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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供了应用
平台，同时也为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资
源和技术创新的源泉。

 本课程将面向互联网应用，选取依存句法分析、信
息抽取、观点挖掘和倾向性分析、问答系统等四个
研究方向，系统介绍其中的基本概念、主要方法、
最新研究进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发展趋势。

 目标：听者能够对以上几个研究方向有较为系统的
了解。



主要内容

 第一课 09:00-10:00 信息抽取

 第二课 10:20-11:30 观点挖掘和倾向性分析

 第三课 14:00-15:00 问答系统

 第四课 15:20-16:20 依存句法分析

 第五课 16:30-17:00 互动课



主要内容之间的关系

 信息抽取：以实体为中心的事实性信息的抽取

 观点挖掘和倾向性分析：主观性信息的抽取

 问答系统：信息抽取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结合的
应用

 依存句法分析：自然语言处理关键技术



第一课

信息抽取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



概述

 引言

 实体识别与抽取

 实体消歧

 关系抽取

 问题与挑战



引言

 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发展
 信息资源极大丰富

 但“信息过载”问题日趋严重

 迫切需要快速、准确获取信息的技术手段
 信息抽取技术应运而生

 文本信息抽取

 自然语言文本信息抽取



信息抽取与信息检索的区别 (1/2)

查找同 “恐怖
袭击”相关的

文档

互联网文档集

文本信息检索

www.google.com.hk



信息抽取与信息检索的区别 (2/2)

根据恐怖袭击相关的
文档列出某日发生的

恐怖事件

将恐怖袭击事件按照
发生地点进行归类

需要文本信息抽取技术做支撑



信息抽取定义

 信息抽取定义(Grishman, 1997)

 从自然语言文本中抽取指定类型的实体、关系、事件等事实
信息，并形成结构化数据输出的文本处理技术

 Making information more machine-readable (Wu, 2010)



信息抽取的目标示例
2011年4月11日17点16分，日本东北部的福岛和茨城地区发生里氏7.0级强烈
地震（震中北纬36.9度、东经140.7度，即福岛西南30公里左右的地方，震
源深度1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当局已经发布海啸预警震后约30分钟后在

日本海地区发生巨型海啸，同时造成福岛核电站出现核泄漏震后第十天，
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于日本政府反应迟钝进行了谴责

浅层地震

话题
日本地震

地震事件
名称：日本福岛地震
震级：7.0级
地区：日本福岛和茨城
震中：北纬36.9度，东经140.7度
震源深度：10km

性质：浅层地震

海啸事件
名称：日本海啸
时间：震后30分钟
地区：日本海
性质：巨型海啸

核泄漏事件
名称：日本核泄漏
时间：震后两天
地区：福岛核电站
影响范围：30平方公里
相关事件：切尔诺贝利

观点
持有者：国际原子能机构
对象：日本政府
原因：福岛核泄漏
倾向性：谴责

海啸

福岛核电站

国际原子能
机构

福岛



信息抽取的历史(1/2)

 信息抽取的研究最早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

 最早的信息抽取系统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面世，
由路透社研制的JASPER，用作向金融从业者
提供结构化的金融新闻



信息抽取的历史 (2/2)
 MUC（Message Understanding Conferences, 1987-1997）

 由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委员会DARPA资助

 主要是英文，后两届扩展到中文

 任务命名实体识别，共指消解，模板关系抽取等等

 ACE（Automatic Content Extraction, 1999-2008 ）
 由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IST主办

 2009起，ACE变成了TAC（Text Analysis Conference）的一项子任务

 英文、中文、阿拉伯文等

 任务命名实体识别，关系抽取，事件抽取等等

 TAC-KBP(Knowledge Base Population)子任务 (2009-今)

 实体链接、属性抽取



小结

 封闭语料开放语料：限定领域、新闻语料Web页面

 限定类别开放类别：有限类别的实体、关系、事件维基百科条目

 文本内信息抽取与真实世界关联

时间 评测阶段 任务 语料

1987-1993 MUC1-MUC5 命名实体识别，共指消解，模板关
系抽取等等

限定领域文本
(海军军事情报、恐怖袭击)

1995-1997 MUC6-MUC7 模板填充、命名实体识别、共指关
系确定等

限定领域文本
(人事职位变动、飞机失事)

1999 ACE-Pilot----

ACE-1

命名实体识别 新闻语料

2002 ACE2 命名实体识别、关系识别与描述等 新闻语料

2003-2007 ACE2003-

ACE2007
命名实体识别、关系识别与描述、

时间表达式识别、事件抽取等
新闻语料、对话语料

2009-2011 TAC1-TAC3 实体链接、属性抽取 新闻语料、Web页面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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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体识别与抽取

 实体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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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实体识别的任务

 识别出待处理文本中七类（人名、机构名、地名、时
间、日期、货币和百分比）命名实体

 两个子任务：实体边界识别和确定实体类别

   2011年 4月 11日 17点 16分，日本东北
部的福岛和茨城地区发生里氏 7.0级强
烈地震（震中北纬 36.9度、东经 140.7

度，即福岛西南 30公里左右的地方，
震源深度 1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当
局已经发布海啸预警震后约 30分钟后
在日本海地区发生巨型海啸，同时造
成福岛核电站出现核泄漏震后第十天
，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于日本政府反应
迟钝进行了谴责

2011年 4月 11日 17点 16分，日本东
北部的福岛和茨城地区发生里氏 7.0级
强烈地震（震中北纬 36.9度、东经 140

.7度，即福岛西南 30公里左右的地方，
震源深度 1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当
局已经发布海啸预警震后约 30分钟后
在日本海地区发生巨型海啸，同时造
成福岛核电站出现核泄漏震后第十天
，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于日本政府反应
迟钝进行了谴责



命名实体识别的特点

 时间、日期、货币和百分比的构成有比较明显的规律，
识别起来相对容易

 人名、地名、机构名的用字灵活，识别的难度很大

 内部结构复杂，形式多变对中文命名实体来说，情况
尤其如此
 人名： 杜甫、杜子美、子美、杜工部、李杜；

 机构名：北京百富勤投资咨询公司、北京大学附属小学、中国奥委
会、北师大二附

 上下文密切相关

 不同语境下，可能具有不同的实体类型；或者在某些条件下
是实体，在另外的条件下就不是实体

 彩霞、河南、新世界



命名实体识别的方法

 命名实体的内部构成和外部语言环境具有一些特征

 无论何种方法，都在试图充分发现和利用实体所在的
上下文特征和实体的内部特征

 考虑到每一类命名实体都具有不同的特征，不同类别
的实体适合用不同的识别模型
 人名：用基于字的模型描述其内部构成；

 地名和机构名：用基于词的模型描述

 不同类型的外国人名用字存在较大差别，如果按照人名的用字和构
成特点，把人名分成多个类别并分别利用不同模型进行识别，对于
提高人名识别的正确率是非常有益的

 利用序列标注工具计算特征权重
 MEMM、HMM、CRF



命名实体识别的评测

 国际会议：MUC、SigHAN、CoNLL、IEER 和ACE 

 MUC-6和MUC-7设立的命名实体识别专项评测大大推动了英语命
名实体识别技术的发展

 MUC-6和MUC-7还设立了多语言实体识别评测任务MET，对日语、
西班牙语、汉语等多种语言命名实体识别任务进行评测

 SigHAN从2003年开始举办第一届中文分词评测BAKEOFF，2006

年和2008年举行的BAKEOFF-3和BAKEOFF-4设立了命名实体识别
专项评测

 2003年和2004年举办的863计划“中文信息处理与智能人机接口技
术评测”中设立了中文命名实体识别评测任务



英文命名实体识别的技术水平

 英文：Language Technology Group Summary开发
的英语命名实体识别系统在MUC-7评测中取得第
一名，其准确率和召回率分别达到95%和92% 

（吴友政，2006）

 许多英语命名实体系统已经具备了相当程度的大
规模文本处理能力



汉语命名实体识别的技术水平

 参加MET-2评测的汉语命名实体识别系统对人

名、地名、机构名识别的最优性能指标（准确
率，召回率）只有(66%，92%)、(89%，91%)

和(89%，88%) （吴友政，2006）



汉语命名实体识别的技术水平：BAKEOFF-3

数据
来源

测试
类别

测试性能

P R F ORG-

F

LOC-F PER-F GPE-F

MSRC

（简）
Closed 0.8894 0.8420 0.8651 0.8310 0.8545 0.9009 ~

Open 0.9220 0.9018 0.9118 0.8590 0.9034 0.9604 ~

LDC 

（简）
Closed 0.8026 0.7265 0.7627 0.6585 0.3046 0.7884 0.8204

Open 0.7616 0.6621 0.7084 0.5209 0.2857 0.7422 0.7930

CITY

U

（繁）

Closed 0.9143 0.8676 0.8903 0.8046 0.9211 0.9087 ~

Open 0.8692 0.7498 0.8051 0.6801 0.8604 0.8098 ~

数据来源 简繁体类别 训练集规模 测试集规模

MSRC 简体 1.3M/63K（词/词次） 100K/13K（词/词次）

LDC 简体 632K（词） 61K（词）

CITYU 繁体 1.6M/76K（词/词次） 220K/23K（词/词次）

(Levow, 2006 )



汉语命名实体识别的技术水平：863

数据
来源

测试
类别

测试性能

ORG LOC PER

P R F P R F P R F

SXU   

（简）
开放 .646

4

.5741 .6081 .8702 .7843 .8251 .8138 .8847 .8478

CITYU

（繁）
开放 .398

6

.2532 .3097 .6839 .7004 .6921 .3986 .2532 .3097

数据来源 简繁体类别 训练集规模（词/

词次）
测试集规模
（字）

SXU 简体 NONE 约400K

CITYU 繁体 NONE 约400K



从评测结果看汉语命名实体识别
的技术水平

 在BAKEOFF-3 MSRC语料和BAKEOFF-3 CITYU语料上
的评测结果要好于BAKEOFF-3 LDC语料上的评测结果
以及863语料上的评测结果

 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BAKEOFF-3 MSRC和CITYU
评测提供了相当规模的训练集，而BAKEOFF-3 LDC只
提供了小规模的训练集，而863评测根本不提供训练集

 因为训练集和测试集在题材和体裁方面比较类似，可能
使得各个系统在BAKEOFF-3 MSRC语料和BAKEOFF-3
CITYU语料上的评测性能较高

 在真实的应用环境中，命名实体识别的性能会大打折扣



小结

 受限于训练语料规模，系统的自适应能力不强
 网页信息：不规范、存在很多噪音，有些根本就不构成

自然语言句子，因此通常的命名实体识别模型所依赖的
上下文特征发生了明显变化，使得识别性能剧烈下降

 类别数限定，不满足实际的应用
 摩托罗拉V8088折叠手机、第6届苏迪曼杯羽毛球混合

团体赛、胆结石腹腔镜手术等

 需要开放域实体抽取
 实体类型更多、更细，而且有些实体类别是未知、或者

是随时间演化的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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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体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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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抽取

 问题与挑战



开放域实体抽取
 不限定实体类别

 不限定目标文本

 任务：给定某一类别的实体实例，从
网页中抽取同一类别其他实体实例
 给出<中国，美国，俄罗斯>（称为“种子”）

 找出其他国家<德国，英国，法国……>

Input

Output



开放域实体抽取的主要方法
 基本思路

 种子词与目标词在网页中具有相同或者类似的上下文
 网页结构

 上下文

 Step1：种子词模板

 Step2：模板更多同类实体

 处理实例扩展问题的主流框架

 利用不同数据源（例如查询日志、网页文档、知识库文档
等）的不同特点，设计方法

种子 候选 结果
抽取器
(抽取模

板)

打分器
(计算候选
置信度)



开放域实体抽取的主要方法: Query Log 
(Pasca CIKM 2007)

 通过分析种子实例在查询日志中的上下文学得模板，
再利用模板找到同类别的实例

 联想笔记本 如何

 苹果笔记本 如何

 戴尔笔记本 如何

 构造候选与种子上下文向量，计算相似度



开放域实体抽取的主要方法: Web Page (Wang 

ICDM 2007) (1/2)

 Motivation

 处理列表型网页

 在列表中，种子与目标实体具有相同的网页结构



开放域实体抽取的主要方法: Web Page (Wang 
ICDM 2007) (2/2)

 爬取模块（Fetcher）
把种子送到搜索引擎，把返回的前100个网页抓取下来作为语料

 抽取模块（Extractor）
针对单个网页学习模板，再使用模板抽取候选实例

 排序模块（Ranker）
利用网页、模板、候选构造一个图，不仅可以考虑网页质量，还

可以考虑模板质量，使用Random Walk算法为候选打分并排序



开放域实体抽取的主要方法: 融合多个数据源
(Pennacchiotti  EMNLP 2009)

 针对不同数据源，选取不同特征分别进行实例扩展，
对结果进行融合
 6亿个网页

 1年的查询日志

 Wikipedia

 针对不同数据源选取不同的模板和特征

 使用不同特征计算候选的置信度
 结果融合



评价指标与技术水平
 针对实例扩展问题，目前缺少公认的评测，研究者在自己构建的数据

上进行测试

 Wang 2007在12个自制数据集的结果，

 由于实例扩展问题的开放性，使得没有很好的评价方法

 评价方法：以准确度为主，召回无法评价，覆盖度替代



小结
 针对不同数据源的特点设计方法，其针对性、灵
活性很强

 方法一般分为模板抽取和实例候选置信度计算两
个模块，两部分迭代进行，相互依赖

 以无监督的方法为主

 缺少公认的数据集或相关评测



概述

 引言

 实体识别与抽取

 实体消歧

 实体消歧任务定义

 基于聚类的实体消歧

 基于链接的实体消歧

 关系抽取

 问题与挑战



实体消歧定义

 命名实体的歧义指的是一个实体指称项可对应到
多个真实世界实体，例如，给定如下的三个实体
指称项“Michael Jordan ”
MJ1: Michael Jordan is a researcher in machine learning.

MJ2: Learning in Graphical Models: Michael Jordan

MJ3: M. Jordan wins NBA MVP.

MJ4 : Michael Jordan plays basketball in Chicago Bulls.

 在许多任务中，需要确定一个实体指称项所指向
的真实世界实体，这就是命名实体消歧



实体消歧分类

 基于聚类的实体消歧
 把所有实体指称项按其指向的目标实体进行聚类

 每一个实体指称项对应到一个单独的类别
MJ1: Michael Jordan is a researcher in machine learning.

MJ2: Research in Graphical Models: Michael Jordan

MJ3: M. Jordan wins NBA MVP.

