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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希望在自动识别出科技数字资源中人物名称、机构团体名称、会议名称等
实体名称的基础上，探索一套利用实体名称自身的语言学特征、上下文背景和使用语境等信
息，构建基于上述信息判定实体名称的综合模型,自动辨明两个实体名称是否指代同一对象
的完整方法，进而构建相应的应用系统，确定在一篇文献中的不同位置或不同文献中出现的
两个实体名称的真正指称对象。针对这一目标，研究的研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1）基于语
言学、语义、语用特征的实体名称规范多维特征模型构建；
（2）实体名称规范判定的综合评
价方法确定；
（3）实体名称规范判定涉及的相关信息的获取；
（4）基于上述的研究，构建实
验系统，形成相应的人物名称、机构团体名称、会议名称等实体的名称规范文档或知识库。
其中关键问题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实体名称规范中语言学特征、上下文背景、共现、主
题聚类等信息的效用；
（2）构建综合了语言学特征、上下文背景、共现、主题聚类等信息的
语义判断模型，判定两个实体名称的真正指称对象，确定两个实体名称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为了完成项目的研究内容，本项目主要从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内容进行了广泛的调研，
具体包括：关于实体名称规范的概念、思路、方法和趋势研究，国内外主要的实体名称规范
项目，国内外主要的实体名称规范评测会议的内容及成果结论；实体名称规范的关键技术路
线研究；实体名称规范中涉及的实体特征研究；实体名称规范的相关资源研究，包括典型的
工具及相关的语料库；实体名称规范的典型应用场景研究。最终形成了相应的调研报告。在
调研的基础上，总结出实体名称规范的特征模型构建方法及相关算法设计，并基于此开发了
相应的系统，在空天领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应用，并形成了一个可嵌入第三方调用的软件
jar 包，此外，还将该 jar 包应用到多个领域监测服务中，构建相应的实体名称规范库。本
结题报告主要从这三个方面说明项目的开展工作。

第一部分 实体名称规范的相关理论、方法及工具调研
为了全面了解国内外当前在实体名称规范方面的各种研究思路、进展，本项目围绕国内
外与实体名称规范相关的理论、方法与工具进行了深入广泛深入的调研，调研首先从实体名
称规范的概念、思路、方法和趋势研究入手，明确了实体名称规范的概念、任务划分，然后
从传统的思路方法和当前主流的思路与方法两个方面，初步探讨了国内外在实体名称规范方
面的发展演化，并进一步探索了实体名称规范的未来研究趋势。在此基础上，项目还从目前
国内外典型的几个实体名称规范项目和典型的实体名称规范评测会议入手，分析这些项目和
会议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并将其进行了对比，从而进一步深入了解实体名称规范的主要
内容。在概况调研的基础上，项目集中针对实体名称规范的几类关键技术路线和实体名称规
范中涉及的实体特征开展了详实而具体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当前主流的基于语义、背景知识
等关键方法展开。为了充分利用现有的相关资源，项目还重点筛选了当前几种比较典型的实
体名称规范工具及相关的语料资源库进行了分析介绍，一方面为本项目的实验系统开发提供
资源储备，另一方面也希望为其他项目提供一些资源上的参考。
项目调研的具体内容可参见“实体名称规范的相关理论、方法及工具调研报告”。
该调研报告中第三章对实体名称规范中涉及的相关特征的分析对于本项目中实验时实
际特征的筛选与特征模型的构建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

第二部分 基于语义的实体名称规范特征集合及算法设计
在“实体名称规范的相关理论、方法及工具调研报告”中，我们已经初步分析了当前相
关研究中在实体名称规范中常用的指标。这些特征可归纳为语言学、语义和语用三个方面，
分别包括：（1）语言学：词形（字母组合相关性、组合顺序）；词性（是否为同一词性）；单
复数形式；位置（是否有前后相关联的位置、结构）；特殊标记（是否有-、()这一类的特殊
标记）；语法功能（句中承担的语法角色）；句法功能（对句子的承接作用）；（2）语义：同
一语义类别；是否具有重叠的同义词；设定窗口的共现实体类别与名称；实体的关键属性描
述是否相同；具有关联关系的实体类别与名称；（3）语用：使用环境（共引、共链）；领域
关联。尽管我们总结发现这些特征，但并不是越多特征对名称规范效果越好，从目前的研究、
需求来看，针对实体名称所有规范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缩略语、别称的规范，这里我们主要结
合本项目的研究任务重点探讨这两类任务中将重点采用的特征、特征的获取方法及相应的算
法设计。

