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1369784.4

(22)申请日 2019.12.26

(71)申请人 浙江大学

地址 310058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

路866号

(72)发明人 寿黎但　王珏　陈珂　陈刚　伍赛　

骆歆远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求是专利事务所有限公

司 33200

代理人 林超

(51)Int.Cl.

G06F 40/295(2020.01)

G06N 3/04(2006.01)

G06N 3/0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新型的半监督文本实体信息抽取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新型的半监督文本实体

信息抽取方法。文档短语分割得候选实体集合；

建立有、无监督学习部分，有、无标注的文档分别

有、无监督学习；文档和实体类型输入实体抽取

模块输出实体信息；文档和短语输入类型选择模

块输出短语概率分布；两模块损失值相加为损

失；文档输入实体抽取模块获得每个实体类型的

损失；文档和短语输入类型选择模块输出短语概

率分布；两模块损失值相乘后相加构成损失；两

部分加权计算获得总损失，优化训练获得模型参

数；将测文本依次输入到实体抽取模块和类型选

择模块获得实体信息。本发明能够利用海量无标

注数据，显著增强模型性能，在小样本标注数据

的条件下有着显著的提升，也适用于零样本学习

的半监督文本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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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的半监督文本实体信息抽取方法，其特征在于：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在众多文档上进行短语分割，由一个文档中的所有短语构成一个短语集合，得到短

语集合作为候选实体集合；

对一部分文档中的短语进行标注形成有标注的文档，具体标注出短语、短语是否为实

体以及实体类型，对另一部分文档中的短语不进行标注形成无标注的文档；

(2)建立实体抽取模块和类型选择模块：实体抽取模块将文档和一实体类型作为输入，

输出该实体类型对应的实体信息的概率分布；类型选择模块将文档和从该文档的候选实体

集合采样的一个短语作为输入，输出该短语所属实体类型的概率分布；

(3)根据实体抽取模块和类型选择模块分别建立有监督学习部分和无监督学习部分组

成抽取模型，在有监督学习部分对于有标注的文档进行有监督学习，在无监督学习部分对

于无标注的文档采用自我学习机制进行无监督学习；

有监督学习部分和无监督学习部分均包括结构相同且参数相同的实体抽取模块和类

型选择模块；

有监督学习部分中，文档和标注实体类型输入到实体抽取模块，输出该实体类型对应

的实体信息的概率分布；文档和标注短语输入到类型选择模块，输出该短语所属实体类型

的概率分布；实体抽取模块和类型选择模块的输出分别计算标注短语和预测实体信息的概

率分布之间的损失值以及标注实体类型和预测实体类型的概率分布之间的损失值，将两个

模块的损失值相加作为有监督学习损失；

无监督学习部分中，文档输入到实体抽取模块，并依次输入所有实体类型，输出文档中

各个词是否组成各个实体类型的概率，计算采样短语与每个实体类型输出的概率分布之间

的损失值；文档和候选实体集合中采样的一个短语输入到类型选择模块，输出该采样短语

所属实体类型的概率分布；实体抽取模块输出的每个实体类型的损失和类型选择模块输出

的短语所属该实体类型的概率对应相乘后获得该实体类型的初步损失，将所有实体类型的

初步损失相加构成无监督学习损失loss，表示为：

其中，ri表示短语所属第i个实体类型的概率，i表示实体类型的序号，C表示实体类型的

总数，lossi表示第i个实体类型的无监督学习损失；

将有监督学习部分的有监督学习损失和无监督学习部分的无监督学习损失加权计算

获得总损失，然后对上述抽取模型进行优化训练获得抽取模型中实体抽取模块和类型选择

模块的参数；

(4)针对待测的文本，将待测的文本和各个可能的实体类型输入到实体抽取模块处理

输出文档中各个词是否组成该实体类型的结果，进而获得该实体类型对应的短语，然后将

文档以及该实体类型对应的短语输入到类型选择模块输出各个短语所属实体类型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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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针对每个短语取最大概率的所属实体类型和实体抽取模块输入的实体类型进行比

