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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义元数据提供数据的语义信息，在数据的理解、管理、发现和交换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随着

互联网上数据爆炸式的增长，对自动元数据生成技术的需求也就变得更加迫切。获得目标语义元数据及得到

足够的训练语料是使用自动生成技术的两个基本问题。由于获得目标语义元数据需要专家知识，而获得足够

的训练语料需要大量的手工工作，这也就使得这两个问题在构建一个成功的系统时至关重要。本文基于

Wikipedia 来解决这两个问题：通过分析一个类别中条目的目录表(table-of-contents)来抽取目标语义元数据，通

过对分析文档结构和赋予目标结构正确的语义元数据来构建训练语料库。实验结果表明，本文的方法能够有

效的解决这两个问题，为进一步的大规模的语义元数据应用系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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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mantic metadata, which provides semantic information about dat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ocument 

management, fusion and information search. The automatic metadata generation technique has been a big challenge in 

the data explosion time. There are two fundamental problems in using automatic techniques: the acquisition of target 

semantic metadata and the obtaining of training corpus. The first problem involves expert knowledge and the second 

problem needs lots of manual work, these make these two problems critical in building a successful system. In this 

paper, we resolve the two problems based on Wikipedia: we extract the target metadata by analyzing the 

table-of-contents of Wikipedia’s entries and build the training corpus by analyzing the Wikipedia entry’s structure and 

assigning the true semantic metadata. The experiment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both problems can be resolved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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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海量的信息以非结构化文本的方式存在([1])，其中大部分信息仅能为人所阅读及理解。与此

同时，信息社会需要大量机器可直接处理的数据和信息。因此，如何将非结构化的数据转换成机

器可处理的结构化数据也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语义元数据提供数据的语义信息，将仅仅为

人所能阅读信息转换为机器可处理的信息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使得近年来给数据赋予

其语义信息的工作，既语义元数据生成，又叫语义标注，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人员的关注。 

 不幸的是，手工创建语义元数据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4])，同时考虑到互联网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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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量及其增长速度，通过手工来完成这个工作也就变得不可能。因此，在语义元数据的创建过

程中，需要研究自动语义标注的技术。机器学习领域的发展，给计算机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来自

动完成语义元数据生成工作。通常，在使用机器学习技术来构建自动元数据生成系统时，需要关

注以下的几个问题： 

1.确定需要抽取的目标语义元数据的集合； 

2.构建一个模型来模拟元数据的生成过程； 

3.获取足够多的语料，训练上面的模型，使得这个模型产生的结果尽可能的正确。 

 机器学习技术为我们提供了解决第二个问题的模型。但是，在传统的解决方法中，确定抽

取的目标语义元数据需要专家的参与，获取训练语料需要大量的人工，这也就使得这两个问题在

构建一个自动语义元数据生成系统时至关重要。随着Web2.0 的发展，大量用户协作式生成的高

质量的数据被公开提供，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就是Wikipedia
1，这给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两个问题

的一种新的方法：从这些数据中抽取我们需要的知识及语料。 

 本文展示了如何使用Wikipedia提供的数据来解决自动语义元数据生成中的第一个和第三个

问题，并展示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的问题和相关的技术。我们通过如下的两个阶段来依次解决第

