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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规则识别中文组织机构全称和简称的方法。全称的识别首先借助机构后缀词库获得

其右边界 ,然后通过规则匹配并借助贝叶斯概率模型加以决策获得其左边界。简称的识别是在全称的基础上应用

其对应的简称规则实现的。在开放性测试中 , 该方法的总体查全率为 85.19%,查准率为 83.03%, F Measure 为

84.10%;简称的查全率为 67.18%, 查准率为 74.14%。目前该方法已应用于中文关系的抽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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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命名实体识别是信息抽取研究的前提。命名实

体主要包括人名 、地名 、机构名 、日期 、时间 、百分数 、

货币 。其中人名 、地名和机构名是最重要的三类 。

机构泛指机关 ,团体或其他企事业单位 ,包括院校 、

公私企业 、政府部门 、院校 、宗教组织 、科研部门 、国

际组织 、体育团队 、音乐团体 、军队等。

1.1　机构名识别的难点

1.中文机构名的用词十分广泛 ,并且很大部分

是未登录词 ,例如大部分的企业字号 。

2.中文机构名的长度极其不稳定 ,短到两个

字 ,多到几十个字 ,这就导致了机构名称的边界难以

确定。

3.机构名中含有大量其他的命名实体 ,这些实

体也制约了机构名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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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多数机构名称都有其简称 ,简称的构成没

有稳定的规则 ,甚至同一机构有不同的简称 ,这也使

得机构名的识别变得更加困难 。

1.2　机构名识别研究现状

目前 ,命名实体识别对人名[ 1] 和地名[ 2] 研究得

较多 ,而对于机构名实体的研究较少 ,主要有:

文献[ 3]从机构名称的语法特征和语义特征着

手 ,人工分析总结出机构名称的组织规律 ,进而识别

机构名称。经测试 ,正确率达到 97.3%,召回率达

到 96.9%。

文献[ 4]针对金融领域的机构 ,在识别策略上综

合考虑了机构名的结构特征和文本上下文信息 ,利

用机器统计和人工辅助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识别。在

开放测试中召回率达到 62.1%, 精确率达到

62.8%。

文献[ 5]将机构作为命名实体的七种类型之一

考虑 ,通过模式匹配进行识别 ,专名识别的召回率和

准确率在含有 1 117 个 NE 的测试集上为 46%和

53%,在含有 254 个 NE 的测试集上为 17%和

29%。

本文通过分析组织机构名称的构成特征 ,建立

了其专属的特征词库 ,并运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总结

出构成规则 ,从而对机构全称和简称进行识别 。

2　中文组织机构全称识别

2.1　中文组织机构全称特征分析

　　通过对中文组织机构名称的构成分析可以发

现:机构名称通常是以 X
+
Y 结构出现的定名型短

语 ,其中 X +表示一个或多个定语修饰词 ,它的词性

一般为名词 、形容词 、动词 、序数词;Y表示机构后

缀 ,它主要集中在“公司” , “集团”等一些名词 ,这些

词一般情况下是特定的 ,有限且为数不多的 ,所以可

以通过列举或者训练这样一个集合来帮助识别机构

名称的右边界。

　　要确定机构名称的左边界 ,就必须确定 X +的

长度 L ,由于中文机构名的长度不确定 ,本文采取的

策略是通过对大量的语料进行分词 ,词性标注后 ,统

计机构名称中定语修饰词的可能词性序列 ,形成规

则集 ,并对经过分词和特征词标注后的文档进行规

则匹配 ,从而确定中文机构名称的左边界。

2.2　中文组织机构特征词库及规则集

本文使用的语料搜集自网上 ,由包含机构名称

的句子构成 ,共计 1 130句 ,包含 1 500个真实机构

名称。先对语料库进行分词 、词性标注 ,在此基础

上 ,建立了如下的特征词词典和定语修饰词规则库:

