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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MALLET 自然語言處理工具 

MALLET（MAchine Learning for LanguaE Toolkit）是一個以機

器學習語言的工具，以 Java開發為基礎，透過 MALLET工具，可以進

行自然語言處理，包括文件分類、分群、建立主題模型、內文資訊擷

取，以及其它與機器學習相關的應用。 

MALLET 計算文件單詞出現機率形式，從而更有效的對文件進行

主題分類。MALLET 包含了幾種文件分類的演算法，還有特徵提取的

演算法等。文件分類的演算法如包括 NaïveBayes、Maximum Entropy

和 Decision Trees等。 

在建立主題模型上，MALLET 提供了一種分析大量未標記原文的

簡單方法，而「主題」是由經常一起出現的一組詞所組成，分析上下

文線索，主題模型可以連接具有相似含義的單詞，並區分具有多種含

義的單詞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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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軟體資訊 

（一）軟體名稱：MALLET 

（二）軟體版本：2.0.8 

（三）支援系統：Windows OS、MAC OS 

（四）軟體性質：自然語言學習 

（五）支援語系：英語 

（六）官方網站：http://mallet.cs.umass.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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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裝步驟 

（一）http://mallet.cs.umass.edu/download.php，下載 

「mallet-2.0.8.zip」。 

 

圖1 MALLET 官方網站下載頁面 

 

（二）下載完成後，解壓縮「mallet-2.0.8.zip」。 

 
圖2 解壓縮 mallet-2.0.8.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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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壓縮後畫面。 

 
圖3 解壓縮後畫面 

 

（四）進入「bin」資料夾，修改「mallet.bat」批次檔，可使用

筆記本開啟。 

 
圖4 設定修改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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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將「%MALLET_HOME%」，修改為 MALLET資料夾存放路徑，如

圖 6。 

 
圖5 修改批次檔位置畫面 

 

 

（六）修改為 MALLET資料夾存放路徑。 

 
圖6 設定路徑位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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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調整原始參數。 

 
圖7 原始參數設定畫面 

（八）調整為下圖參數。 

 
圖8 修改後參數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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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之參數 

set CLASS= 

if "%CMD%"=="import-dir" set class="cc".mallet.classify.tui.Text2Vectors 

if "%CMD%"=="import-file" set class="cc".mallet.classify.tui.Csv2Vectors 

if "%CMD%"=="import-svmlight" set class="cc".mallet.classify.tui.SvmLight2Vectors 

if "%CMD%"=="train-classifier" set class="cc".mallet.classify.tui.Vectors2Classify 

if "%CMD%"=="classify-file" set class="cc".mallet.classify.tui.Csv2Classify 

if "%CMD%"=="classify-dir" set class="cc".mallet.classify.tui.Text2Classify 

if "%CMD%"=="classify-svm" set class="cc".mallet.classify.tui.SvmLight2Classify 

if "%CMD%"=="train-topics" set class="cc".mallet.topics.tui.Vectors2Topics 

if "%CMD%"=="infer-topics" set class="cc".mallet.topics.tui.InferTopics 

if "%CMD%"=="estimate-topics" set class="cc".mallet.topics.tui.EstimateTopics 

if "%CMD%"=="hlda" set class="cc".mallet.topics.tui.HierarchicalLDATUI 

if "%CMD%"=="prune" set class="cc".mallet.classify.tui.Vectors2Vectors 

if "%CMD%"=="split" set class="cc".mallet.classify.tui.Vectors2Vectors 

if "%CMD%"=="bulk-load" set class="cc".mallet.util.BulkLoader 

if "%CMD%"=="run" set CLASS=%1 & shift 

 

if not "%CLASS%" == "" goto gotClass 

 

echo Mallet 2.0 commands:  

echo import-dir load the contents of a directory into mallet instances (one per file) 

echo import-file load a single file into mallet instances (one per line) 

echo import-svmlight load a single SVMLight format data file into mallet instances 

(one per line) 

echo train-classifier train a classifier from Mallet data files 

echo classify-file To apply a saved classifier to new unlabeled data (for 

one-instance-per-line data) 

echo classify-dir To apply a saved classifier to new unlabeled data (for 

one-instance-per-file data) 

echo classify-svm To apply a saved classifier to new svm data (for 

one-instance-per-line data) 

echo train-topics train a topic model from Mallet data files 

echo infer-topics use a trained topic model to infer topics for new documents 

echo estimate-topics estimate the probability of new documents given a trained model 

echo hlda train a topic model using Hierarchical LDA 

echo prune remove features based on frequency or information gain 

echo split divide data into testing, training, and validation portions 

echo Include --help with any op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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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作說明 

