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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主题深度表示学习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种融合双语词嵌入的主题对齐模型（Topic Alignment Model, TAM），
通过双语词嵌入扩充语义对齐词汇词典，在传统双语主题模型基础上设计辅助分布用于改进不同词分布的语义共享，以此 改
善跨语言和跨领域情境下的主题对齐效果；提出了两种新的指标，即双语主题相似度（Bilingual Topic Similarity，BTS）和
双语对齐相似度（Bilingual Alignment Similarity，BAS），用于评价辅助分布对齐的效果。在跨语言主题对齐任务中，相比
于传统的对齐模型，双语对齐相似度提升了约 1.5%；在跨领域主题对齐任务中, F1 值提升了约 10%。TAM 模型在跨语言和
跨领域主题对齐上的效果优于传统方法，研究结果对于改进跨语言和跨领域信息处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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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eep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of domain topics, the paper proposed a Topic Alignment Model (TAM) which
integrates bilingual word embedding. The semantic alignment lexicon was extended by bilingual word embedding. Based on traditional
bilingual topic model, an auxiliary distribution was designed to improve different word distributions semantic sharing,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topic alignment in cross-lingual and cross-domain contexts. Two new indicators, i.e. Bilingual Topic Similarity (BTS) and
Bilingual Alignment Similarity (BAS), were proposed for supplementary alignment evaluation. In the cross-language topic matching task,
the bilingual alignment similarity was improved by about 1.5%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multi-language common cultural theme
analysis; in the cross-domain topic alignment task, the F1 value was improved by about 10%.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AM is
better than traditional methods on the tasks of cross-lingual and cross-domai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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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主题模型通常是指以无监督学习的方式，对某个
领域的文档集合的潜在语义结构进行自动化分析的数
[1]
理统计模型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兴起，不同语言、
不同领域的知识共享与联系日益紧密，来自不同文化
[2]
的人们可能对同一事物有着相同的主题倾向 。例如，
同一新闻事件的不同语言评论往往包含相似的兴趣话
[3]
[4]
题 ，不同语言用户可能存在相同的检索习惯 ，不
[5]
同种类的电商评论可能蕴含相同的消费喜好 。如何
有效的提取和分析不同领域知识的主题信息已成为情
报分析、舆情监测、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的研究热点
[6]
。传统的主题模型在大数据环境下，会面临知识的
[7]
领域跨度和语言跨度问题 。领域跨度是由于训练数
据和测试数据的总体分布或领域特征不一致，造成不
同领域知识所挖掘出来的主题可解释性较差，这是由
词汇存在领域差异引起的，如“bank”一词在金融领
域中代表“银行”，而在地理领域中代表“河堤”；
语言跨度是指由语言多样性造成的同一主题下的词汇
在不同语言体系中具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如京东和亚
马逊中同类商品可以有不同的词汇表示。
为解决传统主题模型在大数据环境下所面临的语
言跨度和领域跨度等问题，本文尝试提出一种融合双
语词嵌入的领域主题对齐模型，并将其应用到跨语言
主题对齐与跨领域主题对齐的实证研究中，通过检验
模型的效果，以期为相关领域的主题对齐研究提供借
鉴。

1 相关研究
在大数据情境下，主题对齐通常从潜在语义分析
出发，旨在发现不同语言、不同领域之间的主题共同
特征与关联。具体而言，包括主题的深度表示和主题
深度对齐两部分。
1.1 主题的深度表示研究
从技术层面上来看，主题的表示方法可分为统计
语义模型和嵌入向量模型。统计语义模型从文档、主
题分布、词频入手，计算文档与词汇共生矩阵之间的
相似性。潜在语义分析（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LSA ） 和 概 率 潜 在 语 义 分 析 （ Probabilistic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PLSA）是较早提出的统计语义模
型，常用于计算共现词汇文档间的相似性，但它们忽
略了词汇之间的顺序关系。潜在狄利克雷分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通过假定主题分布生成文
档、且每个主题是词汇的概率分布，可以捕获词汇背
[8]
后的语义 。尽管 LDA 及其扩展模型考虑了词汇间的
语义，但它们忽略了文档中的词汇。为了将语义相关
性 嵌 入 到 主 题 模 型 中 ， Li[9] 等 人 提 出 主 题 向 量
(TopicVec)模型，通过嵌入链接函数模拟主题中的单
词分布以代替 LDA 中的 Dirichlet 分布，其优点在于
语义相关性被编码为嵌入空间中的余弦距离，利用变
分推理算法将主题嵌入映射到单词的相同空间中。
嵌入向量模型从上下文向量、主题向量、词向量
入手，使用邻域信息表示目标词汇的含义。它的主要
过程是将主题向量和词向量嵌入到同一语义空间学习
分布式表示，根据语义依赖的假定不同，可分为以主
题词嵌入模型和 Lda2vec 模型为代表的假定上下文语
义依赖单词和主题语义，以及以主题增强词向量模型
为代表的假定当前单词语义取决于上下文和主题语义
两种。Liu[10]等人提出主题词嵌入模型（Topical Word
Embeddings, TWE）将主题集成到词嵌入表示中，并
允许主题词嵌入学习不同语境下单词的不同含义，通
过计算给定单词和主题词来预测上下文单词嵌入，以
最大化给定词和主题下的上下文概率。Zhang[11]等人
在 TWE 模型基础上，提出将每个主题视为一个新单
词并将主题插入到语料库中，与 TWE 相比，将主题
视为新单词的方法考虑了单词与其指定主题之间的内
在交互学习，每个单词-主题对共享每个单词和指定主
题的参数，减轻了稀疏性问题，并且通过将单词嵌入
和指定的主题连接学习可以使同一主题中的单词更具
辨别力。Moody[12]提出 Lda2vec 模型用于对初始化文
档向量和词向量采用联合训练的方式完成中枢词的上
下文向量预测任务，以获得含有主题信息的稀疏文档
表示，其训练目标是最小化预测过程中的负采样损失
以及文档比例稀疏化过程中 Dirichlet 似然项总和。
Li[13]等人提出主题增强词向量模型（Topic Enhanced
Word Vectors,TEWV）
，它基于 CBOW 模型将主题信
息和上下文信息集成到词向量中，单词的语义取决于
上下文的语义和主题，在 TEWV 模型训练收敛后，可
以获得更好单词和主题的低维矢量表示。
1.2 主题的深度对齐研究
主题的深度对齐是将源领域中所学习到的主题特
征空间应用到目标领域中，由领域相关知识来度量不
同领域间的相似性，大量文献表明，基于领域间高层
概念（如特征簇、主题）构成的空间有利于解决跨领
[14]
域相关任务中知识对齐效果 。依照应用层面的不
同，可以将领域主题对齐分为跨语言主题对齐与跨领