较：

若一致，则将该短语作为实体，输出该短语及其实体类型作为实体信息；

若不一致，则舍弃该短语，不作为实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的半监督文本实体信息抽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实体抽取模块包括两个第一双向LSTM神经网络、第一自注意力机制神经网络和第一前馈

神经网络，文档输入到第一个第一双向LSTM神经网络中，第一个第一双向LSTM神经网络输

出经第一自注意力机制神经网络后输入到第二个第一双向LSTM神经网络中，实体类型同时

输入到第二个第一双向LSTM神经网络，第二个第一双向LSTM神经网络的处理输出输入到第

一前馈神经网络中，由第一前馈神经网络输出文档中各个词是否组成该实体类型的结果，

由是组成该实体类型的词组成该实体类型对应的短语；

所述的类型选择模块包括两个第二双向LSTM神经网络、第二自注意力神经网络、注意

力神经网络和第二前馈神经网络，文档输入到第一个第二双向LSTM神经网络中，第一个第

二双向LSTM神经网络输出经第二自注意力神经网络后输入到第二个第二双向LSTM神经网

络中，从该文档的候选实体集合采样的一个短语同时输入到第二个第二双向LSTM神经网

络，第二个第二双向LSTM神经网络的处理的输出输入到注意力神经网络，注意力神经网络

的处理输出输入到第二前馈神经网络中，由第二前馈神经网络输出该短语所属实体类型的

概率分布。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的半监督文本实体信息抽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有监督学习部分和无监督学习部分的实体抽取模块的结构相同且参数共享，有监督学习

部分和无监督学习部分的类型选择模块的结构相同且参数共享，训练抽取模型时，有监督

学习部分和无监督学习部分的实体抽取模块保持一致，有监督学习部分和无监督学习部分

的类型选择模块也保持一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的半监督文本实体信息抽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2)中，短语分割使用现有工具，或者使用机器学习方法在短语分割数据集上训练，且

短语集合中剔除部分停用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的半监督文本实体信息抽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3)中，有标注的文档不覆盖文档中的所有实体类型，即文档中存在短语的实体类型没

有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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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的半监督文本实体信息抽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计算机领域下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一种半监督文本数据处理方法，

尤其涉及一种基于自我学习机制的半监督文本实体抽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文本实体抽取方法是信息抽取方法和任务导向对话系统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其

旨在从给定的文本中抽取文本实体，通常包括命名实体、数字表达式、时间表达式等。目前，

文本实体抽取通常被解释为序列标注任务，主要以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为主，但是深度学

习方法需要大量的标注数据来保证模型的准确率。由于实际应用场景多样、细化，缺少标注

样本，标注样本获取成本高是工业应用上面临的一大挑战。

[0003] 半监督学习能够缓解标注数据不足的问题，是同时利用标注数据和无标注数据，

通过大量无标注数据来弥补标注数据的不足。目前主要的方法在无标注语料上训练词向量

或语言模型，再迁移有标注数据上进行训练。但是这类方法仍然不能有效地学习领域内知

识。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新型的新型半监督文本实体抽

取方法，能够有效地利用领域内无标注数据，在少量标注数据下准确率有显著的提升，也可

适用于零样本学习的半监督文本数据处理。

[0005] 如图1所示，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1)在大量的众多文档上进行短语分割，由一个文档中的所有短语构成一个短语

