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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当前医学语料库涵盖实体分类以及实体关系难以满足精准医学发展需求的问题，本文从儿科
疾病入手，参考现有的医学命名实体和实体关系标注体系，在医学领域专家的指导下，制定了适合儿科学
的命名实体和实体关系的标注体系及详细标注规范；利用自行开发的标注工具，在采用机器学习进行预标
注实体及实体关系后；以标注规范为指导，进行多轮人工标注，完成了 298 余万字的儿科医学文本中的实
体及关系进行标注，形成了面向儿科疾病的实体及实体关系标注语料库。所构建的语料库包含 504 种儿科
常见疾病，共标注命名实体 23,603 个，实体关系 36,513 个，多轮标注一致性分别为 0.85 和 0.82。抽取
已构建实体及关系标注语料库中的多元组，形成了儿科医学知识图谱，并开发了基于知识图谱的儿科医学
知识问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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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urrent medical corpus covering entity type and entity-relationship is challenging to
meet the demand of precision medical development problems, this article obtains from the pediatric disease,
reference of existing medical named entity and entity-relationship annotation scheme, under the guidance of
experts in the field of medicine, which is suitable for pediatrics set of named entities and entity-relationship
annotation scheme and detailed annotation standard; Using the self-developed annotation tool, after using machine
learning to pre-tagging entity and entity-relationship; Under the guidance of annotation scheme, multiple rounds of
manual tagging were carried out to complete the labeling of entities and relationships in pediatric medical texts of
more than 298 million words, forming a corpus of entity and entity-relationship labeling oriented to pediatric
diseases. The constructed corpus contains 504 common pediatric diseases, 23,603 named entities, 36,513 entity
relationships, and the consistency of multiple rounds of tagging is 0.85 and 0.82, respectively. Multiple tuples in
constructed entity and relational annotated corpus were extracted to form paediatric medical knowledge graph, and
a paediatric medical knowledge answering system based on knowledge graph was developed.

Keywords: Corpus construction; Named entities; Pediatrics; Knowledge graph
命名实体识别和实体关系抽取是信息
抽取中的重要任务, 同时也是篇章理解的
0 前言
核心技术, 对信息检索、问答系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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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机器翻译等有重要意义。 正因为这
两个任务的重要性, 很多研究者在不同的
应用领域都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医学文献
的主要特征是未登录词数量庞大、文本充
斥着大量命名实体、新的命名实体不断涌
现、很多命名实体形式多样、命名实体以
及实体间关系包含丰富的医学专业知识。
因此医学领域是命名实体识别和实体关系
抽取研究的重要领域。
中国是世界上儿童人数最多的国家。
2015 年，0 至 14 岁儿童人口约为 2.27 亿
[1]
。伴随着全面二胎政策的开放，高龄产
妇和新生儿会逐渐增多，儿童健康形式也
愈发严峻，亟需建立儿科相关的医学知识
图谱改善现有诊疗模式，以便快速、准确
的获得临床决策支持。
经典教材作为学习相关知识的重要途
径，专业性和严谨性被大众普遍认可。因
此，本研究以经典儿科教材为依据，探索
语料标注规范，构建儿科领域的命名实体
及实体关系语料库，为医学命名实体识别
和关系抽取、医学信息挖掘研究和知识图
谱构建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目前，国内外在医学命名实体及实体
关系的语料库的构建上都有了一定的进
[2]
展。2006 年 Meystre 等 构建了涉及 80 种
常见的医疗术语的命名实体标注语料，并
且对每个医疗问题标注了其修饰词信息。
共包含 160 份文档，文档类型包括病程记
录、出院小结等信息，标注过程每份文档
由两名医生分别标注，第 3 位医生负责裁
定不一致的标注。2008 年美国梅奥诊所[3]
研构建了 160 份医疗文档规模的命名实体
语料，包括住院记录、门诊记录以及出院
小结 3 种类型的医疗文档，对其中的疾病
实体进行了标注，并且首次对实体和实体
关系的修饰信息进行了细致的分类。2009
[4]
年 Roberts A 等 构建了 2 万份癌症患者病
历的标注语料，用于开发和评估从患者病
历中自动提取临床重要信息的系统，并且
详细的介绍语料库的建设和标注方法。
[5]
2014 年 Aurélie Névéol 等 采用机器标注
和人工校对的方式构建了涉及 15 类实体的
命名实体标注语料，共包含 2,500 篇医学