域主题对齐等。
跨语言主题对齐通常是指将源语言中学习到的主
题特征空间对应到目标语言的特征空间中。依据所选
用数据的不同，可将其分为词汇、段落、文档、语料
库、多模态数据等方面的主题对齐。基于类别相关的
双语话题模型 CC-BiLDA 和 CC-BiBTM[15]，通过考虑
文本中的同现词语间及关系类别间的相关性在跨语言
类别对齐中得到广泛应用。BiSTM 模型利用大多数文
档具有段落分层结构这一性质以提升主题对齐模型的
[16]
精度 。文档级别的跨语言主题模型主要有三种，分
别为基于双语词典定义的软约束的概率跨语言潜在语
[17]
义分析 、基于潜在狄利克雷分布的双语长文本主题
[18]
模型 以及基于词共现模式的双语短文本主题模型
[19]
。语料库级别的跨语言主题模型则是对非平行语料
库建模，以识别可比语料库或未对齐语料库中的共同
主题，如 C-BiLDA[20]。多模态数据的跨语言主题对齐
则是从文档、图像等多模态数据中探索模态本身及模
态之间的对齐关系，如条件独立的 gRTM（CI-gRTM）
[21]
模型 。
跨领域主题对齐通常是指通过建立潜在共享主题
空间，引导源领域与目标领域的主题映射。为减少跨
领域文本分类任务中仅使用共享潜在主题作为域桥接
的限制，Li[22]等人提出通过推断共享主题和特定域主
题间的相关性，可以引导来自不同域的特定域主题之
间的映射。Yang[23]等人认为不同领域的文档可以从内
容信息和链接结构的角度共享一些共同的主题，以增
强相关但不同的分类知识域间的联系，利用辅助链接
网络来发现文档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共引用关系以弥合
不同领域之间的差距。当领域间的连接是多角度时，
单一共享主题的映射会存在语义表示不完备和偏差性
[24]
等问题，对此杨奇奇 等人提出通过提取多重共享主
题和领域独有主题，并以多重共享主题为桥梁来建立
领域独有主题之间的多重映射关系。
值得说明的是，目前大多数主题对齐工作局限于
单语主题研究范畴，针对多语言情境下领域主题对齐，
尚缺乏系统性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尝试基于深度学
习的跨语言词嵌入技术构建双语语义对齐字典，将不
同语言词汇的语义信息和领域信息嵌入到同一语义空
间中，同时借助双语主题模型实现主题层次的领域知
识对齐。

2 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问题
假定源语言（源领域）和目标语言（目标领域）

下的主题集合分别为 TopicA（简称为 A）和 TopicB
（简称为 B），主题对齐可通过五元组<id,t1,t2,r,p >（或
称为对齐主题）来定义。其中，id 为对齐主题的编号，
t1 和 t2 分别代表 A 和 B 中的主题，r 为 t1 和 t2 间的
关系（如对等关系、包含关系等），p 为该关系的置信
度（通常在 0 到 1 之间）。鉴于本文以“主题对齐模型”
为中心议题，因此将实证研究界定在以探究不同语言、
不同领域下的主题对等关系为主要研究目标。
2.2 主题对齐模型
为解决跨语言与跨领域情境下的主题对齐问题，
本文在主题深度表示学习的基础上提出一种融合双语
词嵌 入的主题 对齐模型（ Topic Alignment Model，
TAM）
。该模型由双语词嵌入模块和主题对齐模块两
个部分构成，如图 1 所示。其中，双语词嵌入模块用
于将不同语言的词嵌入映射到同一向量空间中，以此
丰富双语词汇对齐词典，同时将获得的词汇相似性应
用到双语主题对齐中（参见 2.2.1 节）；主题对齐模块
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对不同语言或领域的主题进行对
齐（参见 2.2.2 节）
。
模型采用如下的训练过程。首先，使用 Word2vec
工具生成中英文词向量 X 和 Z，对训练语料进行双语
互译得到具有翻译关系的训练词典，在双语词嵌入模
块中根据训练词典学习单语词嵌入的结构相似性并将
其映射到同一空间中，得到映射后的词向量𝑋 ∗和𝑍 ∗，
计算𝑋 ∗和𝑍 ∗中词向量的相似度，选择相似度大于预设
阈值的前五个中英文词汇构建双语词典𝐷 ∗。其次，对
每个主题𝑘 ∈ Κ，从超参数为𝛽的𝐷𝑖𝑟𝑖𝑐ℎ𝑙𝑒𝑡先验分布中
生成辅助分布𝜂 𝑒 ~𝐷𝑖𝑟(𝛽 ∙ 𝟏|Λ𝑒 | )、𝜂 𝑐 ~𝐷𝑖𝑟(𝛽 ∙ 𝟏|Λ𝑐| )，
其中𝟏𝐷 表示分量为 1 的 D 维向量，然后分别生成词分
布𝜑𝑘𝑒 和𝜑𝑘𝑐 。再次，对每篇英文文档𝑑 𝑒 ∈ ε，从超参数
为 α 的 𝐷𝑖𝑟𝑖𝑐ℎ𝑙𝑒𝑡 先 验 分 布 中 生 成 英 文 主 题 向 量
𝜃𝑑𝑒 ~𝐷𝑖𝑟(α ∙ 𝟏𝐾 )，对于每篇文档𝑑 𝑒 中每个位置𝑛，从多
项式分布中抽取词分布和词的主题分布，即
𝑧𝑛𝑒 ~𝑀𝑢𝑙𝑡𝑖(𝜃𝑑𝑒 )和𝑤𝑛𝑒 ~𝑀𝑢𝑙𝑡𝑖(𝜑𝑘𝑒 )。最后，对每篇中文
文档𝑑 𝑐 ∈ ∁，生成中文主题向量𝜃𝑑𝑐 ~𝐷𝑖𝑟(α ∙ 𝟏𝐾 )，对于
每篇文档𝑑 𝑐 中每个位置𝑛，抽取词分布和词的主题分
布，即𝑧𝑛𝑐 ~𝑀𝑢𝑙𝑡𝑖(𝜃𝑑𝑐 )和𝑤𝑛𝑐 ~𝑀𝑢𝑙𝑡𝑖(𝜑𝑘𝑐 )。

