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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一种统计与规则相结合的时间表达式识别方法。首先，通过分析中文文本中时间表达式的词形、
词性和上下文信息，采用条件随机场识别时间单元而非时间表达式整体，避免了中文时间表达式边界定位
不准确的问题；之后，从训练语料中自动获取候选触发词，并依据评价函数对候选触发词打分，筛选出正
确的触发词完善触发词库；最后根据时间触发词库与时间缀词库，制定规则对时间表达式边界进行定位。
实验结果显示开式测试 F1 值达到 9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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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of Temporal Information Extraction Based on CRF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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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generic algorithm for time expression recognition task based on combining rules
with statistics. By analyzing a set of linguistic features of time expression in text such as lexical features and
context information, using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s (CRF) recognize time unit rather than time expression,
avoiding the boundary localization problems in Chinese time expressions; automatically obtain the candidate
trigger words through the test corpus, score the candidate trigger words based on evaluation function, filter out the
right trigger word to perfect trigger thesaurus; set rules for the time expression boundary localization based on time
trigger thesaurus and time affix word thesaurus. Our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F1 value reaches 0.9831 on
open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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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时间表达式的识别在中文信息处理中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时间表达式识别可为问答系
统提供基本的素材，可以用于机器翻译、事件跟踪、信息检索中相关时间的定位，还可以用
于定位事件发生的时间及回答时间相关的问题等。
1995 年，信息理解会议（Message Understanding Conference）首次将时间表达式的识别
作为命名实体识别的一个子任务。2004 年，美国技术标准局（NIST）举办了第一届时间表
达式识别与归一化（Time Expression Recognition and Normalization, TERN）的评测，随后，
ACE2005（Automatic Content Extraction）和 SemEval2007（Semantic Evaluations）也将时间
表达式评测纳入自己的任务中。
时间表达式识别的常用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基于规则的方法[1]，如文献[2]通过建立一些
语法规则和补充限定条件，用规则匹配的方式识别时间表达式；文献[3]将时间信息划分为
一系列的“时间基元”
，使用启发式规则抽取时间表达式，再利用错误驱动方法对规则库进
行剪枝，提高规则抽取的正确率；文献[4]提出一种基于正则表达式的 TIMEX2[5][6]中文时间
短语边界识别方法。由于时间表达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直到现在，仍有人用规则的方法识

收稿日期： 2014-7-28
定稿日期：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61173100，61173101，61272375）

别时间表达式。规则[7]方法优点是使用简单，正确率高；缺点是很难将所有时间表达式完全
覆盖，而且制定规则需要大量的人工，领域适应性较差。
另一种是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这类方法一般借助于统计模型，常用的统计模型有：条
件随机场(CRF)[8]和条件最大熵[9]。条件最大熵的方法优点是能够将各种特征在同一框架内
刻画，不需要特征独立性假设，缺点是时空复杂度大，耗费资源；CRF[10]方法能找出全局最
优解，可充分利用上下文的信息，但是它的结果好坏过分依赖于训练语料的质量，还存在数
据稀疏和词序依赖的问题。文献[11]将中文时间短语分为日期型和事件型两类，利用 CRF
加入任意特征表达长距离的上下文依赖信息的能力，解决了时间短语词数较少时的噪声过大
问题。
除此之外，文献[12]提出基于依存分析和错误驱动的方法来识别时间表达式，解决了长
距离依赖的问题。文献[13]将浅层语义分析中的语义角色标注加入中文时间词识别中，在
CRF 训练中达到了较好的识别效果。
当句子中存在时间短语时，机器翻译的效果通常不太理想，若能将时间表达式提前识别，
并作为一个整体去翻译整句，不仅能降低句法分析的复杂度，而且机器翻译的效果能得到改
善。
例如，在句子“土地基金於一九八六年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成立，订明由联合声明
於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生效当天起至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中，存在三个时间表达
式：
第 1 个时间表达式：一九八六年（英文 1986）
第 2 个时间表达式：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英文 May 27, 1985）
第 3 个时间表达式：当天起至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英文 the day until June 30, 1997）
上述句子用 Google 翻译得到：Land Fu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Joint
Declar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1986, stipulates that the joint statement on May 27, 1985 ended
June 30, the day of the entry into force until 1997.
若将“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和“当天起至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作为一个时间
表达式整体，再翻译则变成：Land Fu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Joint
Declar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1986, Stipulates the joint statement entry into force on May 27,
1985 ended the day until June 30, 1997.
再如“为了投票，他们排队长达三、四个小时。
”Google 的翻译是：In order to vote, they
waited three hours and four hours.将时间表达式“三、四个小时”作为整体识别后再翻译的话，
得到正确的结果：In order to vote, they waited three or four hours.

