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语言应用实例讲解

内容简介

最近几年，人工智能炙手可热，做为其中重要的分支，自然语言处理扮演的角色也是越来越重
要。这自然得力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社交媒体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每时每刻
，海量文本内容产生创造着。从专业电子媒体，譬如报社新闻，到社交媒体，譬如微信、微博，
再到购物平台，譬如淘宝、京东。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信息不足，而是如何把信息转化成知识
和决策，这正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所扮演的角色。自然语言处理是个非常大的方向，研究成果
浩如烟海。本书摘取其中的一些研究课题，从实际应用的角度介绍每个课题的基本概念，常用
算法和实例，并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代码实例。所选课题主要针对中文语言，但很多算法是语
言无关的。这些课题包括，中文分词，词性标注，实体名词识别，n-gram语言模型，基于神经网
络的词向量(word embedding)，文本分类和聚类，情感分析，敏感词检测和内容过滤，文本自
动摘要，问答系统，知识图谱，倒排索引和检索，有限状态网络(FSN)，机器翻译。其中有些课
题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方向，譬如机器翻译，本书只能介绍点皮毛，提供些参考资源，供有兴

趣的读者进一步研究。本书所有实例基于python，部分代码是作者本人的部分研究项目。



第1章自然语言处理简介

进入21世纪后的最近几年，人工智能炙手可热，做为重要分支的自然语言处理自然不在话下。
自然语言处理的数据对象是各种各样的文本资料，譬如新闻平台的各种新闻报导、电商平台
的用户评论、微信里的聊天数据，等等。最终的目的是理解数据，有效的管理数据和为智能决
策提供帮助（自动或半自动），为企业带来利润，为用户提供方便。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应用广
泛，已经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语言和文字伴随着我们每天的生活，总觉得
嘴巴一张就说出来，眼睛一看，脑袋一动，就了解别人在讲什么。从而低估了让计算机具有这
种能力是多么的艰难，其中涉及到的技术是多么复杂。回顾自然语言处理的历史，其中的跌
宕起伏部分也是因为过度乐观造成的。

● 起步期

一般认为，自然语言处理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1954年月，乔治城大学
和IBM联合发布了把60多个俄语句子自动翻译成英语的系统，并宣称3-5年内就可以解决机器
翻译问题。很不幸，实际进展却远不如人意。于是在1966年，美国政府请专家评估机器翻译现
状，给出了非常负面的评价。由此造成研究投入减少，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翻译进入冰冻期。

● 苏醒

时光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自然语言处理慢慢活跃起来，这应该归功于个人计
算机提供计算能力和网络的发展（提供数据）。随之发生的是统计机器学习在自然语言处理领
域慢慢采纳。在此之前，自然语言处理基本上是个规则系统，基于人类经验、语言学知识或小
样本分析，提炼出一套规则。为了应对实际出现的不同情况，规则有时很复杂。很显然，这样

的系统鲁棒性、适用性和移植性都很·差。

把机器学习应用于自然语言处理，利用标注的训练数据，让机器自动学习语言里的模式或规则
，然后利用学习到模式或规则做预测，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性能和开发的便利性。记得笔者20世
纪末做语音识别时，组里也开始做统计机器翻译，利用和语音识别类似的隐马尔可夫模型和维

特比搜素框架，很快出来了比规则性能好的系统。由于使用了机器学习，我们有了更多的优
化手段处理面临的自然语言处理问题。我们可以利用专家知识做特征优化，可以设计针对自
然处理任务的机器学习算法，可以搜集更多的数据提高模型的鲁棒性，这是以前基于规则的
系统难以想象的。因此，在自然语言处理的任何一个领域，譬如机器翻译、句子解析、尸体名
词识别、语言识别、中文分词等等，都少不了统计机器学习的影子。

● 繁荣

进入21世纪，自然语言处理进入了繁荣和快速发展阶段。这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相互推动：
首先是计算能力的提高（不仅是CPU还有GPU以及分布式计算）、然后是有标注的大规模数据
的获取以及深度学习算法的进步。值得一提的是开源软件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
让研究人员和开发者快速搭建最先进的系统，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进。现在，自然语言