得的对齐词典对其进行改进。
图 1 下半部分代表双语共同主题检测机制，对于
英文文档集ℰ和中文文档集∁，每种双语共同主题𝑘由
英文词汇表Λ𝑒 中的英文词分布𝜑𝑘𝑒 和中文词汇表Λ𝑐 中
的中文词分布𝜑𝑘𝑐 共同表示，同时使用双语词典，该词
典由英汉多对多语义对齐的单词对组成。为了捕获多
语言文档的常见语义，这里设计了两个辅助分布，分
别是维度为Λ𝑒 的η𝑒 和维度为Λ𝑐 的η𝑐 ，以生成词分布𝜑𝑘𝑒
和 𝜑𝑘𝑐 。 准 确 地 说 ， 分 别 从 𝐷𝑖𝑟𝑖𝑐ℎ𝑙𝑒𝑡 先 验 分 布
𝐷𝑖𝑟(β ∙ 𝟏|Λ𝑒| )和𝐷𝑖𝑟(β ∙ 𝟏|Λ𝑐 | )中生成辅助分布η𝑒 和η𝑐 ，
其中𝟏𝐷 表示分量为 1 的 D 维向量。然后从辅助分布𝜂𝑘𝑒
和𝜂𝑘𝑐 混合采样出词分布𝜑𝑘𝑒 ，其表述如公式(2)所示。
图 1 基于深度学习的主题对齐框架
2.2.1 双语词嵌入模块
双语词嵌入模块将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词嵌入映
射到同一向量空间，本文借鉴了 Artetx[25]等人提出的
双语词嵌入模型，将其分为嵌入映射和词典归纳两部
分，其训练过程如图 1 上半部分所示。
在嵌入映射部分，设𝑋和𝑍分别表示源语言和目标
语言的词嵌入矩阵，𝑋𝑖∗ 对应于源语言中第𝑖个词的嵌
入表示，𝑍𝑗∗ 对应于目标语言中第𝑗个词的嵌入表示，
同时用二进制矩阵 D 表示单词的对齐关系，即如果源
语言的第𝑖个单词与目标语言的第𝑗个单词在训练词典
中是对齐的，则D𝑖𝑗 = 1，否则为 0。那么嵌入映射的
目标是找到最优的映射矩阵𝑊 ∗，使得对于每个词典条
目D𝑖𝑗 ，映射后的源语言嵌入表示X 𝑖∗ 𝑊和目标语言嵌
入表示𝑍𝑗∗ 之间的欧几里德距离平方和最小，如公式
（1）所示。
𝑊 ∗ = arg min ∑ ∑ D𝑖𝑗 ||X 𝑖∗ 𝑊 − 𝑍𝑗∗ ||2
𝑊

𝑖

（1）

𝑗

在词典归纳部分，与传统的最近邻检索把源语言
单词分配给目标语言中最接近的单词这种方式不同，
本文使用映射后的源语言嵌入表示和目标语言嵌入表
示的点积作为相似性度量，使用向量化矩阵乘法迭代
计算相似度矩阵𝑋𝑊𝑍 𝑇 的每个子矩阵，得到所有单词
对之间的相似性度量，每次找到它们相应的最大值，
然后组合结果。在此基础上，就可以获得同一语义空
间的双语对齐词典。

2.2.2 主题对齐模块
主题对齐模块是在双语词嵌入模块的基础上对不
同语言或领域的主题进行对齐，本文在 Shi[26]等人提
出的主题对齐模型的基础上，通过融合双语词嵌入获

𝜑𝑘𝑒 ∝ 𝜆(𝜂𝑘𝑐 )𝑇 𝑀𝑐→𝑒 + (1 − 𝜆)𝜂𝑘𝑒
（2）
这里，辅助分布𝜂 𝑒 、𝜂𝑐 服从 𝐷𝑖𝑟(β)，平衡参数
λ ∈ (0,1)用于平衡原始主题的特性和传递其他语言信
息，𝑀𝑐→𝑒 代表Λ𝑐 到Λ𝑒 的映射矩阵|Λ𝑐 | × |Λ𝑒 |，在同一
𝑐→𝑒
文档集中𝑀𝑖,𝑗
用于映射给定中文词汇𝑤𝑖𝑐 后英文词汇
𝑤𝑗𝑒 出现的概率，其概率计算如公式（3）所示。
𝑐→𝑒
𝑀𝑖,𝑗
=

𝐶(𝑤𝑗𝑒 ) + 1
|𝑇(𝑤𝑗𝑐 )| + ∑𝑤 𝑒∈𝑇(𝑤𝑐 ) 𝐶(𝑤 𝑒 )

