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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PIR-Parser：大数据语义智
能分析平台 *

北京理工大学　张华平　商建云

提要：随着社交网络等新型网络的迅猛发展，文本大数据呈几何级数增长，语料库的

加工处理一般都是由文科背景的研究人员完成，因此，急需快速简便的大数据内容批处理

平台。NLPIR-Parser大数据语义智能分析平台历时20余年的积累，融合了网络数据采集、自

然语言处理、文本挖掘与文本检索等核心技术。平台为一般用户提供了本地化部署的客户

端实现语义智能分析的全链条一站式服务，也为软件工程师提供了二次开发接口。NLPIR-

Parser平台包含精准采集，文档格式转换、新词发现、批量分词、语言统计、文本聚类、文

本分类、摘要实体、智能过滤、情感分析、文档去重、全文检索和编码转换十三项独立功

能，涵盖了从数据的采集预处理、自然语言处理到文本挖掘、信息检索再到可视化呈现、

结果导出等全链条各个环节的语义分析工具，服务了全球40万家机构用户和百余家高校科

研院所，为自然语言的研究者与工程应用提供了便利的技术支持。

关键词：语义智能分析、汉语分词、新词发现、全文检索、语料库处理

1.	 引言

在大数据背景下，2017年7月8日，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明确了我国发展人工智能的战略目标，到2030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

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0万亿元。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现代科学皇冠上的

明珠，而自然语言处理直接面对数据中的语义内容，号称是“人工智能皇冠上的

明珠”,直接决定大数据智能的广度与深度。自然语言处理是计算机对自然语言

所包含的字形、读音和含义等信息进行处理，包括对字、词、句和篇章的输入输

出、识别分析、理解生成等操作和加工，是当前人工智能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

自然语言处理的关键是让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

在语料库加工处理过程中，一般都是大量的人工标引，急需快捷简便的自然

语言处理工具。但对于一般研究人员来说，具体操作过程中有如下挑战：

* 本 课 题 得 到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No.61772075、2018-U11636123）、“ 两 高 一 部 ” 课 题
（2018YFC0832304）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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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需要技术人员参与开发，文科背景的研究人员学习代价过高

对语料处理的项目，在时间要求不太紧急时，让有知识背景的人做人工标记，

如档案局历史材料、专利局的专利申请材料等，但成本高、耗时长，标记后的内

容处理，如聚类、分类、可视化等人工无法完成，需要计算机软件来处理，虽然

可以用现成的商业或开源工具，效果也不一定好，对工具的使用又有学习成本，

尤其对于文字处理需求多的文科类人员比较困难。有些项目时间要求紧急，如网

上应急事件的处理，再用人工逐一筛选，既不全面也不能满足快速应急处理的 

需要。

1.2  待处理的语料库知识资源存在数据泄漏的隐患

大部分研究者的语料库都是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收集整理的，价值密度极高，

甚至是毕生的心血积累。而目前自然语言处理的机构大部分提供的都是自然语言

处理云服务平台，要求使用者上传待处理的语料库，如腾讯NLP云服务、百度

NLP云服务。云端存储的数据资源脱离了上传者后，数据确权上没有法律保障，

存在数据泄露并被窃取滥用的巨大隐患，导致大部分使用者望而却步。

1.3  大部分工具功能单一，缺乏一站式全链条的语义分析工具

目前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者分别对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各个关键点上问题进行

