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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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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tomatic recognition of Chinese personal name is emphasis and difficulty for un—

known words recognmon．Because of their inherent deficiencies，previous solutions are not satis—

factory．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pproach for Chinese personal name recognition based。n role tag一

画“g，That is：tokens after segmentatIon are tagged using Viterbi algo“thm with different roles

according to their functlons in the generation of Chinese personal name；The possible names are

recognized aner maximum pattern matchlng on the roles sequence． Du“ng the recognition

process，only the p。ssibiIities of tokens being specific r01es and the transition possibilities be—

tween roles are required． The significance is that such lexical knowledge can be totally extracted

from co。pus automaticalIy． In both close and open test on a 1 6一Mbyte realistlc corpus，its recall—

ing rate is nearly 98％． After combined with the algorithm for personal name recognmon，au—

thors’Chinese lexical analysis system ICTCI。AS improves 1．41％in performance while the ag—

glomerative evalua“on argument F-1 value of person recognition achieve 95．40％．Va“ous exper—

iments show that：role_based algorithm proposed in this paper is effective f。r Chinese personal

name recognition．

Keywords Chinese personal name re∞gniti。n；unknown words recognitlo“；role tagging}Viter—

bi algo“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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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引 言

词法分析是中文自然语苦处理的前提和基础，

目前中文词法分析的研究已经取得较大进展，但在

处理含有未登录词的文本时，其结果很难满足实际

需求．末登录词往往与其前后的字词交叉组台，不仅

增加了自身切分的难度，而且严重地干扰了相邻词

的正确切分，从而大大地降低了词法分析乃至整个

句子分析的正确率．未登录词削题实际上已经成为

r词法分析实用化的主要瓶颈．

中国人名”在未登录词中占有较大比重，也是

束登录词识别的主要难点．在《人民日报》l 998年1

月的语料库(共计2305896字)巾，平均每loo个字

包含未登录词1．192个(不计数词、时间词)，其中

48．6％的未登录词是中国人名．国家“八六三”高技

术研究发展计划306智能接口技术专家绀1998年

对国内自动分词软件的评测结果表明“：中国人名

识别的召回率仅为68．77％，其切分错误高达50％

以上，对所有分词错误进行统计，姓名错误占了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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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分析、句法分析乃至整个中文信息处理的质量．
1．1 中国人名自动识别的困难

中国人名数量众多．规律各异，有很大的随意

性．对其进行识别的主要困难在于：(1)中国人名构

成的多样件；(2)人名内部相互成词；(3)人名与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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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张浩、西门吹雪、诸葛亮；(2)有名无姓，如：“春花

点点头”；“杰，你好吗?”(3)有姓无名，如：“刘称赵

已离开江西”；(4)姓+前后缀．如：刘总、张老、小李、

邱某；(5)港澳台等地已婚妇女的姓名，如：范徐丽泰、

彭张青．

人名内部相互成词，指的是姓与名、名与名之间

本身就是一个已经被核心词典收录的词．如：“人散

后宝玉回到怡香院”；[王国]维、[高峰]、[汪洋]、

张[朝阳]．根据我们对8万条人名的统计，内部成词

的比例高达6．89％．

人名呵其上F文组合成同包括人名的酋部(姓

或名的首字)与人名的P文成词以及人名的尾部(姓

或名的末字)与下文成词．例如：“这里[有关]天培的

壮烈事迹”；“费孝通向人大常委会提交书面报告”．

在《人民日报》l 998年1月的语料库中，这种情况接

近200例．

如：“河北省刘』I”中的“刘庄”存在巾同人名与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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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中国人名的自动识别问题，人们已经作过深

入的探索，并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根据其使用的方

法不同，这些方案大致可以分为j种：规则方法”““、

统计方法”以及规则与统计卡廿结合的方法1’7“．

规则方法主要足利用两种信息：姓氏用字分

类j”和限制性成分”】．即：分析过程中，当扫描到具

有明显特征的姓名用字时．开始触发姓名的识别过

程，并采集姓名前后相关的成分，对姓名的前后位置

进行限制．小规模测试的结果表明．其准确率可以高

达97％[4]．在缺乏大规模熟语料库的时候，规则似

乎是唯一可行的方法．统计方法主要足针对姓名语

料库来训练某个字作为姓名组成部分的概率。并用

它们来计算某个候选字段作为姓名的概率值，其中

概率值大于某一阚值的字段识别为中国人名”]．规

则与统计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通过概率计算来减

少规则方法的复杂性与盲目性，另一方面通过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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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之处仅在于规则与统计的不同侧重．

现有解决方案本身存在一砦固有的不足：首先，

它们一般都采取“单点(首或尾)激活⋯4的机制来触

发人名的识别处理．即扫描到姓氏用字、职衔、称呼

等具有明显姓名特征的字段时，才会将前后的儿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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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名无姓”的情况，其次，姓名候选字段大都是选取

