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槽id 槽位别名 是否是子槽位 槽位描述 槽位值举例 归一化值说明

sys_video 影视
影视，包括电影、电视、节目、
动漫、表演等类别 使用词槽值

sys_video_movie 电影 sys_video 电影 无间道、战狼2、蜘蛛侠等 使用词槽值
sys_video_tv 电视剧 sys_video 电视剧 人民的名义、琅琊榜、欢乐颂等 使用词槽值
sys_video_vshow 综艺节目 sys_video 综艺节目 快乐大本营、极限挑战、奔跑吧兄弟等 使用词槽值
sys_video_cartoon 动漫 sys_video 动漫 海贼王、七龙珠等 使用词槽值
sys_video_generic 其他影视作品 sys_video 其他影视作品 戏曲、美食节目、纪录片等 使用词槽值

sys_per 人物
人物，包括虚拟人物在内的各类
人名 使用词槽值

sys_per_entertainer 娱乐人物 sys_per 娱乐人物 周杰伦、李晨、刘德华等 使用词槽值
sys_per_actor 演员 sys_per 演员 徐峥 使用词槽值
sys_per_poet 诗人 sys_per 诗人 李白 使用词槽值
sys_per_singer 歌手 sys_per 歌手 王菲 使用词槽值
sys_per_artist 艺术家 sys_per 艺术家 徐悲鸿 使用词槽值
sys_per_director 导演 sys_per 导演 张艺谋 使用词槽值
sys_per_screenwriter 编剧 sys_per 编剧 王伊 使用词槽值

sys_per_generic 其他人物 sys_per 其他人物
柯南（动漫人物）、钟南山（专家学者）、朱
元璋（历史人物）、以及其他的普通人名 使用词槽值

sys_bio 生物 生物，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
熊猫（动物）、臭黄菇（真菌）、孟连沿阶草
（植物） 使用词槽值

sys_cure 治疗方式 治疗方式
肾裂伤修补术、膝关节切开引流术、下颌吸脂
术 使用词槽值

sys_disease 疾病 疾病 感冒、风湿、颈椎病 使用词槽值
sys_loc 地点 sys_loc 地点 使用词槽值
sys_loc_country 国家 sys_loc 国家 中国、美国、英国 使用词槽值
sys_loc_province 省份 sys_loc 省份 海南省、内蒙古、台湾 (NERL_PLUS_LOC_ROOT)>海南省
sys_loc_city 城市 sys_loc 城市 北京、杭州、深圳 (NERL_PLUS_LOC_ROOT)>(浙江省)>杭州市
sys_loc_county 区县 sys_loc 区县 朝阳区、海安县 (NERL_PLUS_LOC_ROOT)>(北京市)>海淀区
sys_loc_cinema 电影院 sys_loc 电影院 万达影院 使用词槽值
sys_loc_hotel 酒店 sys_loc 酒店 凯宾斯基 使用词槽值
sys_loc_restaurant 餐馆 sys_loc 餐馆 全聚德 使用词槽值
sys_loc_scenic_area 景区 sys_loc 景区 天安门 使用词槽值

sys_loc_road 路名 sys_loc 路名 长安街
后厂村路：后厂村路
北京市海淀区后厂村路：(NERL_PLUS_LOC_ROOT)>
北京市>海淀区

sys_loc_train_station 火车站 sys_loc 火车站 北京站 使用词槽值
sys_loc_airport 飞机场 sys_loc 飞机场 北京首都机场 使用词槽值

sys_loc_generic 其他地点 sys_loc
其他地点：除了国家、省市区县
外 朝阳公园、虹桥机场、西二旗、火车站等 使用词槽值

sys_org 机构
机构，包括学校、政府、企业、
协会、医院、媒体、组织 百度、万达、红十字会、车管所、协和医院等 使用词槽值

sys_org_airlines 航空公司 sys_org 航空公司 国航 使用词槽值
sys_org_bank 银行 sys_org 银行 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农行 使用词槽值
sys_org_film_company 影视公司 sys_org 影视公司 万达影业 使用词槽值
sys_org_generic 其他机构 sys_org 其他机构 使用词槽值
sys_software 软件 软件（不包括游戏软件） QQ、微信、百度翻译 使用词槽值
sys_medicine 药品 药品 康泰克、阿莫西林等 使用词槽值

sys_num 纯数字 纯数字，包括整数、分数、小数 134，2/3，3.14，四五千、一五八一一三四九
五七三

四分之三：7.500000e-01
3.14：3.140000
200万：2000000.000000
四五千：4000~5000
一五八一一三四九五七三：15811349573

sys_phone_num 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
13703850939、010-39489283、一五八一一三
四九五七三 归一化为阿拉伯数字

sys_tv_station 电视台 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使用词槽值
sys_radio_station 广播电视台 广播电视台 中国音乐之声电台 使用词槽值
sys_flight_num 航班号 航班号 CA1805 使用词槽值
sys_train_num 火车车次 火车车次 C3054 使用词槽值
sys_unit 单位 sys_unit 单位 规则同下面子词槽