（3）

𝑗

这里，𝐶(𝑤𝑗𝑒 )是所有文档中𝑤𝑗𝑒 的计数，𝑇(𝑤𝑗𝑐 )是
在双语词典中找到𝑤𝑗𝑐 的英文翻译集。同理推导出中文
词分布𝜑𝑘𝑐 如公式（4）所示。
𝜑𝑘𝑐 ∝ 𝜆(𝜂𝑘𝑒 )𝑇 𝑀𝑒→𝑐 + (1 − 𝜆)𝜂𝑘𝑐
（4）
𝑒
𝑐
由此可见，在主题级别上引入𝜂𝑘 和𝜂𝑘 可以促进词
分布𝜑𝑘𝑒 和𝜑𝑘𝑐 共享不同语言文档中的共同语义成分。
图 1 左下侧部分分别表示英文文档和中文文档的
𝑒
主题生成过程。N𝑑𝑒 表示英文文档数量，N𝑑𝑤
表示英文
𝑒
𝑒
文档d 中的单词数，每个英文文档𝑑 由 K 维主题向量
𝜃𝑑𝑒 表示，𝜃𝑑𝑒 假设由先验分布𝐷𝑖𝑟(α ∙ 𝟏𝐾 )生成的。对于
英文文档𝑑 𝑒 中的每个词𝑤𝑛𝑒 ，从𝜃𝑑𝑒 中生成其主题𝑧𝑛𝑒 ，并
从相应的英文词分布𝜑𝑘𝑒 中生成单词𝑤𝑛𝑒 。中文文档的主
题生成过程与英文类似，即从先验分布𝐷𝑖𝑟(α ∙ 𝟏𝐾 )中
生成𝜃𝑑𝑐 ，中文文档𝑑 𝑐 中每个词𝑤𝑛𝑐 的主题𝑧𝑛𝑐 由𝜃𝑑𝑐 生成。
并从相应的分布𝜑𝑘𝑐 中生成单词𝑤𝑛𝑐 。

3 实验与讨论
本文的实验步骤是：首先通过双语词嵌入将不同
语言下的单语词向量通过空间旋转映射到同一语义空
间中，获得语义对齐的双语词典和同一空间的双语词
向量，以解决基于翻译方法带来的上下文语义信息缺
失和领域信息缺失问题；其次通过跨语言主题对齐实
验研究跨语言情境下的主题词对齐效果，并利用谷歌
翻译、双语词向量等手段辅助完成对齐相似度的测量；

最后通过跨领域主题文档分类实验研究跨领域下的主
题词表示效果，将双语文档采用同一主题空间中的文
档-主题向量进行表示，并利用机器学习中的 SVM 算
法对文档分类效果进行比较分析。
3.1 数据集
本文以“英国脱欧”
、
“朝核问题”
、
“一带一路”
为检索词，分别从新浪新闻和必应搜索爬取了共计
60000 条中英文新闻，内容包括新闻标题、摘要、正
文共三个维度信息。文本预处理阶段，合并新闻标题、
摘要和正文作为基本语料库，中文语料库使用结巴分
词及停用词表操作、英文语料库同样进行分词和去停
用词操作。预处理后的文本数据集描述如表 1 所示。
表 1 实验数据集描述
中文语料
事件编号

英文语料

新闻事件
总条数

平均词数

总条数

平均词数

1

英国脱欧

10000

90

10000

168

2

朝核问题

10000

80

10000

169

3

一带一路

10000

92

10000

166

3.2 基线方法与参数设置
鉴于在双语领域主题对齐方面，目前尚无系统性
的 研 究 ， 选 择 与 本 文 研 究 最 为 接 近 的 MCTA
[26]
（Multilingual Common Topic Alignment）模型 作为
基线方法。
对于 TAM 模型，本文采用监督模式的双语词嵌
入方法获得语义对齐的双语词典，其主要参数为词向
量维度 200、批尺寸 5000。此外，使用支持向量机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进行主题分类任务，
使用谷歌翻译 API 进行翻译，其余参数设置如表 2 所
示。
表 2 模型参数设置
参数类别

MCTA 模型

TAM

主题数 k

10-100

10-100

lambda

0.3、0.5、0.7

0.3、0.5、0.7

alpha

1.0/k

1.0/k

beta

0.005、0.01、0.05

0.005、0.01、0.05

迭代次数（训练）

100

100

迭代次数（测试）

50

50

词向量维度

--

200

批尺寸

--

5000

3.3 评价指标

本文采用的评价指标分为两部分组成，跨语言主
题对齐评价指标和跨领域主题对齐评价指标。
在跨语言主题对齐方面，使用交叉集困惑度
[27]
（Cross-collection Perplexity，CCP） 指标来衡量中
英双语共享主题的质量，该指标值越低表明模型划分
的主题效果越好。具体地，该指标值计算过程为：①
对于每个主题k ∈ 𝒦，从双语词典中查询英文单词𝜑𝑘𝑒
和中文词𝜑𝑘𝑐 ；②将𝜑𝑘𝑒 翻译成中文得到词分布𝑇(𝜑𝑘𝑒 )，
将𝜑𝑘𝑐 翻译成英文得到词分布𝑇(𝜑𝑘𝑐 )；③使用𝑇(𝜑𝑘𝑒 )拟合
中文词汇𝒞，使用𝑇(𝜑𝑘𝑐 )拟合英文词汇ℰ。其计算如公
式（5）所示。
CCP
∑𝑑∈ℇ,𝑤∈𝑑,𝑘∈𝒦 log 𝑝(𝑘|𝜃𝑑 )𝑝(𝑤|𝑇(𝜑𝑘𝑐 ))
1
= exp {−
}
∑𝑑∈ℇ 𝑁𝑑𝑒
2
∑𝑑∈∁,𝑤∈𝑑,𝑘∈𝒦 ∑𝑘∈𝒦 𝑙𝑜𝑔 𝑝(𝑘|𝜃𝑑 )𝑝(𝑤|𝑇(𝜑𝑘𝑒 ))
1
+ exp {−
}
∑𝑑∈∁ 𝑁𝑑𝑐
2
(5)
此外，为更好地对跨语言主题对齐进行评价，本
文提出了两种新的指标，即双语主题相似度（Bilingual
Topic Similarity，BTS）和双语对齐相似度（Bilingual
Alignment Similarity，BAS）
，用于评价辅助对齐的效
果。BTS 是将中英对齐主题词通过谷歌翻译完成余弦
相似度测量，如式（6）所示；BAS 是以对齐后的双
语词向量为基础，通过查询中英词向量进行余弦相似
度测量，如式（7）所示。BAS 与 BTS 指标越高，表
明主题对齐效果越好。
BTS = cosine(vecs , vect ) =

