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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二部图半监督方法的查询日志实体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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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用户查询日志的命名实体挖掘的目标是从用户查询日志中挖掘一组具有指定类别的命名实体。为解

决已有用户查询日志实体挖掘研究工作中的种子实体不充分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二部图的半监督排序方法，

利用实体之间的关系（实体共享查询模板）来改善实体排序效果。该方法首先基于候选实体和查询模板构建一个

二部图，然后基于二部图将种子实体的类别相关性传播到其他候选实体，最后按照类别相关性得分对候选实体进

行排序，并进一步给出方法中迭代过程的等价优化框架。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优于基准方法，具有较好

的挖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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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命名实体是现实世界中抽象或者具体的实体，

常见的实体包括人、地点、机构和专有名称等。命名

实体是文本的基本信息元素，是人们正确理解文本

的基础。从文本中识别和挖掘命名实体，是知识库

建立、关系挖掘和机器翻译等研究领域的基础，在自

然语言理解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针对命名实体识

别和挖掘的研究工作已经开展了很多年，然而大部

分研究工作都是面向传统的文本领域。作为一类重

要的用户使用数据———用户查询日志，同样包含了

丰富的实体信息，这些实体构成了用户查询的核心

语义单元，是人们正确表达查询意图的基本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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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查询日志中挖掘命名实体，对于垂直搜索、
知识库建立和查询意图理解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作

用。不同于传统的文本，用户查询通常比较简短

（２～３个词），书写也不规范（例如，查询词通常是小
写的），并且实体的上下文特征不丰富，使得传统命

名实体挖掘和识别方法不能直接应用到用户查询这

样的环境下，也给本文的命名实体挖掘研究工作带

来了挑战。

早期的命名实体识别和挖掘研究工作主要是面

向文本领域，作为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内的一项重要

技术，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最初命名实体识别主

要是基于人工编写规则的方式［１］。随着机器学习

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基于统计学习的方法被引入到

命名实体识别领域，包括监督式学习［２４］、半监督式

学习［５７］和无监督式学习［８１０］。基于用户查询日志

的命名实体识别和挖掘研究工作开展比较晚，相关

工作比较少。Ｐａｓ，ｃａ［１１］首先提出基于用户查询日志
来挖掘指定类别的命名实体，该工作采用了一种弱

指导方式的挖掘框架。翟海军等人［１２］采用弱指导

的话题模型来解决用户查询日志命名实体挖掘所面

临的类别模糊性的问题。

Ｇｕｏ等人［１３］针对命名实体的类别歧义性的问

题，提出了一个弱监督式ＬＤＡ模型框架来识别用户
查询中的命名实体。Ｘｕ等人［１４］结合用户查询中的

上下文和“ｃｌｉｃ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ｄａｔａ”信息，从用户查询中来
识别命名实体。Ｄｕ等人［１５］从查询会话中提炼更加

丰富的上下文特征，并基于提取的特征分别采用条

件随机场模型和话题模型来从用户查询中识别命名

实体。文献［１３１５］主要关注如何从单条用户查询
中识别出命名实体，而本文工作是从整个用户查询

日志中挖掘命名实体。Ｊａｉｎ［１６］等人基于用户查询日
志研究了开放式命名实体挖掘问题。

另外一部分相关工作就是基于图的半监督学

习。很多基于图的半监督学习方法［１７１９］都可以看

成是基于图来估计一个函数 ｆ，函数 ｆ需要满足以
下两个条件：（１）对于图上的已标记的节点的 ｆ取
值，同给定的标记尽可能地保持一致；（２）ｆ在图上
是平滑的。基于图的半监督学习已经得到广泛的应

用，包括用户查询分类［２０］，Ｗｅｂ图片标注［２１］，用户

查询推荐［２２］等。其中，Ｌｉ等人［２０］利用用户查询日

志中的“ｃｌｉｃ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ｄａｔａ”来提升用户查询意图分
类器的效果。本文中使用的模型同文献［２０］中模
型相似，区别是文献［２０］中的模型是本文提出的模
型的特例，即本文提出的模型是文献［２０］中模型的
泛化形式。

