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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物医学文献数量的急剧增加，使得生物医学从业者在海量生物医学文献中快速地
获取大量的感兴趣的信息变得困难。因此，快速有效地从海量无结构化的文本中抽取出
便于管理、查询的结构化信息成为生物医学信息抽取的热点的研究课题。生物医学事件
抽取属于生物医学信息抽取的范畴，旨在从分子层面在无结构化的文本信息中抽取出有
蛋白质有关的结构化生物事件信息。
在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的研究中，机器学习的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文在研究过
程中主要利用了机器学习的方法对生物医学事件进行抽取，涉及到组合学习，模型自训
练以及核方法的机器学习方法。在事件的处理流程上采用了常用的文本预处理、事件触
发词检测、事件元素识别以及整体后处理的步骤。本文在生物医学事件触发词检测的阶
段采用了基于不同决策规则的学习器进行组合学习、使用模型自训练的方法在触发词检
测阶段引入了未标注语料实现半监督学习。在触发词的检测过程中，采用了建立触发词
字典来判断文档中词是否为候选触发词，对所选候选触发词进行特征提取进行分类任
务，确定候选词是否为触发词并指定相应的触发词类型。在事件元素检测的阶段，构造
触发词和蛋白质关系对，借鉴蛋白质交互关系抽取的方法对触发词蛋白质对之间的关系
进行检测。根据事件的定义类型将事件分为简单事件和复杂事件分别进行元素的检测。
在简单事件中直接鉴定触发词蛋白质的关系，在复杂事件中采用了先鉴定是否存在关系
再鉴定存在哪一种关系的方法。最终采用核函数的方法对触发词蛋白质对进行关系检
测，来确定事件的元素。
本文是在 BioNLP’09 和 BioNLP’11 共享任务提供的公开的语料集上进行训练和测
试的，同时实验过程中采用的未标注语料来源于 PubMed 中的摘要文档。利用本文的方
法在采用的语料集上进行模型建立和验证，结果表明本文采用的方法对事件抽取系统的
性能有所改善，取得了不错的抽取效果。
关键词：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组合学习；自训练；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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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Biomedical Event Extraction Based on
Combinational learning And Self-training
Abstract
With dramatic increasing in amount of biomedical literature, it becomes difficult for
biomedical practitioners to efficiently access to the information which they are interested in for
such a mass of biomedical literature. Therefore, it turns into a arrestive direction in
biomedical information extraiction field that efficiently extracted managable and structured
information from massive and unstructured text. Biomedical Event Extraction belongs to the
scope of biomedical information extraction, and its objective is to extracte structured
biological events information related to protein in unstructured text information on the
molecular level.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have been widely utilized in biomedical event extraction
research. In this paper, we also make use of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s in biomedical event
extraction, involving combination of learns, self-training model and kernel method. We
separate event extraction into four common steps, including text pre-processing, trigger
detection, argument detection and post-processing. In the phase of trigger detection, we
combine different classifiers based on their decision theory and employe self-training
approach to implement semi-supervised method and make use of unlabeled data. A trigger
dictionary, which can decide whether a word is a candidate trigger, is established from the
training corpus. And then features are extracted for ecah candidate triggers. After
classification we determines whether a candidate trigger is a real trigger, and also assign an
event type to each real trigger. In the argument detection stage, we construct trigger-protein
pairs and draw on approach used in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extraction to achieve the goal
of argument detection. We divide argument dectction into simple detction and complex
detection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event types. In simple detection, we directly decide the
whethe an argument belongs to a trigger. However, in comlex detection, we primarily judge
whether a trigger-argument pairs exist a relationship. And if it exists, we use the same method
which use in first stage to identify the exact type between these two entities in this pair. We
use kernel method in this paper to recognise the relationship of trigger-argument pairs.
We carry out our experiments on public corpus of BioNLP'09 and BioNLP'11 shared
task. While unlabeled data corpus is selected from PubMed abstract document. Finally,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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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s that our method can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biomedical event extraction system
and achieve a relative good extraction reslut.
Keywords: Biomedical; Event Extraction; Combination of learners; Self-training;
Kernel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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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当今世界的信息数量呈现指数级增长。与此

同时，生物医学文献数量也急剧增加，截止 2013 年年底，当前国际上最权威的生物医
学文献数据库 MEDLINE 已经有超过两千三百万的生物医学文献。仅在 2013 年就有超
过七十万的生物医学文献被添加到 MEDLINE 数据库中。因此，快速有效的从数量如此
庞大的生物医学文献中获得感兴趣的信息，成为了一个热点的研究课题。因而生物医学
信息抽取在上述环境下应运而生。
生物医学信息抽取的主要目的是从非结构化的生物医学文本中抽取出结构化的信
息，从而能够方便信息的管理、分析和查询。生物医学信息抽取相继出现了命名实体识
别、实体关系抽取以及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等相关子领域。并且随着命名实体识别系统性
能达到能够支持实际应用的标准，研究的重点开始向关系抽取和事件抽取转移。与关系
抽取只是抽取出一对有关系的实体对不同，事件抽取是要抽取出事件的完整信息，包括
事件的类型和参与事件不同实体的作用。生物医学事件抽取所完成的任务就是从非结构
化的生物医学文本中抽取出细粒度的信息。
生物医学事件抽取是在 BioNLP’09 共享任务[1]中首次提出。鉴于 MUC[2]，TREC[3]，
ACE[4]以及 BioCreative[5]等公开评测任务促进了各自相关领域技术。东京大学组织了此
次共享任务，旨在号召全领域共同努力来推动生物医学事件抽取技术的发展，并使得生
物医学事件抽取能够支持更详细和更加结构化数据库的发展。本次共享任务的语料来源
于 GENIA 语料，并从 GENIA 本体中选定了九种事件类型。从元素参与复杂性角度九类
事件可大体分为三类。其中基因表达类型（Gene_expression）等五种类型属于简单事件，
调控类型（Regulation）等三类事件属于复杂事件，还有一类由于参与元素的特殊性属
于绑定类型（Binding）。BioNLP’09 共享任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极大的提高了生物医
学事件抽取系统的性能，在本次任务中获得最好性能的系统取得了 51.95%的 F 值。受
到此次共享任务的影响，生物医学事件抽取成为了生物医学信息抽取领域的热点问题，
在此次任务之后有更多的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系统提出。两年之后举办的 BioNLP’11[6]共
享任务中，在 BioNLP’09 的语料基础上保留了全部的摘要并添加了部分全文。这既可以
测试当前系统性能较之前一次任务是否有所提高，同时又可以通过全文检测系统的通用
性。同时此次任务也在面向整个生物医学领域进行事件抽取进行了尝试。最终本次公开
任务性能最好的系统取得了 57.46%的 F 值，较上次共享任务有提高。BioNLP’13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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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7]在 2013 年举办。本次任务的主要目标是将生物医学事件抽取更好的应用的知识库
建设方面。此次任务较前两次任务在数据集和事件类型上有了较大的变化。在数据集方
面摒弃了摘要，全部采用了全文的语料，且标注中加入了新的信息。事件类型方面也进
行了调整，将九种事件类型调整成为十三种。由于事件类型的增加和语料类型的变化，
本次任务中性能最好的系统取得了 50.97%的 F 值。
随着生物医学文献的增加，人工管理和构建数据库变得费事费力。例如当前基因本
体数据库（GO）和蛋白质关系数据库的人工管理效率较低。同时，系统生物学中的通
路管理[8]也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许多的通路模型整合了成百上千篇文章的知识，这些
通路的管理是需要持续不断的人力[9]。如果在这些知识库的构建和管理的方面能够使用
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的技术作为一种手段，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通路管理的研究效率[10]。
然而目前的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系统的总体性能距离能够应用于实际应用的的标准还相
差很多。因此提高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系统的性能成为一个很有必要的研究方向。

1.2

研究现状
通用领域的事件抽取的研究早于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的研究，目前通用领域的方法主

要分为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和基于模板规则的方法。赵妍妍[12]等人结合了二元分类和最
大熵多元分类的中文事件抽取方法是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抽取方法。肖升[13]等所做的基
于动词论元结构的中文事件抽取的研究是基于模板规则的方法。Alan Ritter[14]等人使用
了基于非监督方法的潜在变量模型并结合了基于规则的方法实现了在 Twitter 上进行事
件抽取。
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的研究从 2009 年主办的 BioNLP’09 共享任务开始成为研究的热
点。此次共享任务吸引了很多实验室的参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为之后生物医学事
件抽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次任务中的图尔库系统[11]将事件抽取分为了触发词检测和
元素检测，取得了此次评测中最好的性能。随着领域内继续研究和以及 BioNLP’11 和
BioNLP’13 的推动，生物医学事件抽取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目前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的系
统主要分为基于机器学习的系统和基于规则的系统。
其中基于规则的 ConcordU 系统[1]在 BioNLP’09 共享任务中获得了第三名，是性能
最好的基于规则的系统。Bui[15-17]等人采用的基于规则的方法在 BioNLP’11 和 BioNLP’13
的共享任务中均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这些方法都有着较高的准确率，召回率比较低。
基于机器学习的系统数量也比较多。大部分的基于机器学习的系统是将事件抽取分
为几个步骤来处理的。有一部分基于机器学习的系统是将事件抽取看成一个整体的过

- 2 -

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程，通过寻找全局最优解来达到抽取事件的目的。其中图尔库系统[11]是把顺序处理生物
医学事件的代表系统。该系统的主要流程是首先将给定的语料进行预处理，然后从标注
语料中学习模型进行触发词检测，然后进行事件元素的检测，最后根据不同事件类型定
义的元素个数和类型进行后处理。MineEvent[18]系统采用同样流程并在图尔库系统的基
础上增加了丰富的特征，并增加了指代消解的处理过程，将语料中出现的指代词与实体
进行了处理，提高了系统的性能。之后图尔库系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版本 TEES[19]和
TEES2.1[20]。TEES2.1 参与了 BioNLP’13 的共享任务，取得了第二名的成绩。值得一提
的是 BioNLP’13 共享任务的第一名系统是基于 TEES2.1 的 EVEX[21]系统。EVEX 系统在
TEES2.1 的基础上利用了事件从排序，在 BioNLP’13 的共享任务中获得了比 TEES2.1
较好的效果。在 BioNLP’11 中获得第二名的 Umass[22]系统，将事件量化成触发词、元素
以及绑定限制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偶分解的方式求得全局最优时触发词和元素之间边的
状态，从而来获得整个事件。Michel[23]等人利用马尔科夫逻辑网，将事件的相关部分表
示成一阶的逻辑形式，然后将特征带入其中，利用相关的性质求得全局最优解，在最优
解的状态下获得整个事件。

