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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 / 意义］健康医疗大数据是我国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中文电子病历的命名实体识

别有助于从大量非结构化文本中提取重要信息，从而为医疗数据挖掘与应用奠定基础。［方法 / 过程］为
探讨深度学习算法在中文电子病历命名实体识别中的效果，本研究通过标注语料集，建立 BiLSTM-CRF
模型对电子病历中症状、检查、疾病、药物、治疗五类实体进行了识别，并与传统 CRF 方法进行对比，
同时对不同标注方案、标注粒度以及标注类别对模型识别效果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 / 结论］BiLSTMCRF 模型在基于词的 BIOES 标注方案下实体识别效果最好，F 值为 78.12%；从实体类别来看，检查类实
体的识别效果最好，而疾病类实体的识别效果不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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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电子病历是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过程中，使用信息系统生成的文字、符号、图表、图形、数
字、影像等数字化信息，是居民个人在医疗机构就诊过程中产生和被记录的完整、详细的临床信
息资源［1］。这些资源中包含大量潜在知识，对其进行挖掘，一方面可为医务人员提供临床决策
的辅助和支持，另一方面可带来健康医疗模式的变化，提升健康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然而，
我国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电子病历中大部分信息（如主诉、现病史、既往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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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结果）以非结构化的文本形式保存，无法被计算机理解和处理，需要进行一定的语义处理。
命名实体识别技术，可以从病历中分离出症状、检查、疾病、药物、治疗等关键实体信息，是进
一步分析实体间关联、总结与提取诊疗知识的基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深度学习算法用于命名实体识别任务中。中文方面，常见的应用
领域集中于新闻报道［2］以及社交媒体［3］，因为这两个领域存在较大规模的公开标注集，如《人
民日报》语料集、新浪微博数据集等，然而在医疗健康领域，目前尚不存在基于中文电子病历的
大规模标注语料。本研究为探讨深度学习算法在中文电子病历实体识别中的效果，标注语料集，
建立 BiLSTM-CRF 模型对电子病历中症状、检查、疾病、药物、治疗五类实体进行识别，并将该
模型的识别效果与条件随机场方法进行对比，同时对不同标注方案、标注粒度以及实体类别对模
型识别效果的影响进行分析。分析维度如图 1 所示。

图1

1
1.1

本研究的分析维度

研究现状
医学实体识别方法与现状

由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中文电子病历，隶属于医学领域，因此主要对健康医疗领域中的实
体识别方法做一总结。目前常用的医学实体识别方法包括基于规则和基于统计两种。
1.1.1 基于规则的医学实体识别
基于规则的医学识别方法主要依靠术语词典及领域专家。1995 年，自然语言处理系统
MedLEE［4］问世，其主要任务是从病人报告中提取、结构化并编码临床信息，从而与临床信息系
统相结合。该系统于 2012 年还被 Sevenster M. 等学者用于从放射学报告中提取人体器官和临床发
现之间的关系，并得到了 82.32%~91.37% 的准确度［5］。近 20 年间，MedLEE 系统仍能取得良好
效果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大型医学受控术语词典的支持。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自 1986 年起开发
的统一医学语言系统［6］（Unified Medical Language System，UMLS）以及在此基础上创建的医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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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词典［7］（Medical Entities Dictionary, MED）都为基于规则的医学实体识别奠定了基础。然而目
前权威中文医学词典较少，规则设计也难以涵盖所有特例，对此，有国内学者将数据挖掘方法与
专家经验相结合，首先基于决策树算法提取病历的上下文特征与实体标记之间的关系，自动生成
规则，再基于经验定义病历复合实体的构建规则，最终得到 91.03% 的准确率和 86.52% 的召回
率［8］。
1.1.2 基于统计的医学实体识别
由于规则获取对专家的依赖性，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将重点放在了基于统计方法的医学实
体识别上。Li Y. 和 Gorman S. L.［9］使用 9679 份英文临床报告建立了隐马尔科夫模型，识别了报
告中不同模块（如主诉、过敏情况、家族史、手术史）的出现顺序；叶枫等人［10］采用条件随机
场模型，引入词性特征、构词模式特征、词边界特征和上下文特征，识别了 250 份中文病历中的
疾病、临床症状和手术操作三类命名实体；王鹏远和姬东鸿［11］分析了英文病历中的复合疾病问
题，构建了多标签 CRF 模型，对此问题做了解决。
此外，还有学者对以上方法在医学实体识别中的效果做了比较与结合。Lei J. 等人［12］比较了
条件随机场（CRF）、支持向量机（SVM）、最大熵（ME）和结构化支持向量机（SSVM）对 400
份中文入院记录和出院小结文本的实体识别效果，结果显示 SSVM 具有相对较高的 F 值（入院记
录 93.51%，出院小结 90.01%）；Liang J. 等人［13］提出了一种级联型中医药实体识别方法，即结
合 SVM 和 CRF 算法的句子类别分类器，该分类器对中药的识别正确率高达 94.2%，西药的评估
F 值也达到了 91.7%。
基于统计的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语言学知识和医学领域知识的要求，但还是需
要研究人员自行选择特征，特征选择的好坏会直接影响识别效果。近年来，深度学习的发展提供
了自动提取词语特征的方法，有助于进一步降低方法使用中的特征依赖性，提高识别结果的稳
定性。
1.2