2 基本概念及问题分析
2．1 时间表达式
TIDES 2003 Standard for the Annotation of Temporal Expressions 于 2004 年 4 月份发布的
中文补充版[14]对时间表达式的定义是：时间表达式是时间单元的一个序列。在本文中，时
间表达式可认为是时间触发词与时间缀词的组合。SemEval2010（Semantic Evaluations）task
13 首次将时间表达式的类型作为识别内容，将时间表达式分为以下 4 类：


DURATION：例如：two weeks；



SET：例如：every Monday morning；



TIME：例如：at 2:45p.m；



DATE：例如：January 27,1920，yesterday。

结合中文时间表达式的特点与翻译的需要，本文在以上四类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将时间表
达式分为了以下 7 类，即 DURATION 类、SET 类、TIME 类、DATE 类、LUNAR 类、FUZZY

类、RELATIVE-TIME 类，其中 DURATION 和 SET 与 SemEval2010 task 13 定义的时间类型
相同，而 TIME 和 DATE 进行了修正，新增加 LUNAR、FUZZY、RELATIVE-TIME，具体
如下：


TIME 类：修改为一天中的某个具体时间点，如“4 点半”
；



DATE 类：修改为年月日这类的标准时间，如“2013 年 9 月 1 日”
；



LUNAR 类，表示中国传统节气，包括中国农历、节日等各种传统说法，如“国庆黄金
周”
、
“大年初一”
；



FUZZY 类，表示模糊时间，如“数十年”
；



RELATIVE-TIME 表示相对时间，是相对于 DATE 来说的，不能具体到某一天的时间就
称为相对时间，如“明天”
、
“下午”。

以上 7 类就是本文识别的时间表达式范畴，超出其中范围的时间相关的式子，不在本文
识别范围内。
2．2 时间单元
本文中的时间单元是指时间表达式的最小组成单位。比如：
“2014 年 5 月 2 日下午 3 点”
这个时间表达式中，包含有 2014 年、5 月、2 日、下午、3 点这五个时间单元。
之所以选择时间单元作为 CRF 标注目标，是因为时间表达式是由时间单元组成的，时
间单元之间搭配相对松散，没有很强的先后依赖关系，而时间表达式的形式多样。因此，
时间单元的格式相对时间表达式比较固定，抽取难度小，准确度高。
2．3 时间触发词
时间触发词是判断一个短语是否是时间短语的关键词。通常是一个时间单位，表示时间
概念，如“月”
、
“日”
。根据识别的需要，本文将触发词分为两类，一类是独立触发词，另
一类是数字触发词。
独立触发词指的是，单独存在就能表示时间的这样一类触发词。例如：
“下午”、
“昨天”
等词语，不需要上下文信息，本身就可作为时间表达式。
数字触发词可细分为数字前缀触发词与数字后缀触发词，其中，当数字前缀触发词的前
面为数字时，则数字与数字前缀触发词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时间单元（如“21 世纪”、
“2008
年”
）
，而其单独存在时不具有时间意义；数字后缀触发词的概念与数字前缀触发词类似，不
同的是数字是在触发词的后面，如“星期三”
。
2．4 问题分析
时间表达式识别作为自然语言处理的一个分支，其识别的难点是歧义问题。时间表达式
是由时间触发词触发，但是，并非含有触发词的表达式就一定是时间表达式。例如，“后天
因素”中的“后天”是时间触发词，但是“后天因素”这个词并不是时间表达式。再比如，
“6 分”可以是时间表达 6 分钟，也可能是得分 6 分。具体的含义要看上下文。这类问题都
是时间表达式的识别歧义问题。
本文针对这类歧义问题，利用规则进行限定，查看其上下文信息，判断其是否为时间
表达式。

