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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金融新闻中公司名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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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金融领域信息抽取中 , 公司名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如何正确识别文本中出现的公司名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在对金融新闻文本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 , 总结出了公司名的结构特

征及其上下文信息 ,建立了六个用于识别公司名的知识库 , 并提出了一个基于两次扫描过程的识别策略。初

步实验结果表明 ,在封闭测试中实验系统公司名识别的精确率可以达到 97.3%, 召回率可达 89.3%;在开放

测试中精确率可以达到 62.8%,召回率可达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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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 dentifying company names in running tex ts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financial information ex traction.

Based on the thoroughly investigations of financial articles , the relevant structural features and contextual constraints

w ere obtained.In this paper , a company name identification system is proposed , which is built on the six knowledge-

bases and a twice-scan method.The experiment achieved 97.3% precision and 89.3% recall respectively by close

test , and 62.8%precision and 62.1% recall respectively by open test.

Keywords:company name;financial domain;named entity identification;information ex traction

一 、引言

信息抽取(Information Ex traction , IE)目前已经成为继机器翻译(M achine Translation ,

M T)和信息检索(Information Retrieval , IR)之后得到各国政府和企业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

的应用领域[ 6] 。

专名识别是信息抽取系统底层的预处理子系统之一 ,它的任务是将文章中出现的专有名

词(Named Enti ty ,NE)如时间 、日期 、公司名称等识别出来[ 5] 。专名识别的完成水平直接关系

到信息抽取的质量。美国国防部资助的系列会议 M UC(M essage Understanding Conference)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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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抽取领域中影响最大的会议 。在 M UC中 ,专名的识别主要分为三个子任务:名字的识

别(ENAM EX),包括人名 、地名 、机构名;时间的识别(TIM EX),包括对时间短语如日期 、时间

等的识别;数字的识别(N UM EX),包括对金钱数量和百分比数量的识别等 。和第一个子任务

相比 ,后面两个子任务几乎完全可以依靠几种模式匹配完成 ,要简单的多。因此名字的识别

(ENAMEX)是专名识别研究的重点。

关于名字的识别(ENAMEX)国内外都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尤其是在人名和地名的

识别方面 ,而在机构名的识别方面相对比较少 ,涉及到中文机构名识别的更少。机构名包括学

校 、公司 、医院 、研究所和政府机关等 ,在金融领域中 ,机构名主要是公司名。公司名在金融领

域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本文所讨论的是广义的公司名 ,包括公司 、企业 、银行 、厂矿 、股票

名称 ,等等 。目前国内外重要刊物上还没有关于中文金融领域中公司名识别研究工作的报导 。

香港理工大学[ 1]对中文机构名称尤其是中文高校名称的组成和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

并采用基于规则的方法对高校名称进行识别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六百多万字的测试集上准

确率和召回率分别为 97.3%和 96.9%。

文献[ 2]采用基于规则的方法建立了一个专名识别系统 NTUNLPL ,并参加了 M UC-7专

名任务的评比 ,F1测试值为 79.61%。其中机构名识别部分的准确率为85%,召回率为 78%。

Georgetow n大学指出了机构名识别是 ENAM EX 的识别中最困难的部分[ 3] ,但是没有对

机构名进行专门处理 ,只是把它当作 NE的七种类型之一通过模式匹配进行识别 ,对于公司名

更是没有任何专门处理 ,因此效果不太理想。专名识别的准确率和召回率在含有 1117个 NE

的测试集上为 53%和 46%,在含有 254个 NE的测试集上为 29%和 17%。

Keh-Jiann Chen等从未登录词处理的角度对中文机构名的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 ,主要依

靠规则的方法对中文机构名称进行识别 ,在 31787个新闻文本的测试集上 ,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是准确率和召回率分别为 61.79%和 54.50%[ 4] 。所采用的新闻文本主要属于金融领域 ,在识