一个和第三个问题： 

1. 第一阶段：通过分析 Wikipedia 中一个类别的条目的目录表(table-of-contents)来得到该

类别的目标语义元数据的集合，同时使用了一个结构推理算法来分析这些语义元数据

的结构关系； 

2. 第二阶段：通过分析Wikipedia 的每一个条目的结构并且将元数据赋予页面的子结构来

构建训练语料。 

 本文的剩余部分安排如下：在第二节中，我们简要的回顾了语义元数据生成的相关工作；

在第三节中，我们详细的描述了我们的工作及方法；在第四节中，我们展示了使用我们的方法获

得的“国家”领域的训练语料库及目标语义元数据及相关的一系列性能实验结果；在第五节中，

我们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综述并对将来的工作进行了展望。 

2  相关工作 

 在本小节中，我们对自动元数据生成的各种相关工作进行一个简要的回顾并分析其优缺点，

我们还简要介绍了wikipedia。 

2.1 自动元数据生成相关工作 

 手工语义元数据生成耗费大量的时间且包含大量错误[4]，这使得一些工作集中在研发标注

工具来简化手工语义元数据生成的工作（[3][4][5][6][7][8][16]）。虽然这些工具能够简化语义

元数据的手工标注的工作，但是还是需要依靠人来完成工作。 

 为了降低语义元数据生成过程中人的参与，一些半自动的辅助技术被应用上述标注工具中。

CREAM 系统的扩展，S-CREAM([9])，通过从手工标注的实例中抽取规则来自动处理跟以前

标注实例相近的情况，同时也学习了一个包装器（wrapper）来处理那些结构近似的网页。

在[17]中提出的 PANKOW 方法，CREAM 的模块之一，使用一个无监督基于模式的方法来

将实例匹配到一个给定的 Ontology 当中，但是，使用的模式相当简单且受到限制。上述这

些技术，虽然能够一定程度上降低对手工的依赖，但都仅仅能够起到辅助的作用。 

 为了彻底的自动化整个标注过程，大量的工作集中在设计自动语义元数据生成模型与方法

上面。Chien-Chung Huang 等人([2])提出了一个基于 Web 的自动主题元数据生成系统：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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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Hier-Concept Query Formation 方法来构建每一个种类的主题的向量表示，接着一个文

本片段被送到搜索引擎并利用返回结果来构建该文本的向量表示，最终最近邻方法被用来

确定文本片段的主题。Hsin-Chang Yang 和 Chung-Hong Lee 在[11]中提出了一种自动生成

网页的语义元数据的方法：网页被自组织聚类算法聚成不同的类别，文本挖掘技术被应用

到每一个类别中来抽取每一个类别的语义描述。A. Dingl 等人在[12]中提出了一个叫做

Armadillo的框架：首先从结构化的数据源中抽取一小部分种子信息，然后通过一个bootstrap

的过程来标注领域特定的语义信息。H. Graubitz 等人[14]展示了 DIAsDEM 框架，这个框架

能够自动的标注文档的语义信息并且生成给定领域的 XML 的 DTD 文件。这个工作在[10]

中得到了扩展：DTD 从一个平坦的结构转换为了层次的结构。J. Li [15] 展示了一个基于依

存语法的将句子进行语义标注并转化为 RDF 样式的机器学习方法。Dill 等人[13]描述了

SemTag，一个在大规模语料里面进行语义标注的工程，主要集中在检测网页实体的共现上

面。上面的这些工作，尽管以实现了一定层次的自动化，但实际中仍然需要依靠人的参与：

要么需要手工标注大量的语料，要么需要人工参与到整个过程当中的一部分，尽管如此，

这些工作仍然大大的自动化了语义元数据生成的过程。 

2.2 Wikipedia 

 Wikipedia 是一个使用wiki 软件来协作式创建一个大百科全书的项目。使用基于快速编辑的

wiki 语法，所有人都能方便的参与这个项目。这使得 Wikipedia 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到 2006 年

