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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LM 算法的领域概念实体属性关系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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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非结构化自由文本中关系模式比较复杂，关系抽取性能不高的问题，该文提出了利用BP神经网
络的优化算法-LM算法，对非结构化自由文本信息中的领域概念实体属性关系进行抽取。首先对语料进行预
处理，然后利用CRFs模型对领域概念的实例、属性和属性值进行实体识别，然后根据领域中各类关系的特
点分别进行特征提取，构造BP神经网络模型，利用LM算法抽取相应关系。和适用于二分类问题的SVM相比，
人工神经网络优化算法自主学习能力强，识别精度高，更适用于多分类的问题。通过几组实验表明，该方
法在领域概念实体属性关系抽取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F值提高了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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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at the problems of complex relation pattern and low relation extraction performance in the
unstructured free text, this paper proposed an approach to extract the entity attribute relation from unstructured free
text information by applying the L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of BP neural network. Firstly, preprocessing the
corpus, secondly, recognition named entity such as the instance, attributes and attribute values respectively by
using CRFs model. And then, extracting the domian features, constructing the BP neural network model,the

LM

algorithm was used to extract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 Compared to SVM which is suitable for binary
classification problems,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optimization algorithm is more suitable for multi-classification
problems, and its recognition accuracy is higher than SVM. Several groups of tests show that the method in this
paper has achieved good effect in the field of entity attribute relation extraction, it improves 12.8% in term of
F-score.
Key words: BP neural network; LM algorithm; attribute relation extraction

1 引言
领域概念实体属性关系（包括实例与属
性、实例与属性值、属性与属性值之间的对
应关系）是信息检索、社会关系构建、领域
本体及知识图谱构建的重要基础。目前国内
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例及属性的提取，或


属性和属性值对的提取。如 David Sánchez[1]
提出一种以 Web 为检索语料库的自动的、
无监督和领域无关的方法对 Web 文本中的
领域实例和属性做了提取，解决了数据稀疏
的问题，在准确率和召回率方面均有所提
高；S.Ravi[2]利用弱指导的方法从 Web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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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取属性，不仅提高了属性提取的精度，
还可以自动对提取的属性子集进行标识；李
文杰 [3] 利用实例和属性并列结构模式去网
页集合中提取同类词语集合，然后再用基于
种子的弱指导方法去学习实例和属性共现
的上下文模式，最后再通过模式去提取候选
实例或候选属性，在进行提取时融入了并列
结构这样一种特征，能大大提高系统的召回
率；唐伟[4]提出了一种基于网页标题和网页
结构信息的关系模版自动构建方法，从而实
现商品的“属性-值”关系的自动提取，该
方法在结构化网页的信息抽取中取得了不
错的效果。但是，领域概念的实例、属性和
属性值间对应关系不止包括属性-属性值关
系，还包括实例-属性关系，实例-属性值关
系等等，从完备性角度，只有将这些关系都
抽取出来，才能真正满足信息检索、知识图
谱构建的实际应用需求。目前关于实例、属
性和属性值间的关系抽取主要是在结构化
或半结构化文本中进行的，如程显毅[5]利用
半监督机器学习框架对<实体，属性，值>之
间的关系进行抽取，提取过程中利用了
Wikipedia 的结构化特征和凝聚型层次聚类
算法，动态的确定关系类别，完成关系聚类，
提高了关系识别系统的性能；杨宇飞[6]提出
基于弱监督的属性（实例，属性名称和属性
值）关系三元组自动抽取方法，利用中文百
科条目信息模版中的半结构化属性关系回
标条目文本自动获取训练语料，然后利用句
子分类器对语料进行训练优化，并在关系抽
取过程中加入了触发词词典的特征，提高了
关系抽取的召回率，但是只将条目信息作为
属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与 Wikipedia、百科条目信息模版中已
有的结构化、半结构化文本相比，自由文本
的句法表达具有多样性，其中的实例-属性、
属性-属性值、实例-属性值等各类关系的模
式更复杂，抽取难度更大。目前常用的方法
是用支持向量机（SVM）先对实例、属性和
属性值等命名实体进行关系判别，把有关系
的实体对抽取出来，再制定相应的推理规
则，对实体对的具体关系类别进行判别，由
于推理规则是人为定义的，不能涵盖所有关
系类别的模式，在准确率方面不能有所保

