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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专利文献是一种重要的技术文献，是知识产权强国的重要工作内容。目前专利语料库
多集中于信息检索、机器翻译以及文本文分类等领域，尚缺乏更细粒度的标注，不足
以支持问答、阅读理解等新形态的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本文面向专利智能分析的需
要，提出了从解决问题、技术手段、效果三个角度对发明专利进行专利标注，并最终
构建了包含礳礱礳篇的中文专利关键信息语料库。利用命名实体识别技术对语料库关键信
息进行识别和验证，表明专利关键信息的识别是不同于领域命名实体识别的更大粒度
的信息抽取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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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祁祳 祡 祫祩祮祤 祯祦 祩祭祰祯祲祴祡祮祴 祴祥祣票祮祯祬祯祧祹 祤祯祣祵祭祥祮祴礬 祴票祥 祰祡祴祥祮祴 祩祳 祯祦 祳祵祢祳祴祡祮祴祩祡祬 祳祩祧祮祩礌祣祡祮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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祃祯祲祰祵祳礬 祣祯祮祳祩祳祴祩祮祧 祯祦 礳礱礳 祰祡祴祥祮祴祳 祡祮祮祯祴祡祴祥祤 祷祩祴票 祴票祥 祩祳祳祵祥祳礬 祭祥祴票祯祤祳 祡祮祤 祥礋祥祣祴祳 祩祮 祴票祥
祴祥祸祴祳礮 祔票祥祮 祴票祥 祓祏祔祁 祮祡祭祥祤 祥祮祴祩祴祹 祲祥祣祯祧祮祩祴祩祯祮 祭祯祤祥祬祳 祡祲祥 祡祰祰祬祩祥祤 祴祯 祴票祥 祣祯祲祰祵祳礬 祡祮祤
祴票祥 祳票祡祲祰祩祮祧 祤祥祣祲祥祡祳祥 祩祮 祴票祥 祰祥祲祦祯祲祭祡祮祣祥 祩祮祤祩祣祡祴祥 祴票祥 祡祵祴祯祭祡祴祩祣 祩祤祥祮祴祩礌祣祡祴祩祯祮 祯祦 祴票祥
祫祥祹 祩祮祦祯祲祭祡祴祩祯祮 祩祮 祡 祰祡祴祥祮祴 祩祳 祡 祣票祡祬祬祥祮祧祩祮祧 祉祅 祴祡祳祫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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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是专利权的简称，是由专利机构依据发明申请所颁发的一种文件 礨国家知识产权局礬
礲礰礰礸礩。相对于其他文献形式，专利作为技术信息最有效的载体，不仅囊括了全球最新的技术情
报，而且更具有新颖、实用、可比较、结构一致的特征。专利信息的分析利用可为企业提供技
术发展路线、竞争对手动态、重点专利技术方案和技术功效矩阵，是高效开展技术攻关活动不
可或缺的助手礨张晓林礬 礲礰礱礸礻 祂祡祬祳祭祥祩祥祲 祥祴 祡祬礮礬 礲礰礱礸礻 李华锋祥祴 祡祬礮礬 礲礰礱礷礩。

专利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技术信息来源。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礲礰礲礱年度《世界知
识产权指标》礨祗祉祐祏礬 礲礰礲礱礩显示：礲礰礲礰年全球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礳礲礷万件，中国发明专利申
请量达礱礵礰万件。现有的专利自动处理技术主要围绕检检索和翻译等文本层次粒度展开礨祎祡祲祩祮
祆礮礬 礱礹礹礴礻 祍祯票祡祭祭祡祤 祈祡祭祤祡祱祡 祡祮祤 祁祢祤祥祬祷祡票祡祢 祈祡祭祯祵礭祌票祡祤祪礬 礲礰礰礹礩，尚未深入探讨对专利
内容的深层次细粒度的分析和理解，无法满足海量的专利数据的智能化分析及加工需求。另一
方面，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近来日益成熟，信息抽取以及阅读理解应用愈发广泛。但是，当
前主流的基于深度学习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往往依赖于大规模高质量的标注语料库礨祓祵祮祥祴 祡祬礮礬
礲礰礱礷礩，而现有专利的语料库主要用于信息检索和跨语言翻译目的，缺乏细粒度语义标注的语料
库，尚不能有效支撑智能专利处理技术的研发。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聚焦专利的关键信息进行标注，提出围绕专利中的技术问题、技
术方法以及技术效果这的三要素来标注该专利的关键信息。文中给出了初步的标注标准，完成
了礳礱礳件的专利关键信息标注语料库。并在此基础上，验证了现有主流命名实习识别模型用于自
动抽取这些专利关键信息的效果，揭示了相对于日益成熟的命名实习识别任务，专利关键信息
的抽取问题更具挑战性。