1.3

本文的工作
在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的方法中，机器学习的方法是比较普遍的做法。传统的系统只

选用了单一的分类器。由于不同的分类器在实验的过程中考虑的侧重点不同，单个分类
器对特征的利用可能不够全面。同时生物医学事件抽取面临语料标注复杂，因此标注语
料的规模也限制了系统学习的范围。本文采用组合学习器的方式来充分的利用不同学习
器的特点，同时利用自训练的方法引入未标注语料对已有的标注语料进行补充，达到改
善事件抽取系统性能的效果。
本文的对生物医学事件的处理过程采用了图尔库系统处理方式。在触发词识别阶段
主要是利用了丰富的特征和不同学习器的组合构建触发词检测模型，同时采用了自训练
的方法来引入未标注语料的信息来进行触发词检测的模型构建。在生物医学事件元素检
测的阶段利用核函数的方法来进行模型构建。核函数可以将低维线性不可分的问题转化
为高维线性可分的问题，是解决非线性分类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并且设计灵活可以根据
不同的需求选择不同的核函数。本文首先利用丰富的特征构建基于特征的核函数，并与
图核模型进行融合，从不同角度挖掘更为全面的信息构建事件元素的识别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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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文的结构
论文分为四个部分，主要论述了组合学习器、核函数和学习器自训练在生物医学事

件抽取的应用以及取得的效果，主要内容包括了生物医学事件抽取以及相关技术的介
绍、算法设计及实验和系统的性能评估，具体的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详细的介绍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的研究背景、研究现状、及
本文在生物医学事件抽取上所做的工作。
第二章，主要详细的阐述了与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相关的背景知识、BioNLP共享任
务、研究过程中常用的工具和方法以及实验语料和相关的性能评价指标。
第三章，详细介绍基于组合学习器的生物医学事件触发词识别方法。详细的阐明了
生物医学事件触发词检测遇到的问题及组合学习器的实验及系统性能。
第四章，主要介绍了学习器自训练的情况下结合未标注语料的生物医学事件触发词
检测。以及详细介绍基于核方法的生物医学事件元素识别。并给出了系统的总体实验结
果和性能比较。
结论部分，对本文相关工作进行总结，对生物医学事件抽取方向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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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相关技术
2.1

信息抽取技术与文本挖掘相关知识
生物医学事件抽取隶属生物医学信息抽取的范畴，而信息抽取也又是是文本挖掘领

域中比较重要的关键技术。因此生物医学事件抽取和信息抽取、文本挖掘有着密切的联
系。同时在文本挖掘中也使用了很多机器学习的技术。在此简单的介绍信息抽取和文本
挖掘的相关知识。
2.1.1

文本挖掘

随着文本信息数量的增加，大量的有用信息隐含在海量的文本中。从数目庞大的文
本中挖掘出有用信息成为了一门热门研究领域。文本挖掘的目的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和相关分析方法将文本转换成结构化数据，然后用于之后的查询和管理。因此文本挖掘
也称为文本数据挖掘。文本挖掘典型的方法包括文本的分类、聚类，实体识别，观点分
析，文档摘要和实体关系抽取等。通常涉及输入文本的处理，产生结构化数据，系统性
能的评价和解释等。同时由于文本挖掘的过程中涉及到了有关信息检索、数理统计学、
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计算语言学以及数据库等相关的理论和技术，使得文本挖掘成为
涵盖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随着各行业数据的不断增多，文本挖掘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到研究，商业以及政府等不同的领域，例如科学发现、生物医学、企业商业智能、出版
行业、社会舆论监督甚至是在国家安全以及情报等方面。图 2.1 展示了文本挖掘的基本
流程。

图 2.1
Fig. 2.1

文本挖掘过程

Pipeline of Text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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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挖掘包含了很多学科的知识，如图 2.1 中中间部分所示，很多的文本挖掘方法
的理论基础是基于统计学原理实现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是数据挖掘中必不可少的技
术，是对非结构化文本中相关信息的识别必要手段；机器学习技术是文本挖掘中常用的
技术，使用机器学习的方式从处理过的文本中学习相关的知识和规律、优化相关参数、
建立相应的模型达到预测的目的。通过这些技术的应用，实现包括实体识别，信息抽取
等相关的文本挖掘过程。
2.1.2

信息抽取

信息抽取（Information extraction，IE）是从可机读的非结构化或者半结构化的文档
中自动的抽取抽取结构化的信息的一个过程。这些信息包括实体的识别、实体交互关系
识别以及事件识别等。信息抽取所做的就是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处理人类语言文档。
在信息抽取的过程中并不是全面理解整篇文档，只是对文档中包含感兴趣的相关信息部
分进行分析、提取。面对海量的文档，使用信息抽取获取信息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手段。
抽取的信息能够使得用户快速的获取感兴趣的信息并便于使用统一的格式进行存储，并
用于之后的查询、管理和分析。
以信息抽取的形式从海量文本中获取信息，要比依靠关键词进行搜索更为可靠。信
息抽取与信息检索（Information retrieval，IR）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都是获取有
用信息的重要手段。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很到的差异。信息检索的主要功能是根据用户
提供的关键词，查找并返回与关键词相关性高的文档集合。对于与关键词相关的内容还
需要通过用户自己分析相关文档得到。信息抽取的主要功能是从文档中直接返回用户感
兴趣的信息。相比信息检索，信息抽取用到更多的自然语言处理的技术来对文档进行分
析和理解。通常来说，信息抽取更加的领域相关的信息，并且系统只能抽取预先定义好
类型的事件，信息检索系统领域相关性较低，所返回的是与关键词相关的文档集合，并
没有领域限制。在某种程度上信息检索和信息抽取存在功能互补，面对海量文本可以通
过检索获得相关的文档集合，将这个相关的文档集合作为信息抽取的对象。同时信息检
索的性能也可以通过信息抽取进行相应的改善。
信息提取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 70 年代末，自然语言处理（NLP）兴起的早期[24]。
信息抽取的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有两个主要因素对信息抽取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一个
是在线和离线文本数量的激增使得对信息抽取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另一个原因是 MUC[2]
（Message Understanding Conference）会议和 ACE[4]（Automatic Content Extraction）会
议对信息抽取领域的长期关注和持续推动。美国政府对会议进行了大力支持，希望研究
的信息抽取系统能够在世界的报纸新闻中准确地发现与恐怖主义相关的事件。在 M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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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ACE 会议的推动下，信息抽取的范畴从最初的命名实体识别如人名、地名组织机构
名，逐步向较为复杂的实体之间的关系抽取如人名和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再到更为复
杂的事件抽取如会议的时间、地点、内容等方向发展。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引入了代词、
名词共指以及相同事件合并的概念，使得抽取的信息更加的全面。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信息呈现几何级增长。面对如此海量的数据，挑战不仅仅来自
如何存储、传输信息，如何高效的管理信息也是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随着自然语言
处理以及数据库的发展，使用信息抽取技术以结构化的形式存储和管理从文本中抽取的
信息成为现实。同时通过在海量文本数据上建立一定的规则，使得人们根据自己的兴趣
从海量的文本中快速获取相关信息成为可能。如表 2.1 所示。
表 2.1 抽取的结构化信息
Tab. 2.1

Extracted Structed information

原始文本文档

抽取的结构化信息

搜狐体育：

类型：体育
实体：广州恒大队

北京时间 11 月 9 日 20 点整，2013 赛季亚冠联赛决赛第

实体：首尔 FC 队

二回合的比赛中，中国广州恒大队坐镇主场广州天河体育场

实体：天河体育场

迎战韩国首尔 FC 队。第 57 分钟，恒大率先由埃尔克森反击

实体：亚冠联赛冠军

破门。4 分钟后，首尔队德扬扳平了比分。最终双方踢成了

………

1-1 平，总比分战成 3-3，恒大依靠客场进球的优势夺得了亚

时间：北京时间 11 月 9 日 20 点整

冠联赛冠军。这是自从亚冠联赛改制以来，中国球队首次登

事件：2013 赛季亚冠联赛决赛

顶亚洲之巅。

………

表 2.1 中是一个有关信息抽取的举例，左侧是一篇搜狐体育关于 2013 赛季亚冠联赛
决赛第二回合报道的摘要。这样的报道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对于关心体育的人们主要关
心的是比赛的时间、参加的队伍、比赛结果等相关信息。通过信息抽取，可以得到表 2.1
右侧的结构化信息，可以一目了然的发现比较感兴趣的信息，比如抽取出了文本中涉及
到的实体以及文本中涉及到的事件 0。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从海量的文本中抽取出结构化
数据，方便之后的在这些结构化数据上进行处理，从而实现海量文本文档的管理和分析。

2.2

生物医学事件抽取
生物医学事件抽取就是一个在医学研究文章中自动检测分子交互关系描述的过程

[19]

