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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局/局部共现词对分布的汉越双语新闻事件线索分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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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汉越双语新闻事件线索分析，提出了基于全局/局部共现词对分布的汉越双语事件线索生成方法。该方

法首先将新闻话题词语分布作为全局词语表征全局事件，然后用一定时间粒度下新闻片段特有的时间、人物、地点

等事件元素作为局部词语，分析新闻片段中全局词语和局部词语的共现关系，将全局/局部词语的共现规律作为监

督信息，结合 RCRP 算法和汉越双语新闻的对齐语料，构建有监督话题生成主题模型，获得相应时间跨度下代表事

件发展进程的子话题分布，通过子话题的分布反映事件发展的线索，从而构建出在线汉越双语事件线索生成模型。

实验在汉越混合新闻数据集上进行，事件线索生成对比实验结果证明了提出的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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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Chinese-Vietnamese bilingual news event storyline analysis, a generative model for event storyline 

was proposed based on global/local word pairs’ co-occurrence distribution. Firstly, the detected news topic word 

distribution was used as global words to characterize a global event, and then time, person, place and other event elements 

in the news segment divided by certain time granularity were used as local words. Then co-occurrence of global and local 

words was analyzed and used as supervised information, with RCRP algorithm and bilingual aligned words together, which 

were integrated into a bilingual topic model to get sub-topic distribution under corresponding time slice. Finally, by the 

sub-topic distribution representing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an event, a generative model to storyline was constructed. On 

Chinese-Vietnamese mixed news set crawled from the internet, the comparative experiments of storyline generation were 

conducted,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oposed bilingual news storyline model got better effect than the other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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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互联网上每天涌现出大量的新闻事件，借助机器学习方法，从这些海量的新闻事件中获

取新闻话题，分析海量新闻报道的关联性和新闻事件之间的演化关系，成为了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之

一。越南与中国紧密相连，如何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手段自动分析汉越新闻事件，实现汉越信息的互

联互通对两国人民交流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新闻事件分析主要通过话题分析来体现，一个新闻

事件可看成全局话题，事件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演化便是一系列的局部子话题（子事件）

在时间轴上的演化过程。这些子事件的检测实质就是静态话题的发现，子事件在时间轴上的演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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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质就是动态话题的跟踪。目前，静态话题发现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建立特定的话题模型，

根据其数学表达方式不同分为三类：（1）向量空间模型，它选择文本中具有代表性的关键词、词

性、语法结构等词项作为文本的特征，构成多维特征向量，通过向量计算文本相似度实现话题的分

析[1-4]。（2）概率模型，它通过发现文本中词语分布与话题分布的统计规律，建立话题统计概率模

型,如 PLSA，LDA，对话题进行预测[5-6]。（3）图模型,它通过对文档中的特征进行分析，提取特征

及特征关系,如提取特征词及词关系，构建特征概率图模型，依据图求解思路提取文本的话题[7]。动

态话题的研究是在静态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时间描述，构建基于时间系列的子话题系列分析，其中，

第一类分析方法先对新闻文本集合建立静态模型，然后提取文本集合中的时间序列，离散化分析不

同阶段的话题，如 Griffiths 等提出的 LDA 和时间窗的话题模型[8]，Chen 提出基于向量空间的时间

段话题动态研究方法[9]。第二类分析方法是将文本集合离散到时间序列的细粒度窗口，在窗口内抽

取话题模型，最后将窗口整合到整个序列上发现话题演化规律，如 Song 提出的增量 LDA
[10]，

Alsumait 提出的在线 LDA
[11]。Ahmed 提出的将 RCRP 算法与主题模型融合实现动态话题发现[12]。

在双语话题主题分析研究方面，主要有通过双语词典及双语机器翻译方式对分析文本进行转化，在

目标语言的基础上进行话题分析[13]
,也有一些研究主要利用双语平行语料库，构建基于双语 LDA 主

题模型实现双语话题分析[14-15]。汉越双语新闻事件话题发现，其主要核心问题是要解决双语文本中

的跨语言文本分析问题，因此，本文提取表征事件全局/局部共现词对特征，结合 RCRP 算法和汉

越双语新闻的对齐语料，构建有监督话题生成主题模型，获得相应时间跨度下代表事件发展进程的

子话题分布，通过子话题的分布反映事件发展的线索，实现事件线索分析。 

2 事件线索分析模型 

目前有许多研究集中于事件线索的产生，其目的是从大量的新闻文档集合中产生一个简洁的事

件过程的概要。通常每个事件包含多个子事件，事件线索应该是对所有子事件的总结和概要。然而，

不同的子事件与主要事件之间，有不同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区分不同类型的子事件。以“2014

