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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不断发展，传统线下招聘模式由于覆盖

率低、效率差、成本高等原因逐渐被互联网招聘方式所

取代。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 2016年中国网络招聘行业

发展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网络招聘月度平均覆盖人数

已超过 1.5亿[1]。大型企业招聘人员每天能收到成千上

万份电子简历，存储及筛选这些半结构化的电子简历需

要耗费大量人力和时间，因此亟需一种能自动从电子简

历中抽取企业关心的信息并将其存储为结构化的数据，

同时为企业招聘人员推荐合适候选人的简历自动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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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aborious and time-consuming artificial selection from mass electronic resumes,

a solution to resumes automatic extraction and recommendation is proposed. Firstly, the sentences in Chinese resume are

represented as vectors through word segmentation, part-of-speech tagging and other preprocessing steps, then SVM classi-

fication algorithm is used to classify the sentences into six predefined general classes, such as personal basic information,

job intension, working experience and so on. 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lexical and grammatical features of personal

basic information block, the rules are constructed by hand to extract the key information like Name, Gender,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While the HMM model is used to extract the detailed information in complex information blocks, and puts

forward rules and statistics based resume information extraction method. Finally, a Content- Based Reciprocal Recom-

mender algorithm（CBRR）is proposed, which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references of both enterprise and job seekers. The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at the solution proposed in this paper can assist enterprises in recruitment, improve screening

efficiency and save recruitment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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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解决企业人工筛选电子简历效率低等问题，提出一种简历自动解析及推荐方案。对中文简历中的句子进

行分词、词性标注等预处理，表示为特征向量，并利用 SVM分类算法将所有句子划分成预定义的六个通用类别，包

括个人基本信息、求职意向和工作经历等。利用个人基本信息的词法和语法特征，手工构建规则来实现姓名、性别

及联系方式等关键信息抽取；对复杂的工作经历等文本用HMM模型进一步抽取详细信息，从而形成基于规则和统

计相结合的简历文本信息抽取方法。考虑企业和求职者双方偏好，提出基于内容的互惠推荐算法（Content-Based

Reciprocal Recommender algorithm，CBRR）。实验结果表明，整个方案能有效处理电子简历，提高简历筛选效率，辅

助企业进行人才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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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推荐方案。

