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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体的别名是指同一个实体的不同名称。传统的别名抽取方法存在训练语料构建困难和时效性差这
两个问题。针对这两个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图的查询日志实体别名抽取方法。该方法利用查询日志
的上下文信息和查询链接信息，构建了二层图（包括别名候选图层和查询链接图层）
，并通过随机游走算
法对图中的候选别名进行排序。实验结果表明：1)该方法达到了 71.8%的准确率，证明该方法可行有效。
2)使用查询链接信息进行别名抽取优于使用上下文信息进行别名抽取。这两种信息的结合能获得更好的别
名抽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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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lias of entity means the different names which refer to the same entity. Traditional alias extraction
methods often have two problems: 1) the difficulty of constructing training corpus; 2) the lack of timeliness. To
resolve the two problems, this paper proposes a graph based alias extraction method using query log. This method
uses context information and query-link information, constructs a two-layer graph (including the candidate alias
layer and the query-link layer) and sorts the alias using random walk algorithm.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1) our method achieves the accuracy of 71.8%, which proves our method is effective. 2) Using query-link
information outperforms the method which uses context information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is two type’s
information improves th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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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然语言的多样性决定同一实体能通过不同的别名来表达。实体的别名是指同一个实
体的不同名称。它主要包括缩略语，曾用名，拼音和其他语言的翻译等。比如“人人网”
的别名有 “人人”，“校内网”，和“renren”等。别名抽取是指输入一个实体的名称，抽取并
返回代表该实体的其他名称。别名抽取的相关研究是自然语言处理的重要课题。它可以用
于知识库的构建，机器翻译，问答系统，信息检索和实体链接等具体应用中。比如，信息
检索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相同的实体采用不同名称从而造成检索召回率的降低。使用
抽取后的别名进行查询重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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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别名抽取主要是利用已有的语料库（采用别名、原名的平行语料库或者经过人为
分词和词性标注的语料库）提取候选别名、原名集合，再利用别名、原名的上下文模板等
字对齐规则进行搜索匹配[1]，或者采用机器学习的方法进行选择匹配对，最后输出正确的
原名、别名对。
这类方法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1）语料库构建困难
由于别名的多样性（包含拼音，缩略语，翻译，曾用名），构建高覆盖率的别名平行
语料十分困难。比如，“中国建设银行”的别名包含“建设银行”，“建行”，“CBC”和“Jian She
Yin Hang”等。我们没有找到包含“中国建设银行”上述所有别名的平行语料。
2）时效性差
社交网络时代的来临让人与人在网上的沟通更加频繁，从而使自然语言的经济性原则
得到了充分利用。“Weibo”，“KFC”，“神九”等各种新别名出现越来越频繁。Web 信息的日
益膨胀使平行语料的构建速度远远赶不上别名的产生速度。如何不通过平行语料，及时地
抽取别名成为了一个挑战。
随着互联网信息的不断产生，利用用户生成的内容进行别名抽取成为解决上述两个问
题的关键。本文提出了基于图的查询日志别名抽取方法。首先，本文基于查询和链接对应
的点击信息，进行一次迭代，获取候选查询集合。然后，本文基于<别名—模板>对和<查
询—链接>对构成二层图，采用随机游走方法对候选别名进行排序，抽取出权重较高的名称
作为实体的别名。
本文安排如下：
第二节介绍了别名抽取的相关方法；第三节首先介绍了算法的框架，然后详细介绍查
询日志中两大类影响别名抽取的信息（上下文信息和查询链接信息），并就各类信息的实
际意义及计算方法进行详细说明，最后综合利用这两个信息特征，提出一个基于二层图的
别名抽取框架；第四节用实验对比各类信息的性能差异，并证明本文做法有效可行。第五
节对本文进行总结，分析并提出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和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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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工作

