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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向体育比赛的大规模直播脚本快速及时地反映了比赛的实时进程，但依靠体育新闻记者来据此人
工撰写新闻报道往往耗时费力。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一种自动生成体育直播脚本所对应的体育新闻的神经
网络模型，该模型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传统模型过于依赖人工选择特征的局限性，同时还能综合考虑脚本
中句子级局部信息与全局信息以及句子和新闻内容间的语义关联性，从而实现联合建模下的体育新闻生成。
在公开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验证了本文所提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此外，我们还尝试了基于规则和模板
来自动生成体育新闻的标题以突显新闻正文的关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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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News Generation Based on Neural Networks
Abstract: The large-scale live scripts for sporting events quickly and timely reflect the
real-time process of the game, but it is often time-consuming and laborious for a journalist to
write sports news. In view of this, we propose a neural network model which automatically generates
the sports news corresponding to the sports live scripts. The model avoids the limitation that
the traditional model is too dependent on the hand-crafted features. Besides, it can also consider
the script sentence-level local information and global information and semantic relevance between
script sentences and corresponding news content in the scripts, which realize the formation of
sports news under joint modeling.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n the open data set verify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od. In addition, we also try to generate the
title of sports news based on rules and templates to extract the key content of it.
Key Words: neural network model; live webcast script; sports news; news head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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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体育比赛直播脚本以体育比赛中的实况数据为信息源,以网络平台为媒介,以文字形式
向广大体育爱好者及时转播比赛实况。由于文字直播方式能为暂时无法通过传统媒介观看体
育比赛的网民提供另一种动态观赏比赛进程的方式,已逐渐成为基于视频的体育比赛直播的
有益补充，获得大量网民的关注和参与。直播脚本通过文字方式来描绘一场比赛的进展情况，
随着比赛的不断进行，直播脚本根据交锋双方的赛况实时地更新报道，增强用户体验，同时
还为体育新闻记者提供第一手的报道信息，帮助他们在比赛结束后能据此撰写出高质量的体
育新闻。
尽管当前众多与体育比赛有关的主流网站已纷纷推出实时的文字直播服务并持续更新
赛况。然而截止目前为止，绝大多数基于直播脚本的体育新闻均由专业新闻记者手工撰写，
耗时费力且效率低，如何根据直播脚本来自动生成体育新闻逐渐成为近年来 NLP 领域的研究
热点之一，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第一，直播脚本和体育新闻往往从不同的视角来描述同一场体育比赛。直播脚本实时更
新，侧重于描述比赛进程中的各个细节。而体育新闻则更注重于提取出比赛中的关键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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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以更简洁明快的方式报道，因此如何从直播脚本中抽取出“好”的句子作为新闻候选句将
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第二，解决这个问题目前的方法大多采取基于人工特征选择的
无监督或有监督机器学习方法，而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对不同类型体育比赛或不同领域体
育赛事新闻生成的泛化能力和灵活性。鉴于此，如何利用体育直播文本自身的特点及它与对
应的体育新闻间的语义关联性来达到尽可能少的人工特征依赖及良好的领域泛化能力是当
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难点问题，也是本文的研究动机所在。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自动生成体育直播脚本所对应的体育新闻的神经网络模型，该模型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传统模型过于依赖人工选择特征的局限性，同时还能综合考虑脚本中句
子级局部信息与全局信息以及句子和新闻内容间的语义关联性，实现联合建模下的更高质量
的体育新闻生成。在本任务公开数据集上的初步实验结果验证了本文所提方法的可行性和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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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工作