别工作中也借助了一些公司名的结构特点 ,但并没有针对金融领域的特点进行全面深入的分

析。

本文在从专名识别处理的角度进行研究工作的同时 ,结合了前人在机构名识别研究上的

可取之处 ,充分利用了金融领域的特征 ,专门针对公司名的识别问题进行研究。在识别策略上

综合考虑了公司名的结构特征和文本上下文信息 ,建立了六个用于识别的知识库 ,并提出了一

个基于两次扫描过程的识别策略 ,实验结果是令人满意的。

文章其余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公司名在金融领域中的特征;第三部分介绍公司

名识别知识库;第四部分介绍识别策略;第五部分介绍实验结果以及对实验结果的分析;第六

部分是结束语。

二 、公司名特征分析

公司名属于“定语+名词性中心语”型的名词短语 ,简称定名型短语 ,从宏观看来是一种偏

正式复合名词 ,其结构为 X
+

Y ,其中`X' 和`Y' 表示词 , X
+
表示 X元素可以出现一次或多次 。

公司名的中心语主要集中在“公司” 、“集团”等有限的一些名词上 。这对我们识别公司名的右

边界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

有不少公司名是以地名或人名开头 ,这对我们识别公司名的左边界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

在研究了大量的真实文本后 ,我们发现在公司名中 ,有些词和有些词性的词是明显不会作为公

司名组成部分的 。由于公司名的识别过程是从右边界向前扫描的 ,因此这类的词或者词性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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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可以作为我们初步判定左边界的依据 。同时 ,还可以通过考察文本中公司名出现位置的前

邻近词或者在文本中进行局部统计来辅助判断公司名的左边界 。

公司名的出现情况有两种:全称 ,简称。

所谓公司名全称 ,就是公司名的最正式的叫法 ,一般由地名 、公司名关键字 、公司类型名和

公司名后缀组成 。例如“北京新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包括了地名“北京” ,公司名关键字“新

唐” ,公司类型名“装饰” 、“工程” 、“有限” ,公司名后缀“公司” 。

公司名的简称是对公司名全称缩略的叫法 ,对于含有关键字的公司名全称 ,公司名的简称

一般都包含公司名关键字 ,而地名 、类型名和后缀都是可选的部分 ,可以有 ,也可以没有;对于

含有多个类型名的公司名 ,简称中可以包含任意一个类型名 ,也可以含有多个类型名。例如“深

圳市赛百诺基因技术有限公司” ,既可以简称为“赛百诺公司” ,也可以叫做“赛百诺基因公司” 。

公司名的简称大体上可分为四种类型 ,如下表:

1.缩写
武汉钢铁 武钢

三明啤酒厂 三啤

2.连续简写

联想集团 联想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紫江企业

江阴长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长江科技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西北轴承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云内动力

3.不连续简写

北京新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新唐公司

福建省绿得罐头饮料有限公司 绿得公司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 福特公司

4.简写缩写混合 东风汽车电子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电仪

　　由此也可以看出 ,公司名关键字的识别 ,对于公司名简称的识别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汉语类似于日语 ,是一种缺乏形态标记的语言 ,如果采用英文专名识别的方法 ,主要依靠

机器学习或者统计的方法 ,效果必然是不很理想 。因此公司名的识别应主要依靠公司名的组

成规则进行判断(例如:“公司名=地名+{公司名关键字}＊+{公司类型名}＊+公司名后缀”等

等 ,这里上标
＊
表示集合中的元素为可选项),结合统计的方法 ,同时也可借助一些上下文信息 。

我们主要借助了两种上下文信息:

1.边界词:我们认为“兼并” 、“收购”之类领域特有动词的后面 ,以及“的股权”之类的领域

常用字串前面 ,都很有可能是公司名。

2.并列关系词:在并列关系下 ,如“和” 、“与”等词的一侧如果是公司名 ,则另一侧很有可能

是公司名 。

三 、公司名识别知识库

本文使用的语料库由来自网上的近期金融新闻构成 ,共 1 ,336篇 ,约有 8M 的真实文本 。

首先 ,我们对金融领域语料库进行了分词 、词性标注和公司名标注 ,形成了公司名的标准语料

库。其次 ,我们对北京和上海的共计 87 ,500条公司名进行了分词 、词性标注 ,得到了公司名识

别必要的资源。在这些资源的基础上 ,利用机器统计和人工辅助相结合的方法 ,建立了如下知

识库 ,用来指导公司名的识别 。

3.1　公司名后缀库

在我们的系统中 ,对公司名的识别首先从确定公司名右边界开始 ,而例如“公司” 、“银行” 、

“集团” 、“企业”之类的词可以提供准确的公司名右边界信息 ,因此将它们集中起来 ,建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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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后缀库 ,作为识别的触发条件。

3.2　公司类型名库

公司类型名包括“投资” 、“开发” 、“有限责任”等附加在公司名后缀前的词。这些词不象公

司名后缀那样有限 ,又不象公司名关键字那样形式多样 ,因此专门建立公司类型名库 ,辅助系

统进行识别。

3.3　公司名禁止词性库

有些词性的词是明显不会作为公司名组成部分的 ,而这类的词或者词性恰巧可以作为我

们初步判定左边界的依据 。为此 ,我们建立“公司名禁止词性库” ,在识别过程中 ,碰到库中的

词性则中断公司名的识别 ,认为当前识别对象不是公司名的组成部分 。通过深入分析 ,我们认

为这些词性主要集中在虚词 、连接词和动词 ,如:vg s(动词带小句宾语),pzai(在), c(连词)等。

3.4　公司名禁止词库

有些词的词性允许在公司名中出现 ,但是该词并不允许在公司名中出现 ,主要是一些形容

词 、名词如“优秀” 、“股权” 、“股东”等。因此我们把它们集中起来建立“公司名禁止词库” ,在识

别过程中 ,碰到库中的词则中断公司名的识别 ,认为当前识别对象不是公司名成分。

3.5　公司名完全禁止库

有一种情况 ,就是当从公司名右边界开始向左搜索到某个位置时 ,在当前位置就可以断定

这不是公司名 ,从而停止这个串的搜索 。例如上市公司 ,其他公司 ,第一大公司 ,两家公司 ,三

个企业 ,科技类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 ,国有(大中型)企业 ,国有商业银行 ,蓝筹绩优公司 ,子公

司 ,破产企业 ,等等。“公司名完全禁止库”收录了这些完全禁止词串 。

3.6　公司名不完全禁止库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当从公司名右边界开始向左搜索到某个位置时 ,无法在当前位置断定

这不是公司名 ,还需要继续向左 ,如果无法发现其他公司名组成部分 ,才能断定这个串不是公

司名 。这种情况多表现为一些“公司类型名+公司名后缀” ,例如食品公司 ,医药公司 ,电脑公

司 ,等等 ,它们不能单独作为公司名 ,但是可以和其他成分结合起来作为公司名 ,例如三元食品

公司 ,联想电脑公司 ,等等 。“公司名不完全禁止库”收录了“食品公司”之类不完全禁止词串。

四 、识别策略

公司名识别策略的整体结构如下图所示:

原始新闻文本首先进入分词系统。该分词系统已做了特殊的改造 ,添加了分词专用词典 ,

其中包括地名词典 、部分公司名词典和股票名词典。部分公司名词典中收集的是金融新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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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出现的重要的公司名称 ,股票名词典则收集的是深市 、沪市所有的股票名