深度学习在实体识别中的应用现状

Collobert R. 等人［14］在 2011 年首次将深度学习系统性地应用于多个信息抽取环节，他们基
于神经网络实现了词语的自动向量化表示，使模型的可移植性大大增强。该文发表后，深度学
习方法逐渐成为实体识别领域的研究重点。Socher R. 等人［15］提出了 MV-RNN 模型，在用循环
神经网络（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RNN）提取词语含义的同时，用词向量构成的矩阵提取词
语之间的约束特征，在多个预测类任务上取得了比 RNN 模型更好的效果。Lample G. 等人［16］同
样基于考虑词间影响的思想，提出了 BiLSTM-CRF 模型，以双向长短时记忆（Bidirectional Long
Short-Term Memory, BiLSTM）模型的结果作为 CRF 的输入，通过 CRF 引入标签间的状态转移矩
阵，综合词语自身含义得分和上下文信息得分对模型进行训练，结果显示，BiLSTM-CRF 模型在
英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的开放语料测试中都取得了比 BiLSTM 和 CRF 模型更好的效果。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基于深度学习的命名实体识别研究开始较晚，集中于 2017 年及以后，
涉及的算法模型主要包括 RNN、LSTM、BiLSTM 模型及其变体。王苏等人［17］在 ATIS 数据集上
对比了多个深度学习算法的识别效果发现：当数据集规模较小时，CRF 的识别效果最佳；而当
数据集规模累积到一定程度后，BiLSTM 模型的识别效果更好。张海楠等人［18］ 结合字、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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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性三方面的特征对词语进行向量化表示，在中文新闻标注集上的测试表明，相比单纯基于字
特征或词语特征的神经网络模型，综合多种特征的神经网络模型效果更佳。李丽双［19］等人应用
卷积神经网络提取词的形态特征和句子特征，构建了适合生物实体识别的深度学习模型。
目前，将深度学习算法用于医学领域实体识别的研究较少。Wu Y. 等人［20］对比了随机向量
与基于电子病历语料向量化后的输入变量对深度学习算法实体识别效果的影响，发现前者的 F
值略低于后者，但差距不大。张帆等人［21］针对四种疾病的在线医疗文本构建了标注数据集，规
模不详，应用基本的神经网络模型进行命名实体识别，研究发现神经网络模型的识别效果优于
CRF。本研究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结合 BiLSTM 算法与 CRF 算法，将其应用于电子病历的实体
识别中，并对比了不同标注方案、标注粒度以及实体类别对模型识别效果的影响，以期为今后健
康医疗大数据的应用发展奠定基础。

2
2.1

实体识别方法与评估
条件随机场模型

条件随机场（Conditional Random Field, CRF）是一个序列标注算法，其结合了隐马尔科夫模
型和最大熵模型的特点，不仅可以考虑词语本身和上下文特征，还可以加入词典等外部特征，具
有较好的实体识别效果。简单来说，条件随机场是给定一组输入随机变量条件下另一组输出随机
变量的条件概率分布模型。不过一般用于标注时，都将其简化为线性链条件随机场，即输入变量
和输出变量具有同样的结构，具体公式如下。
=
P ( y|x )