证。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高关系抽取的性
能，本文先对自由文本中的实例、属性和属
性值进行命名实体识别，然后尝试利用 BP
神经网络的方法进行实例-属性、属性-属性
值和实例-属性值关系的识别与抽取。BP 神
经网络是一种前馈反向型网络，其传统算法
具有实现复杂的非线性映射的能力、自主学
习能力强和可反馈训练等特点，在模式识
别、文本分类、图像分类等方面具有广泛应
用。但是，传统的 BP 神经网络算法存在容
易陷入局部极小值、收敛速度慢等缺点，为
此人们提出了多种改进方案，主要有启发式
算法和数值优化算法[7]。本文选择优化算法
中的 LM 算法（Levenberg-Marquardt）对各
类关系进行识别和抽取。该方法的主要思想
是：先对语料进行预处理（分词、词性标注、
句子划分、人工标注、命名实体识别等），
然后根据预处理的结果枚举找出所有的关
系实例（实例-属性关系、属性-属性值关系、
实例-属性值关系），并根据领域特点选取
实体上下文、类别、位置等体现各类关系的
特征构成关系特征集。各类关系的特征作为
神经网络的输入样本集，利用 LM 算法对神
经网络的权值和阈值进行调整，然后用实体
关系的类别作为分类结果，构造关系分类
器。通过多组实验证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对
自由文本中的实例-属性关系、属性-属性值
关系、实例-属性值关系等的识别与抽取具
有良好的性能。

2 LM 算法介绍
LM 算法[8,9,10]（Levenberg-Marquardt）
是梯度下降法和高斯-牛顿法相结合的一种
算法，因此，它既有梯度下降法的全局特性，
又有高斯-牛顿法的局部收敛特性，在局部
搜索能力上高于传统的 BP 神经网络算法。
并且，LM 算法利用了近似的二阶导数信息，
比梯度下降法的收敛速度快，比较稳定，其
性能优于传统 BP 神经网络算法，目前在模
式识别、信号处理和图像分类等领域的应用
均取得较好效果。LM 算法简要描述如下。
设 xk 代表第 k 次迭代的神经网络权值
和阈值的输出向量，xk+1 代表新的权值和阈
值的输出向量，有：

xk 1  xk  x

xk 1  xk   J T (x k ) J (x k )   I  J T (x k )e(x k ) (10)

(2)

从公式(10)看出，当  =0 时，LM 算法
近似于高斯-牛顿法，当  比较大时，LM 算
法则近似于梯度下降法，因此  的调整非常
重要。对于给定的  ，如果求得的 x 使神

对于牛顿法则有：

x  [▽2 E(x)]1 ▽E(x)

其中， ▽2 E(x) 表示误差指标函数 E (x) 的
Hessense 矩阵， ▽E (x) 表示梯度。
设误差指标函数 E (x) 为：

E (x)=

1 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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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

(1)

经网络的误差 E(x k ) 增大，则  增加，令

 =0 ，反之，如果求得的 x 使神经网络

2

(3)



ei (x) 为 输 出 层 的 误 差 ，

i  1, 2,......, N , yi 为输出层的实际输出，oi
为输出层的期望输出。
则有：

▽E(x)=J T (x)e(x)

的误差 E(x k ) 降低，则  也减小，令  = 0 ，

k  k  1 ，其中 0 、  的值是预先定义的。

3 关系抽取过程
LM 算法对给定的各类关系进行识别与
抽取的流程如图 1 所示。
开始

(4)

▽2 E(x)  J T (x)e(x)  S(x)

输入特征集样本，输
入向量的个数为特征
集的维数

(5)

其中， J (x) 为 Jacobian 矩阵，具体表达

对BP神经网络的相关参数
ɛ、qmax、μ0、β 进行初始
化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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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BP神经网络的输出并
利用公式(3)计算误差指标
函数E(xK)

μ =μ0/β
k = k+1

(6)
利用公式(6)计算Jacobian矩
阵J(x)

利用公式(10)调整BP神经网
络的连接权值
μ =μ0β

(7)

N

训练样本是否全部输完？

Y

i 1

高斯-牛顿法的权值改变公式为：

x    J T (x) J (x) 

1

J T (x)e(x)

(8)

LM 算法的权值改变公式为：
1

x    J (x) J (x)   I  J (x)e(x)
T

T

E(xk+1)>E(xk)?