称。

经过分词 、词性标注之后 ,我们得到了初加工文本 。这个文本中已经包含有对公司名识别

有用的词性信息和姓名 、地名 、部分公司名和股票名的信息 。在识别系统的核心部分“公司名

识别模块”中 ,我们采用两次扫描的方式 ,利用初加工文本中的有用信息 ,结合金融领域的特

点 ,借助公司名知识库对公司名进行识别 ,得到公司名识别的最后结果。

其中 ,第一次扫描主要进行公司名全称的识别和左边界比较明显的公司名简称的识别 ,同

时获取公司名关键字的信息。在第一次扫描中 ,主要利用了公司名组成规则分析法 ,主要用于

分析公司名的全称和某些边界由地名或人名组成的公司名;同时也采用了上下文提示分析法 ,

通过提示的信息进一步识别一些公司名 。由于这样得到的左边界没有地名或人名作为左边界

那么可靠 ,我们还需要借助禁止库对识别出的公司名进行排歧。第二次扫描则主要是利用第

一轮识别中获取的公司名关键字进行识别 ,识别的对象是公司名的简称 、左边界不怎么明显的

公司名和某些右边界不明显的含有公司名关键字的公司名 。

两次扫描过程的结构图如下:

五 、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使用的语料库由 1336篇金融新闻文本构成 ,我们从中随机选出 100篇新闻文本进行

封闭测试 ,实验结果如下:

文本数目 测试点个数
识别出公司

名个数
正确 错误 准确率% 召回率% F1

100 1179 1082 1053 29 97.3 89.3 93.1

　　上表中 F 1是 β=1的 F 测试。

F 测试的公式为:F =(β
2
+1)RP

β2
R +P

。R 是召回率(Recall), P 是准确率(Precision)。

其中两次扫描后的实验结果分别为:

识别出公司

名个数
正确 错误

扫描后的

准确率%
扫描后的

召回率%
扫描后

的 F1

第一次扫描 647 631 16 97.5 53.5 69.1

第二次扫描 435 422 13 97.3 89.3 93.1

　　由此可以看出采用两次扫描过程进行公司名识别是非常有效的 。

同时 ,我们还对 40篇新闻文本进行了开放测试 ,实验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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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数目 测试点个数
识别出公司

名个数
正确 错误 准确率% 召回率% F1

40 597 591 371 220 62.8 62.1 62.4

　　我们对识别结果中的错误进行了分析 ,发现错误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公司类型名收集不全 ,导致有的简称识别不出来 。

假如在公司类型名库中没有“生物工程”这个词 ,则碰到“四川新希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提取的公司名关键字就是“新希望生物工程” ,而不是“新希望” ,就导致“新希望”单独作为公司

名简称出现时识别不出来 。随着公司类型名库的不断扩充 ,相信这个问题可以得到比较好的

解决 。

2.某些公司名既没有左边界 ,有没有上下文信息 ,导致不能正确识别。

如“绿得公司没有取得有关证照” ,没有可用的上下文信息 ,并且“得”字所标注的词性属于

公司名禁止词性 ,这就导致“绿得公司”不能正确识别。我们试图通过局部统计的办法来解决 ,

但由于金融新闻文本往往并不大 ,公司名无论全称还是简称的出现频率一般都不高 ,因此效果

并不理想 。

3.公司名简称的识别方法仍不完全 。

某些公司名确实没有关键字 ,比如在文中先出现了“中国四川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后面再

出现“商贸股份有限公司”时是特指“中国四川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但系统无法将该简称识别

出来 。这个问题目前尚未有较好的解决办法 。还有一些公司名简称是由组成公司名的名词中

的第一个字组成的 ,即前面提到的“缩写”类型 ,如“三明啤酒公司”简称“三啤”。这个问题将在

进一步的工作中解决 ,可以考虑抽取公司名每个组成词的第一个字 ,组成公司名字串 ,在遇到

该字串或其子串时认为它们有可能是公司名简称 。

六 、结束语

在金融领域的信息抽取问题中 ,如何正确识别文本中出现的公司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

题。本文在对金融领域中公司名的结构及其在文本中的出现环境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

建立了六个识别用的知识库 ,并提出了一个基于两次扫描过程的识别策略 。经过初步实验 ,结

果表明我们的识别策略是很有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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