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馆论坛 
Library Tribune 

ISSN 1002-1167,CN 44-1306/G2 

 

 

 

 

《图书馆论坛》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命名实体识别在数字人文中的应用——基于 ETL 的实现 
作者： 朱武信，夏翠娟 
收稿日期： 2019-12-01 
网络首发日期： 2019-12-16 
引用格式： 朱武信，夏翠娟．命名实体识别在数字人文中的应用——基于 ETL 的实现

[J/OL]．图书馆论坛.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191213.0827.004.html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

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

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

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

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

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

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

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

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

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

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

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图书馆论坛》2020年

1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面向数字人文研究的图书馆开放数据体系构建与服务模式设计研究”（编号：

18BTQ027）研究成果。

命名实体识别在数字人文中的应用

－－基于 ETL的实现*
朱武信，夏翠娟

摘 要：近年上海图书馆通过数字人文搭建多个知识服务平台。知识服务平台通过关联数据，以知识图谱、GIS
等多种展示方式提供服务。关联数据提供专业服务对基础数据提出新要求，如数据本体化，具体到人名、地名、

时间等实体；再如数据保留关联性，以关联数据形式存储。在新的数据要求与数据量日益增加的背景下，传统

通过人力来加工数据的方法，或以简单的实体提取，无法满足需求。为解决此问题，研发命名实体识别工具，

以上图的关联数据为词典，结合HANLP技术，实现文本的实体挖掘。工具投入使用后，通过工具对数据批量

进行实体识别，改进了数据处理流程，缩短了数据加工的周期。

关键词:命名实体识别，关联数据，数字人文，文本标注

引用本文格式：朱武信，夏翠娟.命名实体识别在数字人文中的应用－－基于 ETL的实现[J].图书馆论坛，2020

Application of Name Entity Recognition in Digital Humanities
——Based on ETLImplementation
ZHUWuxin,XIACuijuan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Shanghai Library has built a number of knowledge service platforms through digital
humanities. The knowledge service platform provides services for readers and experts through linked data in various
ways such as knowledge graph and GIS. Linked data raises new requirements on basic data while providing professional
services. There are two requirements. Firstly, the data must be ontological such as the names of people, places, time and
so on. Secondly, the data needs to be preserved and stored in the form of linked data. In the condition of new data
requirements and increasing data volumes,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of processing data which is manpower or simple
entity extraction have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hanghai Library.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developed a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tool which used HANLP technology to achieve text mining through the
linked data of Shanghai Library as a dictionary. After the tool is used, the data is identified by the tool, which improves
the data processing flow and shortens the data processing cycle.
Keywords: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linked data, digital humanities, text annotation.

0 引言

命名实体识别NER（Named Entity Recognition）是自然语言处理NLP（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的一部分内容，是指从文本中提取出命名实体，命名实体是指人名、地名、时

间等信息[1]。图书馆用NER进行数据挖掘，从摘要、小传、全文中提取大量的命名实体，

为构建知识图谱与支持数字人文研究和服务打下了基础。学界在命名实体应用方面作了很

多研究，提出了很多新方法，包括规则提取、关系提取、正则提取、神经网络、机器学习

等。

上海图书馆（下称“上图”）有大量数字化馆藏资源，其挖掘离不开NER技术的推动。

在构建数字人文平台初期，使用各种工具与方法进行数据加工，包括 OpenRefine、基于

Python正则提取、人工等。这些方法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存在不足，一方面识别效率低、

人工成本高，另一方面识别的内容仅仅是文本，后续要和其他数据进行关联，还需投入更

多人力、物力和时间。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研发基于数字人文与汉语言处理包HANLP
（Han Language Processing）技术的命名实体识别工具。HANLP是一个在 github平台上开

放的NLP开源工具包，开发语言是 JAVA，提供中文分词、词性标注、命名实体识别、依

网络首发时间：2019-12-16 09:24:45
网络首发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191213.0827.0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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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句法分析等功能。本研究主要采用基于HMM模型进行分词模型训练、最短路分词与依

存句法分析中的基于神经网络的高性能依存句法分析器[2]。

命名实体识别工具的词典源于上图数字人文知识库。选用之有 3个原因：（1）NER
要提取的实体信息与数字人文所定义的人名、地名、时间、事件不谋而合。（2）2014年
以来上图通过本体建模方法搭建了多个数字人文平台与知识库，有大量的数据基础[3]。上

图数字人文平台在功能上分为两类，一是家谱知识服务平台、盛宣怀档案知识库等以提供

文献服务为主的文献知识库；二是人名、地名、时间、事件为一体的基础知识库。本研究

选择作为词典的知识库指的是上图数字人文基础知识库。（3）上图的数据是关联数据，具

有语义性，将其作为词典，则命名实体识别的结果也具有关联数据的特性，可以通过本体

获取更多相关信息。

本研究结合数字人文与NER，研发基于关联数据的命名实体识别工具，通过此工具对

文本进行数据挖掘，提取相关人名、地名等实体信息，优化上图 ETL流程。

1 现状调研

关联数据概念于 2006年由蒂姆•伯纳斯一李提出[4]，互联网上已发布大量数据集。国

内外大学、图书馆通过数字人文构建了知识库与知识图谱，比较著名的有哈佛大学中国历

代人物传记资料库 (CBDB)、基于维基百科的 DBpedia、OCLC的虚拟国际规范档、复旦

大学的CHGIS系统、上海图书馆的数字人文开放平台等。上图在数字人文领域的探索取得

较多成果，比如构建家谱知识服务平台，提供人物、地名、时间相关的基础知识平台。2017
年上图搭建人名规范知识库，运用关联数据技术发布了近 130万人名实体[3]。地名基础数