集合，得到短语集合作为候选实体集合；对一部分文档中的短语进行标注形成有标注的文

档，具体标注出短语、短语是否为实体以及实体类型，对另一部分文档中的短语不进行标注

形成无标注的文档；有标注的文档是文档中已经标注有短语、该短语是否为实体、以及实体

的类型。

[0007] (2)建立实体抽取(EE)模块和类型选择(TS)模块：实体抽取模块将文档和一实体

类型作为输入，输出该实体类型对应的实体信息的概率分布；类型选择模块将文档和从该

文档的候选实体集合采样的一个短语作为输入，输出该短语所属实体类型的概率分布；

[0008] (3)根据实体抽取模块和类型选择模块分别建立有监督学习部分和无监督学习部

分组成抽取模型，在有监督学习部分对于有标注的文档进行有监督学习，在无监督学习部

分对于无标注的文档采用自我学习机制进行无监督学习；有监督学习部分独立地训练实体

抽取模块和类型选择模块，无监督学习部分结合有监督学习部分训练实体抽取模块和类型

选择模块。

[0009] 有监督学习部分和无监督学习部分均包括结构相同且参数相同的实体抽取模块

和类型选择模块；

[0010] 有监督学习部分中，已有文档、该文档包含并标注为实体的一个短语、该标注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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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标注实体类型，文档和标注实体类型输入到有监督学习部分的实体抽取模块，输出

该实体类型对应的实体信息的概率分布；文档和标注短语输入到有监督学习部分的类型选

择模块，输出该短语所属实体类型的概率分布；实体抽取模块和类型选择模块的输出通过

交叉熵分别计算标注短语和预测实体信息的概率分布之间的损失值以及标注实体类型和

预测实体类型的概率分布之间的损失值，将两个模块的损失值相加作为有监督学习损失；

[0011] 无监督学习部分中，已有文档、该文档候选实体集合中采样的一个短语，文档输入

到无监督学习部分的实体抽取模块，并依次输入所有实体类型，输出文档中各个词是否组

成各个实体类型的概率，计算采样短语与每个实体类型输出的概率分布之间的损失值；文

档和候选实体集合中采样的一个短语输入到无监督学习部分的类型选择模块，输出该采样

短语所属实体类型的概率分布；实体抽取模块输出的每个实体类型的损失和类型选择模块

输出的短语所属该实体类型的概率对应相乘后获得该实体类型的初步损失，将所有实体类

型的初步损失相加构成无监督学习损失loss，表示为：

[0012]

[0013]

[0014] 其中，ri表示短语所属第i个实体类型的概率，i表示实体类型的序号，C  表示实体

类型的总数，lossi表示第i个实体类型的无监督学习损失；

[0015] 将有监督学习部分的有监督学习损失和无监督学习部分的无监督学习损失加权

计算获得总损失，然后采用Adam求解方法对上述抽取模型进行优化训练获得抽取模型中实

体抽取模块和类型选择模块的参数；

[0016] (4)针对待测的文本，将待测的文本和各个可能的实体类型输入到实体抽取模块

处理输出文档中各个词是否组成该实体类型的结果，进而获得该实体类型对应的短语，然

后将文档以及该实体类型对应的短语输入到类型选择模块输出各个短语所属实体类型的

概率分布，针对每个短语取最大概率的所属实体类型和实体抽取模块输入的实体类型进行

比较：

[0017] 若一致，则将该短语作为实体，输出该短语及其实体类型作为实体信息；

[0018] 若不一致，则舍弃该短语，不作为实体。

[0019] 本发明中，所述的实体为具有语义含义的短语，例如为张三、李四、北京等。

[0020] 本发明具体实施中的实体类型分为人名、地名、时间等。不同需求有不同的分类情

况，还可以有货币、百分比、机构名等。单个类别比如地点又可以细分为：出发地、目的地、经

停地等。

[0021] 所述的文档采用社交软件数据库中的对话记录数据、电子商务数据库中的商品描

述数据等类型的文档。

[0022] 所述的实体抽取模块包括两个第一双向LSTM神经网络、第一自注意力机制神经网

络和第一前馈神经网络，文档输入到第一个第一双向LSTM神经网络中，第一个第一双向

LSTM神经网络输出经第一自注意力机制神经网络后输入到第二个第一双向LSTM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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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体类型同时输入到第二个第一双向  LSTM神经网络，第二个第一双向LSTM神经网络的

