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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在散文阅读理解的鉴赏类问题中，对拟人句赏析考查比较频繁。目前，已有的工作仅
对拟人句中的本体要素进行识别并抽取，存在要素抽取不完整的问题，尤其是当句子
中出现多个本体时，需要确定拟人词与各个本体的对应关系。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文
提出了基于人物特征增强的拟人句要素抽取方法。该方法利用特定领域的特征，增强
句子的向量表示，再利用条件随机场模型对拟人句中的本体和拟人词要素进行识别。
在此基础上，利用自注意力机制对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检测，使用要素同步机制和关
系同步机制进行信息交互，用于要素识别和关系检测的输入更新。在自建的拟人数据
集上进行<本体，拟人词>抽取的比较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模型性能优于其他比
较模型。

关关关键键键词词词：：： 拟人句 ；向量表示 ；要素抽取 ；关系检测 ；同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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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言言言

拟人作为最常见的修辞格之一，是将事物人格化，把原来不具有人动作和性格的事物比作
和人一样的模样，在我们的日常交流和文学作品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例如，童话故事里
的动物、植物能讲话。拟人包括的三要素为本体、拟人词、拟体用赵琳玲甬 甲田甲田甩。本体：被描
写和说明的事物，事物本身不是人，但是具有人的特点。拟人词：用来描绘人物特点的词语，
如畜夜空中的小星星在对你微笑。產，拟人词为畜微笑產。拟体：与本体相对，就是人。由于拟人
的修辞方式具有增强表达力，并生动刻画所描述对象的特点，常被用于散文的写作中，将物
体、动物、植物、思想或抽象概念等物比拟为人，把事物人格化，使其具有人的动作、思想或
情感。在近年的高考语文散文类鉴赏题中，多有涉及拟人句的考查。以甲田甲田年浙江省高考语文
第由田题为例。
原原原文文文：：：穿过小城，一片暮霭中，波塔波夫终于走到了房子跟前。小心翼翼地打开小门，可

是小门还是咯吱地响了一声。花园仿佛抖动了一下。树枝上有雪花簌簌飘落，沙沙作响甮甮甮甮甮甮
问问问题题题：：：赏析文中画线部分的语言特点。
部部部分分分参参参考考考答答答案案案：：：语言具有诗化风格。如通过畜花园仿佛抖动了一下產的拟人化描写，表现波

塔波夫内心的情感波澜，情景交融，充满诗意。
根据上述的部分参考答案，如果能抽取拟人句中的本体和拟人词，不仅可以帮助解答鉴赏

类问题，还可以进一步了解作者或主人公想表达的思想感情。
本文基于多任务学习，提出基于人物特征增强的拟人句要素抽取方法。该方法主要包含三

个部分：表示增强、要素抽取及关系检测。具体地，在表示增强部分中，将人物特征词融入句
子的表示中；要素抽取部分是利用条件随机场，确定标签之间的前后依赖关系；关系检测部分
是使用自注意力机制，建模字间的关系。为了实现拟人句的要素抽取和关系检测部分间的信息
交互，使用要素同步机制和关系同步机制。在创建的拟人数据集中进行<本体，拟人词>抽取的
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模型性能优于其他比较模型。

2 相相相关关关工工工作作作

对于要素抽取，研究者们利用多任务学习方法，通过在相关任务间共享表示信息，提升模
型在原始任务上的泛化性能。由于畃畒畆用界畡甋略畲畴畹 略畴 畡畬甮甬 甲田田由畡甩可以有效学习输出标签之间的前
后依赖关系，近些年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中得到了广泛使用。用畈畵畡畮畧 略畴 畡畬甮甬 甲田由电甩提出了一系
列基于长短期记忆（界畓畔畍）的序列标注模型，并首次将畂畩界畓畔畍甭畃畒畆模型应用于畎界畐基准序
列标记数据集，证明了此模型可以有效地利用过去和未来的输入特征，对于畃畒畆层，使用句子
级的标记信息，使方法具有较强的鲁棒性，而且对嵌入词的依赖性也小。但有关拟人句要素抽
取的相关研究目前较少，赵琳玲用赵琳玲甬 甲田甲田甩通过对拟人修辞手法的分析，发现拟人句中包含
显著的人物特征，因而，提出了基于人物特征的拟人句判别及要素抽取方法，但仅对拟人句中
的本体进行了抽取，并没有对拟人词进行抽取且未判断二者存在的二元关系。
对于实体关系抽取，已有很多的研究工作。早期方法用畚略畬略畮畫畯 略畴 畡畬甮甬 甲田田申甩、用畃畨畡畮 畡畮畤