本研究涉及的任务与自动文摘密切相关，自动文摘是自然语言处理中一个传统的研究领
域，其应用对象主要集中在新闻和社交媒体。目前文摘的主流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抽取式
和生成式。现阶段，抽取式方法相对成熟和高效，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暂将该任务作为一个
抽取式摘要问题。
绝大多数抽取式摘要方法基于无监督或有监督学习。在无监督学习方法中，基于特征的
排序方法通常基于句子的语义或统计学特征，如词频、句子位置、线索词、标点词、词汇链、
修辞结构、主题信息等[1][2]。基于聚类的方法通常从每个子主题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具有最
小冗余度和最大覆盖度的代表句构成摘要[3]。近年来，基于图模型的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LexRank[4]和 TextRank[5]则是采用诸如 PageRank 和 HITS 的代表性方法。
在有监督的摘要方法中，摘要往往被当作句子级的聚类、回归或序列标注任务求解，众
多有监督的学习算法如隐马尔科夫模型[6]、支持向量回归[7]、因子图模型[8]等获得了广
泛应用。然而，由于有监督的学习方法大多需要大量的标注数据，而这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
特定领域很难直接获取并利用。
本研究面向直播脚本的体育新闻自动生成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自动文摘任务,目前这个
领域的研究才刚刚开展，近期最相关的工作之一是利用传统句子特征以及任务特定特征来构
建一个有监督的学习框架对体育脚本中的所有句子打分，然后结合 DPP(行列式点过程)算法
去冗余和排序生成最终的体育新闻[9]。
其他相关工作大多集中在如何使用社交媒体如 Twitter 的状态更新数据来辅助生成体
育赛事的新闻[10]或使用基于实体的信息来生成体育比赛摘要[11][12]。还有少量研究利用
体育视频的集锦来生成体育比赛的梗概[13]。
纵观现有的研究，大多摘要方法适用于通用的新闻领域，尚未被有效应用于特定领域的
摘要任务如体育新闻的自动生成。此外，绝大多数现有方法依赖于人工提取的小规模特征集，
但由于依靠手工来选取特征往往耗时费力、泛化性弱、调节麻烦，因此需要提出新的方法来
自动学习特征，提高体育新闻的生成质量。
深度学习近年来在诸多 NLP 任务中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原因在于它能通过优化层叠模
型自动学习更好的数据表征。一个基于查询的抽取式文本摘要系统将相关性和显著性两个方
面合并考虑，利用深度学习可以自动学习句子和文档聚类的词嵌入，并且当查询给定之后，
可以应用注意力机制来模拟人类阅读行为[14]。还有使用条件卷积神经网络来生成摘要，条
件是卷积注意力模型，用来确保每一步生成词的时候都可以聚焦到合适的输入上。模型仅仅
依赖于学习到的特征，并且很容易在大规模数据上进行端到端的训练[15]。
由此可见，利用深度学习网络来加强对直播脚本的分析，是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趋势之

一，这也是本文提出基于神经网络模型方案的研究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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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神经网络的体育新闻自动生成方法

3.1 方法概述
为了避免人工提取特征，我们提出了一种通用的神经网络模型自动地从直播脚本中生成
体育新闻。模型中综合考虑了脚本中句子级局部信息与全局信息以及句子和新闻内容间的语
义关联性，从而实现联合建模下的体育新闻摘要生成。此外，我们还尝试了基于规则和模板
来自动生成体育新闻的标题以突显新闻正文的关键内容。
图 1 描述了我们提出方法的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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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方法流程图
3.2 体育新闻正文内容的生成模型设计
图 2 显示了提出的神经网络模型。

图 2：神经网络模型
在本研究中，每一个句子均被看作词的序列，word2Vec 模型用于实现词向量表示。然
后用句子中所有的词向量构成句子的向量表示（即句子矩阵）。此外，为了评估句子对所训
练的神经网络模型的重要性，我们先将直播脚本中的每个句子与给定训练集中对应的体育新
闻中的所有句子进行相似度比较，然后选择最大值作为该句子的重要性得分。我们的假设是

如果利用提出的模型从直播脚本中抽取出来的句子都与体育新闻文本的相似度高，那么基于
这些句子所生成的体育新闻将更接近于标准体育新闻，从而表明我们的模型效果更优。
定义 Msentence 和 Vdocument 作为神经网络模型的输入。直播脚本中的每一个句子都有一个对应
的矩阵表示 Msentence 。在实验中将每个词所表示的向量维度设置为 50。