处理输出输入到第一前馈神经网络中，由第一前馈神经网络输出文档中各个词是否组成该

实体类型的结果，由是组成该实体类型的词组成该实体类型对应的短语；如果各个词是组

成该实体类型的结果，则提取出该实体类型的短语。

[0023] 所述的类型选择模块包括两个第二双向LSTM神经网络、第二自注意力神经网络、

注意力神经网络和第二前馈神经网络，文档输入到第一个第二双向  LSTM神经网络中，第一

个第二双向LSTM神经网络输出经第二自注意力神经网络后输入到第二个第二双向LSTM神

经网络中，从该文档的候选实体集合采样的一个短语同时输入到第二个第二双向LSTM神经

网络，第二个第二双向  LSTM神经网络的处理的输出输入到注意力神经网络，注意力神经网

络的处理输出输入到第二前馈神经网络中，由第二前馈神经网络输出该短语所属实体类型

的概率分布。

[0024] 所述的有监督学习部分和无监督学习部分的实体抽取模块的结构相同且参数共

享，有监督学习部分和无监督学习部分的类型选择模块的结构相同且参数共享，训练抽取

模型时，有监督学习部分和无监督学习部分的实体抽取模块保持一致，有监督学习部分和

无监督学习部分的类型选择模块也保持一致。

[0025] 所述步骤(2)中，短语分割使用现有工具，或者使用机器学习方法在短语分割数据

集上训练，且短语集合中剔除部分停用词。

[0026] 所述步骤(3)中，有标注的文档不覆盖文档中的所有实体类型，即文档中存在短语

的实体类型没有标注。

[0027] 具体实施中，采用以下评价参数来验证获得本发明方法处理的情况，包括精准率P

值、召回率R以及F1值：精准率Precision＝正确抽取的实体数/抽取实体总数*100％；召回

率Recall＝正确抽取的实体数/数据集实体总数*  100％；精准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值F1

＝2PR/(P+R)。

[0028] 本发明能够利用海量无标注数据，显著增强模型性能。具体而言，训练模型时，给

定一个文档及其包含的一个短语，类型选择模块评估该短语和每个实体类型之间的相关

性；同时，对于每个实体类型，实体抽取模块都尝试进行实体预测，并以该短语为标注分别

计算损失，最后由刚才所得的相关分数加权求和。

[002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30] 相比现有监督方法，本发明方法在小样本标注数据的条件下有着显著的提升；同

时，本发明方法能够适用于零样本学习，即在没有对应标注数据的情况下挖掘新实体类型。

[0031] 本发明利用了大量无标注语料，大幅提高了文本实体抽取的准确率。通过现有的

短语分割技术处理，更有效地利用无标注语料所蕴含的丰富信息量。

[0032] 利用本发明提出的半监督方法，通过两个模块协同训练，能够有效利用该信息。在

小样本或者零样本情况下，精准率、召回率及F1值的准确性参数都有大幅的提升。

附图说明

[0033] 图1是本发明模型训练步骤流程图。

[0034] 图2是本发明无监督部分的一个例子。

[0035] 图3是本发明模型训练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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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图4是本发明模型所包含的两个模块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述实施例是本发

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

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8] 本发明实施在小样本的场景下，利用大量无标注语料，从而显著提升文本实体抽