Y
E(xK)<ɛ或q>qmax?
(ɛ为误差最大允许值，
qmax为最大迭代次数)

N

N

Y

(9)

训练结束

其中，   0 为常数，是自适应调整参
数， I 为单位矩阵。
由上述公式可得，LM 算法的权值调整
公式为：

图 1 LM 算法训练关系分类器流程图

下面以旅游领域自由文本中的实例-属
性值关系抽取流程为例介绍利用 BP 神经网
络的 LM 算法进行关系识别与抽取的原理。

3.1 预处理
对语料的预处理包括分词、词性标注、
对经过词性标注的语料进行人工标注、命名
实体识别、句子切分和提取候选关系实例
等。
首先，利用中科院的 ICTCLAS 工具对
文本进行分词及词性标注。其次，人工对已
经完成分词及词性标注的语料进行命名实
体标注，使用最常用的 BMEO 标注方法，
并利用条件随机场（CRFs）对人工标注好
的语料进行命名实体识别，并对实体识别结
果进行合并。其中，实体的类别是预先定义
的，即 in 表示实例，sx 表示属性，pv 表示
属性值，根据旅游领域的特点，属性值不仅
仅包括地点名词、数字等，很多都是由数字
+数量单位组成的，如长、宽、高、海拔等
是数字+米/千米，面积是数字+平方千米/平
方公里，酒店是数字+星级，门票价格是数
字+元/人，人口数是数字+万人等等，因此
在进行命名实体标注的时候，不仅要把数字
标注为属性值，数字后面的单位也要标注为
属性值，命名实体合并时将它们合并到一
起，形成一个完整的属性值。然后，根据文
本中的标点符号和上下文等特点，将语料进
行切分，分成独立的句子。最后，找出每句
话中的所有可能的实体关系对，组成候选关
系实例，并对它们的关系类别进行人工标
注。其中，预定义的关系包括四类：实例属性关系、属性-属性值关系、实例-属性值
关系和其他关系。至此，语料的预处理完成。
如对于句子“萨马贡自然保护区位于维西塔
城，面积 243 平方千米，是金沙江上游西岸
的重要水源林和野生动物栖息地。”进行预
处理之后的结果为：“[萨马贡自然保护
区]inB [位于]sxB [维西塔城]pvB，[面积]sxB
[243 平方千米]pvB，是金沙江上游西岸的重
要水源林和野生动物栖息地。”，其中，实
例-属性值关系的实体有[萨马贡自然保护
区]inB、[维西塔城]pvB、[243 平方千米]pvB，
它们组成的关系候选实例为：

关系候选实例 1：实体 1--[萨马贡自然
保护区]inB、实体 2--[维西塔城]pvB
关系候选实例 2：实体 1--[萨马贡自然
保护区]inB、实体 2--[243 平方千米]pvB

关 系 候 选 实 例 3 ： 实 体 1--[ 维 西 塔
城]pvB、实体 2--[243 平方千米]pvB
3.2 构造输入样本集
根据旅游领域自由文本中实例-属性值
关系的特点，结合中文领域实体关系抽取中
[ , ]
的比较成熟的特征 11 12 ，本文选取了实体的
类别、实体上下文词汇、两个实体的顺序、
两个实体的距离、两个实体之间其他实体的
个数等特征进行特征集的构造，如上文中得
到的候选关系实例“萨马贡自然保护区
--243平方千米”实体对的特征分别如表1所
示。
其他类别的候选关系实例根据各类关
系的特点，选取合适的特征进行特征集的构
造，过程和上文相同，为了方便构造BP神经
网络分类模型，各类关系均选择13类特征。
表1 实例-属性值关系的特征选取实例
特征描述

特征

实体1的类别

实例（inB）

实体2的类别

属性值（pvB）
实体1-2：无(o)

实体1前后两个词的类

实体1-1：无(o)

别

实体1+1：位于（sxB）
实体1+2：维西塔城
（pvB）
实体2-2：，(o)

实体2前后两个词的类

实体2-1：面积（sxB）

别

实体2+1：，(o)
实体2+2：是(o)

