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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伪文档的伪相关反馈方法
闫蓉，高光来
（内蒙古大学 计算机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传统的伪相关反馈(Pseudo Relevance Feedback, PRF)方法通常是以文档作为扩展源单元提取扩展
词，提取粒度过大造成扩展源质量下降，使得检索结果鲁棒性差。该文研究利用主题分析技术，尝试将文
本语义内容作为扩展源单元，缓解扩展源质量不高的问题。提出并实现了对文本集中各文档内容的伪文档
描述，通过对其进行隐式多样化处理，实现了从更细微的文本内容角度出发提取扩展词。通过在真实 NTCIR8
中文语料的检索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有效的提升伪相关反馈的检索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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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Pseudo Relevance Feedback Approach Based on Pseudo
Document
YAN Rong , GAO Guang-lai
(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Inner M 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 ongolia 010021,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Pseudo Relevance Feedback (PRF) algorithms usually regarded the document
as an expansion unit, which would decrease the quality of expansion source due to the larger
extraction unit, and make the robustness of retrieval performance is poor. By virtue of the topic
analysis techniques, this paper attempted to use the semantic content of text as the expansion
unit so as to relieve the low quality of expansion source. Proposed and realized the pseudo document
description of the content of each document in collection, on which it achieved extracting the
expansion terms by using implicit diversification on the more subtle document content level.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n real NTCIR8 dataset show an important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PRF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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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于基于关键词的检索方式，通常用户是通过构造短查询来表达其查询需求的。这样的
结果是，检索效果会因为用户查询需求表达不全而表现不佳。为了弥补用户查询表达不全的
问题，查询扩展(Query Expansion)技术[1]通过将与用户查询意思相近的词语引入用户初始查
询，达到提高检索性能的目的。伪相关反馈(Pseudo Relevance Feedback, PRF)是一种自动局
部查询扩展技术，假设用户查询的初检结果中排名靠前的文档，是与用户查询相关的，记为
伪相关文档集(pseudo relevant set)，并从中抽取扩展词来对用户查询进行重构。该项技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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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检索中被广泛应用

。然而，PRF 的检索性能严重受限于伪相关文档集的质量和数量，

也是影响 PRF 查询精度的主要原因，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当伪相关文档集中大
多数的文档与用户查询是不相关的，将直接导致查询结果偏离用户初始查询意图，用户会发
现在查询结果中有很多都不是自己想要的查询信息，即主题偏移(topic drift)现象的产生。特
别的，当用户查询有歧义时，这种现象就会更加严重 [1,7]，用户查询满意度差。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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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选取的伪相关文档数目的增加，其中内容相似的文档数量就会增多，将导致查询结果会
集中偏向于用户初始查询意图中的某一个主题，而且这些相似的文档往往会集中分布在查询
结果靠前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提取的反馈文档信息效用会明显降低。传统的 PRF 方法
一般会在伪相关文档集中选取频度较大的词项作为候选扩展词，这样做的结果是，那些排名
靠后并且涉及其它主题的文档，对于满足用户查询满意度的效用就会进一步减少，甚至会达
[8]

到对用户无用的程度 。另外，对于传统的信息检索方法，大多是基于用户的信息需求
(information need)是语义单一的假设前提下来寻找相关文档的。而事实上，用户所提交查询
的实际或潜在信息需求并不具有单一性，而是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和未知性的。
其实，以上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将查询结果进行多样化处理的方式来解决。查询结果的
多样化强调将用户查询的潜在信息需求，通过在查询结果中进行多样化表达来完成，目的是
[7,9-10]

更好的保证用户查询满足度。多样化研究表明

，相比于传统的搜索引擎反馈结果，提

高用户查询满意度较好的办法就是给用户提供尽可能多不同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中至少会有
一个是与用户需求是相关的。依据多样化问题是否直接对用户潜在意图进行估计，多样化研
究方法大体上包括显式方法和隐式方法两种[7]。本文延用隐式多样化思想，即不直接对用户
潜在意图进行估计，基于 PRF 方法假设，寻找文档间的差异性来实现文档多样化，提出一
种新的提高反馈源质量的 PRF 方法。解决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伪相关文档集抽象内容来表
[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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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用户查询意图的多样化。查询结果多样化研究
和 PRF 方法的研究中 ，其研究对象
和反馈源都是基于文本为处理单元进行的，使得 PRF 检索性能受制于其质量。本文打破这
种选取模式，选用的是更小粒度的文档内容作为反馈处理单元，以期获得更加细化、更加相
[11]