Msentence  (Vw1,Vw2,...,Vwk),Wk  sentence, k  20
这里，𝑊𝑘 表示句子的第 k 个词， Vwk 表示第 k 个词所表示的向量，句子所表示的矩阵由
20 个词的向量组成。
将 Msentence 转换为一个 1000 维的向量， Vdocument 表示直播脚本中所有句子向量的总和。
N

(i)
Vdocument   M sentence
, N  1,2,..., n
i 1

神经网络模型的输出定义为句子的重要性得分。

score  MaxsimilarityV ,V 
s

r

Vs 表示直播脚本中的句子，Vr 表示新闻中的句子。在本方法中基于 gensim 模块计算句子

的相似度，比较直播脚本中的每一个句子与体育新闻中的每一个句子的相似度，取直播脚本
中句子所对应相似度的最大值作为模型的输出值。我们基于 tfidf 模型创建相似度矩阵，将
句子表示成词的 tfidf 值拼接成的向量，计算向量的余弦相似度。由于每一篇直播脚本文档
对应两篇体育新闻文档（163 新闻和 sina 新闻），我们分别计算直播脚本句子所对应的最大
相似度得分，取两者平均数作为最终的输出值。
在实验中，我们也尝试基于 LSI 和 LDA 模型计算句子间的相似度，但是最后的实验结果
表明基于 tfidf 模型得到的实验效果最好。此外，我们也试图将每一个句子看作一篇文档，
计算该文档在所对应的体育新闻的 ROUGE-1 的 F 得分，但是计算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句子得分
为 0，使得神经网络模型中的输出值过于稀疏，不利于模型的训练。
本研究神经网络模型的构建按照如下方式。首先，Vdocument 添加一层全连接层得到一个 200
维度的向量。

X (l )  f (W (l )  X (l 1)  b(l ) )
𝑊 (𝑙) 表示第 l 层模型的参数,𝑋 (𝑙−1) 表示第 l-1 层的输出，𝑏(𝑙) 为第 l 层的偏置矩阵，𝑋 (𝑙) 表
示经过全连接层得到的输出值。
然后 Msentence 添加三层一维卷积层得到一个矩阵并用扁平化函数将其转换为一个向量

Vsentence 。
X ( l )  f W ( l ) X i(ls1) ,..., X i( l1) ,..., X i(ls1)   b ( l ) 
(𝑙−1)

𝑊 (𝑙) 为卷积层中的参数， 𝑋𝑖

表示第 l-1 层的第 i 个输出，(2s+1)为卷积窗口的大小

(l )
(𝑙−1)
(𝑙−1)
(𝑙−1)
𝑋𝑖−𝑠 , … , 𝑋𝑖
, … , 𝑋𝑖+𝑠 表示把卷积窗口内的向量进行拼接，b 为第

l 层的偏置矩阵。卷积
层中的局部连接和权值共享降低了参数量，使训练复杂度大大下降，并减轻了过拟合，同时
权值共享还赋予了卷积网络对平移的容忍性。使用卷积层在提取特征的同时可以考虑到输入
的上下文信息。
接着将两个向量每一维度相乘得到 Vmul ，这样可以实现综合考虑到脚本中句子级的局部信
息与全局信息。

Vmul  Vsentence Vdocument
最后，Vmul 添加三层全连接层得到最终的输出结果，基于句子与新闻内容间的语义关联性
实现了联合建模下的体育新闻摘要生成。

output  sigmoidW ( l )  X ( l1)  b( l ) 
这里，
sigmoid 是常用的非线性激活函数，
把输入的连续实值“压缩”到 0 和 1 之间，
output
即为神经网络模型的输出值。output 在模型当中的意义即为直播脚本中的每一个句子与体育
新闻中的每一个句子的最大相似度得分。
我们使用交叉熵函数作为损失函数，如下所示：