。具体是指从非结构化的生物医学文献中自动的抽取特定类型的结构化事件信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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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事件的类型，事件的触发词以及参与事件的相关实体。从事件的定义可以看出，生物
医学事件的参与实体是多种的，各个实体在事件中的作用也是不同的。甚至一个事件可
能成为另一个事件的参与者，这样就形成了复杂的嵌套或者网状的形式。相比于生物医
学命名实体识别和生物实体间的关系抽取，生物医学事件抽取不仅要识别出实体和实体
之间具有关系，并且还要识别出具有哪种关系和参与这些关系的实体有哪些。从这个方
面来说，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相比于简单的二元关系抽取如蛋白质-蛋白质交互关系更能
反映原始的生物数据和生物过程, 所以从文本中自动的识别生物事件变的非常有意义。
因此生物医学事件抽取是一种更为复杂和细粒度的关系抽取。
每一个事件都会有一个触发词，触发词可以是一个的单词也可以是一个词组。触发
词描述了一个生物医学事件的事件类型。同时一个触发词又有可能属于不同事件，也就
是说两个类型不同的事件可能共享同一个触发词。每个事件都至少有一个参与实体，而
更为复杂的事件会有更多的参与实体。而一个事件的参与实体甚至可能是另一个事件。
例如生物医学文献中的一个句子“DeltaFKH did not have a discernable affect on Tax
expression.”其中蕴含了几个生物医学事件。可以通过生物医学事件抽取得到其中的事
件。在这个句子当中“DeltaFKH”和“Tax”是给定标注好的蛋白质。表 2.2 展示了该
句子进过生物医学事件抽取得到的结果，也就是通过结构化的形式展现句子中蕴含的事
件信息。
表 2.2
Tab. 2.2

事件抽取展示

Exhibition of event extraction
事件 1

事件 2

事件类型

Gene_expression

Regulation

触发词

expression

affect

主题

Tax

E1（事件 1）
DeltaFKH

目标

从表 2.2 的展示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在这个句子中还有两个生物事件，事件 1 和事
件 2。事件 1 的事件类型是“Gene_expression”，触发词是句子最后的一个单词
“expression”，参与的实体只有一个标注的蛋白质“Tax”，并且是以 Theme（主题）
的形式参与事件。事件 2 的事件类型是“Regulation”，触发词是 affect，参与的实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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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一个是事件 1 是以 Theme（主题）的形式参与到实践中。另一个参与实体是标注
的蛋白质“DeltaFKH”。从抽取的结果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事件 2 是一个嵌套事件，它
的参与实体是包含另一个事件的。可以看到以结构化形式呈现出的信息比原始文本文件
所要表达的信息更清晰，同时结构化的信息也便于存储以及方便查询。
事件抽取以其有表现力的结构化呈现而流行，广泛地应用于系统生物学，涉及到从
对通路的产生和标注提供支持到数据库自动产生母体数据和丰富数据库数据等领域。特
别是随着生物医学文献的增加，实体的自动标注以及蛋白质、基因本体等数据库构建也
对生物医学事件抽取提出了更多的需求。因此，生物医学事件抽取逐渐吸引了研究者的
关注。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BioNLP’09 共享任务的组织者借鉴了之前通用领域的一些评测
任务成功推动相关领域技术发展和进步的经验，组织了第一次专门致力于细粒度信息抽
取的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的共享任务。同样生物领域一些评测任务成功的推动相关领域技
术发展的成功案例，也为此次共享任务提供了相关技术上支持。例如致力于生物医学检
索的 TREC Genomics track[25]，致力于生物医学命名实体识别的 JNLPBA[26]以及致力于
生 物 分 子 间 关 系 抽 取 的 LLL[27] 和 致 力 于 蛋 白 质 - 蛋 白 质 关 系 数 据 库 的 构 建 的
BioCreative[28]。正式由于这些评测任务推动了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相关技术，特别是命名
实体识别系统性能的不断提高，为生物医学事件抽取向着应用方向发展提供了技术上的
保证。
基于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研究的现状，BioNLP’09 的组织者在语料范围、语料标注和
相关事件类型的定义方面提供了较为明确的限定。语料选自结构相对规范的生物医学文
献摘要，给定了准确的蛋白质位置标注，事件类型也选了特定的几种。随着 BioNLP 共
享任务的不断发展，语料范围从摘要发展到全文和事件类型的种类也有了增加。同时，
共享任务的连续举办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领域内的研究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的积极性。成功
的成为了一个促进生物医学事件抽取技术进步以及相关技术应用的平台。

2.3

句法分析
词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构成句子，要想较好的理解一个句子，从词的层面上找到同

一个句子中不同词语之间的句法关联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句法分析的主要目的就是
通过一定的规则寻找同一个句子的词与词之间的句法关联。并且按照一定的层次结构将
这些关联关系表示成图样式的句法结构。随着领域需求的不断发展，不同领域对句法分
析的不同需求促使多种类型句法分析器的出现。这些句法分析器输出的句法分析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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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层也相同。因此根据领域的特点和句法分析器的特点选择适合领域的句法分析器，才
能更好的使用句法分析来理解领域中出现的句子的句子结构。
GDep [29-31]句法分析器，是东京大学 Tsujii 实验室开发的基于概率统计的 LR 分析法
实现依存句法分析的解析器，它是以生物医学语料 GENIA 为训练数据，专门用于生物
医学文本句法分析的依存分析器。该句法分析将一个句子的解析结构构建依存关系树。
依存关系树是用来表示一个句子中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在依存分析树中每一个节点
代表一个词，每一条边代表了两个词之间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由引导词指向从属词
的。图 2.2 展示的是一个句子经过 Gdep 解析得到的依存分析树状表示的结果。这个句
子的文本形式是“These data suggest a crucial role for IRF-4 in the function of immune
cells.”图中边所表示的关系是由父节点指向子节点。

图 2.2
Fig. 2.2

依存分析树
Dependency tree

Gdep 得到的每一个句法分析树都有一个根节点，根节点在一个句子的依存结构中
处于中心地位。如图 2.2 中所示，“suggest”就是依存分析树的根节点也就是“ROOT”。
“data”是“suggest”的子节点，并且依存关系为“SUB”即表示两者之间为从属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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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role”和“suggest”的依存关系为“OBJ”，表示两者之间的为目标指向关系。
“crucial”和“role”之间的依存关系为“NMOD”表示两者之间为名词关系，两者可
以构成名词性短语。同理“in”和“function”之间是“PMOD”的依存关系，表明两者
之间是介词关系。通过对句子进行句法解析，构成依存分析树，就可以从词的层面找到
各个词之间的依存关联分析，从而能够更好的理解句子的信息。

2.4

相关机器学习方法

2.3.1

支持向量机

支持向量机是一种基于线性判别的分类模型，它使用 Vapnik 原则，即在解决实际
问题之前总会把解决一个较为简单的问题作为第一步[32]。相比于感知机，间隔最大化是
支持向量机与感知机最大的区别。同时核方法的引入，使得支持向量机能够很好的应用
到非线性分类上。支持向量机的学习过程是将间隔最大化转换成求解凸二次规划最优
化。在最优化的过程中最终要求解的是最小化一个经过正则化之后的合页损失函数。
支持向量机可以分为线性支持向量机和非线性支持向量机。线性支持向量机在训练
数据线性可分情况下通过硬间隔最大化得到线性可分支持向量机，在训练数据近似线性
可分的情况下，通过软间隔最大化得到线性支持向量机。通过引入核方法，Boser[33]等
人提出了非线性支持 向量机。
2.3.1.1 最优分离超平面
支持向量机的基础是线性可分支持向量机。它的目的是学习一个能够将训练集里的
正例和负例正确分开的超平面。超平面到任意一边离超平面最近点的距成为间隔。支持
向量机的目的是找到能够使得间隔最大化的最优间隔超平面，同时又使得分类器的泛化
误差最小。最终利用学习到的超平面对未标注的数据进行预测。
假设有训练样本(xt,yt)，xt 是一个 n 维特征空间中的一个向量，yt 是类别标签-1 代
表负例(图 2.3 中的白色实例)，+1 代表正例（图 2.3 中的黑色实例）。图 2.3 展示了一组
二维空间上线性可分的数据，感知机是通过误分类实例最少的策略来寻找超平面的，在
这组数据上可以有很多超平面将两组数据进行正确的分离，误分类均为 0。在这些超平
面中有着唯一的一个超平面，它是的两边的实例距离这个超平面的距离都达到最大值，
如图 2.3 所示，w*x +w0 = 0 是其中一个能将训练样本正确分离的超平面，它的特点是最
大化了超平面 w*x +w0 = 1 和 w*x +w0 = -1 之间的间隔（margin）。由图 2.3 可知，要
求解的超平面是最大了两组实例的间隔，因此将最大间隔的问题转化成（公式 2.1），
转换成最小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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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s.t.

图 2.3
Fig. 2.3

1
|| w ||2
2

yi (w*xi  w0) 1

∀t

(公式 2.1)

线性可分情况下支持向量机的最优分离线

Optimal separating line of lineraly separable case for SVM

公式 2.1 是一个二次凸规划问题，由最优化理论可知，该优化问题必然存在全局最
优解且唯一。对于训练集中的实例，处于正负例边界的点是最难正确分割的点。如果对
于那些处于正负例边界的实例，有一个超平面都能够以充分大的置信度来将他们分离开
来，这样的超平面对位置数据也将有很好的分割效果[34]。这也是对于最大间隔分类超平
面很好的直观阐述。而这些距离最优分离超平面的实例就是所说的支持向量。同时反过
来，在最右分离超平面的决策中只有支持向量起到了作用，其他的实例并不起作用。由
于在一个训练样本中支持向量的个数一般很少，所以支持向量机是有很少的满足要求的
训练样本来确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运算量。
2.3.1.2 线性支持向量机
通常情况下，训练样本线性可分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存在一些特殊的点使得训练
样本点不能简单的线性可分。这些点不满足硬间隔的约束条件。这种情况下通过对每个
样本点(xi,yi)引入一个大于等于 0 的松弛变量 ξi 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让间隔函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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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入的松弛变量满足硬间隔的条件，同时对于松弛变量引入一个代价因子 C。这样最
优化问题变成了（公式 2.2）
N
1
2
min( || w || C  i )
2
i 1

s.t.

yi (w*xi w0) 1i

i = 1,2,…,N

i  0

i = 1,2,…,N

(公式 2.2)

从公式 2.2 可以看出通过引入松弛变量和惩罚因子，从而在错误分类给出一定惩罚
的基础之上，在尽可能小的惩罚代价条件下寻找最大间隔。在这种条件下寻找到的最大
间隔称之为软间隔最大。由于实际应用中大部分的训练数据不是线性可分的，因此软件
个最大化的支持向量机的应用场合更为普遍[35]。
2.3.1.2 核方法
非线性分类也是研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分类问题，通过分线性模型能对非线性分
类问题进行很好的求解。图 2.4 展示了一个二维空间中的数据集，有白色三角和黑色圆
点组成。左边的图可以清楚的看到，不能够找到一条直线将两类实例准确无误的分开，
然而抛物线可以轻而易举的将两种实例分开。但是如果构造另一个空间，让左边的空间
映射到右边的空间，可以很简单的将横轴从一次映射到二次，这样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
使用线性可分的方法来求解最优化问题。