畄畡畮甬 甲田由申甩将实体抽取和关系抽取视为两个独立的子任务，在抽取所有实体后，采用管道方法
进行关系分类。为了在两个子任务之间建立桥梁，构建提取实体和关系的联合模型已经引起了
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畔畡畧畧畩畮畧方法通常使用标记策略构建实体和关系之间的连接。在这些方法
中，畎畯當略畬畔畡畧畧畩畮畧用畚畨略畮畧 略畴 畡畬甮甬 甲田由男甩首先将实体类型和关系角色作为标签的不同部分，将联
合抽取任务建模为单个序列标注问题。但是，它不能处理重叠的情况。作为改进，用畔畡畫畡畮畯畢畵
略畴 畡畬甮甬 甲田由甸甩、用畄畡畩 略畴 畡畬甮甬 甲田由甹甩、用留畵 略畴 畡畬甮甬 甲田甲田甩执行多轮标记过程。畓略畱甲畓略畱方法尝试按顺序
直接生成所有的三元组。畃畯異畹畒畅用畚略畮畧 略畴 畡畬甮甬 甲田由甸甩通过两个具有复制机制的对应实体生成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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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但只能生成实体的最后一个字。因此，畃畯異畹畍畔界用畚略畮畧 略畴 畡畬甮甬 甲田甲田甩应用多任务学习框架提
取多字实体。

由于拟人句中的本体和拟人词之间存在一定的隐式语义关系，若直接使用实体关系抽取方
法不能将本体和拟人词进行准确地抽取。例如，畜月亮那么明媚又充满哀伤。產一句中的本体是
月亮，拟人词是哀伤。为了解决此问题，本文基于多任务学习，提出了一种基于人物特征增强
的拟人句要素抽取方法模型。

3 拟拟拟人人人特特特征征征词词词库库库构构构建建建

由于目前没有开放的拟人句数据集，因而我们人工构建数据资源，通过收集筛选和标注处
理，构建了甴甲甸申条拟人句的数据集。数据来源于高中语文课文、查字典网、散文吧网站以及全
国部分省市的高考语文真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对于一个拟人句，拟人词是用来描绘人物特征的词语，将人物特征细分为人物的情感、动
作、神态、性格、外貌和其他特征六类，通过对拟人数据进行人物特征统计，统计结果和人物
特征示例如表由所示。

人物特征 人物特征词汇示例 条数（条） 占比（甥）

情感 恋、陶醉、敬、失望、无奈、气愤、同情 甸甹甲 甲田甮甸申

动作 笑、哭、唱、说、对话、打哈欠、伸懒腰 申甴甶甸 甸田甮甹男

神态 炯炯有神、焦急、慌张、神采奕奕、眉开眼笑 甲申电 电甮甴甹

性格 大度、宽容、旷达、洒脱、善良、调皮、乐观 甴甸甶 由由甮申电

外貌 眉清目秀、容光焕发、美如冠玉、出水芙蓉 甴田田 甹甮申甴

其他特征 手指、长发、手臂、裙摆、啤酒肚、毅力、脉搏 电甴甴 由甲甮男田

表 由町 拟人数据统计结果和人物特征示例

从表由中可以看出，将人物特征归纳为六个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物的特点进行描述。同
时，对拟人句进行分析发现，存在一个拟人句包含多种人物特征的情况，例如：畜梨子穿上了金
黄色的蓬蓬裙，兴致勃勃地去参与舞会。產，在此拟人句中，畜穿產属于人物动作，畜蓬蓬裙產属于
其他特征，畜兴致勃勃產属于人物情感，从多方面对梨子进行了人物特征描写。根据对拟人句的
人物特征的统计结果，发现甸田甮甹男甥的拟人句中包含人物动作，其次是人物情感、其他特征、人
物性格。因而，体现了人物特征在拟人句中的重要性。