10 月，Wikipedia 的英文版的条目已经超过了 140000000 条，拥有近五万人的庞大活跃用户2。

Wikipedia 已经成为互联网上最大的数据源之一。Wikipedia 使用条目的来组织所有内容，每一个

条目都有其单独的URL地址。除了一些辅助性条目之外，每一个条目都对应着一个概念或者一

个实体，如“Republic of China”。每一个条目具有特定的种类。条目之间通过内部的链接来相互

连接。 

3  基于 Wikipedia的语义元数据生成 

在本小节中，我们介绍利用 Wikipedia 来解决语义元数据生成中的目标语义元数据及

训练语料问题的相关工作。其总体工作框架如图 1 所示。工作被分成两个部分：（1）目标

语义元数据抽取；（2）语料库构建。本文通过对抽取一个类别的条目的目录表中的语义元

数据来解决目标语义元数据的问题，通过抽取条目的文档结构并赋予正确的语义元数据来

构建训练语料库。下面我们分别详细介绍这两个部分工作。 

3.1 目标语义元数据抽取 

目标语义元数据抽取的目标是结构化的一个目标语义元数据集，对象是 Wikipedia 网

页中的目录表（table-of-contents），图 2 中是 Wikipedia 中两个目录表的例子。通常目录表

中包含了丰富的语义元数据信息，如图 2 中的“History”以及“Politics”，而且同一个种类

的目录表通常包含许多相同的语义元数据，在图 2 中 “Geography”及“History”同时出

现在两个目录表中。而且，不同的元数据的关系也被包含在小节标题与子小节标题的关系

中。因此，目录表是一个良好的语义元数据源。下面，我们介绍从目录表中抽取结构化语

义元数据的两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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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从小节标题中抽取出语义元数据； 

Step 2: 使用结构化推理算法，将所有的元数据组织成层级(hierarchical)结构。 

 

collections of

Table-of-contents Flat semantic met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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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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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ation

of pages

The instance retreiving and  labeling Phase

The metadata Extracting Phase

 

图 1. 工作框架图 

Fig.1 The working framework 

 

图 2. “China”页面及“Japan”页面的目录表 

Fig.2 The Table-of-Contents of “China” and “Japan” entry 

3.1.1 抽取语义元数据 

尽管从目录表的小节标题中抽取语义元数据有上面所说的各种优点，但是相比于语义

元数据，这些小节标题还存在如下的几个缺点： 

1） 不够统一。如“administrative divisions”与“administrative division”应该表示的是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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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语义元数据。 

2） 存在着并列结构。如“Foreign relations and military”实际上是两个语义元数据：“Foreign 

relations”和“military”。 

3） 有的小节标题对于作为一个类别的语义元数据来说过于特殊。如“World War I and the 

Armenian Genocide”就对于国家条目来说过于特殊。 

针对以上的几个问题，我们使用如下的算法从小节标题中抽取语义元数据： 

1） 归一化。我们使用词干分析器将所有的小节标题都调整为同一形式。 

2） 并列结构分析。由于小节标题中的并列结构较为简单，我们使用自然语言处理软件包

OpenNLP tool set
3来分析小节标题中的连词结构。 

3） 基于频率的过滤。 

此时剩下的语义元数据，将作为最终的目标语义元数据返回。 

3.1.2 将语义元数据组织成一个层级结构 

在给定一个领域的语义元数据之后，下一步的工作是将这些语义元数据组织成一个层

级结构。这一步通常是有益且必须的，因为不同层次的语义元数据通常表示了信息在不同

粒度的语义，适合在不同层次的需求。同时语义元数据的结构也有助于通过语义元数据之

间的关系来提高系统的性能。为了将抽取出的语义元数据组织成一个层级结构，我们做如

下的假设：认为这个层级结构仅仅是一个两层的结构。这是个合理的假设因为 Wikipedia

的几乎所有目录表都是不超过两层的。基于这个假设，我们的结构推理算法就可以简化成

如下两步： 

1） 将语义元数据按照其出现的统计性质将其分类到第一层和第二层中去； 

分类基于如下的两个观察：a) 第二层的语义元数据通常比第一层的语义元数据出现的

次数更少；b) 第二层的语义元数据通常作为第二层的小节标题出现。我们使用公式（1）

来对一个语义元数据作为第一层的语义元数据的可能性进行打分，其中 ( )C s 为语义元数据

s 出现的次数， 1( )C s 为 s 作为第一层小节标题出现的次数， 和 为权重： 

1( ) ( ) ( ) / ( )Score s C s C s C s                  （1） 

当这个公式的打分超过一个阈值时，我们认为这个语义元数据是一个第一层的语义元数据，

低于这个阈值将被分类到第二层。 

2） 对每一个第二层的语义元数据，分析其上位的语义元数据。 

                                                        
3 http://opennlp.sourceforg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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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语义元数据的层次之后，第二步需要确定第二层的语义元数据的上位语义元数

据。对每一个第二层的语义元数据，我们使用如下的公式 2 来对一个第一层的语义元数据

是其上位元数据的可能性进行打分，其中 Score(s,u)表示语义元素 u 作为语义元数据 s 的上

位元数据的打分，U(s,u)是 u 作为 s 的上位语义元数据的次数，C(s)是 s 出现的次数，U(u)

