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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篇章分析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作为篇章分析的任务之一，篇章主次关系研究篇章的
主要和次要内容，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篇章的核心内容。本文重点研究宏观领域的中文篇章主次关系，提出了一种
基于篇章主题的中文宏观篇章主次关系识别方法。该方法利用篇章单元间,篇章单元与篇章主题间的语义交互来识别
主次关系，并有选择地应用篇章主题信息，有效提高了主次关系核心的识别。在中文 MCDTB 语料库上的实验结果显示，
本文方法优于目前性能最好的基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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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zing Chinese Macro Discourse Nuclearity Based on Discourse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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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course analysis is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Discourse nuclearity recognition, a
subtask of discourse analysis, focuses on recognizing the main and secondary content of a discourse,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grasp its core cont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ask of macro Chinese discourse nulcearity recognition and proposes a
recognition method based on discourse topic. This method introduces the semantic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discourse
units and that between the discourse unit and its topic to identify the nuclearity. Moreover, it applies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of the discourse topic to further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nuclearity recognition. Experimental results on MCDTB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outperforms the state-of-the-art bas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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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内容正从传统的词
汇、句法分析、语义角色标注等浅层语义分析领域
深入到了基于深层语义理解的篇章分析领域。篇章
分析是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旨在识别
篇章单元（句子、段落、章节或篇章）间的语义关
系，确定篇章结构，从而挖掘出自然语言文本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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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信息和语义信息[1]。
篇章分析由篇章结构树构建、主次识别、关
系识别三个子任务构成。其中，篇章主次关系研
究旨在分析篇章的主要内容和次要内容，进而理
解篇章主题思想、展开思路和核心内容 [2]。主要
内容是指篇章中具有支配地位、起决定性作用的
部分，而次要内容是指篇章中居于辅助地位、不
起 决 定 作 用 的 部 分 。 修 辞 结 构 理 论 (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 RST) [3] 将篇章主次关系分为单
核关系和多核关系。单核关系拥有核心（Nucleus）
和卫星（Satellite）,其中核心表示主要信息，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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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为其提供附加信息；多核关系拥有两个及其以
上核心。
从文本颗粒度上来分，篇章主次关系分为微
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在微观角度，篇章主次关系
表现为句子之间、句群之间的主要和次要关系；
在宏观角度，篇章主次关系表现为段落之间、章
节之间的主要和次要关系。结合 RST 理论，篇章
主次关系有以下三种类型：1）核心-卫星（NS），
即主要在前，次要在后；2）卫星-核心（SN），
即主要在后，次要在前；3）核心-核心（NN），
即同等重要。其中 NS，SN 属于单核关系，NN
属于多核关系。
本文的研究内容是宏观篇章主次关系的识别。
宏观篇章主次关系识别研究不仅能够帮助分析
篇章主题，而且也利于理解和挖掘篇章宏观主题
与篇章各部分之间的语义联系和脉络结构，可以
广泛应用于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其他任务，包括问
答系统 [4]、自动文摘 [5]、情感分析 [6]以及信息抽取
[7]
等。本文以宏观汉语篇章树库（Macro Chinese
Discourse Treebank, MCDTB） [8] 中 的 一 个例 子
（chtb_0019，见附录）来说明宏观篇章主次关系，
该例宏观篇章关系结构如图 1 所示。
R1 解说