本文的主要贡献：（１）提出利用候选实体之间
的关系来对候选实体进行排序，进而提升命名实体

挖掘的效果；（２）采用一个基于二部图的半监督学
习方法来对实体进行排序；（３）给出学习方法中的
迭代过程所对应的优化框架。

１　问题描述

我们用Ｑ＝｛ｑ１，ｑ２，…，ｑｎ｝表示用户查询数据

集合，用 Ｓ＝｛ｓ１，ｓ２，…，ｓｋ｝表示隶属于类别 Ｔ的种
子实体集合。用Ｅ＝｛ｅ１，ｅ２，…，ｅｍ｝表示具有类别Ｔ
的命名实体集合。则基于用户查询日志的命名实体

挖掘问题可以形式化为：给定类别 Ｔ和具有类别 Ｔ
的种子实体集合Ｓ，目标是从用户查询数据集 Ｑ中
挖掘得到具有类别Ｔ的实体集合Ｅ。

已有研究工作［１３］通过对用户查询日志分析表

明，大约有７０％的查询包含有单个命名实体，因而
本文主要关注包含单个命名实体的用户查询。基于

上述的分析结果，针对包含命名实体的用户查询 ｑ
就可以表示成为一个二元组，即 ｑ＝（ｅ，ｔ），其中，ｅ
表示命名实体，而 ｔ表示用户查询 ｑ中实体 ｅ的上
下文，即查询模板。例如，命名实体“ｔｈｅｍａｔｒｉｘ”，对
于用户查询“ｔｈｅｍａｔｒｉｘｍｏｖｉｅ”和“ｔｈｅｍａｔｒｉｘｃａｓｔ”，
相应的查询模板分别是“＃ｍｏｖｉｅ”和“＃ｃａｓｔ”。

２　命名实体挖掘流程

基于用户查询日志的命名实体挖掘主要分为以

下几个阶段：

（１）获取种子实体对应的查询模板。利用目标
类别下的一组种子实体，采用字符串匹配的方式从

用户查询日志中得到与种子实体相对应的查询模

板。这里进行字符串匹配的时候，忽略了大小写。

（２）获取候选实体。利用得到的查询模板，从
用户查询日志中匹配得到与查询模板相对应的候选

实体（包括种子实体）。

（３）获取候选实体对应的查询模板。利用获取
得到的候选实体，从用户查询日志中得到候选实体

所对应的查询模板。该阶段完成后，每个候选实体

都会对应一组查询模板集合；同样，每个查询模板也

会对应一组候选实体集合。

（４）基于候选实体集合和查询模板集合，构建
一个二部图。在该二部图上进行类别相关性的传

播，即将种子实体的类别相关性传播到其他候选实

体；最后每个候选实体都会被赋予一个类别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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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得分，根据这个得分对候选实体进行排序。具体

排序方法在下节中进行详细说明。

３　基于二部图的排序方法

３１　二部图的构建
我们基于候选实体集合和查询模板集合，构建

一个二部图。将候选实体集合和查询模板集合看成

是二部图的两个节点集合，如果某个候选实体和某

个查询模板相互对应（即利用该查询模板通过遍历

用户查询日志可以得到该候选实体），则在二部图

上与它们相应的节点之间就会有一条边相连。如图

１所示，用户查询日志中存在用户查询“ｔｈｅｍａｔｒｉｘ
ｃａｓｔ”，该查询可以分解为候选实体“ｔｈｅｍａｔｒｉｘ”和查
询模板“＃ｃａｓｔ”，则在二部图中，表示候选实体“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和查询模板“＃ｃａｓｔ”的两个节点之间就会有
一条边相连。

图１　基于候选实体和查询模板的二部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ｂｉｐａｒｔｉｔｅｇｒａｐｈ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

　　用Ｇ＝ Ｕ∪Ｖ，( )Ｅ表示所构建的二部图，用Ｕ＝
｛ｕ１，ｕ２，…，ｕｍ｝表示候选实体对应的节点集合，用
Ｖ＝｛ｖ１，ｖ２，…，ｖｎ｝表示查询模板对应的节点集合，
对于某条（ｕｉ，ｖｊ），其权重定义如下：