图 2.4
Fig. 2.4

核方法举例

Example of kernel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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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给出的启示是，求解非线性可分的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实现。首先将原空
间通过一个变换映射到另一个新的空间。使用线性可分的求解方法在新空间内求解问
题。这就是核方法的技巧。
将核函数的方法引入到支持向量机中，就可以使用支持向量机来求解非线性可分的
问题。在公式 2.2 求解的过程中通过引入拉格朗日因子 α，最终将公式 2.2 表示成只涉及
到实例与实例内积的形式。将涉及到内积的部分使用核函数代替，那么超平面可以表示
为：
f ( x)  sign(  t y t K ( x t , x)  w0 )

(公式 2.3)

公式 2.3 中的 K(xt,x)被称为核函数。核函数可以不显示的定义原有空间与映射空间
具体的映射过程，可以直接经过计算核函数而得到结果。很大程度上减小了计算量。这
样通过定义相应的核函数，将核方法引入到支持向量机中，是的支持向量机可以用来求
解非线性可分的问题。支持向量机有很多常用的核函数，例如线性核、多项式核以及以
高斯函数为基础的径向基核等。对于新的预测数据，经过核函数的计算然后根据 f(x)给
出的符号给待预测点 x 分配相应的类别标签。
2.3.2

随机森林

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s）是一种使用了一组未修剪的决策树的分类算法。它是
决策树预测的组合，其中每一棵森林中的每一棵决策树的预测值都依赖于一个独立同分
布的抽样随即向量。每一棵分类树都是使用了数据的引导样例，并且在每一个数据分割
中变量的候选集是整体变量的一个随机子集[36]。随机森林使用两种方法来构建树：一种
是装袋法，它是一种对于组合不稳定学习器比较有效的方法[37-38]；另一种是随机变量选
取法。
假设给定一组分类器 C1(x), C2(x),…, Ck(x)和从随机向量的分布中随机抽取的训练
集 Y，X，定义间距函数为：
mg ( X , Y )  avk I (C k ( X )  Y )  max avk I (C k  j )
j Y

(公式 2.4)

此处 I(x)是指标函数。所谓间距，是用来衡量给一个样本 X 投票 Y 时，投它正确类
票数平均数超过投它是其他类票数平均数的程度。间距越大，学习器在分类时得到的结
果就越可信。随机森林的泛化误差可以表示成在训练样本 X，Y 空间中的概率形式，如
公式 2.5 的所示：
PE *  PXY (mg ( X , Y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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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机森林中，第 k 个分类器可以表示成另一种形式，即 Ck(x) = C(X, Өk)。在森林
中树的数目较多的情况下，随机森林遵循强大数定理并遵循如下的结构：随着数的数量
增加，可以肯定的是对于所有的 Ө 序列，PE*收敛于 H[39]。其中 H 可表示为下式：
PX ,Y ( P (C ( X , )  Y )  max P (C ( X ,   j )  0))
j Y

（公式 2.6）

此处 X，Y 标明了概率是在 X，Y 空间上的。泛化误差的上限可以表示成两个参数
的形式，这两个参数分别表示了每一个单独分类器的准确性和各分类器之间的依赖性。
通过公式 2.6 可以证明，当更多的树木加入到森林中时随机森林是不会过拟合的，泛化
误差会有一个极限值。
同时作为一个有效的分类算法，随机森林还具有很多优点。比如，随机森林的算法
具有较高的精度、能够处理较高维度的变量、能有效的对较大的数据量进行处理、在分
布不平衡的数据集中平衡相应的误差等。随机森林有很强的理论基础，数学上严密的证
明使得随机森林在算法可信度上有所保证。同时，随机森林在保证不会过拟合的情况下
有着较快的运行速度并可以根据实验的需要控制森林中数目的个数来达到性能和复杂
度上的平衡。对于特征维数较高、数据量较大同时语料分布不均匀的分类任务，随机森
林是很好的选择。

2.5

评价指标和语料

2.5.1

评价指标

本文采用准确率（P），召回率（R）和 F 值（F-score）三个常用的性能评价指标。
其中准确率是系统查准能力的体现，即体现当系统查找到一个实例，该实例与原数据一
致的置信度。召回率体现的是系统的查全性能，即体现了系统能够查找到与原数据相一
致的实例的能力。在分类任务中，系统对测试数据进行预测，得到预测的正例样本的集
合为 A。预测数据真正的正例集合为 B。通过集合 A 和集合 B 的交集得到系统预测为正
例同时在原数据集中为真正的正例的的集合计为 TP。分别使用|A|，|B|，|TP|来表示对应
集合所包含的实例的个数。则可以通过公式 2.7 和公式 2.8 可以计算出系统的准确率和
召回率。
P

|TP|
|A|

（公式 2.7）

R

|TP|
|B|

（公式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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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一个系统中的准确率和召回率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影响的。在相同的
参数条件下，当准确率提高的时对应的召回率相应的降低。反之召回率提高的准确率相
应减小。虽然两者不是呈现严格的反比例关系，但这种影响的确存在。这样就是的只使
用准确率和只使用召回率来评价一个系统的性能显得不够合理。为了能够综合准确率和
召回率来衡量一个系统的性能，引入了准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数来评价系统性能，
这个调和平均数就是 F 值。如公式 2.9 所示，为 F 值的定义。

F  score 

2 P R
PR

（公式 2.8）

F 值的引入使得能够使用单一的数字来评价系统的整体性能。采用调和平均数而非
算数平均数能够较好的反应系统性能较弱的一方面，从而更为全面的评价系统的性能。
例如，有一个测试集合包含 100 个正例，某系统的预测结果中只有一个正例，并且这一
个正例是真正的正例。根据准确率召回率的计算公式可得，该系统的准确率为 100%,而
对应的召回率只有 1%。根据公式 2.8 可知该系统的 F 值不足 2%，然而如果采用算数平
均值得到的结果大于 50%。由此可见，采用调和平均数来定义 F 值能较好的考虑性能较
弱的一方面，从而更全面的考虑系统的整体性能。
2.5.2

语料

本文的采用的语料包括了 BioNLP’09 和 BioNLP’11 的 Genia Event 的公开语料集。
同时在实验中用到了未标注语料，未标注语料选自 PubMed 当中的摘要。由于规模的而
考虑选择了能够获取到的最近两年的摘要信息作为未标注语料。

BioNLP’11 的语料包含 BioNLP’09 的语料，它是在 BioNLP’09 语料的基础上经过添
加部分的全文类型的语料得到的。这两个数据集有着相同的标注形式，事件类型。为了
保持与对比实验选用数据集，本文同时选用了这两个数据集。
本文中所使用的 BioNLP 的两个语料都包含了九种事件类型，其中包含了五种件的
事件类型，一种绑定事件类型和三种复杂的调节事件类型。每个事件类型都从不同的角
度来描述一种类型的生物事件。同时根据事件所包含的元素，又可以将事件按照如下的
方式进行分类。五种简单的事件类型的事件中包含一个触发词和一个主题元素且主题元
素是蛋白质。绑定事件类型也是包含了一个触发词，在绑定事件中主题虽然也只是蛋白
质但是个数可能不止一个。对于复杂的调节事件，在包含一个触发词的同时还包含了主
题和目标两个元素。而之所以称之为复杂事件是由于在三种调节事件中事件的主题和目
标元素不仅可以是蛋白质而且可以是一个事件，从而在复杂的事件中形成了事件嵌套的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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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NLP’11 的语料是来自于 GE 语料的摘要和全文。由于主办方并没有将最终的测
试集的答案进行公布，所以实验中使用的测试集是官方公布用于调参的发展集。相比于
测试集发展集有了最终的答案，使得可以清楚的统计实验中的各个指标。表 2.3 是有关

BioNLP’11 训练集和发展集中语料的大体情况，其中本文将发展集当做测试集。语料中
加入的全文有分成了标题、方法、结论等几个不同的部分。表 2.3 中所展示的在训练集
和测试集中摘要的部分也是 BioNLP’09 语料的统计情况。
表 2.3
Tab. 2.3

BioNLP’11 语料统计数据
Statistic of corpus of BioNLP’11
训练数据

测试数据

摘要部分

全文部分

摘要部分

全文部分

文献总数（篇）

800

5

150

5

事件总数（个）

8615

1695

1795

1455

蛋白质总量（个）

9300

2325

2080

2610

单词总量（个）

176,146

29583

33827

3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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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组合学习器的生物医学事件触发词检测
事件抽取通过识别文本触发词和参与的实体来发现实体和实体之间的关系。事件触
发词的类型决定了整个事件的类型。作为整个事件抽取流程中的基础步骤，事件触发词
检测的性能对整个事件抽取过程的性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研究的过程中生物医学事
件触发词识别受到了词的歧义性问题的困扰[40]。在触发词检测过程当中，语义歧义使得
触发词检测有一定的难度。如下面的（1）、（2）和（3）例句中，单词“expression”在
（1）和（3）中是触发词，而在（2）中不是触发词。而是触发词的情况下，该单词在
（1）和（3）标识的事件类型也是不同的类型。因此，很难判定诸如“expression”这类单
词是否是触发词或者在是触发词的情况下它们标识的触发词的类型。
（1）It activates Prot18 gene expression in T lymphocytes.
（2）…… , the expression was enhanced at 30 min.
（3）the expression of c-fos mRNA was suppressed at 30 min
在 BioNLP’11 共享任务中，FAUST 系统[41]的原理是融合了 Umass 的系统和斯坦
福事件预测器结果，取得了较好的结果。本文利用组合学习器的方法，使用从原始句子
和句子依存分析树中产生的特征来进行触发词检测。组合总是做出类似决策的学习器是
毫无意义的[42]。将决策原则不同的分类器进行组合，分类器在决策时可以进行互补。本
文采用了两个基础的分类器：一个是支持向量机，它是基于线性判别的决策理论；另一
个是随机森林，它是基于决策树的决策理论。这两个分类器在决策原理上是不相同的。
在实验的过程中，除了使用一些常用的文本特征，如词特征，词袋特征等，还从依
存分析树中发掘了相关的语义特征。把这些特征应用到两个判别原则完全不同的学习器
中，即支持向量机（SVM）和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最终，根据每个学习器单
独预测性能的好坏指派权值，对两个分类器输出的结果进行线性加权组合得到最终的输
出结果。图 3.1 展示了本文在基于组合学习器的方法进行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的流程图。
从图 3.1 中可以看出本文实验过程中的主要过程。首先，对原始的输入语料进行分
句子、标注实体重定位、蛋白质及词组触发词的替换和去停用词等相关预处理工作。从
处理的句子中提取上下文特征，同时对预处理过的句子进行句法分析并从句法分析的结
果中提取语义特征。将两部分特征形成的特征集合分别用来训练支持向量机和随机森
林。分别使用 SVM 和 RF 对测试数据进行预测，并最终通过结果线性加权融合来得到
最终的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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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Fig. 3.1

