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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本提出了一种基于感知器的中文分词增量训练方法。该方法可在训练好的模型基础上添加目标

领域标注数据继续训练，解决了大规模切分数据难于共享，源领域与目标领域数据混合需要重新训练等问

题。实验表明，增量训练可以有效提升领域适应性，达到与传统数据混合相类似的效果。同时本文方法模

型占用空间小，训练时间快，可以快速训练获得目标领域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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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n incremental-styled learning scheme in perceptron 

based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Our method can perform continuous training over a fine 

tuned source domain model. Such scheme allows delivering model without annotated data and 

without re-training on these data.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s the scheme we proposed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adaptation performance on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and achieve 

comparable performance with traditional method. At the same time, our method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resulted model size and obtain segmentation model with less time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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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词是汉语中的最小语义单元。由于，汉语以字为基本的书写单位，词与词之间没有明

显的分割标记，中文分词成为中文信息处理的基础与关键，在信息检索、文本挖掘等任务

中广泛使用。近年来，基于统计的中文分词方法在新闻领域取得了很好的性能[1–4]。但随着

互联网、社交媒体与移动平台的迅猛发展，当前中文分词方法处理的数据不单局限于新闻

领域。不断增长的开放领域数据对中文分词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前人研究[5–7]表明，在新

闻领域训练的中文分词模型切换到诸如论坛、微博、小说等领域时，性能往往严重下降。 

前人工作[6]将这种训练与测试领域不一致致使模型性能下降的问题归纳为领域适应问

题。在使用新闻领域训练的分词模型处理开放领域时，新闻领域为源领域，开放领域为目

标领域。出现这种问题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不同领域数据文体不一致，例如小说与新闻

使用不同的语言风格；二是不同领域间领域词典不一致，如金融领域经常使用“做空”“配

资”等新闻领域不常用的词汇。Liu 和 Zhang
[6]

 通过在分词词性标注联合模型上加入聚类特

征的方式捕捉源领域与目标领域的相似性，以解决文体差异过大问题。Zhang 等[5]将目标领

域词典融入模型，避免了源领域与目标领域词典差异过大。Liu 等[7]提出了一种利用网络文

本中自然存在的分词边界的方法，在基于条件随机场（CRF）模型的分词系统上提高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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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适应性。 

上述研究表明，使用目标领域切分数据训练模型以解决领域适应问题的方法是一种高

精度的方法。同时，在源领域切分数据的基础上加入目标领域数据这类混合训练数据的方

法可以进一步提高切分中文分词准确率[5,7,8]。然而，多方面因素限制了这一类方法的适用

性。其一，大规模切分数据往往很难公开，使得混合训练数据的方法难以应用于实际场景；

其二，针对每个目标领域的混合数据都需要在包含源领域的大规模数据上重新训练模型，

使得这种方法很难快速获得模型并部署。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一种了基于感知器的中文分词增量训练方法。本文方法通过

在已有模型的基础上继续训练，可以在不需要源领域切分数据的情况下，利用少量目标领

域标注数据获得与混合模型相近的性能。同时本文针对增量训练提出了一种优化的实现方

法，显著降低了训练代价。本文分词器将在 https://github.com/HIT-SCIR/ltp 开源。 

2问题描述 

文本主要解决应用场景下的中文分词领域适应问题（示意图见图 1）。本文假设源领域

数据在训练领域适应模型时对用户不可见，但源领域模型可见。本文同时假设用户有少量

目标领域标注数据。最后，本文假设源领域模型同时服务于多个目标领域。 

 

 

图 1 多领域应用场景示意图 

 

针对以上问题描述，本文训练算法应具有下述特点： 

 不更改源领域模型 

 目标领域模型与混合数据训练的模型性能相近 

 目标领域模型精简 

3基于感知器的中文分词 

本文参照前人工作[3,9]，将中文分词建模为基于字的序列标注问题。模型给句子中的每

个字标注一个表示词边界的标记。本文采用了{B、I、E、S}四种标记，其中 B 代表词语的

开始，I 代表词语的中间，E 代表词语的结尾，S 代表单个字词语。以“总理李克强调研上

海外高桥”为例，标注结果如图 2 所示。 

总 理  李 克 强  调 研  上 海  外 高 桥 

B E  B I E  B E  B E  B I E 

图 2 分词序列标注示例 

 

