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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词识别与主题探测技术研究综述
摘

*

要： 作为话题检测与追踪和舆情监测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识别并处理爆发词对突发检测具有重要的作用，本

文综述了该领域目前的研究现状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总结了其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并进行了重点
探讨，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 爆发词； 热点话题识别； 语义合并； 综述

Abstract： As a basic work of topic detection and tracking and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identifying and processing burst
wor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urst detec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in this field and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achieved results，summarizes and focuses on the key problems to be solved urgently，and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burst word； hot topic detection； semantic mergence； summary
近几年，网络舆情监测一直受到众多关注，真实、客

工作。关于爆发词的研究始于话题检测与追踪 （ Topic De-

观、完整和及时地获取信息是作出科学决策的基础。但是

tection and Tracking，TDT） 领域，因此，本节内容先从话

在信息爆炸的背景下，网络中每天都会出现大量的信息，

题检测与跟踪的研究现状入手，回顾话题检测与追踪的发

涵盖众多领域，持续或长或短的时间，分析、处理并监测

展，进而引出爆发词识别的研究现状。

网络舆 情 对 了 解 外 部 环 境 变 化 具 有 重 要 意 义。爆 发 词

1. 1

（ Burst Word） 作为热点问题的直观表现，识别并处理爆

TDT 研究进展
话题检测与追踪就是通过程序的方法自动处理新闻，
［1］

发词对事件监控、机会发现和情态预测都具有重要意义。

将新闻切分成连续的事件报道的过程

此外，在文献情报研究领域，针对学科热点和技术新兴点

监控各种语言资源，在新话题出现时发出警告，在信息安

的知识发现也备受关注，正确、有效地捕捉潜在科技爆发

全、金融证券、行业调研等领域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词对科学研究趋势预测、研究热点和研发机会发现均有重
要的研究意义和现实意义。

。该技术可以用来

有关 TDT 的研究始于 1996 年，当时美国国防高级研
究计划署 （ DARPA） 根据自己的需求，提出要开发一种

爆发词是指那种在一段时间大量出现的有意义的代表

新技术，从 1998 年开始，在 DARPA 支持下，美国国家标

话题走向的词。因此，关于爆发词的识别，不单要考虑词

准技术研究所 （ NIST） 每年都要举办话题检测与跟踪国

频，还要结合上下文信息选取正确的有意义的词汇，同时

际会议，并进行相应的系统评测。由于话题检测与跟踪相

也要计算该词汇出现的时间、消亡的时间和持续的时间

对于信息检索、数据挖掘和信息抽取等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段，进而实现话题探测和追踪的相关研究。本文将从主题

具有很多共性，并且面向具备突发性和延续性规律的新闻

探测与追踪的研究现状开始，对爆发词的特征识别与主题

语料，因此逐渐成为当前信息处理领域的研究热点。

探测的关键问题进行分析归纳，提出后续的研究方向。

1

研究现状
突发主题的识别在许多文本挖掘领域都有重要应用，

正确识别并处理爆发词是其基础性工作，也是其中的难点

与一般的信息检索或者信息过滤不同，TDT 所关心的
话题不是一个大的领域或者某一类事件，而是一个很具体
的 “事 件 ” （ Event ） 。 在 TDT 研 究 的 初 级 阶 段， 话 题
（ Topic） 与事件的含义基本相同。一个话题指由某些原
因、条件引起，发生在特定时间、地点，并可能伴随某些
［2］

必然结果的一个事件
*

本文受中国科学院西部之光联合学者项目 “基于计算情报方法

的甘肃省战略新兴产业竞争发展研究” 资助。

·情报理论与实践·

，主要解决时间—事件的识别和抽

取与映射的问题。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外部环境的不断
变化，现在有关话题的概念要相对宽泛一些，它包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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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种子事件或活动以及所有与之直接相关的事件和活动

