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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最大熵模型的组块分析
李素建

群

刘

杨志峰

（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北京】００８７１）

摘要采用最大熵模型实现中文组块分析的任务．首先明确了中文组块的定义，并且列出了模型中所有的组块

类型和组抉标注符号组块划分和识别的过程可以转化为对于每一个词语赋予一个组块标注符号的过程，拢们可
以把它作为一个分类问题根据最大熵模型来解决．最大熵模型的关键是如何选取有效的特征，文中给出了相关的
特征选择过程和算法．最后给出ｒ系统实现和实验结果．

关键词组块分析；语法分析；最大熵原理；浅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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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把它作为共享任务提出“Ｊ．ｓｔｅｖｅｎ－”总

结了英语中的各种基本组块（名词组块、形容词组
块、动词组块等）．而目前对于中文组块的研究主要

句法分析是自然语言处理中的重点和难点，虽
然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发展，仍是现在的一个瓶颈

侧重于最长名词短语、基本名词短语等的研究”“，
系统的汉语组块及其划分的研究还很少．

问题．因此目前通常采用“分而治之”的原则，降低完

在自然语言处理中有不少统计建模的例子，由

全句法分析的难度，进行部分的句法分析，也称作组

于最大熵模型的简洁、通用和易于移植，目前在对英

块分析．它是和完全句法分析相对的．完全句法分析

语的处理中经常采用该技术口“］．汉语中词性标注

着眼于充分分析整个句子的语法特点，最大限度地

和短语边界识别多使用ＨＭＭ的统计模型“…，还

揭示句子所反映的主题内容．而组块分析只限于把

未见有论文或资料谈到使用最大熵的方法．本文结

句子解析成较小的单元，而不揭示这些单元之间的

合汉语语言的特点，实现了一个基于最大熵模型的

句法关系．组块分析目前逐步受到重视，国际会议

组块标注器获得汉语中各种类型的组块，并采用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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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大学的真实语料进行训练和测试，组块的召回率