1
exp ( ∑ i , k qk tk ( yi −1 , yi , x, i ) + ∑i ,l µl sl ( yi , x, i ) )
Z ( x)

=
Z ( x)

∑exp ( ∑
y

i,k

qk tk ( yi −1 , yi , x, i ) + ∑ i ,l µl sl ( yi , x, i ) )

（1）

（2）

其中，Z(x) 为规范化因子。
在本研究中，x 指病历文本序列变量，y 为实体标注变量，P(y|x) 是在给定 x 的条件下输出序
列 y 的条件概率分布。前面提到，条件随机场可考虑多种文本特征，这是因为其有两类特征函
数，第一类是状态特征函数 sl(yi, x, i)，即实体类别只和当前病历文本有关；第二类是局部特征函
数 tk(yi-1, yi, x, i)，其可考虑外部特征（如词性、大小写、上下文）对实体类别的影响。
2.2

双向长短时记忆模型

长短时记忆模型（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最早由 Hochreiter S.［22］ 等人提出，是一
种特殊的循环神经网络。该模型通过引入储存单元、输入门、遗忘门和输出门的控制机制，使其
利用长距离历史信息的能力大幅提升。
图 2 展示了一个 LSTM 单元的典型结构。LSTM 单元基于上一时刻的隐藏层信息和当前时刻的
输入信息，计算遗忘门、输入门、输出门的值，再与上一时刻的储存单元信息进行整合，得到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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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的单元输出，同时对隐藏层信息和储存单元信息进行更新，作为下一时刻 LSTM 单元的输入。
在序列标注任务中，对于每一个待标记词语，模型会输出一个 k 维向量，k 是最终实体类别
的标签数目，向量的每一个取值代表当前词语被分到相应类别的概率，预测时取最大概率对应的
实体类别作为当前词语的标注。

图2

2.3

LSTM 单元图

BiLSTM-CRF 模型

BiLSTM-CRF 模型整合了双向长短时记忆模型和条件随机场模型。该模型首先利用 BiLSTM
层提取词语的内在特征，然后将向量化的词语输入类 CRF 层，整体构造如图 3 所示。与 BiLSTM
模型相比，引入 CRF 层后，模型综合考虑了待标注序列中所有位置的标注得分以及相邻位置标
注之间的转移得分，能更好地利用上下文信息，提高标注效果。

图 3 BiLSTM-CRF 模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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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标准

实体识别任务包括识别实体类型和实体边界两个方面，只有同时识别正确实体类型与边界
才算是正确识别。以实体“疾病过敏史”为例，经过分词与标注后，实体被分为“疾病”“过
敏”“史”三个部分，其对应的 BIO 标注为“B_Disease”“I_Disease”“I_Disease”。在评估标注结
果时，只有当这三个标签与标注集完全一致，且“史”的下一个词的标注不是“I_Disease”时，
才能算作正确识别一个实体。常用实体识别评估指标包括召回率 (recall)、准确率 (precision) 和 F
值，具体公式如下：
 n 算法正确识别的i类词性总数

=
召回率 ( recall )  ∑
/ n ×100% 
 i =1 人工识别的i类词性总数

 n 算法正确识别的i类词性总数

=
准确率 ( precision )  ∑
/ n ×100% 
算法切分的
i类词
性
总数
 i =1


=
F值

3

2 × 实体识别召回率 × 实体识别准确率
×100%
实体识别召回率 + 实体识别准确率

（3）

（4）

（5）

研究数据与过程

本研究的实验流程如图 4 所示，首先构建电子病历标注语料集，然后从标注方案、标注粒
度、实体类别三个分析维度对比 BiLSTM-CRF 模型及 CRF 模型的医学实体识别效果。