3 时间表达式识别模型
中文时间表达式识别模型主要包含以下两部分：
1) CRF 生成特征模板部分：输入训练集，选取 CRF 的模板特征，自动生成对应的特
征模板。
2) 规则处理部分：该部分主要是对 CRF 没识别的时间单元进行补充识别，并确定时
间表达式边界。具体分为以下六个步骤：
第 1 步：对测试语料的格式进行预处理，将语料格式转化为 CRF 要求的格式；

第 2 步：对语料进行分词、词性标注1；
第 3 步：使用第一部分生成的 CRF 特征模板对测试语料进行测试，得到标注出时间单
元的语料；
第 4 步：对 CRF 模型标注后的结果进行处理，去除错误的时间单元，自动获取时间单
元中的时间词生成候选触发词表，通过评价函数对候选触发词进行除杂，将正确的触
发词分类放入相应的触发词库中；
第 5 步：考虑到 CRF 对于训练语料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对某些不常用的时间触发词的
标注效果不理想，因此，制定规则，对语料中的时间触发词进行补充标注；
第 6 步：利用相邻时间单元合并的原则合并时间单元，由于时间表达式的上下边界通
常是由时间缀词修饰，因此，借助时间前缀词库和时间后缀词库，确定时间表达式的
上下边界；
第 7 步：对标注的时间表达式进行筛选，去除其中错误的标注，得到正确的时间表达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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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文时间表达式识别模型
3．1 基于 CRF 的时间单元标注
CRF 是一种基于统计的无向图模型，它定义了在给定观察序列条件下，计算整个标注
序列的单一联合概率分布。Lafferty 等人定义 CRF 为指数形式分布，这就使得不同状态下
的不同特征的权值可以相互平衡。给定观察序列 X={xi}(i=0, 1, „, n)和状态序列 Y={yi}(i=0,
1, „, n)，线性链的 CRF 定义序列 Y 的条件概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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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中， z  X  是归一化因子；n 表示给定词序列的长度； f j  yi 1 , yi , X , i  是特征函数，既可
以表示无向图边的转移特征 e y i  1, y i , X , i  ，也可以表示节点的状态特征 v y i , x, i  ； j 是
第 j 个特征函数的权重系数。时间表达式识别问题可以归结为序列标注问题，其任务是给定
观察序列 x 的条件下，估计产生标注序列 y 的条件概率有多大。而 CRF 模型具有强大的特
征描述能力和特有的克服标注偏置问题的能力，它可以非常容易地将观察序列中的任意特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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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到模型中，表达长距离依赖的上下文依赖信息，从而确定标注时间单元的左右边界。
基于 CRF 的时间单元识别模块的具体流程见图 2。其中，训练集采用的是 2000 年的人
民日报，共 26 万多条词，人工标注时间单元。本文特征选取的是：当前词的词形、词性；
前一个词的词形、词性；后一个词的词形、词性。
前人也有尝试过使用 CRF 方法来标注时间表达式，但是标注的对象是整个时间表达式
而非时间单元。由于时间缀词的不定性，导致标注的时间表达式容易发生边界错误。本文采
用 CRF 方法标注时间单元，与时间表达式相比，粒度更小，而且，时间单元的格式较时间
表达式更稳定，识别效果有一定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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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CRF 识别时间单元过程
3．2 基于时间词库的规则方法
由于 CRF 的局限性，当遇到训练语料中很少出现的时间表达式类型，其识别效果很差，
甚至不能识别。时间表达式边界的识别效果也不好。为此，本文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对其进行
补充修改。
对于训练语料中很少甚至不存在的时间单元，本文采取的方法是，构建时间触发词库，
对其进行补充标注。初始的时间触发词库由人工构建，由于时间表达式的识别效果一定程度
依赖于时间触发词库的规模，而人工完善的耗费太大，因此，
，利用转换规则自动获取时间
单元中的候选触发词，生成候选触发词表。候选触发词表中含有很多错误的候选词，如若直
接放入触发词库会极大地降低识别结果的正确率，因此需要对候选触发词进行除杂。本文通
过引入评价函数 Score(Ti)来对候选触发词进行打分，设置 λ 阈值进行筛选。获得的触发词根
据类型分为数字触发词与独立触发词，分别放入对应的触发词库，达到完善时间触发词库的
目的。
研究发现，时间表达式的边界一般是时间缀词，时间缀词对时间表达式的作用范围起
到限定的作用。因此，我们构建了时间前缀词库和时间后缀词库，通过查看时间单元的前后
词是否是时间缀词来确定时间表达式的边界。
本文使用的时间触发词库有两个：独立触发词库和数字触发词库。设立两个触发词库的
原因是，能有针对性的处理不同类型的时间单元，有利于下面的筛选环节。
基于 CRF 进行时间单元的标注后，再通过规则识别时间表达式，具体过程如下：
1) 将 CRF 标注时间单元中部分错误的标注去除；
2) 利用转换规则自动获取时间单元中的候选触发词，生成候选触发词表；
3) 候选触发词 Ti{i=0,1,2,…n}，将候选触发词表加入后的系统识别结果与语料的正确
结果进行对比，每个候选触发词的得分计算方法是：