切分后的单字碎片”。“⋯，也有部分研究者将少量

的二字或多字间纳入候选字段的选取范同“．在这

种选取机制的作用下，内部成词以及与上下文成词

的人名就很难召回．根据上文的统计数据，由于这两

种机制所引起的召回率损失不小于lo％．再者，人

名识别所用的规则往往琐碎，一般代价昂贵而且难

以扩展．例如，文献[4]中，研究者就是从lo万条人

名库、2亿字的真实语料库中将姓名用宇分为了9

类，并总结r 2l条识别规则．无论是收集规模巨大

的人名库与真实语料库，还是提炼识别规则，都是一

个费时费力的浩大工程，是一般机构难以承受的．一

旦增加了新特征的人名，还必须增加相应的新规则．

对以前的规则重新修订，因此规则方法很难扩展．我

们也知道，规则可以保证很高的准确率，但是任何规

歧义理解主要是由同源歧义冲突⋯引起的：例 。)韭洲某些国家的非音译凡名也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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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体系的覆盖范围都是有限的，对于覆盖集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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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角色标注的中国人名自动识别方法．该方法主

要采用隐马尔可夫模犁在分词结果上标注人名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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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成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如：姓、名、上文、下文等．角

色标注所需的字词作为不同角色的出现概率和角色

间的转移概率，都是在语料库训练过程中自动抽取

的．基于角色标注的人箱识别算法的特色还在于：自

动学习、自动识别，无需人工的直接干预，改变训练

样本，就可以适应新的情况；一次扫描，无需回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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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的不同测试实验表明，该方法能取得较高的召回

率．最后，我们将角色标注的人名识别应用到了中国

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的汉语词法分析系统

IcTcLAs中，应用人名识别前后的对比实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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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下面将阐述该方法的理论依据，随后给出

具体的实现算法，最后提供人名识别不同的评测实

验并进行结果分析．

2基于角色标注的

中国人名自动识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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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的规律性．在83077条人名库中，姓氏用字仅有

820个，其中王、张、李三犬姓，就占r 20％；20631

个单名中．单名用字为1489个；双名的首字与末字

数量均不到2000个．人名的上下文用词范围也很有

限．上文一般是称呼、职衔和一世连词、动词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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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们将一个句子中所有的词划分为：人

名的内部组成、上下文、无关词，并称之为中国人名

的构成角色(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角色)．具体的角

色分类见表1，根据该表，对切分结果“馆／内／陈列／

周／恩／来／和／邓／颖／超生／前／使用／过／的／物品”进

行角色标注，其结果为：“馆／A内／A陈列／K周／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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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l 中国人名的构成角色裹

编码 意义 例子

H

C

D

姓氏

双名的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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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剧邵均林和稽道青说
u 人名的上文与姓氏成词 现任主席为何鲁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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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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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角色的标注本质上是一个简单的词类标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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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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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1。”：，⋯，"。)，

T=(fl，￡2，⋯，z。)． m>O，

丁”一ar99axP(丁I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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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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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argmaxP(丁)P(W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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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w后的状态序列，这是一个隐马尔可夫链．那么，我

们可以引入隐马尔可丈模型”∽来计算P(T)P(w1丁)．
即

尸(丁)尸(Ⅳf丁)≈Ⅱ户(叫。f r。)户(r。f fH)
l—l

所以，

T“一argmax I l声(础．【f：)声(￡．I f．1) (4)
』

为r计算的简便，对式(4)中的概率取负对数，则有

T“一arg罂in(一≥：[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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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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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f。出现的次数．

2004年

口(￡。1￡H)≈C(￡H，￡，)／C(￡H)，i>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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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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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过程：角色信息的自动抽取；角色标注以及人名的

最终识别．角色标注实质上类似于一个小型的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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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问题，已经非常成熟．在此不作介绍．下面分别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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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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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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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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姓、双名首字、双名末字、单名、前缀、后缀相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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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句子的角色序列中，将角色不是A的词

w．存人中国人名识别词典，并统计w。作为f。的出现

次数c(w。，}．)．同时累计所有不同角色的出现次数

C(￡；)以及相邻角色的共现次数c(f。⋯￡，)．
通过上述过程，转换后的角色语料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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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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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标注，求出概率最大的角色序列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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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将角色为v的片断tn分裂为DL(若t为

双名末字)或EI，(若t为单名)．

(4)对分裂处理后的角色序列在姓名识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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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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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实验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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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测试集与评测指标

