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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策略优化的分治多层聚类算法的话题发现研究
骆卫华１’２，于满泉１’２，许洪波１，王斌１，程学旗１
（１．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８０；２．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１０００３９）

摘要：话题发现与跟踪是一项评测驱动的研究，旨在依据事件对语言文本信息流进行组织利用。自１９９６
年提出以来，该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本文在研究已有成熟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分治多层聚
类的话题发现算法，其核心思想是把全部数据分割成具有一定相关性的分组，对各个分组分别进行聚类，得到

各个分组内部的话题（微类），然后对所有的微类再进行聚类，得到最终的话题，在聚类的过程中采用多种策略
进行优化，以保证聚类的效果。基于该算法的系统在ＴＤＴ４中文语料上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该算法属于目
前结果最好的算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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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应用背景
在目前信息爆炸的情况下，信息的来源已不再是问题，而如何快捷准确的获取感兴趣的信
息才是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目前各种信息检索、过滤、提取技术都是围绕这个目的展开的。
但一般的检索工具都基于关键词，返回的信息冗余度过高，因此人们迫切地希望拥有一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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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能够自动把相关话题的信息汇总供人查阅。话题发现与跟踪（Ｔｏｐｉｃ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简称ＴＤＴ）技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ＴＤＴ是一项旨在依据事件对语言文本信息流
进行组织利用的研究，也是为应对信息过载问题而提出的一项应用研究。
ＴＤＴ的概念最早产生于１９９６年，当时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ＤＡＲＰＡ）提出要开发一种
新技术，能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自动判断新闻数据流的主题。从１９９８年开始，在ＤＡＲＰＡ
支持下，美国标准技术研究所（ＮＩＳＴ）每年都要举办ＴＤＴ国际会议并进行相应的系统评测，参
加者包括ＩＢＭ Ｗａｔｓｏｎ研究中心、ＢＢＮ公司、卡耐基梅隆大学、马萨诸塞大学等著名大学和研究
机构。最近中科院计算所、北京大学和东北大学的研究人员也开始进行跟踪和研究。
本文首先介绍了ＴＤｒｒ的相关定义以及作为ＴＤＴ研究平台的ＴＤＴ评测会议的发展历程，并
分析了ＴＤＴ的研究现状，针对现有算法的不足，提出了多策略优化的分治多层聚类算法来解
决话题发现问题，然后介绍了基于此算法实现的系统，给出了此系统在ＴＤＴ４语料上的测试结
果，并对实验结果进行了详细分析。

２研究现状
在（（ＴＤＴ评测计划》中，话题定义为“一个核心事件或活动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事件或活
动”。“话题发现与跟踪”就是“在新闻电讯和广播等来源的数据流中自动发现话题，并且把话
题相关的内容联系在一起的技术”。例如，“俄州爆炸案”这个话题包括１９９５年美国联邦大楼
被炸、悼念仪式、联邦政府的一系列调查等等，但同一天发生在别处的爆炸不属于这个话题。
ＴＤＴ包括五项子任务，即：报道切分、话题跟踪、话题发现、新事件发现和报道关联发现，话
题跟踪和话题发现是ＴＤＴ的核心技术。话题发现本质上是一个将文本集分组的全自动处理
过程。如果把文本内容作为聚类的基础，不同的组就与文本集不同的主题相对应。
总的来看，目前的话题发现算法主要存在如下问题：（１）大部分沿用原有的信息检索方法，
对于“什么是话题”、“话题与报道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目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２）传统的聚类
算法系统开销很大，实用性不高；（３）虽然评测要求话题发现算法尽量语种无关，但实际上如果
不利用各个语种的特征，算法的效果往往差强人意，现有的算法主要是在英语语料上测试与调
整，在中文及跨语言语料上的效果要大打折扣。