据包含省、市、县共 1，744条信息；2019年发布上海地名志信息，包括 2，264条马路三

元组。这些实体已经对外开放服务。

命名实体识别在数字人文中的应用，国外起步较早。1911年国外就提出命名实体识别

的概念。Palo N研发DBpedia Spotlight工具，通过质量测量方法与DBpedia的本体进行自

动标注文本[5]，验证了利用实体进行命名实体识别的可行性，该工具在互联网上开放给大

众使用。2011年，朱锁玲在关于方志内容的命名实体识别应用研究中指出，由于语言差异，

命名实体识别对不同语言有难点与差异；设计了古籍地名识别系统，通过上下文规则识别

方法对地方志内的地名进行识别[1]。2014年，Ferragina P等发布基于 TagMe算法，以维基

百科实体为基础，实现快速标注文本短语工具，标注结果信息丰富，且与维基百科信息互

相关联[6]，但所用知识库仅支持英语。2014年，Usbec等提出将 AGDISTIS方法用于命名

实体识别，以标签与HITS进行提取[7]。同年， Speck R研发 FOX工具，Fox通过实体关

联技术与 EL算法，实现文本转换提取出RDF（Resource Descripition Framework）数据，F
值(F-Measure)达 95.23%[7]。张海楠等[9]、Lample[10]在NER识别中，提出运用神经网络，通

过非监督学习进行识别，以降低人工成本，虽然识别度高，但提取的文本仅是字符串，缺

少语义性与关联性。

上述命名实体识别工具识别效果好，方法具有借鉴作用，但无法满足上图所需的场景：

一是上述工具的词典与上图所需加工的文本场景不匹配[11]；二是上图需要识别工具根据人

名、地名、时间、事件、自定义标签进行识别[12]；三是上图需要识别结果是关联数据，与

已有关联数据形成关联。

2 命名实体识别工具需求与设计

2.1命名实体识别系统需求

上图在众多基础知识库与服务平台实施过程中，通过 OpenRefine工具与人力处理方

法，从大量文本中进行数据加工与实体提取，取得了一定成果，但需要大量人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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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处理新数据时，人名、地名实体重复出现，需要再次加工。为改善数据加工，降

低成本，加快数据处理速度，快速将识别结果转为关联数据，本研究基于上图基础语义知

识库，在 ETL加工环节增加命名实体识别功能。其主要特征有：对中文文本进行实体识别，

命名实体识别词典基于上图数字人文基础知识库；识别实体与上图数字人文知识库的关联

数据关联；可识别不同类别的实体，包括人名、地名、机构、姓氏，可自定义新的分类。

2.2 系统架构设计

本研究开发的命名实体识别是基于上图已有关联数据作为识别词典，通过命名实体识

别算法对文本中的内容进行识别，识别结果与上图关联数据进行对应。系统架构见图 1。

图 1 命名实体识别系统架构图

（1）输入层。输入层是以需识别的文本为输入参数，通常是文献中的摘要、小传信息。

在输入层对识别内容的标签进行预选择，如人名、地名、姓氏，以此根据不同需求进行特

定内容的识别。

（2）识别层。识别层是命名实体识别的核心模块，通过关联技术的本体模块与命名实

体识别算法模块的结合，实现对输入文本的识别。由于其识别结果是关联数据，一定程度

解决部分命名实体识别工具识别结果仅是字符串的问题，具有关系发现的特性。由于是在

上图已知的数据源中识别，精准的识别对命名实体消歧起到了改善作用[3]。

（3）输出层。输出层包括识别结果的展示与下载，当识别完成后，会展示文本的识别

结果，展示结果添加了关联数据的URI。通过URI，此文本与上图的数据形成关联，通过

上图API接口获取更多的内容信息。

2.3 识别词典设计

本研究使用的识别词典主要来自上图，包括上图的人名规范库、地理名词库、上海年

华事件库，3个知识库分别对应关联数据中的人名、地名、事件[12]。使用上图关联知识库

的主要原因包括：（1）上图知识库数据由语义网 RDF框架组成，通过三元组形式构建本

体。正因为以本体作为词典进行识别，识别结果也是本体。（2）上图人名规范库的人名本

体有 130万个，其来源于上图馆藏。因为上图搭建了大数据级别的人名关联数据，所以能

作为命名实体识别的词典。（3）上图知识库是开放的，提供通用API接口，支持 JSON、
XML等格式，调用方便，兼容性好[11]。关联数据的特征是每个本体都有一个 URI标示，