会议上则由组块类型和边界标志共同组成组块标注

达到９０．６％，精确率达到９１．９％．

的符号…．

本文中，第２节是对中文组块的定义，并列出各

采用左右括号进行标注，在获得组块后还存在

种绀块类型和组块标注符号；第３节简要介绍组块

着组块汉别的问题，并且只有边界作为组块标注符

分析采用的最大熵模型；第４节阐述最大熵模型建立

号，则分类类型太少．上下文特征过于分散，分类效

特征集合的过程；第５节描述如何进行模型测试，并

果不好；同时根据已经标注的语料进行统计，平均每

给出实验结果；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

个汉语组块包括２．７６个词，则有７２％的词垃于组
块边界位置，因此没有必要把组块边界标志用米组

２组块分析的任务

成组块标注符号．所以本文中主要把组块类型作为
组块标注符号．

２．１

组块及其类型的定义

前面提到的１ ２种组块类型，前１ ０种是具体的

首先明确奉艾中组块的定义以及组块分析的任

组块类型，不能归类到这十种组块类型的则赋值为

务及目标．我们借用了Ａｂｎ。ｙ［１”对英语组块的定

“非组块（Ｎｏｃ）”，这样可以保证句中任何一个词都

义，为汉语中的组块定义如下．

可以归人某种组块类型中去．标点符号．单独赋予一

组块是一种语法结构，是符合一定语

个组块类型“ｏ”．当一个词属于选１２种的任一种

法功能的非递归短语．每个组块都有一个中心词，并

时，则赋予与组块类型一致的组块标注符号．由于两

围绕该中心词展开，以中心词作为组块的开始或结束．

个名词组块或动词组块经常会出现相邻的情况，为

定义１．

任何一种类型的组块内部不包含其它类型的组块．

了分离开两个组块，对于第二个名词组块开头的词

这里的定义与Ａｂｎｅｙ的英文组块定义有两点

赋予一个“Ｎｃ￥”的组块标注符号，第二个动词组块

不同：（１）本文中组块是构成语句的最小句法功能

开头的词赋予一个“Ｖｃ￥”的组块标注符号．这样共

单位．不能包含其他的组块，所有组块都位于同一个

定义了１４种组块标注符号，语句中任何一个词都可

层次上，各种组块类型是平等的；而在Ａｂｎｅｙ的定

以被赋予一个适当的组块标注符号，且属于１２种组

义中，组块是分层次的，高层次的组块由低层次的组

块类型的某一种．

块构成；（２）Ａｂｎｅｙ的组块定义中，组块中心词只作
为组块的结束，中心词后的从属成分另起一·个组块，

３最大熵模型框架

而本文的定义中，组块的中心词也可以作为组块的

开始．例如组块“拿到”的中心词是“拿”，“到”是处
于中心词后的从属部分．
根据以上对组块的定义，结合汉语的特点，我们
定义了１２种组块类型，如表】所示．
表ｌ组块类型

最大熵模型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统计模型，适合
于分类问题的解决．最大熵框架的计算模型不依赖
语言模型，独立于特定的任务．这里我们再简单回顾
一下最大熵框架的原理．进行组块分析时，我们选取
的训练数据以每一个词作为一个事件．假设有一个样
本集合为｛（ｚ。，”），（ｚｚ，弛），…，（Ｔｗ，¨）），每一个
ｚ。（１≤ｉ≤Ｎ）表示一个将被组块标注的词的上下文，
Ｍ（１≤ｉ≤Ｎ）表示该词被组块标注的结果．利用最大
熵框架模型得出在特征限制下最优的概率分布，即概
率值为ｐ（ｙＩｚ）．根据最大熵原理，概率值户（，Ｉｚ）的
取值符合下面的指数模型：
户（，ｌ

２．２组块标注

乙ｋ卜夏可翕丽

组块分析的任务包括组块的划分和识别，在实

，

际系统中通过组块标注来实现，对每一个词语赋予
一个组块标注符号，这样组块分析就可以被看作分
类问题来解决．ｃｈｕｒｃ ｈ＿“ｏ和Ｒａｍｓｈａｗ…｜采用左右
括号的标注方法达到组块分析的目的．ｃｏｎｌＩ一２０００

万方数据

ｚ）—乙（ｚ）ｅｘｐ（２：Ａ：，。（ｚ，∥））
（１）

＠由于存在词性标注ｖｃ表示系动词，敖采用Ｖｃｃ表示动词
组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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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即我们上面所说的特征，它是一个二值函
数．描述某一个特定的事实．＾。指示了特征，，对于模

！壁盎！
序号

原子横板（函数）

模板意艾

型的重要程度．乙（ｚ）在ｚ一定的情况下为一范化
常数．公式（１）使模型由求概率值转化为求参数值
＾，，一般的估计方法是Ｄａｒｒｏｃｈ和Ｒａｔｃｌｉｆｆ［”的通用
迭代算法（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ａｌｉｎｇ，ＧＩｓ），用来