由于别名包括缩略语等形式，所以缩略语抽取的相关工作与别名抽取密切相关。Zhu et
al. 针对单字人名、地名简称，构建了基于分类器的预测模型 [2] 。李斌等对汉语单字国名
采取了统计评分法进行识别 [3]。Chang 和 Lai 使用人工标注的源短语、缩略语的平行语料
库作为训练数据，然后利用 HMM 来提取缩略语、源短语对 [4]。Chang 和 Teng 提出了基
于 HMM 的概率恢复模型(SCR)，用于将缩略语扩展为源短语[5]。崔世起利用生语料使用重
复串搜索技术和词性过滤，必要时加入人工干预，自动提取缩略语和源短语对 [6]。武子英
利用上下文语义信息，基于余弦相似度自动抽取汉语缩略语[7]。Li 根据缩略语与源短语的
共现现象，使用字对齐规则进行自动提取缩略语（仅处理单一类型的缩略语） [8]。上述方
法尽管目前只用于缩略语抽取，但是也可以用于别名抽取的工作中。但是这些方法具有选
用的语料库时效性较差，规模较小，需要人工干预，且只解决缩略语抽取问题等缺陷。

Bollegala 等人采用搜索引擎获得候选人名别名的集合，然后利用 SVM 分类器进行人
名别名抽取[9]。Bhat 等人采用 LSA 方法，利用不同的别名周围具有相同的上下文特征，进
行别名抽取，但该方法有时效性低，运算量大等缺点[10]。同上述方法相比，本文方法不仅
使用了上下文信息，还使用了查询链接信息，提高了抽取的准确率。
对于上述方法需要平行语料，时效性低等缺点，本文提出了使用用户查询日志，自动
抽取候选查询，然后利用上下文信息和查询链接点击信息构建二层图，再使用随机游走算
法对图中的候选别名进行排序的方法。该方法不需要任何标注数据和人工干预，并具有很
好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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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查询日志的别名抽取算法

3.1 算法框架
在输入原名 e 后，别名抽取的目标是向用户返回查询日志中实体的别名{a1,a2,…,ap}。
为了便于展示，全文将通过抽取“人人网”的别名这个例子对我们的方法进行描述。相关定
义如下：
 输入原名 e：“人人网”；
 已知由查询记录{r1,r2,r3,…,rs}构成的文档集合 R。每一条记录包含查询（用 q 表示）
和查询对应的点击链接（用 l 表示）。比如，其中一条查询记录为“北京大学
http://www.pku.edu.cn”；
 目标集合{a1,a2,…,ap}：“人人网”的别名构成的集合。比如，“人人”，“校内网”，
“xiaonei”等别名所构成的集合。
在查询日志中，我们观察到别名的特征主要包括两类：
（1） 和原名具有相同的上下文。比如对于原名“人人网”，查询日志包含大量查询
“人人网首页”，同时查询日志也包含大量查询“校内网首页”。因此，“人人网”和“校
内网”包含相同的上下文“*首页”。
（2） 别名所构成的查询和原名所构成的查询被用户点击到同一链接。对于查询“人
人网地址”，其指向的链接为“http://www.renren.com”。对于查询“校内网地址”，其
指向的链接也为“http://www.renren.com”。
因此，利用这两类特征，本文提出的基于图的查询日志别名抽取算法的框架如图 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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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图的查询日志别名抽取算法框架

3.2 抽取候选查询集合
实验中查询日志包含冗余查询，数据量大，因此在别名抽取前需要对查询日志进行过
滤，得到查询记录的子集——候选查询集合 Qc。候选查询集合是有可能包含原名和别名的
查询所构成的集合。我们的假设是，包含别名的查询和包含原名的查询至少指向一条共同
的点击链接。基于此假设，抽取“人人网”的候选查询集合 Qc 的步骤如下：
1) 将“人人网”和查询日志中的查询逐条匹配。如果“人人网”是查询 q 的子串，则将 q
加入集合 Q0 中。Q0 为包含原名“人人网”的查询所构成的集合。
2) 对 Q0 中的每一个查询 q，获得它对应的点击链接 c（每一个查询对应的点击链接
可能有多个）
，将 c 加入链接集合 C0 中。
3) 对 C0 中的每一条链接 c，获得 c 对应的查询 q’, 将 q’加入候选查询集合 Qc 中。
如图 2 所示，我们利用了查询-链接信息，生成了候选查询集合 Qc。Qc 中的查询有可
能包含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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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人人网”候选查询集合的生成过程

