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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针对大规模查询 日志中丰富的命名 实体的挖掘技术，通过利用 Wikipedia数据 ，结 

合转移学习方法构建目标类剐的分类器．该技术很好地利用了监督学习的优越性能以提 高查询 日 

志中命名实体挖掘的准确性，同时也解决了监督学习方法中大规模标注的问题．实验结果表明，基 

于转移学习的命名实体挖掘技术具有优越的命名 实体挖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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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amed Entity Mining Method Based on Transfer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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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problem of mining named entities from query logs．A novel scheme was 

introduced based on transfer learning，which trains classifier for target category by leveraging W ikipedia 

data source．In this way it can greatly make use of supervised learning and also deal with the large scale 

labeling problem． The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novel scheme based on transfer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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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络 的急剧发展，搜索引擎成为人们 

获取日常所需信息的重要工具．长期以来，各大商业 

搜索引擎聚积了大量的用户查询行为日志．用户查 

询 日志作为一类 富含大众智慧的海量数据资源 ，成 

为了数据挖掘领域广泛关注的研究对象．从查询日 

志中获取的各种知识不仅可为信息检索领域所用， 

还可成为机器翻译、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的基础． 

以往对命名实体挖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本领 

域中[1 ]，至今已有近 20年的发展历史．命名实体挖 

掘作为 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一项重要技术 ，已经取 

得了很多成果．早期命名实体挖掘的技术通常依赖 

于人工指定规则．近年来，机器学习的方法也开始被 

应用于命名实体挖掘 ，包括监督学习_】]，半监督学 

习l2 和无监督学习_3j． 

Wikipedia作为一类新型的数据资源近年来在 

工业界和研究领域得到了极大的关注 ，其为一个聚 

合大众智慧的知识库，该知识库是大量用户长期编 

辑的结果，它包含大量的命名实体以及相应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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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且每个文档都有人工标注的详细的类别信息． 