R2 并列

R3 事件-背景

a

b

c

d

e

图 1 宏观篇章结构树（chtb_0019）
其 中 ， 叶 子 节 点 （ a-e ） 是 基 本 篇 章 单 元
（Elementary Discourse Units, EDUs），分支节点
是篇章单元（Discourse Units, DUs），也是关系节
点，表示该节点连接的两个孩子之间的语义关系。
箭头指向的节点为核心，否则为卫星。在该例中，
段落 a 提出“宁波保税区经过三年建设已取得丰
硕成果”这一事实，段落 b 讲述了宁波保税区的
基本情况。段落 c、d、e 分别从进出口贸易、实
行政策以及企业管理机制三个方面阐述了宁波
保税区取得显著成就的原因。因此，段落 a 与 b
构成事件-背景关系，段落 a 为主要内容；段落 c,
d, e 从不同角度阐述原因，三者同等重要，构成
并列关系。
在篇章分析上已经有很多研究，然而只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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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研究专注于篇章主次关系识别。面向汉语的篇
章主次识别，尤其是宏观篇章主次关系识别的研
究更少 [9]。随着 MCDTB 构建完成，语料资源匮
乏问题得到了极大的缓解，但是由于宏观篇章构
成复杂，基本篇章单元（自然段落）长度长，段
落内部表达形式多样，段间关系复杂，给宏观篇
章主次关系识别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在汉语微观篇章主次识别任务上，Xu[10]提出
的 TMN（Text Matching Network）神经网络模型
获得了较好的性能。目前，还没有神经网络方法
应用于汉语宏观篇章主次关系识别任务上。由于
微观和宏观主次关系识别从某种程度上 来讲存
在相似性，本文将 TMN 模型迁移到了宏观主次
识别任务上。然而，TMN 模型采用 BiLSTM 和
CNN 来编码语义，将其应用到宏观领域会面临着
如下三个问题：
1）宏观篇章单元比微观篇章单元更长，整体
语义建模难度更大。LSTM 虽然具备一定长序列
建模能力，但是在处理宏观篇章单元时，仍然力
不从心；
2）词序列长度的增加导致篇章单元中出现更
为复杂的词间依赖与交互模式。LSTM 主要是随
着时间推移来顺序处理文本，当文本中相距较远
的词之间存在语义依赖时，LSTM 和 CNN 都无法
捕获这种信息；
3）BiLSTM 无法做到深度双向编码语义。
BiLSTM 虽然以从左到右和从右到左两个方向来
编码语义，但是在某一时刻 t，BiLSTM 编码输入
时，仅能考虑当前词的上文信息或者下文信息，
无法在编码时同时利用上文和下文信息。这个缺
点在建模更富有语义的宏观篇章单元时，将丢失
大量的语义特征。
为 了 解 决 以 上 问 题 ， 本 文 首 次 将 BERT
（ 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 [11] 应用于汉语宏观篇章主次关系
识别任务。TMN 模型认为：1）语义相似度高的
两个篇章单元更有可能是多核关系；2）在语义
上更靠近段落主题的更有可能是核心。受该思想
的启发，本文在宏观篇章主次关系识别中利用篇
章主题与篇章 单元之间的语义交互来识别篇章
单元间的主次关系。TMN 先学习篇章单元及其所
在段落的句子级表示，然后再计算三者之间的语
义相似度和语义交互。本文从词间依赖入手，通
过捕获句内词间依赖来学习句子级的语义表示；
通过捕获跨句词间依赖来学习句子间的语义交
互，从而能够充分捕获篇章单元间，篇章单元与
篇章主题间的交互信息和依赖信息。同时，在应
用篇章主题上，本文提出“选择性应用篇章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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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只对含有篇章第一自然段的样本应用篇
章主题。在 MCDTB 语料库上的实验结果表明，
本文的方法解决了篇章单元过长，难以建模的问
题。通过选择性引入篇章主题，仅仅依赖语义信
息，就在微平均 F1 值，宏平均 F1 值以及各个主
次关系类型的 F1 值上均有所提升，尤其是识别
出了 SN 这一小类样本。

等提出融合基于 word2vec 和 LDA 的主题相似度，
并利用最大熵分类器进行 宏观篇章主次关系识
别。该模型通过最大化词间相似度和主题相似度
来获取语义特征，并结合部分组织结构特征来识
别主次关系。然而，这种捕获语义特征的方法，
不仅丢失了篇章单元的连贯性，而且也无法充分
捕获篇章单元的语义信息。

1 相关工作

2

在英文方面，涉及到篇章主次关系的语料库
资源主要有修辞结构篇章树库（RST Discourse
Treebank, RST-DT） [12]。中文方面主要有汉语篇
章树库 CDTB[13]和宏观汉语篇章树库 MCDTB[8]
等。修辞结构篇章树库（RST-DT）以修辞结构理
论（RST）为理论依据，标注了 385 篇《华尔街
日报》文章。汉语篇章树库（CDTB）依据连接
依存树的篇章结构理论，在宾州大学汉语树库
（CTB）上标注了 500 篇微观篇章关系结构。宏
观汉语篇章树库（MCDTB）遵循 RST 修辞结构
理论，对 720 篇文章进行了宏观篇章信息的标注，
包括篇章结构、主次、语义关系等。这三个语料
库中，RST-DT 和 CDTB 进行了微观篇章主次关
系的标注，MCDTB 进行了宏观篇章主次关系的
标注。
目前，篇章主次关系识别研究大多属于微观
篇章分析。在 RST-DT 上，Hernault[14]等提出了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篇章分析器 HILDA，该模型以
贪婪的方式自底向上自动构建篇章结构树；
Joty[15]等利用动态随机场模型分别构建了句内和
句间两个层级的篇章分析器，并使用动态规划算
法对篇章树构建进行了优化；Li[16]基于篇章单元
的子树结构，使用递归神经网络来获取篇章单元
的表示，并构建了两层前馈神经网络来识别两个
篇章单元之间的关系；Li[17]立足于篇章的分层结
构，提出了基于 Attention 的分层 BiLSTM 网络，
从词序列中学习基本篇章单元 EDU 的表示，依
据学到的 EDU 表示，来建模篇章单元 DU，并使
用基于张量的变换函数来捕获篇章单元特征之
间的相互关系。在 CDTB 上，Chu[18]使用上下文、
词对、词和词性等特征来识别篇章主次关系。
Kong[19]使用语义相似度，上下文特征，采用最大
熵模型，构建了一个端到端的篇章结构分析器；
Xu[10]提出 TMN 模型，使用 BiLSTM+CNN 来对
篇章单元及其段落进行编码，通过计算语义相似
度和语义交互进行主次关系识别。
宏观篇章分析研究极少。在 MCDTB 上，蒋 [9]

