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 BERT 的非结构化领域文本知识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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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知识图谱技术的发展和商业应用的普及，从各类非结构化领域文本中提取出知识图谱实体及关系数据
的需求日益增加。这使得针对领域文本的自动化知识抽取颇有意义。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BERT 的知识抽取方法，用于
从非结构化的特定领域文本（例如保险行业的保险条款）中自动抽取知识点，以达到在构建知识图谱的过程中节约人
力的目的。不同于常用的按照规则、模板或基于实体抽取模型的知识点抽取方法，本文将领域文本的知识点转化为问
答对，以答案所在的位置前后的文本为上下文，以 BERT 基于 SQuAD 数据进行阅读理解任务的方式进行微调。用微调后
的模型从更多保险条款中自动抽取知识点，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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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T-based knowledge extraction method of unstructured domain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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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business adoption of knowledge graph, there is an increasing demand for extracting
entities and relations of knowledge graphs from unstructured domain documents. This makes the automatic knowledge extraction for domain text quite meaningful. This paper proposes a knowledge extraction method based on BERT, which is used to
extract knowledge points from unstructured specific domain texts (such as insurance clauses in the insurance industry) automatically to save manpower of knowledge graph construction. Different from the commonly used methods which are based on
rules, templates or entity extraction models, this paper converts the domain knowledge points into question and answer pairs
and uses the text around the answer in documents as the context. The method adopts a BERT-based model similar to BERT’s
SQuAD reading comprehension task. The model is fine-tuned. And it is used to directly extract knowledge points from more
insurance clauses. According to the test results, the model performance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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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随着各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相关
电子文本数量与日激增。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
企业开始重视数据分析、挖掘以及数据资源的开
发利用，诸如知识图谱，智能对话等计算机应用
系统已经成为了各类企事业单位对内对外提供服
务的基础。这类应用往往需要从各类非结构化领
域文本中提取出其蕴含的结构化信息，用于数字
化知识库的构建。
数据是计算机产品和服务的基础，为计算机
提供数据成为了新时期企事业单位发展的新任务。
企事业单位中原有的各类商务、业务文档资料蕴

含了丰富的知识和信息，却都是为了人类阅读而
撰写，相对于计算机程序的需求，多了很多的冗
余信息。
目前，在应用这类数据时，基本上需要投入大
量人力，通过阅读文档人工抽取出所需信息，并
将其表示成计算机能够读取（“理解”）的形式。
如此造成了许多额外的学习成本和人力资源消耗。
如何采用自动化的手段从非结构化的文本数
据中发现知识，用以作为各种智能化应用所依存
的数据资源，是知识抽取领域的研究热点。
本文以特定领域的非结构化文本为研究对象，
提出了通过基于深度学习的语言理解模型对其进
行知识抽取的方法。这一方法将待抽取知识点以
问题-答案对形式呈现，并以人工标注数据作为训

练数据，在预训练模型的基础上进行迁移学习，
通过微调（Fine Tuning）获得在同领域文本上自
动抽取知识点的模型。
本文接下来的组织结构如下:第 1 节介绍国内
外研究现状和相关工作，第 2 节介绍本文提出的
基于深度学习的非机构文本知识抽取模型，第 3
节是实验验证和结果分析,最后是论文总结和未
来工作。

1

相关工作

非结构化文本的知识抽取任务可以根据具体
的知识结构以及应用场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算法
设计，简单来说可以分为如下四类。
1. 1 基于规则的知识抽取
对于具有统一结构规范的文档，可以采用构
建规则的方式进行知识抽取。规则的构建往往通
过人工的归纳总结来完成——即阅读大量同领域
[1]
文本，从中选取，总结出最终的抽取规则。Jyothi
等人使用基于规则的方式从大量个人简历中抽取
[2]
有效信息，构建数据库。JunJun 等人用类似的方
法从学术文献中提取学术概念知识。这种方法的
优点是不需训练模型，简单高效；缺点也很明显，
我们构建的规则仅适用于相同结构的文本，而且
必须具有较严格的格式规范，一旦文本结构稍有
改变，就需要人工构建新的知识抽取规则，因此
该方法不具备可移植性。
1. 2 基于实体提取的知识抽取