缩略语
规范识别
1 基于语义的
基于语义的缩略语
缩略语规范识别
为了简化研究的任务，本项目将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将缩略语的规范识别作为独立的
任务进行了研究，这主要是考虑到在目前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们往往也将缩略语的规范
识别独立区分。对于缩略语的规范识别其主要包括两个关键的问题：（1）识别出有真实含
义的缩略语；（2）将缩略语与规范的全称间构建关联，形成共指对，并用规范全称标识缩
略语。第一个任务术语命名实体识别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本项目中不进行过多的探
讨，本项目主要是基于词典与规则的双重匹配方式进行解决，下文将结合实际文本中的各
种现象，分析总结归纳缩略语与规范全称的各种关联特征，从而进一步设计相应的算法。

1.1 缩略语与规范全称的各种关联现象分析
为了实现从现象到本质的规范分析，项目组收集了大量的原始网络资源，通过人工标注
的方式标注其中的缩略语及其对应的规范全称。通过分析，从词形组合上看，所有的缩略语
基本可以分为：单个分词（所有字母均大写、大小写混合）、多个分词首字母缩写（所有字
母均大写）、特殊表达三类。
一、单个分词（所有字母均大写、大小写混合）
（一）大小写混合—多见于项目、机构、会议的缩写中
（ 1 ） PrestoSpace---Preservation towards storage and access Standardised Practices for
Audiovisual Contents in Europe.
（2）LarKC--large Knowledge Collider
（二）所有字母均大写
（1）仅仅是长字串表达中大写字母的组合
OSDI--Operating Systems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SOSP--Symposium on Operating Systems Principles
IPTPS--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Peer-To-Peer Systems
（2）是长字串表达中所有首字母的组合的大写化（包括介词）
ESOP---European Symposium on Programming
（3）是长字串表达中部分首字母的组合的大写化（除去了介词、冠词后剩余的词中
首字母的组合，还需要除去特定的几个词，如 ACM、IEEE）
TOIT--ACM Transactions on Internet Technology
TODS--ACM Transactions on Database Systems
（4）需要进行对齐匹配
INFOCOM--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Communication
DISC---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Distributed Computing
Ab3P--Abbreviations Plus Pseudo-Precision
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存在位置上的关联，如全称（缩写），通过括号等连接符的方
式将全称、缩写联系在一起。
二、非单个单词：大写字母缩写有空格或者连接符
�

SIGSOFT FSE--ACM SIGSOF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Foundations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

ESEC/SIGSOFT FSE--European Software Engineering Conference and the ACM SIGSOF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oundations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

ECML PKDD （ ECML/PKDD ） ---The European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and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s

�

HLT-NAACL---Human Language Technology conference / North American chapter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nual meeting

三、特殊表达情况
�

SIGIR--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缩略语与规范全称在词形、词性等语言学特征方面关联

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关联，但是，在在实际的文献中，往往会出现同一个缩略语指代不同内容
的情况，具体而言，有以下一些情况：
（1）同一个缩写是多个不同语义类别的实体名称缩写。
如 ACE 可能是机构 American Council on Exercise 的缩写，也可能是文本处理领域的测
评 会 议 Automatic Content Extraction 的 缩 写 ， 还 可 能 是 航 天 设 备 Advanced Composition
Explorer 的名称缩写。
（2）同一个缩写是多个相同语义类别的实体名称缩写
如 NAPP 既可能是联合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atient Participation 的缩写，也可能是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hotoshop Professionals 的缩写。
这类缩略语的规范时如果仅仅采用语言学的特征就会造成错误。因此，根据实际调研分

析的情况，项目组认为在缩略语的规范识别中，加入上下文共现词、语义类别、共现术语词
的领域相似度、与其它对象的关联关系几类背景语义知识可以解决相应的问题。

1.2 选用的特征集合
从上述对现象的表述可以看出，针对缩略语的特征选择通过语言学与语义特征的结合
来完成，这里的语义特征主要应该包括如下几类：语义类别，共现背景词、共现术语词的领
域相似度、与其它对象的关联关系。而在语言学特征方面需要使用到：词形（字母组合相关
性、组合顺序）
；位置（是否有前后相关联的位置、结构）；特殊标记（是否有-、()这一类的
特殊标记）。
1.2.1 语言学特征组合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语言学特征方面，缩略语与实体全称之间的关联主要体现
在词形（字母组合相关性、组合顺序）、位置（是否有前后相关联的位置、结构）
、特殊标记
（是否有-、()这一类的特殊标记）几个方面，这些特征通过自然语言处理与简单的规则可以
标记处理，本项目中重点即考虑这几个方面的语言学特征。
1.2.2 基于语义类别的语义特征