3.1

基于组合学习器的生物医学事件触发词检测流程

Pipleline of biomedical event trigger detection based on Combination of Learners

语料预处理
BioNLP’09 的语料中对一个文档的标注信息分为两部分。对于一个以“.txt”结尾的

文档会有两个标注文档，一个是以“.a1”结尾的蛋白质标注文件，在这个文件中准确的
标注了蛋白质相对于文档开始的位置，另一个是以“.a2”结尾的文件，文件中详细的标
注了事件的触发词的相对于文章开始位置的偏移量和类型以及详细的事件类型和事件
元素的标注信息。
由于句法解析对于单个句子解析的结果效果较好，同时跨句子的事件在训练集中的
比例不到 1%，因此在整个触发词检测和事件抽取的过程中处理的单位是一个句子。所
以预处理的第一步是将给定的语料进行分句处理。同时由于标注文件中提到的标注实体
所标注的位置是相对于整个文档开头的偏移量，因此在分句的过程中需要重新调整实体
的标注位置，位置需要是相对于每一新的句子的开始位置的便宜。标注位置的调整涉及
到蛋白质以及触发词。 并且要根据原本位置的和句子长度确定每个蛋白质、触发词和
事件属于的句子。
句法分析的结果是将每个词解析成一行，然而在标注的蛋白质中会存在多个词构成
的蛋白质。如果将这种蛋白质分成单个词进行解析，那么就失去了蛋白质本身所包含的
信息。因此在句法解析之前将蛋白质进行替换，并建立相应的蛋白质字典。替换之后的
蛋白质将以“Prot+序号”的形式出现在句子中，并根据替换前后的长度差调整句子中蛋
白质和触发词的标注位置。
经过处理好的句子使用 Gdep 进行解析，解析的结果得到相应的解析信息，每一行
代表了句子中的一个词，每一个字段代表了不同的信息。不同的句子之间的解析结果用
空行加以区分。图 3.2 是 Gdep 解析的一个实例，是句子“These data suggest a crucial role

for IRF-4 in the function of immune cells.”的解析结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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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Fig. 3.2

解析结果举例

Example of Parsing Result

解析结果中每一行从左到右涉及到不同的信息，如第一个字段是单词在句子中的标
号。还有包含单词在句子中的形式、单词的原型形式、单词的词性标注、单词再依存分
析树中的父节点以及与父节点之间的依存关系。根据这些信息就可以构建图 2.2 所示的
依存分析树。
在触发词识别的过程中采用基于词典匹配的方式选择候选触发词。触发词字典就是
从训练集中出现的触发词得到的。将训练语料出现的触发词加入到字典中，在对训练语
料进行预测是，选定在字典中出现过的词作为候选词，通过提取特征表示候选触发词，
然后对候选触发词进行识别。

3.2

特征提取

3.2.1

上下文特征

上下文特征是指从候选触发词所在文本语句的上下文中提取到的特征。包括候选词
本身，词性，词周围的特殊信息以及词袋信息等特征。本文在触发词检测中用的的上下
文特征包括如下几种：
（1）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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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特征主要包含候选词本身以及经过 Gdep 解析后产生的词干和这个词在句子中的
词性。由于与候选词最接近的几个位置上对候选词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引入候选触发词
附近特定位置上的词，同词袋特征相比，该类特征增加了位置信息。
（2）词袋特征
词袋特征是指候选词周围的词，包括了候选词前边和后边的个数为 N 以内的词。考
虑到特征的维数和特征的表现能力，本文将 N 设定为 6。
（3）距离特征
距离特征主要指的是衡量候选词和最近的蛋白质之间的距离。因为触发词是和蛋白
质紧密相关的，因此一个距离蛋白质近的候选词比一个距离蛋白质远的候选词更有可能
是触发词。本文定义的距离指的是在原始语句中候选词到最近蛋白质所包含的单词的个
数。当与候选词相邻的词是蛋白质是增加特征“nextToPro”，当候选词与蛋白质在一定
距离是增加特征“nearToPro”经过研究，在 BioNLP’09 的训练集中大部分的触发词是
靠近蛋白质的。图 3.3 中表示的是在 BioNLP’09 的训练集中触发词和其距离最近的蛋白
质的分布图，例如有超过 1200 个触发词与蛋白质相邻，距离定义为 1，超过 1600 个触
发词与蛋白质距离是 2。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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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蛋白质个数与距离最近的触发词的关系图
Fig.3 The number of the proteins with the different distance to the trigger

3.2.2

语义特征

语义特征指的是不能从文本上下文中直接发掘的信息。语义特征蕴藏着一些特殊的
信息，这些信息是在上下文特征无法发现的，同时这些特征可以不受修饰词长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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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找到中心词[43]。所以实验中采用了 Gdep 都处理之后的句子进行句法解析，来
发掘相应的语义特征。本文在触发词检测的实验中用的语义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依存分析特征
依存分析特征主要来自于 GDep 解析器的解析结果，包括了候选词与依存分析父节
点的依存信息和候选词在依存分析树中的路径信息以及候选词在依存分析树中的父节
点和子节点的息。
ROOT

Is
SUB

Expression
NMOD

Increased

Associated

NMOD

NMOD

Prot44

VMOD

VMOD

with

Protein

PMOD

Load
NMOD

Low
NMOD

HTLV-I
AMOD

Proviral
图 3.4
Fig. 3.4

依存分析树中的语义特征

Semantic features in Dependency tree

图 3.4 所示的是“Increased Foxp3 Protein Expression Is Associated with Low HTLV-I

Proviral Load”的 Gdep 解析的结果。其中“Foxp3”在原始语料中被标注为蛋白质，经
过预处理之后替换为图 3.4 中的“Prot44”。根据触发词字典，该句子中有三个单词属
于候选触发词，它们分别是图 3.4 中用虚线框标注出来的“Increased”、“Expression”
以及“Associated”三个单词。在提取相关的依存分析是都会考虑到候选词本身的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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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以及每个词的父节点出现的什么词，父节点的依存信息，因为在句子的解析结构中
相邻的父子节点会有更紧密的语义关系。
（2）依存路径特征
相同的候选词在一个句子里是触发词而在另一个句子里不是触发词。经过研究，在
如下的两个句子中，expression 在第一个句子中是触发词而在第二个句子中不是触发词。

(a)Prot24 can directly inhibit STAT-dependent early response gene expression induced
by both IFNalpha and Prot25 in monocytes by suppressing the tyrosine phosphorylation of
Prot23.
(b)IL-10 preincubation resulted in the inhibition of gene expression for sev-eral
IFN-induced genes……
使用了依存分析器之后，在依存分析树中构建从蛋白质到根节点的路径。第一个句
子中的 expression 在该路径上并且是触发词。而第二个句子中的相同单词没有在这个路
径上并且不是触发词。
实验中通过构建蛋白质到根节点的路径来加入了路径的相关特征。这里用到了两者
路径的信息。首先构建蛋白质到根节点之间的路径。然后判断一个候选触发词是否在该
路径中，如果在该路径中添加在相应在路径中的信息，如果不在路径中判断其父节点在
不是根节点的情况下是否在该路径中，如果父节点在路径上，说明跟蛋白质的关系也较
为紧密，添加相应的特征来表示这种关系。从图 3.4 中可以看到，该例中只包含一个蛋
白质，由“Prot44”到根节点“Is”构建了一条路径，在图中用粗线表示。图中的“Increased”、
“Expression”满足在路径上或者父节点再不是根节点的情况下在路径上。“Associated”
不满足上述条件。查阅真实的标注语料会发现经过“Increased”、“Expression”是两个
经过标注了的事件触发词，而“Associated”不是触发词。经过对训练集的统计，发现
有超过 70%的触发词有这个特性，因此实验中本文采用了这种路径特征来鉴别一个候选
词是否是触发词。

3.5

实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3.5.1

实验过程

本文使用了当前性能先进的和多分类速度最快的分类器 LibSVM[44]和在控制过拟
合上有很大优势并且泛化误差有上限的随机森林作为组合学习的基础学习器。多分类支
持向量机有一个正则化参数，这个参数决定了在模型的复杂度和训练误差之间的权衡。
多分类支持向量机在训练样本的数量和每一个训练样本非零特征的平均数量上都是线
性增长的，这个性质使它成为更适合本文目的的学习方法。在支持向量机模型的构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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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本文实验采用了径向基（RBF）核函数并且把 shrinking 和概率参数设为 1，调整
其他支持向量机的参数来进行支持向量机的模型训练。随机森林的最主要参数有两个，
对于随机森林通常会随着森林中树数量的增加随机森林的精确率随之提高，但随机森林
模型的复杂度也随之提高。另一个参数是用来在分类过程中随机选择属性的个数的数
量。实验将随机森林的随机数种子设为默认值。出于模型的精度和计算的复杂性考虑，
经过初步的实验和相关的经验，本文选择了 150 棵树和 150 个随机特征的随机森林来进
行随机森林模型的构建。
实验使用相同的特征集合对两个学习器分别进行模型训练，并用训练好的模型对