实体的类别顺序

实例在前，属性值在
后

实体1与实体2的距离

4

两实体间其他实体个数

3

由于特征集样本即为 BP 神经网络的输
入样本，因此，特征集样本构造完之后，要
转换为向量形式。如对 3.1 中的例子中的关
系候选实例：
关系候选实例 1：实体 1--[萨马贡自然
保护区]inB、实体 2--[维西塔城]pvB
关系候选实例 2：实体 1--[萨马贡自然
保护区]inB、实体 2--[243 平方千米]pvB
关 系 候 选 实 例 3 ： 实 体 1--[ 维 西 塔
城]pvB、实体 2--[243 平方千米]pvB
转换为向量形式如表 2 所示。

表 2 输入样本集和期望输出的数值化表达
关系候选实例

输入向量

期望
输出

关系候选实例 1

1300231202111

3

关系候选实例 2

1300230200143

3

关系候选实例 3

3312020200021

0

3.3 构造 BP 神经网络模型
根据上文构造特征集的过程，各类关系
均选择了 13 类特征作为关系识别的依据，
因此，
BP 神经网络模型的输入向量为 13 维。
由于关系类别设定有实例-属性关系、属性属性值关系、实例-属性值关系和其他关系
四类，BP 神经网络的输出向量为 4 维，隐
藏 层 的 设 定 根 据 经 验 公 式 [13]

h= m  k  a  13+4  a  4  a

(4)利用公式(9)计算 x ，并利用公式
(10)调整 BP 神经网络的连接权值和阈值。
(5)判断训练样本是否全部输入，如果已
经全部输入，则执行步骤(6)，反之，返回(1)。
(6)判断网络误差 E(x k ) 是否小于 ɛ，或
迭代次数 q 是否达到 qmax，如果满足其中一
个条件，则执行步骤(8)；如果两个条件都不
满足，则执行步骤(7)。
(7)判断网络误差 E (x k ) 是否增大，如
果增大，则令自适应调整参数  =0  ,并且
返 回 步 骤 (4) ； 反 之 ， 则 令

 =0 / ，

得

k  k  1 ,并且迭代次数 q 加 1，返回步骤

到，其中 a 为 1 到 10 之间的整数，经过实
验验证，发现当 h=14 时效果最好，因此，
隐藏层设为 14 个神经元。构造的 BP 神经网
络模型如图 2 所示。

(2)。
(8)训练结束，得到最优分类模型。
对于上文中的例子，利用上述步骤进行
关系识别与抽取的结果如表 3 所示。

vih
xp1

1

1

表3

whj
1

yp1

2

yp2

…
…

…
…

k

ypk

2
xp2

…
…

xpm

2

…
…

…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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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层

实体对

关系

萨马贡自然保护区--面积

实例-属性关系

面积--243平方千米

属性-属性值关系

萨马贡自然保护区--维西

实例-属性值关系

塔城
面积—维西塔城

其他关系

……

……

4 实验设计和结果分析

h

输入层

实例、属性和属性值的关系抽取结果

输出层

BP 神经网络拓扑结构图

3.4 利用 LM 算法进行关系识别与抽取
LM 算法对自由文本中的实例-属性关
系、属性-属性值关系、实例-属性值关系进
行识别与抽取的过程为：
(1)对输入样本集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初始化 BP 神经网络的权值和阈值及相关参
数，迭代次数 q 设为 0，设定误差最大允许
值 ɛ，最大迭代次数 qmax，令自适应调整参
数μ为μ0，k 为 0 等。
(2)根据输入的样本数据计算 BP 神经网
络各 层的输出 结果，并按照 公式 (3)计算
E(xk)，
(3)利用公式(6)计算 Jacobian 矩阵 J (x) 。

4.1 实验语料
本文的实验语料是旅游领域的自由文
本，是实验室已有语料和在旅游网站上爬取
的，共有2000多篇，共有88541个实体，9563
个关系实例。采用交叉验证的方法，随机选
取1/10的语料作为测试语料，9/10的语料为
训练语料，将语料进行预处理，转化成数值
形式的数据，便于进行BP神经网络分类模型
的训练和测试。BP神经网络的相关参数设
为：ɛ=0.0001，qmax=1000，学习率η=0.01,LM
算法的参数设为：μ0=0.001，β=10
4.2 评测标准
本文采用最常用的评测标准，即准确率
P、召回率R和F值作为最终的实验评价指
标。其定义为：

P = 正确抽取的实体关系数/抽取出的
实体关系总数*100%
R = 正确抽取的实体关系数/标准结果
中的实体关系总数*100%
F = 2*P*R/(P+R)
4.3 实验设计
(1)实验一：为了验证基于LM算法的BP
神经网络分类模型在不同特征集和不同大
小的训练语料集下对实例-属性关系、属性属性值关系和实例-属性值关系等对应关系
的提取结果，逐渐增加特征集和训练语料集
并分别进行对比。实验一结果如表4、表5所