与文本领域 中的命名实体挖掘不同，用户查询 

通常都很简短 (往往只有 2～3个词)，并且不具备严 

格的语法 ，语义很模糊 ，因此 ，文本领 域中的命名实 

体挖掘技术不能直接有效地应用到查询上．这给基 

于用户查询的命名实体挖掘的研究工作提出了新的 

挑战．已有的研究表明，用户查询数据具有一些独有 

的分布特性 ，分析这些特性有助于从用户查询 日志 

中挖掘命名实体．Pasca 提出了一种利用查询模板 

从用户查询 日志 中挖掘命名实体的技术，其将查询 

分解为两部分 ：某个类别 的实例(即命名实体)和查 

询模板(即查询上下文)．在此基础上 ，通过人工给定 

目标类别下的一组种子 (命名实体)作为指导 ，估计 

目标类别下的查询模板 的分布，从用户查询 日志 中 

挖掘 目标类别下的新命名实体． 

区别于 已有的工作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颖的基 

于转移学习的命名实体挖掘技术，该技术借助已有 

的知识库 Wikipedia数据源指导基于查询 日志的命 

名实体挖 掘，同时提 出 了一 种转 移学 习技术 解决 

Wikipedia数据和查询 日志数据特征分布的差异性 

问题 ，该技术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库 Wikipedia 

数据结合转移学习方法来构建查询 日志上的分类 

器 ，该分类器具有监督学习的优越性能 ，可以高效地 

应用到查询 日志领域． 

本文收集了来 自一个商业搜索引擎的 15×10。 

条真实用户查询数据作为实验数据 ，实验结果表明， 

基于转移学习的命名实体挖掘方法在实体挖掘性能 

上显著优于其他作为对比的方法． 

1 命名实体挖掘框架 

给定一组 目标类别 ，命名实体挖掘的 目标是从 

大规模用户查询 日志中挖掘出 目标类别相关的命名 

实体．本文的命名实体挖掘框架可以分为 3个 阶段 ： 

(1)构建 目标类别的训 练语料．根据给定的 目 

标类别 ，在 Wikipedia数据 中匹配所 有标 注了该类 

别的文档，比如 目标类别为 Person，可以通过在 

Wikipedia数据中匹配所有标注类别为 Living peo— 

pie的文档 ，来获取 目标类别 Person的训练语料(命 

名实体及其 Wikipedia描述文档)．此外 ，每篇匹配 

到的文档的标题作为下一步处理的种子命名实体． 

通常，可 以通过简单地理解 目标类别的语义在 

Wikipedia数据中找到合适的类别标签来描述该目 

标类别，确保了训练语料的构建可以简单进行． 

(2)针对第 1阶段中匹配到的种子命名实体获 

取相应查询描述文档 ，然后采用转移学习方法训练 

分类器．即对每个种子命名实体 ，通过遍历整个查询 

日志 ，收集所有包含该种子命名实体的用户查询．本 

文将查询分解为 2部分：命名实体和查询模板．例如 

命名实体 harry potter，对于查询 harry potter post— 

er，相应的查询模板为#poster．通过组合该命名实 

体的所有查询模板 ，得 到该命名实体的查询描述文 

档．可以像普通 文档一样来处理查 询描述文档．因 

此，对所有种子命名实体，通过遍历整个查询 日志 ， 

匹配得到相应的描述文档集合 ，结合第 1阶段 中从 

Wikipedia数据获取得到的训练语料 ，就可针对每个 

目标类别采用转移学习方法训练相应的分类器． 

(3)获取候选命名实体 ，并 采用第 2阶段 中训 

练好的分类器来挖掘候选命名实体．将第 2阶段 中 

所获取的所 有种子命名实体 的查询模板作 为 目标 

串，遍历整个查询 日志通过匹配获取候选命名实体 

及相应的查询描述文档．利用前面学习得到 的每个 

目标类别的分类器，来分类候选命名实体，从而挖掘 

得到各个 目标类别下的新命名实体． 

2 转移学习方法 

由于 Wikipedia数据和查询 日志数据特征分布 

存在很大的差异，不能直接采用 Wikipedia数据构 

建分类器来挖掘查询 日志中的命名实体 ，因此提 出 

了 3种不 同的转移 方法，尝试解决不 同领域上数据 

特征分布的差异性． 

2．1 问题定义 

对每个 目标类别 C，有 Wikipedia文档集 ，记为 

DP一 {dP．1，dP．2，⋯ ，dP， } 

及查询 日志文档集 ，记为 

DL一 {dL，1，dL，2，⋯，dL， } 

其 中，m、7-／为文档集合 的大小．本 文采用词袋模型 

表示文档，每篇文档都可以用词空间的一个向量表 

示．D 对应的词空间记为 

WP一 {WP，1，WP，2，⋯，WP， } 

D 对应的词空间记为 

WL= {WL．1，WL．2，⋯ ，wL．r} 

其中，S xt为词集合 的大小． 

2．2 简单转移方法 

简单转移方法(STM)的基本假设为：对每个 C 

的文档集 D 和 D ，其对应 的词空 间 w 和 具 

有相同的分布，并且 W 一w ． 

2．3 基于重叠特征的转移方法 

基于重 叠特 征 的转 移 方法 (Overlap Based 

Transfer Method，OBTM)的基本假设为 ：对每个 C 

的文档集 D 和 D 重叠的特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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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 WP n WL 

2．4 基于差异性的转移方法 

基 于 差 异 性 的 转 移 方 法 (Difference Based 

Transfer Method，DBTM)的基本假设为：对每个 C 

的文档集 D 和 D 重叠的特征为 

Wo— WP n WL 

具有不同的分布．基于该假设本文提出了 FCE(Fre— 

quently Co—occurring Entropy)来 进 行特 征 选择． 

FCE的定义为 ： 

FCE(训)一 lg(PD。(训)PD (叫)+ a) (1) 

式中：P ( )和 P DT(叫)分别为词 训 在文档集合 

D 和 D 中出现的概率 ， 

PDP(训)= (2) 

PD
L
(训)一 (3) 

ND。， 和 N DfI 分别为在文档集合 D 和 D 中包含 

词 的文档数 目，l D l、1 D 1分别为文档集合 D 

和 D 的大小 ；or、 为防止计算溢出而设置的平滑参 

数，实验中分别设置为 2×10 和 10～．由FCE的 

定义可知，该定义偏向于选择在 2个文档集合中都 

很一般化的特征． 

3 实验结果及其分析 

本文收集了来 自一个商用搜索引擎的真实用户 

查询数据，通过实验来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将 3 

种转移学习方法与直接在 D 语料上训练的分类器 

(Directly Training Classifier，DTC)进行比较．需要 

特别指出的是，本文 的实验采用 One—class SVM ] 