得到具有最大熵分布的所有参数值＾．．Ｐｉｅｔｒａ等…１
当特征函数取特定值时，则该模板被实例化，得

则描述了一个改进的迭代算法，具体算法可参考相

到具体的特征．对于模板的取值，词性标注采纳宾州

应文献，

大学中文树库中的词性标注集台．对于特殊的词，我

４最大熵模型的特征表示

们首先拟定了一个词表，主要是列出一些虚词，如
“的”、“地”、“得”、“了”、“和”、“与”、“在”等，此外一

最大熵模型的关键在于如何针对特定的任务为

些具有特殊用法的词，如“把”、“将”、“被”、“为”等．

模型选取特征集合．采用简单的特征表示复杂的语

组块的标注结果则为前面提到的１４种可能组块标

言现象，承认已有的可观察到的事实，不做任何独立

注符号．词音节数的取值为三种情况：单音节、双音

性假设．这些观察到的事实表示为最大熵模型的特

节和多音节．由原子模板实例化后，并结合当前组块

征集合．

标注的值（即模板ＤＥＦＡＭ，Ｔ的取值）．当模板的取

由于是对每一个词进行组块标注，每一个词的
组块标注过程都被看作是一个事件，因此由当前词

值确定后就可以产生一个特征，这个特征称作为原
子特征．
下面我们对原子特征的格式进行一下定义，每

及它的上下文环境来确定一个事件的特征集合．根据
影响当前词组块标注的各种因素，定义特征空间为：

一个原子特征由三部分构成：

（１）词性信息．当前词及其前后各两个词的词

（１）第一部分是下划线“”前的部分，为上下文

（２）词．当前词前后对当前词组块标注造成影响

的特征函数，如叫ｏｒｄ＋１，ＰＯｓＴⅡｇ一２等，表示特
征空间要考虑的因素；

性；

（２）第二部分是下划线和等号中间的部分，例如

的一些具有特定用法的词语；
（３）组块标注信息．只考虑当前词前面一个词的

“的”、“ＮＴ”，表示特征函数的取值；
（３）第三部分为输出值，即表示当前词进行组块

组块标注信息；
（４）词音节数．考虑当前词及其前后各一个词
的音节数．
根据这个特征空间，我们定义了模型中的模板，

标注的结果．

在得到一个特征后，该特征可以表示为二值特
征函数的形式．
例如，由原子模板１可以得到一个特征（五ｒ—

如表２所示，在这个表中每个模板只考虑一种因素，
我们称之为原子模板．原子模板也可以看作是对于
当前上下文的一个特征函数．原子模板３比较特殊，
表示当前组块标注的模板，它的取值是针对当前上

ＰＣ）Ｓ记ｇ ＮＮ—Ｎｃ，表示为二值特征函数：
，，

、

ｆ１，（ｋｒＰＯｓｌｌｎｇ（ｚ）＝～Ｎ且，一Ｎｃ

７，恤叫户Ｉｏ，否则

（２）

下文环境要输出的函数值，是最终要求的结果．

Ｃ“ｒＰＯＳｎｇ（ｚ）可以看作模板ｃ“ｒＰ（）Ｓ丁ｎｇ在
衰２原子特征楔板

上下文中的函数表示，，实质上是模板ＤＥＦＡｕ，，Ｔ
的取值，表示当前输出的结果．
袁３复台特征模板
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万方数据

复音模板

ＣＭｒＰ（）５１ｋｇ，ＰｏＳｎｇ＋１
ＰＯＳ丁ｄｇ一１，（：ＨｒＰ ｒＪｓｎｇ
ＰＯＳｎｇ １．Ｃ“一０ＳＴ口ｇ，Ｐ０ｓｎｇ＋１
Ｐｏｓｎｇ＋ｌ，幽＂＂＾ｎｇ ｌ，（：“ｒＰｏＳｎｇ
吼“ｎ＾ｎｇ～１，ＣｕｒＰ０ｓｎｇ，Ｐｏｓ扎ｇ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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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净号

１

板，通过观察语料来手工编写一些典型的特征，并纳
入到规则集合中，我们把这些特征称为混合特征．混

复台模板
ＰｏｓＴ“ｇ—ｔ，Ｐ倒Ｔ“ｇ＋１

Ｃ“ｒＰ０５ｎＦｔｆ：＾“ｎ＾１。ｇ

合特征也可以表示为二值特征函数的形式．

１

例如：ｃ“ｒＰＯｓＴａｇ Ｌｃ，ＰｒＰⅫＰｏｓ—Ｐ＝Ｐｃ表

（１“ｒＷｆ）ｒｄ，Ｐｏ门■口＋２
Ｗｏｒｄ｝１．Ｃ“ｒＰｏｓＴｋ２

示为

Ｗｏ耐一１，Ｃ“ｒＰ０５丁ｋｇ
Ｃ“ｒＰｏｓＴ“ｇ．Ｈ０ｒｄ＋１，Ｐ。ｊｌｈｇ

ｆ１，一一ＰＣ且Ｃ“ｒＰＯＳＴ８９（ｚ）一ＬＣ

１

ｎ』ｎｇ ｌ，Ｐ０５功ｇ＋１．Ｐｏｓｎｇ＋２
Ｃ“ｒＰｏｓｎｇ，Ｐ０５１ｋｇ＋１，ｒ。ｓ凡ｇ＋２
（１ＨｒＰ０５ｎｇ，Ｐｏｓｎ日＋２
ＣＨｒＰ０５丁妇，Ｐｎ』ｎｇ ｌ，Ｗｏ耐一２