本文后续内容组织如下：第礱节介绍目前国内外的专利语料库的相关工作，第礲节介绍专利
关键信息标注设计思路，第礳节给出语料库构建过程，第礴节对现有名实体识别技术用于专利关
键信息识别进行了初步探索并给出了实验结果，第礵节总结全文。

2 国国国内内内外外外专专专利利利语语语料料料库库库及及及概概概况况况

国外的专利领域语料库中，检索语料库和平行语料库是较为丰富的，祃祌祅祆礭祉祐 礲礰礰礹 礨祒祯礭
祤祡祥祴 祡祬礮礬 礲礰礰礹礩、祔祒祅祃礭祃祈祅祍 礲礰礰礹 礨祌祵祰祵祥祴 祡祬礮礬 礲礰礰礹礩等较早时间的发布的数据集都是作为检索
语料库出现的，可用于专利分类、检索等。之后出现的的祓祵祲祥祃票祅祍祂祌礨祇祥祯祲祧祥祥祴 祡祬礮礬 礲礰礱礶礩语
料库涵盖了更多的专利文本，并且算法支持关键字检索和化学实体识别。而在平行语料库领
域，典型的语料库有祎祔祃祉祒礶日礭英双语平行语料库礨祕祴祩祹祡祭祡 祡祮祤 祈祩 祍祡祳祡祯礬 礲礰礰礷礩以及包含六种
语言的祓祥祮祴祥祮祣祥礭祁祬祩祧祮祥祤 欧洲专利语料库礨?礩，作者各自选取了大量专利文本，以自动标注的方
式进行了句子对齐，上述语料库能为机器翻译，多语言词典等任务提供支持。

在专利领域，也出现了若干相对更为细粒度信息的标注实践。祄祭祩祴祲祩祹 祋祯祲祯祢祫祩祮等
对祕祓祐祔祏 和祒祯祳祐祡祴祥祮祴 数据库中的专利文本进行了物理效果和技术功能的标注礨祋祯祲祯祢祫祩祮祥祴
祡祬礮礬 礲礰礱礹礩，；祓祡祢祥祲 祁礮 祁祫票祯祮祤祩礱等礨祁祫票祯祮祤祩礬 祓礮 祁礮祥祴 祡祬礮礬 礲礰礱礴礩以手动注释为主的方式建立了
一个化学专利语料库，对化合物所属种类，可合成的药物，应用目标，作用方式等做了详细注
释，最终得到约礷礶万份专利标注。

国内公开的专利语料库中，祂祩祮 祌祵等礨祌祵礬 祂祥祴 祡祬礮礬 礲礰礰礹礩在礰礹年就公开过一个平行的中英文
专利文本语料库，对中英文语句进行了对齐。其次还有若干检索语料库，如翟东升等礨翟东升祥祴
祡祬礮礬 礲礰礱礳礩对德温特专利数据库进行了信息清洗和标注，构建出了一个可用于检索分析的专利信
息语料库。章成志等学者个人信息及专利成果过更加注重细粒度的手工标注，数据集主要用途
是学者的画像生成礨高扬祥祴 祡祬礮礬 礲礰礱礹礩。