Score(Ti ) 

Ture(Ti )
Ture(Ti )  False(Ti )

(2)

其中，True(Ti)表示候选触发词 Ti 在测试语料标注中正确的个数，False(Ti)表示错
误的个数。设置阈值 λ，将得分小于 λ 的候选触发词从表中删去，具体过程见图 3。
4) 合并相邻的时间单元，并根据时间前缀词库与时间后缀词库，确定时间表达式的边
界。
5) 设置限制条件，去除错误的时间表达式，得到正确的时间表达式。
自动获取候选触发词

系统识别结果

语料标准结果

评价函数Score(Ti)

Score(Ti)>λ

时间触发词库

图 3 自动获取时间触发词过程

4 实验结果及分析
4.1 特征选取
CRF 模型使用 CRF++-0.542工具包获得。CRF 的训练语料是纯人工标注，因此，训练效
果比较好。据文献[9]统计，近 49%的时间表达式为一个独立的时间单元；26%的时间表达
式是由两个时间单元构成；21%的时间表达式为 3 个时间单元；2.3%的为 4 个时间单元；1.7%
为 5 个以上时间单元组成。因此，选取了以下两个模板特征，分别做了开式测试实验：
表 1 特征选取细节
特征 1

特征 2

当前词的词形、词性
前一个词的词形、词性
后一个词的词形、词性

当前词的词形、词性
前一个词的词形、词性
后一个词的词形、词性
前两个词的词形、词性
后两个词的词形、词性

为了测试上述两组特征哪个的效果更好，我们做了两组开式测试实验，测试语料是 2011
年的国际新闻，测试语料中共含有 1026 个时间单元，实验结果见图 4.
从图 4 可以看出，特征 1 模板的标注效果更好。本文最终选取的特征为：当前词的词形、
词性，前一个词的词形、词性，后一个词的词形、词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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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特征识别时间单元效果
4．2 实验结果
本文采用的 CRF 训练语料是 2000 年的人民日报新闻，共含有 24 万条词；测试语料为
2011 年国际新闻，共含有 18 万条词，其中时间表达式 1954 个。为了比较该方法的效果，
我们分别做了两个基线系统：基于 CRF 识别时间表达式与基于规则识别时间表达式。在实
验数据集一致的情况下，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时间表达式识别结果对比
识别方法