文献[2]用基于内容的算法进行职位推荐，并对闵

可夫斯基距离度量算法进行改进。文献[3-4]用基于协

同过滤的推荐算法来推荐符合要求的简历。文献[5]通

过对已有的职位描述信息手动打标签形成职位描述信

息库，采用关联模型来进行职位描述信息和简历之间的

匹配。文献[6-8]用混合的基于协同过滤算法和基于内

容的推荐算法来实现简历自动筛选。以上研究都是基

于求职者在线填写的结构化数据来实现推荐，不能自动

处理求职者在线提交的电子简历并进行筛选，而且都只

考虑了求职者或企业的单方需求，不能同时满足两者

偏好。

还有一些学者在研究如何从半结构化电子简历中

自动抽取一些有用的信息[9-20]。文献[9]使用信息抽取工

具包（LP）2来学习得到英文简历抽取规则，定义了八种

简单信息抽取规则，包括姓名、街区、城市、省份、邮箱、

电话、传真以及邮政编码。文献[10]提出使用级联的混

合简历信息抽取方法，文献[11]利用CRF模型来解决英

文PDF格式简历文本信息抽取任务，他们都忽视了个人

基本信息的强规则性，导致抽取结果的准确率和召回率

比较低，并且他们的研究都针对英文简历，由于中英文

表达方式的差异，他们的方案在中文简历信息抽取研究

中不适用。

简历文本信息抽取不同于其他传统的信息抽取问

题 [12]，因为电子简历文件格式有多种，比如 txt、pdf、doc

等，而且简历排版样式也因人而异。与传统的信息抽取

问题相比，简历文本信息抽取更具有挑战性。同时，招

聘推荐系统涉及求职者和企业双边利益，只有满足双方

偏好才能达到互利共赢的局面，但是现有研究很少同时

关注求职者和企业双方需求。

本文在总结分析前人研究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一种

针对中文简历的自动解析及推荐新方案。依据中文简

历层次化结构，提出基于规则和统计模型相结合的中文

简历信息抽取方法，不仅可以抽取简历中姓名、性别及

联系方式等简单信息，而且能够从工作经历这类复杂信

息中抽取企业关注的内容。除此之外，本文同时考虑求

职者和企业的偏好，提出基于内容的互惠推荐算法

（Content- Based Reciprocal Recommender algorithm，

CBRR），并将提出的算法和目前常见的协同过滤推荐

算法作对比，实验结果证明互惠推荐算法能够显著提高

推荐效果及招聘成功率，帮助企业节约招聘成本。

2 中文简历自动解析及推荐算法总体框架
中文简历自动解析及推荐算法主要包括电子简历

自动解析及推荐两部分内容，如图1，不同于传统的在线

招聘系统，本文提出的算法框架不仅能够自动从半结构

化电子简历文本中抽取简单属性信息，还可以自动抽取

工作经历等复杂信息，同时能够根据企业及求职者双方

偏好提供互惠推荐。

首先，进行电子简历自动解析时基于层次化简历结

构，对整个简历文本进行分块，并将此简历分块问题看

作文本分类问题处理，将整个简历文本以换行符分割为

句子，并对所有句子经分词、词性标注等预处理及特征

选择，表示特征向量，采用SVM算法将所有句子分成预

定义的六个通用类别，比如个人基本信息类、教育经历

及工作经历等。考虑不同通用类别文本块表述特点，采

用分而治之的思想从分类结果中进一步抽取详细信息，

对于简单属性，比如姓名、年龄和手机号码等采用基于