下表为本文收集整理的现有主要专利数据集的概要信息。

专利以外的各领域专业文本中，更细粒度信息的语料标注开展相对较多。李智恒礨李智
恒祥祴 祡祬礮礬 礲礰礱礸礩人从生物医学文献中抽取化学物质致病关系的系统，崔博文礨唐晓波祡祮祤 刘志源礬
礲礰礲礱礩对自由文本电子病历进行了命名实体以及实体间关系的抽取，唐晓波和刘志源礨唐晓波祡祮祤
刘志源礬 礲礰礲礱礩针对中文金融文本领域，对重叠性较高的实体关系进行了识别，如祜买卖礢，祜股
权礢，祜合作礢等。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就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来说，诸如推荐、问答等技术相对成
熟，阅读理解、对话、自动写作不断取得突破。对比这些任务中所使用的标注语料的信息粒度
和语义检测，以专利为代表的专业技术文本语料库建设明显存在滞后。探索建立更细粒度、更
深层次能够支撑智能专利分析和理解技术研发的专利标注语料库，已经成为一项期亟需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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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语料库礯数据集 用途 语言 数据规模 标注方式

祃祌祅祆礭祉祐 礲礰礰礹
祃祯祬祬祥祣祴祩祯祮

现有技术搜索 英语、法语、德
语

礱礹礸礵年
至礲礰礰礰年礱礰礰万
专 利 和礲礰礰礱年
至礲礰礰礶年礵礰万 专
利

自动标注加
手工标注

祔祒祅祃礭祃祈祅祍
礲礰礰礹

技术调查、现有
技术搜索

各国语言 约礱礲礰万份化学专
利和礵礮礹万篇科技
文献

自动标注

祓祵祲祥祃票祅祍祂祌 基于关键字的检
索功能

英文、德文、法
文为主

礱礴礰礰多万份专利
文件

自动标注

祎祔祃祉祒礶
祊祡祰祡祮祥祳祥礭祅祮祧祬祩祳票
祐祡祴祥祮祴 祐祡祲祡祬祬祥祬
祃祯祲祰祵祳

机器翻译，检索 日礭英 平 行 语 料
（互译）

大约礲礰礰万个自动
对齐的句子对

自动标注为
主

祓祥祮祴祥祮祣祥礭祁祬祩祧祮祥祤
祅祵祲祯祰祥祡祮 祐祡祴祥祮祴
祃祯祲祰祵祳

专利翻译 礶种欧洲语言 礱礮礳亿对句子 自动标注为
主

祡 祍祡祴祲祩祸 祜祐票祹祳祩礭
祣祡祬 祅礋祥祣祴祳 祻祔祥祣票礭
祮祩祣祡祬 祆祵祮祣祴祩祯祮祳礢

提取物理效果和
技术功能

英语，俄语为主 数据库超两千万
篇专利文献（未
全部构建）

自动标注

祁祮祮祯祴祡祴祥祤 祃票祥祭礭
祩祣祡祬 祐祡祴祥祮祴 祃祯祲礭
祰祵祳

分析专利内容，
用于生物、化学
领域的研究探索

英语为主 最终包括约礷礶万
份专利标注

手动标注

祃票祩祮祥祳祥礭祅祮祧祬祩祳票
祐祡祴祥祮祴 祐祡祲祡祬祬祥祬
祃祯祲祰祵祳

中英句子对齐，
数据清洗

中 英 平 行 语 料
（互译）

礱礶祷句子对 自动标注

德 温 特 专
利 数 据 库
（祄祉祉祼祄祥祲祷祥祮祴
祉祮祮祯祶祡祴祩祯祮 祉祮礭
祤祥祸）

数据清洗，简单
信息标注，构建
高质量专利数据
集用于专利分析
和知识发现

英语 测试大小礸万条专
利，数据库专利
一千万条以上

自动标注

杰出人才精准画
像构建语料库

用户画像生成 中文 国内一亿余件专
利信息

手工标注

表 礱示 部分专利语料库的概要信息

3 专专专利利利关关关键键键信信信息息息的的的标标标注注注设设设计计计

本文旨在聚焦专利中最有价值的信息进行标注，以期支持智能专利分析技术的研发。作为
阶段性成果，本节聚焦专利的关键信息进行标注，即提取技术问题、技术方法以及技术效果三
类关键词来概括整篇专利，并给出了初步的标注原则。