文章，103,056 字，26,409 个实体概念。
[6]
2017 年 Leonardo Campillos 等人 构建了
500 份文档规模的法语命名实体及实体关系
语料库，文档类型包含出院小结、程序报
告(如放射学报告)、医生来信和处方，对
11 类实体和 37 类关系进行了标注。
[7]
在国内，2013 年 Lei 等人 收集了北
京协和医院 800 份电子病历并由 2 名医
生标注完成了命名实体语料库，文档类型
包括入院记录、出院小结，命名实体的分
类借鉴 2010 年 I2B2 的实体分类，把治
疗细分为药物和过程。为了展开中医病历
[8]
命名实体研究，Wang 等人 于 2014 年构
建了医学症状名的语料，包含 11,613 条
主诉，标注工作由在职医生完成。2016 年
[9]
杨锦锋 等人结合中文电子病历中命名实
体的特点，制定了命名实体和实体关系的
详细标注规范，通过手工标注构建了标注
体系完整、规模较大的中文电子病历标注
语料库，语料库包含病历文本 992 份。经
过调研，目前中文医学命名实体和实体关
系语料库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问题:(1)大部
分标注语料来源于互联网和电子病历，缺
乏结构性和权威性。(2)命名实体分类以及
实体关系类型不够丰富，无法完整的表示
文本的语义信息。
[10]
[11]
《儿科学》 和《临床儿科学》 是
国内儿科临床医学专业经典的教材和参考
书，其中《儿科学》更注重理论学习，
《临床儿科学》更多涉及医生的临床经
验，本文以上述两本教材为依据对基础语
料进行标注。相较于其他语料库，本语料
全面贴合儿科特点。目前，该语料库已完
成字数 298 万的标注工作，命名实体数目
23,603，实体关系数目达到 36,513。本语
料库为后续进行医学知识图谱的构建提供
了支持。
本文组织结构如下：第 1 章介绍语料
库标注体系规范；第 2 章介绍语料库构建
方法；第 3 章对已构建语料库进行了数据
统计以及标注一致性分析。第 4 章给出本
文结论。

1 命名实体和实体关系标注体系

[12]

参考 I2B2 2010 评测数据 以及中文电
及）；
[9]
子病历语料库构建 的标注体系，本文将标
围绕以疾病为中心，拓展疾病与其他
注体系分为儿科保健体系和疾病体系，儿
实体间的关系包括：疾病-部位、疾病-症
科保健主要涉及儿童健康、营养，目前该
状、疾病-检查、疾病-疾病、疾病-其他治
工作正在进行中。疾病体系以儿科疾病为
疗、疾病-手术、疾病-药物、疾病-流行病
中心，涵盖 11 类医学实体，45 种子关系的
学、疾病-预后、疾病-其他、疾病-社会学
命名实体和实体关系标注体系，同时将传
等 11 类型关系。每种关系下面细分为子关
统的三元组扩展为六元组，即每一元都可
系，具体的 45 种子类型如错误!未找到引
以添加属性描述，信息描述更全面。
用源。所示。
疾病体系将命名实体分为 11 大类，分
实体关系的标注原则：
别为疾病、部位、症状、药物、检查、其
（1）优先标注同句内的关系，若同句
他治疗、手术、流行病学、预后、其他和
内不存在实体关系，允许跨句标注；
社会学，并使用不同的参考标准界定每一
（2）关系属性和实体属性不确定的，
类实体涵盖的范围。
优先标注为实体属性；
命名实体的标注有三个基本原则：
标注样例：急性肾炎临床表现轻重悬
（1）不重叠标注，即同一字符串不能
殊，咽炎为诱因者病前 6~12 天多有发热。
标注为两钟不同的实体类型；
<急性肾炎[咽炎为诱因者]-临床症状
（2）不嵌套标注，即一个实体不能在
[病前 6~12 天]-发热>
另一个实体的内部；
其中，”咽炎为诱因者”为实体急性
（3）实 体 尽 可 能 不 包 含 标 点 符 号
肾炎的属性，”病前 6~12 天”为关系属
（、，。：；）以及连接词（或、和、以
性。
表 1 实体关系
实体 1

