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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蒙古语在命名实体识别方面开展过人名的识别，但在地名的识别方面还没有开展相应的研究。本文

首次实现了基于条件随机场模型的蒙古文地名识别。首先从蒙古语黏着性特点分析入手，研究了蒙古语语

料库中地名的存在形式以及各类地名的特点，针对蒙古语语料库中地名的特点，在词汇特征、指示词特征、

特征词特征等特征基础上引入了词性特征。之后通过地名词典补召了未识别的地名。以内蒙古大学开发的

100 万词规模的标注语料库为训练数据，该模型的地名识别性能达到了 94.68%的准确率，84.40%的召回率

和 89.24%的 F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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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is the first realization of the Mongolian location recognition based on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s . 

First, we analyzed the existing for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ocation in the corpus from aspect of Mongolian 

adhesion characteristic, then selected lexical features, designation words, geographical names and part of speech as 

the location feature. After that, called the unrecognized location by location dictionaries.Using the 3rd-level 

annotated corpus with about 1000,000 words as the training data, this model achieves a accuracy of 94.68%, the 

recall rate of 84.40%, F score of 8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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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命名实体识别是蒙古语词法分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完整的蒙古语词法分析系统

不仅包括词法标注，还应包括命名实体的识别。蒙古语的词法分析经过几年的探索和研究，

其对于普通词语的切分和标注已经达到使用的水平，但对于未登录词的识别能力还相当薄

弱。为了提高蒙古语词法分析系统对于未登陆词的识别性能，有必要对语料库中的命名实体

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并进行命名实体的自动识别。狭义的命名实体是指现实世界中的具体的

或抽象的客观实体，如，人、组织、地名等。本文主要讨论蒙古文命名实体中地名的自动识

别。 

蒙古文在命名实体的识别研究方面起步较早但发展比较缓慢。蒙古文人名识别方面探索

过基于规则[1]和基于统计的方法[2]。但是在蒙古文地名识别方面还没有开展相应的研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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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一个空白状态。 

内蒙古大学已构建《100万词级现代蒙古语标注语料库》（以下简称 100万标注语料库），

而且对人名、地名和机构名等命名实体进行了相应的标注。该语料库的构建对于蒙古文命名

实体的识别提供了有用的资源。已开发的蒙古文词法标注系统[3]对于普通词语的切分标注准

确率达到 93%以上，但由于还没有对命名实体进行自动识别研究，因此，该标注软件还无

法对语料库中的人名、地名和机构名等命名实体进行正确的标注，这不仅影响了蒙古文词法

标注系统的性能，也制约着后续机器翻译、句法分析、信息抽取等应用系统的开发。因此，

有必要对蒙古文的命名实体进行自动识别研究，本文首次实现了蒙古文地名的自动识别。 

地名识别方法分为基于统计的、基于规则的、统计和规则相结合三种。汉语在命名实

体识别技术方面非常成熟，其识别结果几乎可以满足实际的需求。汉语在地名识别方面更多

的倾向于使用统计为主导，规则为辅的识别方法[4][5]。大量的研究表明，规则后处理不仅可

以修剪非地名字，对于候选地名的补召尤为明显，尤其对于单字地名的识别具有很大的作用。

少数民族语言命名实体识别方面，维吾尔语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较多。但比起汉语的

研究还相当落后。维吾尔语在人名识别方面探索过基于规则[6]的和基于统计[7][8]的方法，取

得了准确率为 88.47、召回率为 85.10、F 值为 86.75 的识别结果。地名识别方面探索过基于

规则的方法[9]。该研究通过分析维吾尔地名结构及特点，总结出维吾尔地名内部结构特征，

手动建立了基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地名词典库、首词库、中间词库和特征词库。之后利用

地名内部结构和相邻词信息，通过匹配算法实现了地名识别，在测试集上取得了 67.02 的识

别准确率，83.44 的召回率和 74.56 的 F 值。 

本文根据蒙古文地名的特点采取 CRF 模型为主词典为辅的识别方法。 

2 条件随机场模型 

条件随机场（Conditional Random Fields, CRF）最早由 Lafferty 等人于 2001 年提出，其

思想主要来源于最大熵模型。条件随机场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无向图模型或者马尔科夫随机

场，目前，在解决英文浅层分析、英文命名实体识别等自然语言处理任务时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  