语义类别的语义特征对于判定来源于不同文档的缩略语与实体名称的关联非常有必
要。通过对语义类型的标记判别可以将不同类别实体全称对应的同一个缩略语区分开来，如
上文中所举之例，ACE 可能是机构 American Council on Exercise 的缩写，也可能是文本处理
领 域 的 测 评 会 议 Automatic Content Extraction 的 缩 写 ， 还 可 能 是 航 天 设 备 Advanced
Composition Explorer 的名称缩写。在本项目中，主要是通过在命名实体识别过程中，在规
则中加入上下文中心标识词来确定缩略语的语义类别，如，ACE 与评测会议关联时，其上
下文中往往会出现 Conference 一类的中心标识词，而与 American Council on Exercise 关联时，
其出现的全文中往往会出现“Organization”或“Agency”一类的字眼，通过对项目组收集
整理的各类实体中心标识词库的匹配，从而在实体识别阶段可确定缩略语的真实语义。
1.2.3 基于共现背景词的语义特征
从上文中可以看到，在语义类别的判定阶段，上下文中的中心标识词起到了很关键的作
用，事实上，上下文中的中心标识词也是共现背景词的一种。但这里的共现背景词更多地是
指除在实体名称周边出现的其它实词。如“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atient Participation
promotes and supports patient participation in primary care”一句中，与该机构同时出现的往往
有 patient、primary 一类的词，若在“NAPP”出现的页面正文中也经常出现这一类的词，就
可以认为这两个名称的关系非常密切，很可能指代同一个实体。共现背景词特征表示如下：
A_contextWord：取缩略语周围的几个词（设定为前后各 4 个窗口词）作为上下文，这

里需要去除连词、介词、形容词、冠词等虚词（项目组收集整理了相应的统一停用词表用于
这类词的筛选），仅仅保留实义词。在其可能匹配的全称页面上，判定是否含有这些词中的
一个或多个。
F_contextWord：取候选的全称周围的几个词（取词方式与 A_contextWord）相同，然后
在其可能的缩略语页面上，判定是否含有这些词中的一个或多个。
1.2.4 基于共现术语词的语义特征
语义类别的语义特征可以很好地区分不同类别的实体缩略语与全称，但在遇到同一语义
类别的实体缩略语与全称时，就需要从别的角度进行考虑。与待判定的缩略语在文档中共现
的术语词的语义相似度此时就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在事实上，不同的机构或人员往往在其
所从事的研究方向上有所区分，而研究方向则可以通过领域术语得到反映，因此，本项目中
充分利用术语识别的结果，构建文档术语集合，通过 WordNet 进行术语集合中术语同义词、
上下位类词的语义扩展，从而构建更大集合的术语词袋，进而通过计算词袋的相似度来判定
实体缩略语与全称的关联关系。共现术语词的语义特征表示如下：
A_TermCorpus: 随机筛选缩略语所在的文档中的术语词，利用 WordNet 获取其同义词、
上位词、下位词集合；
F_TermCorpus: 随机筛选候选实体全称所在的文档中的术语词，利用 WordNet 获取其同
义词、上位词、下位词集合；
计算 A_TermCorpus、F_TermCorpus 的相似度，判定其中是否有重合或相似的一个或多
个词。
1.2.5 基于共现实体的语义特征
通过领域术语的相关度计算来判定缩略语与全称的领域相关性中涉及到一个很关键的
问题，即术语扩展的范围的问题。因为领域内的术语往往是多种多样的，尽管可以通 过
WordNet 在一定程度上获取到同义词、上下位类词，但是还是会造成不少关系的缺失。因此，
我们进一步考虑通过共现的实体来进行相应的补充。如果某个实体缩略语及其全称在段落
内、句内有共同的共现的其它实体集合，如人物、机构、项目、会议等，则可以将其判定为
同一个实体。本项目主要通过文本中句内关系的识别，来构建共现实体间的关联关系对，从
而为实际的计算提供有效地支撑。共现实体的语义特征表示如下：
A_EntityCorpus: 获取缩略语所在的句中共现的其它实体（包含实体的语义类型）
，构建
共现实体集合；
F_EntityCorpus: 获取实体全称所在的句中共现的其它实体（包含实体的语义类型），构
建共现实体集合；
计算 A_EntityCorpus、F_EntityCorpus 的相似度，判定其中是否有重合一个或多个其它
实体。