关的反馈源。主题模型 认为每个文档是与多个隐含主题(latent topic)相关的，并且可以用
有限隐含主题描述文档，这是与其它限制每个文档只与一个主题相关的文本建模模型本质上
的区别。本文利用主题模型中的隐含主题信息，从浅层语义角度出发，通过提取表示文本语
义的特征信息来表征文本，提出并实现了文本数据集中各文档的伪描述处理，构成各文档的
伪文档(pseudo document)表达，将用户尽可能多的查询意图在由伪文档所构成的伪相关文档
集中表达出来，提出了一种基于伪文档的 PRF 方法。

2 方法学
传统的基于关键词的查询方式，是基于假设用户的查询需求单一的前提下进行的，然后
按照用户查询与各文档间相关度大小，将排序后的文档呈现给用户。在这种假设前提下，查
询结果中势必会存在表示同一相似内容的、冗余的文档。然而，在实际用户检索行为中，用
户往往只关注前 20-30 个搜索结果。最坏的情况是，如果用户在这其中未找到其所关注的内
容，用户将会重新构造查询，用户体验得不到满足。本文认为，用户真实的查询需求应该是
多层面的，但往往由于用户短查询的不完全需求表达构造，用户真实的查询需求被描述成为
一种带有多变性或多样性的表达结果，使得搜索引擎不可能完全捕获用户的真实需求。与此
同时，用户要查询的对象，即文本数据，其所表达的信息却是相对稳定的，并且这些信息是
可以通过合适的方式获取的。这样，用户的检索行为就可以描述为：用不确定的查询需求表
达查找确定内容文本的过程。为了能够让用户快速的找到其所关注的内容，迎合用户查询需
求的多变性或未知性，本文认为可以在相对稳定的文本数据中将其所表达的语义抽取出来，
然后寻找与用户查询需求相匹配或是符合的语义层面的体现，最终按照匹配程度的不同，抽
取扩展词，用于反馈行为。
综上所述，针对 PRF 对伪相关文档受限问题，本文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文本数据中所包含的语义如何表达的问题；另一个是如何在伪相关文档集中，将用户
的多样化查询意图表达出来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解决，可以通过对文本数据集进行主题分析(topic analysis)来完成，通过
挖掘文本数据集中的隐含主题，实现文档与词项的关联，实现用隐含主题信息描述文档的浅

层语义。通常，对文本数据集进行主题分析的方式有两种，包括有监督的主题标注和无监督
[12]

的主题建模。其中无监督的文本建模方法有文本聚类和潜在主题建模两种 。因为本文处
理的数据集是无任何标识的离散文本数据，所以选择无监督的主题建模方式来对文本数据进
[13]
行主题分析。本文选用的是标准的主题建模方式 LDA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方法。
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可以利用对文本数据集的 LDA 建模结果，按照与用户查询意图相
关程度的不同，抽取与用户查询意图相关的多样化表达信息。抽取对象的获取可以通过类似
自动文摘(text summarization)的思想完成。自动文摘的目的，是生成能够包含并概括整个文
本主要信息的摘要，实现文本的简短描述。本文希望通过挖掘文本数据集的浅层语义描述，
实现对文档在主题内容粒度下的文档信息的短描述，即文档的伪文档描述。然后，从伪相关
文档集中各文档的伪文档描述中，抽取与用户查询意图多样化表达相关的信息，达到改善
PRF 反馈源质量的目的。具体实现可以描述为：首先，将 LDA 建模后得到的各隐含主题，
认为是描述文本数据的“特征”，但是这些特征并没有达到标识文本的能力，使得文本之间
具有可区别性，所以本文要对这些“特征”做进一步的分析处理。在 LDA 中，隐含主题可
以看作是所有词项按一定比例的混合。同时，文档可以看作是所有隐含主题按一定比例的混
合。依此，对于初检结果中的各文档 d，也可以看作是各个词项的混合文本 d’，获得混合文
本 d’ 的过程，称为文档 d 的伪表达抽象描述过程。其中，文本 d’ 记为文档 d 的伪文档。
经过伪表达处理之后的文档集记为伪文档集。接着，采用最大边缘相关 MMR(Maximal
Marginal Relevance,MMR)[14]方法，将在伪文档集中与用户查询意图相关内容，进行多样化
处理后重定序。MMR 方法是信息检索研究中，实现对检索结果文档进行多样化处理的经典
方法。其实现思想是，将那些与用户查询相关，且与先前被选择的文档相似性小的文档认为
具有较高的边缘相关，从而实现多样化。本文的重定序对象并不是文档本身，而是针对文档
的伪文档，即文档内容进行的。按照与用户初始查询语义相近且与之前所选伪文档内容不同
的方式，对伪文档集中的伪文档进行重定序。最后，从排名靠前的伪文档集中，抽取扩展词，
实施二次反馈。