在已构建的拟人数据集上，总结出较为常见的人物特征词汇由电甸甶个，利用哈工大的《同义
词词林扩展版》和畗畯畲畤畎略畴进行同义词查找，对特征词汇进一步扩充，使词库尽可能多的包含
相关词汇，最终构建有甲甴甸田个词汇或短语的人物特征词库即为畄畆，其中，人物特征词库包含
表由中提到的六种人物特征，同时词汇带有褒、贬不同含义，覆盖面广较为全面，几乎涵盖了文
学作品中常用到的人物特征，对于更准确的进行拟人句要素抽取，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4 拟拟拟人人人句句句要要要素素素抽抽抽取取取方方方法法法

在拟人句中，本体和拟人词之间存在一定的隐式语义关系，这两个要素可以同时存在，但
两者之间不一定存在二元关系。例如畜黄昏时的村庄是那样的安逸，在晚风的抚摸下，与落日不
舍地道别。產，在该句子中，存在两个本体为村庄和晚风，三个拟人词为安逸、抚摸、不舍地
道别，若按照一般的要素抽取方法仅将本体和拟人词抽取，并未找到两个本体分别对应的拟人
词，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提出基于人物特征增强的拟人句要素抽取方法。在要素抽
取时将其看作序列标注问题，采用畂畉畏标注方法产生五种标记，其中畂甭畔和畉甭畔分别表示本体的
首部和中部，畂甭畐和畉甭畐分别表示拟人词的首部和中部，畏没有任何含义。同时，通过建模字间
的关系最终推理出<本体，拟人词>，完成拟人句要素抽取。

<本体，拟人词>抽取任务的目标是，从给定句子S中获得本体与拟人词构成的集合C 甽
{〈ai, oi〉}，其中，ai和oi分别表示本体和拟人词，它们可以是一个词或短语。基于人物特征增强
的拟人句要素抽取方法模型的总体框架如图由所示。

该模型框架中表示增强部分，将人物特征词作为特定领域的特征引入编码层，与畂略畲畴得到
的上下文表示向量进行结合，得到句子的增强表示的特征。要素抽取部分和关系检测部分用于
提取本体、拟人词以及判断二者存在的二元关系。此外，还使用了一个同步单元实现要素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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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由町 基于人物特征增强的拟人句要素抽取方法模型

部分和关系检测部分之间的信息交互。整体模型需要多个递归过程，最后采用一个推理层捕
获<本体，拟人词>。

4.1 表表表示示示增增增强强强部部部分分分

表示增强部分是将人物特征增强后的编码层。由于预训练模型的编码倾向于捕获一般文本
表示，但缺乏领域知识。为了弥补相关领域信息的不足，在编码层中加入了人物特征进行增
强。
对句子S的开头和结尾分别添加标记畛畃界畓畝和畛畓畅畐畝，得到输入序列X 甽 {x1, x2, ..., xN}，每

个句子有N个字。对于每个字xi，得到初始嵌入ei，则嵌入序列E 甽 {e1, e2, ..., eN}被送至由带
有多个自注意头的堆叠变压器块组成的畂畅畒畔中用畖畡畳畷畡畮畩 略畴 畡畬甮甬 甲田由男甩。将最后一层的隐藏状态
作为输入句子中每个标记的一般表示HL，记作HL 甽

{
hL1 , h

L
2 , ..., h

L
N

}
。

输入序列与已构建好的人物特征词库畄畆进行检索，找到所有可能构成人物特征的子序列。
将X畛i 町 j畝定义为X的子序列，X以xi开始，以xj结束，再利用掩模矩阵MD表示人物特征。其中
第i行和第j列的元素mij表示子序列X畛i 町 j畝是否为人物特征的表达式。

mij 甽

{
由 X 畛i 町 j畝 ∈ DF
田 other

用由甩

利用额外的畔畲畡畮畳畦畯畲畭略畲编码器计算输入句子的人物特征的特定表示。该层包括两个子层，
一个多头自注意力机制和一个前馈网络，每个子层后面都有一个残差连接和层规范化。融合了
人物特征信息的特征掩蔽编码器的最终输出表示为HD。最后，将HL和HD进行加权平均，得到
人物特征增强表示HEncoder。