（一）開啟命令提示字元，並進入\mallet-2.0.8\bin目錄下。 

 
圖9 使用工具畫面 

（二）可輸入「mallet」查詢指令參數。 

 
圖10 查詢參數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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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示範 

（一）導入數據操作 

將資料導入 MALLET 格式有兩種主要方法，首先是匯入單

一文件或匯入指定來源資料夾文件。 

1、 匯入單一檔案，使用「import-file」指令。 

(1)指令：D:\mallet-2.0.8\bin>Mallet import-file --input 

D:\mallet-2.0.8\sample-data\web\tw\tset.txt --output 

test.mallet。 

 
圖11 檔案匯入 Mallet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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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看 Mallet格式檔案，預設輸出資料夾為 bin目錄。 

 

圖12 查看 Mallet 格式輸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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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匯入指定來源資料夾文件，使用「import-dir」指令。 

(1)指令：D:\mallet-2.0.8\bin>路徑下輸入 Mallet import-dir 

--input D:\mallet-2.0.8\sample-data\web\en --output 

en.mallet 。 

 
圖13 資料夾匯入 Mallet 格式 

(1) 查看 Mallet格式檔案，預設輸出資料夾為 bin目錄。 

 
圖14 查看 Mallet 格式輸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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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件分類操作 

利用大量的訓練樣本訓練分類器，並利用測試樣本驗證分

類器之性能，然後保存訓練好的分類器模型。當將新進文

件輸入已訓練好的分類模型時，可輸出此文件所屬各個類

別的概率。。 

1、 在 MALLET 數 據 文 件 上 訓 練 分 類 器 ， 使 用

「train-classifier」指令，演算法預設為 NaïveBayes，

可使用其他分類演算法，加入參數「--trainer 驗算法名

稱 (如 MaxEnt、NaiveBayes、C4、DecisionTree和其他)」。 

(1)指 令 ：「 D:\mallet-2.0.8\bin>mallet train-classifier 

--input en.mallet --output-classifier my.classifier」。 

 
圖15 訓練分類器命令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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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看產生之分類器格式檔案，預設輸出資料夾為 bin目錄。 

 
圖16 分類器格式產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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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訓 練 分 類 器 ， 加 入 參 數 「 --trainer ( 演 算 法 )  

--training-portion (參數值)」。 

(1)指令：「 D:\mallet-2.0.8\bin> mallet train-classifier 

--input en.mallet --trainer NaiveBayes 

--training-portion 0.8 --output-classifier 

my1.classifier」。此命令隨機抽取 80％的訓練實例和剩下的

20％為測試實例，用於測試已訓練好的分類器的準確性。 

  
圖17 隨機訓練命令畫面 

(2)查看產生之分類器格式檔案，預設輸出資料夾為 bin目錄。 

 
圖18 分類器格式產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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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割分類器，加入參數「--training-portion (參數值) 

--num-trials (分割數量)」。 

(1)指令：「 D:\mallet-2.0.8\bin> mallet train-classifier 

--input en.mallet --trainer NaiveBayes 

--training-portion 0.8 --num-trials 5 

--output-classifier my2.classifier」。此命令拆分 5 個隨

機抽取 80％的訓練實例和剩下的 20％為測試實例。 

 
圖19 隨機拆分命令畫面 

(2)查看分割產生之分類器格式檔案，預設輸出資料夾為 bin目錄。 

  
圖20 分類器格式產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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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用分類器對未分類的資料進行分類。 

(1)指令：「D:\mallet-2.0.8\bin>mallet classify-file --input  

D:\mallet-2.0.8\sample-data\web\en\hill.txt --output 

D:\test\hill2.txt --classifier my1.classifier」。此命令

是對一未知類別文件進行分類。 

 
圖21 對一未知類別文件進行分類命令畫面 

(2)查看分類結果。 

 
圖22 分類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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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令：「D:\mallet-2.0.8\bin>mallet classify-dir --input  

D:\mallet-2.0.8\sample-data\web\en --output 

D:\test\hill2.txt --classifier my1.classifier」。此命令

是對資料夾所有未知類別文件進行分類。 

 
圖23 對資料夾所有未知類別文件進行分類命令畫面 

(4)查看分類結果。 

 
圖24 分類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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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主題模型 1 