条件随机场是一种用于在给定输入结点值时计算指定输出结点值的条件概率的无向图

模型。常用的一类 CRF 是线性链 CRF，即模型中各个节点之间构成线性结构。给定数据序

列随机变量o ，CRF 定义了标注结果序列随机变量s 的条件概率分布 )|( os ，它通过训

练学习来使得条件概率 )|( os 最大。记  Toooo ,..., 21 为待标记的序列，

 Tssss ,..., 21 为对应的标记结果序列，并且o 和s 的长度相同。线性链 CRF 对一

个给定序列o 的标注，其概率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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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 是串的标注序列，o 是待标记的字符，fk(st-1, st, o, t)是特征函数，  是对应的特

征函数的权值，而i 是位置标记，特征函数的取值范围为- ….+  。 0z 是归一化因子，由

于所有情况的统计概率求和结果必定为 1，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 0z 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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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CRF 模型的主要任务就是从样板数据中估计得到特征权重  ，参数估计使用最大似

然估计。在训练集中，最大似然参数估计就是假设 ),|( Losp 为L 的函数，使 ),|( Losp

的对数值最大的 l 为估计值，其似然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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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 L 的公式之后，我们就可以利用动态优化的算法，根据公式来对其求解，目前比较常

用的求解方法是 Viterbi 等动态优化的方法。本文实验中所采用的模型也利用这种算法来求

解。 

3 CRF 和词典相结合的蒙古文地名识别 

3.1 蒙古文地名识别的难点 

蒙古语属于黏着性语言。蒙古语的构词，构形都是通过在词干后缀接不同的词尾而实现

的，并且它们还可以层层缀接，这使得蒙古语词法形态丰富且复杂。根据这一特点蒙古语一

个单词的结构可以描述为：蒙古语单词=词干+连写后缀+连写后缀…-分写后缀-分写后缀…。

如动词“ᠦᠢᠯᠡᠳᠪᠦᠷᠢᠯᠡᠭᠰᠡᠨ ᠲᠡᠢ ᠪᠡᠨ”由词干“ᠦᠢᠯᠡᠳ”，连写后缀“ ᠭᠦᠯ”、“ᠭᠡᠰᠡᠨ”和分写后缀“ᠲᠡᠢ”、“ᠪᠡᠨ”组

成。地名在语料库中也以带有后缀的形式存在。 

地名识别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蒙古文地名识别也是蒙古文命名实体识别的难点之

一。 

1）无大小写区分。蒙古文中的地名首字母没有大写，而这种特征往往对地名识别起重要作

用。 

2）地名种类较多。蒙古语语料库中出现的地名可以分为中文地名，外文地名和蒙古地名。

这些地名有的由单个词构成，有的由两个或三个词构成。表格 1 是本文所使用的《100万词

级蒙古语词法标注语料库》（以下简称“100 万标注语料库”）中包含的各类地名的分布。表

格 1 表明蒙古语语料库中出现最多的是中文地名，占了全部地名的将近 40%，其次是蒙古

地名，占了 37%，外文地名出现最少。总体来说，这三类地名在语料库中的分布还是比较

均匀的，没有存在哪一个地名出现次数很多，另一个地名出现次数很少的情况。因此，在地

名识别中要均匀考虑各类地名的特点。 

3）蒙古语中存在兼类地名现象，兼类地名指的是普通词语充当地名的情况，这种地名有的

以单个词构成，有的以两个或三个词构成，这更增加了识别的难度。例如：作为地名的词

“ᠬᠦᠷᠢᠶ ᠡ”、“ᠮᠥᠩᠬᠡ ᠤᠰᠤ”作为普通词语时分别表示“院子”和“圣水”意义。兼类地名是影响蒙

古文地名识别性能的重要因素。 

4）可用资源缺少。相比英语、汉语和其他资源丰富的语言，当前蒙古语命名实体人工标注

语料库规模要小得多。已有的命名实体标注语料库因大部分不是新闻语料，因此所包含的地

名具有地名种类少、重复地名较多现象。本文所使用的“100 万标注语料库”中不重复的地

名仅出现于 6161 个句子中。 



表格 1 语料库中的地名分布 

分类 出现次数 所占比例 

中文地名 2424 39.34% 

蒙古地名 2284 37.07% 

外文地名 1453 23.58% 

3.2 基于 CRF 的蒙古文地名识别 

蒙古语语料库中地名种类较多，根据地名的来源可以细分为中文地名、外文地名和蒙古

地名。CRF 模型的特征选择中本文根据各类地名的特点，在词汇和地名指示词等基本特征

基础上针对中文地名设置了中文地名用词特征，针对蒙古地名设置了地名特征词特征。除此

之外，本文还设置了词性特征，如表格 2所示。 

因蒙古语黏着性特点，地名在语料库中以带有分写后缀的形式存在。在地名识别中，首

先对分写后缀进行切分，还原地名的独立形式。因此在 CRF 模型的语料库格式转换中，先

对语料库进行分写后缀的切分处理，如果一个词带有多个分写后缀则按一个后缀来处理，以

避免在 CRF 模型的“观察窗口”过大产生过拟合现象。分写后缀在词性特征中统一给予“F”

