准确率Ｐ和召回率Ｒ之间的权衡因子，在

４．１测试集与评测指标

Ｆ称为Ｆ—ｌ值．

中国人名这类专名的识别评测，往往需要一定

这里，我们认为Ｐ和Ｒ同等重要，因此口取ｌ，此时
４．２未登录人名的识别评测实验

规模的测试集．测试集一般有两种：只含专名的句子

一方面，中国人名的识别关键在于识别算法．另

集和完全真实的语料库．前者忽略了真实语言环境

一方面．用来分词的核心词典收录的词条数目以及

中大量的不含特定专名的句子，测试结果往往偏商．

收录人名的数量也直接影响最终的识别效果．对词

如在真实语料中．不含中国人名的句子超过９０％。

典中已收录人名进行识别，实际上就是简单的模式
串匹配，识别准确性和召回率往往接近于１００％．对

而这些句子很可能被错误地识别出人名来．例如：
“吕粱的特点是贫困人口占全省的１／３左右．”中的
“吕梁”一般都会被识别为人名．但是在只含专名的

于一个核心词典中收录了大量人名的系统来说，最

句子集上进行的测试实验中，这种可能被错误识别

客观评价基于角色标注的中国人名识别算法，我们做

终的人名识别性能更大程度上归功于核心词典．为了

的句子事先均被人为地排除掉了．另外，根据已发表

了三组只考虑未登录人名的识别实验，即在人名的统

的文章显示，目前用来测试的句子集包含人名的数

计中，只统计词典中没有收录人名的识别性能．前两

量均不足ｌｏｏｏ个”１“，相比之下。语料库规模往往比
较大，包含的人名数量和种类都很丰富，在此基础Ｅ

组实验是封闭测试，训练集和测试集相同；第三组为
开放测试，训练集为《人民日报》１９９８年１月ｌ Ｒ至２

测试更具统计意义．因此。在不做任何筛选的大规模

月１９日的新闻语料．三组实验的结果如表２所示．

裹２未登录人名识别的实验结果
捌试类型

新闻日期

封闭测试１

９８

１

封闭测试２

９８．２

测试集太小（ＫＢ）实际人名数阻别出的人名散正确识别敷准确率（％）召回窄（％）ｐｌ值（％）

１～９８．１

３１

蹁２】

１ ３７２２

１７１ ６７

１３３７６

９７．４８

８６

６１

１～９８

２ｎ

６１８ｊ

７５３ｄ

１０６４６

７４８９

７０．３５

９９

２９

８２

３５

２６０５

３ｉ４９

４ｌ ３０

０８８６

６９

９ｌ

６５

７９．３０

开放测试９８，２．２０～９８

２
２

２８

注；语料库均来自干《人诧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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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２中，我们可以看到：基于角色标注人名识

然后赋予一个较小的概率，进行角色标注并最终识

别的召回率在封闭测试的情况下能达到９７．４８‰，甚

别人名．例如：“垢”在中国人名识别词典中并没有被

至是９９．２９％，开放测试的召回率也接近９２％．而现

收录，但我们会对“记者夏瑁”巾“琚”的角色进行

在的一些解决方案仅为６８．７７％Ⅲ，最近一些方法小

各种可能的猜测，最后“琚”作为角色Ｄ（单名）的前

规模测试的召回率一般也很难达到９０％”’““６．对人

提下，该句才能取得最大概率的角色序列．此时，“夏

名识别来说，召回率比准确率更加重要，因为低召回

瑶”的角色为“ＢＤ”（姓＋单名）。因此可以被识别为

率就意味着没有办法再作后续的补救措施，而准确

单姓单名的人名、

率完全可以通过限制条件或者后续处理（如词性标

４．３

注、句法分析等）等手段将错误的人名排除掉，从而
提高最终的准确率．目前我们采用的限制规则仅仅
是淘汰部分外国人名，如果再增加一些有效的消除

ＩＣｌ℃ＬＡｓ与人名识别

在我们研制的计算所汉语词法分析系统ＩｃＴ
ＣＬＡＳ㈣（Ｉｎｓｌｊｌ ｕｌＰ“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ｎｅｓｅ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ｉ—