３基于多策略优化的分治多层聚类算法的话题发现
３．１算法基本思想与流程
我们的目的是开发面向实际应用的话题发现系统，为此，我们对现有的成熟算法加以总
结，针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加以改进，提出了多策略优化的分治多层聚类算法（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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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简写为ＤＭＣＭＯ），针对语种特点加入
了一些优化策略，使之适合处理大规模语料，而且能更好地处理跨语言问题。为了验证算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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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我们在ＴＤＴ语料上对该算法进行测试，取得了比较理想的结果。
算法的基本思想是：通过一定的策略把全部数据分割成具有一定相关性的分组，对各个分
组分别进行聚类，得到各个分组内部的话题，称之为微类（ｍｉｃｒｏｃｌｕｓｔｅｒ）；然后对所有的微类再进
行聚类，得到最终的话题；在聚类的过程中采用多种策略进行优化，以保证聚类的效果。
３．２数据分治策略
对数据分治两个好处：首先是降低系统开销。系统聚类的时间复杂度达到Ｏ（ｒｔ２），当数
据规模很大时，普通的ＰＣ机将无法正常运行得出结果，而把大的数据集切分成数据规模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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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单个数据集的运算开销大大降低，从而保证算法在大规模数据上的有效性。其次，通过
一定的分治策略，可以事先就把具有内在相关性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计算，而把不太相关的数
据分隔开来，从而避免把内容相似但实际上讨论两个话题的报道聚在一起，比如第一次海湾战
争和第二次海湾战争。那些时间跨度较大的话题，还有机会通过组间聚类再合并成一个话题。
时间是话题的一个重要特征。一般来说，讨论同一话题的报道在时间上往往是相近的，时
间间隔越远越倾向于描述不同的话题。按照出现的模式，话题可分为“突发性话题”和“持久性
话题”。突发性话题的特点是对该话题的报道集中出现在某个很短的时间段内；持久性话题的
特点是持续时间长，但报道的数量在各个时间段内呈现不均匀分布。这两种模式并无本质区
别，持久性话题也可以看作多个突发性话题的集合。按时间顺序切分语料，每组内的报道就具
有一定的时间相关性。
３．３话题的特征空间与文档空间
对于内容这个难以表示的特征，我们采用向量空间模型，每个文档ｄ表示成一个范化特
征向量Ｖ（ｄ）＝（ｔ。，Ｗ，（ｄ）；…，ｔｉ，ｗｉ（ｄ）．．．·；ｔ。，ｗ。（ｄ）），其中ｔｉ为特征项，ｗｉ（ｄ）为ｔｉ在ｄ中
的权值。为了更准确地表示文档内容，我们取词及其标注的词性为一个特征项，称为一个语义
单元。每个语义单元ｔｉ的权重为：ｗｔ（ｔｉ）＝ｌｏｇ（ＴＦ（ｔｉ，ｄ）＋１）＊ｌｏｇ（（ＮＩＤＦ（ｔｉ，ｄ））＋１）。其
中词频ＴＦ（ｔｉ，ｄ）为特征ｔｉ在文档ｄ中的出现频度，文档频率ＤＦ（ｔｉ，ｄ）为ｔｉ在其中至少出现
一次的文档的数目，Ⅳ为总文档数。Ｗｔ（ｔｉ）刻画了特征ｔ。区分文档属性的能力。
通常情况下，话题包含不止一个文档，因此话题实际上由两部分构成：Ｔ＝＜Ｆ，Ｄ＞，其中
Ｆ是话题的特征空间，Ｄ是属于该话题的文档空间。话题模型采用中心向量来表示，即
Ｆ＝＜ｔｌ，ｗ１；ｔ２，Ｗ２；…；ｔ。，Ｗ。＞，其中Ｗｉ＝（Ｗ村ｌ＋Ｗｌｄ２＋…＋彬妇）Ｉｎ

ｏ

３．４基于分组的（组内）系统聚类
算法的基本流程是：
对于每一组数据ＳＫ＝｛以＋。，磁＋：，…，以＋。｝，执行如下操作：
（１）将Ｊｓ。中的每个文档ｄ：转化为面向话题的ＶＳＭ；

（２）将．ｓ置中每个文档ｄ：看成有一个成员的微类ｃｉ＝｛ｄ：｝，这些微类构成了ｓＫ的聚类帆
＝｛ｍｌ，…，ｍｌ，…，，ｍ｝；
（３）计算ｃ。中每对微类（ｍｉ，ｍｊ）之间的相似度ｓｉｍ（ｍ；，ｍｊ）；
（４）若有满足ａｒｇｍａｘ ｓ／ｍ（ｍｉ，ｍｉ）且ｓ概（ｍｉ，ｍｉ）＞＠的类对（ｍｌ，ｍｉ），将其合并为新微类
ｍ。＝ｍ；Ｕ