取的各项参数，包括精准度、召回率、F1值等。

[0039] 如图1，本发明具体实施过程和工作原理如下：

[0040] (1)在众多文档上进行短语分割，由一个文档中的所有短语构成一个短语集合，得

到短语集合作为候选实体集合；

[0041] 短语分割可采用现有的工具与算法，如Flair[FLAIR:An  Easy-to-Use  Framework 

for  State-of-the-Art  NLP]、AutoPhrase[Automated  Phrase  Mining  from  Massive 

Text  Corpora]等方法，并过滤停用词。停用词为一个人为预先定义的词表，包括语气助词

“啊”、“哎”，结构助词“的”、“了”，以及其他不重要的词汇“要”、“列出”、“请问”等。

[0042] 对一部分文档中的短语进行标注形成有标注的文档，具体标注出短语、短语是否

为实体以及实体类型，对另一部分文档中的短语不进行标注形成无标注的文档；

[0043] 例如，文档“列出周六晚上从杭州飞往北京的航班”，经过短语分割与停用词过滤，

获得候选实体集合为：“周六晚上”、“杭州”、“北京”。选择部分文档及文档的候选实体集合

经过人工标注后形成有标注文档，其中“周六晚上”是事件时间实体类型，“杭州”是出发地

实体类型，“北京”是目的地实体类型；对另一部分文档中的短语不进行标注形成无标注的

文档。

[0044] (2)使用如图3所示框架进行训练。

[0045] 根据实体抽取模块和类型选择模块分别建立有监督学习部分和无监督学习部分

组成抽取模型，见图4，在有监督学习部分对于有标注的文档进行有监督学习，在无监督学

习部分对于无标注的文档采用自我学习机制进行无监督学习；有监督学习部分独立地训练

实体抽取模块和类型选择模块，无监督学习部分结合有监督学习部分训练实体抽取模块和

类型选择模块。

[0046] 有监督学习部分和无监督学习部分均包括结构相同且参数相同的实体抽取模块

和类型选择模块；

[0047] 有监督学习部分中，准备文档、该文档包含并标注为实体的一个短语、该标注短语

对应的标注实体类型，文档和标注实体类型输入到实体抽取模块，输出该实体类型对应的

实体信息的概率分布；文档和标注短语输入到类型选择模块，输出该短语所属实体类型的

概率分布；实体抽取模块和类型选择模块的输出通过交叉熵分别计算标注短语和预测实体

信息的概率分布之间的损失值以及标注实体类型和预测实体类型的概率分布之间的损失

值，将两个模块的损失值相加作为有监督学习损失；

[0048] 无监督学习部分中，准备文档、该文档候选实体集合中采样的一个短语，文档输入

到实体抽取模块，并依次输入所有实体类型，输出文档中各个词是否组成各个实体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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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计算采样短语与每个实体类型输出的概率分布之间的损失值；文档和采样短语输入

到类型选择模块，输出该采样短语所属实体类型的概率分布；实体抽取模块输出的每个实

体类型的损失和类型选择模块输出的短语所属该实体类型的概率对应相乘后获得该实体

类型的初步损失，将所有实体类型的初步损失相加构成无监督学习损失loss，表示为：

[0049]

[0050]