，，（ｚ，ｖ）一＜ＰｒＦ口ＰＯｓ（ｚ）＝Ｐ
１０，否则
（４）

ｆ’ＭｒＰ０５ｎｇ．Ｐｏｓｎｇ一】，％州＋ｌ
ｃＭｒＰｏｓＴ峨，ＰⅢＴ“ｇ
】８

７２５

在实际文本中，例如“在／Ｐ…中／Ｌｃ”是一个介词组

ｌ，ｃ“ｒｗｏｒｄ

Ｐｕｓｌ口ｇ一１，Ｒ＾ｙ￡＾Ⅲ一ｌ

１，ＣＭｒＲ，。，ｆ＾卅１

１９

Ｒ＾ｍ—ｌ，““，棚ｋｇ一１ｔｃ州弛ｙ≠＾卅

块，对于词“中”，组块标注为ＰＣ，则该混合特征的二

！！

墨！：！！竺二！：芏！坚垒￡：：！：生：￡箜垦苎

值函数取值为１．
根据特征模板可以自动从语料中得到一个数量

由于在上下文中，仅仅用原子特征不足以表示

庞大的特征集合，然而并非所有特征都适合引入到

上下文中的一些现象．通过对表２中各种原子模板

最大熵模型中去．Ｐｉｅｔｒａ“】对自然语言处理中随机

进行组合，构成一些复合特征模板来表示更复杂的

域的特征选取进行了描述，根据特征的信息增益作

Ｅ下文环境，如表３所示．原子特征模板和各种复合

为是否引人的衡量标准．对于要处理的问题，特征所

特征模板共同构成了模型的所有特征模板，共有３５

含的信息量越大，该特征就越适合引入到模型中．通

种摸板类型．同样，对于复合特征模板，也是首先对

过模板得到的特征构成候补特征集合，然后从中选

各个原子模板通过实例化，对模板函数取值后，可能

取对模型最为有用的特征．由于篇幅有限，对于特征

会输出某种组块标注，从而产生一个特征，为复合特

引入算法不再赘述．

征．复台特征表示为二值特征函数的形式与原子特
征相似，只是在取值时需要满足的条件变多．

５

例如：复合特征ｃ“ｒ尸Ｏｓｌｌｎ弘ＣＤ，Ｐｏｓｎｇ＋
ＬＭ—ＱＣ表示为

系统实现和实验结果
根据公式（１），在完成最大熵模型的参数估计

ｆｌ，Ⅳ一ＱＣ且Ｃ“ｒＰｏＳ丁ｎｇ（ｚ）＝（Ｄ

厂，（ｚ．ｙ）一＜Ｐ０ｓ丁ｋｇ＋１（ｚ）一Ｍ

后，町以得到模型的概率分布．由模型的概率分布以
及词的上下文环境可以得到词被赋予某种组块标注

ｌＯ，否则

符号的概率值．
（３）

如图１所示，给定词序列Ｗ＝ｗ。ｗ。…ｗ。为一

另外，最大熵模型的一个优势在于选取特征灵

个新语句，令Ｆ—Ｆ，Ｆ。…Ｆ。，Ｆ．（１≤ｉ≤Ｈ）为第ｉ个

活，可以方便地把一些跨距离的特征加入到模型中．

词的特征向量表示．因此组块标注的问题，可以视为

前面通过模板自动获取特征，对于模板的设定都选

在给定词序列及上下文特征的情况下，搜寻组块标

在当前词左右不超过两个词的距离．然而对当前词

注序列Ｃ—ｃ，，ｃ ２，．～喝，使得Ｐ（Ｃｌｗ，Ｆ）最大．由于

发生影响的因素可能不在这个距离范围之内，所以

每个词的特征向量表示中已经包含了全部的上下文

对于跨距离的语言现象，我们规定了４个特征函数，

特征，那么各个词进行组块标注的事件是相互独立

如表４所示．

的．显然词信息也被包含在特征向量中，因此只要求
表４跨距离特征函数

霪特征函数

古义

得Ｐ（ｃＩＦ）最大即可．即
ｃ—ａｒｇｍａｘＰ（ｃ

Ｆ）一ａｒｇｍａｘ¨Ｐ（ｆ．Ｉ
ｏ

１

ＰｒｅｕＰ０ｓ位于当前词所在甸中，并在其前任一位置的词性标注

２

Ｐｒｒ。研，ｒｄ位于当前词所在句中，井在其前任一位置的特定词

３～跗ｆＰ０ｓ位于当前词所在句中，并在其后任一位置的词性标注
４

ＮＰ』＃ｗｏｒｄ位下当前词所在句中，并在其后任一位置的特定词

（５）
拖入；
输出：

毗冲ｌ叫ｔ，Ｆｔ＂３ ７Ｆ
ｆ１

ｆ２

３

ｑ

图１模型输入和输出

通常我们结合跨距离特征函数和其他原子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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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块标注时，当前词的组块标注要受上文中