ｍｊ（＠为相似度阈值），构成Ｄ的新聚类帆＝｛ｍ∥一，ｍｆ一，｝，然后重复（１）到（４）步；

否则，转向（５）；

（５）把ｓｒ的聚类帆中的元素（即每个微类）逐一添加到肘中。
第一层聚类的目的是尽可能准确地把各个组内的文档聚合成微类。由于文本包含的信息
较少，而且微类还要用于后续处理，因此采用系统聚类来计算。其基本思想是：开始时各个样
本自成一类，然后选择距离最近的一对合并成一个新类，计算新类和其他类的聚类，再将距离
最近的两类合并，直到满足停止条件。算法本身的思想简单有效，但具体操作时还需要解决以
下两个问题：（１）类和类之间的相关性度量；（２）合并操作。
要判断文档ｄ；和ｄｉ的相关度，就要计算两者的相似度，然后把结果和阈值进行比较。向
量空间模型通常采用ｃｏｓｉｎｅ公式计算相似度，即求两者的内积。由于文档ＶＳＭ采用语义单元
作为特征，因此这个相似度就是两者在内容上的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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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往的信息检索任务不同，话题本身除了拥有语义特征之外，还具有时间特征，属于同
一个话题的文档除了内容相关之外，在时间分布上也有一定联系。为此，我们在计算相似度的
时候还考虑了时间因素，加入了时间衰减函数ｒ，其形式为：
。，，，、
１

Ｌ啦，哆，２

ｆ１一ｔ／ｍ

如果ｔ＜ｍ

１－０

否则

其中ｔ＝Ｉ ｓ（ｄｉ）一Ｓ（ｄｉ）Ｉ，．ｓ（ｄｉ）为文档ｄｉ的时间戳，即文档ｄｉ描述的事件发生的时间，
可以简单地认为就是ｄｉ的创建时间，ｍ是时间衰减因子，用于控制衰减速度和最大允许的时
间间隔。

最终得到的相似度为加入了时间衰减因子修正之后的结果，即ｓｉｍ（ｄｉ，ｄｉ）＝Ｄ（ｄｉ，ｄｉ）＊
Ｔ（ｄｉ，嘭）。
话题和文档的比较要复杂一些，因为话题通常包含多个文档，这涉及到集合和元素的比
较。我们直接用话题的特征空间来表示话题，计算话题的中心向量和文档向量之间的相似度，
并通过阈值策略来决定文档与话题是否相关。我们采用阈值策略来控制系统聚类迭代的次
数，设置合并的相似度阈值＠，只有相似度大于＠时才能进行合并。
文档和话题、话题和话题之间的合并不是简单的集合并操作。虽然话题的文档空间进行
的是并运算，但话题特征空间在合并的同时还需要更新，对此我们采用权值平均法。具体做法
是：设某个特征ｔｉ在话题Ｃ，中的权重为Ｗ。，ＤＦ（ｔｉ）为ｍ，在话题Ｃ：中权重为ｗ：，ＤＦ（ｔｉ）为