3 基于伪文档的伪相关反馈
3.1 LDA 文本建模
[13]

LDA 最早在 2003 年由 Blei 提出，是一种贝叶斯层次模型(bayes hierarchy model)，从
浅层语义角度实现文本抽象建模。LDA 模型通过构建主题空间(topic space)，并在其上抽取
文本数据的隐含主题信息，实现用隐含主题抽象表示文档。同时，每个隐含主题又被抽象表
示为各词项的概率分布。图 1 所示为 LDA 的图模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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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LDA 的图模型表示

通过 LDA 对文本进行抽象建模，不仅可以实现文档的相对短小描述，也可以挖掘文本
中潜在的统计语义信息。LDA 中假设文本数据集中组成文档的各词项，是被隐含主题通过
Dirichlet 先验主题分布进行反复抽样产生的。假设文本数据集 C 中有 N 个文档，共包含 V
个不同的词项，C={d1 ,d2,...,dN}，每个文档 di 由 Ni 个不同的词项构成。假定 K 为 C 上的主题
数目，向量 z 定义为每个词项对隐主题的分配。α 和 β 分别对应文档的主题 Dirichlet 先验分
布 θ 和每个主题的词项 Dirichlet 先验分布 Φ 的超参数。
由图 1 可知，整个产生式模型可以用公式(1)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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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φzi (wi )和 θdi (zi)分别表示向量 φzi 和向量 θdi 中的第 i 个元素。LDA 建模的目的
就是推导潜在变量(z,φ,θ)。由于复杂的后验分布，LDA 模型无法实现精确的参数推导，本
文采用 Gibbs 抽样[15]来对参数进行估计推断。在对实际文本数据集的 LDA 建模过程中，由
于主题数目与数据集是严重相关的，不同的主题数目会导致主题建模结果的不同，所以有必
要确定文本数据集的最佳主题数目。目前对于主题模型的评价尚无标准的方法，本文采用如
[13]