本文采用结构化感知器模型(Structured Perceptron
[10]

)训练。为了防止模型过拟合，采用



平均感知器算法对训练过程中的参数求平均。基于感知器的中文分词训练算法如算 1 所示。 

 

算法 1 平均感知器模型训练算法 

1: 输入：D = {(x, y)}N 
2: w ← 0 
3: for t = 1…T do 
4:     for (xi, yi) ∈ D do 
5:         z = argmaxy′∈GEN(xi)

(ϕ(xi, y
′) ∙ w) 

6:         if z ≠ y then 

             w ← w + ϕ(xi, yi) − ϕ(xi, z) 

8:         end if 

9:     end for 

10: end for 
11: 

w =
1

NT
∑ wn,t

n=1..N,t=1..T

 

12: return w 

其中，N表示训练样例个数，T 表示迭代训练次数， (xi, yi)表示第 i 个训练数据，

ϕ(x, y)表示特征函数，把输入映射为向量，GEN(xi)表示在输入是xi时所有可能的输出，w

表示参数向量，w表示平均化的参数向量，wn,t表示第 t 轮迭代第 n 个数据的参数向量。 

 

4 平均感知器增量训练算法 

为了解决重复训练，领域数据快速更迭等问题，本文在结构化感知器中文分词的基础

上提出一种增量式训练算法。 

4．1 算法 

本文方法可以归纳为在已有的感知器分词模型基础之上继续训练。增量式训练算法包

含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训练算法与传统感知器算法相同，用数据集D1训练得到模型w1；

第二阶段，用数据集D2和模型w1训练模型得到模型w2（如算法 2所示）。 

 

算法 2 感知器模型增量训练算法 

1: w1 ← perceptron-train(D1) 

2: w2 ← incremental-perceptron-train(w1，D2) 

 

在实际应用情景中，D1是相对丰富且不同于目标领域的标注数据，例如新闻领域数据；D2

是目标领域的相对较少的标注数据，如财经、小说等。第二阶段的训练算法，以模型w1和

目标领域数据D2为输入。设D1有N1条数据，第一阶段迭代训练T1次，第二阶段同理，wn,t

表示在第 t轮更新第 n个数据时的参数向量，则第二阶段的平均参数为 

w =
1

N1T1 + N2T2
( ∑ wn,t

n1=1..N1,t1=1..T1

+ ∑ wn,t

n2=1..N2,t1=T1..T1+T2

) 

 