处理在每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很多技术已经服务于用户，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譬如

，机器翻译，语音识别和自然对话，知识问答和推理。

● 未来

在这个人人谈论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是不是有点担心泡沫？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从来都不
是一帆风顺，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学点人工智能，掌握点自然语言处理的基本概念、处理方法和实用工具，永远不会是“泡沫”。

在这本书里，我将尽量用简单的语言，配以实例和代码，讲解自然语言处理中的一些概念和使
用什么养的工具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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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编程环境设置

在数据分析和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常用的编程语言有Python，java和C++，其中Python可以说
一枝独秀，受到程序爱好者的欢迎。图2.1是IEEE于2018年统计的最受欢迎的前10名编程语
言1（IEEE Spectrum，2018）。Python是一种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句法简单易懂，最重要的是
有很多免费的开源工具包，可以快速的搭建系统。因此，Python也是本书首选的程序语言，所
有提供的代码都是基于Python。

图 2.1 2018年最受欢迎的前10名编程语言

2.1 操作系统平台选择

目前流行的操作系统有Windows，Linux（例如Ubuntu)，和苹果的Mac OS，相信目前大多数读
者都是使用windows操作系统。不过，为了方便使用本书提供的代码，建议在虚拟机下安装个
Linux系统，或者安装Windows和Linux的双系统。熟悉Linux下的软件开发是非常有用和减少
开源软件和Windows的兼容问题，因为绝大多数开源软件在Linux下非常容易使用，而如果在
Windows下有时要花很多时间去配置和调试，才能让软件工作。我相信阅读本书的读者都有兴
趣在数据分析和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开发软件和系统，因此，从一开始就需要选对平台，减少弯
路，提高开发效率。

笔者本人以前做语音识别和图像分析时也是在Windows下编程和工作，因为那时主要做研究，
开发自己的算法，开源用的很少。后来做自然语言处理和数据分析，要经常用别人开发的开源
软件，发现在Windows下有时几乎无法快速进入工作，浪费很多时间才能让开源软件包在
Windows下工作。

Linux也有不同的版本，笔者推荐Ubuntu，现在的稳定和长期支持（LTS）版本是18.042。你可以

2 https://www.ubuntu.com/#download

1 https://spectrum.ieee.org/at-work/innovation/the-2018-top-programming-languages



安装双启动系统，也可以在你的Windows下用虚拟机安装Ubuntu。后者的优点是你可以随时
切换到你的Windows系统，虚拟机下的Linux就像一个Windows的应用程序一样，而双系统则
不可以，要么完全Windows，要么完全Linux。在介绍虚拟机下安装Ubuntu系统之前，先简要介
绍下如何在Window下安装Python和相应的编程环境。

2.2 Python版本选择

目前，Python有两个并行版本，即所谓的Python 2和Python 3。Python 2最新的版本是2.7，而
Python 3最新的稳定版本是3.7。从语法上来说，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如果你已经熟悉
Python2，那么进入Python3轻而易举。对于初学者来讲，可以直接进入Python 3。这是因为
Python 2.7是Python2的最后版本，到2020年1月1号以后就不在提供支持了3。本书不是
Python编程语言教程，阅读本书就默认你已经熟悉了基本的Python编程。

2.3 在
Windows
环境下安

装
Python3

图 2.2检查Python是否安装

如果你使用的是Windows，你需要确认你的系统是否已经安装了Python。打开一个命令窗口，
输入python3，如果出现如图Fig.2.2所示，则表示你的系统没有安装Python3。

你需要按照如下步骤安装Python3：

● 从 网站 https://www.python.org/downloads/release/python-373/下载最新版本的Python3
。可以选择Windows x86-64 executable installer，也可以选择Windows x86-64
web-based installer。