下方式来获取最佳主题数目。首先，本文采用常用的语言模型中的困惑度 (Perplexity)方法
来获取最佳主题数。其中，困惑度值越低意味着模型产生文本的能力越高，模型效果越好，
模型具有更好的推广性。接着，将 LDA 建模结果用于解决有明确评价指标的实际应用问题，
进一步评价建立的主题模型的有效性。
3.2 文档的伪表达获取
3.2.1 获取原则
对文本数据进行 LDA 建模后，其结果可以表示为如下形式：文本-主题分布记为 θ∈
R N×K，主题-词项分布记为 Φ∈R K×V ，每一个φi,m 表示在主题 i 中生成第 m 个词项的概率值，
每一个 θj,i 表示第 j 个文本中主题 i 所占比重。其中，不同文本的差别仅限于 K 个隐含主题
所占比重的不同。同时，隐含主题间的差别仅限于 V 个词项所占比重的不同。文本间的差
异表现并不明显且描述抽象，很难将 LDA 建模结果直接应用于实际的检索行为中。另外，
隐含主题之间没有明显的可供区别的特征。本文认为各词项所表达隐含主题的含义和各隐含
主题在表达文本隐含语义时，作用或表达能力是有差异的。若将隐含主题作为特征来描述文
本数据的话，必须将这种抽象的差异转换成是人们可以理解的形式。具体的讲，就是应该将
表达所在文本语义能力尽可能高的隐含主题突显出来，表达隐含主题能力尽可能高的词项突
显出来，即将文本间可以区别的特征内容突显出来，真正实现文档在主题粒度下的短文本描
述。这样，文本的 LDA 建模结果就可以直接应用于实际的 PRF 中。首先，本文认为对于表
示各文本浅层语义的 K 个隐含主题的贡献程度或语义表达程度是不同的。若某个隐含主题
对于描述其所在文本的重要程度越大，同时，该隐含主题对于描述文本数据集的重要程度越
大，那么，该隐含主题表征其所在文本的浅层语义的描述能力就越大。其次，组成各隐含主
题的各词项，对于描述其所在隐含主题语义的贡献程度也是不一致的。若某个词项在其所在
隐含主题中概率值越大，同时，该词项在其它隐含主题中出现概率值越小。那么，该词项对
描述其所在隐含主题语义重要程度就越大。依此方式，就可以突显每个文档中描述其浅层语
义的特征信息。
3.2.2 伪文档获取方法
文献[12]为了帮助用户更直观的理解文档的主题描述，对主题进行了排序。本文借鉴该
方法，对 LDA 建模后的结果进行排序，包括对文本-主题分布 θ 和主题-词项分布 Φ 排序。
排序依据分别是隐含主题在文本数据集中的重要程度和词项在隐含主题中的重要程度。其
中，隐含主题在文本数据集中的重要程度衡量，是通过计算隐含主题在数据集中的内容覆盖
度和方差的组合得到。词项在隐含主题中的重要程度衡量，是通过计算词项在其所在隐含主
题的 TF(Term Frequency)和在所有隐含主题中的 IDF(Inverse Documentation Frequency)权重
方式得到。目的是通过两个排序行为，实现在主题粒度下对于表示特定文本的隐含主题描述
进行排序，抽取能够表征所在文本浅层语义的各主题的关键词，获取文档的伪文档表达。文
档经过伪表达处理后，将会用从主题-词项分布中提取的有限关键字(Keywords)来表达。算法
1 描述的是文档的伪文档获取过程。
算法 1：Pseudodoc_get(C)
输入：文本数据集 C。

输出：C 中各文档的伪表达 C’。
Step1 文本数据集的浅层语义建模。设置初始主题数目 L，对 C 进行 LDA 建模。
Step2 计算困惑度，如公式(2)所示。其中，对于一个具有 M 个文档的测试集 R，Nm 为
第 m 篇文本 dm 的长度；P(dm )表示模型产生文本 dm 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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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困惑度计算结果，为 C 选取适合的主题数目 K。
Step3 计算隐含主题分布中各词项权重。利用公式(3)，重新计算主题-词项分布 Φ 中的
各词项权重值，将隐含主题内容进行压缩和抽象，过滤对隐含主题间区分能力描述弱的词项，
使隐含主题之间可以有效区分，并提取描述隐含主题的关键字序列。其中，wm 表示隐含主
题 i(i∈[1,K])中第 m 个词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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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计算每个隐含主题的重要度 r。对每个隐含主题 i∈[1,K]，利用公式(4)、(5)和(6)，
分别计算其对于描述文本数据集的覆盖度、方差及重要度 ri 值，并按 ri 值，实现对各隐含主
题的排序。其中，μi 和 σi 分别表示隐含主题 i 在数据集中的覆盖程度和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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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 伪文档获取。对 C 中的每一个文档 dj ，利用公式(7)，计算各隐含主题 i 描述其所
在文本 dj 的描述能力 abilityi ，并按此将描述该文档的隐含主题序列进行排序。通过设定阈
值的方法，将序列中 abilityi 值超过阈值 η 的隐含主题的 Keywords 集进行合并，作为文档 dj
的伪文档 dj ’表达，获取 C’={d1 ’,…,dN’}。
abilityi  ri   j ,i

(7)

3.3 基于伪文档的伪相关反馈
算法 2 是基于伪文档的伪相关反馈方法描述。
算法 2：Pseudodoc_PRF(Q,C)
输入：用户查询 Q 和文本数据集 C。
输出：伪相关反馈结果。
Step1 对 Q 进行预处理，包括分词和去除停用词处理，记为 Q={q1 ,...,qn }。
Step2 用 Q 去检索 C，在初检结果中取前 P 个文档，记为 Dr ={d1 ,…,dP }。
Step3 对 Dr 中各文档按照算法 1 处理结果，获取各文档的伪文档表达，构成伪文档集，
记为 Dr ’={d1 ’,…,dP ’}。
Step4 按照公式(8)计算 Dr ’集中每个伪文档 di ’的 MMR 值，并按 MMR 值，将各伪文档
di ’进行降序排列，排序结果集记为 Rank。

k
MMR di '  arg max (  Sim ( d ', Q )  (1   ) max Sim2( d ', d '))
1 i
i j
d j 'S
di 'Y

