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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知识抽取研究进展综述关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Knowledge Extraction in China and Overseas

化 柏 林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北京 100038)

摘 要 信息泛滋与知识贫乏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用基于N LP的技术从丈故中抽取知识有望解决这一矛质。首先对

知识抽取的含义进行界定，接下来论述知识抽取的意义。通过对国内外知识抽取研究现状的分析，总结知识抽取的抽

取对象、抽取模式。发砚国内关于知识抽取研究差距较大，从文故中抽取知识并进行实脸研究的还很少，有待重视。

关锐词 知识抽取 自然语言处理 国内进展 国外进展

引 言

    知识抽取(Knowledge eXtraction KX)是对组含于文献中的

知识经识别、理解、筛选、格式化，从而把文献中的各个知识点

(包括常识知识和专家知识)抽取出来，以一定形式存人知识库

中。知识抽取不同于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它只是知识获取的

一种有效方式，是信息抽取的升华与深化。

    如何从大t的信息中抽取所需要的知识.是知识抽取研究

的内容。知识抽取通过自动分析文本，抽取知识点，分别以面

向对象、逻辑命题等形式存储到知识库里，相当于“结构化的百

科全书”。知识抽取将文献处理的顺杖度从篇章层次细分到句

段层次，真正实现文献在知识单元上的组织、管理和利用，实

现川信息组织从物理层次的文献单元向认知层次的知识单元

转换M，从而彻底改变传统的知识组织和管理方式。

    关于知识处理的论著非常多，由史忠植著的《知识发现Y23

深人地介绍了知识发现的各种理论模型，曾民族主编的(知识

技术及其应用》[1)论述了知识处理的相关技术，贺德方编著的

傲 字时代情报学理沦与实践— 从信息服务走向知识服

务))[4i从宏观上系统地介绍了信息服务与知识服务的特征、规

律与基本内容。这三本著作分别从理论模型、处理技术、发展

趋势等三大方面论述了知识的相关内容，都是既有理论深度又

不乏时代特色的巨著。本文作者带着如何实现从文献单元向

知识单元的转换这一问题，仔细研读三本著作，却并没有发现

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知识抽取。

如何找到知识抽取的详细处理过程，实现从文献单元向知识单

元转换的技术路线成为调研重点。在阅读了温有奎的《知识元

挖掘)[s3一书并在后来观看了他的浦示实验后，颇为兴奋，遂即

对国内外知识抽取的相关研究进行调研。通过调研发现，关于

知识抽取的研究在国内刚刚兴起，国外关于知识抽取的项目比

较多。以工程的方式组织团队进行研究的案例也比较丰富。

2 知识抽取的国内研究现状

    在国内，知识抽取的研究刚刚兴起。陈克键提出通过以渐

近的方式累积正确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来增进语言系统的

分析能力L63;李颖新等提出了一种在基因表达数据中提取分类

特征规则的方法[[73;许勇、宋柔等对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知识点

表述进行了分类与总结，提出了一种羞于隐马尔科夫棋型的方

法，利用知识点在条目文本中的转移规律以及知识点的词特征

分布来判断每个句子的知识点类别[al;毛永吉、陆汝铃对科技

文献的句子进行了分类，并设计了一种英文科技文献描述语言

SELD，用SELD语言对科技文献稍加改写后，基于SELD的知

识获取系统SELKAS便可以自动对其进行编译、知识抽取和整

理，形成领域知识库川。苏牧、肖人彬等研究了语句矢最化的

有关问题，讨论了句元属性矢量的后t处理，提出了基于神经

网络的语句聚类识别方法，运用中间代码生成的宽度优先法将

聚类后的各个语句进行知识形式的转换，从而完成了由自然语

言文卷到面向对象知识体系的知识抽取过程[10)e郭忠伟等通

过对大盆作战文书文本的分析，构造出各类作战文书的Schema

库，并以扩充转移网络图表示遥历该网络图，利用Schema上的

修辞谓词抽取相应的知识，最终构造文书内容t.’〕。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温有奎教授以抽取论文的创新点为目