研究开发出了一些开源的工具，有的只是单一功能，有的具有多个功能，但不是

全链条。如urllib2、Scrapy、Pyspider等提供信息抓取工具；jieba提供分词工具；

SnowNLP提供分词、情感分析、文本分类、转换成拼音、繁简转换、文本关键词

和文本摘要提取、计算文档词频和文本相似度计算等工具；sklearn提供分类、聚

类、回归、预处理、模型选择等工具；HanNLP提供中文分词，命名实体识别，

关键词提取，自动摘要，短语提取，拼音转换，简繁转换，文本推荐，依存句法

分析工具，但只有在 java上可以用，而且配置、安装复杂；哈尔滨工业大学语言

技术平台LTP提供中文分词、词性标注、命名实体识别、依存句法分析、语义角

色标注等工具，但需要根据API参数构造HTTP请求在线获得分析结果；

针对众多研究者对自然语言处理的迫切需求与实际挑战，NLPIR-Parser历时

20余年，为一般用户提供了本地化部署的客户端实现语义智能分析的全链条一站

式服务，也为软件工程师提供了二次开发接口。NLPIR-Parser平台包含精准采集，

文档格式转换、新词发现、批量分词、语言统计、文本聚类、文本分类、摘要实

体、智能过滤、情感分析、文档去重、全文检索和编码转换十三项独立功能，涵

盖了从数据的采集预处理、自然语言处理到文本挖掘、信息检索再到可视化呈现、

结果导出等全链条各个环节的语义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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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LPIR-Parser的总体架构

NLPIR大数据语义智能分析平台是一个全链条的分析工具，完全本地化部署，

不上传用户数据，安全可靠。融合了网络精准采集、自然语言理解、文本挖掘和

网络搜索的技术，提供客户端工具、云服务以及二次开发接口，包含了大数据背

景下有关语义分析的各个环节的工具，无论对没有任何编程背景但要大量处理语

言、媒体信息的文科生辅助处理分析，还是对需要二次开发才能完成特定领域的

信息服务都可以满足要求。平台先后历时20年，融入了20年的科研成果。服务了

全球40万家机构用户和100余家高校用户，免费给研究人员从事研究工作。

语义智能分析的全链条指的是从语料数据的采集预处理，经过自然语言处理

到文本挖掘，信息检索再到可视化呈现和导出以便适合于不同人员的使用需求的

全部处理过程。数据收集和预处理中包括了通过主题采集和站点采集从互联网上

爬取信息和处理本地上传或录入的信息，同时还提供了不同文档格式转换和编码

转换的工具；自然语言处理部分可以进行批量分词、新词发现和主题抽取和语言

统计；文本挖掘部分可以进行文本分类、文本聚类、摘要实体生成、智能过滤、

情感分析、文档去重；信息检索部分可以进行模糊查询快速全文检索，附带还有

文档去重的工具；可视化呈现部分可以画出各种用户喜欢的信息表示图案，如词

云图等；导出部分贯穿在各个功能当中，将输出结果导出，用户可以采用导出的

内容写入分析报告当中。对于有开发背景的还可以通过API进行二次开发满足特

定需要，自动生成分析报告。

图1 NLPIR全链条大数据语义智能分析平台

具体的功能在第三大部分有详细的描述并给出了实例。

开发平台由多个中间件组成，各个中间件API可以无缝地融合到客户的各类

复杂应用系统之中，可兼容Windows、Linux、Android、Maemo5、FreeBSD等不

同操作系统平台，可以供 Java、C、C#等各类开发语言使用。

3.	 NLPIR-Parser功能介绍

3.1  数据收集和预处理

3.1.1. 精准采集

对境内外互联网海量信息实时精准采集，有主题采集与站点采集两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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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网址列表的站内定点采集功能）。可帮助用户快速获取海量信息，尤其是境

外信息与情报的挖掘。用户可自定义采集模式、采集时间、采集区域、采集存储、

采集层。采集完成以后，采集结果文件夹包括：境内新闻、境外新闻与BBS以及

通用采集。其中的子目录中的数字指的是文章发布的日期，如境内新闻20190301，

指的是2019年3月1日的境内新闻。

图2 NLPIR大数据语义智能分析平台客户端

（1）主题采集

采集模式选择了“主题采集”，如图2实例所示，按照给定的关键词或主题词

进行信息采集时，输入关键词“一带一路”、“航空母舰”与“区块链”等三个主

题；采集时间区域（系统默认采集时段为近3年，用户可在此时间段内自定义自

己的采集时间，这里选取的是2015年的7月20日到2018年的7月20日）；采集区

域选择了“境内采集”（如果选择境外采集，需要启动翻墙措施方可使用）；采集

层3层。获取主题相关的主流新闻报道、BBS与博客等内容。

采集完成以后，用户可查看采集结果，采集结果文件夹包括：境内新闻、境

外新闻与BBS以及通用采集。其中的子目录中的数字指的是文章发布的日期，如

境内新闻20180301，指的是2018年3月1日的境内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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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采集结果文件