 

(8)

其中，S 表示 Dr ’中已经被选取的伪文档集合，dj ’∈S。Y=Dr ’-S 表示未被选取的伪文档
集合，di ’∈Y，λ 是调节参数。Sim1 (di’,Q)表示查询 Q 与伪文档 di ’之间的相似度，Sim2(di ’,dj’)
表示两个伪文档 di ’和 dj ’之间的相似度。
经过算法 1，Dr 中各文档都已经被抽象描述为主题空间下的伪文档形式。由于伪文档是
由若干 Keywords 构成，那么，在公式(8)中进行相似度计算的对象就可以归结为计算两个词
向量之间的相似程度。计算两个词向量相似度的方法有很多，本文采用经典的词向量相似度
计算 Cosine 方法来计算 Sim1 (di ’,Q)和 Sim2 (di ’,dj ’)。
Step5 从 Rank 集取前 k 个文档作为伪相关文档，从中抽取扩展词，实施二次反馈。

4 实验
4.1 实验设置
4.1.1 实验数据
本文实验是对简体中文数据进行处理的，数据集包括文档集和查询集两部分。文档集包
括 xinhua2002-2005，涉及各种主题的四年新闻语料，共有 308,845 个文件，其中含有文本
内容的有 308,827 个文档；共有词数 65,079,191 个，其中，不同词数 223,632 个。查询集包
括 ACLIA2-CS-0001～ACLIA2-CS-0100，共 100 个查询。表 1 列出了数据集中文档集和查
询集的统计结果描述。
表 1 数据集中文档集和查询集的统计描述
文档集名称
xinhua2002
xinhua2003
xinhua2004
xinhua2005

文档数
64251
73431
84287
86858

词项数
12,721,776
15,444,634
18,268,710
18,647,309

最长词项数
1875
1874
1716
1805

最短词项数
4
1
1
1

查询词项数
1-3
4-6
7-10

个数
36
48
16

本文使用 Lemur1 工具建立索引和查询。建索引前对文档集和查询集均进行了预处理，
包括分词(中科院计算所 ICTCLAS)和去除停用词操作。对文档集进行 LDA 建模时，还去除
了文档集中的部分虚词、形容词、副词和频度小于 5 的词项(共 130,363 个不同词)。
4.1.2 参数设置
初始 LDA 建模初始设置主题数目为 10，α=50/K，β=0.01，Gibbs 抽样的迭代次数设定
为 100 次，设置返回描述隐含主题的词项个数为 30。本文初检结果的相关度排序方法选用
的是典型的一元语言模型 LM(Language Model)方法，目的是考察能否通过主题空间的统计
结果来改善词项空间的统计结果，进而改善 PRF 反馈源质量。实验中统一采用 Dirichlet 平
滑方法，并在实验过程中统一设置平滑参数 μ 为固定值 1000。按照文献 [16]研究表明，扩展
词个数的数目设定为 10-20 时，效果最佳。本文设定选取的扩展词个数为 20。
4.2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 1，确定文档集的最佳主题数目。依次将主题数目分别取 K=10、20，直至 100，分
别对文本数据集进行 LDA 建模，分析 Perplexity 值的变化，Perplexity 值随主题数目变化曲
线如图 2 所示。
从图 2 可知，LDA 在主题数目为 60-70 时性能最好，实验选取最佳主题数 K=60。实验
2，获取文档集中各文档的伪文档。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文档的伪表达抽象，提高 PRF 反馈
源质量，改善检索性能。与设置伪反馈的扩展词数一致，在算法 1 实现过程中，对公式(3)
计算结果中取前 20 个词项，作为描述主题的关键字序列。实验中，将文档数据集 2002-2003
两年共 137,682 个文档作为训练集，剩余 2004-2005 两年文档 171,145 个文档作为测试集。
在训练集中进行实验，隐含主题排序序列中设置阈值 η=0.12 时，效果最好。
1

http://www.lemurproject.org

图 2 Perplexity 值变化曲线

表 2 所示为文档集中部分文档的原始文档的词项数、伪表达后的文档词项数和文档的主
题表示列表 Topic_list(Topic_list 是按照各主题的 ability 降序排列且超过阈值 η 后的主题编号
列表)。
表 2 部分文档的伪表达前后对比
文档编号
20020101.0069
20030314.0158
20040202.0155
20050611.0175