标，把知识抽取与知识挖掘集成到一起，从文本中抽取知识，然

后通过关联规则进行知识创新。但本项研究回避了自然语言

处理的问题，连分词都没进行，只是从符号层面认定几个线索

词(或称指示词)，然后进行抽取，抽取的结果是结构化的，并没

有转成计算机可理解的模式。分析处理过程走的是一条捷径。

中国知网(http: //search. cnki. net)新推出的学术定义等功能就

属于知识抽取的应用。总体来看，在国内真正的知识抽取研究

并不多，但知识抽取相关研究却颇为丰富，包括信息抽取、知识

发现、知识获取、元数据、本体等。信息抽取研究的代表性机构

篆金项目:中伯所预研多金资助项目“知识抽取的系统架构与关桩技术研究.‘编号:Y Y200618),

作者简介:化柏林，男,1977年生，硕上。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自然语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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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微软亚洲研究院、中科院计算所、北大计算语言所、哈工大信

息检索室等。信息抽取的研究集中在命名实体识别与模式匹

配上，还没有到达知识的层面，不是以知识点为处理对象或抽

取的目标。知识获取研究的代表性机构有南京大学、中国科技

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主要是通过神经网络、陈马尔科夫模型

等技术从数据中(特别是传感数据)进行知识获取，而从文本数

据中抽取知识的研究很少。数据挖掘与数据库知识发现研究

的代表性机构有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大学等，主要是对数值型

数据运用关联规则进行挖掘，以期得到‘121新颖的、潜在有用的、

最终可理解的、非平凡的模式[121，对知识抽取的研究很少。元

数据研究的代表性机构有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

等，主要是针对文献的标题、作者、出处、语种等外部持征，对科

学文献的内容进行细分描述的研究很少，没有深人研究内容元

数据，如文献中所论述的定义、分类、特点、关键技术、实验过

程、发展历史、应用前景等内部构成。本体的应用研究非常多，

许多研究机构都开展本体相关研究，尤其在情报学领域本体已

成为近几年的新热，这类研究主要是侧重本体的应用，如“基于

本体的XX"，而如何获取本体的研究却很少，除了人工构造和

从词表转化以外，从文献中自动获取本体的研究也是一种方

式〔”一‘41，但目前的研究成果尚不明显。综观国内各领域，与知

识抽取相关的研究很多，但真正的知识抽取研究却很少。充分

分析科学文献的特征与结构，经过自然语言处理的各个分析层

面，从自由文本(未经过人工标注)中抽取知识，打破以篇为单

位的知识组织方式.从物理层次的文献单元向认知层次的知识

单元转换.值得进一步深人研究与探讨。

集成到长期记忆存储器( long - term memory )' 211' o Xero:公司
PARC(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的KXDC(Knowledge eXt raction

from Document Collections)是一项从文献集合中抽取知识的研

究，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从非结构化文本中抽取文献的惫思，

项目还关注从相关文献中自动融合知识[(211。通过分析自然语

言文本能识别文献主题、解释文献内容、产生内容的概念表

示[(211。它包含深层语言分析，提供常识知识与领域知识的表示

与接口[[211. KXDC的近期目标是开发能用来解决特殊应用问

题的工具，例如内容检索与跟踪、自动问答、知识质量管理。

KXDC的长远目标是建立一套综合的通用计算技术，从话语结

构层而不是基于关键词来解释自然语言文献的惫思[[211，使计算

机能获取自然语言表达的信息并进行推理，以便让人用计算机

就像与人对话一样方便直接￡22], KXoc 抽取工具模型如图1

所示。

3 知识抽取的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知识抽取的研究相对比较多，也更为深人。例如，德