HEncoder 甽 γHL 甫 用由− γ甩HD 用甲甩

其中，γ为加权参数。在这项工作中，采用了γ 甽 田.电。

4.2 要要要素素素抽抽抽取取取部部部分分分

要素抽取部分作为模型的一部分，目的是提取拟人句中的本体和拟人词。将畃畒畆用界畡甋略畲畴畹
略畴 畡畬甮甬 甲田田由畢甩耦合在编码层上，作为要素抽取部分。对于在第t个循环步骤的预测标签序列Y t 甽{
yt1, y

t
2, ..., y

t
N

}
，定义它的得分如下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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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用X,Y t甩 甽

N∑
i=1

Qyti−1,y
t
i
甫

N∑
i=1

P t
i,yti

用申甩

P t 甽 Ho
tWp 甫 bp 用甴甩

其中，Ho
t表示该部分第t个递归步骤的输入序列，由带有人物特征的表示序列H

Encoder和
关系同步语义Rt−1计算得到。P为状态得分矩阵，Q为转移得分矩阵。Wp，bp为模型参数。预
测序列Y t的概率可以计算如下町

P 用Y t|X甩 甽
exp用S用X,Y t甩甩∑

Ỹ t∈Y t
X

exp用S用X, Ỹ t甩甩
用电甩

其中，Y t
X表示所有可能的标签序列。在解码过程中，采用畖畩畴略畲畢畩算法寻找得分最大的标签

序列。

4.3 关关关系系系检检检测测测部部部分分分

由于本体和拟人词之间的二元关系结构可以是一对一也可以是一对多，甚至是多对多。因
此，考虑到本体和拟人词之间关系的复杂性，采用自注意力作为关系检测部分，可以根据句子
的上下文信息动态的建模字间关系，而不受时序限制。
在第t个递归步骤中，首先计算注意力矩阵Gt，它的元素gti,j表示第i个字与第j个字的关联

度如下町

gti,j 甽
exp用γ用hrt,i, h

r
t,j甩∑N

k=1 exp用γ用h
r
t,i, h

r
t,k甩

用甶甩

γ用hrt,i, h
r
t,j甩 甽 tanh用hrt,iW

1
r 甫 hrt,jW

2
r 甩W

3
r 用男甩

其中，γ是一个分数函数，hrt,i为关系检测部分的第i个标记的输入表示，由H
Encoder和实体

同步语义义Ut−1计算。W
1
r，W

2
r，W

3
r是模型参数。

在最后一步t中，通过最大化似然概率，进一步将监督信息引入到Gt的计算中，如下所示町

p用Z|X甩 甽
N∏
i=1

N∏
j=1

p用zi,j |xi, xj甩 用甸甩

其中，标准关系矩阵Z由元素zi,j组成，关系概率p用zi,j |xi, xj甩可计算如下町

p用zi,j |xi, xj甩 甽
{

gti,j zi,j 甽 由

由− gti,j zi,j 甽 田
用甹甩

其中，zi,j 甽 由表示第i个字与第j个字之间存在关系，反之亦然。有了这些监督信息，可以
引导注意力更有效地捕捉字间的关联。

4.4 同同同步步步单单单元元元

由于要素抽取和关系检测两个部分是相互依赖的，为此，受到用畃畨略畮 略畴 畡畬甮甬 甲田甲田甩的启发，
使用了要素同步机制（畅畓畍）和关系同步机制（畒畓畍），通过高层信息的交互更新隐藏的表示
序列Ho

t和H
r
t。

（由）要素同步机制
利用畅畓畍可以捕获每个字对应的语义，并将这些语义集成到表示序列Hr

t+1中。根据要素抽
取部分得到的预测标签序列Y t及其概率，可计算第i个字在第t个递归步骤的每个要素语义ui,j，
最后得到关系检测部分的输入表示hrt+1,i町

ut,i 甽

N∑
j=1

ϕ用Bt
i,j甩h

s
j 用由田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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ϕ用Bt
i,j甩 甽

