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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词作为最小的语义单位，同领域之间具有复杂的关系，特别是较为常用的词，通常难以明确界定其
所属领域。在某些应用中并非必须确定词和领域的明确关系，仅仅依赖词的领域性的量化值就能够取得较
好的效果。本文根据大规模语料库中词的关联信息，采用无指导的方法，对词的领域性进行量化，其结果
可以作为词的一种特征应用于文本分类、话题检测、信息检索等相关的自然语言处理中。最后，通过和常
用的特征——TF*IDF 在话题检测应用中进行对比，证明了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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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rd, as the smallest semantic unit, has complex relationship with domain. Especially,
it is often difficult for the more commonly used word to be clearly defined its domain belongs .
But it is not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cl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d and the domain in some
applications. We can achieve better results only relying on the quantized value of the domain
property of the word.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n unsupervised method for quantifying the domain
property of words, based on word association information in the large-scale corpus. The results
can be applied as the feature of the word to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such as text categorization,
topic detection, information retrieval, etc. Finally, we compare the quantized value of the domain
property of the word with common characteristics - TF * IDF in the topic detection application,
and prove its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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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自然语言可计算性研究的发展，在词汇级别上，人们不再满足于仅仅在语法层次上
的处理，当前更加注重于语义及语用层次上的处理。在不同的表述领域，人们使用的词不尽
相同，也即词在语义和语用层次上具有领域特征。如果能够在信息处理中有效的定义、描述
和使用这种特征，那么对于当前许多自然语言应用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信息检索、
话题检测、文本分类、自动文摘等等。
[1]
[2]
国内外研究人员构建了众多的以词为基本语义单位的知识库，如 WordNet 、HowNet
等等，这些知识库大多致力于语义角度对词形进行详细的可计算性的描述，如果要从中获取
词的可计算性领域特征比较困难。由于领域本身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领域之间存在着包
含关系、交叉关系等，不可能采用一个清晰的结构来刻画所有的领域，因此词和领域的关系
就更为模糊和复杂。还有许多研究人员开发了各种各样的算法来确定词的所属领域，这类研
究的一个前提便是有一个确定的领域结构体系——一般来讲是一个元素各自独立领域集合，
并且假设每个要作为研究对象的词只能属于其中一个领域，然后通过各个领域的文本样本，
采用有指导的机器学习算法、自举等方法，充分利用具有明显领域属性的词的边界特征、内
部结构特征等进行领域词的抽取，提取的结果可以有效的应用于后续的文本挖掘中，如文本
[3][4][5][6]
分类、自动文摘等等
。这类研究的一个明显的局限性在于领域结构的划分，其抽取

结果只能应用于研究开始设定的领域结构体系，因此这类研究对于专业领域的深层次信息挖
掘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如果应用于领域特性较差的语料中，如大众媒体，则由于领域的模糊
性，不可能具有好的效果。
本文致力于量化词的领域特性，并不把词归于某一个特定的领域，而是在不假定领域体
系结构的前提下，给予每一个词的一个具体的可比较的数值，表明该词的领域特性。其值可
以作为该词固有的特征，应用于话题检测、文本分类、自动文摘等等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同
时也能够作为一个重要的特征应用于上述特定领域词抽取研究中。
下面第二节介绍词的领域性度量的研究思路，第三节详细词的领域度的获取方法，第四
节进行实验结果分析，最后是总结和展望。

2 研究思路
词的领域特性，即词和领域之间关系的性质。通俗来讲，即描述某一领域是否会用到该
词，或者该词的出现是说明了文本正在描述某一领域。有些词语的领域性较强，如文本中出
现“积分”，极大概率说明该文本描述数学领域，而另外一些词如“变量”，可以出现在数学
领域也可以出现在计算机领域，还有一些词如“变化”，几乎所有的领域都会出现。本文所
指词的领域特性的度量，定义为从词本身可以体现的领域特性程度。以上例子可以用如下方
式形式化表示：
f（“积分”）> f（“变量”
）> f（“变化”）
其中 f 是一个自变量为词的实函数。
本文的目标就在于实例化 f——词和实数的映射关系。结合人类的认知层面，通常人工
进行文本分类、信息检索、话题检测、关键词提取等过程中，明显会注重于 f 值较大的词，
而忽略 f 值较小的词，当然不同的人根据掌握知识程度的不同，这个函数取值会不同，但是
只要不涉及到个人的专业领域，那么大多数人的认识还是较为一致的。设想如果在机器自动
文本分类、信息检索、话题检测、关键词提取等过程中，存在这一函数，那么必定有助于效
率和效果。特别是当前这类应用中通常将文本作为“词袋”看待，这一函数将更加有助于降
低噪音，获取更加准确的文本特征。
人类掌握这一函数依靠自己本身的经验和知识，并不存在明确的学习过程。这些经验通
常是哪些词经常在一起描述某一领域，即便某个词自己并不知道其准确的定义，也能通过经
常关联的词联系到某一领域。根据这一特性，本文从大规模语料库中获取词之间的关联关系，
领域性强的词通常和它同现的词不多，并且互信息较大；而领域性弱的词，即在众多领域都
出现的词，同现词较多且和每个同现词的互信息较小。因此，本文获得关联关系之后，利用
这一特征计算出映射关系 f。