，

纳，目前在爆发词识别中仍旧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关键问

主要研究事件之间的关联和相互影响程度的问题。与话题

题，包括爆发特征的识别、词的语义合并、爆发词出现时

相对应的是主题 （ Subject） ，但是主题与话题不同，话题

间 （ 段） 识别和关联事件的映射。接下来将对这些问题

是与某个具体事件相关，而主题可以涵盖多个类似的具体

的研究进行探讨，以期为爆发词识别和主题探测技术的实

事件或者根本不涉及任何具体事件。如 “镍铬生产” 是

现提供研究思路和技术线路基础。

一个主题，而 “关于镍铬生产过程中的排污治理” 则是
一个话题。
目前国内外在话题检测与追踪方面的主要技术有基于
［4-5］

向量空间的方法

［9-10］

2
2. 1

、基于统计语言模型的方法［6-8］ 、基
［11-13］

关键问题探讨
爆发特征识别
爆发特征作为爆发词的候选基础特征项，正确识别爆

。其中基于

发特征对最终爆发词的确定有重要影响。在对文本特征进

向量空间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文本相似度计算和聚类技术实

行分析从而识别爆发特征的过程中，需要正确识别特征词

现话题的自动分类，进而发现热点话题； 基于统计语言模

项、未登录词和非结构性短语。

于图论的方法

和基于突发检测的方法

型的方法是基于文本内容中词频及此项权重的计算为基

1） 特征词项是具有信息价值的最小单位，英文文本

础，从词项的出现概率出发研究热点问题； 基于图论的方

中每一个词之间都有空格隔开，在词项处理中往往只需要

法来源于网络链接分析的有关方法，通过转移概率和转移

进行词干还原 （ Stemming） 和词形归并 （ Lemmatization） ，

矩阵来研究话题的演变，进而追踪话题发展； 基于突发检

但中文中的最小单位是字，而具有意义的是词，因此就需

测的方法应该说是以上几种方法的混合使用，通过对词项

要在识别爆发特征中首先进行词项切分，针对不同的应用

等文本内容的分析来发现爆发词和突发特征，并对这些特

和不同的领域，需要重点识别的词项内容也不尽相同，因

征进行组织处理，识别话题和主题，从而发现问题和追踪

此出现了命名实体识别、地名机构名识别、时间短语识

事态进展。

别、术语识别等多种研究。这些研究的目的都是为了识别
和抽取句子中最小的语义单元，并在一定程度上都取得了

爆发词识别研究现状

1. 2

针对爆发主题探测的研究，目前国内外关于主题探测

不错的研究成果。因此在进行爆发词识别时首先就需要先

的研究多集中于文本聚类、分类方法上，并探索了基于模

确定领域和明确目标，进行爆发特征的归纳和特征分析，

糊聚类、层次化分类和周期分类、文献计量指标等方法的

为爆发词识别提供方向。

［14-17］

应用

2） 未登录词 （ Out-of-Vocabulary，OOV） 是指通过某

，并开始逐步探索语义化的方法，运用语义模
［18-19］

型来切分报道，并提出基于 SVM 的语义分类问题

。

种途径产生的、具有基本词汇所没有的新形式、新意义或

但不管是基于聚类的方法还是基于分类的方法，识别话题

新用法的词语，并且是在分词系统中未被分词词典收录的

和主题都是其中核心和基础的工作，主题的识别以及语义

词语，包括各类专名 （ 人名、地名、企业字号和商标号

化组织和基于语义化的话题识别与追踪将是下一阶段的主

［24］
等） 、某些术语、缩略语和新词等 ，正确识别未登录词

要研究方向。

对分词系统性能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进一步识别爆发

关于爆发词的识别，多数的研究都基于词频的统计和
［20-21］

词项权重的计算

，这些方法忽略了词义信息和上下

词的基础性工作。有研究表明，未登录词造成的分词精度
［25］

失落至少比分词歧义大 5 倍

。

文的语境，同时在特征提取和权重计算的研究上过于简

3） 短语识别是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一个重要研究方

单，在词串规整上也不够系统规范。爆发词识别作为主题

向。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可分为字处理技术、词处理技术和

探测的基础和新兴趋势监测的前兆，正确识别爆发词对话

句子级处理技术，目前词处理技术已经相对比较成熟，词

题识别和趋势预测具有重大影响。魏晓俊对基于词语的科

处理技术也在逐渐完善，而句子级处理技术仍处于探索和

技监测的方法进行了归纳，将它们分为词频分析方法、基

研究阶段。短语识别作为句子的组成部分和句子级处理技

于词网络关系的共词分析方法、基于词频变化率的突发监

术的基础，识别短语结构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爆发词

［22］

测方法、基于短语差异的分析方法
［23］

法是 Kleinberg 在 2002 年提出的

。其中突发监测算

，它关注那些相对增长

率突然增长的词，并认为话题的报道数量不是平滑增长，
而是在不同水平之间跃迁，这种在一段时间内突然增长的
词就是我们需要研究的爆发词。
针对以上关于爆发词识别与主题探测的研究总结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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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识别中，由于中文词的多义性、随意性和不规则性，非
结构性短语识别对爆发词语义判断也具有重要影响。
2. 2