疾病

疾病

关系类型
疾病分型
鉴别诊断
并发症
并发症（药物）
并发症（术后）
相关（导致）

实体 2

实体 1

疾病
疾病

相关（转化）

传播途径

相关（症状）

病因

发病部位
累及部位

部位

临床体征
治疗后症状
辅助检查

疾病

病理学检查
内窥镜检查

疾病

实验室检查
筛查
药物治疗

疾病
疾病
任意实体

发病机制
高危因素

症状

疾病

影像学检查

实体 2

流行病学

病理生理
疾病

临床症状
疾病

关系类型
发病率
死亡率
潜伏期
多发地区
多发群体
多发季节

社会学

遗传因素
病史
预后状况
预后生存率

预后

预后生存时间

检查

阶段

药物

预防
就诊科室
标注住院时间

手术治疗

手术

出院标准

辅助治疗
同义词

其他治疗
与实体 1 相同

注意事项

疾病

其他

2 语料库构建过程
语料构建的核心工作是制定标注规范
并依据规范对语料标注．目前主流的 3 种
[13]
语料标注模式 有：(1)领域专家标注，该
标注模式适于专业领域的语料标注，能够
确保标注的质量，但标注成本高，周期
长；(2)众包标注，该标注模式能够以较低
的成本标注较大规模的语料，但仅限于简
单的标注任务，并且标注过程也需要精心
的设计，来保证标注质量；(3)团体标注，
这种标注模式构建语料的过程类似于信息
检索评价集的构建，能够在不依赖于专家
的情况下，构建出高质量的语料，但对标
注团体有很高的要求。
依据上一节提出的命名实体和实体关
系的疾病标注体系制定了命名实体和实体
关系标注规范，采用团体标注+领域专家的
模式，对 504 种常见儿科疾病的文本进行
标注，整个标注过程历时四个月，共有 2
名医学专家，9 名硕士生和 6 名本科生参
与标注工作。为了提高标注效率，开发了
配套的标注工具，如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所示。

真实门诊记录，我们从基础语料中选取了
504 种儿科最为常见的疾病，所选疾病涉
及消化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呼吸系
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 8 类疾病，各类
疾病数量分布如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所示。
每个疾病对应一个单独的文本，这些文本
都是半结构化文本数据，每个文本都含有
多个小标题说明该部分文本描述的内容，
比如“流行病学”、“诊断”、“治疗”、“病因”
等．这种半结构化信息可以很好地指导命
名实体的识别以及实体类型的判断，并且
对实体关系的标注也能起到提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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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标注数据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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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和医学专家的讨论，结合医院的

2.2 标注过程

图 1 标注工具
医学命名实体和实体关系标注规范的
制定需要专业的医学知识，我们在分析了

标注语料的特点之后，参考中文电子病历
标注规范，同医学专家讨论，制定出初步
规范，采用多轮迭代模式进行标注规范的
更新以及标注工作，整体流程如图 2 所
示。
在第一阶段，详细的分析了《儿科
学》和《临床儿科学》的文本以及儿科学
的特点，在医学专家的指导下，确立了命
名实体和实体关系的分类体系，制定了标
注规范的第一版，开发了标注工具，并开
始构建实体资源库。实体资源库主要包含
疾病实体资源库、症状实体资源库、药物
实体资源库。疾病实体资源库的构建来源
[14]
于 MeSH(Medical Subject Headings) 主题
词表、ICD-10(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15]
Diseases) 、ATC(Anatomical Therapeutic
[16]
Chemical) 。症状实体资源库和药物实体
资源库主要来源于互联网资源，收集多个
不同医学百科类网站的资源，如医学百

科，中国疾病知识总库，并对这些资源进
行融合，确保实体资源库质量。
在第二个阶段，首先进行预标注，预
标注目的在于减少重复的劳动，节省人
力。依据在第一阶段收集的实体资源库采
用最大双向匹配来对标注语料进行预标注
操作，当然，预标注的质量难以得到保
证，还需标注人员在正式标注过程中进行
检查修改。
正式标注过程采用多轮迭代模式保证
标注过程中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每个文本
由两个标注者独立标注，简称为 A，B。A
标注完成后，B 进行二次标注，A、B 标注
不一致和不确定的地方记录下来，经过与
医学专家的讨论找出解决方案，再由 A 返
回语料中进行修改，形成最终的三标版
本。在此过程中，不断的对实体资源库进
行更新，同时也会根据标注人员的反馈修
订标注规范，使其更加贴合语料。

分析儿科学特点

参考中文电子病历标注规范

第一阶段

开发标注工具
制定描述体系及标注规

实体资源库收集

预标注
任务分配，A 进行一标，记录问题

第二阶段

任务分配，B 进行二标，记录问题

规范迭代更新，

正式标注
与医学专家讨论问题，找出方案

资源库持续收集

根据解决方案由 A 回标

图 2 标注流程
特别是充斥着大量专业术语和专业知识的
2.3 标注过程常见问题及经验
领域。因此，在构建本语料库的过程中遇
标注语料库是自然语言处理高层应用
到了不少问题，也总结了一些经验。
的基础，然而标注语料库的构建是困难的，
1） 医学领域语料库的构建涉及大量的专

业词汇，因此医学术语及名词资源的收集
有助于界定实体边界和确定实体类型。
2）制定规范之前，需要充分考察语料涉及
的范围，制定过程中需和医学专家紧密沟
通，但也不能完全以医学专家主导，因为
我们把握的标注粒度不同，比如医学专家
对我们的实体类型病理学检查和内窥镜检
查不认同，原因是内窥镜检查目的是进行
病理学检查，可把两种类型合并，而在我
们的标注中，这些是要区分开来的。
3）在正式标注之前需要对标注人员进行试
标注，目的是训练标注人员以及逐步的完
善规范。在正式标注过程中为了保证标注
的质量，不确定的先不标注并记录下来，
每周组织讨论会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积
极听取医学专家的意见。