（2）站点采集

采集模式选择了“站点采集”，输入站点地址，http://news.sina.com.cn、http://

www.nlpir.org、http://www.bit.edu.cn；定义采集时间、区域与采集结果存放路径，

点击“启动采集”，系统开始采集任务，结果如下。

图4 站点采集结果文件

3.1.2 文档格式转换

用户点击功能导航栏“文档转换”，系统进入“文档转换”模块。文档转换功

能对doc、excel、pdf与ppt等多种主流文档格式，进行文本信息抽取，信息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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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率极高，达到大数据处理的要求。通过文档转换结果文件与文件原文的对比，

可发现文件抽取具有非常高的准确率。

图5 文档转换结果文件

图6 文档转换效果对比

3.1.3 编码转换

编码转换功能，自动识别内容的编码，并把编码统一转换为GBK编码。目前

支持Unicode/BIG5/UTF-8等编码自动转换为简体的GBK，同时将繁体BIG5和繁

体GBK进行繁简转化。

系统自动识别给定的BIG5文件，GBK以及UTF-8，Unicode文件，最终转化

为简体GBK或UTF8编码的文件。转换结果提示框将显示转换结果，并将编码转

换结果文件夹自动打开，用户可直接查看与使用转换后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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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转换为GBK编码

3.2  自然语言处理

3.2.1 语言统计

语言统计功能针对切分标注结果，系统可以自动地进行一元词频统计、二元

词语转移概率统计（统计两个词左右连接的频次即概率）。针对常用的术语，会自

动给出相应的英文解释。词频统计及翻译分析结果有四个Excel输出文件。其中，

一元概率指的是单个词独立出现的概率，信息熵指的是该词包含的信息广度，其

公式为：H(X)=–∑P(X)logP(X)。
n

1

（1）按词频排序的统计结果文件

按词频排序的统计内容如下，包括：词语、词性、词频、一元概率、信息熵

与译文。

图8 FreqTrans.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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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译文：①（政党）political party; party ②（指中国共产党）the Part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入～ join the Party 整～ Party consolidation ③（集团） 
clique; faction; gang 死～ sworn follower ④ （偏袒） be partial to; take sides with  
⑤（亲族） kinsfolk; relatives 父～ father’s kinsfolk。

（2）按字典排序的词频统计文件

输出到一个名为FreqSortByWord的文件，按字典排序词频统计结果包括：词
频统计结果（总词数与平均频率）、词语、词性、词频、一元概率与信息熵。

（3）Bigrams输出文件

输出到一个名为Bigrams的文件，Bigrams结果包括：二元词对总数、前一个词、
后一个词、共现频次与二元词对信息熵。共现频次指的是两个词以前后顺序同时出
现的频率，二元词对信息熵指的是这两个词包含的信息广度。如下：“党”和“的”
以“党的”共现形式出现了84词，频率为0.430769，其信息熵值为0.031287。

（4）文件统计信息输出文件

文件统计结果包括：文档名、总词频、总词数、用户词典总词频与用户词典
总词数。

3.2.2 批量分词

对原始语料进行分词、自动识别人名地名机构名等未登录词、新词标注以及
词性标注。可在分析过程中导入用户定义的词典。

目前多数的分词算法都采用规则和统计相结合的方法，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
降低统计对语料库的依赖性，可以将已有的词法信息进行充分利用，同时还能弥
补规则方法的不足。现在经常使用方法是利用词典进行初次切分，得出切分结果
后，使用其他的概率统计方法和简单规则消歧进行未登录词的识别。NLPIR分词
法（Chen et al. 2014）利用词典匹配进行初词切分，得到词切分图后，利用词频信
息求词图N条最短路径的N最短路径法。

图9 分词结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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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新词发现