指的是一種從文件中抽取隱藏「主題」結構的技術方法，

此方法用於分析大量的未標示或未知類別的文件，透過分

析這些文件，可以得出一些「主題」。而每個「主題」會

由一些經常出現在一起的詞所組成。 

1、 將文件轉置為 MALLET格式，使用 「train-topics」命令

並加入「--keep-sequence --remove-stopwords」參數。 

(1)指令：「D:\mallet-2.0.8\bin>mallet import-dir --input 

D:\mallet-2.0.8\sample-data\web\en --output 

Topic.mallet --keep-sequence --remove-stopwords」，此命

令是將來源資料「en 」目錄下的所有文件轉換為特徵序列，

因建立主題模型的資料格式為特徵序列，非特徵向量，所以必

須使用--keep-sequence 參數來限制轉換資料的格式，而

--remove-stopwords 參數為移除停用詞。 

 
圖25 將資料轉置為 MALLET格式命令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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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看轉置 Mallet格式檔案，預設輸出資料夾為 bin目錄。 

 
圖26 查看轉置 Mallet格式輸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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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主題模型 

(1)指令：「D:\mallet-2.0.8\bin>mallet train-topics --input 

D:\mallet-2.0.8\bin\Topic.mallet --num-topics 20 

--output-doc-topics Topic.txt --output-topic-keys  

Topic-key.txt --output-state Topic-state.gz 

--inferencer-filename Topic.inferencer」。此命令是將原

先 MALLET數據來建立主題模型。 

 
圖27 建立主題模型指令畫面 

(2)參數說明： 

A.參數「--num-topics 20」 

意思是限定主題個數為 20(預設為 10)，提供語言資料庫內容

的大致概述。 

B.參數「--output-doc-topics」 

此參數輸出主題矩陣儲存至文字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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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參數「--output-topic-keys 」 

此參數輸出可用於檢查模型是否正常工作以及顯示模型的結

果。 

D.參數「--output-state」 

此參數可輸出一個壓縮文字檔，與輸出模型類似，包含語言資

料庫中的單詞及其所分配主題組合，可使非 Java 架構的軟體

可以輕鬆地解析和使用此文件格式。 

E.參數「--inferencer-filename」 

將用已訓練好的模型創建一個主題推理工具。 

(3)查看轉出檔案，預設輸出資料夾為 bin目錄。 

 
圖28 查看轉出檔案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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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使用 Excel開啟舊檔方式，開啟主題模型文字檔，來源資料

共有 12 個文件，而在下圖 Excel 表格內欄位(紅框處)表示所

創建的第 13個主題組合(可參考 Topic-state檔，圖 30)在該

文件出現最多之單詞機率(可參考 Topic-key.txt，圖 31)。 

 
圖29 主題模型文字檔畫面 

 

 
圖30 主題組合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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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單詞統計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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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主題模型 2 

使用本局電子檔案保存實驗室英文版網站之環境介紹來

建立主題模型 2。 

1、 將原始文件轉置為 MALLET格式。 

(1)將原始文件存放於 PEARL資料夾內。 

 
圖32 準備原始文件畫面 

 

(2)將原始文件導入 MALLET格式。 

  
圖33 導入 MALLET 格式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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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主題模型。 

 
圖34 建立主題模型指令畫面 

 

(4)查看轉出檔案，預設輸出資料夾為 bin目錄，成功產生相關參

數所產出報告。 

 
圖35 查看轉出檔案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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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解壓縮「Topic-state.gz」檔案。 

 
圖36 解壓縮畫面 

 

(6)分別查看文件內容，使用 Excel開啟舊檔方式開啟，來源資料

共有 3個文件，共創建 10個主題組合(參考 Topic-key_pearl

檔，圖 38)及各文件單詞機率分析(圖 37)，其中文件 0機率最

高為主題 4之組合，而出現最多之單詞為「media」、文件 1機

率最高為主題 6 之組合，出現最多之單詞為「software」、文

件 2 機率最高為主題 2 之組合，出現最多之單詞為

「migration」，以上數值統計是參照 Topic-state檔案內之單

詞數量(圖 39)。 

 
圖37 主題模型文字檔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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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主題組合畫面 

 
圖39 單詞統計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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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論 

為了讓機器能判斷二個句子是否具關聯性，只能利用文章內的重

複詞語來做判斷，與主題關係越密切的詞語，它的出現機率越大，反

之則越小。 

自然語言學習工具種類繁多，MALLET 只是其中的一種，透過

MALLET 工具可衡量文章之間的語義相似性，任何語言只要能夠對它

進行分詞，就可以進行訓練，並得到它的主題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