3.3 二层图构建
在获取候选查询集合 Qc 之后，我们需要抽取出 Qc 中的查询所包含的别名，并对其排
序。在此步骤中，本文首先构建别名候选图层，然后构建查询链接图层，然后将这两个图
层进行链接，得到二层图。最后采用随机游走算法进行排序，得到最终结果。
3.3.1

别名候选图层的构建
我们观察到对于原名和别名，它们很可能共享相同的上下文。我们的假设是，如
果一个查询和包含原名的查询有相同的上下文，那么这个查询可能包含别名。在得到
候选查询集合 Qc 后，本文使用基于模板的 Bootstrapping 算法生成<别名-模板>对和<
模板-别名>对，然后构建别名候选图层。构建过程如下：
1) 将原名 e 加入命名集合 N 中。将模板池 W 置空。
2) 分析 Qc 中的每个查询 q，若 q 包含命名集合 N 中的元素 n，则抽取 n 的上下文，

生成模板 w。其中，在 q 的句首和句尾添加 “<s>”和“</s>”标签作为开始标记和结
束标记。比如对于原名“人人网”，如果 Qc 中存在查询“人人网首页”，则生成模板
“<s>*首页</s>”。将模板 w 加入模板池 W 中，同时记录<别名-模板>关系。为提
高模板的有效性，减少随机事件的影响，本文在这一阶段过滤掉模板池中只出现
过一次的模板。
3) 依次取出模板池 W 中的模板 w。对于 Qc 中的每一条查询 q，若 q 匹配模板 w，则
抽取出候选别名 a，并将 a 加入 N 中，同时记录<模板-别名>关系。
4) 重复 2 步和 3 步，直至没有新的元素加入 N 中。
利用上述步骤得到的<别名-模板>对和<模板-别名>对，对集合 N 和 W 构建二分图。对
每一个<别名-模板>对和<模板-别名>对，在图中添加相应的边来连接对应的别名节点和模
板节点。如图 3 所示。
“人人网”

<s>*首页</s>
<s>*地址</s>

“校内网”
<s>*链接</s>
“校内”
<s>*</s>
“xiaonei”

<s>*网</s>
图 3 别名候选图层的构建示例

查询链接图层的构建
为了验证使用查询日志进行别名抽取的有效性，我们对查询日志进行分析。我们抽取
出查询日志中，某些 URL 链接对应的查询，并按点击次数进行排序，如表 1 所示。
3.3.2

URL

http://www.renren.com/

http://www.sina.com.cn/

Query

Count

人人网

5714

xiaonei

3082

校内网

1949

人人

1733

renren

1265

sina

4759

新浪网

3379

新浪网首页

284

新浪

131

新浪微博
表 1 查询日志中某些 URL 对应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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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中我们观察到，在查询日志中，对于同一个链接“http://www.renren.com”或者
“http://www.sina.com.cn/”，其对应的查询（“人人网”和“xiaonei”，“sina”和“新浪网”）互为
别名。因此，我们得到假设：对于同一个链接，如果它和几个查询有很强的关联，那么这
几个查询很可能包含同一实体对应的别名。利用此假设，我们构建查询链接图层的步骤如
下：
1) 对 Qc 中的每一个查询 q，将 q 加入查询链接图层中，同时将 q 对应的链接 l 作为
节点加入图层中，并添加边<q, l>
2) 对新添加的 l，如果存在 l 对应的查询 q 不在图层中，则将查询 q 添加到图层中，
同时添加边<l, q>
重复上述两步，直至没有新的边和节点加入此二分图中，则构建出如图 4 所示的查询
链接图层。
http://www.renren.com
“renren”
http://msg.renren.com
“校内网”
http://www.kaixin.com
“校内”