sys_money_unit 货币单位 sys_unit
货币单位，支持人民币还有数十
种外币，如美元，澳币，日元、
英镑等

十块钱、五美元。

归一化单位为元、美元、澳元等
十块钱：10.000000|元
五美元：5.000000|美元
五美分：0.050000|美元
五角四分钱：0.540000|元
两千五百万元： 25000000.000000|元

sys_space_unit 空间单位 sys_unit 空间单位 10米、960万平方米、3公顷、四公里、9英里
、三寸、十亩

归一化单位为米、平方米：
10米：10.000000|米
10千米：10000.000000|米
10平方千米：10000000.000000|平方米
10平方米：10.000000|平方米
三寸：0.099999|米
三公顷：30000.000000|平方米
9英里：14484.096000|米

sys_time_unit 时间单位 sys_unit 时间单位
10小时、3个钟头、5分钟、1秒、2天、7周、6
个月、5年

归一化单位为小时、分钟、秒（分钟归一化为秒）
、天（周、月归一化为天）、年
10小时：10.000000|小时
五分钟：300.000000|秒
5秒钟：5.000000|秒
五分三十秒：330.000000|秒
6个月：180.000000|天（按照每月30天算）
7周：49.000000|天
5年：5.000000|年
三小时四十分钟：220.000000|分钟

sys_index_unit 顺序索引单位 sys_unit 顺序索引单位 3个、4只、5条、6篇、7张、8部、9颗等

归一化规则：数字+单位
点,封,季,家,头,声,列,副,包,卷,台,叶,双,听,回,件,位,张,
对,匹,幅,只,个,次,棵,手,把,捆,支,朵,条,架,枝,潭,场,座,
篇,片,瓶,盅,盏,盘,罐,群,章,首,页,顶,颗,道,部,集,面,艘,
节,轮,项

sys_generic_unit 一般单位 sys_unit

更丰富的数字+单位，公斤、市
斤，摄氏度、千克、mg、ml、两
、千卡、岁，还包括 千克/立方米
这样的复合单位

三桶、两摞、3千克/立方米
归一化规则：数字+单位
千克归一化为克，斤、两归一化为千克
3千克/立方米：3000.000000|克/立方米

sys_time 日期和时间 sys_time 日期和时间

昨天、星期一、下周二、今天晚上、下午五点
、五天前、五一、国庆节、2017-08-25（注：
1、支持阴历日期，如：腊月十一，能自动归
一化为阳历日期（2018-01-27）；2、只有时
间没有日期则只归一化时间，不会默认指定日
期。）

归一化值规则同其子词槽
晚上：18:00:00
午夜、半夜、深夜：23:00:00
凌晨：01:00:00
早上：07:00:00
中午：12:00:00
下午：14:00:00



sys_time_festival 节日 sys_time 节日 教师节、端午节
阴历节日会转换成阳历：
教师节：2022-09-10
春节：2022-02-01

sys_time_interval 时间区间 sys_time 时间区间
下周、最近几天、过去五天、未来三天、这周
末

最近几天：2022-01-21~2022-01-23  （假设当下时
间是2022-01-21）
这周末：2022-01-22~2022-01-23 （本周的周末两
天）
过去五天：2022-01-16~2022-01-20 （假设当下时
间是2022-01-21）
未来三天：2022-01-22~2022-01-24 （假设当下时
间是2022-01-21）
最近三周：2022-01-21~2022-02-10 （假设当下时
间是2022-01-21）

sys_time_hour 时间-小时 sys_time 小时 今天十点
今天10点：2022-01-19|11:00:00
上午三点：03:00:00

sys_time_day 时间-天 sys_time 天 明天、10月1日
归一化规则：年-月-日
明天：2022-03-01
五天前：2022-01-16

sys_time_week 时间-周 sys_time 周 周三、下周三
归一化规则：年-月-日
下周三：2022-03-02

sys_time_month 时间-月 sys_time 月 下个月、12月
归一化规则：年-月-00
12月：2022-12-00

sys_time_year 时间-年 sys_time 年 明年、2009年
归一化规则：年-00-00
2022年：2022-00-00

sys_time_repeat 重复时间 sys_time 循环时间 每天、每月1日

repeat+循环单位+循环间隔｜循环时间点
每3小时：repeat-hour-3
每天：repeat-day-1
每周：repeat-week-1
每周三：repeat-week-1|00-03
每周三11点：repeat-week-1|00-03 11:00:00
每周末10点：repeat-weekend-1|10:00:00
每工作日10点：repeat-weekday-1|10:00:00
每月：repeat-month-1
每月1号11点：repeat-month-1|00-01 11:00:00
每年11月1日：repeat-year-1|11-01

sys_coref_common 通用指代 通用指代 这个、那些、这家、那家 使用词槽值
sys_coref_person 人称指代 人称指代 你、我、他们、它、俺们 使用词槽值
sys_coref_location 地点指代 地点指代 这里、那儿、哪里 使用词槽值
sys_music 音乐作品 歌曲 专辑名 七里香、发如雪 使用词槽值
sys_yes 肯定 肯定 使用词槽值
sys_no 否定 否定 使用词槽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