作为基本分类器． 

3．1 实验数据 

本文所采用的实验数据集包含了从 MSN Live 

Search搜索引擎随机采样得到的 l5×1O 条真实用 

户查询数据．该数据集包含6 623 961个不同的用户 

查询，用户查询的平均长度为 2．423个英文单词．本 

文中，用户查询被认为是互相独立的，不考虑它们是 

否来 自同一用户．此外，本文下载了整个 Wikipedia 

数据 ，共计2 948 000多篇英文文档． 

本实验共考虑了 5个不同语义类别，综合考虑 

了不同粒度的类别，其中包括命名实体挖掘和挖掘 

中经常会涉及的粒度较粗的类别．对于每个 目标类 

别 ，从 Wikipedia数据集合中随机地选择 5 000个文 

档作为该目标类别的训练样本． 

3．2 评价方法 

为了确保评价的可靠性，对每个目标类别，采用 

文献[6]中挖掘结果的前 250个作为候选命名实体 

集合进行测试(丢弃描述文档长度少于 5O个词的候 

选命名实体)．通过人工标注这些候选命名实体，对 

属于该类别的结果命名实体判定为 true，否则判定 

为 false．另外 ，为了确保结果的准确性 ，本实验同时 

召集了3个研究生做评价，对评价结果不一致的命 

名实体，采用投票的方式确定命名实体最终的评价 

结果(多于 2个人同时认 同的结果将被接受)．基于 

上述人工评价后的结果数据，采用准确率 A来评价 

分类器的性能 ： 

A — N ／N (4) 

式中： 为正确预测的样本数；Ne为总测试样本数． 

3．3 实验结果及其分析 

采用上节描述的实验数据和度量 ，对 4种方法 

进行比较．实验结果如表 1所示．由表 1可见 ： 

(1)除类别 Location外 ，DTC 的分类性能都 

很差(A≤o．211)．这是由于用户查询中命名实体往 

往语义很模糊，同一个命名实体 串在不同查询中可 

能指代不 同类别的实体．比如，命名实体 harry pot～ 

ter，在用户查询 harry potter poster中为电影 harry 

potter；而 在用户查询 harry potter author中为书 

harry potter；直接从查询日志中获取命名实体的查 

询描述文档作为训练数据会含大量噪音 ，因此 ，利用 

查询 日志数据训练分类器很难获得很好 的分类性 

能． 

(2)在所有类别下，STM 的准确率都低于 

DTC．这是 由于查询 日志数据 的词特征分布与 

Wikipedia数据的词特征分布存在很大的差异，基于 

Wikipedia数据训练得到的分类器不能直接应用到 

查询 日志数据． 

(3)DBTM 的性 能远远 优于其他 3个方 法． 

DBTM 在各类别上 的平均 准确率相对于 OBTM、 

STM和DCT分别提高了 47 ，672 和 228 ．这 

表明查询数据具有自己独有的分布特性，正确地分 

析这些特性有助于准确地挖掘出命名实体，同时也 

说明了 Wikipedia数据作为外部知识 的指导作用． 

表 1 各方法的准确率 

Tab．1 Accuracy of different methods 

方法 Location Person Movie Music Game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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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TM 能够取得更好的挖掘效果的原 因，主要 

是由于 DBTM 通过考虑查询 日志数据 的词特征与 

Wikipedia数据的词特征分布上的差异 ，更加准确地 

提取出 2个领域之间共同的词特征，从而实现了从 

Wikipedia数据到查询 日志数据 的有效转移学习．表 

2中以 Person为例，分别给出了其对应的 D 和 D 

下前 10个词 (分别根据词 W在 D 和 D。 中出现的 

概率 PDD(叫)和 P D1(叫)的从大到小取前 1O个，分 

别记为 PT( )和 LT(j)，i，J一1，2，⋯，10)，以及 D 

和D 共现词集合中取前 10个词(按词在 D 和D 

中共现的信息商从 大到小取前 10个 记为 CT(愚)， 

表 2 Person类别下 PT(i)，LT(j)和 CT(k)对比 

Tab．2 Comparison of PT(i)，LT{j)and CT(k)for Person 

是一1，2，⋯ ，10)．表 2在 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 CT(忌) 

(是一1，2，⋯ ，10)相对于 PT( )和 LT(j)类别相关性 

更加明确并且更加一般化 ，而这些一般化 的特征正 

是转移学习成功的基础． 

图 1所示为 DBTM 在各类别下的准确率随选 

取特征 比例变化 的曲线．由图可见 ，初始时 DBTM 

的准确率随特征比例的增加逐渐增大 ，并到达最大 

值；再继续增大选取特征比例，准确率逐渐下降，这 

是 由于选用更多的特征会引入噪音．该 图说明了特 

征 选 择 在 转 移 学 习 中 的重 要 性 ，同 时 也说 明 了 

DBTM 方法的有效性． 

4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颖的基于转移学习的命名实 

体挖掘框架，该框架通过利用 Wikipedia数据，结合 r3] 

转移学习的方法来构建 目标类别 的分类器，很好地 

利用 了监督学习的优越性能 ，同时也解决 了监督学 

习方法中大规模标注的问题．实验结果表明，基于转 

移学习的命名实体挖掘方法具有优越 的命名实体挖 E4] 

掘性能．下一步期望在中文查询 日志数据集上验证 

本文所提出方法的可行性，同时探索挖掘的大量命 

名实体在检索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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