1.3 实验算法流程
针对 1.1 的第一部分所分析的情况，由于有一定规律可循，而且由于篇章内的实体名称
在共现背景词、语义类别、共现术语与实体等方面都较难存在差异，因此在篇章内可以依靠
提取规范表达的全部或部分首字母、规范表达中的大写字母组合，与候选缩略语进行匹配，

计算相似程度。或者可以通过特殊位置标记来进行获取。由于特殊表达的情况很少，因此可
以通过辞典匹配的方式进行归并。而考虑到 1.1 的第二部分所分析的情况以及篇章间的情况，
可能出现语义类型等方面的不同，仅仅依靠语言学特征无法胜任，因此，还需要加入更多的
语义背景知识进行综合判定。结合 1.2 部分对各种语义知识的分析，项目组设计了分别针对
篇章内的缩略语识别规范与篇章间的缩略语规范设计了相应的缩略语规范识别算法。
一个待判定的标注
candiAnno

是

是否为单个分词

否

是否全部为大写字母

不含冠词的分词是否
均为大写字母

是

是

取同一标注类型的标注集合
sameTypeSet依 次 计 算 每 一 个
sameType如 下 取 值 与 candiAnno 的
相 似 度 : 所有大写字母组合
allUpper、所有首字母的大写组合
allFirst、部分首字母的大写组合
partFiret，取 最 大 相 似 度 值m a xL D

m a xL D 是 否 >=0.7
是
为candiAnno 添 加 规 范 表 达
及与该表达的相似度属性

取同一标注类型的标注集合
sameTypeSet依 次 计 算 每 一 个
sameType 如 下 取 值 与candiAnno 的
相 似 度 : 所有大写字母组合
allUpper 、所有首字母的大写组合
allFirst、部分首字母的大写组合
partFiret，取 最 大 相 似 度 值m a xL D

否

否

否

取同一标注类型的标注集
合sameTypeSet将candiAnno
依 次 与 每 个sameType 中 非
冠 词 、非 介 词 分 词 进 行 对
齐 操 作 ，计 算

m a xL D 是 否 >=0.7
是
为candiAnno 添 加 规 范 表 达
及与该表达的相似度属性

图 1 篇内缩略语处理的部分算法

图 2 篇章间缩略语处理的部分算法

否

不
再
处
理

2 针对别称及同一名称指代实体的规范问题
2.1 别称规范的各种关联现象分析
别称及同一名称指代实体的规范主要指的是两个不同表达的名词是否指代同一个实体
及两个相同表达的名词是否指代同一个实体的情况。在这里，由于缩略语共指的问题在第一
部分已经有所阐述，这里就不在说明。
1、人名名词共指：“explains Dr Erich Rome, coordinator of the MACS project…….. says
Rome”.名词共指，Dr Erich Rome---Rome.
2、同一名称的歧义：Present Bush。两篇文章中均出现 Present Bush 时，两个 Bush 是
否指代同一个 Bush 总统就需要阐明。

2.2 选用的特征集合
由于名称共指的情况比较复杂，而且从语言学上比较难以找到特别明显的特征，因此，
在这类任务的处理上将更侧重于语义背景知识的使用。
2.2.1 语言学特征组合
在语言学特征上，不同别称之间的关联主要体现在词性、词的句法功能以及词中关键词
的重叠部分。这类特征通过浅层的文本处理，包括自然语言处理、句法分析等，就可以获取
此类信息，在这里不再做更为详细的赘述。
这里的语义特征主要应该包括如下几类：语义类别，共现背景词、共现同义词、实体的
关键属性描述是否相同、具有关联关系的实体类别与名称；而语言学特征则包括：词性、词
的位置、句法功能、语法功能几类。
而针对同一名称的歧义，由于其往往涉及多篇文章，而其由于在表达、语义类型等方面
均无差异，因此需要考虑更多文章内的更多背景信息，要充分从语义和语用的角度充分进行
判断，语义方面的特征主要包括：共现背景词、共现同义词、实体的关键属性描述是否相同、
具有关联关系的实体类别与名称，而语用功能则要充分考虑共引、共链等信息，同时还要结
合领域相关性方面进行考虑。
2.2.2 基于语义类别与属性的语义特征
与缩略语不同，这里的实体名称在标注过程中往往可以加注更多的属性信息，如对人
物而言，可以利用词典或规则，标识出人物的性别、职称等信息，而对机构而言，则可以标
识出机构的性质，如实验室、公司、科研团队、咨询机构等，因此，本项目在实体识别阶段，
构建了大量的规则与词典，尽可能多地识别出标注内容的属性信息，以便获取更多的实体属
性信息。此外，项目还借助 Yago 等开放关联数据对识别出的实体进行了属性信息的补充标
识，以便扩充实体的属性信息。