1.机构后缀库:对组织机构名称的识别首先

从确定组织机构名称的右边界开始 ,即通过找到“公

司” ,“银行” ,“集团” , “企业”之类的机构后缀 ,得到

组织机构在文中可能出现的位置 。所以 ,建立机构

后缀库 ,作为识别的触发条件。

2.地点词库:地点特征词对标识机构左边界

有很大的帮助 ,例如“上海玩具厂”等 。在词性标注

的基础上 ,引入 Gate①的地点词库 。

3.独立机构名称库:有大量的组织机构名称

并不包含机构后缀 ,比如“欧佩克” , “摩托罗拉” ,“毕

马威” ,通常这些机构是一些英译过来的组织机构名

称 。

4.定语修饰词规则集:根据训练语料 ,建立机

构名称定语修饰词序列的规则集 。

5.机构类型库:机构类型名包括“开发” , “责

任”等附加在机构后缀前的词 ,该词库是辅助系统在

机构简称识别时界定机构名关键字。

2.3　中文组织机构全称识别

组织机构名称识别的整体结构如图 1所示 。

原始文档先进行分词②,分词过程添加了分词

专用词库:机构后缀库 、地名词库 、独立机构名称词

库 。分词后的文本已经包含对组织机构名称识别有

用的词性信息 、地名 、机构后缀 、独立机构名称等。

在识别系统的核心部分“组织机构名称识别模块”

中 ,先通过规则匹配得到候选规则 ,接着 ,通过贝叶

斯概率模型对候选规则进行决策 ,确定最优的规则 ,

从而最终确定组织机构名称的左边界 。

2.3.1　规则匹配

定义文中出现的机构后缀集 S ,规则集 R ,候选

规则集 CR ,以及指针 ＊w 和＊p ,分别指向文档中

的当前的词和规则中当前的词性 ,匹配过程如下:

1)对于 S 中下一个机构后缀 s , w 指向该机构

后缀前一个词;

2)对于R中下一条规则r , p指向规则r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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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组织机构名称识别整体结构图

最后一个词性;

3)如果 w 指向的词的词性与 p 指向的词性相

同 ,则 w--, p--;转 3);

4)如果 p 指向 Null , 则匹配成功 ,将 r 加入

CR ,转 1);

5)如果 p指向非空 ,则匹配失败 ,转 1)。

2.3.2　规则决策

1)模型说明

经过上述规则匹配 ,同一机构后缀前可能有多

条规则得到匹配 ,因此我们就需要借助贝叶斯概率

模型决策出该机构最有可能由哪一条规则得到。

2)先验概率的确定

首先 ,对于每一条规则 ,假设它在训练集中出现

次数为 ni ,可以计算该规则出现的频率:

P(r i)=
n i

∑
j=n

j =1

n j

(1)

　　其次 ,对每一条规则 r i 计算其得到匹配时 ,组

织机构名称被正确识别(即左右边界全部正确)的条

件概率 P(O r i)。计算方法如下:

a)构造特征函数

f(j)=
1 i f(规则 r j 的右半部分是 r i)

0 else
(2)

　　b)

P(O|r i)=
n i

∑
j=n

j=1

nj ×f(j)
(3)

　　3)最大后验概率

根据贝叶斯定理:

P(ri |O)= P(O|r i)P(ri)

∑
n

j =1
P(O|r j)P(r j)

∝P(r i)P(O|r i)

(4)

　　以及最大后验概率假定:

rMAP ≡arg max
r ∈CR

P(r|O)

=arg max
r∈CR

P(O|r)P(r) (5)

　　找出使得 P(r O)最大的规则 rMAP ,将其作为

最终匹配的规则 ,获取其长度 L 后 ,从当前机构后

缀向左回溯 L 个词 ,便可以得到机构名称的左边

界 。

2.3.3　机构名称合并

在组织机构名称中 ,存在这样一类情况 ,它是由

上级机构+下属机构或分支构成 ,比如“南昌市公安

局西湖分局筷子巷派出所” ,经过之前的处理 ,可以

得到“南昌市公安局” , “西湖分局” , “筷子巷派出所”