示。
由表4实验结果可以看出，随着特征的
不断增加，实验的抽取效果越来越好，说明
了扩大特征集会提高关系提取的效果；由表
5实验结果可以看出，随着训练语料集的增
加，实验的抽取效果也在提高，不过，当训
练语料集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实验的抽取效
果的提高速度会变慢。所以，当语料集达到
一定规模后，应该集中到特征的选取和特征
集的扩展上。

表4 本文的方法在不同特征集下的实验抽取结果
特征集

关系类别

准确率P(%)

召回率R(%)

F值(%)

实例-属性关系

68.2

67.8

68.0

实体及上下文词

属性-属性值关系

58.3

58.9

58.6

的类别特征

实例-属性值关系

59.1

54.8

56.9

其他关系

66.9

69.5

68.2

总体评测

63.1

62.3

62.7

实例-属性关系

72.8

72.0

72.4

基准特征+顺序

属性-属性值关系

63.9

67.5

65.7

特征

实例-属性值关系

76.9

64.9

70.4

其他关系

79.3

82.0

80.6

总体评测

73.2

71.6

72.8

实例-属性关系

83.1

81.4

82.2

基准特征+顺序

属性-属性值关系

79.8

74.2

76.9

特征+距离特征

实例-属性值关系

77.2

76.9

77.0

其他关系

82.7

83.7

83.2

总体评测

80.7

79.0

79.8

实例-属性关系

91.3

92.1

91.7

基准特征+顺序

属性-属性值关系

86.4

83.9

85.1

特征+距离特征

实例-属性值关系

87.6

84.6

86.0

其他关系

87.4

90.3

88.8

总体评测

88.1

87.7

87.9

（基准特征）

+结构特征

表5 本文方法在不同语料集下的实验抽取结果
语料集

准确率P(%)

召回率R(%)

F值(%)

621K

72.9

71.6

72.2

1045K

84.5

82.1

83.3

1809K

88.1

87.7

87.9

(2)实验二：利用 BP 神经网络的传统算
法（梯度下降算法）和 LM 算法进行实例属性、属性-属性值、实例-属性值的关系抽
取，和 SVM 与规则相结合的方法的抽取结

果进行对比。SVM 方法在实体语义关系抽
取方面的应用已经比较成熟，是一种比较好
的方法，BP 神经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实体
关系抽取的方法，应用还不是很广泛，在实
体关系抽取方面结果如何，通过和 SVM 与
规则相结合的抽取结果进行对比，确定 BP
神经网络在实体关系抽取方面是否具有可
行性。实验二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6 实例、属性和属性值二元关系实验抽取结果
实验方法

准确率

召回率

P(%)

R(%)

SVM+规则

75.4

74.7

75.1

传统的BP算法

55.6

43.8

49.0

本文的方法

88.1

87.7

87.9

F值(%)

由表6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在实例、属
性和属性值之间的关系抽取方面，传统的BP
神经网络算法的分类效果很差，这是因为传
统的BP算法即梯度下降法具有易陷入局部
最小化和收敛速度慢等缺点，实验过程中，
迭代次数达到最大值1000时网络误差仍没
达到要求，训练时间为549s。基于LM算法
的BP神经网络的分类效果优于SVM分类器
与规则相结合的方法的效果，这是由于实
例、属性和属性值之间的所有特征组合属于
非线性特征组合，而BP神经网络具有复杂的
非线性映射能力，LM算法收敛速度比传统
的BP神经网络算法快得多，当迭代次数为27
时就满足误差指标训练时间只有82s，因此，
基于LM算法的BP神经网络更适合解决多分
类问题。

5 结论
本文提出了利用 BP 神经网络的优化算
法 LM 算法对非结构化自由文本进行实例、
属性和属性值之间的关系进行抽取的方法，
该方法利用 BP 神经网络非线性映射能力
强，自主学习和反馈训练的特点，提高了关
系提取的准确率，取得了良好的抽取效果，
并且通过实验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下一
步工作将在不断收集数据、增加实验语料的
基础上，尝试利用半监督的深度学习算法实
现对领域实例属性关系的抽取学习，以期进
一步提高关系抽取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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