MJ4 : Michael Jordan plays basketball in Chicago Bulls

 基于实体链接的实体消歧
 将实体指称项与目标实体列表中的对应实体进行链接实现消

歧
MJ4 : Michael Jordan plays basketball in Chicago Bulls



概述

 引言

 实体识别与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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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与挑战



基于聚类的实体消歧

基本思路
 同一指称项具有近似的上下文

 利用聚类算法进行消歧

 核心问题：选取何种特征对于指称项进行表示

 词袋模型(Bagga et al., 1998)

 语义特征(Pederson et al., 2005)

 社会化网络(Bekkerman et al., 2005)

 维基百科的知识(Han and Zhao, 2009)

 多源异构语义知识融合(Han and Zhao, 2010)



基于聚类的实体消歧:词袋模型
(Bagga et al., 1998)
 利用待消歧实体周边的词来构造向量

 利用向量空间模型来计算两个实体的相似度，
进行聚类

MJ1:  Michael Jordan is a researcher in machine
learning.

MJ1:  Michael Jordan plays basketball in Chicago Bulls

MJ1 researcher machine learning

MJ4 plays basketball Chicago Bulls



基于聚类的实体消歧: 语义特征
(Pederson et al., 2005)

 词袋模型，没有考虑词的语义信息

 利用SVD分解挖掘词的语义信息

 利用词袋和浅层语义特征，共同来表示指称项，
利用余弦相似度来计算两个指称项的相似度



基于聚类的实体消歧:社会化网络
(Bekkerman et al., 2005)
 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关系

 MJ（BasketBall）: Pippen, Buckley, Ewing, Kobe…

 MJ（Machine Learning）: Liang, Mackey, Wauthier…

 根据实体的同现关系建立实体关系图，并利用实
体在关系图中的拓扑结构进行人名消歧



基于聚类的实体消歧: Wikipedia

(Han CIKM 2009) (1/3)

 Wikipedia中相关实体具有链接关系

 这种链接关系反映条目之间的语义相关度

GlobalizationBank

Capitalism
Dependency 

theory

Illegal 

immigration
Trade

MasterCard

Overnight 

rate

World 

Bank
Mergers & 

Aquisitions

Assets 

inflation

Mixed 

economy

Debit card

Financial 

market

Automated teller 

machine

Human 

migration

European 

Union

Corporation

Accenture

Division of 

labour

Imperialism

Colonization



基于聚类的实体消歧: Wikipedia 

(Han CIKM 2009) (2/3)

 用实体上下文的维基条目对于实体进行向量表示
MJ1: Michael Jordan is a Researcher in machine learning.

MJ2: Research in Graphical Models: Michael Jordan

 利用维基条目之间的相关度计算指称项之间的相
似度（解决数据稀疏问题）

MJ1

MJ2

Researcher(0.42) Machine learning(0.54)

Graphic model(0.51)Research(0.47)

MJ1 Researcher Machine learning

MJ2 Research Graphic model



实验比较 (Han CIKM 2009) (3/3)

 使用WePS数据集测试

 使用结构化关联语义核的实体相似度能够提升
10.7%的消歧性能



基于聚类的实体消歧: 多源异构
知识 (Han ACL 2010) (1/3)
 仅仅考虑Wikipedia一种知识源，覆盖度有限

 多源异构知识的挖掘与集成
 知识源中存在大量的多源异构知识

 挖掘和集成多源异构知识可以提高实体消歧的性能

 Wikipedia

 用于捕捉概念之间的语义关联

 WordNet

 用于捕捉词语之间的语言学关联

 Web网页库

 用于捕捉命名实体之间的社会化关联



基于聚类的实体消歧:多源异构知
识 (Han ACL 2010) (2/3)
 多源异构知识的表示框架

 如何处理知识源的多源异构性

 提出了统一的语义知识表示模型

 结构化知识源中的显式语义知识都可以表示

成概念之间的语义关联

 使用基于图的表示模型有效表示

语义图



基于聚类的实体消歧:多源异构知
识 (Han ACL 2010) (3/3)
 实验比较

 使用WePS数据集测试

 使用多源知识能够有效提高消歧的准确度



基于聚类的实体消歧：评测(1/2)

 WePS： Web People Search Evaluation
 WePS1是SEMEVAL2007的子任务

 WePS2是WWW的一个workshop

 任务：Web环境中的人名消歧，即给定一个包含某个歧

义人名的网页集合，按照网页中人名指称项所指向的
人物概念来对网页进行聚类，以及抽取一个网页中关
于某个人的特定属性来辅助进行人名消歧

 评测方法



基于聚类的实体消歧：评测(2/2)

WePS 1 WePS 2



小结

 主要研究集中在实体指称项的语义表示

 已有工作大多是通过扩展特征，增加更多的知
识来提高消歧精度

 挑战

 消歧目标难以确定

 缺乏实体的显式表示



概述

 引言

 实体识别与抽取

 实体消歧

 实体消歧任务定义

 基于聚类的实体消歧

 基于链接的实体消歧

 关系抽取

 问题与挑战



实体链接的任务

 任务
 给定实体指称项和它所在的文本，将其链接到给定知识

库中的相应实体上



实体链接主要步骤

 主要步骤

 候选实体的发现
 给定实体指称项，链接系统根据知识、规则等信息找到实体指

称项的候选实体

 候选实体的链接
 系统根据指称项和候选实体之间的相似度等特征，选择实体指

称项的目标实体

实体指称项文本：Michael Jordan is 
a former NBA player, active 
businessman and majority owner of 
the Charlotte Bobcats.

候选实体：
Michael Jordan (basketball player)

Michael Jordan (mycologist）
Michael Jordan (footballer)

Michael B. Jordan
Michael H. Jordan

Michael-Hakim Jordan
Michael Jordan (Irish polotician)

…



候选实体发现

 如何根据实体指称项找出候选实体
 利用Wikipedia的信息

 利用上下文信息



利用Wikipedia信息获取候选实体

 利用Wikipedia中锚文本的超级链接关系
 Michal Jordan is a former NBA player

 利用Wikipedia中的消歧页面

 利用Wikipedia中的重定向页面



利用上下文获取缩略语候选实体
(Zhang IJCAI 2011)

 问题
 缩略语在实体指称项中十分常见，据统计，在KBP2009的测试数据，

在3904个实体指称项中有827个为缩略语

 动机
 缩略语指称项具有很强的歧义性，但它的全称往往是没有歧义的

 ABC和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 AI和Artificial Intelligence等

 在实体指称项文本中，缩略语的全称出现过

 解决方法
 利用人工规则抽取实体候选



候选实体链接

 如何进行实体链接

 基本方法：计算实体指称项和候选实体的相似度，选择相似
度最大的候选实体

 单一实体链接
 BOW模型 (Honnibal TAC 2009, Bikel TAC 2009)

 加入候选实体的类别特征（Bunescu et al., 2006）

 加入候选实体的流行度等特征（Han et al., 2011）

 协同实体链接
 利用实体之间类别的共现特征（Cucerzan, 2007）

 利用实体之间连接关系（Kulkarni et al., 2009）

 利用同一篇文档中不同实体之间存在着语义关联的特征（Han et al., 2011）



实体链接的基本方法 (Honnibal 

TAC 2009, Bikel TAC 2009)
 基于词袋子模型计算相似度

 将实体指称项上下文文本与候选实体上下文文本表
示成词袋子向量形式，通过计算向量间的夹角确定
指称项与候选实体相似度，系统选择相似度最大的
候选实体进行链接



类别特征 (Bunescu EACL 2006)

 动机
 候选实体的文本内容可能太短，会导致相似度计算的不准确

 加入指称项文本中的词与候选实体类别的共现特征

 方法
 训练SVM分类器对候选实体进行选择

 训练数据由Wikipedia中的超级链接获得

 所采用的特征

 文本相似度

指称项文本中词与候选实体

类别的共现信息

Williams has also composed 

numerous classical concerti, and he 

served as the principal conductor of 

the Boston Pops Orchestra from 

1980 to 1993 

John Williams (composer)

John Williams (wrestler)

John Williams (VC)

类别：music



实体流行度等特征（Han ACL 2011）

 动机

 传统的方法仅仅是计算实体指称项与候选实体的相似度，忽略了候
选实体的背景知识与先验信息，如实体本身的流行度，实体与指称
项的关系等

 方法

 考虑实体的背景知识，将实体的背景知识融入到实体链接的过程，
实体的背景知识和先验信息主要有

 实体e流行度P(e)，实体e在知识库中的频次

 指称项s指向实体e的概率P(s|e)

 c出现在实体e周围的概率P(c|e)



During his standout career at           ,  

also acts in the movie Space Jam .Jordan

Bulls

协同实体链接

•实体指称项与目标实体的语义相似度
•目标实体之间的语义相似度



协同学习策略

 动机
 同一篇文档中实体之间具有语义相关性

 利用Pairwise优化策略

 方法：
 利用实体类别重合度计算目标实体语义相似度（Cucerzan, 2007）

 利用实体之间连接关系计算目标实体语义相似度（ Kulkarni KDD 2009 ）

任意两个目标实体
之间的语义相关度

实体指称项到目标
实体的语义相似度



基于图的协同链接（Han SIGIR 2011）

 动机
 Pairwise策略只考虑两两关系，结果不是全局最优的

 采用图方法，全局考虑目标实体之间的语义关联

 方法： Referent Graph

 局部关系：指称项与实体之间的关系，即该指称项文本与实体文本的相似
度，由传统的VSM模型得到

 全局关系：利用目标实体之间的链接关系计算实体之间的语义相关度



实体链接评测 (1/2)

 TAC-KBP (2009-Now)：Entity Linking
 任务：将文本中的目标实体链接到Wikipedia中的真实概念，达到

消歧的目的

 评测方法：



实体链接评测 (2/2)

评测结果

2009评测结果

2009分实体类型结果

2010评测结果

2009 VS. 2010



小结

 目前实体链接方法主要是如何更有效挖掘实体
指称项信息，如何更准确地计算实体指称项和
实体概念之间的相似度

 由单一实体链接向协同实体链接发展

 难点：未登录实体的处理



概述

 引言

 实体识别与抽取

 实体消歧

 关系抽取

 关系抽取任务定义

 传统关系抽取

 开放域关系抽取

 问题与挑战



关系抽取的定义

 Alexander Schutz等人认为关系抽取是自动识别由一对概
念和联系这对概念的关系构成的相关三元组
 Example1: 比尔盖茨是微软的CEO

 CEO(比尔盖茨, 微软)

 Example2: CMU坐落于匹兹堡

 Located-in(CMU, 匹兹堡)

 高阶关系：Michael Jordan获得1997/98赛季的MVP

 Award(Michael Jordan, 1997/98赛季, MVP)



关系抽取分类

 传统关系抽取
 评测语料（MUC,  ACE, …）

 专家标注语料

 开放域关系抽取
 协作式知识库(Wikipedia, DBpedia, …）

 半结构化，高质量

 网络语料
 海量，噪音大

 查询日志
 长度短，用户行为信息



概述

 引言

 实体识别与抽取

 实体消歧

 关系抽取

 关系抽取任务定义

 传统关系抽取

 开放域关系抽取

 问题与挑战



传统关系抽取

任务

 给定实体关系类别，给定语料，抽取目标
关系对

评测语料（MUC, ACE, KBP）
 专家标注语料，语料质量高

 抽取的目标类别已经定义好

 有公认的评价方式



ACE抽取的目标关系列表



KBP抽取的目标关系列表

(Paul McNamee, 2009)



ACE(2005-2007)评测结果

(http://www.nist.gov/speech/tests/ace/ace05/doc/acee05eval_official_results_20060110.htm

http://www.nist.gov/speech/tests/ace/ace05/doc/acee05eval_official_results_20070402.htm)



KBP 2009 Slot Filling Track评测结果

(Paul McNamee, 2009)



传统关系抽取方法 (1/2)

 目前研究主要集中特征层面

 Zhou ACL 2005
 研究多种特征效果
 Words：两个指称项内包含的所有词，以及两个指称项之间的所有词

 Entity Type：两个指称项的实体类型（PERSON，ORGANIZATION，
LOCATION， FACILITY，GPE等）

 Mention Level：两个指称项分别是命名性、代词性还是名词性；

 Overlap：两个指称项之间的词数、指称项数，它们是在一个名词短语
内、动词短语内、还是介词短语内

 Dependency：在依存树中与每个指称项依存的词、词性和Chunk标记

 Parse Tree：在句法树中，连接两个指称项的路径上的非终极结点标记
序列



传统关系抽取方法 (2/2)

 Zhang et al，2006

 利用句子结构特征

 利用树核计算句子结构特征之间的相似度



小结

 受限于训练语料规模

 希望根据抽取目标自动生成训练语料

 采用非监督

 关系类别数限定，在实际应用中具有局限性

 需要开放域关系抽取
 关系类型更多

 抽取目标更丰富



概述

 引言

 实体识别与抽取

 实体消歧

 关系抽取

 关系抽取任务定义

 传统关系抽取

 开放域关系抽取

 问题与挑战



开放域关系抽取特点

 不限定关系类别

 不限定目标文本
 Web Page

 Wikipedia

 Query Log

 难点问题
 如何获取训练语料

 如何获取实体关系类别

 如何针对不同类型目标文本抽取关系



开放域关系抽取: Web Page (Banko 

IJCAI 2007) 
 TextRunner：利用宾州树库产生训练语料

 利用宾州树库和shallow parser产生训练语料，训练分类器用以对
网络上的语料做浅层关系提取

 利用搜索引擎返回用户输入论元相关的句子

 用shallow parser和分类器抽取出句子中和输入相关的三元组

Input

Output

TextRunner



开放域关系抽取: Web Page (Banko 

IJCAI 2007)
 利用简单的启发式规则，在

宾州树库上产生训练语料，
利用浅层句法提取一些特征，
训练分类器

 在网络语料上，找到后选句
子，提取浅层句法一些特征，
利用分类器，判断抽取的关
系对是否“可信”

 利用网络海量语料的冗余信
息，对可信的关系对，进行
评估

Self-Supervised
Learner

Single-Pass
Extractor

Redundancy Based
Assessor



开放域关系抽取: Wikipedia (Wu 

CIKM 2007)
 任务：在Wikipedia文本中抽取关系（属性）信息

 难点

 无法确定关系类别

 无法获取训练语料

 方法

 在Infobox抽取关系信息

 在Wiki条目文本中进行回标，产生训练语料

Wu's
Extractor

Input

Output



开放域关系抽取: Wikipedia (Wu 

CIKM 2007)

Its county seat is Clearfield. 

As of 2005, the population density 

was 28.2/km². 

Clearfield County was created on 1804 from 

parts of Huntingdon and Lycoming Counties 

but was administered as part of Centre 

County until 1812. 

2,972 km²(1,147 mi²) of it is land and 

17 km² (7 mi²) of it (0.56%) is water. 