Bt
i,j∑N

k=1B
t
i,k

用由由甩

hrt+1,i 甽 σ用ut,iW
4
r 甫 hsiW

5
r 甩 用由甲甩

其中，Bt
i,j为第i个字与第j个字属于同一要素时，第j个字的标签概率画否则Bt

i,j为田。ϕ 用·甩是
一个归一化函数。W 4

r和W
5
r是模型参数，σ是激活函数。使用零矩阵初始化要素语义序列U0 甽

{u0,1, u0,2, ..., u0,N}。
（甲）关系同步机制
拟人句中两个要素之间的二元关系可以为要素抽取提供线索，因此对关系语义进行编码就

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使用畒畓畍捕获反映关系的语义，并更新隐藏的表示序列Ho
t+1。在第t个

递归步骤，从关系检测部分计算出第i个关联度为gti,j的字的关系语义ri,j，最后得到要素抽取部

分的输入表示hot+1,i町

rt,i 甽
N∑
j=1

ϕ用φ用gti,j甩甩h
s
j 用由申甩

φ用gti,j甩 甽

{
gti,j gti,j ≥ β
田 gti,j < β

用由甴甩

hot+1,i 甽 σ用rt,iW
1
o 甫 hsiW

2
o 甩 用由电甩

其中，ϕ 用·甩是与用由由甩式相同的归一化函数。为了避免噪声，用ϕ 用·甩过滤低于给定阈值β的分
数。W 1

o和W
2
o是模型参数。与畅畓畍类似，初始关系语义序列R0 甽 {r0,1, r0,2, ..., r0,N}设为零矩

阵。

4.5 联联联合合合学学学习习习

为了同步学习要素抽取部分和关系检测部分，将各自的损失函数进行融合。对于要素抽取
部分，给定标准标签序列Y，最后一步最小化负对数似然损失函数如下町

LE 甽 log
∑

Ỹ ∈Y T
X

exp用S用X, Ỹ 甩甩− S用X,Y 甩 用由甶甩

对于关系检测部分，将标准注释转换为一个畯畮略甭畨畯畴矩阵，其中田表示没有关系，由表示两个
字间存在二元关系。最小化最后一步预测分布与标准分布之间的交叉熵损失町

LR 甽 −
N∑
i=1

N∑
j=1

p用zi,j |xi, xj甩log畛畞p用zi,j |xi, xj甩畝 用由男甩

将这两部分结合起来，构建整个模型的损失目标町

L用θ甩 甽 LE 甫 LR 用由甸甩

4.6 推推推理理理层层层

由于本模型主要处理的是要素抽取和关系检测，因此引入推理层，根据两个部分的结果生
成<本体，拟人词>。利用要素抽取部分的预测标签序列Y t，得到本体集A 甽 {a1, a2, ..., alA}和
拟人词集O 甽 {o1, o2, ..., olO}。其次，根据关系检测部分的权重矩阵Gt计算本体和拟人词之间
的关系。例如，给定一个本体a 甽

{
xiaS , ..., xi

a
E

}
和一个拟人词o 甽

{
xioS , ..., xi

o
E

}
，两者之间的关

联度δ可计算如下町

δ 甽
由

甲
用
由

|a|

iaE∑
k=iaS

ioE∑
l=ioS

gk,l 甫
由

|o|

ioE∑
l=ioS

iaE∑
k=iaS

gl,k甩 用由甹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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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和|o|分别表示本体和拟人词的长度。只有当δ大于给定的阈值畞δ时，才能提
取〈a, o〉。

5 实实实验验验

5.1 参参参数数数设设设置置置与与与评评评价价价指指指标标标

本文采用精确率畐、召回率畒和畆由值作为评价指标。

BERTbase模型作为模型编码层的一部分，其中，嵌入和上下文表示的维数均
为男甶甸。为了增强要素抽取部分和关系检测部分之间的信息交互，对递归步骤进行
调参。训练时采用畁畤畡畭畗优化器。用于微调畂畅畒畔的学习率设为甲略甭电，并将畢畡畴畣畨畓畩畺略设
为由田，畤畲畯異畯畵畴为田甮电，do、dr均为甲电田，同步关系机制中的阈值β为田甮由。其他参数如递归步
骤t、训练模型中的学习率lr、HEncoder中的γ以及推理层的阈值δ̂，可通过对超参数的实
验选定，其评价指标采用<本体，拟人词>的畆由值。如图甲所示，用畡甩、用畢甩、用畣甩、用畤甩分别
为t、lr、γ、δ̂对畆由值的影响。