2.2.3 基于共指模板的语义特征
通常而言，在文本中还存在一类表达特定语义关系的模式，即通过某些特殊表达将某两
个实体进行关联的模板，这种基于模板的方式往往在关系识别过程有着很广泛的应用。比如
通过 Hearst 模式表达式获取上下位类的关系。本项目通过对语料的分析，发现存在着如“also
called”
、
“which is named”、
“i.e”等一类的模板可以明确标识出共指对，因此，项目组将这
一类的模板进行整理收集，转换成相应的规则，在实际判定中，即判断待判定的两个实体名
称是否符合这样的模板，若符合，则直接生成共指对，若不符合，则需要进一步通过其它特
征进行判定。具体过程可设计如下：
（1）将待判定的两个实体名称与相应的模板一起构建相应的检索式，即构建
"candiAnno1""模板""candiAnno2",比如构建“strawberry bud weevil”
“also called”
“strawberry
clipper weevil”，提交给 Yahoo! Search API。这里需要注意检索策略的问题，通过实验表明，
选用“完整包含”的高级检索策略[52]，其返回结果的相关度大大高于普通检索。
（2）将 Yahoo! Search API 返回的检索结果下载到本地，过滤检索摘要，保留其中包含
检索式的完整句子。若存在完全匹配的此检索结果，则生成两者的共指对，若无，则不处理。
2.2.4 基于共现实体和基于共现术语集合的语义特征
共指模板是一种能准确定位共指对的语义方法，但毕竟在实际的文本中，此类表达少之
又少，模板也非常有限，因此，在进行实体名称规范时，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共现实体的语义
特征。这里的特征与在缩略语中的处理类型，共现实体的语义特征表示如下：
A_EntityCorpus: 获取缩略语所在的句中共现的其它实体（包含实体的语义类型）
，构建
共现实体集合；
F_EntityCorpus: 获取实体全称所在的句中共现的其它实体（包含实体的语义类型），构
建共现实体集合；
计算 A_EntityCorpus、F_EntityCorpus 的相似度，判定其中是否有重合一个或多个其它
实体。
与之相似的还有共现术语词的语义特征。

2.3 实验算法流程
针对上述的几个问题，本项目主要考虑从特征出发，项目组设计了相应的算法。图 3
展示了在利用语义特征部分的算法流程。

图 3 基于语义信息的实体规范算法流程

第三部分 实验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展示
在上述调研分析和算法设计的基础上，本项目结合需要获取的特征、系统的可扩展开发
便利性以及项目成员对开源系统的熟悉程度，以 Sheffield 大学提供的 GATE 为核心的基础
组件，加入 Stanford Parser、Yago 等开源工具和开源语料，开展相应的实验系统的开发，
形成了一个从基础的命名实体识别到实体名称规范的完整工具包，并将该工具包应用到了实
际的监测服务系统中，实现了两个实验应用：
（1）自动识别多领域的人物、机构、会议、地
理名称、奖项等实体，并将识别出的实体名称进行自动规范关联，便于进行重要机构、重要
人物、重要会议等的计算与判定。此外，按照本体的思想，以三元组的方式构建了一批实体
名称规范库，便于其它系统直接利用。
（2）自动识别并判定空天领域空天任务实验与设施的
全称与缩略语的关联，构建完整的 ISS 实验与设施的完整描述语料库，通过空天领域的监测
系统呈现不同学科、不同方向、不同任务编号所关联的 ISS 实验与设施的统计结果，一方面
便于用户直观地了解当前各种 ISS 实验与设施的分布变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为进一步
空天领域的其它应用提供了语料库。