1
C     y ln output   1  y  ln 1  output 
n x
y 表示标签值的大小，即上文中的 score 所表示的值，output 表示输出的结果值。
3.3 体育新闻标题生成
在本研究中，除了采用前面提出的方法自动生成体育新闻外，还尝试了基于规则和模板
来自动生成体育新闻的标题以突显新闻正文的关键内容，基于模板与规则生成新闻标题，标
题的构成由队伍名称、最终比分、重要球员表现三部分来构成。
从直播脚本中直接抽取出对阵双方的球队，球队名称集中出现在直播脚本的比赛介绍部
分（未赛）和总结部分（完赛）。同时在比赛结束总结部分（完赛）也可提取出比赛的最终
比分，由此可得队伍名称以及最终比分两部分内容。
例 1：

在直播文本中的比分栏实时记录对阵双方的比分，若某一行内容出现变化，即表明在该
时刻有球员进球。新闻标题中出现的重要球员往往是本场比赛中发挥出色的球员，因此在直
播脚本中出现比分变化的句子当中提取出重要球员的名字，统计重要球员的进球数，并依据
进球数量总结重要球员的比赛表现，由此可得重要球员表现部分的内容。
例 2：

结合以上抽取出来的队伍名称、最终比分、重要球员表现三部分内容生成新闻标题，示
例如下：
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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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与评估

4.1 实验设置
1）数据集
为了评估本文提出的方法在体育新闻自动生成任务上的可行性与有效性，我们采用由张
建敏等于 2016 年首次构建并发布的本任务开放数据集（即 acl16_sports 数据集）[9]。该
数据集共有 450 篇文档，其中 150 篇文档是直播脚本，另 300 篇文档是每篇直播脚本对应的
网易和新浪体育新闻编辑所撰写的体育新闻。
2）评价指标
在本实验中，我们将数据集随机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其中一部分包含 100 篇直播脚本
与其对应的 200 篇体育新闻，它们被用作训练集，另一部分则被设为测试集。为了便于评估，
使用 ROUGE-1.5.5 工具包[16]来比较基于脚本生成的体育新闻与新闻媒体记者撰写的体育
新闻的内容重叠度。作为评价指标，我们报道了 ROUGE-1（R-1）和 ROUGE-2（R-2）的 F 指
标分数。
3）比较方法
我们使用以下的主流摘要系统为基准，与我们提出的方法进行比较。这里，前三个系统
是典型的无监督摘要方法，它们直接用于每个体育比赛的直播脚本，通过提取最重要的句子
来生成新闻。RF + DPP 系统是专门针对该任务设计的有监督摘要系统，该系统利用直播脚
本和对应的人工编辑新闻来自动学习生成体育新闻。
Centroid：是基于质心的摘要系统[17]，它计算文档中一个称为质心句的伪句子。质心
句由 TFIDF 分数高于预定义阈值的词组成。通过基于不同特征的得分总和：包括句子与质心
句的余弦相似度、位置权重以及句子与首句的余弦相似度来定义每个句子的得分。
LexRank：LexRank[4]基于句子图表示中特征向量的中心性概念来计算句子的重要性。
在该模型中，使用基于句内余弦相似度的连接矩阵作为句子图表示的邻接矩阵。
ILP：整数线性规划（ILP）方法[18]将文档摘要看作组合优化的问题。ILP 模型通过最
大化摘要中包含的二元组概念的频率权重的总和来选择句子。
RF + DPP：将此任务看作学习排序问题，在一个有监督学习的框架下通过计算文档的传
统特征及特定任务的特征求解[9]。
4.2 实验结果
4.2.1 对比方法
表 1 给出了不同方法下的实验结果。