ｗｉｊ＝
１，ｉｆｕｉｉ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ｔｏｖｊ，

０，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
（１）

二部图中的每个节点都有先验的分数值。对于

候选实体，如果该实体是该类别的种子实体，则先验

分数值设置为１；如果不是该类别的种子实体，则先
验值设置为０。针对查询模板，每个节点的先验分
数值设为０。
３２　基于二部图的类别相关性传播

我们基于二部图在候选实体之间进行类别相关

性的传播。传播过程用公式（２）表示：
Ｘｔ＋１＝αＭ１Ｙｔ＋（１－α）Ｘ０，

Ｙｔ＋１＝Ｍ２Ｘｔ＋１{ 。
（２）

其中Ｍ１＝Ｄ
－λＡ，Ｍ２＝Ａ

ＴＤ－（１－λ），Ａ是二部图的邻

接矩阵，ＡＴ是 Ａ的转置矩阵；Ｄ是对角矩阵，其（ｉ：
ｉ）元素等于矩阵Ｗ＝ＡＡＴ第 ｉ行元素之和；Ｘ０是候
选实体的初始分值向量，Ｘｔ和Ｙｔ是经过ｔ步迭代后
候选命名实体和查询模板所对应的分数值的向量；

α是取值范围在０和１之间的权重变量；λ也是取
值范围在０和１之间的变量。公式（２）中的第一行
体现了候选实体分数值的更新，第二行体现了查询

模板的分数值的更新。

３３　迭代过程的收敛性
因为最终需要的是候选实体的排序结果，所以

更加关注候选实体对应的分数值向量 Ｘｔ。本节证
明迭代过程中产生的序列｛Ｘｔ｝收敛。通过公式（２）
可以得到如下迭代公式：

Ｘｔ＋１＝αＭ１Ｍ２Ｘｔ＋（１－α）Ｘ０。 （３）
随着迭代的不断进行，可以得到

Ｘｔ＋１＝（αＭ１Ｍ２）
ｔ＋１Ｘ０＋（１－α）Ｘ０∑

ｔ

ｋ＝０
（αＭ１Ｍ２）

ｋ。

（４）
因为０＜α＜１，并且Ｍ１Ｍ２特征值落在区间［－１，１］
（矩阵 Ｍ１Ｍ２与矩阵 Ｐ＝Ｄ

－１Ｗ相似，Ｐ＝Ｄ－１Ｗ＝
Ｄ－（１－λ）Ｍ１Ｍ２Ｄ

１－λ），所以得到

ｌｉｍ
ｔ→∞
（αＭ１Ｍ２）

ｔ＋１＝０，

ｌｉｍ
ｔ→∞
∑
ｔ

ｋ＝０
（αＭ１Ｍ２）

ｋ＝（Ｉ－αＭ１Ｍ２）
－１{
。

（５）

最终得到

Ｘ ＝ｌｉｍ
ｔ→∞
Ｘｔ＝（１－α）（Ｉ－αＭ１Ｍ２）

－１Ｘ０＝

（１－α）（Ｉ－αＤ－λＷＤ－（１－λ））－１Ｘ０。 （６）
这样可以不用迭代过程，而是直接计算得到收敛后

的结果Ｘ。
３４　优化框架

因为本文主要关注候选实体对应的分数值向量

Ｘｔ，所以这里给出针对公式（３）所对应的优化框架。
将该公式中的 Ｍ１和 Ｍ２分别替换成 Ｄ

－λＡ和
ＡＴＤ－（１－λ），得到如下公式：

Ｘｔ＋１＝αＤ
－λＡＡＴＤ－（１－λ）＋（１－α）Ｘ０。 （７）

从公式（７）中可以看出，当 λ＝０时，表示为个性化
的随机游走传播过程；当 λ＝１时，表示为带有先验
的类似热传导的传播过程；当 λ＝０５时，表示为文
献［１９］中的传播过程。由此可见，参数λ不同的取
值对应着不同的传播方式。

给出公式（７）所对应的优化框架。类似于文献
［１９］中的优化框架，公式（７）中的 Ｘ对应的代价函
数具有如下形式：

Ｑ（Ｘ）＝１２∑
ｍ

ｉ，ｊ＝１
ｗｉｊ

ｘｉ
ｄ１－λｉ

－
ｘｊ
ｄ１－λｊ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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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２∑
ｍ