ｒｔ，则取算术平均之后的权重ｗ：作为合并后的权重，即ｗ扛（ｗ，＊ｍ＋Ｗ：＊ｎ）／（ｍ＋１１，）。
通过系统聚类，系统得到各个组内的话题，这些话题作为中间结果，即微类。当所有的组
都完成聚类，就以微类作为待处理的数据进行第二层聚类。
３．５基于微类的（组间）增量式聚类
这部分算法的基本流程是：
令聚类集合ｙ为空，对微类集合Ｍ＝｛ｍ１，．一，％｝执行如下操作：
（１）如果ｙ为空，创建一个新类Ｔ，＝｛ｍ，｝，把ｍ，从Ｍ中删除；否则转向（２）；
（２）如果ｙ为空，转向（４）；
（３）按编号顺序取肘中的第一个元素／ｎｉ，逐一计算ｍｉ与正∈Ｖ的相似度ｓ／ｍ（ｍｉ，乃）；
（４）如果能找到满足ａｒｇｍａｘ ｓ／ｍ（帆，乃）且ｓ／ｍ（ｍｉ，乃）＞ｔ９的类对（ｍｉ，乃），则把ｍｉ合并
到Ｉ中；否则创建一个新类死＝｛ｍｉ｝，把死添加到ｙ中；
（５）把ｍｉ从膨中删除，转向（２）；
（６）把ｙ中的元素作为结果（即新话题）输出。
通常，如果测试数据规模很大，通过相似度阈值来控制系统聚类的生成结果，得到的微类
仍然很多。为降低算法的时间和空间复杂度，系统采用单步增量式聚类方法来处理微类。微
类包含的信息比文档丰富，因此我们认为直接比较微类之间的相似度就可以判断两者的关系，
而不会显著影响系统性能。这是一个增量聚类过程，即系统以已经存在的话题作为过滤条件，
如果后续微类与已有话题相关，则把该微类添加到此话题中，否则，就创建一个只包含该微类
的新话题。
在这个阶段，话题和微类之间采用单步比较，它包含两个关键操作：聚类比较和合并。这
里同样也有多种策略可供选择：一种是和第一层聚类相同的方法，计算话题和微类的中心向
量，并更新合并后的向量；另一种是单链法（ｓｉｎｇｌｅ ｌｉｎｋ），系统先计算任意两个微类之间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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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ｓ概（ｃｉ，ｃｉ），设话题ｃｉ中包含ｎ个微类，微类ｍｉ∈ｔ，江１，…，ＩＩ，则正和待处理微类ｍ７的
相似度ｓｉｍ（正，ｍ７）＝ＭＡＸ（ｓｉｍ（ｍｉ，ｍ７））。在这个过程中，话题的特征空间不参与运算，因此
在微类和话题合并的时候，话题的中心向量也不需要更新。后续比较时只需要找到话题所含
微类与待处理微类之间的最高相似度。两种方法都需要比较相似度和阈值＠，高于阈值就认
为两者相关。系统同时实现了这两种策略，我们将在试验中对两者进行比较。
这一步完成之后，最终得到的话题即为新发现的话题。
３．６多策略优化技术
除了提出面向任务的通用算法之外，我们还针对任务的特点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策略以
优化性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面向语种的优化策略
话题与报道的关系是一种语义关系，报道是否开始一个新话题，主要是判断它和以前的话
题有没有内容上的关联。因此，文档和话题模型应能够表示各自的内容。我们认为，词包含的
信息比字丰富而比组块少，但是目前组块分析的性能和分词有较大差距，因此用词表示文档更
合适。对于中英两个语种，我们做了两种合理性假设：（１）同一个词如果被标注成不同词性，那
么它实际上拥有不同的语义，比如“展览／ｖｎ活动／ｖｎ向／ｐ公众／ｎ开放／ｖ”和“潜艇／ｎ主要／ｂ活动
，ｖ于／ｐ水下Ｉｓ”中的“活动”词性不同，意义也不同，因此预处理阶段还需要进行词性标注；（２）
英文单词形态变化丰富，单复数名词、动词的不同时态实际上表示同一个意义，应作为相同的
词处理，因此还应把名词和动词还原成词典形式，比如“ｇｏｅｓ”、“ｗｅｎｔ”、“ｇｏｎｅ”都应还原为“印”。
（２）特征选择
ＶＳＭ是一种通用的模型，但话题不仅仅是内容相关文档的简单集合，还需要对话题的内
在特征进行分析。系统采用的是面向话题的ＶＳ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除了内容
词之外，话题通常还具有人物、时间、地点等命名实体，这些要素对于区分不同的话题起着很重
要的作用，因此，算法对命名实体进行加权；（２）对于向量中没有区分或表达能力的特征，系统
将其排除，包括两层策略：一是用禁用词表过滤禁用词，并用禁用词性表把虚词（如连词、叹词、