3 领域特征的量化方法
3．1 关联关系的获取
直观来看，词的关联关系应该源于词的领域同现关系。在不能明确划定领域的前提下，
我们近似以词义的影响范围作为同现关系的提取范围。词的同现可以分为词的相邻同现、句
子同现、段落同现和文章同现，相邻同现更多的反映出词的语法关系，而段落同现和文章同
现往往会超出该词的意义影响范围，带来更多的噪音，句子作为具有完整意义的语言单位，
可以近似的作为每个词的意义影响范围。
信息论中，互信息表达了一个事件的发生蕴含了关于另一个事件的发生的信息量的大
小。同一领域中的词其同现的互信息值应较大，而不同领域的词之间的同现互信息值相对较
小。因此，本文以词之间的互信息作为同现关系的度量值。
任一个词与其他词的句子同现互信息可以表示为一个向量，本文称之为关联向量，如词
wi ：（

wi∈ W

（公式 3.1）

其中,

表示词 wi 和 wk 的句子同现互信息值，W 为所有词构成的集合，n=|W|。这个向

量实际上也就蕴含了关于词 wi 的领域信息。如前所述，可以根据此向量获取该词的领域特
征值。
3．2 词的不同之处——方差
如果一个词使用的领域范围有限，它仅仅和同它在同一领域的词的互信息较大，而和其
他词的互信息较小，其关联向量中少数分量较大，大多分量较小甚至为 0；反之，则所有的
分量较为平均。因此，关联向量的所有分量的方差可以近似的表示词的领域特征值。理论上,
词 wi 的方差 g
=

其中

（公式 3.2）

在实际的计算中,出于计算效率以及不同词的领域特征值数值上差异明显,我们采用如
下公式计算:
（公式 3.3）

其中 为实际上与词 wi 关联的词数，对大多数词来说

。上式中的第二项可

以从公式 3.2 推导得出，而第一项是为了弥补 替换 n 之后损失的关于词 wi 关联词数的信息。
3．3 基于图的领域特征转化
直观来看，领域同词之间根据关联关系所形成的团块结构密切相关。这就说明一个词领
域特性不仅取决于单独针对这个词的关联关系的统计信息，而且同这个词具体关联哪些词有
关。例如，对于词 wi 和 wj， (wi)= (wj)，如果同词 wi 关联的词的领域性要强于同词 wj 关
联的词的领域性，那么合理的结果应该是 f(wi)>f(wj)。
基于以上推断，很自然的想到了图和迭代，具体方法如下：
词之间的关联关系也可以作为图的形式表示：G（W，E），其中 W 表示所有词的集合，E
表示词之间的关联关系，其值即为互信息。图的形式能够更加直观的体现词集的领域特征，
团块结构明显的子集通常代表了一个领域。因此，为了更好地反映词的领域特征，本文利用
[7]

Google 基于图的排序算法 PageRank ，使词的领域特征值在

的基础上进一步强

化其领域信息。
由于 PageRank 算法基于有向图，而词的互信息关联图是无向图，在此本文以
值来确定关联图中边的方向：

如果

，那么确定

领域特征明显的词入边数大于出边数，反之则出边大于入边。这样在从无向图转化为有
向图的过程中融合了前述基于方差的领域特征。
将

的初始值置 1，采用 PageRank 算法迭代，最终获取了词的领域特征映射关系 f。

4 实验及结果分析
4．1 实验设计
词的领域特征值可以直接融合与各种应用，如自动文本分类、信息检索、话题检测、关
键词提取、术语识别等等。简明起见，本文仅将其应用于话题检测，并与传统的词的特征提
取方法 TF*IDF 对比，显示其效果。
实验中关联关系的获取来自 2012 年一月到十月的 18 份中文报刊，为了提高效率，分词
之后根据 HowNet 中的词类标识仅提取其中的动词作为实验词集。评测语料下载自新浪网站
中的专题板块，由于仅仅使用动词，因此人工标识了话题类别信息，分别为"出访"、"岛屿
争端"、"航天"、"获奖"、"科技发布"、"枪击事件"、"事故"、"逝世"、"体育"、"选举"、"
演唱会"、"娱乐婚恋"、"自然灾害"、"盗窃案件"、"金融",每一类别中随机抽取 50 篇文本
作为测试语料库。
[8]
话题类别检测采用聚类工具 Cluto ，聚类方法采用 k-way clustering solution，相似度计
算采用余弦相似度，准则函数定义为类内相似度最大，评测准则采用 Cluto 使用的 entropy 和
purity[9]，详细定义如下：
对于聚类结果中的第r个聚类 Sr ，设 nr 为其包含的文档数量，那么该类的entropy定义为：
（公式4.1）
其中，q是测试语料包含的类别数， 是Sr中包含的第i类的文本数。整个聚类结果的entropy
则定义为结果中每个聚类的加权平均值：