ｓｙ“ｅｍ）中，我们应用了基于

规则，或者集成到整个词法分析中，准确率还有很大

角色标注的巾国人名识别方法．为了评测人名识别

的上升窀间．

与词法分析的关系．在１１．０８０４９万词的开放测试集

训练集无论有多大，它毕竟是个封闭的有限集．
因此我们引入了数据平滑处理机制，使得基于角色
标注的方法还可以成功识别出训练样本集涵盖范围
之外的很多人名．基本思路是：针对巾国人名识别词
典中没有收录的一些字词，我们猜测其可能的角色，
寰３

上，我们对１ｃＴｃＬＡｓ进行了一组对比实验：
（１）ＢＡｓ｝’：没有应用人名识别的ＩｃＴｃＩ。Ａｓ．
（２）ＰＥＲｓｏＮ：应用基色标注人名识别之后的
ＩＣＴＣＬＡＳ．

对比实验结果如表３所示．

ＩｃＴＣＬＡｓ应用中国人名识别前后对比实验

注：测试集大小：１】．０８０４０万词；人名：１ｊ８８８个；
词类标注正确率＝诃类标注正确数／总词数×１００蹦

表３的数据表明：

切分正确率一切分正确的词数／总词数×１００％；

这里提供的人名识别指标包含了核心词典中收录的人名

的中国人名识别方法．即采用Ｖｉｔｅｒｈｉ算法，利用中

（１）人名识别实际地提高了汉语分词和词类标

国人名构成角色表及其相关统计信息，对句子中的

注的正确率．在我们的实验中，中国人名识别应用

不同成分进行角色标注，在角色序列的基础上，进行

后，ＩｃＴｃＩ，Ａｓ的切分正确率和词类标注正确率同

模式最大匹配，从而识别出中国人名．中国人名构成

时提高ｆ １．４ｌ％．

角色指的是各个分词片断在人名识别过程中所扮演

（２）词法分析提高了人名识别的最终性能．中国

的不同角色，如姓、单名、上下文等．某个词作为特定

人名识别应用在ＩｃＴｃＬＡｓ之后，人名识别的Ｆ＿】

角色的概率以及角色之间的转移概率，全部从训练浯

值提高了差不多ｌ ５％．一部分原因是核心词典中已

料库中自动抽取，从而降低了人工总结规则的高成本

收录人名的加入，但更主要的因素是词法分析帮助

与内在缺陷．角色的标注过程就是选取最大概率的角

人名汉别排除了很多不合理的候选结果，提高了正
确率．例如：“刘庄的水很甜”，在人名识别阶段很可

色序列过程，避免了以前方法盲目触发的不足．通过
对大规模完全真实语料库的封闭与开放测试，该方法

能将“刘庄”错误的识别为人名。而在整个词法分析

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我们还将基于角色标注的人名

候选结果集当中，“刘庄”作为地名时，整个分析结果

识别算法集成到计算所汉语词法分析系统ｌｃＴｃＬＡｓ

的概率大于其为人名的情况，所姒最终的词法分析

中，较大地提高了词法分析效果，同时也促进了人名

结果会将这种错误的情况排除掉．

识别的综合性能．各种对比实验表明基于角色标注的
人名识别算法是行之有效的，能满足实际的需求．我

５结论

们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是将基于角色标注的方法推广
到对中国地名、译名、缩略浯等其它未登录词的识别．

本文系统地研究了巾国人名的多种构成形式以

及交叉成词的各种情况。分析了目前解决方案巾激
活机制和候选姓名选取的本质缺陷．针对实际问题
与已有方法的不足，作者提出了一种基于角色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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