4．2 增量训练收敛性的证明 

Collins 等人[10]证明了结构化感知器算法的收敛性。本文提出了一种增量训练算法，需

要回答“增量训练算法能否在D2数据上有限步骤内收敛”，亦即证明其收敛性。由于增量

训练采用第一阶段的模型参数做为初始，证明增量训练的收敛性的问题等价于证明感知器

算法在初始权重w1 ≠ 0时的收敛性。本文沿用 Collins 等人[10]的证明方法，在这一段证明

D2线性可分的情况下收敛。 



定义：GEN(xi) = GEN(xi) − yi为除去正确序列yi之外，所有可能的序列。向量 U，满

足‖U‖ = 1且∀i∀z∈ GEN(xi)，U ∙ ϕ(xi, yi) − U ∙ ϕ(xi, z) ≥ δ。 wk为第 k 次出错更新前的模

型参数。 

定理：增量训练算法在D2线性可分情况下收敛。 

证明：在增量训练的设置下，w1 ≠ 0，假设在分析第 i 个实例时第 k 次出错，令 z 为

模型预测结果，其中z = argmaxy′∈GEN(xi)
ϕ(xi, y

′) ∙ w，算法将依照wk+1 = wk + ϕ(xi, yi) −

ϕ(xi, z)更新参数。则Uwk+1 = Uwk + U(ϕ(xi, yi) − ϕ(xi, z))，令δ为ϕ(xi, yi) − ϕ(xi, z)的最

小值，递推可得Uwk+1 − Uw1 ≥ kδ，则‖wk+1 − w1‖ ≥ k2δ2，下界得证。 

接下来，本文证明‖wk+1 − w1‖的上界。wk+1 − w1 = wk + (ϕ(xi, yi) − ϕ(xi, z)) − w1，

则‖wk+1 − w1‖
2
= ‖wk − w1‖

2
+ 2(wk − w1)(ϕ(xi, yi) − ϕ(xi, z)) + ||ϕ(xi, yi) − ϕ(xi, z)||

2

根据感知器更新准则，算法只有在出错，即wk ∙ ϕ(xi, yi) ≤ wk ∙ ϕ(xi, z)时更新参数。 因此

wk(ϕ(xi, yi) − ϕ(xi, z)) ≤ 0。所以，‖wk+1 − w1‖
2
≤ ‖wk − w1‖

2
− 2w1 T(ϕ(xi, yi) −

ϕ(xi, z)) + ‖ϕ(xi, yi) − ϕ(xi, z)‖
2。令‖ϕ(xi, yi) − ϕ(xi, z)‖

2 ≤ R2，且μ为2w1 T(ϕ(xi, yi) −

ϕ(xi, z))的最小值。则有‖wk+1 − w1‖
2
≤ ‖wk − w1‖

2
− μ + R2。递推可得‖wk+1 − w1‖

2
≤

−μk + kR2。所以k ≤
R2−μ

δ
。因为 k 小于等于一常量，可知增量训练算法可以在D2上以有限

步骤收敛。 

同理可证线性不可分的情况下增量训练依旧收敛，限于篇幅限制该证明省略。 

4．3 优化的增量训练实现方法 

 

图 3 特征空间对比图 

 

上述增量训练算法，第二阶段先复制创建一个与w1一样的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增添训

练语料D2迭代更新参数，最终输出一个新的模型w2。然而，在第二阶段仅更新了在D2语料

中出现的特征对应的参数，完全复制一份w1在空间上是十分低效的。为此本文提出了一种

更高效的实现方法。在第二阶段，创建一个新的模型w∆，该模型用来记录原始第二阶段训

练的参数改变量，新模型w∆的工作依赖于w1。原始领域特征空间、混合训练特空间与增量

训练特空间如图 3 所示。由于第二阶段仅更新了D2中出现的参数，因此增量模型w∆只需记

录与D2相关的参数，大大缩小了空间。优化后的增量训练第二阶段算法如算法 3 所示。 

 



算法 3 优化增量训练第二阶段算法 

1: 输入：D2 = {(x, y)}N2
, w1 

2: for t = T1 + 1…T2 do 

3:     for (xi, yi) ∈ D2 do         
4:         z = argmaxy′∈GEN(xi)

(ϕ(xi, y
′) ∙ w + ϕ∆(xi, y

′) ∙ w∆) 

5:         if z ≠ y then 

6:            w∆ ← w∆ + ϕ∆(xi, yi) − ϕ∆(xi, z) 

7:         end if 

8:     end for 

9: end for 
10:  w∆ =

1

N1T1+N2T2
(∑ wn,t

n=1..N1,t=1..T1
+ ∑ wn,t

n=1..N2,t=T1.T1+T2. )  

11: return  w∆  

 

5 实验 

5．1 实验设置 

本文在 CTB5.0 和诛仙网络小说数据上进行试验。CTB5.0 数据划分参照前人工作[11]，

用于训练第一阶段模型。诛仙小说数据划分参照 Zhang 等[5]，训练集用于训练第二阶段模

型，测试集用于评价模型性能。为了模拟不同训练数据规模下算法的性能，随机选取 500

句诛仙训练数据作为小规模训练集，并用全部训练数据作为大规模数据。 

在基于字的分词模型的特征方面，本文参考[12]的论文，并从一定程度上化简了其中的

词典特征。本文的分词器使用的特征列表如表 1所示。 

表 1: 分词器使用的特征 

编号 特征类别 特征模板 

1 字的 n-gram特征 ci  (i = −2,−1,0, 1,2)  

2  cici+1 (i = −2,−1,0, 1)  

3  cici+2  (i = −1,0)  

4  ci𝑐i+1𝑐i+2(i = −1)  

5 字的重复信息特征 dup(ci, ci+1), (i = −1,0)  

  dup(ci, ci), (i = −1,0)  

6 字类别特征 chartype(c0)  

7 词典信息特征 match prefix(c0, D)  

  match mid(c0, D)  

  match  uffix(c0, D)  

 