图 4 实验数据与流程

3.1

数据获取

由于医院内部的电子病历涉及患者隐私，获取和后续处理较为困难，因此本研究涉及的病历
信息通过网络采集。笔者于爱爱医病例中心 A 爬取并筛选了 3076 条较为规范的病历，涵盖内科、
A 爱爱医（https://www.iiyi.com）是一个面向医学从业人员，提供医学资讯、专业技术等服务的医学专业网站。其病例中心板
块鼓励用户上传去隐私化的电子病历信息，并对上传的病历进行质量控制与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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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妇产科、儿科等 10 个科室。其中，每条病历由患者基本情况（如性别、年龄）、主诉、摘
要（现病史、既往史及个人史）、检查（查体、辅助检查、实验室检查）、诊断和治疗共六部分
组成。一条示例如表 1 所示。
表 1 一条完整的电子病历示例数据
病历模块
基本情况

病历内容
患者女性，86 岁。

主诉

因“尿黄 1 周”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以“肝功能异常”收入本院疑难肝病及人工肝中心。

摘要

1 周前患者自觉小便颜色加深，无纳差、乏力、恶心、呕吐、腹胀等不适，大便颜色正常。既往“冠心病”
病史 10 余年，
“皮肤湿疹”病史 5 年，间断应用中药治疗，曾因服用含有首乌藤的中药致肝功能异常，
后治愈。起病前 10d 患者应用含有白藓皮的中药治疗湿疹。既往否认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等慢病肝
病史，否认长期大量饮酒及不洁饮食史。

检查

血常规：嗜酸粒细胞 0.77×109/L（正常值：0.02 ～ 0.52×10^9/L），余未见明显异常；肝功能：
ALT1525.1U/L，AST1234.3U/L，TBil51.5μmol/L，DBil22.5μmol/L，GGT57.9U/L，ALP162.2U/L；
凝血功能：PT12.5s，PTA85%。肝炎病毒、EB 病毒以及巨细胞病毒标志物均为阴性，自身抗体均
为阴性。腹部超声示：弥漫性肝病表现，肝内胆管未见扩张。

诊断

药物性肝损伤，急性，肝细胞损伤型，RUCAM：10 分。

治疗

入院后嘱患者停用中药治疗湿疹，给予复方甘草酸酐、还原型谷胱甘肽、多烯磷脂酰胆碱保肝治疗。

3.2

语料标注

由于电子病历中存在大量专业词汇和习惯用语，部分语句并不符合语法规则，加之领域缺乏
大规模的规范性综合词典，基于现成分词算法的分词效果并不理想，为了保证标注语料的质量，
本研究对 300 份电子病历进行了手动分词与标注。2 位标注人员首先共同针对 10 份电子病历进
行讨论和标注，其中分词和标注过程参照了杨锦锋等人制定的中文电子病历分词标注规范 B、中文
电子病历实体标注规范和实体关系标注规范 C，然后分开对相同的电子病历进行标注，直至一致性
结果达到 90% 以上，再各自标注不同的病历样本。
命名实体识别的标注包含实体类型和实体边界两个方面。实体类型标注上，本研究主要基于
2010 i2b2/VA challenge 会议对电子病历命名实体的分类［23］。该会议参考 UMLS 定义的语义类型，
将电子病历命名实体分为医疗问题（Medical Problem）、检查（Test）和治疗（Treatment）。本研
究在此基础上将医疗问题拆分成疾病和症状，治疗拆分成药物和治疗手段，最后得到 5 种医学实
体类别——疾病、症状、检查、药物、治疗。最终标注得到的各类实体的数量与对应的高频词见
表 2。
实体边界标注上，本研究采用了 BIO 和 BIOES 两种标注方案。BIO 方案将实体边界分为两类，
B 代表实体中的第一个词语，I 代表处于实体中，但不是第一个词语，O 代表不属于目标实体类

B 中文电子病历分词规范，http://wi.hit.edu.cn/dev/YuLiao/Seg.pdf。
C 中文电子病历实体标注规范和实体关系标注规范， http://wi.hit.edu.cn/dev/YuLiao/N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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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BIOES 方案进一步细分了实体边界，在 BIO 方案的基础上增加了实体结尾词语（E）和单个
词语组成实体（S）两种边界类型。本研究在后续实验中对两种方案的识别效果进行了对比。
表 2 标注实体数目与高频词
（单位：个）