有可能得到正确的组块．最终特征集合包含１５００多

词组块标注结果的影响，而任一个词都有被标注为

个特征，标注准确率可以达到９３．３４％．同时表５中

１４种组块标注符号的可能性，如果采用穷举法得到

列出了一些组块类型的标注结果．

所有可能的概率值，则数据量为１４“，因此我们采用

衰ｓ最大熵模型进行组块划分的结果

动态优化方法得到一个最优概率值。采用如下公式：
ｆｃｌ—ａｒｇｍａｘＰ（ｆｌ：｝Ｆ１）
ｌｉ ２±】４

Ｊ‘ｚ一８理嚣ｘＰ‘％以∽’
ｌ“一ａｒｇｍａｘＰ（ｆ。Ｉ

（６）

Ｆ。（ｃ。州ｃ，厂２，…，ｑ））

利用公式（６），对一个语句从左向右进行组块标注．
根据当前词上文的组块标注信息，动态获取当前词
的特征向量．计算当前具有最大概率值的组块标注
符号，从左到右按照顺序依次完成每一个词的组块

６结束语

标注过程．
进行组块划分和识别的语料来自于宾州中文树
库，共有４１８５个语句，大约由１０万个汉词组成．每

汉语中的组块分析是处于语句的分词标注和完

个词含有词性标注信息、组块标注信息．同时把这个

整句法分析之问的一个步骤．它对于一些未登录词

数据集合分为两部分：前面８万个词作为训练集合，

和常用语的识别有很好的效果，可以降低分词标｛率

其余２万个词作为测试集台来评测组块分析的效

中的错误．同时组块分析降低了完整语法分析的复

果．评测标准包括组块标注的准确率、各种类型组块

杂度．本文采用最大熵模型建模实现组块划分和识

的召回率和精确率、召回率和精确率的综合评价指

别的任务，比一般的统计模型能获取到更丰富的不

标为只。几种评价函数定义具体如下：

受限文本特征，诸如可以灵活地把一些跨距离的特

Ａ一具有正确组块标注符号的词语数目，

征加入到模型中去．这样就结合了统计模型（例

Ｂ一全部词语数目，

ＨＭＭ）和规则方法（例ＴＢＩ。）的优点，和ＴＢＬ方法

ｃ一标注正确的ｘｃ组块的数目，

相似，都选用大量的特征作支持；同时利用统计模型

Ｄ一应当标注为ｘｃ组块的数目，

的优势，估计对每个词赋予组块标注符号的概率分

Ｅ一标注为Ａ℃的绀块数目，

布．目前我们的实验结果比当前的各种系统并没有
特别显著的提高，存在着很多原因，如训练语料库规

标注准确率＝詈，

模小和特征集不够大等．基于当前的状况和任务，该
模型还需要进一步地改进和完善．

ｘｃ组块召回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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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ｃ组块精确率一＊，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白硕研究员对本

文的工作给予了悉心指导；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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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软件室的李继峰、张浩、张华平等同学对拳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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