本文提出了基于篇章主题的中文宏观篇章主
次识别模型 NRDT(Nuclearity Recognition based
on Discourse Topic)，其架构如图 2 所示。包含三
个部分：1）输入模块、2）编码模块、3）主次
识别模块。

NRDT 模型

图 2 模型框架图
2. 1 输入模块
篇章主次关系中，大多数是像图 1 中 R1，R3
这样的二元关系,也存在像 R2 这样的多元主次关
系。本文遵循了蒋 [9]对多元关系的处理，将多元
主次左二叉化。因此问题转换成句子对的三分类
任务。即：给定篇章单元 Arg1 与 Arg2,判断两者
之间的主次关系（NS、SN 或 NN）。样本数据形
式化为三元组（Arg1, Arg2, label），label 表示 Arg1
与 Arg2 之间的主次关系。考虑到篇章单元与篇
章主题之间的语义交互可以在更高层次上表现
出该单元所蕴含的语义信息，本文将篇章标题作
为篇章主题 topic，与篇章单元一起作为输入。本
文用 ARG 来表示篇章单元，用 DT 来表示篇章主
题。
由于编码层使用 BERT 模型来编码输入篇章
单元，其在处理篇章单元对时，将篇章单元对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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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一个序列，并用特殊标记[SEP]来区分篇章单
元 1 和篇章单元 2：
[CLS] … 𝐴𝑟𝑔1 … [SEP] … 𝐴𝑟𝑔2 … [SEP]
每个输入序列的开始词是一个特殊分类标记
[CLS]，该标记对应的最终隐向量融合了输入序
列的语义表示。考虑本文的输入由三部分构成，
本文模型的输入最终可形式化为：
[CLS] … 𝑇𝑜𝑝𝑖𝑐 … 𝐴𝑟𝑔1 … [SEP] … 𝐴𝑟𝑔2 … [SEP]
为了适应编码层对输入的要求, 避免输入对
预训练好的 BERT 模型产生干扰，本文并没有在
Topic 与 Arg1 之间添加[SEP]标记。本文用“Arg1
前”、“Arg1 后”、“Arg2 前”以及“Arg2 后”来
表示 Topic 添加的四种位置，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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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部分构成。本文用𝒘表示词向量，𝒔表示句向
量, 𝒑表示位置向量，则对于第 i 个词来说，其向
量表示为:
𝒆𝒊 = 𝒘𝒊 + 𝒔𝒊 + 𝒑𝒊
(1)
对于每一个构造好的输入序列 q，模型最终输
入是该序列中 n 个词的向量表示：
𝒒 = [𝒆𝟏 , 𝒆𝟐 , 𝒆𝟑 , … , 𝒆𝒏 ] ∈ ℝ𝑛∗𝑑
(2)
其中，𝑑表示每一个输入向量的维度。
2. 2 编码模块