3.3

实体类型

实体总数

高频词

疾病

1529

“糖尿病”“高血压”

症状

4013

“疼痛”“压痛”“发热”

检查

4787

“血常规”“血压”“心电图”

药物

626

“地塞米松”“泼尼松”

治疗

907

“化疗”“根管治疗”

CRF 模型的构建与实现

对于 CRF 模型来说，病历实体识别的关键在于选取病历文本中的特征。本研究通过分析病
历特点，采用了以下特征。
第一，词性特征：某词语的实体类别，既可能跟这个词的词性相关（如命名实体以名词居
多），也可能跟上下文词语的词性相关（如疾病实体经常出现在“患”“诊断”等动词前后）。本
研究借助 jieba 分词工具进行词性标注工作。
第二，上下文特征：病历文本有其内在的规律和特点，因此本研究选取了上下文特征。该
特征的选取需要考虑“上下文窗口”构成长度，比如对于下句“被 汽车 撞倒 右颞部 着地 半
小时 到 急诊 就诊”，假设此刻为 i，所在位置的词语为“右颞部”，若窗口长度为 5，则算法
会自动提取 i-2，i-1，i，i+1，i+2 这 5 个时刻的词语，构成一个长度为 5 的窗口，如图 5 所示。

图 5 上下文特征与滑动窗口长度

第三，所属病历模块：在我们的病历样本中，每个病历都可分为基本情况、主诉、摘要、检
查、诊断和治疗六个模块，分析发现不同实体类别在不同模块中出现的频次有很大不同，例如诊
断模块中出现的实体多为疾病，治疗模块中则常见药物和手术实体。因此对于每个词语，为其标
注所属模块，模块名称与标识符号的对应关系如表 3 所示。
本研究使用 CRF++ 工具实现基于条件随机场算法的实体标注。该工具需要用户导入训练文
件和测试文件，并依据所选特征构建模板文件。一个训练文件的示例如图 6 所示。第一列为病历
文本，第二列为词语词性，第三列为所在病历模块标识，最后为实体标注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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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模块名称与标识符号对应关系
模块名称

标识符号

模块名称

标识符号

基本情况

JB

检查

JC

主诉

ZS

诊断

ZD

摘要

ZY

治疗

ZL

图 6 一个训练文件的示例样本

CRF++ 的模板文件可描述病历上下文信息，并选择其他特征。本研究主要采用一元特征
（Unigram）模板形式，定义的模板特征如表 4 所示。其中，类似于“U00”的符号为特征编号，书写
特征时采用 %x［row, col］的形式，row 表示与当前位置的相对行数，col 表示与当前位置的相对列数。
表4
特征名称

上下文特征

词性特征

模块特征

电子病历实体识别时的特征模板定义

特征序号

模板书写

模板含义

U00-04

%x［-2,0］、%x［-1,0］、%x［0,0］、
%x［1,0］、%x［2,0］

U05-06

%x［-1,0］/%x［0,0］、%x［0,0］/%x［1,0］ 窗口长度为 2

窗口长度为 1

U07

%x［-1,0］/%x［0,0］/%x［1,0］

窗口长度为 3

U08

%x［-2,0］/%x［-1,0］/%x［0,0］ /%x［1,0］
窗口长度为 5
/%x［2,0］

U09

%x［0, 1］

此位置的词的词性

U10

%x［-1, 1］

上一位置词的词性

U11

%x［1, 1］

下一位置词的词性

U12

%x［-2, 1］

上两位置词的词性

U13

%x［2, 1］

下两位置词的词性

U14

%x［0, 2］

此位置的词所属模块

U15

%x［-1, 2］

上一位置词所属模块

U16

%x［1, 2］

下一位置词所属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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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STM-CRF 模型的构建与实现