● 点击下载的软件应用程序，根据提示，安装Python。

3 https://www.python.org/dev/peps/pep-0373/

https://www.python.org/downloads/release/python-373/
https://www.python.org/ftp/python/3.7.3/python-3.7.3-amd64.exe
https://www.python.org/ftp/python/3.7.3/python-3.7.3-amd64-webinstall.exe
https://www.python.org/ftp/python/3.7.3/python-3.7.3-amd64-webinstall.exe


图 2.3检查Python是否安装（已安装）

安装成功后，打开一个新的命令行窗口，输入Python，如果看到如Fig.2.3所示，恭喜你安装成
功。

2.4 Python虚拟环境

使用Python处理自然语言应用，不可避免总要安装各种开源模块。开发不同的应用，可能需
要安装不同的模块，这些模块默认安装在我们上面的Python目录下，和Python自带的系统模
块混在一起。当我们需要把开发完成的项目交付使用和或者安装在其他机器上时，为了保证

程序正常运行，总要烦恼如何在新的Python环境下配置所需的模块。为了方便管理每个项目
所需要的模块配置，我们可以使用虚拟Python环境，为每个项目创建独立的模块配置以及相
应的配置文件。当把应用移植到其他机器或环境时，只需要把项目和相应的配置文件移植过

去，然后运行模块安装程序，就可以自动安装应用所需的模块。当项目结束后，可以方便的卸
载已经安装的模块，同时对系统模块和配置不产生任何影响。本书作者推荐Pipenv应用，一个
Python下的模块管理应用。

如何安装Pipenv

1. 打开一个命令行窗口，运行命令: pip install pipenv，就会安装Python虚拟环境管理模块
pipenv。详细介绍请参考官方文档 https://pipenv.readthedocs.io/en/latest/。

2. 为新项目创建虚拟python环境：

a. 创建项目目录

b. 在项目目录下，在命令行窗口运行 pipenv shell，就会自动为这个项目创建一个虚拟
Python环境。

c. 在该项目目录下，在命令行窗口运行 pipenv install 模块名字，就会在这个项目的虚拟环
境下自动安装这个模块。

d. 在项目目录下，有一个Pipfile文件，这个就是虚拟Python环境的配置文件是个存文本文件
，你可以编辑（只有熟练掌握后才推荐此操作）

e. 当需要把开发的项目移植到另一台机器时，你只需要在新的环境下运行pipenv install，就
自动安装所有模块

下面列出几个常见命令

a. pipenv shell: 如果还没有创建虚拟环境，该命令为当前目录创建一个Python虚拟环境（
Python版本时系统默认版本），并启动虚拟环境。如果已经创建了虚拟环境，该命令为启动
虚拟环境。虚拟环境启动后，目录提示符的开头会加上虚拟环境的名字。Fig.2.4是例子。

https://pipenv.readthedocs.io/en/latest/%E3%80%82


图 2.4 pipenv虚拟环境(最后一行的前面 work-xvoqAU3G是虚拟环境的名字，
默认是目录名加上

b. 在虚拟环境下的命令行窗口，输入exit，就会退出虚拟环境，返回正常的命令行窗口。

● pipenv --three: 为当前目录创建一个Python3的虚拟环境。pipenv --two是创建Python2

● pipenv --rm: 在当前目录下，运行此命令会删除为该目录或项目创建的虚拟环境

● pipenv graph：列出当前虚拟环境已经安装的模块

● pipenv install 模块1 模块2 模块3 …..: 安装所列模块

● pipenv uninstall 模块1  模块2 模块3 …..: 卸载所装所列模块

2.5 集成编译环境

当开发软件的时候，总免不了要调试软件。这时候，如果有一个集成编译环境 (IDE)，编写和调
试代码就会方便很多。Python语言的IDE有很多，譬如PyCharm4，Spyder5。笔者推荐微软的开
源集成编译环境，Visual studio code6 （Fig2.5 是一张截屏）。通过安装插件，几乎支持所有的
编程语言。支持智能句法和帮助提示，断点调试。同时，还支持git，你可以方便的把你的项目
备份和同步到你的github或Gitlab上。一旦配置好环境，使用和收费的Visual Studio差不多，版
本更新很快。当安装完visual studio code后，开始安装Python插件，见Fig.2.6（点击图中红色
箭头指示的方框图标，然后在搜素框中输入python，查找插件，然后安装需要的插件，推荐至
少安装图中所示的微软的Python插件，其他根据需要安装）。