其中，下标 i 代表特征模板中的字与待标注字的相对位置。dup(x, y)表示x,y是否为相同字，

chartype(c)表示c的字类型，字类型的定义包括字母（例如“A”），数字（例如“1”）以及

标点（例如“，”）。本文使用的词典特征主要有三类，match prefix(c0, D)表示以c0为词首

的句子片段在词典 D 中匹配的最长的词，match mid(c0, D)表示以 c0 为词中而

match  uffix(c0, D)表示以c0为词尾。本文使用的词典通过训练语料构造。构造方法是抽取

训练语料中出现的频率大于等于 5的词以及其词性构成词典。 

5.2 增量训练实验 

本文基线是系统使用 CTB5.0 训练数据训练的基于字的感知器中文分词模型，表 2 显示

了基线模型的实验结果。本文分别在新闻（CTB5.0）和诛仙（ZX）测试集上评价基线模型

性能。在与训练数据同源的新闻（CTB5.0）测试集上，基线模型的 F 值为 96.65%，而在诛



仙测试集上，F 值降到 86.55%。这说明单独由新闻领域数据训练的模型在诛仙数据集上存

在领域适应问题。 

表 2 基线分词模型实验结果 

 CTB5.0 ZX 

基线模型 96.65% 86.55% 

 

为模拟不同规模目标领域的情况，本文分别采用随机选取的 500 句和 2400 句诛仙领域

语料作为目标领域的训练数据。表 3 显示了不同方法利用两种规模训练数据训练的模型在

诛仙测试集上的性能。第一行表示仅适用诛仙训练数据训练模型的情况下模型的性能。第

二行表示使用新闻语料和诛仙语料混合训练获得的模型在诛仙领域上的性能。第三行表示

使用本文提出的增量训练方法训练获得的模型的性能。 

表 3 增量训练实验结果 

 500 2400 

仅适用诛仙训练数据 81.11% 94.09% 

数据混合 92.05% 94.48% 

增量训练 91.67% 94.72% 

Zhang 等人（2014）[5]
 94.61% 

Liu 等人（2014）[7]
 90.63% 

 

通过对比表 3 第一行和第二行结果，可以得出结论，对于数据规模较小的领域，单独

使用小规模数据并不能获得性能令人满意的模型。通过对比表 3 第二行和第三行结果，在

小规模训练集上 F 值下降 0.39%，在大规模数据集上提升了 0.24%，结果表明二者性能相近。 

本文也将实验结果与相同数据集上的前人工作进行了对比。本文提出的增量训练方法

在 2400 句训练数据条件下，较 Zhang 等人
[5]
提出的当前准确率最好的模型获得了微小的提

升。但由于 Zhang 等人使用的模型是分词词性标注联合模型，同时使用了词典以及自学习

等策略。两者不具备直接考可比性。 

5.3 实验分析 

在关注增量训练准确率的同时，模型大小以及模型训练时间也是本文关注的一方面。

本文经验性地比较了增量训练与传统混合训练的模型大小（表 4）。从表 4 可以看出，本文

提出的优化实现方法可以显著减少模型大小。 

 

表 4 模型大小 

模型大小 500 2400 

CTB5+ZX 30M 32M 

增量训练 ZX 396K 4.4M 

 

同时，本文比较了增量训练与混合数据方式训练的时间开销。在开发集上，本文将不同数

据规模下增量训练的随时间的收敛曲线如图 4 所示。在小规模训练集上，增量训练相对于

传统训练迅速达到最优结果。在大规模训练集上，二者趋于一致。 



 
 

图 4 训练时间效率对比图左图为 500 句训练集的，右图为 2400 句训练集，图中横轴代表训练时间，单位

为秒，纵轴为开发集上的 F 值。实线代表增量训练，虚线代表混合训练 

  

上述实验表明，增量训练算法可以有效解决领域适应问题，通过在增量训练第二阶段

添加目标领域语料，能有效提高在目标领域的性能。增量训练相对于传统混合训练方式，

在准确性上基本持平，而在空间效率和时间效率上具有明显优势。 

 

6 结论 

针对领域适应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增量训练算法来解决增加目标领域数据方法的限

制。经过证明，增量训练算法可以在目标领域训练数据收敛。实验表明，通过在增量训练

第二阶段添加目标领域训练语料，可以有效提升目标领域分词效果，并且增量训练算法模

型占用的空间小，训练时间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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