词性。格式转换中引入五种标记：L-B,L-M,L-E,L-ONLY,O。分别表示地名的首部，地名的

中部，地名的尾部，单词地名和非地名词。 

表格 2 地名特征 

序号 特征 描述 

1 Word 当前词的词形 

2 Pos 当前词的词性 

3 IsChineseLocation 当前词是否中文地名用词 

 4 IsLocationFeature 当前词是否地名特征词 

5 IsDesignationWord 当前词是否地名指示词 

 “word”特征 

Word 特征指的是词的本身，它包含的有效信息十分丰富。将当前词和当前词的前后两

个词当作特征。 

 “pos”特征 

蒙古文地名的识别任务中，文本中的词性前后依赖对提取地名具有启发作用。语料库中

的词性标记采用蒙古语最新标记集的三级标记，词性标注采用已开发的蒙古语词法分析系统

—Mglex，准确率为 93%以上。 

“100 万标注语料库”已对地名进行了命名实体的标记，但并没有进行相应的词性标注，

如“ᠥᠪᠥᠷ=ᠮᠤᠩᠭ᠋ᠤᠯ/Nt2”。命名实体识别中为了利用词性信息，必须对训练语料库中的每一个词都

添加相应的词性信息。英文在命名实体识别中，对于各类实体都赋予了专名词性（标记为

“NNP”）；日文在使用词性特征时，对于各类实体也赋予了专名的词性（标记为“PN”）[10][11]。

汉语在命名实体识别中使用北京大学提供的《人名日报》标注语料库。该语料库对人名、地

名和机构名等命名实体都进行直接的标注方式，如“毛泽东/nr”、“山西/ns”、“北京大学/nt”

等。在命名实体标注中为了使用词语的词性信息，汉语也采取了各种单词词性标注方式。有

些论文采取统一的“词性-位置”标注形式，“词性”都统一定义为“名词”（标记为“n”），

即人名“毛泽东”的词性定义为“n-S”、“n-B”、“n-E”。有些论文根据单词的词法句法特征

分别进行了词性的标注，一些无法标注的词语，添加了“未知词”（标记为“un”）的标记，

如人名“毛泽东”的词性定义为“jb-s”、“un-s”、“f-s”，其中 s 为词语的位置信息，标记

“jb”、“un”和“f”分别表示“指示词”、“未知词”和“方向词”。 



本文通过实验确定采用已有的 Mglex 词法分析系统对训练语料库的命名实体和测试语

料库进行词法分析，再通过蒙古语的词法和词性转换规则得到整词的词性信息。因命名实体

大部分是未登录词，因此整词有时会被标注成词根和词缀的连接形式，这时本文采用词根的

词性标记。 

 “IsChineseLocation”特征 

语料库中的地名分布情况表明，中文地名是语料库中出现最多的地名，其识别的好坏对

整个地名识别性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为了提取中文地名的特征，本文从已构建的中文地名

词典1中总结出包含 320 个词的中文地名用词表。中文地名用词表对于判断中文地名具有重

要的作用。若当前词包含于中文地名用词表中，则当前词的“IsChineseLocation”特征取值

为“Y”，否则为“N”。 

 “IsLocationFeature”特征 

地名特征词是地名最重要的特征，如“ᠪᠡᠭᠡᠵᠢᠩ ᠬᠤᠳᠠ（北京市）”的“ᠬᠤᠲᠠ（市）”、“ᠴᠠᠭᠠᠨᠨᠨᠠᠭᠤᠷ ᠰᠤᠮᠤ

（擦干诺尔苏木）”的“ᠰᠤᠮᠤ（苏木）”特征词对地名右边界的判断具有很大的指示作用。若当

前词是地名特征词，如“ᠤᠯᠤᠰ”、“ᠠᠶᠢᠮᠠᠭ”、“ᠬᠤᠲᠠ”、“ᠲᠤᠭᠤᠷᠢᠭ”等，则当前词的“IsLocationFeature”