BioNLP’09 的发展集进行预测。之所以使用发展集是因为 BioNLP’09 测试集的答案组织
者是没有给出的。在经过两个模型的预测分别得到对应的输出结果后，根据模型的准确
率将两个模型的输出中同一个实例的结果进行线性加权组合。两个模型输出的结果的每
一行都是一个实例属于每一类的概率，因此具体的组合方法就是对每一个候选实例通过
把两个模型的输出各个类别的概率对应进行加权相加，重新计算该候选实例属于各个类
别的概率。最终将候选实例分配给重新计算后概率最大的一类，并将该候选触发词标记
为该类对应的事件类型。
3.5.2

实验结果分析

本文对组合模型和每个单独的模型在 BioNLP’09 发展集上的输出结果进行了分析。
本文系统和语义消歧系统（以下简称 WSD）的性能比较如表 3.1 所示，其中描述了本文
与 WSD 方法在每一个事件类型的性能，以及系统总体性能上的对比。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本文方法跟 WSD 方法在在总体的准确率上几乎相同，但是本
文方法获得了比 WSD 方法高很多的总体召回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系统的总体

F 值。
通过表 3.1 和图 3.5 可以发现，regulation, positive regulation, negative regulation 这三
类事件相比于其他类型的事件是更难检测的。这三个类型的 F 值都在 55%以下，而其他
类型的 F 值在 60%以上。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这三个类型是复杂的事件类型，它
们包含了网状的关系和更多的事件元素，因此更难检测。本文系统性能最好的事件类型

WSD 方法相同是 Protein_catabolism 类型。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系统在 regulation,
Positive regulation, Negative regulation 这三类复杂事件的检测上相比于 WSD 有较好的性
能。正是由于这三类复杂事件较高的性能，本文的系统才能在整体的性能上超过 WSD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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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本文方法与 WSD 方法的性能比较
Tab.3.1 The comparison of the performance of our method and WSD’s
WSD 方法

本文方法
类型

准确率

召回率

准确率

召回率

(%)

F值
(%)

(%)

(%)

F值
(%)

(%)
Protein_catabolism

100

78.9

88.2

100

84.6

91.7

Gene_expression

70.9

66.5

68.1

75.9

77.4

76.7

Phosphorylation

73.3

82.5

77.6

82.8

70.6

76.2

Localization

69.2

67.5

68.4

72.7

61.5

66.7

Binding

73.5

55.6

63.3

78.7

52.9

63.3

Transcription

65.6

58.8

62.0

64.0

61.5

62.7

Regulation

46.8

37.7

41.8

51.2

25.6

34.1

Positive_regulation

56.9

51.7

54.2

64.9

42.2

51.2

Negative_regulation

49.6

43.8

46.5

50.0

23.3

31.8

OverAll

70.0

63.9

66.8

70.2

52.6

60.1

表 3 所呈现的是每一个单独的学习器和组合后的学习器的最好的性能。与 WSD 方
法相比较，本文的支持向量机使用了训练集的全部实例来构建模型，以及比较多的特征，
并对参数和核函数进行了调整。在随机森林模型中，使用 30 多组实验来调整树的数目
和随机属性选取个数这两个参数。最终，综合考虑性能和时间消耗，实验选取了 150 棵
树和 150 个随机属性的随机森林模型，它的性能如表 3 所示。在组合了两个学习器之后，
实验得到了比单独使用任何一个学习器性能都好的结果。本文获得了 66.8%的 F 值，比
单独使用支持向量机的方法高出 1%,比 WSD 方法高出了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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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本文系统和 WSD 系统在各个事件类型上的性能比较
Fig.4 The comparison of each class of the two systems
表 3.2 单个学习器与组合学习器的性能比较
Tab.3.2 The performance of separate learners and combination
准确(%)

召回(%)

F 值(%)

SVM

72.2

60.5

65.8

RF

72.6

35.6

47.7

Combination

70.0

63.9

66.8

表 3.3 中给出了比较详细的错误分析。实验的目的是找到每一个触发词并给它们标
注一个事件类型，因此只对发展集上 624 个错误实例进行分析。首先，有 113 个实例是
有多于一个单词的词组触发词构成的，这种情况正本文是做了简化处理的，所以在检测
的过程中根本不能发现词组触发词。另外，有 18 个触发词是包含“-”的，这些单词在
实验中也是被忽略的。有 198 个触发词是在发展集中出现过，而没有在训练集中出现过，
这些词就不会出现在触发词字典中，从而无法检测到它们。还有 295 个触发词被错误的
分类，包括将类型标注错误和将触发词标注成为非触发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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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错误分析
Tab.3.3 Error analysis
错误类型

数量

多个词的触发词

113

包含“-”的触发词

18

发展集出现训练集未出现的触发词

198

误分类的触发词

295

最后，从表 3.4 中可以看到，虽然随机森林在发展集中找到了比较少的触发词，但
随机森林仍然将支持向量机认为是触发词的 25 个词正确的排除，使得在找到正确触发
词个数相同的情况下，提高了组合学习器系统的召回率。
表 3.4 各模型找到的触发词的个数
Tab.3.4 The tokens which find by models
模型

数量

SVM

1243

RF

680

组合模型

1218

3.5.3 小结
选用不同决策原理的学习器进行加权组合，能够在分类决策时进行决策互补。本
文的实验结果表明组合学习器方法对于提高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的性能有一定的作用。同
时从句法分析中挖掘的语义特征也具有一定的辨识性。在接下来的阶段，可以从理论眼
里上寻找有理论依据的决策互补的学习器进行组合学习，并可以根据一定的扩展性将组
合学习器可以用到抽取整个生物医学事件的工作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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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训练和核方法的生物医学事件抽取
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的过程的过程就是检测出事件触发词以及与触发词共同参与事
件的相应元素。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找到在一个句子中那个词是触发词、并且要确定
它是哪一个类型的触发词，与此同时还要找出这个触发词与哪些实体发生了关系也就是
寻找哪些实体参与了由触发词引导的事件，与触发词构成一个完整的事件。
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的所抽取的结构化信息比较丰富，这导致了抽取的过程比较复
杂，同时语料的标注工作也十分繁杂。基于监督学习的生物医学事件抽方法面临一个问
题，训练模型所用的标注语料只能来自于 BioNLP 共享任务提供的公开语料集中的训练
集，从而导致了标注数据集有限，使得模型不能充分的得到学习和训练。引入未标语料，
从未标注语料中获取相应的信息来支持生物医学事件抽取性能的改善成为一个可行的
选择。同时在事件元素的检测中相当于寻求触发词与蛋白质以及触发词与相应事件的关
系抽取，在五种简单事件和绑定事件中触发词只与一个蛋白质实体发生作用关系形成事
件，这就相当于从给定的标注语料中寻找触发词和蛋白质对的交互关系。对于复杂事件，
可能含有一个主题类型元素，也可能同时含有主题和目标两个元素。同时元素类型可能
是蛋白质实体，也可能是事件。因此对于复杂类型事件来说，寻求的是触发词与蛋白质，
触发词与触发词的多类型交互关系。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寻求在其他领域取得较好
效果的关系抽取方法来支持事件元素的检测。
本文在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的两个阶段分别做了如下处理：在触发词检测的阶段引入
了模型自训练方法，通过模型自训练的方法引入未标注语料对触发词检测进行补充；在
事件元素检测的过程中根据不同事件类型定义的特点，分别对触发词蛋白质对以及触发
词事件对进行相应的关系抽取，引入核函数方法进行事件元素的关系抽取，从而达到检
测事件元素的目的。
图 4.1 展示了本文基于自训练和核方法的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的主要过程，主要包括
了基于自训练的触发词检测过程、基于核方法的事件元素检测过程以及基于规则的后处
理过程。触发词检测的过程中根据预先定义的特征空间，在未标注语料抽取与标准语料
相同的特征，用于触发词检测模型的自训练过程。事件元素检测是在触发词检测的基础
之上实现的。将检测出的触发词根据事件类型的不同，与蛋白质和事件构成相应的关系
对进行相应的关系检测。最终根据事件类型的定义来进行相应的后处理，剔除不符合定
义的事件。

- 28 -

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图 4.1
Fig. 4.1

4.1

基于自训练和核方法的事件抽取系统流程

Pipleline of event extraction system based on bootstrapping and kernel

基于自训练的触发词检测过程
事件触发词检测是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的一部分，也是比较关键的一部分。在这个过

程中要识别句子中的哪些词是事件的触发词。同时要给识别出的触发词标记一个预先设
定的类别标签。在利用监督学习方法生成的触发词检测系统，在监督学习训练模型的过
程中由于训练语料的局限性，只能利用 BioNLP 共享任务给定的标注语料来进行模型的
训练和学习。标注语料的有限性使得在模型训练和学习的过程中面临着模型在训练过程
中得不到充分学习的情况。因此，有必要通过一定的手段从未标注语料中选取一定的样
本加入到训练样本中，从而扩大训练数据语料来更好的训练模型。在这个过程中本文首
先使用了丰富的特征，并使用模型自训练的方法将未标注语料按照一定的标准添加到训
练集中来扩充训练集。
4.1.1

半监督方法和自训练学习

随着生物医学文献的增加，文本信息的获取将越来越方便。未标注语料的获取已经
变的非常的方便和廉价。相比于未标注语料，标注语料在标注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的人
力和财力。因此如果能将未标注数据运用到监督学习上，使得在利用较少标注语料的情
况下对实现对监督学习方法进行改善和提升。这种结合标注语料和未标注语料来进行机
器学习的思想称之为半监督学习方法。
常用的半监督方法有很多，早在 1968 年就研究者通过极大似然的方式利用标注语
料和未标注语料来训练分类器[45]。随着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半监督方法得到了提出，
其中包含了贡献较大的 Co-Training 算法[46]，该算法使用了两个相互独立的学习器，在
两个不同的充分冗余的视图上通过引入未标注语料对分类问题进行求解。同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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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Training 的基础上又研究者提出了 Tri-Training[47]的方法。该方法使用了三个分类器
在结合标注语料和未标注语料的情况下对未标注语料进行进行标注，当两个分类器对一
个未标注实例的标注结果相同，就将该实例标记为置信度较高的实例添加的第三个学习
器的训练集中。
自训练方法是一种基于半监督的机器学习方法。自训练方法通过给定的少量的训练
样本，选取一个基础机器学习方法，在给定的样本上进行模型训练，得到基础模型。通
过基础模型对未标注语料进行预测，之后按照一定的置信度阈值选取预测的未标注语料
的样本加入到训练集中，然后使用添加未标注语料的训练集来对模型进行重新训练，如
此迭代下去，直到达到必要的结束条件停止，完成训练语料的添加和模型的训练。通常
这种方法也被称为 Bootstrapping 的方法。同时自训练学习方法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的应
用[48]。
4.1.2