知识抽取的一种任务称为实体提取，即从文
本中抽取预先定义的标签内容，如时间，地点等，
具体标签根据应用而定，其中最常用的一种知识
抽取称为命名实体识别（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NER）。实体抽取本身可直接作为序列标注
任务来解决，后者可使用传统的统计学习方法，
[3]
如隐马尔可夫模型（HMM） ，或条件随机场（CRF）
[4]
处理。
近年来一些深度学习模型也被应用到这类问
题中，如结合了 BiLSTM 和 CRF 的序列标注方法曾
[5]
[6]
取得很好的效果 。Lample 等人提出了一种新
的网络结构，使用堆叠的 LSTM 来表示一个栈结
构，直接构造多个单词的表示，并与 LSTM-CRF 模
[7]
型做了比较。Ma 等人提出了基于 BiLSTM-CNNCRF 的端到端序列标注模型。此外，微调后的 BERT
[8]
模型也能够在序列标注任务上达到很好的效果 。

1. 3 基于 schema 的知识抽取

除了从文本中提取实体，实体之间的关系也
是知识抽取的关注点，通常把实体及其关系组成
三元组<E1, R, E2>，那么任务目标为从文本中抽
取所有可能的实体关系三元组，其关系限定在预
先设定的 schema 之内。
[9]
Zeng 等人设计了 CNN 来进行关系分类，但
[10]
并非三元组。Makoto 等人通过构建基于 BiLSTM
和 Bi-TreeLSTM 的堆栈网络同时进行实体抽取和
[11]
关系检测，从而实现实体关系的端到端预测。Li
等人采用一个编码器-解码器架构的双层 LSTM，
构建了一个不局限于三元组形式的知识抽取模型，
[12]
可以预测出固定格式的结构化知识。Zheng 等
人通过一种标注策略把实体和关系提取任务转化
为序 列标注任 务，而后构建 与前面类 似的 Bi[13]
LSTM 模型来处理之。Luan 等人设计了一种多任
务学习框架用于在科学文献中识别实体和关系，
以构建科学知识图谱，此模型在没有任何领域先
验知识的情况下优于现有模型。
1. 4 基于问答的知识抽取

除了以上提到的知识抽取模式，一个不同的
角度是将知识点本身看作一个问题，将知识点的
内容作为该问题的答案，将知识点所在的文本段
作为这个问答对的上下文，这样知识抽取模型便
可以用问答模型来构造。
[14]
[15]
近年来，GPT 和 BERT 等预训练模型的出
现使得这类问答阅读理解任务可以很好地作为其
下游任务，仅需简单改造原有网络结构，并进行
[16]
微调，即可得到很好的效果。Wang 等人在原始
BERT 的基础上使用多段落预测的方式改进了其
[17]
[18]
在 SQuAD 数据集上的效果。Alberti 等人在
BERT 与 SQuAD 的基础上改进后，将其应用在一个
[19]
更困难的问答数据集 NQ 上，𝐹1 分数相对之前的
基准线提升了 30%。
这种问答形式的知识抽取可以更灵活地处理
不同结构的知识——只需将其定义为不同的问题，
而不需要根据知识的形式单独设计新的网络结构。