3.1 专专专利利利文文文本本本标标标注注注需需需求求求分分分析析析

目前，针对专利的标注内容和标注粒度并没有统一的范式，针对不同的具体任务，需求各
不相同。比如从专利竞争分析角度出发，专利的所属权较为关键；而从专利的行业分析角度出
发，专利的所属领域更加关键。考虑到专利本身的技术文献属性，本文在首先考虑的是更为广
泛和经典的技术术语标注。但是，专利的技术术语无法完整的刻画一篇专利。表礲所示，其中列
出的示例礱和礲的两个专利的术语列表，虽然大致表示了这两个专利的领域和相关技术，但是对
于其专利要点以及区分这两个同主题（工业机器人）的专利来说，作用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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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二：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考虑系统延迟的不确定工业机器人运动控制方法，首先建立工
业机器人机电耦合非线性动力学模型，再利用反馈线性化技术使工业机器人非线性动力学方程
线性化，构建动态递归神经网络估计并补偿系统的不确定性，最后提出改进的祓祭祩祴票预测控制
方法消除系统延迟的影响。本发明对于系统延迟和不确定性参数具有较好鲁棒性，极大地提高
了工业机器人的控制精度。示例1：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工业机器人模型仿真控制方法及装置。其
中，该方法包括：接收由三维建模软件构建的工业机器人模型；基于工业机器人模型确定控制
参数；根据控制参数确定工业机器人仿真机械模型；根据小脑模型神经网络CMAC控制策略和
比例积分微分PID控制策略对工业机器人仿真机械模型进行仿真控制。本发明解决了相关技术
中用于工业机器人的控制策略无法满足工业机器人对高速度和高精度的要求的技术问题。

示例二：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考虑系统延迟的不确定工业机器人运动控制方法，首先建立工
业机器人机电耦合非线性动力学模型，再利用反馈线性化技术使工业机器人非线性动力学方程
线性化，构建动态递归神经网络估计并补偿系统的不确定性，最后提出改进的Smith预测控制方
法消除系统延迟的影响。本发明对于系统延迟和不确定性参数具有较好鲁棒性，极大地提高了
工业机器人的控制精度。

示例一 示例二

工业机器人 系统延迟
仿真控制 工业机器人
三维建模 运动控制
仿真机械模型 非线性动力学
小脑模型神经网络祃祍祁祃控制策略 反馈线性化技术
比例积分微分祐祉祄控制策略 动态递归神经网络

祓祭祩祴票预测控制方法
系统延迟
鲁棒性

表 礲示 专利示例中的专业术语

通过进一步调查专利相关文件的撰写要求我们发现：根据《专利审查指南》在第二部分第
二章规定，专利说明书应当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以及解决其技术问题采
用的技术方案，并对照现有技术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 2010)。也就是说一个专利的关键信息包括：技术问题、技术方案以及技术效果三个部
分。

进一步地，我们可以将技术问题（简称“问题”）关键词定义为专利的技术所要解决的问
题，将技术方法（简称“方法”）关键词定义为解决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以及关键技术手
段，将技术效果（简称“效果”）关键词定义为具有技术贡献的技术方案直接带来的、或者由所
述的技术特征必然产生的效果(张晓林, 2018)。

根据这个定义，上述两个示例专利的关键信息的关键如下表所示：

我们可以发现，标注了这三个方面的关键信息之后，我们发现可以比较准确地区分出这两
个专利。虽然两篇专利均为工业机器人领域，但是在问题关键词上示例一和工业机器人模型有
关，而示例二和工业机器人有关且示例二考虑到了系统延迟。在方法关键词上二者所采用的方
法也不同，在效果关键词上示例一提升了精度而示例二具有较好的鲁棒性，两篇专利有着实质
的区别。这对于理解和梳理这一领域的专利布局、挖掘专利覆盖的方向，都具有明显的助力。

3.2 中中中文文文专专专利利利关关关键键键信信信息息息标标标注注注原原原则则则

考虑到标注的成本，本文将专利关键信息的标注范围限定在专利的标题和摘要范围。一方
面可以避免下载专利全文的负担，另一方面也节省了大量的标注时间。

进一步的，我们将以以下专利的标题和摘要为例，说明我们对于问题、方法和效果这三种
信息标注的适用原则。

题目：一种考虑系统延迟的不确定工业机器人运动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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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技术问题 技术方法 技术效果