3 构建结果
3.1 标注语料质量分析
标注一致性(Inter-Annotator Agreement，
IAA)是指两个独立标注人员标注结果达成一
[16]
直的程度 ，基于 IAA 指标评估手工标注
数据的可靠性已经有了广泛的研究。在实体
及实体关系手工标注语料库研究中，通常使
[18]
用 F 值计算 IAA 。
具体做法是将最终标注结果 B 作为标
准答案，计算首次标注结果 A 的精确度
（P）和召回率（R），进而计算 F 值，计
算公式如式（1）-（3）所示：
A和B一致数目
B的总数

(1)

A和B的一致数目
R
A的总数

(2)

P

F

2 P R
PR

(3)
确定实体一致性时，只有当实体文本、
实体类型标签和起止位置均相同时认为实
体标注是一致的；确定关系一致性时，只
有关系类型以及关系中两个实体的类型和
起止位置均相同时，认为关系标注是一致
的。经统计，我们构建的语料库命名实体
识别和实体关系一致率分别达到了 0.85 和
[19]
0.82，说明我们构建的语料库是可靠的 。
对标注结果的命名实体数量和实体关系数
量统计见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为了方便以后的命名实体识别和实体
关系抽取研究，我们把标注结果按照如下
的方式存储。
标注样例：急性肾炎临床表现轻重悬
殊，咽炎为诱因者病前 6~12 天多有发热。
命名实体标注结果的存储格式如下:
EN=急性肾炎 SO=2621 EO=2625 TP=
疾病 EA=咽炎为诱因
EN(Entity Name)代表命名实体的名称，
SO(Start Offset)代表实体在文档中的起始位
置，EO(End Offset)代表实体在文档中的结
束 位 置 ，TP(Type)代 表 实 体 的 类 型 ，
EA(Entity Attribute)代表实体的属性或者限
制条件。
实体关系标注结果的存储格式如下:
E1={EN=急性肾炎 SO=2621 EO=2625
TP=疾病 A=咽炎为诱因者} E2={EN=发热
SO=2656 EO=2658 TP=症状} RT=临床症状
RA=病前 6~12 天
RT(Relation Type)表 示 关 系 的 类 型 ，
RA(Relation Attribute)表示关系的属性或者
限制条件。

表 2 实体及实体关系类型数量统计
实体类型
疾病

数量
6,710

关系大类
疾病-疾病

数量
7,960

药物

1,550

疾病-药物

2,950

其他治疗

1,161

疾病-其他治疗

1,570

检查

1,599

疾病-检查

2,859

部位
症状
流行病学
手术
预后

670
6,662
1,004
402
366

疾病-部位
疾病-症状
疾病-流行病学
疾病-手术
疾病-预后

1,229
12,218
1,480
573
515

其他

419

疾病-其他

509

社会学
总计

3,060
23,603

疾病-社会学
总计

4,650
36,513

3.2 儿科知识图谱构建
由于语料库的数据源有多个，在不同
数据源有对同一实体的不同表达，即使在
同一个数据源里也可能存在这种情况，我
们采用实体对齐的方法，对来自不同的数
据源的实体在同一框架规范下进行异构数
据整合，进而构建儿科医学知识图谱，其
可视化展示如图 3 儿科知识图谱可视化

图 4 儿科知识问答系统

4 结语

图 3 儿科知识图谱可视化

3.3 儿科知识问答
基于儿科知识图谱，开发了儿科知识
问答系统，界面如图 5 所示。通过语义理
解、规则匹配识别用户意图，从数据库中
匹配正确答案返回给用户，同时能够给出
相关的推荐。不同于传统的搜索引擎，基
于儿科医学知识图谱的问答系统依赖于知
识图谱中存储的知识。例如“唐氏综合征
有什么症状？”，系统将在数据库中检索
唐氏综合征的症状并将结果返回。

本文主要以儿科学专业教材作为基础
语料标注依据，介绍了语料库的标注体系
和标注过程。语料的标注需要在标注规范
的基础上进行，本文在中文电子病历医学
命名实体和实体关系标注规范的基础上增
加了实体类型，丰富了实体关系，由传统
三元组扩展为六元组来进行标注，信息描
述更为全面。目前，该语料库已完成字数
298 余 万 的 标 注 工 作 ， 命 名 实 体 数 目
23,603，实体关系数目达到 36,513。基于
该语料库构建了儿科医学知识图谱，在此
基础上开发了儿科医学知识问答系统。
人工标注的语料库被认为是金标准语
料库，但构建规模庞大的语料库单单依靠
人力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后续工作会尝试
使用主动学习以及远程监督的方法来进行
半自动化标注，提高标注效率。另一方
面，也会继续完善基于儿科知识图谱的问
答系统，为医生、患者和普通用户提供高
质量的医疗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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