2 基于深度学习的非结构化领域文本知
识抽取
2. 1 非结构化领域文本
不同行业的结构化文本因其行业特征而特色

迥异。有些行业的特定文档（例如医药说明书）
不仅具备严格的结构而且在术语和用词上要求非
常严格，比较适合基于规则的知识抽取。还有一
些行业的文本与通用文本区别不大（例如新闻报
道、访谈等），对其可以直接应用通用抽取技术。
还有一些领域的文本，介于两者之间，有一定的
专业性，但不很严格，不同企业的同类文本结构
和措辞近似，但又有所差别，同一企业内部的术
语使用和展示方式相对统一。保险行业的保险条
款文档，就属于这第三类文本之列。
保险条款是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保险人
（保险公司）与投保人——共同约定的有关双方
权利和义务的条文。一个保险条款一般由三部分
组成：
1. 基本信息，即条款自身信息，包括：保险
人，条款名称，条款简称，条款类型，期限类型，
犹豫期，诉讼时效，备案号和备案时间，能否作
为主险销售等；
2. 购买条件，即要本条款承接的被保险人需
要具备的客观条件，包括：被保险人的年领、性
别、职业/工种要求，体检要求，社保要求，必须
如实告知的个人情况等；
3. 保险责任，也就是本条款的责任范围和赔
付内容等；
对于同一个保险人而言，其制定的保险条款
在各部分都会使用一致的术语和陈述。不同保险
人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保险责任，而基本信息
和购买条件则往往很相似。如此的文本特征，为
知识抽取提供了方便。

如果采用 Schema 式抽取，将知识点转化为三
元组，则所需要的训练数据集和标注量都相对较
大，相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难免得不偿失。因
此，我们最终选取了基于问答的知识抽取方式。
2. 3 基于 BERT 的问答式知识抽取方式
近年来，基于预训练模型通过微调进行学习
的方法在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 NLP）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BERT 模型是
其中的重要代表。
BERT 是一种基于转换器（transformer）的双
向编码表示模型，它的拓扑结构是一个多层的双
向转换器网络。BERT 模型是基于微调学习的典型
应用，也就是说它的构建包含预训练和微调两个
步骤。
首先在预训练阶段，对大量不同训练任务的
未标记语料数据进行训练，将语料中的知识迁移
进了预训练模型的文本嵌入（Embedding）中。
这样，在微调阶段，只需要在神经网络中增
加一个额外的输出层，就可以对预训练模型进行
调整了。具体而言，微调就是用预训练参数初始
化 BERT 模型，然后，使用来自下游任务的标记数
据对模型进行微调。
针对我们从保险文档中抽取知识点的需求，
只需使用保险条款数据针对 BERT 的问答任务进
行微调，就可以适应保险条款知识抽取的需求了。
2. 4 基本方法

2. 2 保险条款知识抽取方法选择
虽然保险条款具备一定程度的专业词汇，但
专业词汇的使用大多没有业界统一标准（例如：
“犹豫期”又可称为“冷静期”等），而且条款文
档作为交付给投保人阅读的文件，需要抽取的知
识点大多混杂在一段自然语言表述之中，并不适
合依据静态规则来进行文本抽取。
所需抽取知识点本身虽然可以采用实体抽取
的方式来获取，但知识点对应的值却往往混杂在
一段自然语言表述之中，无法与知识点描述一起
被抽取出 。例如：某条款的诉讼时效是 2 年，这
个“2 年”可能出现在下列这段描述中：
“受益人
向我们请求给付保险金或保险费豁免的诉讼时效
期间为 2 年，自其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
之日起计算。”
因此在需要从保险条款中抽取基本信息、购
买条件和保险责任等知识点时，我们就直接排除
了基于规则和基于实体抽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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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知识抽取模型

保险条款知识抽取过程首先将人工标注的保
险条款知识点制作成<question, answer>的形式，
然后使用文本解析程序将一份保险条款文档解析
为一颗文档树，其中主标题为根节点，其后每一
级标题都为上一级的子节点，而每段文字都被读