新词发现（张华平、商建云2017）模块包括新词提取与关键词提取两个功能。

系统可实现对于新词、关键词提取结果的高维可视化展示，可视化形式有三种：文

本格式、二维格式与三维格式。用户可根据需要直接使用，无须再次设计美化。

新词发现能从文本中挖掘出具有内涵的新词、新概念，用户可以用于专业词

典的编撰，还可以进一步编辑标注，导入分词词典可提高分词系统的准确度，并

适应新的语言变化。

关键词提取能够对单篇文章或文章集合，提取出若干个代表文章中心思想的

词汇或短语，可用于精化阅读、语义查询和快速匹配等。

（1）新词提取

新词提取内容包括：词语、词性、权重和词频统计。本步骤所得到的新词，

可以作为分词标注器的用户词典导入，从而使分词结果更加准确。

图10 新词提取

（2）关键词提取

关键词提取能够对单篇文章或文章集合，提取出若干个代表文章中心思想的

词汇或短语，可用于精化阅读、语义查询和快速匹配等。关键词分析内容包括：

词语、词性、权重和词频统计。系统默认词汇以权重值高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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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关键词提取

3.3  文本挖掘

3.3.1 文本分类

一个文本分类问题就是将一篇文档归入预先定义的几个类别中的一个或几

个，而文本的自动分类则是使用计算机程序来实现这样的分类。文本分类能够

根据事先指定的规则和示例样本，自动从海量文档中识别并训练分类。NLPIR

深度文本分类，可以用于新闻分类、简历分类、邮件分类、办公文档分类、区

域分类等诸多方面。此外还可以实现文本过滤，能够从大量文本中快速识别和

过滤出符合特殊要求的信息，可应用于品牌报道监测、垃圾信息屏蔽、敏感信

息审查等领域。

NLPIR采用深度神经网络对分类体系进行了综合训练。演示平台目前训练的

类别只是新闻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内置的算法支持类别自定义训练，该算法

对常规文本的分类准确率较高，综合开放测试的F值接近86%。

文本分类（赵连伟等 2014）有两种模式：专家规则分类与机器学习分类。

 专家规则分类指的是根据事先人为制定的分类规则进行分类，比如“中国建

筑”类别，可定义该类别的规则：“长城；牌坊；园林；寺院；钟；塔；庙宇；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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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楼阁；井；石狮；民宅；秦砖汉瓦；兵马俑；故宫；紫禁城；颐和园；布达拉

宫；平遥古城；乔家大院；苏州园林；杭州园林；徽派建筑；十里长亭；长城；

天坛 ;鸟巢；水立方”，系统会根据文本中出现的特征词语判定文本类别为：中国

建筑。机器学习分类是利用机器自动学习的能力，通过大量文本的训练，是系统

具有分类的能力。比如准备军事、政治类别的大量语料，通过训练，机器自动学

习类别特征，经过不断的语料训练，分类效果越来越精准。

通过“专家规则分类过滤”、“机器学习分类过滤”，分类结果会呈现在结果提

示框中。

图12 训练

如上所示，系统将训练结果以网页的形式呈现在提示框中，总计频率为

186,964，共有1,000个特征词，第一个特征词为“会谈”，在9篇文档中出现共22

次，权重值为11。

3.3.2 文本聚类

文本聚类能够从大规模数据中自动分析出热点事件，并提供事件话题的关键

特征描述。文本聚类适用于长文本和短信、微博等短文本的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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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聚类

图14 聚类结果文件

用户可查看同属一个类别的多个文件。聚类详情文件名称包含：聚类特征词、

媒体来源与新闻标题。

3.3.3 摘要实体

自动摘要能够对单篇或多篇文章，自动提炼出内容的精华，方便用户快速浏

览文本内容。实体提取能够对单篇或多篇文章，自动提炼出内容摘要，抽取人名、

地名、机构名、时间及主题关键词；方便用户快速浏览文本内容。

图15 摘要与实体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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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理工校内新闻的分析结果如下：