编码层的主体是 BERT，由多层 Transformer
Encoder [20]构成。该模型在大规模语料库上进行遮
蔽语言模型（Masked Language Model，MLM）
Arg1 前： [CLS] … 𝑇𝑜𝑝𝑖𝑐 … 𝐴𝑟𝑔1 … [SEP] … 𝐴𝑟𝑔2 … [SEP]
和下一句预测（Next Sentence Prediction，NSP）
Arg1 后： [CLS] … 𝐴𝑟𝑔1 … 𝑇𝑜𝑝𝑖𝑐 … [SEP] … 𝐴𝑟𝑔2 … [SEP]
联合训练。MLM 任务同时学习被遮蔽掉词的左
Arg2 前： [CLS] … 𝐴𝑟𝑔1 … [SEP] … 𝑇𝑜𝑝𝑖𝑐 … 𝐴𝑟𝑔2 … [SEP]右两边信息来预测出该词。通过这个类似于完形
Arg2 后： [CLS] … 𝐴𝑟𝑔1 … [SEP] … 𝐴𝑟𝑔2 … 𝑇𝑜𝑝𝑖𝑐 … [SEP]填空的任务，BERT 能够充分学习词语的语义表
征，捕获词间语义交互。NSP 即输入两个句子，
实验发现，将 Topic 放在 Arg1 前性能最好。
其余三个位置在微平均 F1 上要低约 0.5 个百分点。 让模型来判断第 2 句是否是第 1 句的下一句。通
过这个简单任务，模型能够学会综合考虑词语间
本文对比了三种将篇章主题 Topic 加入到输
语义交互，从而计算句子的语义表征。BERT 的
入的策略。第一种是对所有的篇章单元输入对，
输入由三部分构成，分别是词向量、句子向量以
都加入篇章主题。样本形式化为:
及位置向量。输入的第一个词是特殊分类标记
(Topic, Arg1, Arg2, 𝑙𝑎𝑏𝑒𝑙)
[CLS]，最后一个词是[SEP]。两个句子中间用一
第二种是当篇章单元 Arg1 包含篇章第一自然
个[SEP]分开。[SEP]标记和句子向量作用类似，
段时，加入篇章主题，样本形式同上。否则不加
都是帮助模型区分输入中的两个句子。给定词序
篇章主题，样本形式化为：
列 输 入 X = {𝑥1 , 𝑥2 , … , 𝑥𝑛 } ， BERT 的 输 出 为
（Arg1, Arg2, 𝑙𝑎𝑏𝑒𝑙）
H = {𝒉𝟏 , 𝒉𝟐 , … , 𝒉𝒏 }。
第三种是第二种策略的反面。即：当篇章单
本文采用预训练好的 BERT-base 模型做编码
元 Arg1 不包含篇章第一自然段时，添加篇章主
层。该模型由 12 个 Transformer encoder 块堆叠而
题。与第二种策略形成正反对比。
成，每一块包含 12 个自注意力头，768 个隐层神
第二种添加策略基于如下考虑：
经元。模型的核心由多头自注意力模块和两层前






人类在辨别篇章单元间的主次关系时，并不会
一直参考篇章主题。有一些篇章单元对，仅仅
依赖自身语义就可识别出主次。篇章主题的引
入反而可能会对判别造成干扰，使得单核关系
中的核心识别错误。
篇章一般采用“总分总”或“总分”结构。尤
其在新闻体裁中，更是如此。篇章的开始段落
更有可能总领全文，归属于核心。然而开始段
落只有下文信息，缺乏上文信息，篇章主题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一点，增强对篇章开始
段落的核心识别。
篇章中的后续篇章单元通常是从不同角度为
篇章主题服务，多属于 NN，两者语义上相似
度较高，可以仅仅依赖自身语义就可识别出来。
本文模型的输入向量与 Vanilla BERT 一致，

馈神经网络模块构成。多头自注意力模块计算方
法如下：
Attention(𝑸, 𝑲, 𝑽) = softmax (

𝑸𝑲𝑻
√𝑑𝑘

)𝑽

MultiHead(𝑸, 𝑲, 𝑽) = [𝒉𝒆𝒂𝒅𝟏 ， … , 𝒉𝒆𝒂𝒅𝒉 ]𝑾𝑶

𝒉𝒆𝒂𝒅𝒊 =
其

中

𝑸
𝑽
Attention(𝑸𝑾𝒊 , 𝑲𝑾𝑲
𝒊 , 𝑽𝑾𝒊 )

，

(3)
(4)
(5)

[… ]代表级联, 𝑸 = 𝑲 = 𝑽 ∈

𝑸

𝑽
𝑑∗𝑑𝑘
ℝ𝑛∗𝑑 , 𝑾𝒊 、𝑾𝑲
, 𝑾𝑶 ∈ ℝℎ𝑑𝑘 ∗𝑑 , 𝑑𝑘 =
𝒊 、𝑾𝒊 ∈ ℝ
𝑑/ℎ, ℎ = 12.