文档原始词项数
223
114
1308
221

伪文档词项数
116
70
152
102

Topic_list
29,35,17,7,18
43,58,9
52,18,51,11,3,21,13,7,32
5,11,13,29,55,40

图 3 所示为文档集中所有文档的原始词项数和相应伪文档表达后词项数的对比结果。
从表 2 和图 3 的结果可以看出，通过对各文档进行伪表达处理之后，各文档的伪文档的
词项个数明显降低，达到了文本简短描述目的。另外，从图 3 可以看出各文档的伪文档词项
数目分布均匀，降维效果明显。

图 3 文档词项数和对应伪文档词项数对比

实验 3，用三个信息检索经典评价指标进行检索性能的评 测，分别是平均查准率
MAP(Mean Average Precision)、前 n 个结果的查准率 Precision@n 和衡量排序质量的指标
NDCG(Normalized Discounted Cumulative Gain)。Baseline 选取标准的 BM25[17]伪反馈，实验
中还与经典的 TF-IDF 伪反馈方法进行了比较，并统一设置 feedbackDocCount=10。进一步
的为了验证提出方法的有效性，本文还与未进行伪文档表达的初检结果，同样也应用 MMR

算法的结果进行了比较，结果表示为 No_pseudo。本文提出的方法表示为 Have_pseudo。关
于调节参数 λ 的选取在实验中采用贪心策略，当 λ 值取 0.7 时检索效果最好。表 3 列出了四
种方法在各项指标上的结果对比。
表 3 四种方法结果对比
Metric
Baseline
TF-IDF
No_pseudo
Have_pseudo

MAP
0.2690
0.2815
0.2912
0.3010

NDCG
0.3997
0.4128
0.4224
0.4328

P@5
0.5239
0.5296
0.5389
0.5452

P@10
0.5056
0.4817
0.4917
0.4986

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的有效性，达到了改善反馈质量源的目的。从表 3 可以看出，本文
提出方法，分别在 MAP、NDCG 和 P@5 三个指标上，高于 Baseline：11.90%、8.28%和 4.07%；
高于 TF-IDF：6.92%、4.84%和 2.95%；高于 No_pseudo：3.4%、2.5%和 1.2%，达到了改善
PRF 扩展质量源的目的。尽管在指标 P@10 上，结果逊于 Baseline 方法，这其实和实验预期
是一致的，因为本文的 PRF 方法，目的是将伪相关文档集中，迎合用户查询意图多样化的
内容作为查询结果。因为在文本检索中，对于用户的检索行为结果，要尽量做到查询结果的
相关性和查询结果类别多样性的折中[18]。虽然本文提出方法在各项指标上均高于 No_pseudo
方法，但提高并不是很明显，说明本文方法对主题分析精度要求较高，理想的主题分析结果
可以进一步提高 Have_pseudo 方法的伪反馈检索效果。
实验 4，通过不断扩大选取伪反馈文档数目 k，观察 MAP 的变化，考察本文提出方法
是否受限于伪相关文档集数目。图 4 所示为三种方法不同 k 值的 MAP 对比曲线。

图 4 三种方法 MAP 对比曲线

从图 4 可以看出，随着选取的伪反馈文档数目 k 的增加，
BM25 和 TF-IDF 两个方法 MAP
变化明显，说明 BM25 和 TF-IDF 这两种方法对 k 值的变化非常敏感，而且随着 k 值的增加
检索性能下降非常明显。相对地，Have_pseudo 方法 MAP 变化平缓，检索性能起伏变化平
缓，说明 k 的选取对 Have_pseudo 方法的检索性能影响并不明显，并且在选取 k 值并不是很
大的情况下，检索效果就很明显。
综上的实验结果表明，这种将文档内容作为扩展源来抽取扩展词对象的方法是切实可行
的。

5 结论
本文通过对文本数据集进行浅层语义分析，尝试将反馈源对象，从传统的文档粒度，换
之以更能体现语义的文档内容粒度进行。实验结果验证了提出方法的科学性。通过明确的信
息检索评价指标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主题建模结果的有效性。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通过
不断的提升对文本数据的主题分析精度，本文的方法有一定的改善和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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