对于 BiLSTM-CRF 模型，首先需要将病历中的字、词转化为向量形式，作为模型的输入变
量。本研究采用 word2vec 的词语向量化方法，基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的所有中文维基百科数
据以及百度百科医疗领域相关数据，训练了 word2vec 模型，该模型采用 Skip-gram 词语表示法，
最终输出向量为 400 维。对于词典中不存在的词语，随机生成了 400 维向量，取值控制在 -1 到
1 之间。BiLSTM-CRF 模型的实现基于 TensorFlow 深度学习库。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在构建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时，采取层次抽样的方法，将不同科室的病历分开，每种
科室病历中各抽取 90% 用作训练，余下 10% 作为测试样本。其中，训练样本包括 10440 个实体，
测试样本有 1422 个实体。整体来看，模型效果如表 5 所示。可以看到，对于 BiLSTM-CRF 模型
来说，基于词的 BIOES 标注方案下实体识别效果最好，F 值为 78.12%，其效果优于 CRF 模型的
最优 F 值 72.08%。两个模型的最优结果在准确率上相差不大，但在召回率上差距可达 10%。
表 5 不同模型在不同分析维度上的实体识别效果
模型

标注粒度
基于字

标注方案

准确率

召回率

F值

BIO

70.86%

63.87%

67.19%

BIOES

71.51%

69.13%

70.30%

BIO

77.73%

75.21%

76.45%

BIOES

77.58%

78.67%

78.12%

BIO

72.38%

60.70%

66.03%

BIOES

76.50%

68.15%

72.08%

BIO

73.93%

53.54%

62.11%

BIOES

76.10%

58.93%

66.42%

BiLSTM-CRF
基于词

基于字
CRF
基于词

4.1

不同标注粒度对实体识别结果的影响

对于中文序列标注任务来说，基于字和基于词是两种基本方法。所谓字，不仅指汉字本身，
还包括数字、标点符号和英文字母等；词则是人工分词后的结果。不过由于中文的词与词之间没
有明显界限，人工分词又难以形成统一标准从而导致误差，因此在传统实体识别方法中，多采用
基于字的标注方法。在本研究中，CRF 模型的实体识别效果 D 确实如前所述，在采用基于字的标
注粒度后，识别效果有了较大的提升。
然而对于 BiLSTM-CRF 模型来说，标记粒度为词的实体识别效果 E 更好，原因可能在于向量

DBIOES 标注方案。
E 基于 BIOES 标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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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后的词语本身携带语义信息。由于模型本身采用字词结合的向量表示方式，当标注粒度转换为
单字后，相当于丧失了词语的语义信息，转为使用单个字的语义信息，但汉语中词语与其组成的
单字包含的语义信息可能存在差异。
4.2

不同标注方案对实体识别结果的影响

边界特征有助于模型识别词的边界，本研究对比了 BIO 标注方案和 BIOES 标注方案对医学
实体识别的影响。总体来看，无论是 BiLSTM-CRF 模型还是 CRF 模型，BIOES 标注方案的实体
识别效果均好于 BIO 方案。这与 Ratinov 等人［24］的研究结果相似，即采用更细致的标注方案可
以为标注提供更多线索，进而提升识别效果。例如对于单个词组成的实体来说，以“压痛”为
例：在 BIO 方案下，该词被标注为“B_Symptom”，其后可能出现“I_Symptom”或其他类型的实
体标注，可能对边界识别造成困难；但在 BIOES 方案下，该词被标注为“S_Symptom”，实体边
界也同时被确定下来。
此外，对比两个模型的评估结果，可以看出 BiLSTM-CRF 模型表现得更为稳定，不同标注
方案对其结果的影响在 5% 左右，而对 CRF 模型的影响最高约达 8%。
4.3

不同标注类别对实体识别结果的影响

不同类别的实体对识别结果也会有一定影响。从准确率看，两个模型效果相差幅度不大；
但是在召回率上，BiLSTM-CRF 模型对每一类实体的识别效果都高于 CRF 模型，相差幅度最
高可达 17.52%。由于 BiLSTM-CRF 模型在召回率上优于 CRF 模型较多，且不同类别的识别
效果相差不大，可见 BiLSTM-CRF 模型从识别效果和稳定性两方面都优于 CRF 模型。如表 6
所示。
表6
模型