ｉ＝１

１
ｄ１－２λｉ

‖ｘｉ－ｘ
０
ｉ‖

２。 （８）

在公式（８）中，ｗｉｊ是矩阵Ｗ＝ＡＡ
Ｔ的第（ｉ：ｊ）分项，ｄｉ

是矩阵Ｄ的第（ｉ：ｉ）分项，ｘ０ｉ向量Ｘ０的第 ｉ个分项，
μ是正则化参数因子。因而公式（７）中的迭代过程
可以转化成如下的优化问题：

Ｘ ＝ａｒｇｍｉｎＱ（Ｘ）。 （９）
将代价函数Ｑ（Ｘ）对Ｘ求导，得到

Ｑ（Ｘ）
Ｘ Ｘ＝Ｘ

＝（Ｄ－Ｗ）Ｄ－（１－λ）Ｘ ＋

μＤλ（Ｘ －Ｘ０）＝０， （１０）
如果令

α＝ １１＋μ
， （１１）

则得到

　Ｘ ＝（１－α）（Ｉ－αＤ－λＷＤ－（１－λ））－１Ｘ０。 （１２）
　　基于以上的推导过程，我们证明了公式（８）是公
式（７）中迭代过程的等价优化框架。从公式（８）中可
以看到，当λ＝０５时，就是文献［１９］中给出的优化框
架形式。所以这里给出的是更加一般化的优化框架。

４　实验

４１　实验设置
我们基于一个真实的用户查询日志数据集来验

证本文提出方法的有效性。该数据集是从一个商用

搜索引擎查询日志中随机采样得到的，大约含有

１５００万条用户查询。这里主要是利用查询词语本
身，其他信息暂时不考虑。

在实验中主要考虑了 ３个语义类别，分别是
“Ｍｏｖｉｅ”、“Ｇａｍｅ”和“Ｆｏｏｄ”。针对类别“Ｍｏｖｉｅ”和
“Ｇａｍｅ”，分别从不同的网站人工采集了相应的种
子命名实体，网站包括维基百科（ｗｗｗ．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ｃｏｍ）、豆瓣电影（ｍｏｖｉｅ．ｄｏｕｂａｎ．ｃｏｍ）和 ＧａｍｅＳｐｏｔ
（ｗｗｗ．ｇａｍｅｓｐｏｔ．ｃｏｍ）等。我们尽量挑选受到关注
度较高的命名实体作为种子实体，因为受到关注度

较高的实体在用户查询日志中对应的查询模板也相

对较多，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构建的二部图的

连通性。种子实体列表如表１所示。
　　针对每个类别，返回前５００个候选实体的列表，
列表中的候选实体按照所赋予的类别相关性得分由

高到低进行排列。请３个研究人员对这５００个候选
实体进行标注，如果某个候选实体属于指定类别，则

标注为正确（分值为１）；否则，标注为不正确（分值
为０）。对于标注不一致的候选实体，则采取投票的

方式来确定候选实体的标注值。基于上述人工标注

后的结果，本文采用Ｐ＠Ｎ（前Ｎ个结果的准确率）来
评估算法性能。在公式（２）中设置α＝０５，λ＝０２。
我们将在节４４中分析参数α和λ的敏感度。

表１　类别和种子命名实体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ａｎｄｓｅｅ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目标类别 种子命名实体

Ｍｏｖｉｅ

ｓｉｎｃｉｔｙ，ｊｕｓｔｍｙｌｕｃｋ，ｍｉａｍｉｖｉｃｅ，ｓｅｅｎｏｅｖｉｌ，
ｓｔｉｃｋｉｔ，ｔｈｅｂｒｅａｋｕｐ，ｔｈｅｌａｋｅｈｏｕｓｅ，ｔｈｅ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ａｕｎｔｉｎｇ，ａｎｉｍａｌｆａｒｍ，ｇｈｏｓｔ
ｒｉｄｅｒ，ｓａｙ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ｓｐｉｄｅｒｍａｎ３，ｓｔａｒｗａｒｓ，ｏｖｅｒ
ｔｈｅｈｅｄｇｅ，ｓｉｌｅｎｔｈｉｌｌ，ｔｈｅｄａｖｉｎｃｉｃｏｄｅ