未标注语料

本文的未标注语料选自 PubMed 的摘要文本中的两年的文本信息。选取 PubMed 为
未标注语料主要的原因是由于 PubMed 是与生物医学高度相关的语料，同时标注数据中
的摘要部分同样是来着 PubMed 部分，因此在数据分布式方面选取未标注语料与标注数
据具有一定相关性。由于 PubMed 的文献了过大，因此本文只选了共享任务语料发布之
前的两年的语料作为候选未标注语料集合。也就是包含了 PubMed 中 2007 和 2008 两年
的所有的 PubMed 的摘要。
由于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的测试集中是提供了相关蛋白质的标注信息的，这样在触发
词的检测中才能更好的利用触发词与蛋白质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来发掘相应的特征，因
此本文对未标注语料进行了相应的处理。首先是对 Pubmed 格式的语料进行初步的处理，
包括文本的提取，提取文本的分句相关工作。并根据给定的标注语料建立标注语料的触
发词字典和蛋白质字典。使用建立的触发词字典和蛋白质字典进行语句的过滤，把整个
句子中不包含触发词字典和蛋白质字典中词的句子剔除，保留至少一个候选触发词和包
含候选蛋白质的句子。同时对分句后的文本进行 Gdep 的解析工作，以备从解析的依存
分析树中挖掘特征。根据建立的蛋白质字典和 Banner[49]命名实体识别系统的标注对过滤
后的文本进行蛋白质标注，然后再根据蛋白质字典和标注的结果对文本进行过滤，只留
下句子中出现了蛋白质字典中的单词并被标注成为蛋白质的句子。由于可能出现多个词
构成的蛋白质，因此要根据蛋白质字典对句子中的标注蛋白质进行相应的替换，并更改
相应的标注位置。

- 30 -

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经过相应的预处理过后，根据解析的 Gdep 文件和替换后的文本信息，进行特征的
提取。对未标注语料的特征提取过程中，用了与标注语料相同的特征和特征空间。在提
取特征的过程中，对未标注语料也是主要涉及了以下特征特征。首先是从文本上下文中
提取的上下文特征，包括了词本身，词干，相应的词性以及特殊位置的词。同时还包含
了候选的触发词与标注出来的蛋白质之间的位置距离特征。另外还包含了在 Gdep 解析
生成的依存分析书中挖掘的语义信息，涉及到了相关的依存分析特征，比如一个单词在
依存分析树中雨父节点的依存关系，以及依存分析中父节点信息等，同时也使用了从依
存分析树中构建的蛋白质到根节点的依存路径，分析候选触发词是否在该依存路径当中
来产生相应的特征。最终将提取的未标注语料和相应的实例的特征表示均匀的分成了包
含句子个数相等的 20 等份，并分别为各个文件生成各自的特征文件以备自训练过程中
的使用。
4.1.2

自训练方法算法及实验步骤

本文采用的自训练方法是首先根据给定的标注语料对模型进行初步的训练，然后使
用产生的模型对第一份未标注语料进行预测，在预测的结果中选的一定符合标准的未标
注实例添加到当前的训练语料中，形成新的训练语料集合，并采用新的训练语料对模型
就行训练，如此反复迭代达到相应的停止条件停止。图 4.2 展示了基于自训练的触发词
检测的流程。

图 4.2
Fig. 4.2

触发词检测自训练流程

Pipleline of Bootstrapping in trigger detection

本 文 中 采 用 的 是 Bootstrapping 的 方 法 对 模 型 进 行 自 训 练 的 。 主 要 原 因 是

Bootstrapping 方法循环迭代的停止条件较为简单，同时又能够解决因为添加重复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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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过拟合的现象。本文选用的基础分类器是具有多分类功能的支持向量机 LibSVM,
图 4.3 展示的是算法的详细描述。

输入：标注语料训练集TR，未标注语料U，置信度条件C，迭代次数N=20。
步骤：1.将未标注语料U按照句子个数等分为20份{u1,u2,…,uN}。
2.使用数据集TR训练模型得到模型M0。
3.使用M0预测u1。
4.取符合置信度条件C的未标注实例及其预测结果的集合u1C。
5.令TR = TR ∪ u1C。并在TR上重新训练得到模型M1。
6.重复3、4、5，知道循环次到达N。
7.使用训练得到的所有模型预测测试集中的实例。
输出：测试集TE的预测结果
图 4.3
Fig. 4.3

4.1.3

自训练算法描述

Details of self-training algorithm

实验结果及分析

多分类支持向量机对于每个实例的预测结果是给定该实例属于某个类别的概率。通
常采用的标记方法是对于一个实例将概率值最大所对应的类别标签分配给该实例。因此
在未标注实例根据处理时，所选的置信度就是分类器输出的概率大小。对于一个实例属
于每一个类别的概率之和为 1。通常来说一个实例属于某个类别的概率大于了 0.5，那么
它在该实例的预测结果中肯定是属于概率最大的类别。同样可以理解的就是，如果一个
实例属于某个类别的概率越大，那么该实例属于这个类别的置信度就越大。如果一个实
例的预测结果中有两个类别的结果的概率值是非常接近的，那说明相对于此处的训练集
来说该实例处在分类的边界部分。该类实例如果处于训练集当中会对支持向量机的分类
超平面影响比较大。
本文在未标注语料添加的置信度上进行了不同的选择。添加不同置信度的实例集合
对自学习的训练有一定的影响。本文在实验过程中尝试满足不同类型置信度标注的未标
注实例的集合，其中包括以下几个置信度标准。（a）选取未标注语料中置信度高于某
个一阈值的所有正例进行添加；（b）选取最大概率和次大概率差别最小的一定数量正
例进行添加；（c）选取最大概率和次大概率差别最小的一定数量正负例按照一定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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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进行添加；（d）选取一定比例置信度高的正负例和一定数量最大概率和次大概率差
别最小的正负例进行添加。图 4.4 展示了是不同置信度阈值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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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不同置信度阈值的实验结果

Fig. 4.4 Results of self-training algorithm with different threshold values

由于迭代次数较多，因此只选取前 10 次的迭代结果进行展示。从图 4.3 可以看出（a）
选取未标注语料中置信度高于某个一阈值的所有正例进行添加时在 F 值有小幅提升的
情况小，随着语料规模的增大，召回率有逐渐上升的趋势。此处为了避免添加过的的实
例选取了较高的置信度阈值，选取预测类别概率大于 0.95 的实例进行添加。（b）选取
最大概率和次大概率差别最小的一定数量正例进行添加时各种评价指标的变化情况。此
处根据原来训练集的规模选取了预测类别最大概率和最小概率差值小于 0.1 的；（c）选
取最大概率和次大概率差别最小的一定数量正负例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添加时系统性
能指标变化情况。（d）选取一定比例置信度高的正负例和一定数量最大概率和次大概
率差别最小的正负例进行添加时在召回率方面会有较大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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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于核方法的事件元素检测

4.2.1

图核

图核是用来计算两个图之间相似度的一种方法。它是通过对两个图当中的共同节点
的关系进行比较实现相关计算，本文实验中采用的是全路径依存图核[50]。图核包含三种
类型的数据：有向子图、分析结构子图、线性顺序子图。其中包含有与句子有关的依存
句法结构信息的是分析结构子图。在这个图中包含有两种类型的节点，一种是包含有最
短路径信息和词信息的词顶点，另一种是包含的是相关的最短路径信息和词信息的链节
点。
图核是在计算机中是通过矩阵的形式在存储图的结构并计算两个图之间的相似程
度。在这个过程中包含了两个矩阵，其中一个是包含了词、词性以及词之间的依存关系
等信息的标签矩阵 T，另一个是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边矩阵 E。标签矩阵是一个 M*T 的矩
阵，在这里 M 表示的是节点的个数，T 表示的是标签的数目。该矩阵是一个稀疏的矩阵，
它表示了标签与节点之间的关联属性。其中 Tij 表示了第 j 个标签是否出现在了第 i 个节
点中，出现为 1，不出现为 0。变矩阵 E 是一个表示顶点之间是否存在边的一个 M*M
的一个稀疏矩阵，其中 Eij 表示的是 i 节点和 j 节点时候有边存在。
因此一个图的矩阵 G 可以定义成公式 4.1 的形式：


G  T T  E nT  T T (( I  E ) 1  E )T

（公式 4.1）

n 1

其中第 i 个标签和第 j 个标签之间存在的所有的连通路径权重总和用 Gij 来表示。而
给定两个图 G，G*，则图核可以通过公式 4.2 的形式来定义出来。
|T |

|T |

K (G, G* )   Gij G *ij

（公式 4.2）

i 1 j 1

4.2.2

实验方法

在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的过程中，BioNLP’11 的语料中将事件类型分成了 9 类，其中
有五类属于简单的事件类型，事件的元素只包含一个类型为主题（Theme）的元素，并
且该元素仅限于标注的蛋白质实体。而绑定事件是介于简单事件和复杂事件之间的一种
事件类型。该类型也只包含了由标注蛋白质构成的主题（Theme）类型的元素，但个数
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三种复杂事件表示的事件更为复杂，首先从元素类型方面出
现了主题（Theme）和目标（Cause）类型之分，其次是在元素的个数上是至少包含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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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可以不包含目标元素，还有就是在元素的实体类型上也可能是标注的蛋白质实体，
也可能是另一个事件。图 4.5 展示了 BioNLP’11 语料中涉及到的事件类型以及各个类型
元素的数目和类型。
表 4.1
Tab. 4.1