规则的方法；对于复杂信息，比如工作经历、教育经历等

采用基于HMM统计模型的方法处理。

其次，对半结构化电子简历经过信息抽取后，形成

结构化信息，将抽取结果存储在简历库中，和其他简历

一起经过筛选推荐给企业招聘人员。

最后，在简历推荐中，本文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用

户-物品单向推荐算法，在考虑求职者和企业双方偏好

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内容的互惠推荐算法（CBRR）。

综合考虑企业和求职者基本信息及偏好，利用企业招聘

职位和求职者应聘简历之间的历史交互数据，采用改进

的相似度度量算法计算求职者满足企业偏好程度及企

业满足求职者偏好程度，并计算互惠得分，根据互惠得

分排名为企业推荐合适求职者。

3 基于规则和统计模型相结合的简历文本信息

抽取方法
中文简历内容通常包含个人基本信息、教育和专业

基于规则的方法

基于统计的方法

简单信息

复杂信息

简历分块

电子简历

在线招聘信息

简历信息抽取

候选人列表

基于内容的简历
互惠推荐

结构化简历
信息库

图1 中文简历自动解析及推荐算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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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工作经历及求职意向等信息。本文将中文简历看

作是层次化的结构。第一层由通用类别构成，比如个人

基本信息、教育信息、求职意向信息等类别。在每个通

用类别下，包含对应的详细信息，例如在个人基本信息

类别下包含姓名、住址、邮箱等详细信息。通用类别和

详细信息模板定义如表1。

根据简历层次化结构，文本首先将整个简历文本分

成六个通用类别文本块，将简历分块问题看作文本分类

问题处理，将所有句子表示为特征向量后，用文本分类

算法进行分类。然后从分类结果中进一步抽取详细信

息，提出基于规则和统计模型相结合的简历信息抽取方

法，针对规则性较强的文本块，比如个人基本信息块，采

用基于规则的方法；对复杂信息，比如工作经历信息，采

用 HMM 统计模型抽取详细信息，比如工作时间、职位

及工作内容等。

3.1 中文简历分块
简历分块的结果会被应用到下一步的详细信息抽

取中，因此需要寻找有效的分块方案。本文对比了利用

关键字匹配的文本分块方法和基于文本分类算法的简

历分块方法。关键字匹配方法通过采用正则表达式匹

配的方法将简历文本和预先设定的通用类别关键词词

典进行匹配划分不同文本块，通用类别关键词词典中主

要包含“工作经历”、“工作经验”、“教育经历”及“个人基

本信息”等关键词；而基于文本分类算法的简历分块方

法将简历分块问题看作分类问题来处理，将每份简历按

照换行符分割成一个个句子，然后将每个句子表示成特

征向量，将简历文本分块看作是给分割之后的每个句子

划分类别的问题。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是Corinna Cortes和Vapnik等于 1995年首先提出

