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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为了改善传统实体解析算法在单机环境下采用人为设定属性权值及阈值难以对海量数

据进行快速有效处理的缺点。【方法】基于 Hadoop 框架使用 MapReduce 计算模型，在多节点分布式环
境下，通过不断调整网络学习属性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属性权值、阈值等参数，将模型放在 Hive 数据
仓库中真实数据集上进行有效性验证,分别使用 5000 条数据以及 9000 条数据进行实验。【结果】实验
结果表明，基于学习的并行实体解析算法准确率、召回率和 F1 值较高，分别达到了 97.5%、96%和 99。
【结论】基于学习的并行实体解析算法不仅能快速有效处理海量数据，而且能有效降低人工经验中存在
的误差，同时也能提高识别结果准确度，提升识别效率。
关键词：数据仓库；实体解析；重复记录；神经网络；时变参数

城市）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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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solving the disadvantage in traditional entity resolution algorithm which is usually used in the single machine

批注 [A12]: 作者单位的英文翻译：

environment setting the artificial attribute weights and threshold processing methods for entity analysis, which makes the

(学院，学校，城市 邮编，China)

recognition result heavily dependent on manual experience and difficult in efficient big data processing, this article tries to study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ttributes through adjustment network in multiple-nodes-distributed environment by using
Map Reduce Calculation Model based on Hadoop Frame. Through adjusting attribute weight and threshold value we can validate
on the real data set in the Hive data warehouse by using separately 5,000 and 9,000 data records. Experiment result have shown
that parallel entity analysis algorithm based on self-learning has higher accuracy, recall value and F1 value, thus we can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parallel entity analysis algorithm based on learning has not only effectively reduced the errors in the artificial

experience, which made the recognition result obtain high recognition accuracy and recognition efficiency, but can also deal with
the massive data with high efficiency.

Key words: data warehouse; entity resolution; duplicate records; neural network; time-varying parameters

批注 [A13]: 英文关键词小写（专有名
词除外），用分号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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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1.1.1……标注，下同

随着面向服务的体系架构（Services Oriented Architecture,SOA）的发展，Web 服务已经逐渐成
为在提高分布式应用程序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等方面的有效解决方案，被广泛地应用在各个领域，并将
[1]

批注 [A15]: 专业术语有英文缩写的，
在正文中第一次出现时需写全中文

成为下一代商业服务应用运行的基石 。Web 服务标准和技术发展已经逐步成熟，面对网络上分布的大

名称、英文及缩写，如：

量功能属性相同，服务质量 QoS(quality ofservice)不同的服务,可供用户选择的服务资源越来越多，

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

因此有效的服务选择方法显得尤为重要，已经成为服务计算领域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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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中未出现作者姓名时，序号标

对功能属性相同的服务，传统的服务选择方案是针对 QoS 各属性值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进行简单
相加，最后将分数最高的服务返回给用户。为加强对服务运行风险因素的评估，人际网络中的信任概念
[2]

被引入计算机系统。国内外已有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相应成果。 Maximilien 等 对 Web
服务的信誉模型进行了研究,其方法主要依靠用户的反馈,通过用户主观投票打分的统计值来定义信誉
度，但它忽略了 QoS 属性值的可信性。因为无法保证每个用户使用服务后都具有提供合格反馈等级的能
力，若将这些鱼龙混杂的反馈一视同仁的对待，势必会带来评价的偏差，这将直接影响服务选择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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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中出现作者姓名时，序号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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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词语相似度研究现状
词语相似度主要分为基于语义本体资源、基于统计算法和将前两者融合的混合技术三种方法：利用
语义资源计算词语相似度也可称为基于本体（或知识库）的词语相似度算法，主要根据专家人工建立的
语义网络计算相似度。
1.1

基于语义资源的词语相似度算法
近年来，一些诸如同义词词林、WordNet、知网这种大规模可量化的语言本体的诞生与发展，为进

行真实文本的语义分析和理解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源支持。特别是最近几年“知网”等语义资源不断丰富
发展，中文语义研究方向逐渐增多。知网作为一个知识系统，是一个网而不是树。
1.2