𝑣1𝑠 𝑣1𝑡 +⋯+𝑣𝑛𝑠 𝑣𝑛𝑡
2

√𝑣1𝑠 2 +⋯+𝑣𝑛𝑠 2 √𝑣1𝑡 +⋯+𝑣𝑛𝑡

2

(6)

在公式（6）中，vecs = (𝑣1𝑠 , 𝑣2𝑠 , … , 𝑣𝑛𝑠 )表示源语
言（中文、英文）主题词词向量，使用谷歌翻译得到
源语言主题词对应的目标语言（英文、中文）主题词，
词向量为vect = (𝑣1𝑡 , 𝑣2𝑡 , … , 𝑣𝑛𝑡 )，计算词向量的余弦相
似度。
𝑠
𝑡
BAS = cosine(𝑉𝑎𝑙𝑖𝑔𝑛
, 𝑉𝑎𝑙𝑖𝑔𝑛
)=

𝑣1𝑠 𝑣1𝑡 +⋯+𝑣𝑛𝑠 𝑣𝑛𝑡
2
2
√𝑣1𝑠 2 +⋯+𝑣𝑛𝑠 2 √𝑣1𝑡 +⋯+𝑣𝑛𝑡

(7)
𝑠
𝑡
在公式（7）中，𝑉𝑎𝑙𝑖𝑔𝑛
和𝑉𝑎𝑙𝑖𝑔𝑛
表示对齐的源语言

（中文、英文）和目标语言（英文、中文）主题词词
向量。
在跨领域主题对齐方面，由于该任务更贴近于主
题分类，因此采用通用的分类指标进行评价。具体而
言，包括准确率(Precision)、召回率(Recall)和综合指
标 F1 值。

3.4 跨语言主题对齐结果
本节实验用于对比本文提出的 TAM 与基线
MCTA 模型在跨语言主题层次对齐效果，
使用 CCP（交
叉集困惑度）
、BTS（双语主题相似度）和 BAS（双
语对齐相似度）三个指标进行评估，实验过程如图 2
所示。

图 2 跨语言主题对齐实验过程

Wen2zn 以及中文词Wch 的英文译词Wch2en 。然后使用
中文搜狗词向量模型获得Wch 和Wen2zn 的向量表示，
使用英文维基词向量模型获得Wen 和Wch2en 的向量表
示，分别计算两组词向量的余弦相似度的平均值得到
BTS 翻译相似度指标。最后，以具有共同语义空间的
双语词向量为基础，计算测试集中不同主题下双语词
汇的余弦相似度平均值完成 BAS 对齐相似度指标测
量。为保证实验具有可对比性，在其他实验参数相同
的情况下，对每个事件选取十组不同的主题个数并对
结果取均值。
表 3 显示了双语主题对齐的实验结果。对比
MCTA 和 TAM 在双语主题对齐效果比较可以发现，
尽管在不同领域中 CCP、BTS 和 BAS 三个指标值均
有所差异，总体上 TAM 的主题对齐效果优于基线
MCTA 模型。具体来看，第一个指标 CCP 用于衡量模
型对主题词的拟合程度，其指标值越低越好。通过表
3 可知 TAM 在“英国脱欧”和“一带一路”事件中要
优于基线，但在“朝核问题”事件中拟合效果较差，
这可能是因为 TAM 使用语义词典作为双语对齐依据，
忽视了“朝核问题”事件特有的专用词汇。第二个指
标 BTS 通过余弦相似度计算中英互译主题词的相似
程度，其相似度越高说明语义信息越接近。由表 3 可
以看出，针对 BTS 指标，TAM 在“朝核问题”和“一
带一路”事件中要优于基线 MCTA 模型，但在“英国
脱欧”事件中相似性较差，这可能是因为翻译过程中
一词多义现象造成的。针对第三个指标 BAS，采用余
弦相似度计算中英主题词向量在同一空间中的相似程
度，可以看出除“英国脱欧”事件相似性略低外，
“朝
核问题”和“一带一路”事件的 TAM 相似效果要优
于基线，这表明所提模型在双语主题对齐方面具有很
好的效果。

首先，将三个领域的中英双语新闻集按 8:2 划分
训练集和测试集，使用训练集学习 TAM，将训练好的
TAM 用于测试集得到其在中英语言下的主题-词汇表
示。根据主题分布计算 CCP 指标值，从而评估主题词 汇的好 坏程度 。对于主 题下的 双语词 分布 ，如
(Wch , Wen )，使用谷歌翻译得到英文词Wen的中文译词
表 3 MCTA 和 TAM 双语主题对齐效果比较
CCP

BTS

BAS

领域
MCTA

TAM

MCTA

TAM

MCTA

TAM

英国脱欧

2404.39

2342.67

0.8975

0.8817

0.8122

0.8115

朝核问题

2269.28

2342.15

0.8810

0.8846

0.8158

0.8172

一带一路

2587.11

2470.72

0.8872

0.9002

0.7434

0.7866

平均

2420.26

2385.18

0.8886

0.8888

0.7905

0.8051

beta0.005

beta0.01

beta0.05

CCP

2,540
2,520

所有主题数上 CCP 表现都很平稳，主题数的改变对
CCP 的影响较小；当 beta 为 0.05 时，CCP 值会随主
题数的增加而上升，同时可以看出较大的 beta 值在不
同的主题数下的表现均较差。总体来看，当 beta 为
0.005 时可以取得更好的对齐效果。

2,50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主题数K

图 3 不同主题下超参数 beta 对 CCP 值影响

为进一步探究主题对齐的实际效果，本文从 TAM
对齐的主题文档中随机抽取了一部分领域主题，进行
定性分析，作为对定量指标评价的补充。表 4 列举了
TAM 在“一带一路”领域中主题数为 40、超参数 beta
为 0.005、平衡参数 lambda 为 0.5 条件下的 5 个对齐
的领域主题及相应的双语对齐词汇情况。由表 4 可以
看出，编号为 8 的主题可以理解为一带一路下推动境