前馈神经网络模块进行如下计算：
FFN(𝒙) = relu(𝒙𝑾𝟏 + 𝒃𝟏 ) 𝑾𝟐 + 𝒃𝟐

(6)

其 中 ， 𝑾𝟏 ∈ ℝ𝑑∗𝑑𝑓𝑓 , 𝑾𝟐 ∈ ℝ𝑑𝑓𝑓∗𝑑 , 𝒃𝟏 ∈ ℝ𝑑𝑓𝑓 ,
𝒃𝟐 ∈ ℝ𝑑 为要训练的参数。𝒙 ∈ ℝ𝑑 , 𝑑𝑓𝑓 = 4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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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注意力模块使用 12 个独立的注意力头，在
不同的特征子空间中，计算任意词对之间的点积。
这使得每一个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与其他词发
生交互，进行语义解析,从而对复杂的词间依赖进
行建模。自注意力将词间距离视为 1，直接计算
任意词对间的依赖关系，能够学习句子的内部结
构，从而捕获长序列的局部信息。
级联所有注意力头的输出，输入到前馈神经
网络模块。前馈神经网络模块具有复杂非线性能
力，能综合考虑注意力模块捕获到的，不同角度
的词间依赖信息和语义交互信息，并对这些信息
进行语义融合，从而捕获序列的全局信息。

5

各类样本分布
NN，[百
分比]

NS, [百
分比]

SN， [百
分比]
NS, 主要在前

SN, 主要在后

NN,同等重要

图 3 segdata0 训练集各类样本分布
表 1 模型参数设置

2. 3 主次识别模块
根据 ARG1、ARG2 以及 DT，通过编码模块，
主次识别模块不仅获得了篇章单元 间的语义交
互信息，也获得了篇章单元与篇章主题间的语义
交互信息。同时也得到了篇章单元与篇章主题各
自的语义信息。本文以第一个词[CLS]对应的最
终隐向量𝒉 ∈ ℝ𝑑 作为模型计算的特征表示，然后
通过两层前馈神经网络，实现篇章主次关系识别。
如下面的公式所示，𝑾𝟑 ∈ ℝ𝑑∗𝑑 , 𝑾𝟒 ∈ ℝ𝑑∗3 , 𝒃𝟑 ∈
ℝ𝑑 , 𝒃𝟒 ∈ ℝ3 为参数矩阵：

参数名
Bert-base 参数

参数值
默认值

隐藏层维度
学习率
学习率热身比例

768
2e-5
0.1

Dropout 比例
训练轮数

0.1
10

批处理大小

16

实验采用多类交叉熵损失函数，具体公式如
𝒖 = tanh(𝑾𝑻𝟑 𝒉 + 𝒃𝟑 )
(7)
下：
𝒛 = dropout(𝒖)
(8)
1
̂𝑖 )
L = − 𝑁 ∑𝑁
(11)
𝑖=1 𝑦𝑖 log(𝑦
𝑻
𝒚 = softmax(𝑾𝟒 𝒛 + 𝒃𝟒 )
(9)
𝑝 = argmax 𝒚
(10)
其中 N 代表样本总数， 𝑦𝑖 为指示变量（0 或 1），
向量 y 表示模型预测的概率分布。本文取概
若该类别与样本 i 的类别相同就是 1，否则就是 0。
率最大的类别 p 作为样本的主次关系预测。
𝑦̂ 为样本 i 属于当前类别的预测概率。
在训练过程
𝑖

3

实验

3. 1 实验设置
本文使用了 MCDTB 语料库，每条数据包含
两个篇章单元、篇章主题、篇章单元对应的组织
结构特征以及主次关系标签。MCDTB 语料库标
注了 720 篇新闻语料，由于宏观篇章主次识别以
段落为基本篇章单元，因此，数据样本仍然不足。
考虑到小样本训练集的不稳定性，实验采用了五
折交叉验证。图 3 显示了一折数据 segdata0 中训
练集的各类样本分布。
本文实验采用深度学习框架 Pytorch。模型的预
测层使用了 dropout，比例为 0.1. 对学习率，使用
了线性热身，比例为 0.1。实验参数如表 1 所示。
1

https://scikit-learn.org/

中，使用 Adam 优化器来优化模型参数，通过最
小化交叉熵损失，对模型进行端到端的
fine-tuning
（ Bert 参数随着训练进行 fine-tuning）。
本文采用精确率(Precision)、召回率(Recall)、
微平均 micro_F1 和宏平均 macro_F1 来衡量模型
的分类质量。精确率 P，召回率 R，F1 值的定义
如下:
𝑇𝑃
𝑃=
(12)
𝑇𝑃 + 𝐹𝑃
𝑅=