[0051] 其中，ri表示短语所属第i个实体类型的概率，i表示实体类型的序号，C  表示实体

类型的总数，lossi表示第i个实体类型的无监督学习损失；

[0052] 将有监督学习部分的有监督学习损失和无监督学习部分的无监督学习损失加权

计算获得总损失，然后采用Adam求解方法对上述抽取模型进行优化训练获得抽取模型中实

体抽取模块和类型选择模块的参数；

[0053] 以文档“列出周六晚上从杭州飞往北京的航班”为例：

[0054] 有监督学习部分中，准本文档“列出周六晚上从杭州飞往北京的航班”、短语“周六

晚上”被标注为实体、该标注短语的标注实体类型为事件时间实体类型。文档“列出周六晚

上从杭州飞往北京的航班”输入到实体抽取模块，事件时间实体类型也输入到实体抽取模

块，实体抽取模块输出与事件时间实体类型对应的实体信息概率分布，计算短语“周六晚

上”与实体抽取模块输出的实体信息概率分布之间的损失值；文档“列出周六晚上从杭州飞

往北京的航班”输入到类型选择模块，短语“周六晚上”也输入到类型选择模块，类型选择模

块输出短语“周六晚上”所对应的实体类型的概率分布，计算标注的事件时间实体类型与类

型选择模块输出的概率分布之间的损失值。将两个模块的损失值相加作为有监督学习损

失。

[0055] 无监督学习部分中，文档“列出周六晚上从杭州飞往北京的航班”的候选实体集合

为“周六晚上”、“杭州”、“北京”，随机采样候选实体集合中的一个短语，例如“周六晚上”。将

文档“列出周六晚上从杭州飞往北京的航班”输入到实体抽取模块，将所有实体类型包括事

件时间实体类型、出发地实体类型、目的地实体类型，也依次输入到实体抽取模块，输出文

档“列出周六晚上从杭州飞往北京的航班”中各个词是否组成各个实体类型的概率，分别计

算采样短语“周六晚上”与每个实体类型输出的实体信息概率分布的损失；文档“列出周六

晚上从杭州飞往北京的航班”和短语“周六晚上”输入到类型选择模块，输出短语“周六晚

上”所属实体类型的概率分布；实体抽取模块输出的每个实体类型的损失和类型选择模块

输出的短语“周六晚上”所属该实体类型的概率对应相乘后获得该实体类型的初步损失，将

所有实体类型的初步损失相加构成无监督学习损失。图2展示了无监督学习部分的一个例

子。

[0056] 在每一个训练步中，虽然举例时使用了同一个文档，但实际训练时有监督学习部

分和无监督学习部分不需要使用相同的输入文档。

[0057] 将有监督学习部分的有监督学习损失和无监督学习部分的无监督学习损失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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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获得总损失，然后采用Adam求解方法对上述抽取模型进行优化训练获得抽取模型中实

体抽取模块和类型选择模块的参数。

[0058] (3)针对待测的文本，将待测的文本和各个可能的实体类型输入到实体抽取模块

处理输出文档中各个词是否组成该实体类型的结果，进而获得该实体类型对应的短语，然

后将文档以及该实体类型对应的短语输入到类型选择模块输出各个短语所属实体类型的

概率分布，针对每个短语取最大概率的所属实体类型和实体抽取模块输入的实体类型进行

比较：

[0059] 若一致，则将该短语作为实体，输出该短语及其实体类型作为实体信息；

[0060] 若不一致，则舍弃该短语，不作为实体。

[0061] 以文档“列出周六晚上从杭州飞往北京的航班”为例：

[0062] 假设可能的实体类型为事件时间实体类型、出发地实体类型、目的地实体类型、经

停地实体类型，将文档与可能的实体类型依次输入实体抽取模块，分别获得“周六晚上”、

“杭州”、“北京”、“北京”，注意这里第二个“北京”是实体抽取模块犯的错误，实际不存在改

实体。将这四个预测的短语依次输入类型选择模块，获得每个短语取最大概率的所属实体

类型分别为事件时间实体类型、出发地实体类型、目的地实体类型、目的地实体类型，其中

前三个与输入实体类型一致，因此输出这些短语及其实体类型；最后一个实体类型不一致，

因此舍弃该预测短语，不作为实体。最终获得三个文本实体信息，“周六晚上”为事件时间实

体类型，“杭州”为出发地实体类型，“北京”为目的地实体类型。

[0063] (4)在公开数据集上进行了实验，结果表明的新型半监督学习方法相对于传统有

监督学习方法有非常显著的提升。在特定的数据集上，小样本(如50句标注语句)下F1值相

比传统有监督学习方法约提升20％。

[0064] 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根据本发明所提供的文字描述、附图以及权利要求书能够很容

易在不脱离权力要求书所限定的本发明的思想和范围条件下，可以做出多种变化和改动。

凡是依据本发明的技术思想和实质对上述实施例进行的任何修改、等同变化，均属于本发

明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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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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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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