年越南排华暴动”这一话题为例，“5 月 12 日晚，平阳市一台资鞋厂约一百名越南员工发起游行。

到 13 日早上，全场工人罢工...”， “5 月 14 日下午 2 时，河静省正在兴建的中方钢铁厂遭到入侵…”，

“5 月 15 日越南总理阮晋勇要求越南公安部等有关部委，…防止与惩罚扰乱秩序的人。”如果将越

南排华当成主要事件，以天为时间粒度，那么每个时间窗内都对应了相应的子事件。 

2.1 基于局部/全局共现词对的主题模型 

在同一个话题下的新闻文本集合中，每一个句子都打上了特定的时间标签，同一个时间标签下

的句子集合可以划分为一个子集。如果将这个话题当成全局的主题分布，那么具有区分度的句子构

成的子集可以当成局部词语分布，这种局部/全局词语分布的对应关系也反映了局部/全局的事件关

系。在越南排华事件中，分别提取了 5 月 12 日至 15 日四个时段，假设一个时间标签下只对应同一

个子事件，那么在全局事件集合中每个子事件集的事件元素与全局事件将会有高度的共现频率。 

设  {      ， ， ， ， }是 T 个时刻的子事件集合；  是事件集合 中句子数，    表示

事件集合 中句子  中词的个数，      表示句子  中第n个词； 是一个时间窗，服从参数 的Dirichlet

先验分布，它包含  个连续时间窗的子事件集合，即  {      ，   ， ，      }；通过

unigram 语言模型分析全局词分布  和局部词分布  ，假设这些词语都遵循参数 β的 Dirichlet 先验

分布；多项式分布 π，表示在句子中，全局词和局部词出现的频率，它服从 Dirichlet 的参数 γ的先

验分布；全局主题  服从  的 Dirichlet 先验分布，局部主题  服从  的 Dirichlet 先验分布；ρ 表

示对每个时间窗 ，表征局部/全局词对的优先性分布，它服从  的 Beta 先验分布；    表示句子 所

属主题 ，      表示第 n 个词是否由模型生成。单语种事件线索生成模型如图 1 所示[16]，通过吉布

斯采样，即可生成单语种的事件线索。 



 

 

图 1 单语种事件线索分析模型 

2.2 基于 RCRP 算法的时序模型 

周期性中餐馆算法（Recurrent Chinese Restaurant Process，简称 RCRP），是狄利克雷过程的一

个特例，其核心是一种非贝叶斯方法，通过某一时刻样本的观测值预测下一周期对应时刻的参数，

在连续的周期中实现对数据的动态分析。根据马尔科夫假设，              ，    ，

              ，    ，而不是假定 α、β 在一个时间范围内的所有时间点都保持不变。基于 RCRP

算法的时序模型如图 2 所示，阴影部分为观测值，它表示当前报道中词语的分布；白色圈表示隐含

变量，表示报道的发展过程。依据 RCRP 算法，事件的报道集合 s 服从关于 RCRP 分布。 

图 2 基于 RCRP 算法的时序模型 

对于每个时间窗： 

采样 std，同时得出 std|s1，st-1， 

采样得到参数分布 βs|β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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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得到文档 di 词分布 wdi~βstd。 

2.3 跨语言主题模型 

为了融合双语的局部/全局词对到线索分析模型中，本文使用跨语言 LDA 构建双语主题模型。

在 LDA 主题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双语词典得到汉语 到越南语 的互译词对集合 其元素定义