𝑇𝑃
𝑇𝑃 + 𝐹𝑁
2𝑃𝑅

𝐹1 =

𝑃+𝑅

其中，TP 表示正例被正确预测的个数，FP
表示负例被错误预测的个数，FN 表示正例被错
误预测的个数。在实验评估中，采用 sklearn[1]工
具进行上述指标的计算。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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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模型

P

主在前(NS)
R
F1

不同模型的性能比较（语义+结构）

P

主在后(SN)
R
F1

ME
TMN

92.41
82.10

81.79
88.21

86.78
85.04

BiLSTM+Att
NRDT+stru

90.96

83.37

87.00

0

89.81

86.63

88.18

15.71

表3
模型
BiLSTM+Att
TMN

NRDT

主在前(NS)
P
R
F1
73.42 78.41 75.79
75.57
89.36

84.87
87.31

79.95
88.31

第**卷

0
0

0
0

P

同等重要(NN)
R
F1

Macro-F1

Micro
-F1

0
0

71.90
74.87

91.28
70.79

80.43
72.77

55.73
52.60

83.15
79.84

0

0

72.97

88.69

80.06

55.69

83.21

4.06

6.37

76.23

85.28

80.46

58.34

84.15

同等重要(NN)
P
R
F1
56.91 53.87 55.23

Macro-F1
43.67

Micro
-F1
67.83

61.63
76.76

45.54
59.59

71.64
84.06

不同模型的性能比较（语义）

P
0

主在后(SN)
R
F1
0
0

0
36.97

0
6.58

0
10.43

52.48
83.68

56.68
80.03

表 4 篇章主题对主次识别的作用分析
模型
BERTbase
NRDT 策略 1
NRDT 策略 2
NRDT 策略 3

主在前(NS)
P
R
F1
83.49 86.55 84.98

主在后(SN)
P
R
F1
23.98 7.81 10.34

同等重要(NN)
P
R
F1
74.14 72.30 73.15

Macro-F1
56.16

Micro
-F1
79.57

86.44
89.36
83.51

27.28
36.97
38.38

74.99
76.76
73.74

58.87
59.59
56.11

81.38
84.06
79.88

86.62
87.31
86.99

86.47
88.31
85.20

12.87
6.58
5.83

3. 2 实验结果
本文将文中提出的模型 NRDT 与基准系统进
行了对比。基准系统分为两种 1) 只用语义信息
2)语义信息和结构信息相结合。
(1) ME: 性能最好的传统模型[9]，该模型采用基于
word2vec 的主题相似度、基于 LDA 的主题相似
度以及组织结构为特征,使用最大熵分类器。为
了公平对比，本文复现了蒋[9]提出的 ME 模型,
并在五折数据集上进行了相关实验。
(2) BiLSTM+Att: 在宏观篇章主次关系研究中,目
前还没有相应的神经网络模型可作为基准系统。
因此本文构造了 BiLSTM+Attention 模型作为本
文的第一个神经网络基准系统。使用 BiLSTM
分别对 ARG1 、ARG2 和 DT 建模，然后经过
Attention 层之后，级联得到的三个语义表示，
进行分类。
(3) TMN: 本文复现了微观篇章主次关系识别中性
能优异的 TMN 模型[10]。
(4) BERTbase: 使用 BERT 对两个篇章单元进行联
合语义交互编码。

14.34
10.43
10.04

76.93
83.68
72.59

75.80
80.03
73.11

(5) NRDT: 即本文提出的模型，使用篇章单元信息
以及篇章主题信息，不使用结构信息。使用
BERT 来编码篇章单元间，篇章单元与篇章主题
间的语义交互。
(6) NRDT+stru: 可选模型，在本文提出模型的基
础上，添加 MLP 编码后的结构特征。此处使用
了五种组织结构特征（篇章单元的开始段落、
结束段落、篇章单元到篇章开始段落和结束段
落的距离以及篇章单元包含的段落数）
。本文使
用𝒗𝟏 , 𝒗𝟐 , . . 𝒗𝟓 分别表示这五种结构特征，将其级
联，经过 MLP 编码后，得到𝒗。在该模型中，
本文对公式 8 进行了修改，从而融入了结构信
息。[…]表示级联。
𝒛 = [dropout(𝒖), 𝒗]

(15)