Ｇａｍｅ

ｄｏｏｍ３，ｅｍｐｉｒｅｅａｒｔｈ，ｈａｌｆｌｉｆｅ２，ｔｈｅｓｉｍｓ，ｓｕ
ｐｅｒｍａｒｉｏ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ａｇｅｏｆｅｍｐｉｒｅｓ２，ｄｅｓｔｒｏｙａｌｌ
ｈｕｍａｎｓ，ｃｏｍｍａｎｄａｎｄｃｏｎｑｕ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ｃａｌｌｏｆ
ｄｕｔｙ，ｔｈｅｌｅｇｅｎｄｏｆｚｅｌｄａ，ｎｅｅｄｆｏｒｓｐｅｅｄｍｏｓｔ
ｗａｎｔｅｄ，ｄｅｖｉｌｍａｙｃｒｙ３，ｋｉｎｇｄｏｍ ｈｅａｒｔｓ２，
ｄｒｉｖｅｒｓｅｄ，ｓｔａｒｗａｒ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ｈｅｄｇｅ，ｓｉｌｅｎｔ
ｈｉｌｌ，ｔｈｅｄａｖｉｎｃｉｃｏｄｅ

Ｆｏｏｄ
ａｐｐｌｅ，ｂｅｅｆ，ｃａｎｄｙ，ｃｈｉｃｋｅｎ，ｃｏｆｆｅｅ，ｅｇｇｐｌａｎ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ｍｅａｔ，ｐａｓｔａ，ｐｏｒｋ，ｐｏｔａｔｏ，ｒｉｃｅ，
ｓｈｒｉｍｐ，ｔｏｆｕ，ｔｏｍａｔｏ，ｔｕｎａ，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４２　参评方法
在实验中，将本文方法与 Ｐａｓ，ｃａ的方法［１１］进行

对比。Ｐａｓ，ｃａ的方法作为基准方法，简称Ｐａｓ，ｃａ，而基
于二部图的方法简称为 ＢＧＱＥＲ（ｂｉｐａｒｔｉｔｅｇｒａｐｈ
ｂａｓｅｄｑｕｅｒｙｅｎｔｉｔｙｒａｎｋｉｎｇ）。Ｐａｓ，ｃａ方法主要是利用
候选实体与类别的查询模板分布相似性来对候选实

体进行排序的。然而Ｐａｓ，ｃａ方法仅仅考虑候选实体
与类别之间的相似性，忽略了候选实体之间的关系。

方法ＢＧＱＥＲ则是利用候选实体之间的关系来改善
候选实体排序的效果。

４３　实验结果及分析
基于上面所描述的实验数据和度量，我们对方

法Ｐａｓ，ｃａ和ＢＧＱＥＲ进行了比较，结果见表２。从实
验结果中可以看出，在每个度量指标上，方法

ＢＧＱＥＲ基本上都优于 Ｐａｓ，ｃａ方法。利用候选实体
之间的关系，确实可以改善实体排序的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方法 ＢＧＱＥＲ在改善实体
排序效果方面，相对于 Ｐａｓ，ｃａ的方法确实有一定程
度的提升，但是，从绝对效果上来说，还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特别是针对类别“Ｇａｍｅ”，候选实体的排
序效果还有待改进。这是因为用户查询日志中，仍

然存在着大量的噪音数据；而查询模板有时不具有

区分性。例如，针对类别“Ｇａｍｅ”，隶属于“Ｇａｍｅ”
的命名实体经常与“＃ｃｈｅａｔｓ”，“＃ｇａｍｅ”或者“＃
ｃｈｅａｔｃｏｄｅｓ”等查询模板共现，但是某些游戏平台，
例如“ｐｓ１”，“ｐｓ２”或者“ｘｂｏｘ”等也经常同上述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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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模板共现。这样，就会将“ｐｓ１”、“ｐｓ２”和“ｘｂｏｘ” 误判为“Ｇａｍｅ”类别。

表２　方法ＢＧＱＥＲ和Ｐａｓ，ｃａ性能（Ｐ＠Ｎ）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ｆｏ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ＢＧＱＥＲａｎｄＰａｓ，ｃａ（Ｐ＠Ｎ）