三个独立的机构名称。经分析 ,多个连续出现的机

构在通常情况下存在着上下隶属关系 ,并且在语义

上的重点也是落在最后的机构名称上 ,因此系统把

这样连续出现的多个机构名称合并为一个 。在本例

中 ,我们最终标识出完整的一个机构名称“南昌市公

安局西湖分局筷子巷派出所” ,而不是三个 。

3　中文组织机构简称识别

3.1　中文组织机构简称特征分析

　　对中文组织机构简称分析发现其构成与全称之

间存在如下关系:

1.取全称中每个词的首字如:华东师范大

学 ———华师大;

2.若全称中出现专有名词 ,取该专有名词 ,如:

美国耐克公司———耐克;

3.若全称以地点开始 ,取地点 +其他词的首

字 ,如: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大;

4.取全称中除地点和机构后缀以外词的首字 ,

如: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南方航空;

5.取全称中除地点和机构后缀的所有词的首

字 ,如: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南航;

6.取除机构后缀其他词的首字+机构后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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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交通银行总部 ———交行总部 。

如上关系都是建立在已有全称的基础上 ,因此

在本文的研究中 ,简称的识别是在全称识别的基础

上进行的 。

3.2　中文组织机构简称识别

3.2.1　简称规则的构造

对于上述简称与全称之间的关系 ,本文采用了

一种用数字序列来表示简称中各个字在全称中某个

词中的位置 ,从而抽象该种关系的方法 。例如:

全称:“华东 师范 大学” 全称规则:ns+n

　　　　(地名+名词);

1 , 2↑; 1↑;1↑ 简称规则:1 ,2;1;1

简称:“华东 师 大”

全称:“华东 师范 大学”

1↑; 1↑;1↑ 简称规则:1;1;1

简称:“华 师 大”

于是对于全称规则 ns+n ,就得到了两条简称

规则 1 , 2;1;1和 1;1;1。

3.2.2　候选简称选取

设候选简称集合为 CA ,对于每一个标识出来

的机构全称:

它必定是由某条规则 r 得出的 ,对于规则 r ,与

之相应有简称规则集 Ar ,构造方法如下:对于 Ar

中的每一条简称规则 ar ,根据 ar中每一个节点给

出的位置信息 ,在全称中找出位于该位置上的字 ,再

将所有的字相连作为候选简称 ,加入候选简称集合 。

另外 ,在全称规则中 ,有这样一类规则 ,它是由

地点开头 ,机构后缀结尾的 ,而规则的中间部分则是

机构名关键字+机构类型 ,比如“北京凯尔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其中“科技” , “发展” , “有限”分别都是机

构类型 ,这些机构类型是通过机构类型库识别出来

的 ,而剩下的“凯尔”则认为是机构名关键字。通常

此类机构全称的简称则包含机构名关键字(Key-

wo rd),而地点(Loc),机构类型(Type),机构后缀

(Suf fix)则都是可选部分。于是将以下八条规则得

到的候选简称加入候选简称集合:

1)loc+keywo rd;

2)loc+keywo rd+ty pe;

3)loc+keywo rd+ty pe+suff ix;

4)loc+keywo rd+suff ix;

5)keyw o rd;

6)keyw ord+type;

7)keyw ord+type+suf fix;

8)keyw ord+suf fix 。

3.2.3　简称筛选

经过候选简称的提取 ,得到候选的机构简称集

合 CA ,然后对该集合元素进行筛选 ,筛选方法如

下:对于候选简称集合中的每一个候选简称 ,在文

中搜索是否出现 ,若出现 ,就将其标识为机构简称 ,

否则就认为这个候选简称是不存在的或者得到这个

候选简称的那条简称规则是错误的。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4.1　实验结果

　　为了评估中文组织机构名称和简称的识别效

果 ,我们从 Interne t上随机抽取了含有 654个机构

名称的 280篇文章(含科技 、体育 、金融 、房产 、娱乐 、

旅游 、教育题材)作为开放测试集 。在不引入简称识

别和引入简称识别的条件下 ,做了以下实验:

1.不引入简称识别模块:

表 1　不引入简称识别模块测试结果

Recall P recision F Measure

科技 85.25% 86.67% 85.95%

体育 78.18% 87.76% 82.69%

金融 87.32% 86.10% 86.71%

房产 86.00% 86.00% 86.00%

娱乐 81.82% 84.37% 83.08%

旅游 87.93% 86.44% 87.18%

教育 83.93% 85.45% 84.68%

84.64% 86.2% 85.41%

　　2.引入简称识别模块:

根据实验结果 ,引入简称模块后 , Recall略有提

高 ,但是 Precision却有了较大的降低 。因为引入了

简称识别 ,会将原本识别不出的简称识别出来 ,但是

同样会产生错误的机构标识 ,从而使查准率降低 。

4.2　结果分析

对实验结果分析 ,全称识别错误主要在于:

1)规则决策模型过于简单:在评价候选规则

时没有对规则长度 ,规则的起始词性等因子引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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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引入简称识别模块测试结果

机构名称识别整体 全　称　识　别 简　称　识　别

Recall Precision F M easure Recall P recision F Measure Recall Precision F Measur e

科技 89.13% 82.00% 85.42% 94.44% 85% 89.47% 70% 70% 70.00%

体育 81.25% 81.25% 81.25% 88.46% 82.14% 85.18% 50% 75% 60.00%

金融 84.44% 82.61% 83.51% 93.94% 86.11% 89.85% 58.33% 70% 63.63%

房产 85.29% 82.86% 84.06% 88.89% 82.76% 85.72% 71.43% 83.33% 76.92%

娱乐 80.77% 84.00% 82.35% 82.35% 82.35% 82.35% 77.78% 87.5% 82.35%

旅游 85.11% 83.33% 84.21% 91.43% 84.2% 87.67% 66.67% 80% 72.73%

教育 87.50% 85.36% 86.42% 90.63% 87.88% 89.23% 75% 75% 75.00%

85.19% 83.03% 84.10% 90.78% 84.62% 87.59% 67.18% 74.14% 70.49%

各自的权重 ,因此在界定左边界时产生错误。这类

错误占到将近 60%。

2)机构名称不包含后缀:当机构名称不包含

机构后缀 ,且独立机构名称库没有收录这个机构名

称时 ,便产生此类错误。这类错误主要发生在体育

类文章中 ,占 20%。

3)机构后缀误标识:由于不考虑上下文语义 ,

一味地将搜索到的“机构后缀”当成真实的机构后

缀 ,而没有考虑到有时候这个“机构后缀”只是另一

个真正有意义词中的一部分 ,比如“电影业专业人

士”中的“专业” ,这类错误占 15%。

　　4)分词器本身存在一定的不合理 ,这类错误不

多 ,仅为 5%。

简称识别错误原因主要在于:

1)简称规则集不够完善 ,即可能产生冗余也可

能产生遗漏的情况。

2)机构全称未能被正确识别从而对简称识别

结果造成影响。

3)机构类型名不像机构后缀那样特定有限 ,因

此很难完备这样一个集合 。

5　总结

本文系统地分析了中文组织机构全称与简称的

特点以及识别上的诸多难点 ,提出并实现了一种基

于规则匹配识别中文组织机构名称和简称的方法 。

通过对大量涉及不同领域 ,真实语料的测试 ,该方法

达到了较高的查准率和查全率 。基于该中文机构名

称的识别 ,实现了中文关系的自动抽取系统[ 7] ,目

前 ,正开展对事件信息的抽取研究。

本文方法的改进 ,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1.在规则决策过程中引入规则长度 ,规则的首

词性等决策因子 ,通过训练得到各因子的权重 ,并最

终用这些因子的加权和作为取舍的标准。

2.中文机构名称的上下文用字比较集中 ,通常

是一些连词 、动词或者表示职位的名词等 。如“董事

长” 、“经理”等。因此可以根据这些字词在机构名称

构成中的不同作用 ,把它们分成各个不同的角色 ,然

后训练得到角色集 ,最终在识别的过程中选取角色

序列概率最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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