（公式4.2）
其中，k为聚类结果的类别数，本文实验仅用于比较采用不同特征值的效果，因此在聚类参
数中设定 k=q。 entropy越小，则聚类效果越好，如果每一个聚类中仅仅包含一类文档，那么
entropy值将为1。
对于聚类结果中第r个聚类Sr的purity定义为：

（公式4.3）
其中参数的定义同式4.1。其意义在于用Sr中文档数最多的一类代表该聚类。同样，整个聚
类结果的purity则定义为结果中每个聚类的加权平均值：

（公式4.4）
其中参数的定义同式4.2。从以上两式可以看到，purity值越大，那么聚类结果越好。
为了使结果更加直观，本文另外定义了一个综合指标 F-value：
F-value=

（公式 4.5）

为了和 TF*IDF 对比效果，本文实验主要关注不同数量对比的两类话题检测，如从前述
话题类别中抽取两类，分别指定不同数量文本进行聚类，下表为部分结果：

表 4-1：部分聚类结果
类别名称

文本数

entropy
领域

1

2

1

2

TF*IDF

F-value

purity
领域
综合

TF*IDF

特征

领域
综合

TF*IDF

综合

特征

特征

盗窃
金融

50

10

0.478

0

0.439

0.833

1

0.833

0.563599

1

0.578874

金融

50

50

0

0

0

1

1

1

1

1

1

50

10

0.637

0.587

0.541

0.833

0.833

0.833

0.508858

0.52489

0.540558

50

50

0.429

0.567

0.166

0.9

0.82

0.97

0.629811

0.523293

0.831904

案件
盗窃
案件
岛屿
出访
争端
岛屿
出访
争端

表中综合是指词的特征值以领域特征为基础在其上叠加上 TF*IDF 运算结果。
将所有的类别分别以数量 50：50 和 50：10 测试，其平均结果如下：
表 4-2：聚类结果各种指标的平均值
类别比
例
（不同
类 别 试 TF*IDF
验次数）
50 ： 50
0.0634
（105）
50 ： 10
0.397557
（210）

entropy

F-value

purity

领域特征

综合

TF*IDF

领域特征

综合

0.073619
0.258386

TF*IDF

领域特征

综合

0.053343

0.988695

0.986324

0.9908

0.937453

0.927219

0.946487

0.401224

0.850381

0.912043

0.8479

0.614948

0.755329

0.61096

4．2 结果分析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不同类别文本数量一致的情况下，各种特征选取的结果几乎相差不
大，其中综合采用 TF*IDF 和领域特征所得的结果最好，当不同类别文本数量分布不均时，
采用领域特征要比其余二者高了许多。
原因在于：
首先，TF*IDF 算法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的：对区别文档最有意义的词语应该是
那些在文档中出现频率高，而在整个文档集合的其他文档中出现频率少的词语，所以如果特
征空间坐标系取 TF 词频作为测度，就可以体现同类文本的特点。另外考虑到词区别不同类
别的能力，TFIDF 法认为一个词出现的文本频数越小，它区别不同类别文本的能力就越大。
因此引入了逆文本频度 IDF 的概念，以 TF 和 IDF 的乘积作为特征空间坐标系的取值测度，
并用它完成对权值 TF 的调整，调整权值的目的在于突出重要单词，抑制次要单词。但是在
本质上 IDF 是一种试图抑制噪声的加权 ，并且单纯地认为文本频率小的单词就越重要，文
本频率大的单词就越无用，显然这并不是完全正确的。例如：如果某类文本的数量占据了测
试语料的绝大多数，那么其中本该作为特征的词因为 IDF 导致取值较小，使结果下降，这种
情况从上面结果可以看出。而领域特征相对于测试语料为一恒定值，不会受到类别比例的影
响。
再次，不论是 TF*IDF，还是当前流行的各种概率模型如 LSI、LDA，其获取特征完全来
自于待测语料，没有知识库的支持，就如同考试仅仅根据考题特征，结合应试技巧来通过考
试一样，难以获取实质性的进展。而领域特征来自于大规模训练语料库，提取的领域特征就
相当于已有知识的简约表示，因此结果较好。

5 总结和展望
本文从领域和词的关系出发，提出了词的领域特征量化方法，明确指出了这种量化值在
自动文本分类、信息检索、话题检测、关键词提取、术语识别等等研究领域的意义。同时以

简明的实验展示了其有效性。
本文将词的领域特征作为了一个可以比较的词的特有属性，其实通过基于句子同现的
词的关联关系，还能够获得更为具体的关于词的领域知识，如哪些词可以代表一个领域，同
时一个领域和另一领域的关联关系等等，这将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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