数据以三元组形式进行描述。将本体作为识别词典，当识别的实体与本体形成关联，则能

通过关联数据的本体结构，获取文本之外的信息。例如，识别出一个人名实体，则通过关

联数据可以获取此人的籍贯、朝代、年龄信息。通过关联获取的信息，一方面丰富了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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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另一方面也为识别结果的消歧提供了依据。

2.4 命名实体识别功能设计

本研究命名实体识别流程见图 2。下文结合样例对上述过程进行说明。

图 2命名实体识别流程图

（1）定义词典。工具在识别前，首先引入 2部词典作为语料：1998年的人民日报语

料库、上图关联数据词典。上图关联数据词典包含人名、机构、姓氏，其中人名词典近 130
万人名、姓氏 607个、机构 42个。

（2）中文分词。中文分词通过HANLP提供的基于隐马尔可夫模型HMM-Bigram模

型对输入文本进行分词。使用HANLP的主要原因是其对命名实体识别、机器学习算法进

行封装，使用便捷。例如，“长江剧场位于黄河路 35号，原名卡尔登大戏院”这段话，通过

分词得到的结果是“长江剧场/名词……卡尔登大戏院/名词”。
（3）句法分析。句法分析使用HANLP提供的基于神经网络的高性能依存句法分析，

依存句法分析是对文本的内容进行关系标注。关系有 15种，包括主谓关系、动宾关系、间

宾关系等[2]。引入句法分析主要是为了做过滤操作。例如，“长江剧场位于黄河路 35号”，
在未引入词典的情况下，通过中文分词会提取到“长江，剧场”，通过依存句法分析对语句

进行分析，得到“长江”与“剧场”是定中关系，算法会排除“长江”这个识别结果。

（4）结果处理。结果处理包含结果过滤与数据关联。结果过滤主要是将中文分词的结

果与句法分析的结果进行过滤，让实体结果进一步准确。数据关联是将识别的结果与上图

本体一一匹配与关联。识别实体通过上图API接口获取更多相关信息[13]。

3 命名实体识别工具的实现

3.1 命名实体识别实现

（1）关联数据词典转换实现。关联数据的词典转换方法实现见图 3。图 3是以人名为

例，首先从 RDF数据中提取人名的名称与 URI，将其以词典的要求进行转换，再通过

HANLP提供的自定义词典方法将命名实体添加到词典。提取人名的作用是作为词典的语

料，URI的作用是保留关联数据的关联性，最终的识别结果可以通过URI来获取关联数据

的其他信息。

图 3 关联数据词典转换实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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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命名实体识别实现。伪代码见图 4。方法以文本A为输入，先加载关联数据词典，

通过词典识别方法对输入文本进行命名实体识别，得到基于词典的命名实体识别结果B。
通过依存句法分析A获得结果 C，结果 C主要记录的是定中名词与状中名词，以此在结果

B中排除状中名词与定中名词，最终生成的就是命名实体识别实体。

图 4 命名实体识别伪代码

3.2 NER工具效果

NER工具见图 5。图中展示的是以年华人名为词典进行识别的结果。年华人名主要包

含出身年月介于 1840—1950年，近 7万多名人。以此人名为词典对输入文本进行人名识

别。选用年华人名词典的主要原因是以其时间与输入事件的时间吻合，通过此词典提高结

果的准确率与召回率。实体识别结果如图所示，以橙色标注的是识别出的实体，其中的数

字代表的是识别对应的个数，通过单击实体，可以跳转到上图人名规范库的对应实体，从

而获取此实体更详细的信息。

图 5 实体识别功能展示图

3.3 实体识别工具效果对比

分别对上图命名实体识别工具、人工、Bosonnlp工具进行比较，共用 10组数据。综

合来看，工具在降低少量准确率的前提下，可以对文本进行快速处理，这是人工无法比拟

的。上图识别工具识别的结果是关联数据，其丰富性、关联性、可挖掘性远胜于人工与

Bosonnlp所识别的结果。



《图书馆论坛》2020年

6

表 1实体识别效果对比

人力 上图识别工具 Bosonnlp
所用时间 耗时长 耗时短 耗时短
识别结果 准确 较准确 较准确

识别结果类型 文本 关联数据 文本

4 结论及展望

上图研发的命名实体识别工具在 ETL数据处理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弥补了上图没

有命名实体识别的短板。其主要特色包括：（1）实现了基于数字人文词典的命名实体识别，

识别的实体不再是简单的字符串，而是关联数据。关联技术与命名实体识别技术形成互补，

命名实体识别可以在更多文本中挖掘关联数据，关联数据增强了识别结果的质量。（2）命

名实体识别加强了 ETL功能，数据处理得到改善。在大量文本中，通过工具可以快速识别

其中的实体，在其识别的基础上加入部分人工，可以更高效率地获得高质量数据。

本研究实现的命名实体识别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1）基于已知数据进行挖掘，把不

在词典中的命名实体过滤了，在今后的功能设计中应引入新的工作流来处理这些被过滤的

命名实体。既能对这些命名实体进行发现，又能转换成关联数据。（2）在中文词性分析上

有欠缺，对文本中挖掘实体的词性分析还需要重新梳理，缩小范围，以提高实体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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