为 ，其中 。互译词对集合 可以看作是 到 的二分图，图中的每个词

要么不配对，或是只是连接到越南语的一个词。类似的，可以利用事件本体知识库计算双语文档中

名词、动词和实体的语义相似度，选取相似度高的配对作为近义词对集合 。同时，利用双语新

闻事件要素对齐方法，获得双语新闻中的对齐要素，构成双语事件要素对齐集合 。和传统 LDA

不同的是汉语－越南语双语主题模型，不仅依赖于文档中词语的分布，同时也依赖于互译词对集合

、近义词对集合 和双语事件要素对齐集合 。汉语－越南语双语主题构建的概率图模型参

见图 3，该模型的主要过程是：首先，根据先验概率 从配对集合 中选择一

个配对 ；然后，分别为汉语和越南语计算不在 中的词的基础分布         ，并利用 中配

对 计算主题 的分布         。最后，针对每个文档 ，选择

主题比重         ;紧接着文档中的每个位置 ，选择主题标记        ( ，  )；

随机选择           ，          ；如果           ，则从        ( ，   
   )选择一

个配对，并根据语言得到对应的词 ，否则        ( ，   )。 

 

图3 双语主题模型概率图模型 

新闻中的词由新闻的话题和主题产生，而新闻中的命名实体只产生于话题。新闻被看作是主题

的混合，并且只属于一个话题，而话题定义为主题的一个先验分布。在聚类过程中，我们将爬取到

的新闻页面按时间片进行划分，并认为时间片中的新闻是无序的。则聚类过程为：当时间片中的第

1n 个新闻出现时，假设已经有 k 个话题，这些话题分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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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在线双语事件线索分析模型 

我们将时序动态信息、双语信息与事件线索分析模型相结合得出在线双语事件线索分析模型如

下图 4 所示。 

 

图 4 汉越双语事件线索分析模型 

该模型的算法如下： 

算法1：汉越双语事件线索分析模型 

采样          ，            ， 

采样  次             ， 

采样  次             ， 

分别计算双语的词语分布          ，以及双语互译词对和双语近义词对的分布         ， 
设全局角度参数          ， 

采样          ，计算双语事件要素对齐的分布           ， 
计算当前文档的主题比例              ， 
对于文档中的每个位置，随机选择           ，          ： 

若          ，则从   选择一个双语事件要素对齐，并根据文档的语言得到对应的

词   ，否则从文档语言对的分布  生成   。 
对于时刻 t 对应的子集 c：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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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 

  ，  ，    ， 

若 
 ， 

    ，  ，   
 ， 

   
， 

对于子集 c 句子 s 中每个词 w： 

采样  ， ，          ， 

采样  ， ，           ，若  ， ，   ， 

采样  ， ，       (  ， ， )，若  ， ，   。 

 

我们通过最大化概率分布   ，     ， ， ，   来求出模型中的隐含变量，在时刻 t 生成的分

布概率为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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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代表事件集合 c 中句子 sentence 出现在第 h

*时

间窗的次数，          ；事件集合 c 中，    
 表示事件集合 c 中句子数，    

    和   
    表示在

时间窗  内分别出现全局主题和局部主题的句子数，    
    表示在时间窗  内出现的总句子数，     

 

表示在全局主题的句子中出现局部主题 的句子数，     
    表示局部主题的句子中出现局部主题 的

句子数；  是全局主题数，  是局部主题数；    是当前句子中出现词 且该词 被分配到一个主题

词的次数，    是当前句子中被分配到一个主题词的总词数 

   其中的参数计算公式为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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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全局主题的总词数，   

 是局部主题 的总词数，   
 是时间窗 t 内出现全局主题词的词数，   

 是

时间窗 t 内出现局部主题 的词数；   
 是总词数。 

那么事件线索词语分布的概率为式（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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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及结果分析 