6 https://code.visualstudio.com/

5 https://www.spyder-ide.org/

4 https://www.jetbrains.com/pycharm/

https://code.visualstudio.com/
https://www.spyder-ide.org/
https://www.jetbrains.com/pycharm/


图 2.5 Visual studio code集成编译环境截屏

图 2.6 安装python插件

2.6 在Windows下安装虚拟机

笔者原来主要用C++，C#和Matlab开发算法和做研究，所用的是Visual Studio集成编译环境，
因此大部分时候在Window环境下工作。后来转做自然语言处理和数据分析，需要越来越多的
使用开源软件，而大部分开源软件都是在Linux开发和调式通过。把这些软件在window下搞定
，真是费时费力，所以决定安装Linux环境。你可以选择安装Windows和Linux双启动系统，在启
动时选择进入Windows还是Linux，一旦进入，就只有Linux或者Window了。但由于工作需要，
Windows也不能没有，譬如工作中的文档都是Office，需要时不时的在两种系统快速切换，双
启动系统就不是很方便。因此，最终选择安装虚拟机，在window环境下安装个xubuntu系统（一
个Ubuntu版本的Linux系统）。

安装步骤：

● 下载并安装虚拟机VirtualBox host，Windows版本：

https://download.virtualbox.org/virtualbox/6.0.4/VirtualBox-6.0.4-128413-Win.exe

● 下载Xubuntu LTS 18.04版本

https://download.virtualbox.org/virtualbox/6.0.4/VirtualBox-6.0.4-128413-Win.exe


https://xubuntu.org/release/18-04/

● 在虚拟机下安装Xubuntu

a) 在Window下找到Oracle VM VirtualBox应用程序，点击打开该应用，打开后如图Fig.2.7
所示

b) 创建虚拟机：点击界面中上部分的New图标，开始创建新的虚拟机(Fig.2.8)。给新创建的虚
拟机起个名字，如图所示中，名字是x。然后点击next，根据提示依次进行，你可以使用默
认值，也可以调整，譬如允许虚拟机用的内存大小（memory size），还有分配的硬盘存储
空间大小，等等。这些配置在安装完成后还可以随时修改。

c) 安装Xubuntu系统：虚拟机创建后，在界面的最左边(Fig.2.8)，会列出当前已经创建的虚拟
机，可以看到上一步刚创建的名字为x的虚拟机。点击该虚拟机，进入Fig.2.9的界面，让你
选择启动盘(select start-up disk)，点击empty最右手的按键，浏览并找到你下载的Xubuntu
，然后点击start，开始安装Xubuntu。

d) Xubuntu安装完毕后，你可以直接点击界面中上的start，启动Xubuntu系统。

● 按照上面步骤安装好Xubuntu后，Xubuntu的窗口很小，并不能自动满屏。这时需要下载安
装VirtualBox guest addition。

http://download.virtualbox.org/virtualbox/6.0.0_RC1/VBoxGuestAdditions_6.0.0_RC1.iso

启动Xubuntu，然后在虚拟机的菜单Device下insert guest additions CD image，输入上面下载
的文件，并根据提示安装。安装成功后，重新启动Xubuntu，窗口就会自动满屏。

● Windows和Xubuntu双系统剪贴板共用：如果你需要Window下拷到剪贴板的内容复制到
Xubuntu下，需要打开虚拟机界面的setting->general->advanced->shared clipboard /
Drag’n’Drop，选择bidiectional。