中国人名这类专名的识别评测，往往需要一定

规模的测试集．测试集一般有两种：只含专名的句子

集和完全真实的语料库．前者忽略了真实语言环境

中大量的不含特定专名的句子，测试结果往往偏商．

如在真实语料中．不含中国人名的句子超过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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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子集上进行的测试实验中，这种可能被错误识别

的句子事先均被人为地排除掉了．另外，根据已发表

的文章显示，目前用来测试的句子集包含人名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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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更具统计意义．因此。在不做任何筛选的大规模

真实语料库上进行测试，评测结果更符台真宴的语

言环境．

根据测试集和训练集的不同关系，我们也可以

将评测分为封闭测试和开放测试．其中封闭测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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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我们将在《人民日报》切分标注好的真实语料库

上进行各种条件下的封闭和开放评测．

针对中国人名识别，我们采取了常用的3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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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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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R×P×(1+口2)
‘

R+P×口2
’

其中p是准确率P和召回率R之间的权衡因子，在

这里，我们认为P和R同等重要，因此口取l，此时

F称为F—l值．

4．2未登录人名的识别评测实验

一方面，中国人名的识别关键在于识别算法．另

一方面．用来分词的核心词典收录的词条数目以及

收录人名的数量也直接影响最终的识别效果．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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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一个核心词典中收录了大量人名的系统来说，最

终的人名识别性能更大程度上归功于核心词典．为了

客观评价基于角色标注的中国人名识别算法，我们做

了三组只考虑未登录人名的识别实验，即在人名的统

计中，只统计词典中没有收录人名的识别性能．前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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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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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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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闭测试1 98 1 1～98．1 31 蹁2】 1 3722 171 67 13376 77 92 97．48 86 61

封闭测试2 98．2 1～98 2 2n 618j 753d 10646 7489 70．35 99 29 82 35

开放测试98，2．20～98 2 28 2605 3i49 4l 30 0886 69 88 9l 65 7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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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的召回率在封闭测试的情况下能达到97．48‰，甚

至是99．29％，开放测试的召回率也接近92％．而现

在的一些解决方案仅为68．77％Ⅲ，最近一些方法小

规模测试的召回率一般也很难达到90％”’““6．对人

名识别来说，召回率比准确率更加重要，因为低召回

率就意味着没有办法再作后续的补救措施，而准确

率完全可以通过限制条件或者后续处理(如词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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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或者集成到整个词法分析中，准确率还有很大

的上升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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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

然后赋予一个较小的概率，进行角色标注并最终识

别人名．例如：“垢”在中国人名识别词典中并没有被

收录，但我们会对“记者夏瑁”巾“琚”的角色进行

各种可能的猜测，最后“琚”作为角色D(单名)的前

提下，该句才能取得最大概率的角色序列．此时，“夏

瑶”的角色为“BD”(姓+单名)。因此可以被识别为

单姓单名的人名、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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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nology Chi—

nese Lexical Analysi3 sy“em)中，我们应用了基于

角色标注的巾国人名识别方法．为了评测人名识别

与词法分析的关系．在11．08049万词的开放测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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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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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人名识别实际地提高了汉语分词和词类标

注的正确率．在我们的实验中，中国人名识别应用

后，IcTcI，As的切分正确率和词类标注正确率同

时提高f 1．4l％．

(2)词法分析提高了人名识别的最终性能．中国

人名识别应用在IcTcLAs之后，人名识别的F_】

值提高了差不多l 5％．一部分原因是核心词典中已

收录人名的加入，但更主要的因素是词法分析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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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将“刘庄”错误的识别为人名。而在整个词法分析

候选结果集当中，“刘庄”作为地名时，整个分析结果

的概率大于其为人名的情况，所姒最终的词法分析

结果会将这种错误的情况排除掉．

5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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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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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人名构成角色表及其相关统计信息，对句子中的

不同成分进行角色标注，在角色序列的基础上，进行

模式最大匹配，从而识别出中国人名．中国人名构成

角色指的是各个分词片断在人名识别过程中所扮演

的不同角色，如姓、单名、上下文等．某个词作为特定

角色的概率以及角色之间的转移概率，全部从训练浯

料库中自动抽取，从而降低了人工总结规则的高成本

与内在缺陷．角色的标注过程就是选取最大概率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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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我们还将基于角色标注的人名

识别算法集成到计算所汉语词法分析系统lcTcLAs

中，较大地提高了词法分析效果，同时也促进了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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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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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谢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软件室的程学

① 该系统争部的源码和文档均可在中文自然语言处理开放平台(⋯．nln。r＆cn)七自由F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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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主任和首席科学家白硕研究员对本文的I作给予

了悉。的指导．知识挖掘组的张浩、李继锋、俞鸿魁、

邹纲、丁国栋等同事对本文的完成提出了很多有益

的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最后，特别感谢评审老

师细致耐。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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