是 u 作为其他的语义元数据的上位元数据的次数， 和 为权重： 

( , ) ( , ) / ( ) ( , ) / ( )Score s u U s u C s U s u U u                    （2） 

我们选取打分最高的语义元数据 u 作为 s 的上位语义元数据。 

至此，我们已经从一个种类的 Wikipedia 条目的目录表中，得到了语义元数据抽取系

统所需要的结构化的目标语义元数据。 

3.2 语料库构建 

要构建一个训练语料库，需要得到相关实例并赋予实例正确的语义元数据。通常，语

料中的一个实例对由（实例， 标记）对组成。在语义元数据生成系统中，由于生成通常在

文章的某一个级别上进行，实例就是该级别对应的文章子结构，通常为句子或者段落。因

此在构建语料的过程中：第一步需要得到实例，第二步需要给实例赋予正确的语义元数据

标记。在本文的工作中，我们通过分析 Wikipedia 条目的文档结构来得到实例，然后根据文

档结构所在的小节的标题来给赋予实例正确的语义标记，从而最终构建需要的训练语料库。 

3.2.1 Wikipedia 条目的文档结构分析 

语义元数据生成通常在文档的某一个层次的结构上进行，这就需要能够快速的得到文

章的各个层次的结构。但是跟其他基于 Wiki 的信息系统一样，Wikipedia 也使用了 Wiki 标

记语言，这就使得文档的结构通常不是那么明显。因此，有必要通过一个额外的分析步骤

来得到 Wikipedia 的条目的结构。 

已有许多工作关注如何将 Wiki 标记语言的页面转换成一个按文档的层次组织的 XML

文件。在本文中，我们使用了 Java Wikipedia API
4来将Wikipedia的网页转换成一个DocBook

5

样式的 XML 并滤除了其中的不需要的文档结构，仅仅保留了如下的两个结构：段落和小

节。同时，我们使用了 OpenNLP 的工具包对每一个段落进行了句子切分，从而最终，得到

了一个小节-段落-句子的三层文档结构。 

3.2.2 标注 Wikipedia 页面的文档子结构（段落和句子） 

在分析了页面的文档结构之后，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语义元数据抽取的层次来得到我

们的实例，下一步的工作是赋予这些实例正确的语义元数据标记。由于我们的所有语义元

                                                        
4 http://www.matheclipse.org/en/Java_Wikipedia_API 
5 http://www.docboo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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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都是从小节标题中抽取的来，所有，我们可以根据一个子结构所处的小节的标题来赋