标点等）过滤掉；二是使用文档频率信息，把叩（Ｉ／）ｉ）≤Ｍ或ＤＦ（伽ｉ）≥Ｎ的特征过滤掉（Ｍ，Ⅳ
均为阈值）；（３）篇幅很短的文档通常视为数据噪音，系统将维数小于ＭＩＮ＿ＤＩＭ的文档过滤掉。
（３）命名实体归一化
经过加权的命名实体在权重上一般比其它词大，对效果的影响也就很大。然而命名实体
的用词极为灵活，同一个实体在文字表述上可能有好多种，这样就造成命名实体不匹配的现
象。例如，“李光耀”与“李资政”，“江苏省”与“江苏”，“ｕ．Ｓ．”与“ｕ．ｓ．Ａ．”等。为此，我们对常
见的命名实体进行归一化，主要方法是对具有别称的命名实体建立一张别称表，遇到表中的命
名实体就把它换成统一的称谓。对于地名，我们建立了一张后缀表，遇到地名时就把表中的后
缀去掉。这些后缀如：“省”、“市”、“县”、“镇”、“村”、“特别行政区”等。对于没有出现人物全名
的情况，例如，“李／ｎｒｌ资政／ｎ”，简单地把姓氏与前文中出现最近的全名关联起来。
３．７话题发现系统
我们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实现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大体上分成三个模块：（１）预处理模块
执行如下操作：对于中文语料，系统对文本进行分词、词性标注和命名实体识别；对英文语料，
系统对文本进行词性标注和词形还原。（２）核心算法模块首先将文本分组，然后分别对各组执
行系统聚类，得到的微类再进行增量式聚类。（３）结果输出模块按照ＴＤＴ评测要求的格式把
结果输出到文件。为便于进行实验，算法中的大多数参数均可通过配置文件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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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试验结果与分析
４．Ｉ测试语料
已经完成的试验都针对ＴＤＴ４语料进行处理。ＴＤＴ４共有９８，２４５篇报道，其中中文语料
２７，１４２篇，分别来自于新华社、联合早报等新闻机构，英文语料有２８，３９０篇，分别来自Ⅳ仃、
ＣＮＮ、ＶＯＡ等新闻机构，其余为非英文报道经机器翻译成英文之后的结果。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０
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１年１月。语料形式基本是原始的新闻文本或语音转录得到的电视或广播新闻
文本。
４．２评测标准
为了对不同的系统进行量化比较，ＴＤＴ会议制订了一套评测规范。每一个参评系统的性
能是由误报率和漏报率加权求和的结果进行衡量的，其计算公式是：

ｃｏ．＝Ｃ慨·Ｐ骶·Ｐ唧＋Ｃ阻‘ＰＰＡ·Ｐ。ｍ嘲

其中气是系统的性能评测指标，称为检测错误代价，这个值越低越好。‰和ｃ崩分别
是漏报和误报的代价；Ｐ脑和Ｐ以分别是漏报和误报的条件概率；Ｐ‘唰是目标话题的先验概率。

‰、ｃ凡和Ｐ一都是预设值，用来调节漏报率和误报率在评测结果中所占比重。检测代价通
常被归一化为０和１之间的一个值：（屯）‰＝ｃ腑／ｍｉｎ（‰·Ｐ一，ｃ尉·‰螂）。
ＴＤＴ会议采用话题加权分数作为系统最终的评测结果。目前跨语言话题发现的最好检测
代价约为０．３，单独对英文测试约为０．２。我们利用ＮＩＳＴ在网上公开的ＴＤＴ评分工具对系统

的输出结果进行评测，评测公式的参数取值为：ｃ疵＝１；‰＝０．１；只删＝ｏ．吃；Ｐ一唧＝０．９８。
４．３比较结果
我们设计了一个简单算法作为基准，把它与系统在同一个语料上进行对比测试。该基准
算法在其他方面均与系统算法一致，但聚类时只采用了单层法。系统中很多参数对于最终的
性能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在ＴＤＴ４语料上进行多次测试，通过反复比较，系统中的一些经验参数
设置如下：时间衰减因子ｍ＝１８０；命名实体加权系数Ｐ舾＝３；短文档过滤阈值Ｍ／Ｎ＿Ｄ／Ｍ＝１０。
目前的试验结果表明阈值在区间［ｏ．２，０．３］内性能最佳，如表ｌ所示。
从表中的测试结果可看出：
（１）采用分治多层聚类且聚类比较采用中心向量的算法在阈值取０．２３时性能最佳；
（２）采用分治多层聚类的效果一般都比单层聚类有较大提高；