图 甲町 部分超参数对实验性能的影响

通过图甲对超参数的调试选择，可以发现递归步骤t为甲，训练模型中的学习
率lr为田甮田田由，γ为田甮电，推理层的阈值δ̂为田甮电时实验结果达到最优。由于本次任务的目标是得
到<本体，拟人词>，因此对推理层的阈值δ̂的设定尤为重要。从图甲中可以看出，δ̂越小，可以
取到的值就越多，涵盖多余不需要的结果；δ̂越大，则过滤掉许多有用的预测值，大大降低了
模型的精度。而其他超参数不同的取值对模型的整体性能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模型具有鲁棒
性，对这些超参数的敏感度较小。

5.2 对对对比比比方方方法法法介介介绍绍绍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方法的有效性，将其与如下基线方法进行对比实验。

畂畅畒畔甫畃畈用赵琳玲甬 甲田甲田甩：该模型采用畂畩界畓畔畍甭畃畒畆的方法抽取拟人句中的本体。编码
层分为两部分，一是使用畂畅畒畔得到上下文向量表示，二是微调畂畅畒畔，畳略畧畭略畮畴畩畤用是否为人
物特征（由或田）表示，拼接二者。但此模型没有对拟人词以及要素存在的二元关系进行进一步
研究。

畗甫畆用赵琳玲略畴 畡畬甮甬 甲田甲由甩町该模型的畅畭畢略畤畤畩畮畧层为每个词的向量和词性特征的拼接。此模
型是对比喻句中的要素进行识别和抽取，现放入拟人数据。

畓畄畒畎用畃畨略畮 略畴 畡畬甮甬 甲田甲田甩：该模型研究的是方面意见对抽取（畁畏畐畅）任务，目的是成对
地提取方面和意见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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畂畅畒畔甫畃畈甫畓畄畒畎用畂甫畃甫畓甩町将上述畂畅畒畔甫畃畈和畓畄畒畎方法进行结合，在畓畄畒畎的编码
层中微调畂畅畒畔，畳略畧畭略畮畴畩畤用是否为人物特征（由或田）表示。

畓畄畒畎甫畓畍畈畓畁用界畩畵 略畴 畡畬甮甬 甲田甲田甩用畓甫畓甩：该模型将畓畄畒畎模型中关系检测部分换
为畓畍畈畓畁模型中的多头自注意的方法。畓畍畈畓畁的主要任务是联合实体和关系抽取，得到关
系三元组。

5.3 实实实验验验结结结果果果与与与分分分析析析

利用第申节提出的模型，在已构建的拟人数据中进行对比实验，结果如表甲所示。

模型
本体 拟人词 <本体，拟人词>

畐 畒 畆由 畐 畒 畆由 畐 畒 畆由

畂畅畒畔甫畃畈 甸甸甮电甸 甸甶甮甲甲 甸男甮申甹 甭 甭 甭 甭 甭 甭

畗甫畆 甹由甮甴甴 甹甲甮甸甹 甹甲甮由甶 男电甮甴甲 甸甲甮甹甲 男甶甮甶甹 甭 甭 甭

畓畄畒畎 甹田甮电男 甹甲甮男甸 甹由甮甶甶 甸由甮甴甲 甸电甮甲电 甸申甮甲甹 甸田甮甲申 甸田甮甶申 甸田甮甴申

畂甫畃甫畓 甸甸甮电甴 甸男甮男由 甸甸甮由甲 甸由甮甸男 甸电甮申申 甸申甮甶电 男甸甮电甸 男田甮甲男 男甴甮申甶

畓甫畓 甹由甮申甹 甹甲甮甸电 甹由甮甹男 甸甲甮田甹 86.62 甸甴甮由田 男由甮甲由 甶由甮申甸 甶电甮男男

畏畵畲畳 92.24 93.31 92.77 82.94 甸电甮甸男 84.38 81.98 81.73 81.80

表 甲町 五种方法的对比实验结果

由表甲实验结果可以看出町

用由甩本文提出的模型在与其他模型进行比较，在<本体，拟人词>抽取任务的畆由值达到了目
前最优，验证了本文使用联合学习方法对<本体，拟人词>的抽取是有效的。

用甲甩由于本文的模型是对畓畄畒畎模型进行的改进，因此，本文所提出的方法与畓畄畒畎的结果
比较。在<本体，拟人词>抽取的任务上，本文提出的模型比畓畄畒畎，在畐值、畒值、畆由值分别
提高了由甮男电，由甮由田，由甮申男个百分点，验证了在编码层中加入人物特征进行增强，弥补了预训练模
型在编码时对相关领域信息获取不足的问题。