Ｐ＠Ｎ
Ｍｏｖｉｅ

Ｐａｓ，ｃａ ＢＧＱＥＲ
Ｇａｍｅ

Ｐａｓ，ｃａ ＢＧＱＥＲ
Ｆｏｏｄ

Ｐａｓ，ｃａ ＢＧＱＥＲ
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Ｎ
Ｐａｓ，ｃａ ＢＧＱＥＲ

Ｐ＠２５ ０８８ ０９２ ０６８ ０７６ ０６８ ０８４ ０７５ ０８４
Ｐ＠５０ ０７２ ０９６ ０７０ ０７６ ０６８ ０７２ ０７０ ０８１
Ｐ＠１００ ０７０ ０９４ ０６４ ０７９ ０７１ ０７１ ０６８ ０８１
Ｐ＠１５０ ０７１ ０９０ ０６３ ０７３ ０６３ ０７３ ０６６ ０７９
Ｐ＠２５０ ０７３ ０８２ ０６５ ０７２ ０６０ ０７８ ０６６ ０７７
Ｐ＠５００ ０６６ ０７３ ０４２ ０５４ ０５４ ０５８ ０５４ ０６２

４４　参数敏感度分析
在迭代过程中（请见公式（２）），有两个参数 α

和λ。本小节以类别“Ｍｏｖｉｅ”为例，来分析 α和 λ
的变化对候选实体排序结果的影响。

参数α是一个平衡因子，用来平衡候选实体的

先验类别信息和从其他候选实体传播过来的类别信

息之间的贡献。这里令λ＝０２，α取值从０到１，观
察类别“Ｍｏｖｉｅ”的候选实体排序效果的变化，见图
２。从图中可以看到，当 α在区间［０１，０９］变化
时，Ｐ＠Ｎ的变化是比较平滑的。

图２　方法ＢＧＱＥＲ的Ｐ＠Ｎ随α变化趋势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ＢＧＱＥＲ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α

　　参数 λ控制着传播方式。当 λ＝０时，传播过
程采取的是个性化的随机游走方式；当 λ＝１时，传
播过程采取的带有先验信息的类似“热传播”过程

方式；当λ＝０５时，采取的就是文献［１９］中的传播

方式。这里令 α＝０５，λ取值从０到１，观察类别
“Ｍｏｖｉｅ”的候选实体排序效果的变化，见图３。从图
中可以看到，当 λ在区间［０１，０５］变化时，Ｐ＠Ｎ
的变化基本上是平滑的。

图３　方法ＢＧＱＥＲ的Ｐ＠Ｎ随λ变化趋势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ＢＧＱＥＲ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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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

本文通过采用基于二部图的半监督排序方法，

利用实体之间的关系来改善对实体的排序效果，以

解决已有用户查询日志实体挖掘研究工作中的种子

实体不充分的问题。我们在一个真实的用户查询日

志数据集上来验证本文提出的方法，实验结果表明，

本文的方法优于基准方法，具有较好的挖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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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考虑利用现有的资源，通过领域适配，获得一批训

练样本，尽量减少人工标注的代价；可综合考虑多个

特征，以减少噪音对性能的影响；还可考虑利用微博

本身之外的背景知识（例如相关微博）来增强上下

文，以获得更丰富、更鲁棒的特征。

６　总结与展望

本文提出构建基于语义分析的微博搜索以克服

现有微博搜索的不足。微博语义搜索从大量的微博

中提取出信息点，以搜索和分类浏览的方式允许用

户快捷地访问这些信息点。不同于现有的微博搜

索，微博语义搜索对单个和一组微博做了深度的语

义分析，提供了超越关键字搜索的高级搜索（例如

搜索事件和搜索观点）和导航功能，并在一定程度

上支持商业智能。本文分析了语义微博搜索的主要

挑战和对策，并介绍了其参考实现和相关的关键技

术。特别是，本文以语义角色标注为例，讨论了面向

微博的语义分析技术如何克服微博本身特点带来的

挑战。我们已经构造一个针对英文的微博语义搜索

原型系统，下一步将扩展这一原型系统以支持中文、

日文等其他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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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５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ＣＭ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５８５５９４．

［２２］ＤＥＮＧＨｏｎｇｂｏ，ＬＹＵＭＩＣＨＡＥＬＲ，ＩＫＩＮＧＲＷＩＮ．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ｈｉｔ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ｂｉｐａｒ
ｔｉｔｅｇｒａｐｈｓ［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５ｔｈＡＣＭＳＩＧＫＤ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
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ＣＭ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２３９２４８．

（编辑：许力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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