的，在解决小样本、非线性及高维模式识别中表现出许

多特有的优势，并能够推广应用到函数拟合等其他机器

学习问题中，通常用来进行模式识别、分类以及回归分

析。SVM模型处理过拟合问题具有很好的鲁棒性而且

算法处理性能高，因此本文使用SVM作为分类模型。

3.1.1 基于关键字匹配的简历文本分块

通过分析简历文本特点，发现大部分简历文本块内

容固定，并且具有类别关键字，因此本文采用关键字匹

配技术进行简历文本分块。关键字匹配算法是以简历

内容为导向，将个人基本信息、求职意向、自我评价、教

育经历、工作经历这些通用类别信息关键词及与其意义

相近或相关的词语收集起来，将这些关键词作为分块标

记，进行分块。例如对于教育背景相关关键字正则表达

式内容为“教\s*育\s*背\s*景|教\s*育\s*经\s*历|学\s*习

\s*经\s*历|求\s*学\s*经\s*历|学\s*习\s*经\s*历|教\s*育

\s*概\s*况|教\s*育|学历教育”，工作经历相关关键字正

则表达式内容为“工\s*作\s*经\s*验|工\s*作\s*经\s*历|

工\s*作|工\s*作\s*历\s*史|工\s*作\s*背\s*景|工\s*作\s*

简\s*介|工\s*作\s*能\s*力”。算法具体步骤为：

步骤1 将所有电子简历转为纯文本形式。

步骤 2 将每份简历和预先设置的通用类别关键字

正则表达式进行匹配，若匹配成功，则认为此处是该类

别信息开始位置，将位置信息记录下来。

步骤3 获取所有类别关键字位置，并按照记录的位

置进行文本块划分。

关键字匹配算法的分块效果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关

键词库是否全面，本文通过观察总结大量简历，人工确

定关键词库。本文将待处理的简历分为两类：标准格式

的简历和样式丰富的非标准格式简历。标准格式简历

如图 2所示，简历中每个通用类别信息块及每项详细信

息都有明显的关键字，每个模块划分明确，按照自上而

下的形式书写，没有花哨的布局样式，对于这种简历采

用关键字匹配算法处理准确率较高。但是目前大多数

求职者为了追求简历的美观，会添加一些花哨的样式，

采用表格布局或采用如图 3所示的左右分栏样式，这种

带样式信息的简历转为纯文本后导致左右两侧内容产

生交叉，而且有的部分不包含预先设定的关键词信息，

导致采用关键字匹配的方法失效。因此本文采用基于

支持向量机的文本分类算法来解决简历文本分块问题，

实现对样式各异简历的分块处理。

通用类别

个人基本信息 (B1)

求职意向 (B2)

自我评价 (B3)
教育经历 (B4)

工作经历 (B5)

其他 (B6)

详细信息

姓名、性别、生日、住址、手机号码、邮箱

工作性质、期望工作地点、期望职位、

期望薪资

专业技能、性格特点

时间、学校、专业、学历

工作时间 (W1) 、公司名称 (W2) 、

职位名称 (W3) 、工作内容 (W4)
其他详细信息

表1 通用类别和详细信息定义

图2 标准格式简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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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简历文本分块