3.1 评测指标 

我们采用 ROUGE（Recall Oriented Understudy for Gisting Evaluation）准则来评测双语事件线索

模型，这一准则由 ISI 的 Lin 等提出，广泛应用于摘要质量评估。我们将局部话题看做全局话题下

的摘要成分，ROUGH 准则基于局部话题中 n 元词的共现信息，得出 n 元词召回率。这一准则包括

多种评价方法，如 ROUGE-1，ROUGE-2，ROUGE-3，ROUGE-4 以及 ROUGE-L，ROUGE-W。使

用最多的是 ROUGE-N，它可以包含 ROUGE-1 至 ROUGE-4 以及 ROUGE-W 的结果，计算方法如

式（6）： 

        
∑ ∑                               

∑ ∑                          
      

其中，n-gram 表示 n 元词，RS 表示可用参考摘要，                  表示模型输出摘要

和参考摘要中都出现 n-gram 的个数，             表示参考摘要中出现 n-gram 的个数。结果

打分越高，表示局部话题（摘要）的产生效果越好。 

3.2 实验结果及分析 

从汉语网站上抓取了 376274 条汉语新闻报道以及在越南语网站抓取了 221035 条报道，这些新

闻包含了比较完整的报道标题、发布时间和内容，作为我们的实验数据集。在进行实验前，我们先

对数据集中的文档按照逗号分解成句子，对于每个句子打上时间标志。为了验证所提出方法的有效

性，在此数据集上进行实验，主要包括对模型本身的参数进行调节，同时对几种不同算法之间的线

索产生准确率进行对比，模型中的参数初始值，取值分别为      ，  =0.01，  =0.001，   
   

   
，

     ，   。 

（1） 指定不同主题数 

在实验中指定 Gibbs 采样次数 N=500，测试了在同一个全局话题下不同主题数量 K 下的模型效

果。 

表 1 不同主题数量 K 下的模型评估 

K 1 30 50 100 200 300 

    0.010 0.217 0.289 0.361 0.263 0.199 

    0.0017 0.037 0.042 0.074 0.040 0.032 

从表 1 看出，在 K=100 时，ROUGE-N 取值最大；K<50 或 K>100 时，ROUGE-N 的变化趋于

平缓。说明对于一定的数据集下的同一话题，存在一个合适的主题数使得模型发现局部话题的准确



 

 

率最高；模型的准确率在一定的主题数范围内随着主题数增加而增加，当主题数到达某阈值时，其

增长对模型的影响越来越小。 

（2）对比不同算法 

实验中选择自动文摘的几种算法跟提出的模型进行对比，因为摘要的产生类似于事件线索的产

生。 

 Random
[17]：随机的选择句子集合中的单句作为摘要的组成部分。 

 LexPageRank
[18]（LexRank）：采用基于图的链接分析来提取多文档的摘要。首先计算句子的

余弦相似度，然后采用 PageRank
[19]选择 top-Ranked 的句子。 

 Chieu
[20]：利用用户兴趣和突发性进行句子排序，选择与用户查询最相关的句子来构造线索。 

 LDA+LexPageRank：首先采用标准的 LDA 模型得到潜在的主题分布，对多文档进行聚类，然

后通过 PageRank 选择带有主题词的具有代表性的句子作为摘要。这种方法不考虑全局主题和

局部主题的关系。 

 提出的方法：将全局/局部主题的关系融入 LDA 模型，获得具有高质量的主题词分布。 

实验中指定主题数 K=100，采样次数 N=500。 

表 2  6 个不同主题下的算法对比 

 主题 1 主题 2 

评价 

算法 
R-1 R-2 R-1 R-2 

Random 0.214 0.036 0.239 0.035 

LexPageRank 0.311 0.042 0.320 0.046 

Chieu 0.328 0.052 0.345 0.050 

LDALexPageRank 0.345 0.063 0.360 0.059 

Proposed 0.361 0.074 0.374 0.067 

 主题 3 主题 4 

评价 

算法 
R-1 R-2 R-1 R-2 

Random 0.258 0.042 0.234 0.033 

LexPageRank 0.339 0.049 0.309 0.040 

Chieu 0.364 0.059 0.329 0.049 

LDALexPageRank 0.383 0.071 0.347 0.053 

Proposed 0.396 0.076 0.362 0.067 

 主题 5 主题 6 

评价 

算法 
R-1 R-2 R-1 R-2 

Random 0.222 0.034 0.264 0.045 

LexPageRank 0.309 0.042 0.349 0.054 



 