开放域关系抽取: Query Log (Pasca 

WWW 2007)

 利用Query Log中实体、属性和关系词的共现信息
 联想 笔记本如何

 苹果 笔记本如何

 戴尔 笔记本售后如何

 联想 笔记本 售后服务点上海哪里有

 联想 CEO

 … …

 Input：目标类别的代表性实体，例如{联想，苹果，戴
尔}for 电脑厂商

 Output：排序后的目标类别的属性列表
 {笔记本，售后，ceo，…}for 电脑厂商



小结

 由识别到抽取

 规范文本有噪音、有冗余的海量网络数据

 限定类别开放类别

 难点：关系类别缺乏体系结构



概述

 引言

 实体识别与抽取

 实体消歧

 关系抽取

 问题与挑战



问题与挑战 (1/2)

 封闭走向开放
 训练语料限制传统信息抽取的发展

 大规模网络信息不仅提供丰富的语料资源，同时提供了
大量的抽取目标信息

 抽取与识别相结合

 更鲁棒的自然语言理解技术

 句法分析技术

 实体识别技术



问题与挑战(2/2)

 大规模信息抽取

 海量、分布式

 深层次的挖掘信息背后的语义信息

 不仅仅是抽取

 更需要理解
 将信息与客观世界的真实目标相联系

 结合知识库

 统计+约束



信息抽取评测

 MUC

 http://www.itl.nist.gov/iaui/894.02/related_projects/muc/

 ACE

 http://www.itl.nist.gov/iad/894.01/tests/ace/

 TAC

 http://www.nist.gov/tac/

 CONLL

 http://www.cnts.ua.ac.be/conll/

 Sighan

 http://www.sighan.org/



信息抽取资源

 Unsupervised Information Extraction

 SNOWBALL  [Agichtein & Gravano ICDL00]

 MULDER  [Kwok et al. TOIS01]

 AskMSR  [Brill et al. EMNLP02]

 Ontology Driven Information Extraction

 SemTag and Seeker  [Dill WWW03]

 PANKOW  [Cimiano WWW05]

 OntoSyphon  [McDowell & Cafarella ISWC06]

 Other Wikipedia Systems

 Yago   [Suchanek et al. WWW07]

 DBpedia   [Auer & Lehmann ESWC07]

 Wikipedia Reputation System   [Adler & Alfaro WWW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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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Thanks



第二课

观点挖掘与倾向性分析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



目录

第一部分：
 我们为什么需要观点挖掘与倾向性分析？

 什么是观点挖掘与倾向性分析？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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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

 文本信息主要包含两类
 客观性事实(Facts )

 主观性观点(Opinions)

 随着Web2.0的飞速发展以及Web3.0的兴趣，互
联网中出现大量的UGC数据，其中包含了大量
的观点信息
 博客、微博、商品评论、论坛…. 

 已有文本分析方法主要侧重于客观性文本内容
(factual information)的分析和挖掘



有什么用

 企业对观点挖掘和倾向性分析的需求
 Automatically find consumer sentiments and opinions (market 

intelligence)

 Capture public trends

 Capture commercial opportunity

 Online reputation management

 Precision Advertising

 普通用户对观点挖掘和倾向性分析的需求
 Helpful for purchasing a product

 Find opinions on political topics

 政府对观点挖掘和倾向性分析的需求
 Control the public opinions

 Monitor the public event



 观点：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具有明显的主观性，不同人
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存在差异

 倾向性：观点中所包含的情感倾向性

 观点挖掘与倾向性分析：从海量数据中挖掘观点信息，
并分析观点信息的倾向性

 非结构化结构化

定义

Sentiment analysis or opinion mining (in

Wikipedia) refers to a broad area of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text mining. Generally

speaking, it aims to determine the attitude of

a speaker or a writer with respect to some

topic.



例子

 外形

 电池

 屏幕

 操作

 通话质量

“我今年天让入手诺基亚5800，把玩不到24小时，目前感觉5800屏幕很
好，操作也很方便，通话质量也不错，但是外形有些偏女性化，不适合
男生。这些都是小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电池不耐用，只能坚持一天，
反正我觉得对不起这个价格。”



观点挖掘与倾向性分析相关任务

 观点及倾向性识别
 Sentiment Identification

 观点要素抽取
 Opinion Attribute Extraction

 Opinion Summarization 

 观点检索
 Opinion Retrieval



Sentiment Identification(1/2)

 Opinion Identification (Subjective/Objective)
 中美两方的代表就朝鲜核问题进行了磋商。(Objective)

 中方发言人就美国近期对阿富汗的行动进行了强烈的谴责 (Subjective)

 Polarity Classification (Positive/Negative/Neutral)
 这家餐厅总体来说还可以。(Neutral)

 但是价格偏贵，人均消费100块。(Negative)

 抛开价格的因素还是很不错的。(Positive)

 Strength Rating ( Sentiment Strength Identification)
 iPhone 的价格太贵了。(Strong against)

 iPhone 的价格有点贵。(Something to be bad)



Sentiment Identification(2/2)

 Word Level

 识别一个词的倾向性

 Feature Level (Aspect Level)

 识别一个Aspect的倾向性

 “这家餐厅价格偏贵，人均消费100块”价格

 Sentence Level

 识别一个句子的观点倾向性

 Document Level

 识别一篇文本（包含多个句子）整体的倾向性



Opinion Attribute Extraction

 Opinion Holder Extraction

 “中方发言人”就美国近期对阿富汗的行动进行了强烈
的谴责”

 在新闻语料中大量出现，通常为命名实体、名词性短
语或者术语

 在商品评论文本中很少出现

 Opinion Target Extraction

 “中方发言人就美国近期对阿富汗的行动进行了强烈的
谴责”

 “这款手机的屏幕太小，分辨率不足”

 术语、事件、实体等



Opinion Summarization

“I bought an iPhone a few days ago. 

It was such a nice phone. The touch 

screen was really cool. The voice 

quality was clear too. Although the 

battery life was not long, that is ok 

for me. However, my mother was 

mad with me as I did not tell her 

before I bought the phone. She also 

thought the phone was too expensive, 

and wanted me to return it to the 

shop. …” 

….

Opinion Summary:

Feature 1: Touch screen

Positive: 212

• The touch screen was really cool. 

• The touch screen was so easy to use and 
can do amazing things. 

…

Negative: 6

• The screen is easily scratched.

• I have a lot of difficulty in removing finger 
marks from the touch screen. 

… 

Feature 2: battery life

…



Opinion Retrieval

 根据用户的查询从文档中找出对于主题信息发
表了观点的文档

 主题相关并且具有主观倾向性

 Blog Search, Twitter, Forum……



应用



应用



应用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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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Sentiment Identification

 Opinion Mining

 Opinion Retrieval

 Resources and Evaluations



Sentiment Identification

 Word Level

 Sentence Level

 Document Level

 Others



Word Level Sentiment Identification

任务：

识别词语的情感倾向性，构建词典资源

方法：

基本思路：利于词之间的相似度进行扩展

 Dictionary-based approaches

 Corpus-based approaches



Dictionary-based Approaches (1/2)

 Hu (KDD 2004)

 利用词与词之间在WordNet中的同义、反义关系
对于情感词典进行扩展



Dictionary-based Approaches (2/2)

 Hassan (ACL 2010)，Kamps (LREC 2004)

 利用WordNet计算词之间的相似度，识别词的情感
倾向性

 根据WordNet，计算词之间的相似度，建立词之间的语义
图，边上的权重表示词之间的相似度

 利用图算法识别词的倾向性

 Random Walk (Hassan)

 Shortest Distance (Ka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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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us-based Approaches (1/2)

 Turney (ACL 2002)

 利用网络资源计算两个词之间的相关度（互信息）

 利用相关度识别词语的情感倾向性

 使用 ‘Near’ 算子 (AltaVista)



Corpus-based Approaches (2/2)

 建立领域情感词典 (Du WSDM 2010)
 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的领域情感词

 缺乏目标领域训练语料，利用其他领域的标注语料，一个领域迁移
的问题

 不仅仅考虑词与词之间的关系

 Word-Doci relation, Word-Doco relation

 利用Information bottleneck method (co-clustering)

 对于文档、词同时进行聚类



小结

 基本思路：利用词之间的相似度对于情感词典进行扩展
（Dictionary-based, Corpus-based）

 Pros:

 模型直观，易于计算

 Cons:

 利用词典或者大规模语料方法计算词之间相似性易产生噪音

 部分词语的倾向性与上下文相关，与主题相关

 屏幕大

 体积太大

 大部分方法只计算了形容词的倾向性，忽略了动词、形容词、名
词以及网络用语的情感倾向性

 小瘪三！

 做人不能CCTV



Sentiment Identification

 Word Level

 Sentence Level

 Document Level

 Others



Sentence Level Sentiment 

Identification
 任务：识别句子的情感倾向性

 “7.23动车追尾事故给铁道部一记响亮的耳光。”

 关键问题

 如何进行特征表示

 分类：

 Corpus-based approaches

 Lexicon-based approaches

 Combined approaches



与传统文本分类的区别

 Topic-based text categorization

 侧重于主题词特征

 “这款手机的屏幕太大了”  (科技、手机)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表示倾向性的词语更加重要. 

 “这款手机的屏幕好大了”  (主观、褒义)



Corpus-based Approaches：特征选择
(1/2)
 利用传统文本分类方法处理情感分类任务 (Pang 

EMNLP 2002)

 比较多种特征的效果

 Unigram、bigram、POS、Adj.、Position

 比较多个分类器性能

 SVM、Naïve Bayes、Maximum Entropy



Corpus-based Approaches：特征选择
(2/2)

 比较各种特征选择方法在情感分类中的效果 (Li  ACL 

2009)

 DF、MI、IG、CHI、BNS、WLLR、WFO



Corpus-based Approaches: Polarity Shift 

(1/2)

 Polarity Shift

 多样语言现象造成的句子内部词的倾向性转移

 “整个店面的装修不是很漂亮”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减少学习错误？

 方法

 在句子中检测出Polarity Shift

 判别句子倾向性时对于Polarity Shift专门处理



Corpus-based Approaches: Polarity Shift 

(2/2)

 Polarity Shift的检测

 利用上下文信息

 词典信息 (Ikeka IJCNLP 2008)

 特征选择 (Li Coling 2010)

“整个店面的
装修不是很漂
亮”

漂亮

“不是 很”
 Polarity 

Shift

Shift Detector



Corpus-based Approaches：上下文影响
(1/2)

 上下文的影响

 句子的倾向性与句子所在上下文密切相关

 分类任务-> 序列标注任务

“1）这是一个挺不错的电影院。2）因为优惠很多，来的人还
是比较多的，于是带起了时代广场地下一层的餐饮。3）虽然硬
件条件虽说赶不上星美，但也服务是不错的了。4）同时看电影
院周围有商场，电影开演之前可以逛逛商场。5）总之，这里已
经成为我和老公的定点影院了。”



Corpus-based Approaches：上下文影响
(2/2)

 Yi (ICML 2006) and Zhao (EMNLP 2008)

 将篇章中每个句子看作是一个序列上的点

 利用CRFs进行学习和标注

句子1 句子2 ……. 句子n-1 句子n

X



Corpus-based Approaches:上下文+标

记间冗余关系
 Zhao (EMNLP 2008)

 情感倾向性标记之间具有冗余关系

 多任务联合处理

 主客观分类、褒贬分类、强度分类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Subjective

Negative

Strong 
Aversion

Need 
Improvement

Positive

Something 
good

Highly 
Praised

Objective

Objective

Objective





Lexicon-based Approach (1/2)

 利用句子中词的倾向性来确定句子的倾向性

 关键问题：词的倾向性识别

 Turney (ACL 2002)

 Step1: POS and select sentiment phase by patterns

 Step2: Use PMI to compute the phase sentiments

 Step3: Compute average sentiment of all phases in a sentence

 Car: 84%, Banks 80%, Movies 65.83%, Travel 70.53%

 Taras (COLING 2008)

 句子、词的情感倾向性联合识别

Sentence Sentiment 
Identification

Sentiment Lexicon 
Enlarge



Lexicon-based Approach (2/2)

 自学习方法 Qiu (CIKM 

2009)

 利用词典信息产生初始标注

 利用置信度高的样本作为训
练集，训练分类器

 利用启发式规则对于多个分
类器进行集成



Combined Approaches (1/2)

 利用词典信息对于结果进行Refine，主要解决训练
语料不足的问题

 分类器集成 (Melville KDD 2009)

 分别用语料和词典训练两个NB分类器

 对于分类器进行集成

分类器1训练语料

词典 分类器2

集成



Combined Approaches (2/2)

 Semi-supervised Clustering (Li ACL 2009)

 建立文档与词的共现矩阵

 训练Matrix Factorization Model (cluster-based 

learning approach)

 利用少量的标注语料以及词典的先验知识，同时对
于未标注样本进行标注

只用词典信息

使用少量标注语
料以及词典信息

Term-Doc 
Matrix

F: Term-Class Matrix

G: Doc-Class Matrix

S: Condensed View of X

Prior 
Knowledge in 
Lexicon

Prior 
Knowledge in 
Labeled Data



小结

 Corpus-based VS. Lexicon-based

 基于训练语料的监督学习方法受到领域限制，需要对于
每个领域都进行人工训练语料的标注

 基于词典的无监督方法具有领域独立性，但是缺乏领域
词典，因此效果不如监督学习的方法

 结合两方面的优势

 结合句子现象，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

 比较句
 诺基亚5800比5230更超值

 否定词

 …



Sentiment Identification

 Word Level

 Sentence Level

 Document Level

 Others



Document Level Sentiment Identification

 任务：识别篇章整体观点倾向性

 绝大多数方法与句子级别方法类似

 特征+分类器

 关键问题

 多观点倾向性：一篇商品评论中可能包含对于商品多方
面的观点，每个观点的倾向性也可能不同，如何识别篇
章整体的观点倾向性
 按照句子划分

 按照主题划分

诺基亚5800屏幕很好，操作也很方便，通话质量也
不错，但是外形偏女性化，而且电池不耐用，只能
坚持一天，价格也偏贵，反正我觉得不值。



基于句子划分 (1/2)

 篇章中的客观句子对于篇章整
体的观点倾向性没有意义
(Pang ACL 2004)

 利用图算法从篇章中识别出观点
句，剔除客观句

 只利用观点句来识别篇章整体的
观点倾向性



基于句子划分(2/2)

 考虑篇章中每一个句子对于篇章整体倾向
性的贡献 (McDonald ACL 2007)

 句子级倾向性识别与篇章级倾向性识别一体化

 考虑句子的上下文特征

 结构化CRFs模型



基于主题的划分

 Lin (CIKM 2009), Mei (WWW 2007)

 篇章整体的观点倾向性是篇章中针对每个子主题
的观点倾向性的集成

 篇章主题信息与观点信息协同挖掘



小结

 篇章级观点倾向性识别仍然可以看做是一
个text categorization 任务

 如果仅仅是用词袋子模型，那么document level

与sentence level在处理方法上没有区别

 主要问题在多观点混合问题

 篇章中局部观点与整体观点具不一致



Sentiment Identification

 Word Level

 Sentence Level

 Document Level

 Others

 跨语言观点识别与分析

 领域适应性



Cross-lingual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任务
 缺乏训练数据
 利用其他语言资源
 借鉴跨语言文本分类方法

 方法
 借助于翻译系统

 比较不同翻译系统的作用
(Wan EMNLP 2008)
 利用不同的集成策略

 采用多视角学习策略
(Wan ACL 2009)
 不同语言看做是样本的不同视角

(Co-Training)



Sentiment Transfer (1/2)

 问题

 不同领域的情感倾向性具有差异性

 同样的词在不同的领域的情感倾向性不同
 Screen is big (positive)     Phone’s size is big (negative)

 不同领域的用词不相同
 Car domain: faster, power,…..