特征取值为“Y”，否则为“N”。本文从蒙古语语料库和汉语 1998 年 1 月的《人民日报》标

注语料库中以翻译的方式共总结出 167 个地名特征词。 

 “IsDesignationWord”特征 

文本中，有些词的出现通常标志着该词周围很可能出现相应的命名实体，这样的词称之

为实体指示词。命名实体指示词是文本中非常有意义的上下文信息，可以有效的帮助识别命

名实体。地名周围的指示信息没有人名那么丰富，但也有一些时位词（如“ᠡᠮᠦᠨ ᠡ”）、动词（如

“ᠬᠦᠷᠬᠦ”、“ᠤᠴᠢᠬᠤ”）或者标点符号可以成为地名的指示词。如下面例 a 中的地名“ᠳᠠᠯᠠᠨ ᠬᠠᠷ ᠠ”后的

“ᠡᠮᠦᠨ ᠡ ᠬᠤᠷᠮᠤᠢ”和例 b 中地名“ᠰᠢ ᠠᠨ”前的标点符号“，”和其后面的表示方向的名词“ᠵᠦᠭ”和动

词“ᠮᠤᠷᠳᠠᠪᠠ”都可以成为该地名的指示词。 

a. ᠳᠠᠯᠠᠨ ᠬᠠᠷ ᠠ ᠶᠢᠨ ᠡᠮᠦᠨ ᠡ ᠬᠤᠷᠮᠤᠢ  ᠳ᠋ᠤ ᠸᠠᠩ ᠵᠤᠤ ᠵᠢᠶᠦᠨ ᠦ ᠪᠤᠩᠬᠤᠨ ᠠᠷᠪᠠᠨ ᠬᠡᠳᠦ ᠪᠤᠢ ᠭᠡᠨ ᠡ᠃ 

b. ᠬᠤᠷᠢᠨ ᠶᠢᠰᠦᠨ ᠦ ᠡᠳᠦᠷ ᠪᠡᠭᠡᠵᠢᠩ ᠡᠴᠡ ᠭᠠᠷᠴᠤ᠂ ᠰᠢ ᠠᠨ ᠵᠦᠭ ᠮᠤᠷᠳᠠᠪᠠ᠃ 

根据地名的这个特点，本文从蒙古语语料库中抽取出可作为地名指示词的 1723 个词。

这些指示词有的是单词，有的由两个或三个词组成。 

3.3 词典补召 

对于 CRF 的识别结果采用词典进行地名补召。采用词典匹配的方法补召未识别的地名，

为此分别构建了中文地名词典、蒙古地名词典2和外文地名词典3，这三种词典分别包含 4000

个，812 个和 6950 个词条。采用词典匹配方法需要保证词典词条没有二义性，这样才能确

保匹配到的词语才是地名。中文地名词都是单音节，这在其他来源的地名中不会出现，而英

文地名词中出现蒙古语固有词中不会出现的、专用记录借词的字符。这些特征保证了中文地

名和英文地名没有二义性。而蒙古地名词典中有一些地名易与普通词语混淆，如蒙古地名

“ᠠᠪᠠᠭ ᠠ”、“ᠷᠠᠰᠢᠶᠠᠨ”作为地名指的是“阿巴嘎旗”和“阿尔山市”，而作为普通词语时表示“叔

叔”和“泉”。为了保证蒙古地名词典没有二义性，本文对原有的蒙古地名词典进行了筛选，

剔除二义性的地名，保留了无二义性的 812 个蒙古地名。 

                                                        
1 中文地名词典是从网上获取中国地名后通过翻译形式得到的电子词典，目前包含 3398 个中文地名。 
2 《蒙古地名词典》包含 4000 个地名，地名来源于纸质词典“嘠拉桑朋斯格.《新旧蒙文对照词典》.内蒙

古教育出版社，2004 年”。 
3 《英文地名词典》包含 6950 个地名，地名来源于纸质词典“《外国地名蒙语译音手册》.内蒙古教育出版

社，1980 年”。 



词典匹配方法主要召回 CRF 未识别的地名，因此在词典匹配时只对 CRF 未识别的地名

进行匹配，对已经标注的地名不进行更改。如果匹配成功的地名是单词地名，则标注为

“L-ONLY”，如果匹配成功的地名是多个词组成的，则标注为“L-B…L-E”。 

4 实验结果 

本文使用内蒙古大学构建的 100 万标注语料库进行人名识别实验。该语料库包含 45595

个句子。本文随机选取 10%，5000 个句子作为开放测试集，剩下的 40595 个句子作为训练

集。本文采用的评价标准包括准确率（Precision）、召回率（Recall）和 F 值（F-measure）。

其具体定义如下： 

 

 

 