 

Chieu 0.319 0.049 0.371 0.062 

LDALexPageRank 0.342 0.063 0.392 0.073 

Proposed 0.372 0.068 0.406 0.079 

从实验结果表 2 可以看出，随机算法 Random 的表现是最差的，LexPageRank 由于发掘多文档

中句子的特征，相对 Random 算法能够选取较有特点的句子。Chieu 算法优于前两者，是因为它将

句子中的时间维度考虑进来，同时将用户兴趣和事件突发性作为权重，从而进一步挖掘文本信息。

LDALexPageRank 则主要分析词语分布和主题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主题分布中包含了全局

事件和局部事件的关系，但是缺点是这种关系没有清晰的表现出来。最后论文中提出的模型，针对

以上算法存在的问题，结合了句子（事件）的时间信息，同时通过分析全局主题-局部主题词语分

布的规律，将多个条件输入标准 LDA 模型，最终得到优于前四种算法的结果。 

以 2014 年 5 月越南针对中国的暴力事件为全局主题，通过所提出的模型，输出的事件线索如

下所示。 

表 3 事件线索输出结果 1 

全局话题 越南(Việt Nam)游行(phô trương)打(cản trở)砸(làm thất bại)中国(đồ sứ) 

局部话题 1 越南(Việt Nam)游行(phô trương) 

2014.5.11 胡志明市(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大使馆 (tòa đại sứ)游行(phô trương) 

2014.5.12 平阳省(Bình Dương)工业园(Khu công nghiệp)游行(phô trương) 

局部话题 2 平阳省(Bình Dương)工业园(Khu công nghiệp)暴乱(bạo lực) 打砸(cản trở) 

2014.5.13平阳省(Bình Dương)工厂(nhà máy) 游行(phô trương)破坏(tổn thất)大陆(đồ sứ)台湾

(Đài Loan) 

局部话题 3 河静省(Hà Tĩnh)太平省(tỉnh Thái Bình)抗议(phản đối) 焚烧(thiêu ra tro) 

2014.5.14 河静省(Hà Tĩnh)打劫( cướp) 焚烧(thiêu ra tro)太平省(tỉnh Thái Bình)蔓延(lan tràn) 

局部话题 4 逮捕(bắt giữ) 

2014.5.15 阮晋勇(Nguyễn Tấn Dũng)外交部(bộ trưởng)警察(cảnh sát)公告(lời nói)活动(hoạt 

động)抗议(phản đối) 

 

表 4 事件线索输出结果 2 

全局话题 中国(đồ sứ)越南(Việt Nam) 

局部话题 1 中国(đồ sứ)越南(Việt Nam)南海(biển Đông)石油(dầu)海军(hải quân) 

2014.4 中国(đồ sứ)越南(Việt Nam)南海(biển Đông)石油(dầu)海军(hải quân) 

局部话题 2 越南(Việt Nam)游行(phô trương)打(cản trở)砸(làm thất bại)中国(đồ sứ) 

2014.5 越南(Việt Nam)游行(phô trương)打(cản trở)砸(làm thất bại)中国(đồ sứ) 

其中表 3 为以天为跨度的事件线索，表 4 为以月为跨度的事件线索。 



 

 

4 实验评价 

本文在双语动态话题模型实现新闻事件的文本聚类及全局话题发现的基础上，分析局部 n 元词

与全局主题分布的共现关系，挖掘出了全局/局部事件的分布规律，进而得出局部话题分布，分析

新闻事件线索，取得了较好的分析结果。 

5 总结 

针对全局/局部共现词对的分布特点，提出了一个汉越双语新闻事件线索分析模型，该模型除

了能够有效将新闻核心事件元素、时间序列及双语对齐词信息融合到一个主题模型中，实现融合双

语在线新闻文本话题聚类分析，还能够在这一分析结果的基础上，进行局部话题的挖掘，得出全局

话题下的子事件线索。实验结果也证明了提出方法的有效性。下一步的工作将围绕事件间关联关系

分析展开研究，讨论事件间关联关系对事件线索分析的贡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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