1 实体名称规范工具包的开发
为验证第二部分提出的“基于语义的实体名称规范的特征模型及相关算法设计”的可行
性和有效性，本项目选用人工智能领域的相关文本资源进行实验，这一节将主要阐述实验的
技术框架、数据选择及实验的流程。

1.1 实验技术框架
经 过 比 较 ， 项 目 组 认 为 ， 谢 菲 尔 德 大 学 研 究 开 发 的 通 用 文 本 工 程 框 架 （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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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tecture for Text Engineering，GATE） 能很好地满足本实验的需求。
（1）本着简化语言工程系统开发流程的目标，GATE 构建了“算法＋数据＋图形用户界
面＝应用”的基本结构，按照此结构选用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和基于 JavaBean 组件的软件
开发方式，开发出一个核心库和一系列可重用语言工程组件（a Collection of REusable
Objects for Language Engineering，CREOLE）。每个 CREOLE 组件包括语言、处理和可视化
三类资源，资源参数存储于 creole.xml 文件中。用户可根据具体的技术解决方案，快速灵
活地定制、修改、扩展各组件。实验即要实现各技术解决方案实现相应的处理组件，这一框
架可为实验提供很好的基础。
（2）GATE 中本身包含了很好的自然语言处理底层基础，包括基础的分词、分句、词性、
词形标注等，同时提供了与其他第三方软件的良好接口，如 Stanford Parser、WordNet 等，
在实际实验中，项目组需要综合利用这些工具来获取对应的语言学或语义特征，这样为实际
的开发提供了很多便捷，项目组仅需要根据实验结果对相应的组件进行适当的修改即可，无
需在底层开发上投入更多精力。同时，GATE 中提供了一种模版匹配机制，即 JAPE 规则，这
些规则一方面可用于辅助标注命名实体，另一方面也可以用于识别出实体间的关联关系，如
概念定义式、共指式等简单的模式。依赖于这样的机制，实验中涉及模式构建的部分都只需
要关注基于特征的模式构建方式，而无需考虑规则的转换方式。
（3）GATE 提供标注的方式是将所有标注信息包括在一个 AnnotationSet 类中，该类包
括“type”和“feature”两个属性，前者提供标注的主要类型，后者包括了处理过程中不
断添加的实体特征信息，这些保存的特征信息将成为实体规范过程中的重要参考依据。
（4）GATE 采用 JAVA 语言开发，项目组成员对此比较熟悉，便于快速入手。
项目开展中，除了应用了 GATE 外，还加入了斯坦福大学开发的 Stanford Parser2工具
作为句法分析工具，基于此，构建句内的命名实体的共现关系对，形成两个命名实体间的关
系关联，用于构建基于共现的命名实体间关系的实体名称关系确认。为了获取更多的语义知
识，项目中也引入了 WordNet3工具，一方面用于获取相同语义类别的实体名称特征词，另
一方面用户获取上下位类、同义等关系。除此之外，项目组还将 Yago4开放关联数据作为语
料引入到了项目中，用于辅助实体的属性识别与匹配。

1.2 实验数据选择
为了检验技术解决方案，同时也为了获取方案中的最佳特征组合，项目组首先选择了适
当的小量实验数据（100 个网页新闻），主要是来源于 ScienceDaily 网站 Computers & Math5
栏目下的人工智能部分。作为互联网中在线杂志和科学、技术及医学相关的 Web 门户领导
者之一，ScienceDaily 包含了大量科技文献、科技新闻报道等非结构化文本资源。这些文本
中分布着大量的科研要素及其关系实例（如图 4）。选择这一资源，一方面可以提供科研要
素及其关系实例的训练语料，另一方面可也作为实验数据，检验技术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和有
效性，有较好的实验意义。由于网络数据在机器自动处理过程中会产生比较多的噪音，对后
续的实体识别和实体规范产生影响，因此，项目组人工预处理了这 100 个网页新闻，主要是
将网页新闻的主体部分（标题、摘要、附录信息）手工提取出来，并加注相应的标点符号，
以用于后续的实验处理。