摘要（250字） “国企公开课”走进北理工：听焦开河讲述兵器工业的初心和

使命，新时代国企的责任与担当，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赵长禄、校长张军、党

委副书记包丽颖出席，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工作局相关同志、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北理工师生代表参加了活动。

关键词：北理工#北理工师生#兵器工业#兵器工业集团#焦开河#国企公开

课#包丽颖#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特色#贯彻落实#

人物：包丽颖#习近平#赵长禄#郭强#吴楠#张军#彭心国#

时间：6月13日下午#今天#明#当下#现代#

国家：中国#

机构：#党中央#中国共产党#教育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3.3.4 智能过滤

智能过滤能够对文本内容进行语义智能过滤审查，内置国内最全词库，智能
识别多种变种：形变、音变、繁简等多种变形，且实现语义精准排歧。

系统已内置约10类近4万关键词，用户仍可根据需求用“导入关键词”添加
个人的关键词；用“批量扫描”，系统进行不良信息过滤；还可以用“打开文件”
或者直接将扫描文本粘贴至文本框中进行输入扫描

 

图16 输入扫描

3.3.5 情感分析

情感分析，针对事先指定的分析对象，系统自动分析海量文档的情感倾向：

情感极性及情感值测量，并在原文中给出正负面的得分和句子样例。NLPIR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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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情感分类丰富，不仅包括正、负两面，还包括好、乐、惊、怒、恶、哀和

惧的具体情感属性。NLPIR还提供关于特定人物的情感分析，并能计算正负面的

具体得分。

可以单个对象分析和批量对象分析来进行情感分析。

情感分析统计结果包括：文档总数、正面数量及占比，每一篇文档的正负面

得分与排序。情感分析详情结果会在原文本中显示情感分析的详情：对象、得分、

原文等。

图17 单个对象（区块链）的情感分析结果

对象：区块链，情感得分：38，正面得分：52，负面得分：-14

“多对象分析”，系统开始对多个对象进行情感分析。

图18 情感批量分析结果

3.3.6 文档去重

文档去重能够快速准确地判断文件集合或数据库中是否存在相同或相似内容

的记录，同时找出所有的重复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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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文档去重

3.4  文本检索

全文检索支持文本、数字、日期、字符串等各种数据类型，多字段的高效搜
索支持AND/OR/NOT以及NEAR邻近等查询语法，支持维语、藏语、蒙语多种少
数民族语言的检索。可以无缝地与现有文本处理系统与数据库系统融合。

支持的典型查询语法包括：

Sample1: [FIELD] title [AND] 解放军

Sample3: [FIELD] content [AND] 甲型H1N1流感

Sample4: [FIELD] content [NEAR] 张雁灵解放军

Sample5: [FIELD] content [OR] 解放军甲流

Sample6: [FIELD] title [AND] 解放军 [FIELD] content [NOT] 甲流

检索结果包括：文档总量统计、标题、内容与相似得分。

图20 普通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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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搜索结果

输入高级命令。例如：[field] content [AND] 中国人民，表示：搜索内容字段

中同时包含“中国”和“人民”的文档，采用该语法信息过滤将更有针对性。

图22 高级检索

3.5  可视化展示

“结果展示”选的是二维格式：top42词汇的词云形式展示效果如图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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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二维格式

“结果展示”选的是三维格式：top20词汇的三维动态展示，简洁美观。

图24 三维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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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NLPIR大数据语义智能分析平台为语义分析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持，在大数据

背景下，可以满足常见的需求，支持用户专业词典与微博分析、支持多种编码、

多种操作系统、多种开发语言与平台。一方面为语言处理，提供友好、实用的工

具，另一方面为软件开发人员和研究人员提供二次开发的接口满足特定的空间信

息处理和应用程序的需要；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统计数据和实例支撑。

此平台是不断完善的，最新客户端的二次接口定期会发布白皮书，不断把新

的研究成果融入平台以满足各种不同的需要，并提供更大规模的词典库以及更多

的语料。最新的在线演示、客户端下载以及用户手册均可以在http://www.nlpir.org/
站点获得，欢迎更多的研究者和大数据分析者使用并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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