http://www.xiaonei.com
图 4 查询链接图层的构建示例

3.3.3

二层图构建
w

a

q

别名候选图层

查询链接图层

l
图 5 二层图构建示例

在构建别名候选图层和查询链接图层后，我们构建一个二层图。如图 5 所示，上层为
构建好的别名候选图层，EG={EV, EE}。EV 是节点集合，包括原名 e，候选别名 a 和包围
别名的模板 w。EE 是边(evi, evj)的集合，(evi, evj)表示节点 evi 和 evj 之间的边。下层为构建
好的查询链接图 QG={QV，QE}，QV 是节点集合，节点为查询候选集合 Qc 中的查询和链

接，QE 是下层节点之间的边的集合，每个边用日志中查询和链接的共现来表示。如果用户
在查询 q 时点击链接 l，则在 q 与 l 之间添加一条边链接。上下两层图通过查询和别名的包
含关系连接。对于上层图中的别名 a，如果在下层图中存在查询 q 包含别名 a，则在 q 和 a
之间添加一条边（图 5 中虚线所示）。
随机游走算法
二层图构建完成之后，本文使用随机游走算法计算图中节点的权重[11]，然后对权重排
序，返回排名靠前的别名节点。
假设该图中节点的初始权重为：
W 0 = fw10 ; w20 ; : : : ; wn0 g
其中wi0是编号为i的别名，模板，查询或者链接的初始权重。该二层图总共包含 n 个节
3.3.4

点。则二层图中边的权重可以表示如下：
2
e1;1 e1;2
6 e2;1 e2;2
E=6
4:: : : ::
en;1 en;2

:::
:::
:::
:::

3
e1;n
e2;n 7
7
::: 5
en;n n£n

其中ei;j 表示节点 i 和 j 之间的边的权重。针对不同的节点 i 和 j，其权重的计算方式分
为如下情况：
1) 如果 i 是别名或者原名，j 是模板，那么我们使用别名 i 和模板 j 在 Qc 中的共现次
数作为权重。
2) 如果 i 是模板，j 是别名或者原名，那么我们使用模板 i 和别名 j 在 Qc 中的共现次
数作为权重。
3) 如果 i 是查询，j 是点击链接，那么我们使用在查询日志中 i 和 j 的对应点击次数
作为权重。
4) 如果 i 是点击链接，j 是查询，那么我们使用在查询日志中 i 和 j 的对应点击次数
作为权重。
5) 如果 i 是别名或原名，j 是查询，那么我们使用 Qc 中别名或原名 i 被查询 j 的包含
次数作为权重。
6) 如果 i 是查询，j 是别名或原名，那么我们使用 Qc 中查询 i 包含别名或原名 j 的次
数作为权重。
然后我们对 W 进行迭代更新，如下所示。
W t+1 = ¸W 0 + (1 ¡ ¸)W t ¢ norm(E)
其中 norm(E)是 E 的正规化形式，W t 是W 0经过 t 次迭代之后的权重向量，¸ 2 (0; 1)是
一个自由参数，表示初始向量在更新节点权重时的权重。当迭代次数到达某个限定次数，
或迭代结果趋于收敛，则停止迭代更新，作为各节点的最终权重。在本文实验中，默认迭
代 50 次。
在进行初始权重赋值时，原名节点赋值为 1，其余节点赋值为 0。在迭代一定次数，得
到各节点权重后，对别名节点进行排序，输出排序后的别名列表 L。计算列表 L 节点权重
之间梯度，将最大下降梯度之前的节点进行返回。如图 6 中例子所示，返回虚线之前的节

点。
0.21

0.17

0.14

0.025

0.024

…

图 6 列表 L 节点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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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及相关分析