图4

ScienceDaily 新闻示例

1.3 实验流程
实验中，项目组基于第二部分文档中提出的特征模型和算法方案，进行了实际的实验操
作。实验中，项目组主要参考了现有研究中对各种语义背景信息使用评价的结果，对实验中
所涉及的几种语义知识设定不同的贡献比重，从而构成最终的实验结果。具体实验中，分词、
分句和词性标注这几个自然语言处理步骤均借助 GATE 实现，这将为后续识别提供词性、词
形、词串等相关的语言学特征。
为了辅助语义关联的识别，项目组还收集整理了不同的人物职称、机构标识词（ 如
School、University、Institute、Lab 等）
，构建了相应的词典库，在这些中心标识词的基
础上，利用 WordNet 进一步进行扩展，收集整理其同义词，扩展中心标识词语料库。此外，
项目组还收集整理了相应的共指模板，如<i>also called<j>、<i>is named<j>等，依靠这
类共指模板来构建共指模板关系对，从而直接生成相应的共指对。其中，包括通过语料的训
练获取到的科研要素中心词 156 个，上下文特征词 103 个，模板对 10 个。为了充分利用 GATE
的 JAPE 规则，项目组通过对大量语料的半自动化学习，将部分上下文特征明显的关联关系
词直接作为筛选规则写入了 JAPE 规则中，在实体识别阶段，直接判定其是否共指。这一部
分主要用于篇章内的小部分共指识别，在这一部分，主要构件了 28 条规则。
除直接在实体识别阶段加入共指关联标识属性外，我们将实体识别过程中识别出的实体
语言学特征（词性、句法角色）
、语义类别、属性（如人物的性别、职称）
、与其它实体的关
系、上下文特征背景实词（主要留存与该实体位于同一句内，在该实体前后 4 个的窗口实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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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词、冠词等词通过停用词表进行筛除，选择 4 个窗口词主要是参考了 Wei Jiang 等人的研
究）存储在 SQL Server 数据库中。

1.4 实验结果的界面展示

图5

中间识别出的实体间关联关系示例

图 6 某篇测试文档的实体名称规范结果

1.5 实验结果的分析
在上文展示了实验结果基础上，本节将从总体统计及与人工标引结果对比两方面，展示
实验识别情况。本实验从 100 篇去噪后的新闻报道中共识别出 2104 个科研实体名称，其中
包含了 105 个缩略语。这些识别出的实体中主要包括人物、实验室、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科研项目、科研基金组织等几类。在基础语言学特征上，项目组分别从缩略语的规范和其它
别称的规范两个方面，进行了规范测试结果的讨论如表 1（说明：这里测试过程中排除了自
动的命名实体识别中识别不准确及未识别出的实体数量，仅考虑在已经识别出的科研实体名
称中规范的结果。即计算中，R 代表查全率，P 代表查准率，V 表示实验标识出的规范关联
数量，W 表示经过人工判断后正确的规范关联数量，Y 表示文档中应该有的准确的规范关联
数量。查全率的计算方法是：R=W/Y；查准率计算方法为：P= W/V；
）。

表 1 对缩略语规范加入特征及实验结果
任务

查全率

查准率

缩略语规范

90.8%

87.5%

其它别称规范

72.1%

66.7%

1.6 实验结果与解决方案的关连分析
从上述比较的结果可以看到，对缩略语的规范识别，实验和人工标注结果比较接近，查
全率和查准率较高。分析出现差异的部分与技术解决方法的关系，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1）对缩略语语义类型标注的错误导致缩略语规范的识别错误。例如“Johns Hopkin”
可为人名，可为学校名，在本次识别中，由于存在错误的语义标注的情况，导致相应规范关
联的遗漏和错误。
（2）部分词长过长的实体全称识别断裂导致的规范关联对的识别错误。本实验中存在
部 分词长过长的实体全程由于实验在未能完整识别，如 “ Human Language Technology
conference / North American chapter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nual
meeting”
，从而导致关联计算时阈值偏低而被排除，下一步研究中还需要针对此类问题进行
进一步的探讨。
受这些情况影响，缩略语的规范识别受到了一定影响，但实验结果已经能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缩略语识别规范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与缩略语的规范识别相对比，其它别称的规范识别查全率和查准率都偏低，除缩略语中
存在的原因外，在别称规范识别中还存在的问题还包括以下几个：
（1）实体关联关系识别的错误导致规范识别的关联错误。
（2）领域术语集合的相似度计算导致规范识别的关联错误。由于文本中自动识别出来
的领域术语在不同文档中不一致，在通过领域术语关联性计算两个实体名称的关联时，主要
是通过计算两个文档中领域术语的语义相似度来获取相应的阈值，在语义相似度计算中产生
的误差导致了规范识别的关联错误。
与当前的相关研究相比，本项目提出的设计方案所取得的查全率和查准率基本接近了
当前的主流测试效果，但是由于评测标准文本的不同（主流的评测主要是利用参加国际评测
会议时提供的测试文本进行查全率和查准率的对比，而本文是通过项目组人工标注的文本进
行评测），在实际的效果对比上无法也欠缺一些真实的比对。