示例一 工业机器人模型仿真控
制方法及装置

工业机器人模型、仿
真机械模型、小脑模
型 神 经 网 络祃祍祁祃控
制策略、比例积分微
分祐祉祄控制策略

高速度、高精度

示例二 考虑系统延迟的不确定
工业机器人运动控制方
法

建立工业机器人机电耦
合非线性动力学模型、
反馈线性化技术、动
态递归神经网络、改进
的祓祭祩祴票预测控制

鲁棒性、提高、
控制精度

表 礳示 专利示例中的关键信息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考虑系统延迟的不确定工业机器人运动控制方法，首先建立工业
机器人机电耦合非线性动力学模型，再利用反馈线性化技术使工业机器人非线性动力学方程线
性化，构建动态递归神经网络估计并补偿系统的不确定性，最后提出改进的Smith预测控制方法
消除系统延迟的影响。本发明对于系统延迟和不确定性参数具有较好鲁棒性，极大地提高了工
业机器人的控制精度。

3.2.1 技技技术术术问问问题题题关关关键键键词词词

在上述示例技术问题关键词为：

考虑系统延迟的不确定工业机器人运动控制方法

该关键词说明了这篇专利要解决在考虑系统延迟情况下工业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方法。而技
术问题关键词在实际标注过程中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技术问题的主体和技术问题的预期效
果，分别对应上述的工业机器人和运动控制方法。技术问题关键词一般均可以直接在题目中找
到，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外文译为中文的专利题目中可能找不到关键词，需要从专利摘要
中寻找概括。

3.2.2 技技技术术术方方方法法法关关关键键键词词词

上述示例的技术方法关键词为：

建立工业机器人机电耦合非线性动力学模型、反馈线性化技术、动态递归神经网络、改进
的Smith预测控制

该关键词说明了解决系统延迟的不确定工业机器人运动控制问题所采取的具体学科知识和
主要步骤，而实际标注中我们也是将对技术方法关键词的标注分为学科知识和主要步骤两大类
关键词。

3.2.3 技技技术术术效效效果果果关关关键键键词词词

上述实例的技术效果关键词为：

较好鲁棒性、提高、控制精度 该关键词说明了上述专利提出的考虑系统延迟的不确定工业
机器人运动控制领域的技术方法所取得的效果。在实际标注中，我们发现技术效果一般存在于
摘要结尾，直接提取即可。

此外，我们考虑到中文的语言特点，我们在标注过程中还遵循一下标注规则：

1)以顿号分隔关键词

为了统一标注格式，便于后期语料库的应用，我们规定若出现多个关键词，均以顿号分隔
开，并且最后一个关键词后不加标点符号，如上述技术方法关键词的提取：建立工业机器人机
电耦合非线性动力学模型、反馈线性化技术、动态递归神经网络、改进的Smith预测控制

2)技术问题关键词作为一个整体短语

由于技术问题一般出现在标题或者摘要中的第一句并且为复合短语，为了保证语义的完整
性，我们规定提取整个的复合短语而不将其分隔开，讲将技术问题关键词最大化，如上述技术
问题关键词的提取：考虑系统延迟的不确定工业机器人运动控制方法

3)技术方法、效果关键词提取语义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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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技术方法和技术效果一般是句子内部的短语，并且动宾语之间间隔较远，若最大化提
取的话会造成关键词过于冗杂，所以我们规定在动宾语距离较远的情况下单独提取动词和宾
语，仅提取关键的语义片段。如上述技术关键词所示，将“提高了工业机器人的控制精度”提取
为“提高、控制精度”

4 专专专利利利关关关键键键信信信息息息语语语料料料库库库的的的标标标注注注实实实现现现

本文在研究初期接受了一项实际专利分析任务：对用户提供的机器人方向的专利集合进行
标注。该集合共313篇专利文本，本文选取其中的题目和摘要作为语料标注范围。

4.1 人人人工工工标标标注注注过过过程程程

语料库构建的核心工作是依据制定的标注规范对语料进行标注(昝红英, 2020)。由于人工智
能机器人领域尚处于发展阶段，且专业性较强，而业内缺乏统一的定义和标准，为了确定与领
域更加适配的标注规范和标注策略，我们将标注过程分为预标注和正式标注两个阶段，在预标
注阶段采用反复标注并讨论的策略制定初步的标注规范，在正式标注阶段使用了多轮迭代标注
模式进行标注规范的更新以及标注工作，如图1所示。