予它正确的语义元数据。我们使用如下的几条规则来完成标注工作： 

1） 如果子结构不处于任何小节之内，则认为这个子结构的语义元数据未知，从语料中去

除； 

2） 如果子结构上面仅有一层的小节，则根据语义元数据抽取的几个步骤来得到这个小节

标题的语义元数据，如果抽取出的语义元数据是第二层的语义元数据，则这个子结构

同时也被赋予其上层的语义元数据，如果这个标题不能抽取出任何的语义元数据，则

认为该子结构语义元数据未知，从语料中去除； 

3） 如果子结构上面有两层的小节，则根据其第二层的小节标题抽取出的语义元数据作为

其语义元数据，如果第二层的小节标题不能抽取出任何的语义元数据，则使用再上一

层的小节标题来抽取其目标语义元数据。 

在给页面的文档子结构标记其语义元数据之后，我们可以方便的根据语义元数据抽取

所在的层次抽取出所有的（子结构，语义元数据）对来构建我们需要的训练语料库。 

4  实验及讨论 

 在本小节中，我们实验了本文提到的方法，抽取了目标语义元数据并构建了训练语料

库。同时，我们展示了元数据抽取的结果并且验证了构建的语料库的性能。实验表明，本

文提出的方法能够有效的应用到自动语义元数据系统中。 

4.1 数据准备 

 我们抽取了英文版 Wikipedia 中所有的国家条目作为我们实验的对象。这些国家条目

被列在 Wikipedia 的“list of countries”条目
6
中，通过 Wikipedia 的导出 API

7
，总共

下载了 221个国家的条目数据。 

 同时，为了测试语料库训练的系统在其他数据集上的通用性，我们还手工标注了一个

开放测试集。开放测试集的语料来自于 Infoplease 的百科全书
8
，其中包含了来自第六版

的哥伦比亚百科全书中的超过 57000 篇的文章。语义元数据生成在两个级别的文档结构上

（段落级和句子级）进行了实验。表 1中是语料库和开放测试集的统计数据。 

表 1. 语料库及开发测试集实例数目 

Tab.1 The instance number of corpus and test set 

文档结构级别 语料库样本数目 开放测试样本数目 

段落级 6789 170 

句子级 30670 894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Special:Export 
8 http://www.infoplease.com/encyclo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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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目标语义元数据识别及结构化的结果 

 应用 3.1节中所述的目标语义元数据识别及结构推导算法到这 221条“country”类别

条目的 table-of-contents 上，最终得到了 60个目标语义元数据，其结构如图 3所示，其

中 15个语义元数据被认为是第一层的语义元数据。   

从这些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所有的语义元数据都与国家条目相关且不会过于特殊，

这表明基于频率的过滤能够有效的抽取目标的语义元数据，另一方面，图 3 的所有上下位

结构都比较合理，这表明通过我们的结构推理算法能够有效的推断出语义元数据之间的上

下位关系。 

4.3 语料库性能测试 

为了测试自动生成的语料库的性能，我们设计如图 4 中的一个基于分类器的自动语义

元数据生成系统：给定一个文档的子结构，一个使用 Wikipedia 中获取的语料库训练得到

的分类器将每一个子结构分类到预定好的语义元数据种类中去。在本文中，我们仅仅对第

一层的语义元数据进行了实验。分类器仅仅使用文档子结构当中的词（停用词被滤除）来

作为特征。为了测试语料库针对不同的模型的效果，我们实验了两个不同的分类器，分别

是 Naïve Bayes 和 Max Entr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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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语义元数据抽取结果 

Fig.3 The result of semantic metadata ex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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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基于分类器的语义元数据生成系统 

Fig.4 The classifier-based semantic metadata generation system 

语料库使用 80/20的比例来进行分割，其中 80%被用来训练，20%被用来测试。在段落上的

实验结果见表 2，在句子上的实验结果见表 3。 

表 2. 段落级别语义元数据生成结果 

Tab.2 The semantic metadata generation result on 

paragraph level 

分类器

类别 

训练集

准确率 

测试集

准确率 

开发集

准确率 

Naïve 

Bayes 

0.888 0.800 0.906 

Maxent 0.873 0.805 0.894 

表 3. 句子级别语义元数据生成结果 

Tab.2 The semantic metadata generation result on 

sentence level 

分类器

类别 

训练集

准确率 

测试集

准确率 

开发集

准确率 

Naïve 

Bayes 

0.827 0.731 0.779 

Maxent 0.799 0.720 0.700 

从以上的结果可以看出： 

1. 这从语义元数据抽取的结果的高准确率上可以看出，使用本文的方法构建的语料库是

内在一致的，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2. 语料库具有良好的通用性，这从开放测试集上的高准确率上可以看出； 

3. 语料库可以被用来构建高性能的语义元数据生成系统； 

4. 相比于句子，高层的语义元数据更适合在大粒度的段落上生成，这从段落级别的准确

率都高于句子级别的准确率上可以看出。这跟我们的直观想法也是一致的，通常人们

在一个段落中表示一个大的主题而不是一个句子。 

5  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展示了如何使用Wikipedia来解决构建自动语义元数据生成系统的两个问题：

目标语义元数据抽取及语料库的构建。实验结果表明，从Wikipedia 出发，经过我们的语义元数

据抽取方法及自动语料库构建方法，这两个问题能够自动的方便有效的解决，避免了大量的手工

工作。这使得构建自动语义元数据系统变得简单和容易，从而为下一步构建大规模的语义元数据

的应用系统打下坚实及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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