国多特蒙德大学用无监督学习算法的神经网络从事实型数据

中抽取规则，然后把这些规则转成PROLOG规则〔151。法国
Paul大学的Sabatier项目通过引人精练的词汇语义数据，提高

从文本中抽取知识的质:k，分析了语义描述粒度的不同层面及

对抽取知识的质童的影响，评价了知识抽取的不同算法〔’‘〕。意

大利的SINTESI经过全文本分析抽取诊断知识，集成了通用句

法分析模块的基于语义驱动的方法[171。英国开放大学的研究

通过使用用户定义的简单的知识抽取模式，从网页中自动抽取

知识结构，并进行语义标注[’.〕。英国的南安普教大学的研究，

从网络上非结构化的文本中直接检索并抽取专门的知识，在本

体的指导下描述获取知识的类型["). Artequakt项目把知识抽
取工具和本体联接起来，检索在线文献并抽取与给定分类结构

相匹配的知识，它以机器可读的格式提供知识并自动维护知识

库。该项目寻求从网络艺术作品中自动抽取知识，映射到知识

库，并用它来产生个性化的故事传记。

    美国佛罗里达中央大学计算机系的SNOWY，读取未经编

辑的世界百科词典(The World Book Encyclopedia)，获取主题相

关的新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构建主题知识库，以供专家

系统使用，或直接响应用户特定问题的查询[201。经过快速阅读

器识别出和主题相关的句子.把这些句子传给SNOWY理解系

统，完成句法剖析、解释推理 溉念形式化、概念识别并把它们

                    .1  KXDC知识抽.工典徽型圈

  ·图1中X,Y,Z三个方向的坐标轴分别代表文献集合大小、

知识工具功能、集合变化率，在KXDC项目中，对应于这三个方、

面的处理重点分别是统计特征进行聚类、领域知识与概念知识

的显性表示、简单关系的快速计算。

    国外的知识抽取研究项目比较多，而这些项目之间差异性

也很大。大多数项目都针对某种具体的应用进行文本分析与

知识抽取，像CYC一样针对通用知识库建设、不针对某种具体

应用的知识抽取研究尚不多见。

4 结 论

    知识抽取的来源主要有结构化文本、半结构化文本、非结

构化文本。结构化文本包括词典、主题词表、本休、大百科全书

等;半结构化文本主要是指标记文本，包括HTML标记文本与

XML标记文本;非结构化文本主要指图书、论文等传统文献。

这些文本按前期的标注程度不同又可分为原始文本、粗标注文

本和全标注文本。知识抽取的理论模型支撑有粗糙集、遗传算

法、神经网络、潜在语义标引等。知识抽取的过程或多或少地

都用到NLP处理技术，这些技术从处理的层面来讲包括形态分

析、语法分析、语义分析 语用分析，从文本分析的处理单位来

讲.包括词法分析、句法分析、段落分析.篇章分析.用于支撑这

些分析的资源包括词典、规则库、常识知识库、领域知识库。知

识抽取的结果有多种表示方式，有直接用自然语言表示的，也

有转换成知识表示方式的，包括;231逻辑表示法、框架表示法、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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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示法、产生式规则表示法、面向对象表示法、语义网表示

法;23)等.以及由面向对象表示法演化而来的本体表示法。针对

不同的知识所选用的知识表示方式与知识抽取模式都不相同.

如实验过程适合脚本表示法、概念关系适合语义网表示法 研

究结论适合逻辑表示法等。知识抽取按不同的处理过程划分

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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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2 知识抽取按过租分找圈

    总之，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差距很

大，l待展开相应研究，以推进知识抽取的研究与应用。在分

析国内外知识抽取模式与方法的基础上，本项目以自然语言处

理(NLP)为基础，尝试运用分词、词性标注、句法分析、语义分析

等技术从科学文献的语段中抽取知识，然后把用自然语言描述

的句子通过知识表示转换成计算机可理解的形式，并存人知识

库中。研究目标是建立起基于NLP的知识抽取的系统架构，并

对其中的关键技术进行研究与实现，最终建立起相应的平台和

应用系统，并在科学文献领域进行实证性应用。通过本项研

究，有望为信息泛滥与知识贫乏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和技术路

径。从学术文献中抽取知识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它涉及

语言学、情报学、人工智能、文献学、管理学等多门学科，工程开

发难度较大，需要的资源较多，因此需要循序渐进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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