BioNLP’11 语料的事件类型和元素类型

Event types and argument types in BioNLP’11 Corpus

事件类型

元素类型

Gene expression

主题（蛋白质）

Transcription

主题（蛋白质）

Protein catabolism

主题（蛋白质）

Phosphorylation

主题（蛋白质）

Localization

主题（蛋白质）

Binding

主题（蛋白质

一个或多个）

Regulation

主题（蛋白质/事件），目标（蛋白质/事件）

Positive regulation

主题（蛋白质/事件），目标（蛋白质/事件）

Negative regulation

主题（蛋白质/事件），目标（蛋白质/事件）

本文的实验中将简单事件和绑定事件归于一类进行处理，由于简单事件和绑定事件
都不涉及到事件的嵌套，事件的元素只是主题类型的蛋白质。因此，在训练集中构建简
单事件的触发词列表，从训练集里边寻找简单事件的候选触发词与标注的蛋白质实体之
间的关系，如果候选词与标注实体是语料中标注的事件，则将该触发词蛋白质对标注为
正例，如果没有找到相应的关系则将该触发词蛋白质对标注为负例。采用提出的实体对
进行图核模型的训练。对于测试集，从已经检测出的触发词中寻找被标记为简单事件的
词，并与标注的蛋白质实体组成触发词蛋白质对，通过在训练集上训练好的图核模型进
行元素的预测。在最终的结果中，如果元素被标记成为正例，则说明触发词与蛋白质之
间存在关系，并且由于是简单事件只能是主题（Theme）的关系。从而与触发词构成一
个简单事件。
处理复杂事件采用的也是图核的方式。由于使用的图核是借鉴了蛋白质交互关系这
种二元关系信息抽取的方法，因此在处理复杂事件是进行了特别的处理。在该过程中首
先从训练集中构建复杂事件的触发词列表。根据此列表和简单事件集合以及标注的蛋白
质集合，构建触发词与蛋白质，触发词与简答事件以及触发词与触发词之间的关系对。
对这三种标注关系对在标注的训练语料中查找，如果存在这种标记关系则将该触发词实
体对标记为正例。在这里不区分触发词与实体之间是主题（Theme）还是目标（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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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同时对测试集中已经检测出来的复杂事件的触发词进行相同方式的处理。在训练
集上训练模型进行识别。
接下来在训练集当中，对标注的复杂事件进行分析，将触发词与实体之间存在主题
（Theme）关系的实体对标记为正例，同理将存在目标（Cause）关系的实体对标记为负
例。同样对训练集检测出的与复杂事件触发词存在关系的实体进行图核检测。最终通过
预测结果的输出来判断触发词与各个实体之间存在的具体关系。最终将简单事件和复杂
事件进行合并，形成最终的候选抽取事件的集合。
4.2.3

事件后处理

在经过触发词，事件元素检测的步骤之后，会产生最终的候选抽取事件。这些事件
中包含了触发词与蛋白质，触发词与事件等的实体对。在后处理的过程中，主要根据表

4.1 给出的事件元素类型中元素的数目和相应类别进行处理。主要包括了以下几种事件
的过滤。
第一种是无元素事件。这种类型的事件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在触发词检测阶段某候选
词被判断为触发词并标定类别，但在元素检测的阶段并没有检测到与该触发词存在交互
关系的蛋白质或者事件，使得该触发词只存在了一个事件类别而不存在元素。因此，对
于这种类型的事件直接剔除。
第二种是多主题（Theme）元素事件。由表 4.1 可知，每一个事件有且只有一个主
题类型元素。该类事件的处理比较复杂。首先对于简单事件，选择在元素检测过程中置
信度较大的一对触发词蛋白实例进行最终事件的形成。对于绑定事件由于事件的性质决
定该事件类型可以存在多个主题元素，因此在处理该类事件是主要是判断元素的个数，
如元素个数较少则直接认为是一个事件，当元素个数较多是进行置信度选择构成单元素
事件。
第三种后处理事件是缺失元素事件。这类事件主要针对的是复杂事件缺失了事件中
的主题（Theme）元素的情况。由表 4.1 可知，在一个事件类型中必然会存在一个主题
元素，对于目标（Cause）类型的元素的存在性不是必要的。对于这种只存在目标类型
元素的事件，在后处理的过程中直接将该事件剔除。
4.2.4

实验结果及分析

本文基于核方法的事件元素检测是在 BioNLP’11 的 GE 任务的语料上进行的。表 4.2
展示的是本文基于自训练和核方法的生物医学事件抽取在每个类上的性能以及最终的
总体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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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Tab. 4.2

基于自训练和核方法的生物医学事件抽取性能

Performance of Event Extraction based on self-training and kernel method

事件类型
Protein_catabolism
Gene_expression
Phosphorylation
Localization
Binding
Transcription
Regulation
Positive_regulation
Negative_regulation
OverAll

召回率（R） F 值（F-score）
54.49
53.14
69.95
74.47
76.07
80.67
54.19
61.12
54.17
54.63
51.13
54.43
26.24
31.26
30.36
34.48
23.86
30.31
41.32
52.71

准确率（P）
51.85
79.63
85.87
67.52
55.09
58.21
38.65
39.89
41.57
72.75

从表 4.2 中，可以看出本文系统对于简单事件的预测性能要不复杂事件高很多，这
是因为复杂事件中存在较多的嵌套事件导致了抽取的困难。
表 4.3 展示了本文系统与替他系统的性能比较。
表 4.3
Tab. 4.3

本文系统与其他系统比较

Comparison of other event extraction systems with ours

FAUST[41]
Ours
MSR-NLP[51]
TM-SCS [52]

R
49.41
41.32
48.64
32.73

总事件
P
64.75
72.75
54.71
45.84

F
56.04
52.71
51.50
38.19

表 4.3 中展示了四种事件抽取系统的性能，其中包括了本文系统。FAUST 系统是

BioNLP’11 共享任务的第一名。第二名是与 FAUST 同源的系统，而 MSR-NLP 在
BioNLP’11 共享任务中获得了第四名。表 4.3 中 Uturku 经过开源工具还原所得，与本文
的条件相同。从表 4.3 中可以看出我们的系统在整体 F 值方面与 FAUST 系统，但优于
MSR-NLP 和 Uturku 系统的总体性能。

从表 4.3 中可以看出，目前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的性能总体上还是比较低的。系统的

F 值均在 60%以下。这样的精度距离实际应用的要求还相差很远，因此生物医学事件抽
取还有很大的研究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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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随着信息的电子化和互联网的普及，研究者可以很方便的获取大量生物医学文本信
息。如何从获取的文本信息中快速地获取感兴趣的信息，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
生物医学信息抽取能将无序的非结构化文本中的有用信息，组织成为易于管理和查询的
结构化信息。生物医学信息抽取也随着领域需求的改变和相关技术不断的成熟得到了进
一步的发展。从开始的命名实体识别，再到交互关系的抽取，再到分子生物学层面的事
件抽取，生物医学信息抽取不断发展，能够抽取的信息也越来越复杂。事件抽取旨在抽
取分子层面上蛋白质之间发生的各种类型的相互作用关系。抽取的信息包含了事件的类
型、参与的实体。与之前的信息抽取相比，事件抽取获得的信息更全面，更能反映原本
的生物事件。
在面向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的研究中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是非常普遍的。而在机器学
习的过程中单个学习器在分类任务中对特征的利用可能不够全面。同时监督学习在训练
语料获取方面比较复杂而未标注数据的获取相对廉价。本文采用了基于组合学习器的方
法，选取不同决策原理的分类器在分类任务中进行性能互补，同时引入了未标注语料，
采用模型自训练的方法扩充训练语料。并将交互关系抽取中常用的核方法引入到事件元
素的检测中来。
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采用了生物医学事件抽取常用的处理流程，将整个过程分为事
件触发词检测和事件元素检测两个步骤。在事件抽取的过程中，触发词检测是整个事件
抽取过程中的基础步骤，性能的好坏直接影响整个系统的性能，因此将事件触发词检测
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问题。而触发检测过程中存在很严重的歧义问题，因此如何消除歧
义准确的判定触发词成为研究的关键。本文首先在文本的上下文和语义方面构建了一个
丰富的特征空间。利用从语料中提取的丰富特征，来训练决策原则截然不同的学习器。
并在语料的测试集上进行验证，对同时被标记为同一类别的实例进行准确标注，对于类
别不同的实例进行线性加权获取结果，来达到消除歧义检测触发词的目的。
在整个生物医学事件抽取的过程中，同样分为两个步骤，在触发词检测阶段因为未
标注语料，通过模型自训练的方法，使用支持向量机作为基础分类器从未标注语料中获
取满足一定置信度的实例加入到训练语料中来进行训练语料的扩充，达到触发词的检测
工作。在元素检测的过程中，根据事件类型的定义将简单事件和复杂事件分开处理。构
建触发词与蛋白质，触发词与事件之间构建交互关系对，通过交互关系抽取中常用的核
函数的方法来进行交互关系的检测，确定触发词与蛋白质，触发词与事件之间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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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关系。对复杂事件中存在的交互关系，根据两种不同的关系类型，再次利用核函数
的方法判定复杂事件中存在交互关系的实体的具体类型。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构建的系
统取得了较好的 F 值。
综上所述，本文的主要工作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本文利用了组合学习器的方法，在丰富特征的基础上进行生物医学事件触发
词检测的工作。
（2）本文引入未标注语料，使用模型自训练的方式从未标注语料中选择置信度较
高的实例来扩充生物医学事件触发词检测的训练集。
（3）本文在事件元素检测的过程中将简单事件和复杂事件进行分开处理，并引入
交互关系处理的思想，利用核函数的方法进行事件元素的检测。
对于组合学习器的方式进行生物医学事件抽取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包括学习器的
选择以及组合的方式。对未标注语料的利用方面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包括添加未标注
数据的置信度选取，以及未标注语料的选取等。同时可以引入更多在交互关系抽取中已
经得到证的核方法来进行相关事件元素检测的工作。这些都将成为我们下一步的研究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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