取为一个叶子节点。根据问题-答案对中的答案匹
配到其所在叶子节点，以整个叶子节点对应的文
本为该问题-答案对的上下文（context），最终构
造成一个由<question, answer, context>组成
的问答数据集，最后使用这一数据集对 BERT 预训
[20]
练模型，按照针对 SQuAD 数据 进行阅读理解任
务的微调方式进行训练，得到最终的知识抽取模
型。如上图所示，对于问答任务，只需在 BERT 输
出的编码向量后添加一层额外的全连接层，预测
answer 在 context 中的位置即可。
在测试时，对于新的保险条款，需要以同样
的方式分析不同知识点问题所在的上下文，然后
再将<question, context>作为模型的输入，得到
各知识点的 answer。
使用上面的方法可以较好地处理同一公司、
同一类型的保险条款，这是因为同公司的保险条
款文章结构具有一致性，可以用同一程序来分析
上下文，但是对于不同公司、类型的保险条款，
由于术语和结构不同，原分析程序无法处理，而
为每种条款重新编写一份文本分析程序是不具可
行性的，因此该模型需要改进。
2. 5 模型改进
为了使知识抽取过程具有更好的泛用性，我
们首先修改预测过程：将新条款的原文按照字数
进行分段，每段约 300 字（尽量不打碎句子），而
后将每一文本段都作为任何一个知识点的可能的
context，作为模型的输入。如果输出的 answer
是空，则说明这一段不存在相应的知识点，否则
综合考虑每个知识点在所有文本段下的输出，选
择其中概率最高的作为该知识点的 answer。这种
新的预测方法对于任何条款具有泛用性，不再需
要进行额外的文本解析。
我们用这种方法测试了几个不同公司的条款，
结果表明其在旧模型上的效果并不好，准确率的
下降很明显。原因在于：改进前在训练时，每个
知识点的上下文都是根据文档结构精确定位的，
没有很多的负样本，导致模型也只能够通过精确
定位的上下文来进行预测。一旦文本组织结构、
标题格式发生变化，原有的文本解析程序就无法
精确定位问题上下文，产生了很多干扰数据，影
响了模型的效果。
因此模型的训练过程需要修改，在 2.4 节的
训练集基础上，我们添加分段文本数据，即对训
练集中每个条款按照同样的方式分段，如果该段
包含该知识点标注的答案，则作为新的样本，否
则作为负样本（answer 为空）。在实际测试中，如

果将这些新的样本全部加入到训练集中，产生的
训练数据过多，且负样本数量远超正样本。
为了平衡此过程，我们进一步作如下改进：
对于每个知识点问题，如果该条款本身不包含该
知识点（因为知识点是针对所有保险条款统一定
义的，因此对于某份特定的条款而言，未必所有
知识点都包含在其中），则每个片段以 10%的概率
作为该问题的负样本；如果条款本身包含该知识
点，则分两种情况，如果当前文本片段包含目标
知识点，则作为正样本，否则以 50%的概率选取
为负样本，如此构造新的训练集得到新模型。这
样做的想法是：如果条款中包含某一知识点，就
增加与该知识点相关的负样本数量，以期模型能
够更好地处理相似片段的干扰，提高答案的准确
性。而如果条款中本身不包含该知识点，则文本
片段与知识点的契合程度应该较差，选取少量的
负样本就足够。
经过测试，新的模型相对于旧模型有很大改
进，更契合新的预测方法，可以作为更通用的保
险条款知识抽取模型。

3

实验

3. 1 数据集
我们的数据集由某保险公司的保险条款组成，
每个条款具有人工标注的知识点，如犹豫期，诉
讼期，保险金额等。在实验过程中，训练集，测
试集分别由 251 个条款和 98 个条款组成。经过统
计，这些条款中所有可能的知识点问题数量为
309 条，平均每个条款有 45 条知识点需要提取。
3. 2 评价指标
测试过程中，我们将条款文本分段，尝试从所
有段中提取知识点𝑘𝑖 ，并根据模型输出的概率，
选择概率最高的文本作为该知识点的答案。如果
最终得到的输出为空字符串，则代表条款不存在
该知识点。由于每个条款提取的知识点只占 309
条中的小部分，大多数知识点的输出应当是空的，
因此我们在评估时忽略这部分空知识点，关注两
个指标：模型输出的知识点正确率𝑃，即精准率
（precision），以及应提取知识点中确实被正确
提取的比率𝑅，即召回率（recall）。假设知识点
𝑘𝑖 标注为𝑦𝑖 ，模型的输出为𝑦̃𝑖 ，则𝑃和𝑅可定义为：
∑𝑖 𝕀(𝑦̃𝑖 ≠ 𝑁𝑜𝑛𝑒, 𝑦̃𝑖 = 𝑦𝑖 )
𝑃=
∑𝑖 𝕀(𝑦̃𝑖 ≠ 𝑁𝑜𝑛𝑒)