本文将简历文本经过分词、词性标注、去停用词等

预处理步骤之后的所有词汇作为原始特征，原始特征维

数高，因此本文采用卡方统计模型进行特征降维，其定

义如下：

χ2( )t,c =
N× ( )AD-CB 2

( )A+C × ( )B +D × ( )A+B × ( )C +D
（1）

其中，t 指简历中的词语，c 指简历中特定的通用信息

类别，A表示词语 t 和 c 同时出现的次数，B 表示词语 t
出现而词语 c 未出现的次数，C 表示词语 c 出现而词语

t 未出现的次数，D 表示词语 c 和 t 都未出现的次数，N
表示文档总数。

本文使用 TF-IDF作为特征权重计算方法，TF指词

语在简历中出现的频率，IDF 表示逆文档频率，其定义

如下：

IDFwi
= lb

æ

è
çç

ö

ø
÷÷

N
DFwi

（2）

其中 N 代表训练文档总数，DFwi
代表包含词语 wi 的

文档总数。

简历由一串句子序列 S= s1 , s2 ,⋯, sn 构成，对应的

类标签为 L = l1 , l2⋯, ln ，li ∈Bj ，1 ≤ j≤ 6 ，Bj 指表 1 中

B1~B6 通用信息类型第 j 项，则序列标签概率最大化。

L = argmax
L

P(L|S) （3）

用分类算法来解决文本分块问题首先假设不同块

间的类标签是相互独立的，依据这一假设，上述公式可

以被描述为：

L = argmax
L = l1 , l2 ,⋯, ln

∏
i = 1

n
P( )li|si （4）

因此可以通过最大化公式中每一项来使该公式值

最大。 P( )li|si 可以被看作将 si 标记为 li 类的SVM概率。

SVM 算法最初是为二分类问题设计的模型，但是

在简历分块问题中，类标签共有六个，需要用SVM算法

来解决多类分类问题，目前主要通过组合多个二分类器

来实现多分类器的构造，常见的有一对多和一对一方

法。一对多的方法通常首先将某个类别的数据归为一

类，其余所有类别的数据归为另外一类，于是 N 个类别

的数据就产生了 N 个SVM分类器，分类时将未知样本

归为具有最大分类函数值的类别。一对一方法在任意

两个类别之间设计一个SVM分类器，因此 N 个类别的

数据就需要设计 N (N- 1)/2 个SVM分类器。本文使用

一对一的策略来构造多类分类器。

3.2 基于规则和统计模型相结合的简历详细信

息抽取
3.2.1 基于规则的简历信息抽取方法

在个人基本信息和工作意向详细信息抽取中，根据

中文简历的词法和语法特征，通过手动构建抽取规则来

实现关键信息抽取。例如，个人基本信息块中的姓名项

可以通过利用简历文本中姓名命名实体标注和中文姓

氏表来制定规则进行抽取。

W 代表中文关键字，P 代表词语对应的词性标签，

T 代表需要被抽取的详细信息，角标 [-2,-1,0,1] 分别

代表当前词前面的第二个词、当前词前面的第一个词、

当前词、当前词的后一个词。本文以抽取姓名和邮箱为

例，规则展示如下：

（1）姓名

如果文本块中包含关键字“姓名”或“名字”，用

re_name 代表“姓名”或“名字”关键字，wp 代表词性为

标点符号，n 代表名词词性，抽取规则为：

W-2( )re_name +P-1( )wp +P0( )n →T0 （5）

W-1( )re_name +P0( )n →T0 （6）

如果文本块中不包含关键字“姓名”或“名字”，用

surname_keyword 代表当前词汇可以在中文姓氏表匹

配成功，name_keyword 代表当前词在中文常用名表中

匹配成功，抽取规则为：

W-1( )surname_keyword +

W0( )name_keyword →T-1 +T0 （7）

（2）邮箱

如果文本块中包含关键字“E- mail”/“email”/“邮

箱”/“电子邮箱”，用 re_mail 代表上述关键字，wp 代表

词性为标点符号，email 代表分词之后的命名实体标注

为邮箱，则规则为：

W-2( )re_mail +P-1( )wp +P0( )email →T0 （8）

W-1( )re_mail +P0( )email →T0 （9）

3.2.2 基于HMM算法抽取详细信息

一般将信息抽取任务看作统计机器学习中的序列

标注问题来处理。HMM是常见的解决序列标注问题的

机器学习算法，在序列标注问题中，假定状态值不仅取

决于其对应的观察值，更取决于序列中其他观察值。本

图3 样式丰富的非标准格式简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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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以抽取工作经历信息为例，展示提出的方法。