P

R

F-measure

CRF 方法
规则方法
本文方法

91.78%
95.00%
98.41%

85.67%
93.88%
98.21%

88.62%
94.44%
98.31%

从表 2 中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本文采用的 CRF 与规则相结合的方法，比单纯用 CRF
方法或规则方法的识别效果好。CRF 方法识别较复杂的时间表达式时容易发生边界错误，
如时间表达式“3、4 小时”，CRF 识别的结果为“4 小时”；并且，CRF 识别结果中存在
很多歧义问题导致的错误，如 CRF 标注的表达式“4.1 分”表示得分 4.1，并不是时间表达
式；此外， CRF 方法在训练语料比较单一，类型不丰富的情况下识别结果召回率低。文献
[11]将时间词表、词性标注、位置信息等作为特征，采用 CRF 方法对中文时间表达式进行
识别，日期型时间短语的识别结果 F 值为 95.70%；文献[13]采用了语义角色标注之后 CRFs
识别的方法，识别结果 F 值达到 85.6%。与它们的实验结果相比，本文使用 CRF 识别时间
单元，减小了识别粒度；增加了 CRF 错误标注去除部分，进一步提高 CRF 识别结果的精
度；再制定了规则补充识别时间单元，提高了召回率；添加限制条件去除有歧义时间表达
式，进一步提高识别精度，最后达到了 F 值为 98.31%的较好效果。
规则的方法，精确率较高，但是召回率取决于规则的完善度，规则完善则召回率高，
反之，则召回率低。制定规则需要大量人工，且领域适应性较差，对于不常见的时间词识
别效果不好。文献[9]采用规则方法识别时间单元，再根据就近结合时间单元原则识别时间
表达式，识别结果 F 值为 84.67%。单纯采用规则方法识别时间表达式，容易产生错误规
则，导致精确率不高，因此，本文采用统计方法识别时间单元，并且添加了时间表达式错
误处理部分，进一步提高了识别时间表达式的精确率。
本文在衡量两种方法的利弊后，采用两者结合的办法。在 CRF 识别时间单元的基础
上，根据触发词库制定规则，补充识别时间单元，能有效地提高识别结果的召回率，弥补
CRF 由于训练语料不全面导致的召回率低的问题，还能通过完善触发词库较好的识别低频
时间单元。识别的效果一定程度上受时间触发词库的规模影响，本文采用规则自动获取训

练语料中的时间单元作为候选触发词，通过评价函数筛选之后，加入到触发词库中，自动
获取触发词能节省人工，不断更新、完善触发词库，提高识别的召回率。在时间单元正确
识别的基础上，根据时间缀词库，制定规则识别时间表达式的边界，能有效地解决时间表
达式边界识别的难题。

5 结论及下一步工作
本文在 TempEval2 基础上，结合中文时间表达式实际情况，对时间类型进行补充、修
改，使得时间表达式类型更符合中文的特点。利用 CRF 与规则相结合的方法，识别出中文
时间表达式。在新闻领域的 F1 值达到 98.31%，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时间单元的格式相对固
定，转化应用的领域时，只需要较少的变动（修改相应的时间触发词库与时间缀词库）就能
适用于其他领域，具有较好的可移植性。
基于测试语料自动获取时间触发词的方法可以提高时间表达式识别的召回率，但是，不
可避免的会带来一些杂质，降低识别的正确率。评价函数能有效地去除一些明显的杂质，阈
值 λ 的设置需要经过反复试验，过高容易过滤掉很多正确的触发词，过低则会极大降低识别
的正确率。另外，评价函数只能作用于有正确标准答案的测试语料，而这部分的语料资源较
少，导致自动获取的触发词较少，这也是本文不足的地方之一，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
并非所有的时间表达式都含有触发词，存在不含有触发词的时间表达式，该类时间表
达式的识别只能通过分析其语义确认，如“2013 底”。本文对于该类不含有触发词的时间
表达式识别效果不好。下一步，我们将研究如何识别这类的时间表达式及中文时间表达式
的规范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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