预标注有助于减少重复劳动，节省人力和资源，提高效率，提升标注的速度与精度。在预
标注阶段，我们以50篇专利为一周期，由二名标注规范制定者分别独立进行标注，全部完成后
计算一致性，并对不一致的结果进行反复分析讨论，动态更新标注规范，得出一致的标注结
果。之后按照新标注规范重复该周期，直至二人一致性达到0.85以上，确定最终的标注规范。

在正式标注阶段，标注工作由5名培训筛选后的标注人员（包括规范制定者）合作完成。为
提高结果可信度，采用了多轮迭代标注的策略，即：

1）将机器人专利文本随机分成五组，由五名标注人员分别标注。

2）迭代式交换标注内容，进行第二轮标注。

3）计算两次标注的一致性，对不一致的结果进行讨论，进一步完善和细化标注规范，综合
前两轮结果进行第三轮标注。

4）对第三轮标注结果进行抽样检查并计算一致性，若正确率达到或超过0.84则认为标注结
果可信。

5）最后，对仍有分歧的标注进行讨论，由规范制定人员逐一校对，修正或删除不合理项，
形成机器人方向专利语料库。

图1：语料库构建过程示意图

4.2 语语语料料料库库库标标标注注注质质质量量量

为了衡量语料库的标注质量，我们检验了标注结果的一致性。具体地，本文采取Kappa检
验进行一致性检验，计算如式（1）所示。

Kappa 礽
P0 − Pc

礱− Pc
礨礱礩

其中，P0表示观察一致率，Pc 表示偶然一致率。我们选取五名标注人员，对全部文档进行
独立标注，根据标注结果进行一致性测试。当标注术语、术语位置、术语顺序和关系类别均相
同时，认为关系标注是一致的。

通过计算，本文语料标注的Kappa值为0.88，达到了用户预期的要求。进一步分析发现，
由于标注人员主观认知差异，标注不一致的现象主要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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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利问题范围的判断：不同的标注人员对同一专利所涉及的问题的范围判断不同。该类
错误一般出现在标注早期，源于标注人员对标注规范不熟悉。

2）专业名词的理解：对于专利涉及的部分专业名词，不同的标注人员的理解不同，判断专
利所用的技术方法时产生偏差。

专利涉及大量专业术语和专业知识，语料库的构建具有相当的挑战性。本文在标注语料库
的同时也总结了一些经验：

1）进行相关名词资源的收集，其有助于界定实体边界，确定实体类型，对标注起到提示作
用。

2）标注员的素质直接影响标注数据质量，因此在正式标注之前，对标注人员进行培训有利
于提高准确率。

3）在正式标注过程中，对争议分歧应及时记录，定时组织讨论并听取相关专家的意见，以
保证质量。

4.3 专专专利利利关关关键键键信信信息息息语语语料料料库库库规规规模模模统统统计计计

经过上述过程，本文最终构建了一个中文专利关键信息语料库，包含专利313篇，合
计9233句、529741字。平均句长为57.37字，反映了专利文本的句子较长这一特点。

该语料库中共标注技术问题366个，技术方法1384个，技术效果691个。这批机器人方向专
利中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运动控制、可编程性、路径规划等；解决问题所用的技术方法主要
包括深度学习、图像采集、坐标转换等；所达到的技术效果包括提高精度，提高效率，避免碰
撞等。表4给出了三类关键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及次数。

高频关键信息礨出现次数礩

祜技术问题礢类 运动控制礨礴礷礩、编程礨礳礳礩、路径规划礨礳礲礩、视觉礨礲礴礩

祜技术方法礢类 深度学习礨礶礱礩、图像采集礨礵礷礩、坐标转换礨礳礸礩、传感器礨礳礶礩

祜技术效果礢类 提高精度礨礶礸礩、提高效率礨礵礶礩、加快速度礨礱礸礩、避免碰撞礨礱礷礩

表 礴示 语料库中的各类高频关键信息

进一步地，具体到专利文本中，“技术问题”、“技术手段”、“技术效果”的关键词平均个数
分别为1.30、4.42和2.17。进一步分析发现，“技术问题”“技术手段”“技术效果”关键词在标注
文本中通常先后依次出现，第一次出现位置分别集中在标注文本的礥0.15、礥0.2、礥2.0处。这
一规律为我们日后进行自动化的专利阅读的深入研究提供帮助。