首先，使用中科院提供的中文分词工具NLPIR将工

作经验文本块中文本进行分词处理，分词之后的结果是

带有命名实体标注/词性标注的词汇，将分词之后的结

果看作观察值。在词序列中使用 BIO 标签标注每个详

细信息的边界。如表 1，对每种详细工作经验信息Wi ，

用Wi - B 代表Wi 的起始边界，Wi - I 代表Wi 的中间

部分，除此之外，标签 O 代表该词汇不属于任何详细信

息类型，将此类位置信息标签看作是隐状态。标注规则

如表2。

通过手工标注数据集，采用最大似然估计（the

Maximum Likelihood，ML）算法来训练 HMM 模型。训

练中共涉及三个参数：初始概率 π ，转移概率矩阵 A以

及发射概率矩阵 B 。初始概率为：

πi =
Ii

∑
j = 1

N

Ij
,1 ≤ i≤N （10）

Ii 指以某一特定状态为起始状态的初始概率，N
代表模型中状态数目。

转移概率矩阵 A中的元素 aij 定义为：

aij =
Ci,j

∑
k = 1

N

Ci,k

  ,1 ≤ i, j≤N （11）

Ci,j 代表从状态 Si 到状态 Sj 的转移数目。

发射概率矩阵元素 bj( )Vk 定义为：

bj( )Vk =
Ej( )Vk

∑
i = 1

M
Ej( )Vi

,1 ≤ j≤N,1 ≤ k≤M （12）

Ej(Vk) 代表由状态 Sj 发射出Vk 的次数。

每个观察值的发射概率是文本块中所有发射概率

的总和，即：

bj( )Ot =∑
k = 1

K
bj( )Otk （13）

K 代表观察值的数目。

采用维特比算法（Viterbi algorithm）来寻找和观察

值序列相匹配的最大概率状态序列。

4 基于内容的简历互惠推荐算法研究
目前常见的推荐算法有基于内容推荐、基于用户/

基于物品的协同过滤推荐以及混合的推荐算法[21-22]，传

统的用户-物品推荐，推荐对象是被动的物品（比如电

影、音乐、书籍等），只需要满足被服务对象的单方需求

即可。但是在线简历推荐系统不同于传统推荐，当为企

业推荐求职者简历时，企业作为被服务用户，求职者作

为被推荐者，两个之间存在相互偏好，因此为了提高推

荐准确率以及成功率，简历推荐系统应该同时考虑求职

者和企业的偏好。

为了达到求职者和企业招聘人员互利共赢的局面，

本文依据求职者简历投递情况及企业历史录用的简历

情况，提出了基于内容的互惠推荐算法（CBRR），算法

能同时考虑双方偏好，提高企业招聘效率及成功率。

4.1 特征选择及预处理
本文选择能够反映求职者和招聘人员基本信息及

偏好的属性，最终选择的属性有 7个，分别是月薪、工作

地点、工作性质、职位、学历、专业、工作时间，求职者简

历和企业招聘信息这些属性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如图4。

这些属性包含区间类型、标量类型、类别类型，对每

个属性采用不同的数据预处理策略。对于区间属性和

标量属性，比如月薪和工作经验，根据智联招聘、中华英

才网等大型招聘网站常见的月薪区间划分策略，对其进

行离散化处理。针对类别属性，比如学历，每个类别作

为一个特征。如果某一特征符合该项值就为 1，否则该

项值为0，用二值属性表示每个特征，形成特征向量。

4.2 推荐算法描述
设 i ={ }1,2,3,4 表示薪资、工作地点、工作性质、职

位名称这四个属性；j ={ }1,2,3 表示学历、专业、工作时

间这三个属性。用U 表示求职者，V 表示企业职位。

Pui 表示求职者 u 对属性 i 的偏好，Quj 表示求职者

u 个人基本信息中属性 j 的值，Qvi 表示企业招聘职位 v
的属性 i 的值，Pvj 表示企业招聘职位 v 对属性 j 的偏

好。得到四个特征向量之后，来计算求职者基本信息满

足企业偏好的程度，表示为 compat ( )Qu,Pv ，以及企业

基本信息满足求职者偏好的程度 compat ( )Qv ,Pu ，然后

计算他们的调和平均数，得到简历和职位信息之间的互

抽取的内容

工作时间

公司名称

职位名称

工作内容

开始

TIMEB

COMB

PROFB

CONB

中间部分

TIMEI

COMI

PROFI

CONI

表2 工作经历信息标注规则

工作经验（时间）

期望工作地点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工作经验（时间）

最高学历

专业

期望工作性质

期望职位

期望薪资职位薪资

工作地点

工作性质

职位名称

企业招聘
职位基本
信息 Qv

企业招聘
职位偏好
信息 Pv

求职者偏
好信息 Pu

求职者基
本信息 Qu

compat(Qv,Pu)

compat(Qu,Pv)

图4 求职者简历和企业招聘职位属性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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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得分值，按照互惠得分排序，推荐 top N 给企业。

Algorithm CBRR

Input：i, j,U,V
Output：recip(u,v)
Begin

/*初始化 compat(Qu,Pv),compat(Qv ,Pu),recip(u,v) */

/*计算简历满足招聘职位偏好的程度*/

foreach j,u∈U,v∈V

wj ← ∑
k = 1

M
ajk ∑

j = 1

3

∑
k = 1

M
ajk

compat(Qu,Pv)←

∑
j = 1

3

(wj ×Quj × Pvj) (∑
j = 1

3

Q 2
uj)× (∑

j = 1

3

P 2
vj)

end for

foreach i,u∈U,v∈V

wi ← ∑
k = 1

N

aik ∑
i = 1

4

∑
k = 1

N

aik

compat(Qv ,Pu)←

∑
i = 1

4

(wi ×Qvi × Pui) (∑
i = 1

4

Q 2
vi)× (∑

i = 1

4

P 2
ui)