实验结果如表 2 和 3 所示。无论是“只使用
语义信息”还是“语义和结构相结合”，本文提
出的模型 NRDT 都取得了最好性能，相比基准系
统在宏平均 F1 和微平均 F1 均获得了较大提升。
当“只使用语义信息”时，NRDT 模型在宏平均
上达到了 59.59%，微平均达到了 84.06%。当“语
义和结构联合”时，NRDT 模型在宏平均上达到
了 58.34%，微平均达到了 84.15%。

作者, 等: 文章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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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使用语义信息

如表 3 所示，在“只使用语义信息”的情况
下，NRDT 比 TMN 和 BiLSTM+Att 在宏平均和
微平均 F1 值上均获得了较大提升。这是因为宏
观篇章单元包含的词相对微观领域更多，而且序
列长度更长，词间依赖更加错综复杂。无论是使
用 BiLSTM 还是 BiLSTM+CNN 做语义编码，它
们都无法充分捕获篇章单元的全局信息和复杂
的词间依赖等局部信息。TMN 模型则在语义匹配
时没有考虑跨句的词间依赖。NRDT 直接计算任
意词之间的语义交互，能够充分捕获句内和跨句
词间依赖，挖掘语义信息。NRDT 仅仅通过语义
特征，获得了比其它基准系统更好的性能。这在
一定程度上说明，句子间语义交互与跨句词间依
赖关系有很大联系，同时从词间依赖入手有助于
对更长的序列进行语义建模。


语义和结构相结合

在宏观主次识别上，目前性能最好的模型是
蒋 [9]的 ME 模型。该模型采用“语义和结构相结
合”的特征来做主次识别。为了公平比较，本文
对 TMN、BiLSTM+Att 以及 NRDT 在原有的语义
基础上，添加了结构信息。如表 2 所示，在添加
结构信息之后，NRDT 模型在宏平均和微平均上
仍然取得了最好性能。
BiLSTM+Att、TMN 以及 NRDT 在添加结构
信息之后，微平均上分别获得了约 15.4%、8.2%、
0.1%的提升。前文提到，LSTM 模型无法对更长
的文本序列进行良好的语义建模，因此前两个模
型受限于各自的长距离依赖编码能力，无法充分
挖掘宏观篇章单元的语义信息。结构信息作为一
种强特征，弥补了这一点，因而 BiLSTM+Att 和
TMN 这两个模型获得的提升较大。NRDT 模型能
够充分提取输入文本的语义信息，仅仅依靠语义
就获得了很好的性能，结构信息的加入带来的提
升略小，而且对 SN 的识别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这可能因为 SN 样本太少，其结构信息不具有代
表性，该特征的引入带来的噪声较大。


篇章主题对主次识别的作用以及篇章主题添
加策略分析

如表 4 所示，对比 BERTbase 模型和 NRDT 模
型的性能，可以看出篇章主题对篇章主次关系识
别有很大帮助，微平均 F1 提高了约 4.5 个百分点，
宏平均提高了约 3.4 个百分点，在 NS、SN 以及
NN 上都有提升。这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本文所依
据假设的合理性，篇章主题与篇章单元间的语义
交互有助于主次关系中核心的识别。

7

本文也对在模型中添加篇章主题 topic 的三种
策略做了对比实验，在表 4 中策略 1、策略 2、
策略 3 分别代表小节 2.1 中提到的三种策略。比
较这三种策略，可以看到策略 2 的性能最好，即
“篇章单元包含第一自然段时添加篇章主题，否
则不添加”这一策略性能最好。策略 2 与策略 1
的对比说明，选择性添加篇章主题要比对所有篇
章单元对都添加篇章主题的性能要高。策略 2 与
策略 3 的对比印证了本文之前的考虑，篇章主题
的引入会对篇章非开始段落的篇章单元对造成
干扰，而这些篇章单元对仅仅通过自身语义就能
识别出来。策略 2 的性能最好可能因为篇章主题
一定程度上充当了 Arg1（包含第一段）的上文信
息，从而提高了含有第一段的 Arg1 为核心的识
别率。


NRDT 性能分析

本文提出的 NRDT 相比其他基准系统，在三
种篇章主次类型上的均获得了最好的性能。尤其
是识别出了 SN 这一小类样本。基准系统受限于
自身语义特征提取能力弱，又面临着 SN 样本数
量较少的问题，导致模型无法学习到 SN 样本应
有的特征。本文的模型能够捕获跨句词间依赖，
充分计算篇章单元与篇章主题间的语义交互，语
义编码能力强，因而能够从少量的 SN 样本中学
表 5 NRDT 实验结果的混淆矩阵
预测值
NS
SN
NN
真实值
NS
87.31%
0.29%
12.39%
SN
39.37%
6.87%
53.75%
NN
15.54%
0.78%
83.68%
Arg1:

国家建设部将在全国选择四十家大型建筑施
工企业给予重点支持。
Arg2: 为此，建设部将采取七项扶植政策。
Topic: 中国将重点扶持四十家大型建筑施工企业。

习到较为有力的特征，准确的识别出其中的核心。
例 2 识别错误样本
但是该模型在三种篇章类型上的表现并不相
同。如表 3 所示，各类别上的性能表现并不均衡。
对于 NS 和 NN 类型，由于这两类样本数量较多，
模型识别效果较好，通过表 5 的混淆矩阵可以看
出，这两类各自有个别样本被误分类为 SN，绝
大多数分类错误发生在 NS 和 NN 之间的混淆，
这可能是篇章主题的引入导致。如例 2 所示，相
比于 ARG2, DT 与 ARG1 有更多的词相似，模型
容易将该 NN 样本识别成 NS。对于 SN 类型，该
类样本数量太少，虽然模型特征提取能力强，但

批注 [V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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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仅识别出少量样本。SN 样本多半为因果或评
价关系，宏观篇章单元间没有显式连接词，篇章
单元与篇章主题间的语义交互又难以区分 此类
语义关系。
表 6 展示了 NRDT 模型错误识别的主次关系
在篇章位置中的分布。本文将篇章按照段落均分
为三部分，并统计了各个位置上，三种主次关系
识别错误的分布。可以看出错误大多发生在篇章
开始部分为 NN，中间部分以及结尾部分为 NS
这两种。这可能与本文采用的应用篇章主题的策
略、篇章复杂的行文结构以及人工标注时的主观
判断有关。
表 6 NRDT 错误识别样本的位置分布
主次
NS
SN
NN
位置
40.58%
17.39%
42.03%
开始
56.70%
12.47%
30.82%
中间
58.64%
9.02%
32.33%
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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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的基于篇章主题的中文宏观篇章主次
关系识别模型 NRDT 是 MCDTB 上的第一个神经网
络模型。该模型通过对篇章单元间，篇章单元与篇
章主题间的语义交互和信息依赖进行建模，从而识
别主次关系，实验结果在宏平均 F1，微平均 F1 上
均有提高。这说明仅仅依赖语义信息，就可以很好
的完成主次识别任务。本文提出的模型，通过对词
间依赖进行建模，进而捕获句间语义交互，这在一
定程度上说明，句子间语义交互与跨句词间依赖有
很大联系，同时从词间依赖入手有助于对更长的序
列进行语义建模。有选择的加入篇章主题信息后，
模型性能获得了进一步的提高，这说明篇章主题对
篇章单元间的主次识别很有帮助。本文将篇章标题
作为篇章主题，但有些篇章标题并不能充分的代表
篇章主题。因此，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将尝试构建
主题模型来学习篇章全局和局部主题，来进一步提
高性能。篇章语义关系和主次关系有很大的相关性。
构成并列关系的篇章单元对之间往往是多核关系；
构成因果关系的篇章单元对之间往往是单核关系。
接下来会尝试基于以自注意力机制为核心的模型
对这两个任务进行联合学习，例如 Transformer 及
其相关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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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宁波保税区建设成就显著
a)

总面积二点三平方公里的宁波保税区，经过三年建设，已取得丰硕成果。

b)

宁波保税区是中国十三个保税区之一，于一九九二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目前，保税区的各项功能已初具规模，开发水

平在中国各保税区中名列前茅。
c)

据统计，至去年年底，宁波保税区累计完成进出口贸易额八点一二亿美元，仅去年一年通过保税区海关的进出口贸易额

就达三点六五亿美元。目前，区内已有十个保税仓库，仓储面积达八万多平方米；仅去年一年，区内储有货物就达二十六点
二七亿元人民币。
d)

随着从今年四月开始中国对保税区外有关特殊政策的调整，保税区免证、免税，保税政策的稳定性优势显得更为明显，

国内外一大批实业加工项目相继在区内落户。到去年十二月底，区内已累计设立企业一千六百一十四家，总投资达十二亿美
元，其中外商投资企业二百六十家，实际利用外资一点一三亿美元。另外，众多国内企业也通过保税区与国际市场接轨。
e)

为了在运行机制上与保税区相配套，宁波保税区率先在中国实施了企业依法注册直接登记制的试行一站式管理，一次性

办理。同时，保税区大力抓好区内信息高速公路的网络体系建设，为实现现代化管理创造良好的配套条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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