 Phone domain: colorful, 

 传统统计机器学习假设：训练数据与预测数据具有相同
的分布

 训练语料规模有限
 需要其他领域的标注数据

ClassifierOut domain 
data

In domain 
data



Sentiment Transfer (2/2)

 方法 (两类)
 Instance view

 假设：不同领域的数据的特征表示一致，数据分布不同
 方法：调节样本的权重
 Jiang (ACL 2007), Dai (AAAI 2007)

 The weight of the similar out-domain instances

 The weight of the unlike out-domain instances

 Feature representation view
 假设：不同领域的数据的特征表示不一致
 方法：统一特征表示
 Blitzer (ACL 2007), Liu (CIKM 2009), Pan (WWW 2010)

 Select pivot features in two domains

 Using pivot features to representation other features

 Different data are represented in a unified feature space

 Different features can corresponds



内容

 Sentiment Identification

 Opinion Mining

 Opinion Target Extraction

 Opinion Holder Extraction

 Opinion Retrieval

 Resources and Evaluations



Opinion Target Extraction (1/4)

 任务：抽取观点评价的对象
 中方发言人就美国近期对阿富汗的行动进行了强烈的谴责。（新闻）

 iphone4的屏幕简直太酷了！（商品评论）

 Product Feature: 商品、商品属性、商品的部件、商品部件的属性
(Popescu EMNLP 2005)

 不是所有的商品属性都是平价的对象

 诺基亚C1的屏幕尺寸有1.8寸。

 iphone的价格太贵了



Opinion Target Extraction (2/4)

 迭代抽取 (Liu KDD 2004, Liu 

WWW 2005)

 商品属性词与评价词在评论文本
中共同出现

 商品属性词分为两类
 Frequent与Infrequent

Step 1: Frequent features extraction

Step 2: Opinion word extraction

Step 3: Infrequent features extraction

Step 4: Summarization

Product 
Features

Opinion 
Words



Opinion Target Extraction : 句法结构
(3/4)
 利用属性词与评价词之间的依存句法关系 (Popescu 

EMNLP 2005, Qiu IJCAI 2009)



Opinion Target Extraction: 监督与半监督
(4/4)

 监督学习方法 (Li COLING 2008)

 看作序列标注任务

 利用CRFs进行标注

 半监督学习方法 (Wang IJCNLP 

2008, Zhu CIKM 2009)

 采用Bootstrapping策略

 使用少量标注的种子词

 利用属性词与评价此词之间的关联关
系进行迭代抽取

Features Opinion Words



小结

 基本思路
 迭代抽取

 难点问题
 “属性词-评价词”搭配关系的抽取
 商品名识别
 同义词问题

 体积、大小、尺寸…..

 Implicit 属性词抽取
 太漂亮了（外观）

Product 
Features

Opinion 
Words



Opinion Holder Extraction

 基本思路(Kim AAAI 2005)

 命名实体识别

 人名、机构名

 句法结构特征

 Convolution Kernel

 分类或者序列标注

 SVM, Naïve Bayes, CRFs

 需要指代消解



内容

 Sentiment Identification

 Opinion Mining

 Opinion Retrieval

 Resources and Evaluations



Opinion Retrieval

 任务：

 从海量文本中根据查询找到观点信息

 根据主题相关度(topic relevance)与观点倾向性
(opinion relevance)对于结果进行重排序
 Topic relevance: traditional retrieval

 Opinion relevance: opinion identification

 关键问题

 找到Topic relevance score与Opinion relevance score

的折中



Generative Model

 基于词的观点检索模型 (Zhang SIGIR 2008)

 产生式模型

主题相关

Topic 

Relevance

Opinion 

Relevance

S：观点信
息(观点词)



Unified Relevance Model

 查询词扩展(Huang CIKM 2009)

 查询中往往没有观点词
 7.23事件

 需要对于查询进行扩展(添加观点词)

 与查询独立的观点信息扩展
 词典信息

 标注的倾向性语料中进行统计

 与查询相关的观点信息扩展
 从用户的反馈数据中得到

 混合模型

Topic 

Relevance

Query 

independent 

sentiment 

expansion 

Query 

dependent 

sentiment 

expansion 



Sentence-based Opinion Retrieval

 面向句子级观点检索文本表示 (Li ACL 2010)

 传统的词袋子模型不能很好表示文档中的观点信息

 利用topic-sentiment pair 表示每一个句子

 采用窗口共现策略抽取pair

 利用HITS算法来计算每个pair在篇章中的权重



内容

 Sentiment Identification

 Opinion Mining

 Opinion Retrieval

 Resources and Evaluations

 资源：词典、语料

 评测：评测会议



Resources: Lexicon (1/2)

 English
 General Inquier (http://www.wjh.harvard.edu/∼inquirer/)

 Manually labeled terms (positive, negative)

 SentiWordnet (http://sentiwordnet.isti.cnr.it/)
 Extend from WordNet

 Each synset is automatically labeled as P, N, O

 OpinionFinder’s Subjectivety Lexicon 
(http://www.cs.pitt.edu/mpqa/)
 Subjective words provided by OpinionFinder

 Taboada and Grieve’s Turney adjective list
 Available through Yahoo SentimentAI group. 1700 words

 IBM Lexicon
 1,267 positive words and 1,701 negative words (Melville 2009)

http://sentiwordnet.isti.cnr.it/
http://sentiwordnet.isti.cnr.it/
http://www.cs.pitt.edu/mpqa/


Resources: Lexicon (2/2)

 Chinese

 Hownet (http://www.keenage.com/html/e_index.html)

 正面情感、负面情感、正面评价、负面评价、程度级别、
主张词语6个子集

 NTU Sentiment Lexicon 

(http://nlg18.csie.ntu.edu.tw:8080/opinion/userform.jsp)

 List the polarities of many Chinese words

http://www.keenage.com/html/e_index.html
http://nlg18.csie.ntu.edu.tw:8080/opinion/userform.jsp


Resource: Corpus (1/2)

 English
 MPQA (http://www.cs.pitt.edu/mpqa/databaserelease/)

 535 news articles (subjective, objective; P,N,O)

 Movie review data (http://www.cs.cornell.edu/people/pabo/movie-review-data/)

 IMDB

 Document level 2000

 Sentence level 5000

 Custom review data (http://www.cs.uic.edu/∼liub/FBS/CustomerReviewData.zip)

 Product reviews (Product features, P,N)

 Multi product reviews (http://john.blitzer.com/software.html)

 Book, Electronic, Kitchen, DVD

 2000 in each domain

 TREC Blog corpus (http://trec.nist.gov/)

 Blog data

 3,000,000 Webpages

 Multiple-aspect restaurant reviews

 4,488 reviews

 Each review labeled as 1-5 stars

http://www.cs.pitt.edu/mpqa/databaserelease/
http://www.cs.cornell.edu/people/pabo/movie-review-data/
http://john.blitzer.com/software.html
http://john.blitzer.com/software.html
http://trec.nist.gov/


Resource: Corpus (2/2)

 Chinese
 NTCIR (http://research.nii.ac.jp/ntcir/)

 Multilingual news articles

 COAE商品属性语料
 口碑网，it168，
 494 document, 5 domains

 中文情感挖掘语料
 Positive, Negative

 10,000

 Zagibalov (http://www.informatics.sussex.ac.uk/users/tz21/)
 Phone reviews

 1,158 positive and 1,159 negative

http://research.nii.ac.jp/ntcir/
http://www.informatics.sussex.ac.uk/users/tz21/


Evaluation

 TREC Blog Track (start from 2006)
 Task: Opinion Retrieval and Polarity Identification

 Corpus: 3,000,000  English webpages

 NTCIR 
 Task: 

 Topic Relevance

 Opinion identification

 Polarity Identification

 Opinion Holder extraction

 Opinion Target extraction

 Corpus: news articles (English, Chinese, Japanese, Korea)

 Chinese (COAE 2008, 2009)
 Task:

 Words level (sub/obj, positive/negative)

 Documents level (sub/obj, positive/negative)

 Opinion Target extraction

 Opinion Retrieval

 Corpus: Chinese



目录

 第一部分：

 我们为什么需要观点挖掘与倾向性分析？

 什么是观点挖掘与倾向性分析？

 第二部分：

 如何进行观点挖掘与倾向性分析？

 任务、方法、资源、评测

 第三部分：

 问题与挑战



观点信息应该如何表示？

An opinion is a quintuple (Liu Handbook in NLP)

(oj, fjk, soijkl, hi, tl),

where 

oj is a target object.

fjk is a feature of the object oj.

soijkl is the sentiment value of the opinion. soijkl is +ve, -ve, or 

neu, or a more granular rating. 

hi is an opinion holder. 

tl is the time when the opinion is expressed. 



Challenge: Sentiment Identification(1/4)

 Sentence Level

 如何对于一个句子中的观点信息进行表示？

 BOW 模型？句法结构？

 What is different with topic-based categorization

 一些特定的句法现象

 Polarity Shift (否定、转折…..)

 Comparative Sentence

 数据稀疏问题, 如何特征扩展

 微博、产品评论



Challenge: Sentiment Identification(2/4)

 Word Level

 如何对于词的领域性进行区分
 Independence word 

 好、坏、轻松、迅速……

 Topic depended word

 大（屏幕大，体积大）

 高（个子高，温度高）

 名词、动词也具有倾向性

 “这家餐馆不会再来了”

 “坑爹啊”

 “”



Challenge: Sentiment Identification(3/4)

 Feature (Aspect) Level

 Product Feature Extraction

 Explicit Feature: 这款手机的屏幕很漂亮。（屏幕）

 Implicit Feature: 这款手机太大了。（体积）

 Feature Grouping

 屏幕：LCD、屏幕、显示屏…..

 Feature-based Sentiment Identification

 Word matching + Word level sentiment identification

 “诺基亚5800个头很大”。

 句法分析？面对口语化文本似乎力不从心



Challenge: Sentiment Identification(4/4)

 Document Level

 多观点混合问题

 很难精确地确定篇章的倾向性由哪个句子决定

 不一定是多数制胜

 Sentiment Rating

 不同用户，不同尺度

“诺基亚5800屏幕很好，操作也很方便，通话质量也不错，外形
还可以，但是电池太不行了，只能坚持一天，反正我觉得不值。”



Challenge: Others

 观点检索
 Re-Rank路线

 Score = lamada*TopicRelevence + (1-lamada)*OpinionScore

 能否有独立的模型框架

 更宽广的应用：微博

 观点Spam

 内容、网页结构、用户行为

 观点信息是动态变化的
 时间、地点

 观点分析与应用紧密结合
 推荐系统

 广告投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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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问答系统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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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系统概述: 定义

 Marybur, AAAI 2003

 Question Answering (QA) is an interactive human computer process that

encompasses understanding a user information need, typically expresses in a

natural language query; retrieving relevant documents, data, or knowledge

from selected sources; extracting, qualifying and prioritizing available answers

from these sources; and presenting and explaining responses on an effective

manner;

 定义
 输入：自然语言的问句，而非关键词的组合

谁获得198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输出：直接答案，而非文档集合

约瑟夫·布罗茨基



QA在自然语言理解中的作用

 美国认知心理学家G.M.Ulson认为，判别计算机理解自然语
言的4个标准是：QA、Summarization、Paraphrase和MT。
计算机只要达到以上标准之一，就认为它理解了自然语言

 自然语言理解：词语层面、句子层面、篇章层面、篇章之
间、语言之间的基本问题，在QA中都会出现。另一方面，
QA和信息检索密切相关，信息检索中的基本问题在QA中
也同样存在

 QA是自然语言理解研究人员追求的目标之一，它的研究会
带动自然语言理解的发展

 QA研究本身也有重要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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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系统概述: 发展历史(1/7)

 1950年，A. M. Turning 提出“图灵测试”

 一个人在不接触对方的情况下，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
和对方进行一系列问答。如果在相当长时间内，他无法
根据这些问题判断对方是人还是计算机，那么，就可以
认为这个计算机具有同人相当的智力，即这台计算机是
能思维的。

理想模型



问答系统概述: 发展历史(2/7)

 基于知识推理的问答系统
 主要特点：答案或者从知识库中检索得到，或者在知识库上经

过推理得到
 代表性系统：

 自然语言界面的专家系统：如：MIT开发的数学符号运算系
统MACSYMA (1960年左右)

 基于本体的问答系统: 如：陆汝钤院士主持开发的Pangu 
(2000年)

对话者：“动物园有一头黑熊死了。”
计算机：“黑熊是怎么死的？”
对话者：“据说黑熊是吃塑料袋死的。”
计算机：“准是哪个不文明的游客投进去的。”



问答系统概述: 发展历史(3/7)

 基于知识推理的问答系统

 优点：
 性能良好，对于用户提出的许多问题，回答准确，具有一

定的推理能力

 缺点：

 人工建设知识库非常困难，知识库规模有限，领域有限

 如果用户的问题超出了知识库的范围，系统性能很差



问答系统概述: 发展历史(4/7)

 问答式检索系统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方便地从网络上获取信息

 搜索引擎为人们的信息获取提供了可能，但搜索引擎无法清楚
表达人们的信息需求意图，返回的信息太多

 为了克服搜索引擎的不足，问答式检索系统应运而生

 主要特点：利用信息检索以及浅层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从大规模
文本库或者网页库中抽取出答案

 代表性系统：

 MIT开发的Start(http://start.csail.mit.edu/)

 Umass开发的QuASM(http://nyc.lti.cs.cmu.edu/IRLab/11-743s04/)

 Microsoft开发的Encarta(http://encarta.msn.com/)