end for

recip(u,v)← 2
(compat(Qu,Pv))-1 + (compat(Qv ,Pu))-1

return recip(u,v)
end

（1）计算求职者基本信息满足企业偏好的程度：

compat ( )Qu,Pv =
∑
j = 1

3

( )wj ×Quj × Pvj

æ

è
çç

ö

ø
÷÷∑

j = 1

3

Q 2
uj ×

æ

è
çç

ö

ø
÷÷∑

j = 1

3

P 2
vj

（14）

其中，wj =
∑
k = 1

M
ajk

∑
j = 1

3

∑
k = 1

M
ajk

（15）

M 表示招聘职位 v 历史录取的简历总数。 ajk 表

示在职位 v 已录取的所有简历中，第 k 份简历是否满足

职位信息中的第 j 个属性，如果第 k 份简历满足职位招

聘要求中的第 j 个属性，则 ajk 等于1，否则等于0。

（2）企业基本信息满足求职者偏好的程度为：

compat ( )Qv ,Pu =
∑
i = 1

4
( )wi ×Qvi × Pui

æ

è
çç

ö

ø
÷÷∑

i = 1

4
Q 2

vi ×
æ

è
çç

ö

ø
÷÷∑

i = 1

4
P 2

ui

（16）

其中，wi =
∑
k = 1

N

aik

∑
i = 1

4

∑
k = 1

N

aik

（17）

N 表示求职者 u 历史投递的职位总数。 aik 表示在

求职者 u 已投递的所有职位中，第 k 个职位是否满足求

职者偏好中的第 i 个属性，如果第 k 份简历满足职位招

聘要求中的第 i 个属性，则 aik 等于1，否则等于0。

（3）考虑既满足求职者偏好又满足企业偏好，考虑

互惠性，用调和平均数来表示两者联系。

recip( )u,v = 2

( )compat ( )Qu,Pv
-1

+ ( )compat ( )Qv ,Pu
-1（18）

5 实验结果评估

5.1 基于规则和统计模型相结合的简历文本信

息抽取实验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算法在处理样式各异的电子

简历时的有效性，本文从当前流行的在线招聘网站（中

华英才网、智联招聘等）下载不同样式的中文电子简历

共 1 000份，设计多组实验来验证本文提出的简历文本

信息抽取算法。每一份简历都被手动打上标签，在标注

之前有明确的标注说明文档。每组实验都按照 7∶3 的

比例分配训练数据集和测试数据集，并进行 6 折交叉

验证。

实验中选择 LIBSVM 作为 SVM 分类器工具包，中

科院分词工具 NLPIR 作为分词和命名实体识别工具。

在文本分块实验中，若分块结果与手工标注结果匹配率

达到 90%以上认为相等，同样在详细信息抽取结果中，

认为抽取结果和标注结果达到 90%以上匹配才相等。

本文采用准确率（P）、召回率（R）和 F值作为评价准则，

设计多组实验来验证提出的简历信息抽取方法。

（1）为了验证在中文简历信息抽取过程中进行文本

分块策略的有效性，设计了一组对比实验。实验都采用

基于规则和HMM模型相结合的方法，但是第一个实验

没有进行分块处理，而是直接从整个简历中抽取有用信

息；第二个实验将简历分块问题转化为文本分类问题，

用SVM算法将简历中所有句子划分为六个预定义通用

类别，然后再从特定的类别中进一步抽取对应的详细信

息，而不是从整个简历文本中。实验结果展示如表3，可

以看出采用文本分块的策略代替直接从整个简历进行

抽取将个人基本信息的 F值提高了 5.53%，将抽取工作

经历的F值提高了11.07%。

抽取单元

整个简历

特定文本块

个人基本信息（基于规则）

平均准确率/%

88.56

94.23

平均召回率/%

87.83

93.22

平均F值/%

88.19

93.72

工作经验信息（基于HMM模型）

平均准确率/%

67.25

81.12

平均召回率/%

72.54

80.61

平均F值/%

69.79

80.86

表3 文本分块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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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了证实基于文本分类的算法处理简历文本分

块问题比关键字匹配方法更有效，本文建立了简历文本

通用类别关键词表，采用基于关键字匹配的算法和基于

SVM 文本分类算法分别在标准数据集和混合数据集

（包含标准格式和非标准格式简历）中进行实验，实验结

果如表4。

实验结果显示，在处理标准格式简历时，关键字匹

配算法效果明显优于基于文本分类的算法，但是当加入

样式丰富的不同模板的简历数据时，基于 SVM 文本分

类算法效果明显好于基于关键字匹配的方法，将F值提

升了约 11%，因为关键字匹配算法只能处理那些有明显

类别关键字、格式标准、模块划分清晰的简历数据，有一

定局限性，而文本分类的方法能够兼容样式各异的简历。

（3）本文抽取详细个人基本信息时，采用手工构建

正则表达式的方法实现；而针对详细工作经验信息，本

文采用基于 HMM 模型的算法。通过分而治之混合的

方法和单独地基于规则或基于统计模型的实验结果分

别进行对比，证实提出的基于规则和基于统计模型相结

合的方法的可行性。实验结果如表5所示。

和其他方法相比，该方法得到了更好的 F 值，证明

了基于统计模型和 HMM 相结合的方法针对中文简历

抽取任务更加有效。

（4）基于规则的详细个人基本信息抽取结果如表6，

平均 F 值超过 93%，几乎能够达到人工抽取的水准，这

主要是因为个人基本信息的表述模式基本固定，而且具

有强规则性。其中“姓名”属性的抽取结果召回率较低，

主要是因为有的人名比较独特，常用人名词典中未包

含，比如“陈二牛”、“李叶”、“张末”、“孙笋”等不常用的

人名就没有抽取到。

基于 HMM 算法的详细工作经验抽取结果如表 7，

整体结果较好，这是因为在简历中，通常公司名、工作时

间、职位类别、职位名称和工作内容基本依次序出现，且

有较明显的特征词，比如公司名称通常由一个语义块构

成，并且具有“公司”、“集团”等特征词；工作时间具有数

字和“年”、“月”等特征词。

5.2 基于内容的简历互惠推荐算法实验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推荐算法的有效性，需要进行实