语义合并及关联关系挖掘
由于中文词语的多样性和表达的随意性，经常会出现

一词多义或者多词一义的现象。特别是在网络舆情监控和
主题追踪领域中，往往出于表达方式的考虑，作者很少会

·第 35 卷 2012 年第 6 期·

 综述与述评 

ITA

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
频繁使用同一个词语。因此在识别爆发词时，就需要先对

的比重仅次于专有名词。作为文本语义理解、语块分析等

识别出来的特征词进行语义合并和归类处理，然后进一步

信息抽取中一项关键的研究技术，解决时间信息的抽取对

统计词频才有意义。此外，在词语的语义处理过程中，往

机器翻译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推进也具有重大研究意义，是

往同一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中也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在处

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

理 “apple” 这个词语的时候，有可能谈论的是食物 “苹

英文语料的时间信息表达方式分为： 时相 （ Phase） 、

果”，也有可能是电子产品，此外，在讨论食物苹果时，

时制 （ Tense） 和时态 （ Aspect） ，因此在研究英文时间关

我们可能会谈到目前的物价水平、CPI 指数等； 在谈电子

系时就需要将时态等这些内容进行还原，进一步确定时间

产品时，极有可能涉及 “乔布斯”、 “Mac”、 “iphone”

序列。这一研究中 Stevenson 等进行了动词情态分类工作

等。因此，在处理 “apple” 这一概念时，首先，就需要

的研究

根据语义环境进行推理，研究这一概念的具体含义； 其

息领域。在中文时间信息抽取研究中，徐永东等提出了基

次，还需要进行关联信息分析，发现概念背后的隐藏信

于规则的时间信息抽取、理解及时间语义的计算方法

息。因此，对爆发词的词汇关系和语义关系合并主要需解

将承载时间信息的短语按照不同功能分解成了若干容易识

决以下问题。

别的语义单元，重点研究了时间表达式的语义计算，但并

［26］

，从而将时间信息的抽取扩展到了隐性时间信
［27］

，

1） 词语间的语义关系确定及词义消除。在这方面的

没有深入研究时间短语、事件短语间的映射关系。赵国荣

研究中，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较多的探索，其中较成熟的

对事件类时间短语的特点进行了重点研究，并通过规则匹

成果有英文的 Wordnet 词汇数据库和以此为基础开发的关

配树的方法进行了实验验证

于中文的 Hownet 词典。Wordnet 中将词语关系概括为同义

该方法的扩展性有限。

［28］

关系、上 下 位 关 系、部 分 整 体 关 系 （ 包 含 与 被 包 含 关

，但受训练语料库的限制，

目前，关于时间信息抽取的主要方法有： 基于规则的

系） 、反义关系和近义关系。在该词典词义归纳的基础上，

方法、基于词典和自动机的方法、基于错误驱动的方法和

众多研究人员采用基于规则的方法来进行短文本语义相似

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由于时间表达式具有种类多样、属

度计算和合语义并算法研究，但是该方法只是在词汇间关

性多样、规则多变等特点，基于规则的方法就很难处理大

系的识别上进行了处理，并没有解决词汇语义推理问题。

规模复杂 语 料，因 此，基 于 统 计 的 方 法 的 优 势 就 比 较

目前，已有研究者探索了基于该词典的领域本体构建方

明显。

法，并进一步研究了概念推理机制。
2） 词语关联关系发现。关联规则目前已经在诸多领
域都有应用，特别是在数据挖掘中，已有比较经典的案例
和较为成熟的算法。目前，较多研究者试图将其引入到其
他领域中，并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网络信息处理中，
已有基于关联规则的知识发现研究和人际情报网络构建研
究，这些研究在词语共现的基础上加入了关联规则中置信
度和支持度的分析，将关系的发现引入到了更加深入的层
面，并针对网络信息的时序性、动态性特征，提出了基于
时间序列的事件研究，识别并处理时间—事件关系就成为
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爆发词间关系的探测上，也可
以参考关联规则的有关算法，进行爆发词间关系发现的
研究。
2. 3

词语生命周期识别
爆发词的识别和处理，主要是研究某一时间段内词语

频率的变化率，在该研究过程中，除了需要正确识别爆发
特征之外，还需要对爆发特征的起始出现位置和结束位置
进行正确标记，从而计算词语的出现时间 （ 段） 。在基于

3

结束语
网络环境下的爆发词识别及主题探测技术在近几年已

经出现了较多研究，本文通过比较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方
法、思路和研究结果，综述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并对若干
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进行了重点分析介绍，对爆发特征识
别、语义合并和爆发词关联关系挖掘、爆发词生命周期识
别等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归纳，对其中的关键技术进行
了探索，明确了今后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目标。但是爆发词
识别与主题探测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牵涉网络信息处
理与数据挖掘等技术，需要对领域知识有较深入的了解，
交叉性强，处理难度大，还需要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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