● 共享目录：如果你需要在Windows和Xubuntu之间共享文件，你可以在Windows下建个目
录，并和Xubuntu共享。打开虚拟机界面的setting->shared folders，点击右上边的+图标，
选择需要共享的目录。譬如Windows下共享的目录名sharedme，然后在Xubuntu下建个
目录与之相连，假设目录为shared。启动Xubuntu后，打卡一个终端窗口，运行sudo mount
-t vboxsf sharedme shared, 即把Windows下sharedme和Xubuntu下shared(假设shared
在当前目录下)连接上。

Ubuntun下配置编程环境：

● Python

1. 当安装Ubuntu时，默认Python2和Python3都会安装。

2. 检查是否安装python模块管理工具pip：打开一个terminal，输入pip，如果已经安装，会显
示pip命令帮助信息。如果没有安装，输入如下命令安装

3. sudo apt install python-pip

4. 安装pipenv：sudo pip install pipenv。其他使用方法同上面Windows下的介绍。

5. 安装visual studio code 集成编译环境：下载.deb ubuntu版本

6. https://code.visualstudio.com/download

如果要在VSC下使用虚拟环境，可以如下设置：

1. 打开VSC

2. 依次找到菜单 File-->preference-->settings，点击settings菜单，然后进入settings的设置。
在搜素框内输入virtual，就会发现如图Fig.2.10所示，在Venv Path输入你的虚拟环境路径
（默认应该和图中所示路径一样），VSC在该路径下搜寻所有的虚拟环境。

http://download.virtualbox.org/virtualbox/6.0.0_RC1/VBoxGuestAdditions_6.0.0_RC1.iso
https://code.visualstudio.com/download


3. 当用VSC打开你的Python工程文件目录，打开一个Python文件，默认的Python解析器时
系统目录。点击如图Fig.2.11红线所示，即Python 3.6.7 65bit，就会出现所有的Python解
析器，选择你需要的那个。





Fig.2.11 在当前Python工程目录下使用Python虚拟环境

2.7 总结

本章基于作者本人多年实践经验，介绍了如何选择配置系统平台和Python环境。简单来讲，对
于Python开发，作者推荐：Ubuntu（或其他Linux系统）+ Python 3 + Pipenv（python虚拟环境）
+ Visual Studio Code IDE。当然，每个人的编程经验和习惯不同，会有自己的偏好。如果你是
刚刚入门Python语言，建议一开始就采用推荐的方案。

第3章网络爬虫和解析器

从事自然语言的研究和开发，不可逃避的一项工作就是搜集和处理数据，为各种应用开发准
备语料。语料库是自然语言研究和应用的重要资产，没有大规模和高质量的语料，开发高性能

的自然语言产品就几乎不可能。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今天，网络上的各种资料应有尽有。因此
，根据具体的产品需求，从互联网上搜集相关的数据，并清洗和整理成后续应用需要的干净数
据，是从事自然语言研究的人必备的一项技能。本章将以一个具体的开发实例，讲解如何自动
从网上下载网页和提取感兴趣的内容。



3.1 网络爬虫如何工作

图 3.1网络爬虫基本框架

图3.1展示了一个基本的网络爬虫结构。首先，必须提供一组种子网址做为爬虫初始访问和抓
取的网页，调度管理程序从网页队列中提取准备抓取的网址，发送请求到下载管理程序，下载
管理程序下载网页，然后发送到网页解析程序(parser)，网页解析程序提取出用户感兴趣的内
容（不同应用有不同的需求。譬如，新闻聚合应用，提取出新闻标题和内容以及相关的元数据，
即meta data，可能就行了）和网页中的网址，然后把这些新的网址加入待抓取的网址队列。循
环往复，直到所有网页都抓取完。