5 基基基于于于NER模模模型型型的的的专专专利利利关关关键键键信信信息息息的的的识识识别别别

分析上文实现的语料库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法、技术效果的标注结果，我们不难发现大量
的技术专有名词（术语），一个很直接的想法就是使用成熟的命名实体识别技术对专利语料库
关键信息进行自动识别。

具体地，本文用了ACL 2021和ACL 2020所发表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命名实体识别模型,分
别为Mect (Shuang Wu et al., 2021)和Flat Lattice Transformer (Xiaonan Li et al., 2020)。其
中，MECT模型将字特征、词特征和部首特征结合并能够使用多元数据特征，且在多个中
文NER数据集上性能表现出色。Flat Lattice Transformer模型中所有字符都可以与其自匹配词
直接交互，并可以对远距离依赖进行完全建模，且在多个NER数据集上被验证优于基线模型和
其他基于词典的模型。同时，本文也提供了更为经典的基准CRF模型进行实验。

实验中，我们将313项专利按照8：1：1的比例，随机选择251项作为训练集，31项作为开
发集，31项作为测试集。评测采用传统命名实体识别的召回率(R)、准确率(P)和Ｆ1值，各模
型的性能指标如表5所示。

P 礽
预测正确的实体数

预测的实体总数
礨礲礩

P 礽
预测正确的实体数

标注的实体总数
礨礳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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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礽
礲 ∗ P ∗R
P 礫R

礨礴礩

模型 祆礱 准确率 召回率

祍祥祣祴 礰礮礳礷礱 礰礮礴礵礷 礰礮礳礱礲
祆祬祡祴 祌祡祴祴祩祣祥 祔祲祡祮祳祦祯祲祭祥祲 0.474 礰礮礵礱礲 礰礮礴礴礰
祃祒祆 礰礮礳礹礴 礰礮礵礵礸 礰礮礳礰礵

表 礵示 语料库中的各类高频关键信息

从表中可以看出，Flat Lattice Transformer在所使用的三个模型中性能表现最好，但
是0.474的F1值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以在NER中的MSRA数据集为例，Flat Lattice Transformer
的F1值为94.12，远高于本节的实验结果。

进一步对比本文语料库和NER语料我们发现：

（1）MSRA数据集有超过5 万条中文命名实体识别标注，本文标注的语料库只有2441条标
注，数据规模相对较小；

（2）本文语料中问题关键词平均词长13.45字，方法关键词平均词长6.46字，效果关键词
平均词长8.26字，这些都远远超过了一般命名实体的长度。

实验结果反映出本文所标注的专利关键信息自动识别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索的难题，仅仅
沿用命名实体模型不能充分的满足专利的信息识别需求。同时由于当前标注语料规模远远小
于NER中的可用资源，小样本学习问题将使专利关键信息的识别，更具有挑战性。

6 结结结论论论与与与展展展望望望

本文面向专利智能分析技术研发的需要，研制了一个专利关键信息语料库，完成了语料
库的标注设计以及实际标注，初期完成的语料库中包含313篇专利，9233个句子以及2441条标
注。

在此基础上，本文验证了当前主流的命名实体识别模型用于专利关键信息自动识别的效
果。实验标明，相对于90%以上的命名实体识别效果，这些模型在本文的数据上F1值最好只能
达到0.474，说明专利的关键信息识别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索的问题。

目前专利文本的细粒度标注的研究还比较少，本文的专利来源，题材和覆盖面相对有限，
只是这方面的一个初步尝试。下一步将扩大数据规模和丰富语料来源，进一步完善标注体系，
为领域知识库的构建奠定基础，同时将探索在专利语料库上有效进行关键信息识别的模型和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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