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 CRF 的药物副作用的实体识别 

一、实验目的 

利用 Wapiti 实现基于 CRF 的药物副作用的实体识别 

二、实验名称 

基于 CRF 的药物副作用的实体识别（Entity recognition of drug side effects 

based on CRF） 

三、实验材料 

100 个 Drug Label 训练数据集，34 个药物标签测试数据 

四、实验时长 

两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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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环境配置（以 Linux 为例） 

1、配置虚拟环境 

 ①创建虚拟环境 python3.6 

  conda create -n python3.6 python=3.6 

 ②打开虚拟环境 

  source activate python3.6 

 ③关闭虚拟环境 

  source deactivate python3.6 

 

2、Wapiti 工具环境配置 

 source activate python3.6 

 mkdir 项目名称(如：myproject) 

 cd myproject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Jekub/Wapiti.git 

 cd Wapiti 

 make 

 make install 

 ./wapiti(有帮助文档输出表示安装成功) 

注意：①如果 make 失败，先安装 gcc 

   ②如果出现报错：Permission denied，输入命令：vim Makefile，修改

PREFIX=.  修改之后，Makefile 里面的内容如下图 1 所示： 



 
图 1 

 

3、工作环境配置 

 cd myproject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kyzhouhzau/2019SpringTextM.git 

 

二、数据描述 

 1、训练数据 

  训练数据有 100 个 Drug Label，内容和格式如下图 2，图 3 所示： 



 

图 2 

 

 
图 3 

 

2、测试数据 

 前面步骤已经下载好这 34 个测试数据了，存放在 2019SpringTextM/need_drug

目录下，如下图 4 所示： 

 



 

图 4 

 

任意打开其中一个文件，如打开 Alkeran.xml，里面的内容如下图 5 所示： 

 

 
图 5 

 

三、数据处理 

 训练数据和测试数据的格式均为 XML 格式，但在训练模型和测试前均需要对数据

进行预处理，将数据处理成“.tab”格式。 



1、训练数据预处理。 

cd 2019SpringTextM 

python3 tac2brat.py -d train_xml -o outtrain -F TokenDict:diso:diso-

DISO.dic -t conll -s OBBEI 

说明：-d 训练文件夹 

      -o 预处理结果输出文件夹 

      -F 字典特征 

      -t 输出格式 

      -s 标签格式 

输出格式如下图 6 所示： 

 
图 6 



 

内容说明： 

①、同一横行中第一个红框中是分词后的单词，第二个红框是文件名：所属

段落：起始位置：单词长度，第三个红框是 字典特征，第四个红框是实体标

签。 

② 在实体标签中对于某类标签如：标签 AdverseReaction 。若某个单词 

“pruritis” 属于该标 签则被标注为”B-AdverseReaction”;若某个词组

“injection site hemorrhage”属于该标签，则该词组被标注为“B- 

AdverseReaction I-AdverseaeAction E-AdverseReaction”。于是，我们

将该标签方式称为”BIEO”，此处 B-type 表示 begin, I-type 表示 

Inside, E- type 表示 End, O 表示不属于该标签。 

 

2、测试数据预处理 

 cd 2019SpringTextM 

 python3 to_xml_needed.py need_drug output (need_drug 里面存放

的是下载好的 XML 药物标签文件) 

python3 tac2brat.py -d output -o outtest -F TokenDict:diso:diso-

DISO.dic -t conll -s OBBEI 

输出数据的格式和训练数据的格式一样，如下图 7 所示： 

 



 

图 7 

 

四、模型训练 

1、调整参数优化模型 

sudo bash dev-wapiti.sh 

说明：一般情况下，wapiti 的路径默认是相对路径，因此可能出现这样

的报错：wapiti:Command not found，此时输入命令：vi dev-wapiti.sh，

进入 dev-wapiti.sh，将 wapiti 的路径改成绝对路径。 



一共有三处需要修改路径的地方，修改完成之后如下图 8 所示：（白色部

分即使修改之后的绝对路径） 

 

 
图 8 

 

优化之后的结果打印如图 9 所示： 

 

 
图 9 

 



数据被存储在 2019SpringTextM/eval/bio 目录下，这个目录下的内容如图

10 所示： 

 

 

图 10 

 

其中在/myproject/Wapiti/2019SpringTextM/pat 目录下的 Tok321dis.pat

文件里面的内容如下图 11 所示： 

 

 

图 11 

 

如果在结果中 FB1 的值太低，说明需要修改 pat 里面的特征，使得 FB1 的值

更加理想，修改 pat 增加到： 

U:tok:4:-3:%X[-3,0]/%X[-2,0]/%X[-1,0]/%X[0,0] 



U:tok:4:-2:%X[-2,0]/%X[-1,0]/%X[0,0]/%X[1,0] 

U:tok:4:-1:%X[-1,0]/%X[0,0]/%X[1,0]/%X[2,0] 

U:tok:4:+0: %X[0,0]/%X[1,0]/%X[2,0]/ %X[3,0] 

这样相对于输出序列而言的表示方式是 Unigram 模板，意思是前一个数据，

后一个数据和当前的数据构成的上下文对当前标签的影响，还有一种表示方式是

Bigram 模板，这个模板会考虑当前输出标签和上一个输出标签。 

 

2、预测测试数据 

sudo bash text_wapiti.sh 

预测的结果如下图 12 所示： 

 

 

图 12 

 

出现 Finished!说明序列标注完成。 



序列标注结果存储在 2019SpringTextM/eval/bio/Tok321dis-train- test-

outtrain.tab 中。标注得到的结果内容较多，这里只展示前 20 行和最后 20 行的

内容，下图 13 所示的是前 20 行的内容，图 14 所示的是最后 20 行的内容： 

 

 
图 13 

 

 

 

图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