为探寻不同实验参数对主题对齐效果的影响，以
“一带一路”事件为例，对 TAM 展开扩展实验，并
对最优的对齐实验结果进行具体分析。图 3 展示了超
外投资的主题词，如推动（advocates）、香港（hk）；
编号为 19 的主题可能代表与欧盟贸易往来，如中国
参数 beta 和主题数 K 对领域主题对齐任务在 CCP 指
（China）
、中欧（europe）等；编号 28 的主题可能代
标上的影响情况。CCP 可以衡量对齐模型对文档所属
主题的不确定性程度，可以用于主题对齐效果评估。
表 我 国 区 域 发 展 ， 如 发 展 （ developing ）、 经 济
（economy）；编号 34 的主题可能代表促进世界文化
超参数 beta 是每个主题下词的多项分布的 Dirichlet 先
交流，如连通（bridge）
、世界各地（world）；编号 37
验参数，beta 值变小，则一个词尽可能属于同一个主
题。在 beta 取值为 0.005、0.01、0.05 三种情形时，
的主题可能代表国内投资市场，如投资（invest）、政
CCP 值随主题数变动趋势差异明显。
具体来看，
当 beta
策（policy）等。通过对比可知，中英双语文档集合在
为 0.005 时，CCP 值随主题数增加而迅速减小后趋于
领域主题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这从定性方面验证了
平缓，在主题数大于 10 时主题对齐效果要明显好于
TAM 在双语领域主题对齐上的有效性。
beta 为 0.01 和 0.05 的情况；当 beta 为 0.01 时，在
表 4 主题数为 40 时的部分领域主题与词汇

3.5 跨领域主题对齐结果
针对跨领域情境下的主题对齐，目前尚缺乏系统
性的评价语料和评价指标。为了更准确地量化领域主
题的对齐效果，本文将“英国脱欧”
、
“朝核问题”和
“一带一路”三个领域的文档融合在一起，依照源语
言和目标语言的不同将文档集合划分为训练集和测试
集，将原问题转换为跨语言情境下的领域主题分类问
题（即在跨语言情境下，给定一篇文档，识别其所对
应的主题）
。本文使用 TAM 将中英文文档投影到同一

主题空间中，使用机器学习方法训练源语言主题分类
模型，并将其用于预测目标语言文档的主题类型。具
体而言，实验包括两个子任务，一是使用中文主题向
量训练的主题分类模型预测英文测试集中文档的主
题；二是使用英文主题向量训练的主题分类模型预测
中文测试集中文档的主题。训练集和测试集均包含三
个领域主题标签，且数据量以 10:1 划分。由于实验目
的是为了比较两种模型（MCTA 和 TAM）的主题分类
差异，这里统一采用传统的基分类器，即 L1 正则化
的 SVM 算法。
表 5 显示了 MCTA 和 TAM 在领域主题分类任务

上的效果对比。由表 5 可以看出，在中文预测英文
题向量训练的主题分类模型，可以更好地预测英文文
（cn-en）和英文预测中文（en-cn）这两类主题分类任
档主题。在英文预测中文主题分类任务中，TAM 模型
务中，TAM 在准确率、召回率、F1 值方面均优于基
虽然在“朝核问题”事件表现略差，但总体来看，TAM
线 MCTA 模型，且在中文预测英文任务中提升更为明
与 MCTA 模型在使用英文文档预测中文文档分类任
显。具体而言，在中文预测英文主题分类任务中，相
务中取得了与之相近的分类效果。通过对实验过程进
对于 MCTA 方法，除“朝核问题”领域中召回率有所
行分析，其可能的原因在于英文文档在训练阶段的主
降低外，在其他领域中三项指标均有显著提升。在宏
题特征提取存在过拟合现象，导致在预测中文文档时
平均上，相比于 MCTA 模型（0.722）
，TAM 的 F1 值
并没有获得更好的主题分类效果。
提升 10%左右（至 0.822）
。这表明使用中文文档的主
表 5 MCTA 和 TAM 在跨语言跨领域主题对齐上的效果对比
Precision
语言

Recall

F1

领域
MCTA

TAM

MCTA

TAM

MCTA

TAM

英国脱欧

0.761

0.842

0.696

0.776

0.727

0.808

朝核问题

0.687

0.819

0.926

0.893

0.789

0.855

一带一路

0.767

0.808

0.562

0.802

0.649

0.805

宏平均

0.738

0.823

0.728

0.824

0.722

0.822

英国脱欧

0.975

0.976

0.956

0.960

0.965

0.968

朝核问题

0.981

0.978

0.987

0.984

0.984

0.981

一带一路

0.967

0.973

0.979

0.983

0.973

0.978

宏平均

0.974

0.976

0.974

0.975

0.974

0.976

cn-en

en-cn

lamda0.3

lamda0.5

lamda0.7

0.90

F1值

图 4 展示了 TAM 中平衡参数 lambda（在抽取双
语对齐词汇时进行概率加权）和主题数 K 对主题分类
F1 值的影响情况。这里以使用中文文档的主题特征来
预测英文文档主题类别为例。具体来看，当 lambda
为 0.3 时，随着主题数的增加，F1 值急剧下降，在主
题数达到 50 以后，其分类效果趋于平缓，可能的原因
是 lambda 取值过小导致主题模型在选择双语主题词
汇时，更倾向于同语言词汇，忽视了部分双语主题词
间的映射关系。当 lambda 为 0.5 时，表示主题模型在
生成主题词时会同等考虑双语对齐词汇，因而当主题
数小于 50 时，
其 F1 值的变动曲线基本位于 0.3 和 0.7
曲线之间，在主题数 50 以后变动趋于平缓。当 lambda
为 0.7 时，由于主题模型在生成主题词时会优先考虑
另一种语言的词汇，虽然这可以捕获更多的另一种语
言的主题特征，但忽视了语言内的部分信息，因而其
F1 效果虽然优于 lambda 为 0.3 的情形，
但没有 lambda
为 0.5 的效果好。总体来看，当 lambda 为 0.5 时，综
合考虑了主题模型在对齐过程中平衡选择双语主题特
征的需求，所以在选择参数 lambda 为 0.5、主题数为
20 时，可以达到最优 F1 值为 0.8385。这表明，通过
选择合理的参数，TAM 能够较好地解决跨语言情境下
的主题分类问题。