在这个章节，我们评估了本文提出的方法，并将它同三个基准实验进行比较。同时，
我们详细分析了实验结果。
4.1 数据集
本文实验数据集来自百度搜索查询日志数据（2008 年 10 月），共包含 6515602 个查询。
同时，本文共收集了 500 个原名。这 500 个原名主要包含机构名（“中国建设银行”等），品
牌名（“索尼”等）
，和网站名（“新浪”，“人人网”）等。在该实验中，本文基于查询日志对
这些原名进行别名抽取，并对抽取结果进行人工评判。
4.2 评价方式
在该实验中，我们使用准确率（Accuracy）对实验结果进行评判[12]。对结果集合 S，
其准确率（Accuracy）为：
jT rue Alias in Sj
Accuracy(S) =
jSj
4.3 基准实验
本文的三个基准实验包括：
1) 基于词的上下文相似度的别名抽取方法(ConSim)。该方法抽取原名的上下文，构
成向量，然后计算候选词的上下文向量与原名的上下文向量的余弦相似度，然后
根据余弦相似度进行排序，进而抽取别名。
2) 仅基于别名候选图层，使用随机游走算法对别名节点进行排序的别名抽取方法
(ExtGraph)。
3) 仅基于查询链接图层，使用随机游走算法对查询节点进行排序，直接将排序靠前
的查询结果作为别名(QGraph)。
本文提出的基于图的查询日志别名抽取算法被记为(TwoGraph)。
4.4 结果与分析
在百度查询日志数据上，四组实验结果如表所示：

Accuracy

ConSim

ExtGraph

QGraph

TwoGraph

32.2%

57.0%

62.8%

71.8%

表 2 四种别名抽取算法的实验结果比较

从上表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 四个方法中，我们 的方法抽取别 名效果最好 。 别 名抽取效果比较结 果为：
TwoGraph>QGraph>ExtGraph>ConSim。
2) 和 ExtGraph 相比，TwoGraph 在准确率上提高 14.8%。这说明使用上下文信息和
查询链接信息进行别名抽取比仅仅使用上下文信息进行别名抽取的效果要好。
3) 和 QGraph 相比，TwoGraph 在准确率上提高 9.0%。这说明使用上下文信息和查询
链接信息进行别名抽取比只使用查询链接信息进行别名抽取的效果要好。
4) 和 ConSim 相比，ExtGraph 在准确率上提高 24.8%。这证明了我们使用随机游走
算法对构建后的别名候选图层进行节点权重排序的有效性。
5) 和 ExtGraph 相比，QGraph 在准确率上提高 5.8%。这表示查询日志中的查询链接
信息比别名的上下文信息更加准确。这可能因为查询日志中查询数目比较多，模
板比较繁杂，所得到的上下文信息不如点击信息更加准确。
4.5 细节分析
当输入“人人网”后，TwoGraph 系统抽取的别名列表 top10 如表 3 所示。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我们实验返回的结果包括了曾用名，拼音，缩略词，URL 和拼写
错误。这表明了本文方法保证了别名抽取结果的多样性。该结果也表明了该方法在抽取别
名时，也抽取出了一些查询日志中的拼写错误（“xiaone”
）。这些拼写错误对系统性能产生
了负面影响。
1

xiaonei

6

校内网登陆

2

人人

7

renrenwang

3

校内网

8

人人网登录

4

renren

9

xiaone

5

5

校内
xiaonei.com
10
表 3“人人网”别名列表 top10

结论及下一步工作

本文针对目前别名抽取需要训练语料，时效性差这两个问题，提出了基于图的查询日
志别名抽取方法。本文总结了查询日志的两大类信息（上下文模板信息和查询链接信息），
并提出了基于这两类信息的二层图构建算法，然后使用随机游走算法计算候选别名权重，
抽取出别名。实验表明：1)我们的方法可行有效，达到了 71.8%的准确率; 2) 使用查询链接
信息进行别名抽取优于使用上下文信息进行别名抽取。这两种信息的结合能获得更好的别
名抽取效果。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过滤查询日志中的拼写错误，从而降低其对别名抽取
结果的负面影响；此外，如何解决查询日志中某些别名的稀疏问题也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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