Method

R-1

R-2

Centroid

0.32508

0.08113

LexRank

0.31284

0.06159

ILP

0.32552

0.07285

RF+DPP

0.39391

0.11986

*

0.12351

Our method

0.42310

表 1：不同方法的实验结果
（*表示结果具有统计显著性意义）

*

从表 1 中可以看到，提出的基于神经网络模型的方法与传统的无监督和有监督方法相
比，获得了更好的结果。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传统的文档摘要的方法应用于该任务效果并不好。Centroid 是
一种基于中心点的句子抽取方法，它在赋予句子权重的过程中，综合考虑了句子级以及句子
之间的特征，但是对于本任务而言，部分特征的设置并不合理。ILP 将摘要看做一个带约束
的优化问题，同时进行句子抽取与冗余去除，非常适合解决多文档摘要问题，但是在实验中
效果并不好。LexRank 方法通过句子间的相似性为多文档构建句图，使用 tf 与 idf 来衡量
句子间的相似性，然而直播脚本的句子多以短句为主，实时描述比赛的进程，反映比赛的发
展过程，所以句子之间的相似度并不高。
RF+DPP 模型将文档摘要的传统特征与任务的特有特征相结合，使用概率句子选择算法
去除冗余句子。RF+DPP 模型的特征验证表明，两方面的特征均有利于摘要的生成，相比较
而言，为该任务设定的特征如重要比赛事件、得分变化、重要球员等等在句子抽取的过程中
影响力更大。RF+DPP 方法相较于传统的文档摘要方法取得了更好的效果，但是这个方法还
是依赖于人工提取的一系列句子特征。
我们的方法能够达到最优效果，其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我们的方法是有
监督的学习方法，基于神经网络模型，以直播脚本中的句子与新闻中句子的相似度作为训练
目标；第二，提出的方法综合考虑了脚本中句子级的局部信息与全局信息以及直播脚本中的
句子与新闻内容间的语义关联性。此外，我们的模型没有使用任何人工提取的句子特征来生
成相应的体育比赛新闻，不仅适用于生成足球比赛直播脚本对应的体育新闻，也适用于其他
体育比赛的领域，具有更好的领域泛化能力。
4.2.2 错误分析
尽管实验结果表明我们的方法是可行且有效的，但结果集中仍然存在一些错误。
错误一：在直播脚本中充斥着大量短句子甚至噪音句子，有时几个连续的短句子描述了
一个重要的事件，而当前的模型当中，往往不能将这部分句子抽取出来从而导致信息的缺失。
例 1：

这些短句子描述的是比赛进程中的重要事件，然而它们没有被抽取出来是因为模型在计
算这部分句子时，短句子在直播脚本文档中影响力较小且与体育新闻中的语句关联性较低。
错误二：在直播脚本中，比赛开始之前，会有大段的篇幅介绍比赛的背景知识，主要内
容包括两支球队各自的风格特点、人员变换、球队对阵记录、近期状态等。研究发现在我们
的模型中会抽取大量直播脚本中的未赛部分的句子，由于新闻的长度限制，导致生成的体育
新闻中描述比赛重要事件的部分被压缩，没能提取出直播脚本中部分关键事件的信息。
例 2：

这些句子都是作为比赛的背景知识出现在直播脚本当中，然而我们的模型却将这些句子
都抽取出来作为生成的体育新闻的内容。这部分句子与新闻的语义关联度较高并具有总结性
意义，同时多以长句子为主，句子当中的词更容易同时出现在直播脚本的其他位置以及新闻
的内容当中。
这两个问题在所提出的方法中尚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将在后续的工作中重点解
决。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研究如何从直播脚本中自动生成体育新闻，我们将此任务作为特殊的抽取型摘要问
题，提出了一种基于神经网络的方法提高现有方法的泛化能力和灵活性。提出的方法不仅考
虑到脚本中句子级的局部信息与全局信息，还考虑了句子与新闻内容间的语义关联性，从而
实现联合建模下的体育新闻摘要生成。初步的实验结果验证了我们方法的有效性，在不使用
任何人工提取特征的情况下，性能优于众多基准方法甚至是有监督学习的方法，达到了目前
的最优实验效果。
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探索生成式摘要而不仅仅采用纯抽取型摘要的方法，自适应地
学习适合不同领域的体育新闻模板，并通过引入注意力机制将脚本和新闻的多粒度上下文层
次信息融入当前的神经网络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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