用申甩由于之前的工作并没有对<本体，拟人词>抽取进行研究，而畓畄畒畎在很大程度上解决
了判断两者间存在二元关系的问题，这说明自注意力机制有助于学习句子内部要素间相关联
的依赖关系。畂畅畒畔甫畃畈甫畓畄畒畎模型将畂畅畒畔编码中的畳畩畧畭略畮畴畩畤进行修改，改变了上下文的语
义。畓畄畒畎甫畓畍畈畓畁模型的要素抽取部分使用的是畓畄畒畎实体识别部分，而关系检测部分则采
用到畓畍畈畓畁模型中抽取实体关系任务的方法，导致实验结果不理想，其原因是在拟人句中本体
和拟人词的关系不同于实体间的关系，因此，利用该方法存在关系无法判别的问题。而我们的
模型使用了自注意力机制。

值得说明的是，本文使用联合学习模型的参数是在训练时仅考虑了<本体，拟人词>抽取的
关系畆由值达到最高，因此，仅仅抽取本体或拟人词的性能指标不是最佳。

5.4 消消消融融融实实实验验验

为了验证模型各个部分的性能，将模型中去掉部分信息进行消融实验。

甭畦略畡畴畵畲略：表示将人物特征融合部分去掉后的模型。

甭畅畓畍：将模型中的要素同步机制（畅畓畍）去掉，只保留全连接层更新关系隐藏表示。

甭畒畓畍：将模型中的关系同步机制（畒畓畍）去掉，并采用全连接层更新拟人词隐藏表示。

甭畅畓畍甫畒畓畍：将模型中的要素同步机制（畅畓畍）和关系同步机制（畒畓畍）均去掉。

上述四种方法与本文的模型在拟人数据中的比较结果如表申所示。

由表申实验结果可以看出：

用由甩甭畦略畡畴畵畲略、甭畅畓畍和甭畒畓畍在<本体，拟人词>抽取任务的评价指标畆由均有所下降。其
中，甭畦略畡畴畵畲略与本文模型的性能相比下降明显，说明具有人物特征增强的编码层对<本体，
拟人词>抽取任务是有效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一般编码层对相关领域信息的不足的问题。

用甲甩甭畅畓畍甫畒畓畍是所有方法中最差的，说明使用畅畓畍或畒畓畍，对模型的整体都是有帮助
的，且二个同时使用的性能优于只使用一个。特别是畅畓畍的贡献略大于畒畓畍。另外在这种同步
机制的作用下，我们的模型优于其他基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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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拟人词>
畐 畒 畆由

甭畦略畡畴畵畲略 甸田甮甲申 甸田甮甶申 甸田甮甴申

甭畅畓畍 甸田甮甹男 男甹甮男甶 甸田甮申甶

甭畒畓畍 甸田甮甲甸 甸由甮申甸 甸田甮甸申

甭畅畓畍甫畒畓畍 男甸甮申甹 甸由甮男电 甸田甮田甴

畏畵畲畳 81.98 81.63 81.80

表 申町 <本体，拟人词>抽取消融实验对比结果

6 总总总结结结

针对拟人句的本体和拟人词抽取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人物特征增强的拟人句要素抽取方
法，首先通过表示增强部分将人物特征词作为特定领域的特征引入编码层，与畂畅畒畔得到的上
下文表示向量进行结合，得到能够增强表示的特征。其次，使用要素抽取部分和关系检测部
分，同时提取本体、拟人词和二者存在的二元关系。此外，还用同步单元实现后两个部分之间
的信息交互。经过多个递归过程后，最后采用推理层捕获<本体，拟人词>。并与其他模型进行
对比实验，实验表明，人物特征增强和多任务学习的共同采用提高了本文所提出方法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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