0.80
0.7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主题数K

图 4 不同 lambda 下主题数目对 F1 值影响
3.6 讨论
以上实验结果证实了 TAM 在跨语言主题对齐和
跨领域主题对齐中均优于基线 MCTA 模型，这证明了
TAM 在解决跨语言跨领域主题对齐问题上的有效性。
在跨语言主题对齐实验中，通过主题对齐任务验
证了双语主题的跨语言对齐问题。相比于传统双语主
题模型仅能实现句子与句子、篇章与篇章等粗粒度对
齐，所提方法通过设计辅助分布促进不同语言词分布
间的语义共享，以此实现了跨语言研究中主题级别的
细粒度对齐，这为解决跨语言环境下不同领域知识的
对齐提供了基础。此外，在探寻不同实验参数对主题
对齐效果影响中发现，在固定其他参数条件下，较小
的 beta 参数有利于主题词的对齐，通过观察 40 个主
题的对应词汇可知，中英双语文档集合在领域主题上

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在跨领域主题对齐实验中，与基线相比，通过双
语词嵌入改进后的 TAM 在使用中文文档主题向量预
测英文文档主题类别任务中表现更为出色。这是因为
双语词嵌入改进了基于翻译的双语词典，对于每个源
语言词汇，采用余弦相似度选出了最接近的前五个候
选词进行语义对齐，语义对齐能够有效提升主题对齐
的效果。首先，语义对齐有效扩充了双语语义映射关
系。相比于基于翻译的一对一词汇对，经过双语词嵌
入扩充后可实现一对多语义词汇对，极大地丰富了不
同领域词汇间的对应关系。例如，在“朝核问题”新
闻中，对于英文词汇“North”来说，采用翻译的中文
对应词汇应为“北”
、
“北方的”
，而采用双语词嵌入则
会根据“North”的上下文语义向量计算出最接近的中
文词汇应为“朝鲜”
“核武”等相关词汇，这不仅解决
了中英文词汇间的语言跨度，还解决了不同领域间的
语义联系，实现不同语言下领域知识间的语义对齐。
其次，经过词嵌入产生的语义词典不再是严格意义上
的翻译关系，而是源语言词汇与目标语言词汇所存在
的语义关系。不同语言的单语词向量作为双语词嵌入
的输入，可以间接地将单语词汇的上下文信息通过嵌
入映射和词典归纳两部操作实现双语语义对齐，这种
可以利用捕获到的上下文信息完成对齐过程是基于统
计机器翻译所不能比拟的，同时该方法在某些稀疏领
域或稀缺语料中亦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
从模型的推广性来看，TAM 除了用于不同语言不
同领域的主题检测和对齐任务外，还可推广到更多的
应用场景。从知识利用角度来看，使用种子词典就可
以完成双语词汇的语义对齐，解决了基于翻译方法带
来的语义缺失和领域缺失问题，该方法可推广到语料
稀缺情境下的信息处理问题。从语料使用来看，TAM
不局限于传统的平行或可比语料库，可以推广到非对
齐语料的相关应用中，能够减轻研究人员建设对齐语
料库的工作。从研究任务来看，TAM 可推广到主题级
别的词汇对齐任务中，可以获得比传统跨语言主题模
型仅实现句子或篇章等粗粒度对齐更多的知识信息。
从主题对齐效果来看，所提方法均优于采用翻译词典
的基线方法，且主题的可解释性达到实验预期，因此
可应用到不同语言与不同领域的舆情挖掘与趋势分析
工作中。从创新性来看，利用双语词嵌入改进主题模
型中翻译词典缺乏领域信息这一思路，可推广到机器
翻译、跨语言信息检索和跨语言自动摘要等情景。
从模型的理论价值来看，模型对于解决跨语言与
跨领域情境下的主题一致性和可解释性问题具有重要
意义。对于一致性问题，经典的 BiLDA 模型采用单词
一对一映射，但该方法所识别的共同主题对应关系局

限于词汇对水平，且共享的主题关系会因为双语词频
变化失衡，对此本文在 TAM 模型中采用两个辅助分
布用于生成双语词分布，以捕获双语知识的常见语义。
一种语言的词分布会以一定的平衡概率从两种语言构
成的辅助分布中同时获得，这种概率用于平衡原始主
题的特性及传递其他语言信息；同时一种语言的辅助
分布在生成另一种语言的词分布时，还会以对齐映射
矩阵进行加权，由于双语词典可以将双语词汇表示为
多对多映射，所以该矩阵中的元素可以根据双语映射
词汇间的出现频次进行表示，例如给定中文词汇后英
文词汇出现的概率。对于可解释性问题，已有的方法
是采用双语词典或知识库弥合语言差异，由于基于翻
译的词典并未考虑到词汇的上下文信息和领域信息，
造成不同主题下的词汇同质化现象，这对于主题划分、
解释和分析带来困难。对此本文采用双语词嵌入方法
获得语义对齐的双语词典，在此基础上拓展了语义对
齐的词汇。