问答系统概述: 发展历史(5/7)

 问答式检索系统

 优点：
 相对于基于知识推理的问答系统而言：不受知识库规模限制，

不受领域限制，更加接近真实应用需求

 相对于传统的搜索引擎而言：问答式检索系统接受的是自然语
言形式的提问，由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应用，对用户意图的
把握更加准确，呈现给用户的答案更加准确

 缺点：
 目前问答式检索系统仅能处理有限的简单问题，如Factoid问题、

List问题等

 而用户的提问是复杂多样的



问答系统概述: 发展历史(6/7)

 问答式检索系统
 缺点：

 答案类型集中于实体、定义等优先类别，后来TAC-QA扩

展了观点类别，但是很多用户需求是没有明显类别的，目
前的问答式检索系统还很难处理

仅根据提问本身是
无法确定其类型的

(吴友政 博士论文 2006)



问答系统概述: 发展历史(6/7)

社区问答系统：
 随着Web2.0 的兴起，基于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的互联网服务越来越流行，社区问答系统
应运而生，为问答系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

 用户可以提出任何类型的问题，也可以回答其它用户的
问题，通过问答方式来满足人们的信息查找和知识分享
需求

 代表性系统：

 英文：Yahoo! Answers等

 中文：百度知道、新浪爱问等



知识推理系统 问答式检索 社区问答

数据源规模 小规模 大规模 大规模

数据源质量 没噪 噪声较小 有噪

查询类型 受限制 受限制 不受限制

社会性 无 无 有

典型应用 专家系统 事实性问答 一般性问答



小结

 在知识工程、互联网以及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推
动下，问答系统取得了一定进展

 数据源：从限定领域向开放领域发展，从小规模向海量
发展

 提问类型：从受限类型向开放类型发展

 参与者：领域专家到普通用户，门槛越来越低

 知识贡献：从个人独享到大众知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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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式检索评测

 目前的评测都是面向大规模文本库的开放域问答式检索

 评测现状

 美国：TREC (Text Retrieval Conference)

 NIST, DARPA

 日本：NTCIR (NII-NACSIS Test Collection for IR Systems) 

Project

 欧洲： CLEF (Cross-Language Evaluation Forum)

 欧洲语言，单语言，跨语言

 中国：有一些问答资源，但是还没有组织过评测



TREC—QA Track评测任务(1/2)

 1999年TREC-8到2007年TREC-16，QA评测进行了9届, 
评测任务主要包括：
 Factoid任务：测试系统对基于事实、有简短答案的提问的处

理能力。而那些需要总结、概括的提问不在测试之列
 Where is Belize located？ （ √ ）

 如何办理出国手续？如何赚钱？ （ ×）

 List任务：要求系统列出满足条件的几个答案
 Name 22 cities that have a subway system.

 List the names of chewing gums.

 Definition任务：要求系统给出某个概念、术语或现象的定义
和解释

 What is SARS ?



TREC—QA Track评测任务(2/2)

 Context任务：测试系统对相关联的系列提问的处理能力，
即对提问i的回答依赖于对提问j的理解
 a. 佛罗伦萨的哪家博物馆在1993年遭到炸弹的摧毁？

 b. 这次爆炸发生在那一天？

 c. 有多少人在这次爆炸中受伤？

 Passage任务：对答案的要求偏低，不需要系统给出精确答
案，只要给出包含答案的一个字符序列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自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１９９４年
底止，我国已经同世界上的约１６０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
还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关系和文化往来



TREC-QA评测 (评测指标)

 TREC QA Track的评测指标主要有平均排序倒数（Mean Reciprocal 

Rank，简称MRR）、准确率（Accuracy）、CWS（Confidence 

Weighted Score）等

 MRR：

 如果标准答案存在于系统给出的排序结果中的多个位置，以排序最
高的位置计算；如果标准答案不在系统给出的排序结果中，得0分。
N表示测试集中的提问个数

 CWS：

 N表示测试集中的提问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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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TREC-QA评测的难度逐渐增加，涉及到的自然语言
处理技术也越来越复杂

 TREC-QA评测的任务类型非常有限。据统计，仅占
提问总数的40%左右(吴友政博士论文 2006)

 TREC-QA评测从英语逐渐向多语言发展

仅占40%左右 仅根据提问
本身是无法
分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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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式检索方法

 信息检索 + 信息抽取

 信息检索 + 模式匹配

 信息检索 +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基于统计翻译模型的问答技术



信息检索 + 信息抽取
 方法描述：从问句中提取关键词语，用信息检索的方法找

出包含候选答案的段落或句子，然后基于问答类型用信息
抽取的方法在这些段落和句子中找出答案
 检索过程: 段落或者句子级排序，利用不同类型关键词的加权组合

 答案抽取过程：根据问答类型从排序后的段落或句子中抽取答案

 特点:

 优点：技术相对成熟，易于开发

 缺点：准确率一般，不能推理

 代表系统：新加坡国立大学Hui Yang的系统(Yang TREC 

2002)



信息检索 + 模式匹配(1/2)

 方法描述：

 基本思想：对于某些提问类型（某人的出生日期、原名、别称等），
问句和包含答案的句子之间存在一定的答案模式，该方法在信息检
索的基础上根据这种模式找出答案。因此如何自动获取某些类型提
问的尽可能多的答案模式是其中的关键技术。

 例如，询问“某人生日年月日”类提问的部分答案模式如下：

 1.0 <NAME>（<ANSWER> -）

 0.85 <NAME> was born on <ANSWER>

 0.6 <NAME> was born in <ANSWER>

 0.59 <NAME> was born <ANSWER>

 0.53 <ANSWER> <NAME> was born

 0.50 – <NAME>（<ANSWER>

 0.36 <NAME>（<ANSWER> -



信息检索 + 模式匹配(2/2)

 包括两阶段的任务:
 离线阶段：获取答案模式

 在线阶段：首先判断当前提问属于哪一类，然后使用这类提问的所
有模式来抽取候选答案

 模式获取方法：
 表层字符串匹配(Ravichandran ACL 2002)

 深层句法分析(Lin NLE 2001)

 人们已经开始把注意力从原来的基于深层文本分析方法转移到基于
字符的表层的文本分析技术上

 特点：
 优点：对于某些类型的问题(如生日问题等)有效果良好
 缺点：无法表达长距离、复杂关系，没有推理能力

 代表系统：俄罗斯Martin Soubbotion等人研发的系统
(Soubbotion TREC 2002)



信息检索+自然语言处理技术(1/2)

 方法描述：

 对问句和答案句进行浅层句法分析，获得句子的浅层句法、语法
表示，作为对前两种方法的补充和改进

 涉及到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主要包括：
 命名实体识别技术(Ravichandran ACL 2002)

 句法分析技术(Lin NLE 2001)

 逻辑表示(Harabagiu TREC 2000; Moldovan ACL 2001; Pasca ACL 

2001)

 复述关系(Duclaye EACL 2003)

…



信息检索+自然语言处理技术(2/2)

 特点：

 优点：能够从句法、语义的角度解析答案

 缺点：技术还不成熟

 代表系统：美国Language Computer Corporation公司
Sanda Harabagiu等人研发的系统 (Harabagiu TREC

2000)，该系统在TREC QA Track 评测中获得好成绩，
且具有较大的领先优势



基于统计翻译模型的问答技术

 方法描述：

 把提问句看作答案句在同一语言内的一种翻译

 特点：

 过分依赖于训练集

 代表性工作：
 Berger SIGIR 2000; 

 Echihabi ACL 2003;

 Murdock SIGIR Workshop 2004



四类问答技术的比较分析(1/2)

 基于信息检索和信息抽取的问答技术：相对简单，容易实
现。但它以基于关键词的检索技术(也可被称为词袋检索
技术)为重点，只考虑离散的词，不考虑词之间的关系。
因此无法从句法关系和语义关系的角度解释系统给出的答
案，也无法回答需要推理的提问

 基于模式匹配的问答技术：虽然对于某些类型提问(如定
义，出生日期提问等)有良好的性能，但无法找到所有提
问的答案模式，表达长距离和复杂关系的模式的获取也很
困难，同样也无法实现推理



四类问答技术的比较分析(2/2)

 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问答技术：可以对提问和答案文本进
行一定程度的句法和语义分析，从而实现推理。但目前自
然语言处理技术还不成熟，除一些浅层的技术(汉语分词、
命名实体识别、词性标注等)外，其他技术还没有达到实
用程度。所以这种技术的作用还有限，只能作为对前两种
方法有效补充

 基于统计翻译模型的问答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训练语
料的规模和质量，而对于开放域问答系统，这种大规模训
练语料的获取是非常困难的



小结

 每种方法都有自身的优缺点，需要综合各种方
法，可能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自然语言处理
技术将会在问答式检索系统中得到更加广泛的
应用



概述

 问答系统概述

 问答式检索系统

 问答式检索评测

 问答式检索方法

 问答式检索应用：Watson

 社区问答系统

 问题与挑战



问答式检索应用：Watson(1/6)

 沃 森 (Watson) ： 2011 年 ，
IBM研发的计算机“沃森”

正在美国智力竞赛节目《危
险边缘 Jeopardy! 》中上演

“人机问答大战”，战胜人
类选手

 DeepQA问答系统是Watson

实现的核心。



问答式检索应用：Watson(2/6)

 强大的硬件平台

 90台IBM服务器、360个CPU

组成，每个CPU主频可达
4.1GHz

 15TB内存、每秒可进行80万
亿次运算

 Linux操作系统

 分布式计算



问答式检索应用：Watson(3/6)

 强大的知识资源

 存储了大量图书、新闻和电影剧本资料、辞海、文选和
《世界图书百科全书》(World Book Encyclopedia)等海
量的资料

 每当读完问题的提示后，沃森就在不到三秒钟的时间里
对资源库"挖地三尺"，在长达2亿页的漫漫资料里展开
搜索



问答式检索应用：Watson(4/6)

 自然语言处理、信息抽取和知识工程技术
 统计机器学习理论、句法分析 (意大利特兰托大学 Giuseppe

Riccardi和Alessandro Moschitti领导的团队)

 基于语法和语义结构的文本表示，对 IBM 沃森系统进行优化，
并将基于Kernel的文本分析方法应用到IBM 沃森系统中

 主题分析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语言技术研究所
教授 Eric Myberg领导的团队)

 确定问题主题，根据主题确定给定主题的最佳文本资源

 信息抽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及人工智能实验室首席
研究科学家 Boris Katz领导的团队)

 对象-属性-值数据模型，该模型支持对半结构化数据源中的信
息进行有效的检索，以回答自然语言问题



问答式检索应用：Watson(5/6)

 自然语言处理、信息抽取和知识工程技术
 大规模知识库集成和知识推理技术(美国南加州大学南加州大学

维特比工程学院信息科学研究所人类语言技术部门主任Eduard 
Hovy博士领导的团队)

 将大量不同来源的资料转化为该系统的知识资源，并利用这些知识进
行推理，以发现答案的矛盾和差异之处

 信息检索技术(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 James Allan 教授领导
的团队)

 问答技术的关键步骤：寻找和检索最可能包含准确答案
的文字。然后，该系统的深度语言处理功能对返回的信
息进行分析，以便在文字中寻找实际答案

 知识工程(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的 Tomek Strzalkowski 教授
领导的团队 )

 如何将多源异构知识统一集成和表示，方便后续的推理



问答式检索应用：Watson(6/6)

 沃森存在的问题

 Watson主要针对Jeopardy竞赛，回答的问题类型只限于

简单的实体类问题，即所回答的答案大多数是实体或者
是词语级别

 对于答案不能用实体或者是词语表示的提问，例如描述
一个过程的、表示评价的提问等，Watson处理得很少

 从其官方的资料和比赛中的表现分析，Watson对于需要
推理的复杂问题依然不能很好处理



小结
 沃森(Watson)的强大问题回答能力体现：

 强大的硬件平台

 强大的知识资源

 自然语言处理、信息抽取和知识工程技术

 从沃森(Watson)官方公开的资料，涉及到的自然语言
处理技术：

 文本分类

 句法分析

 信息抽取

 知识库构建

• 多种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集

成和综合
• 基于知识推理的问答与问答
式检索系统的综合



概述

 问答系统概述

 问答式检索系统

 社区问答系统

 研究背景

 主要任务及方法

 问题与挑战



传统问答式检索系统的问题

 目前问答式检索系统仅能处理有限的简单的问题，如
Factoid问题、List问题等
 而用户的提问是复杂多样的

 答案类型集中于实体、定义等优先类别，后来TAC-QA扩

展了观点类别，但是很多用户需求是没有明显类别的，目
前的问答式检索系统还很难处理

40%左右的问题

仅根据提问
本身是无法
分类的



社区问答的出现

 随着Web2.0 的兴起，基于用户生成内容的互联网服

务越来越流行，社区问答服务的应运而生，为人们快
速获取信息提供了更方便的选择

 用户可以提出任何类型的问题，也可以回答其它用户
的问题，克服了传统的问答式检索系统仅能回答有限
类型的问题

 问题的类型和答案的类型不限定



社区问答系统的定义

 社区问答系统：指用户之间通过提出和回答问题的
方式共享和积累知识，从而提供知识交流与信息检
索服务的社会化系统(刘明荣博士论文 2010)

 从功能角度来看，社区问答系统包括三个方面：

 用户通过自然语言问句的方式表述信息需求

 用户通过回答问题的方式响应其他用户的信息需求

 大量用户通过共同参与问答系统而形成了一个社区



著名的社区问答网站（张中峰 博士论文 2011）



中国社区问答平台发展趋势(张中峰 博士论文 2011)

中国社区问答平台逐步
向互动社区化发展，百
度知道，搜搜问问等主
要网站目前正努力打造
知识问答平台社区，逐
渐培养中国网民使用知
识 问 答 平 台 的 习 惯



小结

 社区问答系统作为社会媒体中一种，为人们的信息需
求和知识分享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信息爆炸式的增长以及人们对信息需求的多样性，是
社区问答系统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社区问答系统结合了搜索引擎和问答式检索系统的优
点，又有自身的特点。对社区问答系统的研究，无论
是从促进自然语言处理和信息检索技术发展的角度，
还是从实际应用需求来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概述

 问答系统概述

 问答式检索系统

 社区问答系统

 研究背景

 主要任务

 问题与挑战



主要任务

 预处理
 问题分类(很少)

 作弊检测(很少)

 与回答新提交问题相关的研究
 相似问题检索(很多)

 答案质量评估(较多)

 专家用户推荐及最佳回答者推荐(较少)

 问句的主客观判断(很少)

 与用户体验相关的研究
 用户满意度预测(较少)

 潜在好友推荐(几乎没有)

 用户社区结构挖掘(几乎没有)

 热点话题检测(几乎没有)



问题分类(1/6)

 任务：将用户提问自动分到社区问答系统对应的
类别体系中

Yahoo! Answers 的类别体系结构

Social
Science

...