实际上，以目前互联网规模，基本不可能。即使对于一个很小的规模的种子网址，如果不加任

何约束，不断扩展网页中发现的新网址，也是一个很大的规模。因此，在实践中，根据具体的
自然语言应用项目，我们需要有目的的抓取所需要的网页，设定抓取网页规模。

本章以一个具体的实例项目，即从新浪网新闻网抓取新闻，解析超文本，提取出新闻标题和内
容，然后保存到本地。

3.2 超文本网页

对于新闻超文本网页，一般会包括元数据、新闻内容（标题和内容）、java script代码来控制用
户交互（譬如个性化推荐，cookie处理等等），等等。譬如，如果需要为新闻分类的机器学习项
目（给新闻自动打上军事、科技、财经、娱乐、体育标签）准备数据，需要为每一个标签准备训
练和测试数据。因为新浪网已经有了这些分类，我们就可以在新浪网相关网站抓取所需的欣

慰，利用网站的分类做为标签。例如，在科技网站下（ https://tech.sina.com.cn/）抓取的网页都
标上科技标签，而娱乐网站（https://ent.sina.com.cn/）下的网页都属于娱乐。我们需要做的是
下载网页、网页解析提取感兴趣的内容、保存提取出的信息。而为了完成这些，首先我们要了
解超文本里都有些什么信息。

● 元数据(meta-data)

https://tech.sina.com.cn/
https://ent.sina.com.cn/


图 3.2网页HTML元数据例子

元数据一般位于HTML的开头，图3.2是一个新浪新闻网页的元数据的示例。我们需要关注的
有：

✔ 网页编码（<meta charset="utf-8"/>）：本例中是utf-8编码。如果不是utf-8编码，处理时需要
转换成utf-8。

✔ 标题：<title>APEC贸易部长会议强调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智利|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声明_新
浪新闻</title>

✔ 关键词：<meta name="keywords" content="智利,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声明" />，关键词是
从新闻报导内容中提取的最能表达文章内容的词。可以由编辑手工录入，也可以自动提
取（本书后续章节将介绍自动提取算法）

✔ 标签：<meta name="tags" content="智利,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声明" />，标签通常是能表达
文章内容的主题词或者概念词。通常用标签来组织网页，用户可以用标签来浏览同样标
签下的的网页。譬如，在这个示例网页HTML里(图3.3)，你会发现下面HTML代码：

✔ <a href="http://tags.news.sina.com.cn/智利" target="_blank">智利</a><a
href="http://tags.news.sina.com.cn/多边贸易体制" target="_blank">多边贸易体制</a><a
href="http://tags.news.sina.com.cn/联合声明" target="_blank">联合声明</a>

✔ 发表时间：<meta property="article:published_time"
content="2019-05-19T14:27:10+08:00" />，新闻最重要的是时效，发表时间在有些应用可
能需要，例如新闻聚合应用。

✔ 作者：<meta property="article:author" content="新华网" />，新闻写作者。

● 新闻内容



图 3.3网页HTML新闻内容示例

图3.3示例新闻HTML正文内容部分，用HTML标签 <div class="article" id="article">标识，这部
分通常是我们需要提取的部分。

● 网址提取

图 3.4网页内嵌新闻网址示例

前面介绍网路爬虫时，我们希望爬虫能自动发掘下一步需要下载的网址。因此，网页解析需要
从当前网页提取感兴趣的网址。在图3.4中，当前网页在新闻(news)下，如果我们只想把新闻
网站news.sina.com下的新闻网页下载下来，那么我们要提取出HTML标签<a href>下的所有
网页。

3.3 网页解析

上面我们从文本处理的角度，简单介绍了网页中感兴趣的内容。现在我们介绍一个常用的
Python工具包newspaper，讲解如何自动下载和解析网页。



3.4 Newspaper

Newspaper是一个小巧的针对新闻网页的解析器，你可以使用它下载单个新闻网页或者指定
网站下的所有网页。从网页里提取出元数据、文章的标题和新闻内容，网页里的图片和视频链
接。它还提供了两个简单的自然语言工具包：关键词提取和新闻摘要。

首先，安装newspaper软件包: pip3 install newspaper3k（软件源码地址：
https://github.com/codelucas/newspaper）。 虽然软件说明也支持python 2，但支持不是很好，
经常安装不成功。如果很熟悉python，也可以把源码复制下来，直接做为自己的模块使用（需
要对源码做一点修改才可以使用）。