（３）聚类比较采用中心向量法时陛能一般都比单链法好。
表１测试结果（表中的值为（Ｃ陋）Ｎ咖）
阈值

Ｏ．２０

Ｏ．２１

０．２２

Ｏ．２３

Ｏ．２４

Ｏ．２５

Ｏ．２６

０．２７

０．２８

Ｏ．２９

基准

０．３１２９

０．３１５４

０．３０９ｒ７

０．３０４８

０．３００６

０．２９１８０

０．２９９１６

０．２９６０

０．２９８０

０．３０１５

中心向量

Ｏ．３０２６

０．３００５

Ｏ．３０１３

０．２９０６

Ｏ．２９２６

０．２９６８

０．３０５ｌ

０．３０５ｌ

０．３１７１

０．３３２４

ＤＭＣＭＯ＋单链

０．２１７２

０．２２１０

０．２１５０

０．２１０３

Ｏ．２０９４

０．２０９５

Ｏ．２０８３

Ｏ．２１２６

０．２１６２

０．２１７５

ＤＭＣＭＯ＋中心向量

０．２０９８

０．２０８７

０．２０６８

０．２０２８

０．２１１７

０．２１４８

０．２１３３

０．２１３３

０．２２２１

０．２２加

４．４分析
我们考察了不分组、按时序分组与不按时序分组对检测代价的影响，结果如图２所示。图
２中，按照从上到下的次序，曲线１表示不对文档分组，一开始就对全部语料进行单遍聚类的
结果，横坐标是不同的聚类相似度阈值０。曲线２是采用时序分组的结果，分组时间间隔为７
天。在曲线３的实验中，我们仍旧把文档进行分组，组内优先聚类，与曲线２不同的是，文档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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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均匀打散，即每组内的文档在时间上并不相邻。结果表明，基于时序分组的策略使检测代
价降低了近３０％；当组内文档时间不相邻时，分组策略对效果提高不明显。我们又考察了在
时序分组的条件下，不同的分组时间间隔对检测代价的影响，结果分布如图３所示。通过实验
可以看出，时序分组策略能有效降低系统的检测代价，主要原因是它把时间相近的文档优先聚
合在一起，提高了属于同一话题的文档的合并机会。

图２不同时间间隔的影响

图１分组策略的影响

单独对中文语料测试取得了（ｃ融）Ｎ唧一０．２的成绩，已追平目前对英文语料单独测试取得
的最好成绩，表明针对语种的优化策略取得了一定效果。而先把文档聚成微类，再对微类进行
聚类的方法则在效率和效果上都比直接对文档聚类要好，因为基于时间的数据分组保证了同
一组内文档的时间相关性，同时微类包含的信息比文档更丰富，使得基于内容的聚类结果更加
准确。用中心向量来表示话题从效率而言显然比用话题的文档空间更有效，而准确率并没有
明显差别。

５结论和进一步工作
本文系统地介绍了话题发现与跟踪技术的由来与发展，总结了目前主要的话题发现算法
框架，针对已有方法的不足，我们提出了多策略优化的分治多层聚类算法，针对中英文语料分
别进行预处理，并依据时间间隔把文档进行分组，在每一组内进行基于中心向量的系统聚类
法，得到的微类再进行增量式聚类。该算法结合话题发现任务的特点，把话题的一些关键性特
征（如命名实体、时间等）抽取出来进行处理。通过在ＴＤＴ４中文语料上进行测试，该算法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从测试成绩上看，其性能已追平目前最好的话题发现算法在英文语料上的测试
成绩。
但总体来看，分治多层聚类算法仍源于传统的信息检索技术，对于话题特征的发掘仍远远
不够。此外，该算法在层次话题发现任务中的性能仍有待检验。我们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是在
文档建模中借助ＷｏｒｄＮｅｔ等知识库引入语义扩展，并通过分析文档内容改进聚类策略，从而进
一步提高算法的效率和性能。
参考文献：
［１］骆卫华，刘群，程学旗．话题检测与跟踪技术的发展与研究［Ａ］．孙茂松，陈群秀．全国计算语言学联合学
术会议（ＪＳＣＬ一２００３）论文集［ｃ］．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５６０—５６６．
［２］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Ｇ．Ｆｉｓｃｕｓ，Ｇｅｏｒｇｅ Ｒ．Ｄｏｄｄｉｎｇｔｏｎ．Ｔｏｐｉｃ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Ｔｏｐｉｃ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Ｅｖ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Ｉｒｆ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Ａ］．Ｉｎ：Ｊａｍｅｓ