Root

Personal
Finance

...

Business &
Finance

Cleaning &
Laundry

...
Garden &
Landscape

Home &
Garden

Q:What is required

for a software

engineer in Big Blue?

Technology ...
Financial
Services

Careers &
Employment



问题分类(2/6)

 难点：

 类别多且分布不均衡(Yahoo! Answers中类别：1,535)

 用户的提问往往很短，包含的信息少

 问题：

 准确率很低，导致马太效应

 数据稀疏
借用传统文本分类和问
答式检索中问题分类的
方法，无法取得满意的
结果

用户的提问一般很短，
比如在Yahoo! Answers

中用户提问的平均长度
为11.2个词



问题分类(3/6)



问题分类(4/6)

基本出发点：如果用户的提问与历史问答对中
的问题在语义上越相似，那么这些历史问题的
类别很可能是该问题的候选类别，从而将一个
大分类问题转化成了一个规模适度的分类问题



问题分类(5/6)

 Cai CIKM 2011:

 利用基于翻译的问题检索技术，将与待分类问题相关的
问题从问题集合中检索出来, 在训练分类器阶段仅考虑
相关的问题集合，从而将一个大分类问题转化成了一个
规模适度的分类问题

 利用Wikipedia对问题进行扩展,扩展的过程考虑了
Wikipedia的上下位关系以及链接信息，有效缓解了数据
稀疏性的问题

解决第一个难点问题

解决第二个难点问题



问题分类(6/6)



小结

 问题分类是社区问答系统的关键因素，分类的好坏直
接影响后续的问题检索

 大规模问题分类是一个挑战性的问题，目前还很少有
公开发表的工作，尚处在探索阶段



主要任务

 预处理
 问题分类(很少)

 作弊检测(很少)

 与解决新提交问题相关的研究
 相似问题检索(很多)

 答案质量评估(较多)

 专家用户推荐及最佳回答者推荐(较少)

 问句的主客观判断(很少)

 与用户体验相关的研究
 用户满意度预测(较少)

 潜在好友推荐(几乎没有)

 用户社区挖掘(几乎没有)

 热点话题检测(几乎没有)



相似问题检索(1/2)

 任务：问题检索指指基于大规模用户产生的问答数据集提供
的信息检索服务，即从数据集中找出与用户提问相似的问题，
这些相似问题的答案可以作为用户提问问题的答案候选

用户的查询

返回的相关问题



相似问题检索(2/2)

 核心：计算两个问题的相似度

 挑战：问题一般较短，包含的信息很少，词汇鸿沟问
题很严重

 主要方法有：

 传统的信息检索模型，比如VSM, BM25等

 语言模型(Zhai SIGIR 2001; Jeon CIKM 2005)

 基于词的翻译模型(Jeon CIKM 2005; Xue SIGIR 2008)

 基于短语的翻译模型(Zhou ACL 2011)

 其它(Duan ACL 2008; Wang SIGIR 2009; Cao WWW 
2010)



语言模型(LM)(1/3)

 Jeon CIKM 2005:

 每个历史问答对对应一个统计语言模型

 一个查询可以看作是由问答对的语言模型抽样产生
的一个样本

 可以根据每个问答对的语言模型抽样生成检索的概
率来对其排序，概率值越大，该问答对就越满足要
求



语言模型(LM)(2/3)

一元语言模型 整个文档集上的平滑

极大似然估计

D表示一个问答对，C表示问答对的集合



语言模型(LM)(3/3)

 语言模型存在的问题：

 解决词汇鸿沟问题，在社区问答系统中，由于问题一般较
短，词汇鸿沟的现象很严重

 词汇鸿沟：意义相关表述不同的词汇

比如：减肥与 瘦身

查询：如何减肥？

相似问句：怎样瘦身？

不相似问句：减肥有好处么？

不相似问句：减肥有副作用吗？



基于词的翻译模型(WTM)(1/4)

 Jeon CIKM 2005:

 为了解决词汇鸿沟问题，Jeon 提出了基于词的翻译模

型

 该方法的基本思想：如果查询和候选问答对中的两个
词不匹配，我们可以利用统计翻译模型找到一些在语
义上相关的词

翻译概率
利用大量的问答对作为平行语料
来训练翻译模型，获得翻译概率

查询中的词

问答对中的词



基于词的翻译模型(WTM)(2/4)

 Xue SIGIR 2008:

 Xue扩展了Jeon (CIKM 2005) 的工作，将语言模型与基
于词的翻译模型做了一个线性组合

翻译模型 语言模型



基于词的翻译模型(WTM)(3/4)

基于词的翻译模型得到的相关词



基于词的翻译模型(WTM)(4/4)

 存在的不足：
 在翻译的过程中，没有考虑上下文信息

比如：java program中，基于词的翻译很容易将java翻译成
coffee, island等词

 解决的办法：
 基于短语的机器方法是否可以借用？

 基于短语的翻译方法在机器翻译(Och, 2002; Koehn et al., 

2003), 拼写检查(Sun et al., 2010), 网络搜索(Gao et al., 2010)



基于短语的翻译模型(PTM) (1/3)

 Zhou ACL 2011：

 为了解决基于词的翻译模型的不足，Zhou利用基于短

语的翻译模型来找到一些在语义上相关的词或短语，
减少基于词翻译歧义带来的错误

 算法的基本思想：
 将历史问答对D分割成一系列的短语E

 将短语E逐个翻译得到一系列相关的短语F

 对所有的短语F做调序生成最终的查询q



基于短语的翻译模型(PTM) (2/3)

Segmentation

概率
短语翻译
概率

短语调序
概率

均匀分布

具体计算法方法见论文



基于短语的翻译模型(PTM) (3/3)

 实验结果：



其它

 Duan (ACL 2008)考虑问题的结构信息: topic和focus

 Wang (SIGIR 2009)提出了一种基于句法树匹配的方法用于
相似问题检索， 目标仍然是解决词汇鸿沟问题

 Cao (WWW 2010)将Category信息融入到检索模型中，使问
题检索的性能得到了显著提升

…



小结：相似问题检索

 相似问题检索的核心是计算两个问题之间的相似
度

 从文本计算层面：难点是如何解决词汇鸿沟的问题

 答案的质量：相似问题检索中需要考虑答案的质量(两

个问题虽然语义上相关，但答案的质量不高，也不符合
用户的要求)



主要任务

 预处理
 问题分类(很少)

 作弊检测(很少)

 与解决新提交问题相关的研究
 相似性问题检索(很多)

 答案质量评估(较多)

 专家用户推荐及最佳回答者推荐(较少)

 问句的主客观判断(很少)

 与用户体验相关的研究
 用户满意度预测(较少)

 潜在好友推荐(几乎没有)

 用户社区挖掘(几乎没有)

 热点话题检测(几乎没有)



答案质量评估(1/5)

 社区问答作为一种社会媒体，数据是由用户自动生成的，
造成质量差异的主要因素有：
 用户水平的高低

 自然语言表述上的多样性

 通过对答案质量的自动分析，将全部候选答案按质量高低
排序后展现给用户，可以节省用户浏览的时间，增强用户
的满意度



答案质量评估(2/5)

问题：谁比我帅 ？ 问题：网上买手机应该注意什么？

答案：哈哈，我啊 答案：你买之前一定问好，有没有保
修，保修凭证是什么。快递是什么，
几天到。还有就是看店铺了，最好找
皇冠以上店铺，问清楚，你要买的翻
新机有什么问题，可能有什么问题。

问题：What can I do tonight? 问题：How to get from north london to 

thorpe park? 

Sleep!!! 答案：Take the Underground to 

Waterloo Station. From Waterloo take 

an SWT Reading or Windsor train to 

Staines Station. They run four times per 

hour and the journey takes 35 minutes.

低质量

高质量



答案质量评估(3/5)

 主要方法：

 采用统计机器学习方法，比如分类或回归等

 核心：如何选取特征

 文本特征

 非文本特征



答案质量评估(4/5)

 Jeon SIGIR 2006:

 采用非文本化(non-textual) 特征对答案质量预测：

 回答者的问题采纳率

 答案长度(也可以称为是文本化的特征)

 用户推荐的次数

 页面点击次数

…

 采用最大熵分类器作预测



答案质量评估(5/5)

 Agichtein WSDM 2008:

 通过组合不同类型的特征, 以Yahoo! Answers 作为实验
数据，采用随机梯度增强树(stochastic gradient boosted

trees)作为分类框架, 找出社会化媒体中的高质量内容

 采用的特征：
 用户之间的关系

 内容特征

 使用特征(点击次数)



特征 因素 维度 代表工作

文本 答案

准确性 Harper 2008; Blooma 2008

完整性 Blooma 2008

可读性 Zhu 2009

合理性 Blooma 2008

相关性 Blooma 2008; Zhu 2009

新颖度 Zhu 2009

内容长度 Jeon 2006; Lee 2007

非文
本

提问者 权威度 Blooma 2008

回答者 权威度 Jeon 2006; Bian 2009

问题 主题类别 Jeon 2006

答案 时间、位置等 Jeon 2006; Bian 2009

问答页面 点击信息等 Jeon 2006; Agichtein 2008



小结：答案质量评估

 质量评估问题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工作

 目前的主流方法是采用统计机器学习方法，将其看成
是一个分类或回归的问题，关键是如何选择特性



主要任务

 预处理
 问题分类(很少)

 作弊检测(很少)

 与解决新提交问题相关的研究
 相似性问题检索(很多)

 答案质量评估(较多)

 专家用户推荐及最佳回答者推荐(较少)

 问句的主客观判断(很少)

 与用户体验相关的研究
 用户满意度预测(较少)

 潜在好友推荐(几乎没有)

 用户社区挖掘(几乎没有)

 热点话题检测(几乎没有)



专家用户发现及最佳回答者推荐

 专家用户发现
 在社区问答系统中，专家用户给出的答案更有可能被提问

者或者其他投票者选为最佳答案

 最佳回答者推荐
 在社区问答系统中，对于用户提出的问题能够给予及时准

确答案的用户

 要求用户具有领域专业知识(用户的兴趣)

 要求用户经常上线(很活跃)

…

 专家用户不一定是最佳回答者；最佳回答者一般是专家用
户



专家用户发现及最佳回答者推荐

 专家用户发现：
 任务：在一个社区问答系统中，找出哪些用户相对更加权

威

 用户回答问题的情况

 用户提问的情况

 这里“专家用户”是个相对概念，有时候也称
为“权威用户”



专家用户发现

 主要方法：

 基于图结构的专家用户发现(Jurczyk CIKM 2007)

 基于启发式的专家用户发现(Bouguessa KDD 2008)

 其它: (Liu CIKM 2005; Pal CIKM 2010; Kao SAC 

2010)



基于图结构的专家用户发现(1/3)

 Jurczyk CIKM 2007:

 出发点：
 用户回答的问题越多，越有可能成为专家用户

 用户提出的问题越多，越有可能成为专家用户

 方法：采用类似网页排序任务中的PageRank算法和
HITS算法

 用户之间通过问答建立关系，如果一个用户对另一个用户提出
的问答做了最佳回答，那么这两个用户之间就存在一条有向边

 由于一个用户既可以提出问题又回答许多问题，整个图呈网状
结构

 对每个顶点计算Hub值（出度）和Authority值（入度），分别
对应用户的提问能力和回答能力



基于图结构的专家用户发现(2/3)

提问者

回答者

问题

最佳答案

• Hub值：提
问能力
•Authority值：
回答能力



基于图结构的专家用户发现(3/3)

 顶点的Hub值为其所有指向它的顶点的Authority值
的加权和

 顶点的Authority值为其所有指向它的顶点的Hub值
的加权和



基于启发式的专家用户发现(1/2)

 Bouguessa KDD 2008:

 出发点：用户提供的最佳答案数越多，其权威度就越高

 方法：

 根据提问和回答的关系，建立用户之间的联系，构成一张有向
图

 通过计算顶点的入度(指向顶点的加权边的和)表示问答系统中
用户的权威度



基于启发式的专家用户发现(2/2)

 衡量用户的权威度：

 其中 表示用户u在问答系统提供的最大
答案数

 使用对数值是为了平滑其对结果的影响程度



小结

 专家用户发现是社区问答系统中的一个挑战性难题，
目前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将该问题转化成一个二分图问
题，利用图算法计算节点的权重大小（权威度大小）

 用户的rating信息对专家用户发现是有帮助的，难点
是如何解决数据的稀疏性(目前社区问答系统中仅有
30%的问题有rating信息(Adamic WWW 2008))



最佳回答者推荐

选择一个类别

提 问 用 户

等待回答者回答

时间

社区问答系统中用户参与的过程

为什么要这么做（从提问者角度）

 在当前的问答系统中，提问者必须被动等待其他用户访问系统，浏览
其提出的问题，然后提供问题的答案

 提问者从提出问题到问题获得解答可能需要等待几分钟、几个小时
甚至几天的时间，依赖于回答者的参与程度

 提问者可能希望系统中的专家用户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专家提供
的答案为正确的可能性相对更高



最佳回答者推荐

选择一个类别

提 问 用 户

等待回答者回答

时间

社区问答系统中用户参与的过程

为什么要这么做（从回答者角度）

 一个回答者可能对某个特定问题非常了解，但是他可能没有访问到该
问题，或者该问题被大量其它问题所淹没

 某个用户对问题做了回答可能是因为他碰巧看到了这个问题，并不
一定是该问题的最佳回答者



最佳回答者推荐

 最佳回答者推荐考虑的因素

 用户兴趣建模

 基于用户资料（每个用户提供的最佳答案的集合），建立
提问者和回答者之间的关系

 用户的行为信息

 用户的权威度（专家用户发现）

 用户的活跃度



最佳回答者推荐

 一般性框架：
 对给定的新用户q，从用户集合 中寻

找一个用户ui，使得ui对q提供最佳答案的可能性最大

 利用贝叶斯公式：
用户的行为信息

用户兴趣模型

常数



最佳回答者推荐

 用户兴趣建模：

 基于语言模型的方法(Li CIKM 2010)

 基于类别的语言模型(Li CIKM 2011)

 基于聚类的方法(Zhou ICDE 2009)

 基于主题模型的方法(Liu WAIM 2010)



基于语言模型的方法

 Li CIKM 2010:

 基于语言模型的用户兴趣建模：

 由于用户提供最佳答案的问题数相对较少，导致数据稀疏：

用户提供最佳答
案的问题集合

Jelinek-Mercer 平滑



基于类别的语言模型

 Li CIKM 2011：

 由于各个类别包含的问题数分布均衡，为了提高推荐
的性能，提出基于类别的语言模型

极大似然估计



基于聚类的方法

 Zhou ICDE 2009：

 对用户提出的所有问题按照不同的主题进行聚类，利用
主题信息对用户推荐行为做约束

用户对类的贡献

参数估计的方法见论文



基于主题模型的方法

 Liu WAIM 2010：
 将用户推荐问题转化成问题检索问题，为了克服词汇
鸿沟的问题，将主题模型与语言模型进行线性组合

参数估计

解决词汇鸿沟



用户的行为信息(1/2)

 用户的行为信息P(u)(刘明荣博士论文 2010)
 用户的权威度

 用户的活跃度

 用户活跃度的表示方法

 从提问者的角度来看，当其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后，除了
期望能够得到正确的答案，同时通常会期望该问题被解
决的时间延迟越短越好

 系统的用户活跃度变化非常大，有些用户在一段很长的
时间内都是活跃的，而另一些用户可能只是偶尔会进入
社区，甚至很长时间都不提供答案



用户的行为信息(2/2)

 用户的活跃度受很多因素影响，很难建立长期的用户活跃
度模型(刘明荣博士论文 2010)

 其中, tq是用户提交问题的时间

 tu是用户u最近一次提供答案的时间

 用户的活跃度：



最佳回答者推荐

 用户推荐的预测：

用户兴趣模型用户行为信息



小结

 专家用户发现

 将其转化成一个图算法问题。利用二分图的相关算法计
算每个节点的重要程度，目前尚处在探索阶段

 最佳回答者推荐
 影响专家推荐的因素主要包括：

 用户兴趣建模：

 目前主要根据用户的历史提问和回答来建模

 用户行为建模：

 影响用户行为的因素很多，也很难把握。如何 描述和计算用户
的行为是一个挑战性的工作，目前尚处在研究探索阶段



概述

 问答系统概述
 研究背景

 发展历史

 问答式检索系统

 社区问答系统

 问题与挑战



问题与挑战(1/3)

 问答系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问题的分析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

 检索技术
 检索模型的发展

 理论完备的语言模型

 单语言翻译模型

 知识库的构建

 由领域知识库向开放领域知识库发展

 由规模较小的单一知识库向网络知识库发展



问题与挑战(2/3)

 尚未解决的问题：

 问题分析
 对复杂问题的处理尚处在探索阶段

 检索技术

 目前的方法主要集中如何计算相似度，无论是哪种方法都存在
一定的不足，检索结果还不理想

 知识库的构建
 规模还较小，尚无法覆盖所有的问题

 网络知识库的质量不高



问题与挑战(3/3)

 从沃森(Watson)的成功看问答系统的发展:

 强大的硬件平台

 强大的知识资源

 深层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问题系统的未来

 基于知识推理的问答系统

 问答式检索系统

 社区问答系统

各种方法的综合

各种方法的综合和
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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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依存句法分析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



纲要

 第一部分：概述

 第二部分：方法

 基于动态规划的方法

 基于决策的方法

 基于融合的方法

 扩展性工作

 第三部分：问题与挑战



概述：定义

 依存句法的基本思想：句法结构由词汇组成，词汇之间由
二元非对称关系连接起来，这些关系叫作依存关系(Lucien 

Tesniere, 1959)

 依存句法结构的正式定义(Nivre, 2005):



概述：定义

 依存句法的基本思想：句法结构由词汇组成，词汇之间由
二元非对称关系连接起来，这些关系叫作依存关系(Lucien 

Tesniere, 1959)

 依存句法结构的正式定义(Nivre, 2005):

• 句子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其组成元素是词
• 结构中相连的部分建立了词之间的依存关系
• 每一个相连的部分原则上将一个上级词与一个下
级词联系起来

• 上级词称为支配词，下级词称为从属词



概述：依存图

 例句：外资企业成为外贸重要增长点。

两
种
等
价
的
表
示

NNNN VV NN JJNN PU



概述：依存关系

•从属词
• 依存词

•支配词
• 头词

• 依存关系



概述：依存图的形式定义

 有向图G=(V, E, L)：
 V={1, …, n}表示节点的集合

 E    V×V表示边的集合

 关于V的非对称关系<

 带有标记的依存图是指依存边E上带有依存类型标记L



依存句法分析概述：依存图

 依存图G满足以下四个基本属性：

 连通性：任何两个节点都是相互可达的；

 无环：G中不包含任何环；

 每个节点只有一个头词：任何一个节点不存在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父节点；

 投射性： G中不包含任何交叉边（在汉语和英语中

投射性现象很少，但在德语和荷兰语中非投射现象较
多）；



投射性 vs. 非投射性依存句法结构

投射性依存句法结构

非投射性依存句法结构

有交叉边

没有交叉边



依存语法 vs. 短语结构语法(1/2)

短语结构语法 依存语法

NN NN VV NN JJ NN PU



依存语法 vs. 短语结构语法(2/2)

 简单，没有非终结符

 依存语法关注句中词与词之间的关系

 短语结构语法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依存语法；
反之，则较为困难

 依存句法分析的时间复杂度较低 (Eisner, 1996; 

McDonald, 2006)



评测

 CoNLL 2006任务：
 多语言的依存句法分析：要求参与者在13种不同的语言

上训练单一的依存句法分析器, 用以比较单一依存句法
分析器在多语言上的推广能力

 CoNLL 2007任务：
 继续对多语言依存句法分析进行评测

 依存句法分析的领域自适应: 源领域是WSJ标注语料，

目标领域是生物医学摘要、化学摘要、父母子女对话语
料



依存句法分析的评测

 CoNLL 2008任务：

 依存句法分析和语义角色标注的联合学习

 评测只考虑英文

 CoNLL 2009任务：

 继续依存句法分析和语义角色标注的联合学习

 评测考虑7种语言



依存句法分析任务的评价指标

 无标记依存正确率(UAS): 所有词中找到正确的头词所占的百分比，

对于没有头词的根节点，只要根节点是对的，也将这个根节点算
作其中(Nivre et al., 2004)

 根正确率(RA): 所有句子中找到正确根的句子所占的百分比
(Yamada and Matsumoto, 2003)

 完全匹配率(CM): 所有句子中无标记依存结构完全正确的句子所
占的百分比(Yamada and Matsumoto, 2003)

 带标记依存正确率(LAS):所有词中找到正确的头词并分配到正确

标记的词所占的百分比，对于没有头词的根节点，只要根节点是
对的，也将这个根节点算作其中(Nivre et al., 2004)

 标记正确率(LA): 所有词中依存标记正确的词所占的百分比，只
要根节点是对的，也将这个根节点算作其中(Nivre et al., 2004)



英语依存句法分析现状(段湘煜,2008)



汉语依存句法分析现状(段湘煜, 2008)



小结

 依存句法分析关注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方便融合词义信息
和词语关联信息，使其成为句法分析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

 从依存句法分析的评测来看，评测的任务越来越复杂，与
句义分析结合

 从依存句法分析的结果来看，依存句法分析在准确率和效
率上还远远无法满足真实应用的需要

 从CoNLL评测看自然语言处理的发展，研究深度从 词汇
层→句法层→语义层(即词法分析、句法分析、语义角色
标注)，但归根结底落实在词间关系上



纲要

 第一部分：概述

 第二部分：方法

 基于动态规划的方法

 基于决策的方法

 扩展性工作

 第三部分：问题与挑战



依存句法分析方法

 任务：

 输入：分词和词性标注好的句子

 输出：依存句法树, 满足：

 连通性

 无环性

 单一头词



依存句法分析方法

 基于语法驱动的方法(规则方法)
 人工编写规则费时费力

 人工编写规则覆盖度低

 处理歧义问题效果不佳

 基于数据驱动的方法(统计方法)
 不需要语法规则，任何一种句法结构都有可能存在

 句法结构是由统计模型来决定的

 能够比较灵活地处理歧义结构



基于数据驱动依存句法分析的框架
(McDonald, 2006; 段湘煜, 2008)

句法分析的一般性框架，其中X是输入的句子，Y是输出的
与X对应的句法树



基于数据驱动的方法

 根据依存分析过程分解方式：

 基于动态规划的方法

 直接对图(也就是依存树)进行分解

 基于决策的方法

 将依存分析过程分解成决策序列

 基于约束满足的方法

 将依存分析过程分解成去除不满足约束的过程

 只在德语依存分析中使用过



基于动态规划的方法

 早期方法：将依存图中的节点看作短语结构中的节点，从
而可以应用上下文无关文法中成熟的CKY算法(Gaifman, 
1965)

 时间复杂度为O(n5)

 双词汇语法（Bilexical Grammar）
 产生式方法(Eisner, 1996)

 判别式方法(McDonald et al., 2005; McDonald, 2006)

 时间复杂度为O(n3) 

NN

经济 发展*

vmod

sbj

经济 快速

VV*

VV

sbj

vmodADV

快速
VV

发展



生成式方法(Eisner, 1996)

 基本思想：采用联合概率模型生成一系列依存句法树
并赋予其概率分值，然后采用相关算法找到概率打分
最高的分析结果作为最后的输出

 生成式依存句法分析将词与词之间的依存关系看作是
成分结构，用类似于短语结构句法分析的方法来获取
依存关系。Eisner提出了三种生成式的概率依存模型

 模型A：二元亲和词汇模型(Bigram Lexical Affinities)

 模型B：优先选择模型(Selectional Preferences)

 模型C：递归生成模型(Recursive Generation)



模型A：二元亲和词汇模型(1/2)

 该模型利用一个三元马尔可夫模型进行词性标注，并
确定每个词对是否是一个依存对

依存关系 两个词之间是否有依存关系



模型A：二元亲和词汇模型(2/2)

 该模型确定每个词对是否是一个依存对，其中

这些依存对是对句中所有词的排列组合

 由于对交叉依存、多支配词等现象没有加以限制，
这个模型是有疏漏的，可能有多个父节点，而违
背单一头词这个约束



模型B: 优先选择模型

 与模型A相比，不再对进行所有的词汇进行穷举，而
是利用每个词的优先选择信息(preference(i)) ，限制
为每个词只选择一个父节点

 该模型可能会违背无环的约束，因此也是有疏漏的

词i优先选择的词，使之与词i构成依存关系



模型C: 递归生成模型

 与模型A和B相比，该模型中每一个词生成自身的所有子
节点，而不是像模型A一样对所有词对进行穷举，或者像
模型B一样为每个词只选择一个父节点，因此该模型不再
是疏漏的。

 在该模型中使用了两个马尔可夫链：左依存节点链和右依
存节点链。词、词性、依存边的联合概率：

 其中tw(i)是指第i个带有词性标记的词，lc(i)和rc(i)分别是

第i个词的所有左子节点和所有右子节点



Eisner的工作对依存句法分析的影响

 他提出了生成式的概率模型，使得可以灵活地应用多种动
态规划算法，取得了同短语结构句法分析可比的效果
(Eisner, 1996)

 由于考虑了依存句法特性，利用跨度 (span)代替子树
(subtree)，不再用词汇化的上下文无关文法常用的子树分
析形式，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减少为O(n3)



小结

 从生成式的三个概率模型：

 生成式的依存句法分析与基于词汇化的上下文无关文法
的分析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依存结构就是词汇化的或者标注了中心词的短语结构，
标注了中心词的短语结构树就是依存结构树和短语结构
树的联合体



判别式方法(McDonald et al., 2005) (1/2)

 基本思想：将依存分析看作是在一个依存图上寻
找最大生成树(MST)的问题，该生成树满足上述
三个约束条件：连通、单一父节点、无环



判别式方法(McDonald et al., 2005) (2/2)

 对于一个经过分词和词性标注的句子：

 模型：利用给定的训练数据，学习一个全局最优的依
存句法分析模型用来描述和刻画整棵句法树

 特征：词、词性以及它们的组合

 训练算法：在线学习算法

 解码算法：CKY动态规划算法

 代表性成果：Eisner96, McDonald05,  McDonald06, 

Carreras07, Wang et al.,07



判别式方法:模型(1/2)

X：一个输入句子
Y:  一个候选依存句法树
xi→xj：从词i到词j的一条依
存边

: 对于输入句子X，可
能的句法树的集合

基于边分解的模型
(Eisner 1996)



判别式方法:模型(2/2)

标准的线性分类器

特征向量
特征向量的权重

三个关键部分：
• 如何选择特征
• 如何在训练集中学习到合适的权重
• 如何找到打分最高的依存树



判别式方法:特征

 对词对(saw, duck)， 特征主要有：
(saw, duck)=1
POS (saw, duck): (VBD, NN)=1
Dist (saw, duck)=2
POS (saw, her, duck): (VBD, PRP, NN)=1
POS (I, saw, her, duck): (PRP, VBD, PRP, NN)=1
POS (saw, her, duck, with): (VBD, PRP, NN, IN)=1
(saw)=1
POS (saw): (VBD)=1
(duck)=1
POS (duck): (NN)=1     

Bigram 特征

距离特征

上下文特征

Unigram 特征



判别式方法:训练算法(1/2)

 最大生成树的训练就是寻找使正确依存树得分最高的w

 McDonald等人采用在线学习(Online Learning)的方法训练w

在线学习算法的核心部分：下一页

权重向量取平均，可以避免过拟合



判别式方法:训练算法(2/2)

 在McDonald等人的工作中，在线学习算法是边缘注入松
驰算法MIRA

 在每一步更新中，MIRA尝试在使正确依存树与错误依存

树之间的分差大于某一个损失函数的条件下，使新的权重
向量w (i+1)尽可能靠近旧的权重向量w (i)：

正确依存树与错误依存
树之间的损失函数，通
常采用Hamming Loss

由于依存分析是复杂的结构预测
问题，所有错误的依存树的得分
难以全部计算，采用替代的方法



判别式方法:解码算法(Eisner, 1996)

 完整依存结构与非完整依存结构：

 算法图例：

 在第一步，所有的依存结构是完整的；在第二步，将建立h2依
存于h1的非完整结构；在最后，将建立完整依存结构

 大依存结构通过自底向上的方式由小依存结构逐步建成

s t ts



生成式方法 vs. 判别式方法(段湘煜, 2008)

 相同点：

 均采用动态规划算法

 全局搜索，得到的结果都是全局最优的

 不同点：

 生成式的方法采用联合概率模型，在进行概率乘积分解
时做了近似假设和估计

 判别式的方法采用条件概率，具有更好的可操作性和可
计算性，使得诸多机器学习算法得以应用

 生成式方法算法比判别式方法复杂度较高，效率更低



小结：基于动态规划的方法

 优点：

 可以计算整体依存树的得分，具有全局视角

 缺点：

 由于受到计算复杂度的限制，可以考虑的特征结构
受限



纲要

 第一部分：概述

 第二部分：方法

 基于动态规划的方法

 基于决策的方法

 扩展性工作

 第三部分：问题与挑战



基于决策的方法

 将分析过程看成是分析动作序列

 分析动作用来建立词与词之间的依存关系

 分析动作是有限的

 通过训练关于分析动作的分类器进行依存分析

 代表方法

 Covington (2001）

 Yamada和Matsumoto (2003）

 Nivre和Scholz (2004)