3、英文人名，只需写出姓氏。
批注 [A18]: 需有详尽的文献综述，
以体现本文的研究意义与创新价值：
① 介绍该研究领域近年来（查新）
的国内、外（查全，一定要有国内文
献）发展和现状，并与本文研究进行
充分比较，提出本文的改进之处或创
新点；
② 明确标明哪些工作是自己的研
究成果，哪些是对他人工作的介绍，
在介绍他人工作时，请标明引证来
源，并作为参考文献列出。

基于统计的语义相似度算法
基于统计的语义相似度方法建立在如果两个词语的含义相同或相近，则伴随它们同时出现的上下文

也相同或相近。该方法主要以词语的上下文信息的概率分布作为相似度参考，计算方法主要有向量空间
模型（VSM）、词语共现信息、基于部分语法分析和改进的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方法。
定义1 有三条边、三个顶点的多边形叫作三角形。

批注 [A19]: 定义、定理、算法、公式、

定理1 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180度。

举例等，分别从 1 开始标号，全文排

算法1 服务器调度算法。

序。

……
1.3

基于混合技术的语义相似度算法
基于大规模语料统计的算法相对专家手工建立的语义资源更加客观，但每种统计模型的创建都受语

料库中数据质量的极大干扰……所以，一种语义与统计相融合的词语相似度算法应运而生，通过发挥两
种算法各自的优势进行词汇间的语义相似度的计算。

2 词语相似度应用实验
FAQ 即常见问题库，它一般作为自动问答系统的子部分存在。比如“百度知道”，每当用户输入
一个问题时，首先可以查找与之相似的问题及其对应的答案。……但是由于汉语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同
样一个问题往往有多种表现形式，因此在 FAQ 中很难查找到一模一样的问句。
2.1

基于向量空间模型的句子相似度算法
向量空间模型（Vector Space Model，VSM）最初用在信息检索（IR）中用来对用户查询和语料库

文档建模，如今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在句子或文档的表示中，就是通过句子中去掉停用词后剩下
的有效词来构成向量空间，然后在该向量空间中将待计算的句子进行向量化，以两个向量夹角的余弦值
作为句子之间的相似度度量。
2.2

实验方法
本文对相似度计算的结果评测方法选择 Pooling 方法评测， P@N 代表参与评测的算法都要返回前

N 个答案。分别采用准确率(Precision)、召回率(Recall)、F 值以及 MRR(Mean Reciprocal Rank)、MAP(M
ean Average Precision)五个指标进行评价，其中 MRR、MAP 的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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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离，  为支配数目相对于拥挤距离的权值。
2.3

实验结果
本文选择的测试问句如表1所示，并分别返回前5、10、20个答案作为该算法返回的结果。
表1

测试问句

批注 [A21]: 表随正文，先见文字后见
表，标注：“如表 1 所示”或“（见
表 1）”。

问句号

问句

S-1

皮肤偏黑，什么颜色的更适合？

S-2

谁知道有什么生发的方法？

S-3

直肠癌化疗后掉头发怎么办？

S-4

脂肪粒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批注 [A22]: 表的处理：
1、按表 1、表 2……全文编号；
2、表名齐备；
3、使用能够直接编辑的三线表。

S-5

脸部皮肤不细腻，用什么洗面奶？

如图1所示，语义与统计相融合的词语相似度算法(M-3)在不考虑检索到结果的相关度排序问题下，

批注 [A23]: 图随正文，先见文字后见

效果最好，其次为基于语义的词语相似度算法(M-2)，最后是基于统计的词语相似度算法(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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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P@10 的 MAP 对比

3 结语

格式：TIF；无需底色或背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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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基于统计的词语相似度受制于训练语料的规模，由于数据稀疏（止鼾器出现次数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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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相似度值。可见，将两者融合能有效地克服各自算法的缺点，给出更加合理的词语相似度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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