∑𝑖 𝕀(𝑦𝑖 ≠ 𝑁𝑜𝑛𝑒, 𝑦̃𝑖 = 𝑦𝑖 )
∑𝑖 𝕀(𝑦𝑖 ≠ 𝑁𝑜𝑛𝑒)
其中𝕀(𝑥)定义为：
1, 𝑥 = 𝑡𝑟𝑢𝑒
𝕀(𝑥) = {
0, 𝑥 = 𝑓𝑎𝑙𝑠𝑒
最后计算相应的𝐹1 值，即准确率与召回率的
调和平均值：
2𝑃𝑅
𝐹1 =
𝑃+𝑅
𝑅=

3. 3 实验设置
我们使用 Google 开源的 BERT 中文预训练模
型 BERT_chinese_L-12_H-768_A-12，在此基础上
进行后续的测试。参数设置上，初始学习率为 3E5，批量大小为 4，训练 epoch 数为 4，其余参数
采用该模型的默认配置。
3.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的实验包含两部分的测试，第一部分是
基准模型的测试，其训练过程为：按 2.4 节的描
述，首先使用文本解析程序解析保险条款的结构，
提取出对应知识点所在的 context 后，再组合成
训练集对 BERT 模型作 fine-tuning。第二部分是
新模型的测试，其训练过程为：在基准模型的训
练集的基础上添加新样本。对相应的保险条款按
字数进行分段，每段文本约 300 字。对于每个知
识点问题，按照 2.5 节的描述构建训练集来训练
得到新模型。最后以 2.5 节描述的方式进行测试，
测试结果是测试集中 98 个保险条款统计的平均
值，如下表所示：
表 1 实验结果
模型
新模型
基准模型

𝑃
63.37%
23.70%

𝑅
54.61%
31.20%

𝐹1
58.66%
26.94%

可以看出，以前文所述的方法添加有限的负
样本后训练的模型明显优于基准模型，其中𝑃提
高了约 40%，𝑅提高了约 20%。𝑃的提升相当显著。
如 2.5 节所述：基准模型的训练集中，仅通过文
本解析程序精确定位知识点的上下文信息，导致
模型只具备从正确的上下文中抽取对应的知识点
的能力，而不具备辨别无效上下文的能力，因此
基准模型存在很大比例的无效输出。而按比例添
加负样本后，新模型的无效输出大幅度减少，输
出的知识点中 60%以上是有效且正确的输出。而
由于添加了相对于基准模型粒度更粗的上下文信
息（文本段）组成的正样本，使得模型能够更好
地从无规则截取的文本段中抽取出目标知识点，

因此召回率𝑅也有大幅提升。最终𝐹1 值提升了约
30%。
3. 5 总结与改进
实验结果表明，经过我们优化训练集后训练
得到的新模型在文本分段预测的方法中效果优于
原始的基准模型，从而能够进一步用于更具泛用
性的保险条款知识抽取任务中。同时，当前的模
型依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1）由于现实条件（数据标注量）的限制，
我们的训练仅囊括了 251 个条款，且所有训练数
据均来自于同一个保险人。在扩大数据集规模，
囊括更多保险人制定的条款数据后，应当进一步
优化模型的效果。
（2）当前我们的数据标注仅包含条款知识点
的内容，而训练数据中对应的上下文是通过自主
编写的文本分析程序得到的，这样得到的上下文
存在小部分错误。可优化人工标注策略，同时标
注知识点及其上下文，这样得到的数据可以更精
确。

4

结论和未来的工作

本文提出了一种采用语言理解模型从非结构
化领域文本中抽取知识的方法，旨在解决从特定
领域专业文本中自动抽取特定信息的问题。所采
用的语言理解模型基于 BERT，针对少量人工标注
的数据进行了微调。根据实验显示，微调后的模
型知识抽取的正确率过半，在工程项目中达到了
基本可用的程度。
鉴于当前的模型是以一位保险人所提供的，
通用性不强。下一步我们将引入更多保险人的同
类型文档，并如 3.5 所述改进标注方法，按照本
文所述方案训练出更具可扩展性且性能更优的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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