BiLSTM-CRF

CRF

不同标注类别对实体识别结果的影响

实体类别

准确率

召回率

F值

疾病

75.80%

70.00%

72.78%

症状

73.44%

82.04%

77.50%

检查

81.52%

81.06%

81.29%

药物

85.45%

75.81%

80.34%

手术

74.59%

71.09%

72.80%

疾病

76.52%

67.33%

71.63%

症状

69.53%

64.52%

66.93%

检查

81.89%

75.10%

78.35%

药物

73.91%

58.62%

65.38%

手术

77.27%

55.74%

64.76%

具体来看，无论是 BiLSTM-CRF 还是 CRF 模型，检查类实体的识别效果均最好，一方面
因为病历中的常见检查项目高度相似，另一方面因为其构成相对简单，包含的修饰性词语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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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较强，如许多检查类实体都包含“检查”“功能”等词。另外，本研究还针对 BiLSTMCRF 模型识别效果最差的疾病类实体做了进一步分析。疾病类实体的常见错误包括：疾病分类
信息识别不全，如“重症神经系统受累期”中的“受累期”，
“脂肪肝轻微”中的“轻微”；疾
病中带有药物信息时多会将其中的药物单独标出，如“硝苯地平急性中毒”，
“药物所致精神障
碍”；症状与疾病的区分界限不清，如“畸形”，有时会被错标成症状；具有某科室特征的疾病
类实体召回率较低，如妇产科中的“孕 X 周”，
“第 X 胎”以及牙科中的“#36 颊侧Ⅱ度根分叉
病变”等。

5

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将深度学习领域的 BiLSTM-CRF 模型应用于中文电子病历的命名实体识别任务中，
并基于自建标注集对比了 BiLSTM-CRF 模型与 CRF 模型的效果。主要的研究结论包括以下
几点：
第一，整体来看，与其他领域的结果相似，BiLSTM-CRF 模型在电子病历实体识别中取得了
比传统 CRF 模型更好的效果。该模型的稳定性更强，受标注粒度、标注方案及标注类别的影响
较小。
第二，从标注粒度来看，基于字的标注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语料构建过程中分词引入的
标注误差，因此与基于词的标注相比，基于字的标注显著提升了 CRF 模型的识别效果；但由于
缺失了向量化词语本身携带的语义信息，基于字的标注会降低 BiLSTM-CRF 模型的识别效果。
第三，从标注方案来看，无论对于 BiLSTM-CRF 模型还是 CRF 模型来说，采用 BIOES 标注
方案的识别效果均更好，说明更细致的标注方案可以为模型学习提供更多线索。
第四，从实体类别来看，检查类实体的识别效果普遍较好，疾病类实体的识别效果相对较
差，这可能与疾病分类信息识别不全、疾病中混有药物信息、症状与疾病的区分界限不清以及不
同科室具有不同疾病特征等有关。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构建的语料规模有限。深度学习模型往往需要基于大规模语料进行训
练，当训练语料规模较小时，难以充分学习语料的潜在特征，使得模型识别效果受限。不过此次
研究证明，即使是在规模较小的语料上，与目前广泛应用于电子病历命名实体识别中的 CRF 模
型相比，深度学习算法的识别效果还是略优。未来，一方面应重点关注电子病历领域的大规模公
开标注集的构建；另一方面在识别命名实体的基础上，定义并自动抽取不同实体之间的关系，从
而形成医疗领域的知识图谱，有助于进一步的知识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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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ed Research on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in Chinese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Based on BiLSTM-CRF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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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ﬁcance］ Healthcare big data is an important basic strategic resource in China.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of Chinese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EMR) is helpful in extracting important
information from a large amount of unstructured text and can lay the foundations for medical data mining
and application. ［Method/proces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effectiveness of deep learning algorithm in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of Chinese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First, we label the EMR corpus set. Then the
BiLSTM-CRF model and the CRF-based model are developed to identify ﬁve types of entities ,which are
Symptom, Test, Disease, Medicine and Treatment, followed by the comparison of the performance of these
two models. Finally,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labeling schemes, labeling granularity, and labeling categories
on the recognition are analyzed. ［Result/co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iLSTM-CRF model with
word segmentation and BIOES annotation has the best F-measure, which is 78.12% . Besides, “Test” entity
has the best F-measure, while the F-measure of “Disease” entity is not ideal.
Keywords: Deep learning;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BiLSTM-CRF;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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