Ｏｌ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ＮｏｒｗｅＵ：Ｋｌｕｗｅｒ

Ａｌｌ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２，

１７—３１．

３５

万方数据

［３］Ｙ．Ｙａｎｇ，Ｔ．Ｐｉｅｒｃｅ，Ｊ．Ｃａｒｂｏｎｅｌｌ．Ａ
Ａｌｉｓｔａｉｒ

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Ｅｖｅｎｔ

Ｍｏｆｆａｔ，Ｃ．Ｊ．Ｖａｎ Ｒｉｊｓｂｅｒｇｅｎ，ｅｔ ａ１．Ｐｌ：ＤＩ笼ｅｃｌｉＩｌ挚ｏｆ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Ⅱ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ＳＩＧＩＲ’９８）［Ｃ］．Ｎｅｗ

［４］Ｂｒａｎｔｓ，Ｔ．，Ｃｈｅｎ，Ｆ．Ｒ．，Ｆａｒａｈａｔ，Ａ．０．Ａ

ｃｅｅ蛳ｏｆ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５］Ｊｕｈａ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 Ｊ．ｈ：Ｗ．Ｂｒｕｃｅ

２１ｔｈ Ａｎｎ Ｉｎｔ ＡＣＭ ＳＩＧＩＲ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ｒｏｆ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Ｙｏｒｋ：ＡＣＭ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２８—３６．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ｎｅｗ ｅｖｅｎ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Ｉｎ：Ｃｈａｌ＇ｌｅｓ

ＳＩＧＩＲ ２００３，ｔｈｅ ２６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Ｍ ＳＩＧＩＲ Ｅ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ｌａｒｋｅ，ｅｔ ａ１．Ｐｒｏ－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Ｃ］．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ＣＭ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３３０—３３７．

Ｍａｋｋｏｎｅｎ，Ｈｅｌｅｎａ Ａｈｏｎｅｎ－Ｍｙｋａ，ａｎｄ Ｍａｒｋｏ Ｓｅｌｍｅｎｋｉｖｉ．Ｓｉｍｐｌ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ｏｐｍ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ＪＪ．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２００４，７（３—４）：３４７—３６８．
［６］Ｙ．Ｙａｎｇ，Ｊ．Ｃａ＿，４）０ｎｅｌｌ，Ｃ．Ｊｉｎ．Ｔｏｐｉｃ－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ｄ
ＡＣＭ ＳＩＧＫＤＤ 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ｎｏｖｅｌｔ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Ｉｎ：Ｈ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Ｄ，ｅｔ ａ１．Ｐｒｏｃ ｅｅｌｄｉｒ骖ｏｆｔｈｅ ８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Ｃ］．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ＣＭ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６８８—６９３．

［消息］

中文语言资源联盟
在国家高科技研究规划发展项目（８６３）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９７３）以及其他
项目的支持下，由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语言资源建设和管理工作委员会发起，由中文语言（包括
文本、语音、文字等）资源建设和管理领域的科技工作者自愿组成了中文语言资源联盟（英文译
名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Ｄａｔａ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ｍｎ，缩写为ＣＩＤＣ），该联盟是学术性、公益性、非盈利性的社会

团体。本团体隶属于中国中文信息学会，接受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语音资源建设和管理工作委
员会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ＣＬＤＣ以代表中文信息处理国际水平的、通用的汉语语言语音资源库为目标，建设和收集
了具有完整性、权威性、系统性的开放式中文语言资源，涵盖中文信息处理各个层面上所需要
的语言语音资源，包括词典、各种语音语言语料库、工具等。为汉语语言信息处理等基础研究
和应用开发提供支持，并服务于教育、科研、政府研究部门和工业技术开发等领域。
目前，联盟已经拥有的资源库超过四十余种。本资源主要用于：机器翻译、句法语义语法、
语音识别、语音合成、手写识别、文本分类等方面的技术研究和开发。在每一种资源中，将包含
有丰富的数据信息，如，资源简介、标注规范、技术文档、资源用途、样例下载和数据库的基本结
构等。详情请登陆我们的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ｄｃ．ｏｒｇ，在提供丰富多样的资源数据的同时，
我们诚恳的邀请您加入中文语言资源联盟，您会成为会员（在我们网站的“会员申请”中申请），
并享受我们为您提供的优质会员服务和购买资源折扣。
我们期待着您的加人，并希望您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使我们不断进步！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９５号，自动化大厦１０１３室，Ｐ．Ｏ．Ｘ２７２８，
中文语言资源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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