表格 3 系统在测试集上的性能（%） 

组合特征 准确率 召回率 F 值 

Word 92.12 71.14 80.28 

Word+Pos 91.26 75.92 82.89 

Word+Pos+IsCL 91.31 77.92 84.08 

Word+Pos+IsCL+IsLF 93.22 79.77 85.97 

Word+Pos+IsCL+IsLF+IsDW 95.28 81.48 87.84 

 

表格 3 展示了系统在测试集上取得的最终性能。为了验证本文所选择的特征集中各类特

征的有效性，文本设计了在各类新特征逐渐加入的情况下，地名识别结果的变化趋势，上面

提到的词汇特征用 word、词性特征用 Pos、汉语地名用词特征用 IsCL、地名特征词特征用

IsLF、指示词特征用 IsDW 简化。表格 3 是各个特征逐渐加入的情况下地名的识别性能。 

加入 5 组特征后，标注器的 F 值都有提高，因此本文保留这 5 个特征作为 CRF 人名识

别的特征集。各个特征对识别效果的影响并不相同，具体表现为： 

（1）仅加入上下文特征就可以使标注器的准确率达到了 92.12%，但召回率并不是很高。 

（2）加入词性特征后，系统的准确率有所下降，但是召回率提高很明显，因此准确率

的下降可以解释为准确率计算公式中的分母和分子同时提高，但分母的提高比例大于分子的

提高而导致的。 

（3）相对于准确率，加入各个特征之后标注器的召回率提高很明显，经过 5 个特征的

全部加入，标注器的召回率最后提高了 10.34 个百分点。词性特征对于召回率的贡献最大，

提高召回率为 4.78 个百分点。汉语地名用词特征对于召回率的贡献也达到了 2.00 个百分点。 

（4）地名特征词和指示词特征对于正确率的共现大于对于召回率的共现。对于 F 值的

提高具有积极作用。 

表格 4 是使用词典补召策略后系统的性能变化。 

 



表格 4 地名后处理实验结果（%） 

实验设置 准确率 召回率 F 值 

CRF 识别 95.28 81.48 87.84 

CRF+词典补召 94.68 84.40 89.24 

采用词典补召后整个系统的召回率提高了将近 3 个百分点，F 值提高了 1.40 个百分点。

实验分别验证中文地名、外文地名和蒙古地名词典对实验结果的影响。中文地名和外文地名

词典的加入并没有提高系统的性能。虽然中文地名和外文地名词典已包含大部分地名，但是

因为地名在语料库和地名词典中的拼写不同而无法准确识别。蒙古语语料库以拉丁转写
4
的

形式录入，汉语和英语等外来词语的拼写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录入标准，因此语料库和词典中

存在一个词不同的拼写形式。如汉语的“州”具有“JEU”、“JWV”、“JEV”、“JeU”、“JeV”、

“JWU”等 6 种不同的拼写形式，英文的“澳大利亚”具有“AUiStRIY_A”、“AVStRIY_A”、

“AStVRIY_A”等 3 种不同的拼写形式。因此虽然该地名包含于地名词典中也无法与语料

库成功匹配。 

当采用蒙古地名词典时系统的正确识别的地名从最初的 585 个提高到 606 个，召回的地

名从 614 个提高到 640 个。如句子“ᠪᠢ ᠢᠳᠡᠷ ᠨᠠᠰᠤᠨ ᠳᠠᠭᠠᠨ ᠯᠠᠮᠠ ᠶᠢᠨ ᠬᠠᠮᠲᠤ ᠭᠤᠮᠪᠤᠨ ᠳ᠋ᠤ ᠮᠦᠷᠭᠦᠯ ᠬᠢᠬᠦ ᠪᠡᠷ ᠶᠠᠪᠤᠵᠤ ᠪᠢᠯᠡ᠃”中的地名

“ᠭᠤᠮᠪᠤᠨ”通过词典匹配的方法被识别出来。 

从实验结果可知，当采用词典匹配的方法识别蒙古语语料库中的地名时首先要统一中文

地名和外文地名的拉丁转写形式，其次保证地名无二义性。这样，当词典规模足够大时能够

提高系统的识别性能。 

结束语 

本文采用条件随机场模型和词典相结合的方法对蒙古文地名进行了自动识别研究。地名

识别是蒙古文命名实体识别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文在人名识别方面探索过基于规则和统计

的方法，但有关地名识别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空白阶段。因此本文在分析蒙古语语料库的地

名分布特点基础上采用词汇、指示词、中文地名用词、特征词和词性作为 CRF 模型的特征，

初步实现了蒙古文地名识别。本文采用统计方面的基础上通过词典补召了未识别的地名。结

果显示该方法取得了 94.68%的准确率、84.40%的召回率和 89.24%的 F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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