你如果浏览newspaper的源码，会发现在newspaper模块里有个article.py文件，里面有个
Article类，这个就是用来处理网页的。

● 下载单个网页

图3.5是个例子代码，演示怎么从新浪网下载一个指定网页，然后提取出作者、标题和正文内
容信息。

图 3.5 例子代码来演示如何用newspaper下载和提取内容

行5：from newspaper import Article，把Article类装载进来

行7：例子网址

行9：调用Article类并初始化一个实例，提供2个参数：网址和语言。newspaper针对不同的语言
有一些不同的处理，因此一定要提供所处理的网页的语言，默认是英文。这里我们处理中文，
需要指定language=’zh’，’zh’是中文的标识符。newspaper目前支持38种语言，如果你想知道
是哪38种语言和语言代码，可以输入以下python代码：

import newspaper

print(newspaper.languages())

行11：调用Article实例的download()函数，开始下载网页。下载的网页保存至实例的html成员
变量里（行17）

行12：调用Article实例的parse()函数，开始解析下载网页的HTML内容。所提取出的新闻的写



作者、标题和正文内容分别保存在实例变量authors（行13）、title（行14）和text（行15）。此外，
还有图像（行16）和视频的链接网址。

● 下载网站下的所有网页

Newspaper还提供了一个模块用来自动下载指定网站下的所有网页，它其实是对网站解析，提
取出网页内所有URL，每一个URL产生一个Article实例。你需要循环处理每个Article实例：下载
和解析，提取如标题、作者和新闻内容的相关部分（同上面单个网页）。图3.6是代码实例。

图 3.6下载网站下的所有网页内容

在这个示例中，行8指定一个要下载的网站地址，然后定义一个Configuration实例，并设置网
页语言（行10和11）。接着11行调用build()函数，并输入网站地址和配置，返回一个<class
'newspaper.source.Source'>。行13-22示例怎么一个个下载每个网页，首先获得每个网页的
Article实例(<class 'newspaper.article.Article'>)，然后调用实例的download()和解析parse()函
数，解析后的内容同上面的单个网页处理。

虽然上述方法可以下载整个网站，但并不是最安全和可靠的方法。如果真的要下载大量网页，

推荐使用随后介绍的scrapy工具包。



3.5 自动抓取大批网页

Scrapy工具包提供了一个快捷方便的上层应用框架，开发者可以利用它来爬取网站数
据，并从网页中提取结构化的数据。本节将简要介绍如何使用它来创建一个爬虫，从指

定的一些网站抓取数据。

安装Scrapy

pip install scrapy

3.1.1 提取内容

3.1.2 提取链接

3.2

● 第4章 分词



● 第5章 词性标注

● 第6章 实体名词识别



● 第7章 语言模型
n-gram语言模型，最广泛应用的工具，语音识别，机器翻译，对话系统



● 第8章 词向量
把词表示成向量，使得离散的字可计算，



● 第9章 文本分类
有监督机器学习



● 第10章 文本聚类
无监督机器学习，发现文章中的主题词



● 第11章 情感分析
基于文本的情感分析，从用户创造的内容中发现用户的意愿，对公司产品的反

馈



● 第12章 敏感词检测和内容过滤
还你一个安全的网络，合规操作



● 第13章 关键词检测

● 第14章 文本自动摘要
古老的课题，如今焕发了青春，因为有了训练数据和encoder-decoder模型



● 第14章 问答系统
Chatbot那么火，你也可以建一个



● 第15章 知识图谱
知识图谱好高深，干嘛用



● 第16章 倒排索引和检索系统
来一点信息检索的东东，有广泛用途的倒排索引，lucence 和elastic search检

索



● 第17章 有限状态网
进阶语音识别之必备，图网络表示语言模型



● 第18章 机器翻译
一点皮毛之翻译



● 第19章 结束语
一点研究和开发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