2 该工具包在多个监测领域的应用展示
该工具包形成后，项目直接将其应用于科技自动监测服务项目中。在科技自动监测服务
项目中，该工具包一方面用于标识实体名称及其自动规范，最终支持从统计计算的角度获取
重要对象、热点对象等。另一方面，为人工规范提供参考。具体内容参加图 7、图 8 和图 9
所示。

图 7 领域监测服务中自动规范存储的部分数据

图 8 科技政策与战略领域已确认规范的部分实体界面展示

图 9 已确认规范的对象详细信息页面展示

3 空天领域 ISS 实验与设施的自动识别与规范应用展示
空天领域的 ISS 实验与设施对于分析空天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有重要参考作用，在空天
领域的监测中主要需要完成的是 ISS 实验与设施的全称与缩略语的关联识别任务。项目组针
对该任务进行了 ISS 实验与设施的自动识别与规范，在识别与规范过程中应用到的相关的研

究人员、资助机构及其相应的属性信息、学科信息、研究方向信息都得到了保存，构建了一
个完整的规范应用库，从而为空天领域 ISS 实验与设施的应用展示提供了很好的支撑。图
10 到图 13 分别展示了自动识别与规范后的 ISS 实验与设施；涉及的人员及其属性信息、学
科与研究方向信息等；基于这些实体名称所开展的实际应用。通过该实验，我们共处理了
1042 个 ISS 实验与设施，与 ISS 关联的人员共 2402 个，机构共 1907 个，学科共 6 个，研
究方向 48 个。

图 10 ISS 实验与设施

图 11 ISS 关联人员信息描述部分数据

图 12 ISS 关联学科与方向部分数据

图 13 基于 ISS 实验与设施的监测应用

4 项目构建的实体名称规范库展示
为了向其它服务提供有效的实体名称规范库语料支撑，项目组还基于多个领域的科技监
测服务的应用，构建了相应实体名称规范库。目前库中主要包含了人员、机构、会议、国家
地理名称等多种类型的实体名称及其相应的属性描述、规范表达、别称表达等内容，共含有
3221 条数据，随着监测应用的进一步推广，该数据量将不断得到累积，从而为其它服务提
供支撑。图 14 展示了该实体规范库中的部分内容。

图 14 实体规范库中的部分数据内容

5 总结
通过多个实际应用的测试，本项目提出的基于语义的实体名称规范方法具有可行性和有
效性，但本项目中的实体名称规范与实体名称识别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完整的文本
处理流程，需要存储应用到在实体识别过程中的多种信息，对于规范文档建设、情报分析中

单一的对某两个实体的规范场景应用有所限制，这也是本项目目前实际应用中的一个限制之
处，需要在下一步的研究中进一步拓展考虑对不同应用场景的普适性。另外，本项目对多种
类型语义知识的深入融合利用挖掘还不够，对各类型语义知识在实际环境中各自的贡献效果
没有分别进行实际的实验测评，主要是直接参考了现有相关研究中对各种语义知识的利用结
果来设定相应的阈值，实体规范的准确率尚需要进一步提高。

第四部分 本研究的不足与下一步工作
1 本研究的不足
本研究在开展过程中，主要基于监测项目开展了多种实证应用研究，但对于其他的应用
场景考虑不足，因此方法的实用性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在进一步考虑多种实证应用场景的基
础上，才能更有效地设计出比较独立的技术、方法、流程，从而为其它第三方应用提供更好
的共享资源。
此外，由于研究精力的限制，本研究着重于英文实体名称的规范方法研究，在中文方面
未有进一步的深入探索，这也限制了本研究的进一步应用。

2 下一步的工作
下一步工作中，将在本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基于我馆当前的规范文档构建、情报数据
清洗等实证应用工作，进一步深化方法，提升研究的实用性与普适应，在提升方法的效率基
础上，进一步设计出独立、灵活的可供第三方调用的资源库和软件包。同时，下一步研究中，
本项目将进一步扩展对中文实体名称规范的研究，从而进一步提升研究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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