验验证，但由于目前简历推荐领域还没有统一和权威的

数据库，因此从某大型招聘网站选取计算机行业相关职

位招聘信息共计 78 份，包括软件开发、数据库管理员、

前端开发工程师及软件测试工程师等常见职位，申请这

些职位的简历共 267 份，以这些求职者简历数据、招聘

职位信息数据以及这些职位和简历之间的交互行为作

为实验数据集。

离线实验结果通过计算准确率、召回率及 F1 值来

衡量。其中，R( )v 表示根据推荐算法为招聘职位 v 推

荐的求职者列表，T ( )v 表示招聘职位 v 录取的求职者

列表。

Precision =
∑v∈V

R(v)⋂T (v)

∑v∈V
T (v)

（19）

Recall =
∑v∈V

R(v)⋂T (v)

∑v∈V
R(v)

（20）

根据准确率和召回率计算F1值，计算公式为：

F1 = 2×Precision ×Recall
Precision + Recall （21）

图 5展示了实验结果，通过和传统的协同过滤算法

实验结果进行对比，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基于内容的互惠

推荐算法在 top-N推荐中均优于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算

法，当为企业招聘职位推荐的职位数目越来越多时，推

荐效果也越来越好，当推荐简历数目达到 24份时，文本

提出的算法 F1值达到 29.38%，而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

算法F1值仅为 21.6%，F1值提高了 7.78%，不仅如此，互

惠推荐还能同时考虑求职者和企业的偏好，达到双赢。

分块方法

SVM算法

关键字匹配方法

标准格式简历数据

平均准确率/%

84.58

90.23

平均召回率/%

86.34

92.68

平均F值/%

85.45

91.44

模板各异的混合简历数据

平均准确率/%

82.22

70.89

平均召回率/%

84.98

74.85

平均F值/%

83.58

72.82

表4 基于关键字匹配和SVM分类算法文本分块实验结果

方法

仅基于规则

仅基于统计模型

基于规则+

基于统计模型

平均准确率/%

78.24

71.98

86.98

平均召回率/%

68.88

82.34

88.17

平均F值/%

73.26

76.81

87.57

表5 详细信息抽取方法对比

详细个人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生日

住址

手机号码

邮箱

准确率/%

90.56

97.82

92.14

94.34

94.02

96.48

召回率/%

85.50

96.74

93.65

89.13

96.82

97.46

F值/%

87.96

97.28

92.89

91.66

95.40

96.97

表6 基于规则的详细个人基本信息抽取结果

详细工作经历信息

工作时间

公司名称

职位名称

工作内容

准确率/%

86.26

88.93

83.52

65.78

召回率/%

82.47

84.56

80.84

74.55

F值/%

84.32

86.69

82.16

69.89

表7 基于HMM模型的详细工作经历信息抽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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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能够帮助企业招聘人员自动解析

及推荐简历的整体方案，不同于传统的在线招聘系统，

本文提出的算法框架不仅能够自动从半结构化电子简

历文本中抽取简历中简单信息，还可以自动抽取工作经

历等复杂信息，同时能够根据企业及求职者双方偏好提

供互惠推荐。

考虑到中文简历的层次化结构，首先，对整个简历

进行文本分块处理，并将此简历分块问题看作分类来处

理，采用 SVM 算法将整个简历中句子自动划分为六个

通用类别，在进一步的详细信息抽取中，针对不同的通

用类别文本，分别采用基于规则和基于统计模型的方法

完成；然后，考虑到企业和求职者双方偏好，采用基于内

容的互惠推荐算法进行简历推荐。

实验结果显示，和基于关键字匹配的方法相比，文

本分类算法能更好地解决简历分块问题，因为它能更好

地处理一些不包含关键字的中文简历。另外，采用基于

规则的方法抽取个人基本信息取得了很高的准确率和

召回率，因为简历文本个人基本信息本身规则性很强。

HMM算法对处理教育信息和工作经历信息也很有效。

和传统的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算法对比，本文提出的基

于内容的互惠推荐算法推荐结果更佳，而且由于同时考

虑了企业和求职者的偏好，也能更好地促进企业有针对

性发布面试邀请，提高招聘成功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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