Covington(2001)方法：基本思想

 决策的过程从句子的左端开始，逐个接受每个词，并
尝试连接每个词与先前的词并将其作为头词或依存词

 该算法是从左到右的穷尽式搜索算法，分析过程较为
低效



Yamada和Matsumoto (2003)：示例

 分析过程图例

 例句：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工作 取得 显著 成绩 RIGHT

工作

取得 显著 成绩

SHIFT

工作

取得 显著 成绩
RIGHT

工作

取得 成绩

显著

LEFT

工作

取得

成绩

显著



Yamada和Matsumoto (2003)：分析
动作

 LEFT：建立右焦点词依存于左焦点词的依存关系

 RIGHT：建立左焦点词依存于右焦点词的依存关
系

 SHIFT：不建立依存关系，只转移句法分析的焦

点，即新的左焦点词是原来的右焦点词，依此类
推



Yamada和Matsumoto (2003)：特征

 特征在矩形框中

 对应的分析动作是RIGHT

有力

他

提供 证据昨天 的 时候

左特征 焦点词 右特征

, 。



Nivre和Scholz (2004)：特点

 与Yamada和Matsumoto (2003)的方法没有太大的

差异，其区别在于数据结构的定义和分析动作不
一样

 数据结构：依存句法分析器主要由一个三元组<S, I, A>

构成，其中S表示一个栈结构，I表示剩余输入词序列，
A表示在当前分析状态下所得到的依存关系集合

 四个分析动作：Left-arc, right-arc, reduce, shift





Nivre和Scholz (2004)：分析过程

 初始化

S=empty, A= 句法树, Q=输入句子

 终止状态

S=[root], A=最终的句法树, Q=[]

 每次选择一个分析动作

 分析动作是由分类器来决定的



Nivre和Scholz (2004)：特征

 特征模板：



基于动态规划 vs. 基于决策的方法
(鉴萍, 2010)

基于图的模型

（判别式的）

基于转换的模型

（确定性的）

分析单元 整棵依存树 一个词对

训练和解码 穷尽的、全局的 贪婪的、局部的

特征 受限制 丰富

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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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极端



小结：基于决策的方法

 优点：

 模型直观清晰

 缺点：

 决策的过程是贪婪的，对整体的依存树没有一个统一的
打分标准，导致错误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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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融合的方法

 基于搜索策略的融合方法 (Duan et al., 2007)

 基于特征的融合方法 (Nivre and McDonald, 2008)

 基于模型的融合方法(Zhang and Clark, 2008)

融合了基于动态规划方法和基于决策方法的优点



基于搜索策略融合的方法(Duan et 

al., 2007)

 目标：解决基于决策的方法的贪婪性

 基本思想：整个决策式依存句法分析过程可以看
作是马尔科夫链。在每一步分析中会有若干个候
选分析动作。句法分析的目标是在马尔科夫假设
下寻找最有可能的分析动作序列

 优点：该模型既可以利用丰富的上下文特征，又
从全局的视角对决策动作建模

 算法的复杂度介于决策式方法和动态规划方法之
间



基于特征的融合方法(Nivre and 

McDonald, 2008)

 不同的句法分析器产生不同的错误(McDonald 

and Nivre, 2007)

 基本思路：

 第一种策略：利用基于动态规划的依存句法分析器
(MSTParser)的输入作为基于决策的依存句法分析器
(MaltParser)的特征-MaltMST

 第二种策略：利用基于决策的依存句法分析器
(MaltParser)的输入作为基于动态规划的依存句法分
析器(MSTParser)的特征-MSTMalt



基于特征的融合方法：特征



基于特征的融合方法：实验结果



基于模型的融合方法(Zhang and Clark, 
2008)
 将动态规划的方法和决策的方法进行加权组合：

线性加权组合



小结：基于融合的方法

 融合了基于动态规划的方法和基于决策的方法的
优点

 既可以利用丰富的上下文特征

 又从全局视角对分析动作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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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性工作

 目前依存句法分析的性能(无论是动态规划的方法，
决策的方法或融合的方法)受限于树库规模的大小
 宾州树库

 450万词

 20万句子

 人工标注

 宾州中文树库的规模更小

 未标注文本
 新闻文本

 维基百科

 Web资源

• 规模有限

• 标注费时费力

• 海量
• 容易获得

有监督

半监督



扩展性工作：基于半监督的方法

 基于聚类的方法
 对词汇泛化(Koo et al., 2008; Chen et al., 2009； Agirre et 

al., 2011)

 对词性细化(Zhou et al., 2011)

 双语句法结构映射的方法
 整棵树结构映射(Ganchev et al., 2009; Hwa et al., 2005; 

Jiang et al., 2009; Smith and Eisner, 2009)

 词对依存关系映射(Jiang et al., 2010)

 基于Web词语选择关系的方法
 Bansal and Klein (2011)

 Zhou et al. (2011)



基于聚类的方法

 解决依存句法结构的歧义主要依赖两类特征：
 词汇

 词性

 由于树库的规模有限，用词汇来区分句法结构的
歧义，词汇表达过细，导致数据稀疏

 用词性来区分句法结构的歧义，词性表达过粗，
无法区分特定的歧义

 能不能引入一种中间实体，这种实体的表达粒度
介于词性和词汇之间？比词性更细，比词汇更粗



基于聚类的方法: 对词汇泛化(1/3)

标注数据 未标注数据

特征融合

聚类算法

• 原始特征

• 聚类特征

平均感知器
半监督的句法分析

模型

 Koo et al., ACL 2008:

 该方法从词汇层面入手，既然词汇表达会导致数据稀
疏性的问题，采用词聚类的方法，引入词聚类特征，
有效缓解了数据的稀疏性问题



基于聚类的方法: 对词汇泛化(2/3)

Koo et al., (2008): 英语的实验结果：



基于聚类的方法: 对词汇泛化(3/3)

 Chen et al., EMNLP 2009:

 依存句法分析的性能主要取决于树库规模的大小，而人工标
注树库费时费力，能否利用未标注数据呢？

 依存句法分析在短距离的依存关系上准确率很高，抽取短距
离的依存词对，对抽取的依存词对按照频率聚类，从而缓解
数据的稀疏性。类似于Self-training 的方式，但选择的是依存
距离为1或2的词对并非是整个树

 在英语和汉语上均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Agirre et al., ACL 2011：

 WordNet中定义了词汇的同义概念，如果两个词属于同义词，
那么它们就属于一个语义类，提取基于类的特征



基于聚类的方法: 对词性细化

 Zhou et al., IJCNLP 2011:

 词性的表达过粗，采用HowNet中定义的上下位关系，
将每一类词性(NN, VV等)进行细分，提高特征对特定句
法歧义的区分能力



双语句法结构映射的方法

 虽然人工标注大规模的树库费时费力，但我们往往可
以比较容易获得其与树库规模较大语言(英语)的双语
平行语料

 通过高效的句法结构映射算法，将树库规模较大语言
的句法知识通过双语平行语料映射到树库规模较小的
语言

 其实质仍然是解决数据稀疏性的问题



双语句法结构映射的方法：整棵树
结构映射

 借助词语对齐信息，源语言依存树中词与词之间的依存关
系可以直接投射到未经句法分析的目标语言语句

 直接映射过程受到词语对齐错误和语言异构性的差异很大，
经常导致映射的依存边产生错误，甚至找不到完整的映射
树(Hwa et al., 2005)

 Hwa et al. (2005)和Ganchev et al. (2009) 用一些过滤规则减

少映射产生的噪音，并手工设计一些规则以解决语言异构
的问题

 Smith and Eisner (2009)借助准同步语法改进依存映射，取
得了一定的性能提升



双语句法结构映射的方法：整棵树
结构映射

 借助词语对齐信息，源语言依存树中词与词之间的依存关
系可以直接投射到未经句法分析的目标语言语句

 直接映射过程受到词语对齐错误和语言异构性的差异很大，
经常导致映射的依存边产生错误，甚至找不到完整的映射
树(Hwa et al., 2005)

 Hwa et al. (2005)和Ganchev et al. (2009) 用一些过滤规则减

少映射产生的噪音，并手工设计一些规则以解决语言异构
的问题

 Smith and Eisner (2009)借助准同步语法改进依存映射，取
得了一定的性能提升

• 人工设计的语言学规则在质量上受语言学家
水平的制约
• 这些规则在数量上不可能做到太大，对真实
语言现象的覆盖面较窄

受制于准同步语法的表达能力，仅从
缓解语言异构性的角度出发，并未考
虑词语对齐错误和以及如何利用对其
信息



双语句法结构映射的方法：整棵树
结构映射

 Jiang et al. (2009)提出了一种具有容错性的依存句
法映射算法

 映射的过程采用类似于句法分析的动态规划过程，并非
直接投射

 构造了双语对中所有可能词对之间的对齐概率的二维表，
减少了单一词语对齐结果可能产生的错误



双语句法结构映射的方法：词对依存
关系映射

 Jiang et al. (2010)提出了一种非同构的依存句
法映射方法

 该方法不需要将完整的依存结构映射过来，映射过
程只需要得到一系列的依存边

 给定一个词语对齐且源语言端经过依存分析的双语
语料，源语言语句中词对之间的依存关系可以投射
到目标语言的词对上



利用Web海量数据

 句法分析的错误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词语错误
的附着问题

 介词短语的附着

 副词的附着

 名词短语内部结构歧义

 处理这些特定的错误，仅仅依靠有限规模的训
练数据是难以解决的。这些歧义往往与特定的
词语选择关系密切相关



利用Web海量数据

 特定词语组合的关系：词汇的语义选择限制关
系
 Resnik (1993)提出了基于类的选择限制关系，主要探讨

的是动词与宾语之间的关系

 扩展基于类的选择限制关系—基于词汇的选择限制关系
 应用于句法分析(Bansal and Klein, 2011; Zhou et al., 2011)

 解决特定结构的词汇歧义, 比如介词的附着问题



利用Web海量数据

• 介词短语的附着歧义
• 目前句法分析器输出的
结果：from debt 附着到
$ 30 billion

• 正确的结果：from debt 

附着到 raising

 从Web海量数据中挖掘词语关联信息：
count(raising from)>count($ x billion from)

提示信息：from 附着于raising 更合理



利用Web海量数据

 Bansal and Klein (2011)

 Zhou et al. (2011)



Bansal and Klein (2011)

 Web数据：Google n-grams corpus

 Web 特征

 二元词汇关联

 复述特征



Bansal and Klein (2011)

特征：POS(h)^POS(a)^b

其中： b=floor(log(count)/5)*5

• h=raising, a=from

• h= $, a=from

二元词汇关联
特征



Bansal and Klein (2011)

特征：PARA^POS(h)^POS(a)^c^p^dir

PARA^VBG^IN^it^Middle^→

在Google n-grams corpus中, 查询(raising, c, from), 

选择出现次数最多的词c=it

• h=raising, a=from

• h= $, a=from

复述特征



Bansal and Klein (2011)

 在测试阶段，如果存在 h= lowering, a = with

 我们就可以构造特征：

PARA^VBG^IN^it^Middle^→

因为在训练数据中，我们已经知道 from 依存于
raising，所以在这里复述特征就暗示了 with 依
存于 lowering



Bansal and Klein (2011)

实验结果：



Bansal and Klein (2011)

实验结果：



Zhou et al. (2011)

 Web数据

 Google n-grams corpus

 Google hits

 特征

 二元词汇关联

 三元词汇关联

 介词附着歧义



Zhou et al. (2011)

 特征

 二元词汇关联

 三元词汇关联

 介词附着歧义

P(“x y”)词频可以通过
Google hits 和Google n-
grams corpus获得



Zhou et al. (2011)



Zhou et al. (2011)

英文的实验结果：



Zhou et al. (2011)

依存长度 vs. F-score



Zhou et al. (2011)

在生物医学领域上测试：



小结：扩展性工作

 优点：

 利用Web海量数据获取词语间的选择关系，简单直
观

 为依存句法分析的领域自适应提供新的契机

 为处理长距离的依存关系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缺点：

 Web数据易引入噪声



纲要

 第一部分：概述

 第二部分：方法

 基于动态规划的方法

 基于决策的方法

 基于融合的方法

 扩展性工作

 第三部分：问题与挑战



问题与挑战(1/4)

 依存句法分析的准确度

 目前仍然无法满足实际的应用需求

 依存句法分析的评价指标是否合理

 目前依存句法分析的评价主要借助于CoNLL评测的
指标

 能不能设计更加灵活的评价机制

 依存句法分析的领域自适应问题

 如何设计高鲁棒性的依存句法分析器



问题与挑战(2/4)

 依存句法分析的速度
 目前依存句法的速度较慢，无法适应大规模的真实应用

 鉴萍(2010)针对依存句法分析的速度做了系统的分析

 依存句法分析的准确度与分析速度往往是相互牵制的，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针对不同的任务做适当的平衡

 Huang and Sagae(2010)提出了一种时间复杂度为线性
的动态规划方法，是句法分析器在速度和精度上的折中



问题与挑战(3/4)

 面向网络信息处理的依存句法分析

 依存句法分析一直局限在规模较小的语料上，随着互联
网技术的发展，网络上有海量的文本资源，能不能开发
面向网络应用需求的依存句法分析器

 面向信息抽取去设计

 面向社区问答系统去设计



问题与挑战(4/4)

 依存句法分析模型

 目前依存句法的输入是需要经过分词和词性标注好的句
子，分词和词性标注的错误会导致依存句法的错误传递

能不能设计一个统一的模型，将分词，词性标注和依存句
法分析融入一个框架中，减少错误的传递

 在基于动态规划的方法中，探索利用更复杂的特征
 Koo and Collins(ACL 2010):

 Third-order dependency parser

 Hayashi et al. (EMNLP 2011):

 Third-order variational rer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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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Thanks



主要内容总结

 信息抽取
 实体识别与抽取、实体消歧、关系抽取

 观点挖掘和倾向性分析
 观点倾向性分析、观点信息抽取、观点检索

 问答系统
 问答式检索、社区问答

 依存句法分析
 基于动态规划的方法、基于决策的方法、基于融合的方法、扩

展性工作



结束语

 自然语言处理和信息抽取技术将在互联网应用
中得到广泛应用

 互联网也将为自然语言处理和信息抽取技术提
供越来越多的资源和技术创新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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