4 结语
本文以跨语言主题对齐为切入点，提出一种融合
双语词嵌入的主题对齐模型，在中英双语新闻数据集
中的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在双语主题对齐任务和跨
语言主题分类两项任务中均获得了比基线 MCTA 模型
更好的效果。TAM 与传统的跨语言主题模型不同之处
在于：1）通过双语词嵌入方法将不同单语空间中的词
向量对齐到同一双语空间中，构建包含语义信息和领
域信息的双语语义对齐词典；2）在主题级别上引入辅
助分布促进不同语言词分布的语义共享，以此改善跨
语言研究中主题-词汇对齐效果；3）采用部分折叠的
Gibbs 采样器将语义对齐词典中不同语言的领域知识
关系结合到共同主题检测中，以便有效地用于模型参
数学习。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实验中只选取了中文和英文
两种语言，未探讨模型在其它语言上的对齐和分类效
果，在后续研究中，考虑选择更多语言以检验模型的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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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情况说明
REVIEWER #1：
稿件的主要贡献是在主题深度表示学习的基础上，提出一种融合双语词嵌入的主题对齐
模型，以改善跨语言和跨领域情境下的主题对齐效果。同时作者还提出了两种新的指标，即
BTS 和 BAS，用于评价辅助分布对齐的效果。作者进行了较为丰富的在跨语言和跨领域主
题对齐上的实验及详尽的分析和讨论，实验结果相对于基线方法有较大进步。
建议：1）摘要中，双语翻译相似度 翻译为 bilingual topic similarty 似乎不妥。建
议做适当调整
作者答复：
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
对于建议 1），为了更准确地表达“bilingual topic similarity”，并使得中英文表达一致，
我们将其中文翻译改为“双语主题相似度”。
建议：2）图 4 的题目是否应该改为不同的 lambda 情况下，主题数目对 f1 值的影响？
作者答复：
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
对于建议 2），图 4 展示了本文模型中平衡参数 lambda 和主题数 K 对主题分类 F1
值的影响情况。对图 4 的文字描述部分分析了 lambda 取值固定时，主题分类 F1 值随着主题
数 K 的变化情况，鉴于此，我们将图 4 的题目修改为“不同 lambda 下主题数目对 F1 值影响”
。
REVIEWER #2：
本文提出了一种融合双语词嵌入的主题对齐模型（Topic Alignment Model, TAM）。
该模型通过双语词嵌入来扩充语义对齐词汇词典，并通过设计辅助分布用于改进不同词分布
的语义共享，旨在改善跨语言和跨领域情境下的主题对齐效果。相比于传统的对齐模型，该
模型在跨语言主题对齐任务中的双语对齐相似度提升了约 1.5%，在跨领域主题对齐任务中
的 F1 值提升了约 10%。
论文条理清晰，观点新颖，实验详尽，有理有据。
作者答复：
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

REVIEWER #3：
针对双语主题模型的对齐问题，作者提出了一种融合双语词嵌入的主题对齐模型
（Topic Alignment Model, TAM），通过双语词嵌入扩充语义对齐词汇词典，改善跨语言和
跨领域情境下的主题对齐效果。同时提出了两种新的评价指标 BTS 和 BAS。实验较充实，
实验结果优于传统的基线模型。
该工作具有较好的研究动机，实验较为充分。但是存在以下问题：（1）排版不美观，
例如表 2 的参数设置，可以通过语言描述，如果使用表格表示，需要在同一页面展示且不
要占用过多的篇幅；且第五页具有较多的空白，需要进一步调整。（2）实验对比的基线模

型可以再多做几个，仅有一个对比实验显得过于单薄。（3）建议将 BAT 和 BTS 的数学表
达展示出来，可能会更好。
作者答复：
（1）为了使排版更美观,我们删除了第 5 页多余的空白，并将 3.2 节最后一段以及表 2
修改为如下：
“对于 TAM 模型，本文采用监督模式的双语词嵌入方法获得语义对齐的双语词典，其
主要参数为词向量维度 200、批尺寸 5000。此外，使用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进行主题分类任务，使用谷歌翻译 API 进行翻译，其余参数设置如表 2 所示。
表 2 模型参数设置
参数类别

MCTA 模型

TAM

主题数 k

10-100

10-100

lamda

0.3、0.5、0.7

0.3、0.5、0.7

alpha

1.0/k

1.0/k

beta

0.005、0.01、0.05

0.005、0.01、0.05

迭代次数（训练）

100

100

迭代次数（测试）

50

50

词向量维度

--

200

批尺寸

--

5000

”
（2）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针对双语领域主题对齐研究，我们采用关键词
“cross-lingual topic alignment”及“multi-lingual topic alignment”等对国内外文
献进行了广泛搜索。目前来看，相关的研究并不多见。就搜索结果而言，MCTA（Multilingual
Common Topic Alignment）模型与本文探讨的研究问题最为接近。鉴于此，我们将其与本文
的实验进行了对比研究。此外，我们正在持续检索和关注双语领域主题对齐的最新研究进展，
若发现有新的相关研究出现，我们将尝试与本文模型进行对比。
（3）为了更清晰地表达 BTS 和 BAS 评价指标，在 3.3 节第三段末尾增加如下内容：
“
BTS = cosine(vecs , vect ) =

𝑣1𝑠 𝑣1𝑡 +⋯+𝑣𝑛𝑠 𝑣𝑛𝑡
2

√𝑣1𝑠 2 +⋯+𝑣𝑛𝑠 2 √𝑣1𝑡 +⋯+𝑣𝑛𝑡

2

(6)

在公式（6）中，vecs = (𝑣1𝑠 , 𝑣2𝑠 , … , 𝑣𝑛𝑠 )表示源语言（中文、英文）主题词词向量，使用
谷歌翻译得到源语言主题词对应的目标语言（英文、中文）主题词，词向量为vect =
(𝑣1𝑡 , 𝑣2𝑡 , … , 𝑣𝑛𝑡 )，计算词向量的余弦相似度。
𝑠
𝑡
BAS = cosine(𝑉𝑎𝑙𝑖𝑔𝑛
, 𝑉𝑎𝑙𝑖𝑔𝑛
)=

𝑣1𝑠 𝑣1𝑡 +⋯+𝑣𝑛𝑠 𝑣𝑛𝑡
2

√𝑣1𝑠 2 +⋯+𝑣𝑛𝑠 2 √𝑣1𝑡 +⋯+𝑣𝑛𝑡

2

(7)

𝑠
𝑡
在公式（7）中，𝑉𝑎𝑙𝑖𝑔𝑛
和𝑉𝑎𝑙𝑖𝑔𝑛
表示对齐的源语言（中文、英文）和目标语言（英

文、中文）主题词词向量。”
再次诚挚地感谢您的宝贵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