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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际科技信息委墨会（ＩＣＳＴＩ）卸”年夏季大会专罚

基于域加权聚类算法的网络
舆情热点话题探测木
口陆伟刘屹孟睿陈英杰／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武汉４５００７２

摘要：面对自由无序的网络舆情信息，对舆情组织方式的研究体现出重要研究意义。文章提出一
种网络舆情信息的组织方法，采用域加权的方式，通过一种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ｓｓ增量算法聚类实现面向主题的舆
情信息组织，即对新闻主题或新闻事件有较强表达能力的域进行加权处理以突出该主题或事件，再以无
监督自动化的方式对无序的网络舆情信息进行聚类，进而发现热点话题，达到话题探测的目的。实验
结果显示，聚类类簇均基于主题或事件，可以代表一个话题，Ｆ－ｍｅ＆ｓｕｒｅ评价值在８５％以上，也进一步表
明了本研究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网络舆情，域加权，热点话题发现，聚类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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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研究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话题检测与跟踪

ｌ引言

（Ｔｏｐｉｃ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卜小ⅡＣ）２０１０年７月发布
《第２６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ｌｌ，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简写为ＴＤＴ）。ＴＤＴ是

一项面向新闻媒体信息流进行未知话题识别和已知话

《报

题跟踪的信息处理技术。Ｊａｍｅｓ Ａｌｌａｎｌ９］和Ｓｃｈｕｌｔｚｔ］ｏ］等人

告》显示，截至２０１０年６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４．２亿

较早对话题探测与追踪问题进行研究，他们采用向量

人，互联网普及率持续上升增至３１．８％。网络正在成为

空间模型（简称为ｖＳＭ）描述报道的特征空间，根据

人们获取与发布信息的主要渠道。

特征在文本中的概率分布估计权重，利用余弦夹角衡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舆情信息传播

量报道之间的相似性。此外，Ｌｅｅｋｔｌｕ和Ｙａｍｒｏｎ［１２１将参

的主要载体，通过天津社科院的刘刻２翔、王来华【４’５１和

与检测的两篇报道分别看作一个话题和一篇报道，采

毕宏音嘲、华东师范大学的许鑫脚１等人对网络舆情理论

用语言模型（简称为ＬＭ）描述报道产生于话题的概

及应用前景的研究，笔者从舆情与舆论概念上的区别

率，并通过调换两篇报道的角色分别从两个方向估计

瞪１出发，从信息分析的角度理解王来华教授关于舆情到

它们的产生概率，最终的相关性则依据这两种概率分

舆论的转化过程【５】，可以认为舆论是对舆情进行信息组

布。ＶＳＭ和ＬＭ存在的主要缺陷在于特征空间的数据稀

织整理后发现和得到的。

疏性，通常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数据平滑技术和特

由于网络舆情的特殊性质【２】，以监督的手段进行组
织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所以笔者将在本文介绍一种
无监督聚类的方法实现对舆情的组织。

征扩展技术。
Ｋｕｍａｒａｎｔｌ ３１、Ｊａｍｅｓ Ａｌｌａｎｔｌ ４１、Ｙｉｍｉｎｇ Ｙａｎｇｔｌ５１和

Ｌａｉｎ【ｌｑ等学者使用自然语言处理（ＮＬＰ）技术辅助统计
策略解决话题探测问题。其中最常用的ＮＬＰ技术是命名

２相关工作

实体识别。比如Ｋ１瑚ａ均ｎ【１３１以Ⅵ嘶ｎｇ Ｙａｎｇ的分类方法悯
为统计框架，将报道描述成三种向量空间，分别为全

关于网络舆情话题发现，国内外已经取得了一

集特征向量、仅包含ＮＥ的特征向量和排除佘ｍ的特征向

‘基全啊目：末嚼目为教育部人文枉套抖擘规划Ｊ１日。专家专长智能识别与鞋索系境实现研完’（嚼日奠号：０咻８７００２１）和曩育卑人土社井童点研究‘地ｔ大啊ｌｉｌ。面向■垃度的一蓐信
息检索模型茂框集构建研宄。成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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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科技信息委员会（ＩＣＳＴＩ）加”年Ｉ荤大会专翻

量。最终Ｋｕｍａｒａｎ对比了三种向量空间模型对新事件检
测的影响，并验证ＮＥ极大地促进了事件之间的区分。
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对热点话题探测与追踪问题进

采用ＳｉＩｌｇｌｅ－ｐ嬲ｓ增量聚类算法㈣，即预设一个聚类阀值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按文档生成时间顺序处理输

入的每篇文档，初始以第一篇文档为种子创建第一个

行研究，万小军【ｌ ７】等提出了在线新闻主题探测方法，

类簇，对于每一篇输入的新文档，与以前生成的所

引入了创新阀值的概念，当文档与类簇向量间的相似

有类簇进行相似比较，如果该文档与之前的某个类

度大于相似度阀值，但小于创新阀值时，将该文档归

簇的相似度值大于聚类阈值时，那么该文档将属于

入该类而不用更改类簇的中心向量。

该类簇；否则，将以该文档为种子创建一个新的主题

中山大学黄晓斌与赵趔１８】提出了一种通过文本挖
掘处理网络舆情信息，并作分析预测的方法。他们通
过代理软件抓取新闻数据然后人工筛选，再利用数据

类簇。
在计算相似度值时，本文主要采用文本信息处理
中常用的余弦相似度的公式：

挖掘工具Ｔｅｘｔ Ａｎａｌｙｓｔ进行分析，该方法的缺点是对人

∑暇。×％。

工筛选的要求比较严格。华东师范大学的王伟与徐鑫
ｉ

ｎ９］提出一种在舆情分析中利用二次聚类的方法发现舆

论热点，即通过先随机抽取网页样本集合进行聚类，
选取关注的单个网页簇利用词的信息增益进行特征词
抽取后，对全部网页使用抽取后的网页特征向量进行

其中哪峨示两文本向量。

二次聚类，得到相关度较为纯粹的网络舆情网页集，
从而用该网页代表一个舆论热点。南京大学的王昊

３．２确定加权域

与苏新宁【２０】在研究中论证了条件随机场（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ｎｄｏｍ

Ｆｉｅｌｄｓ，ＣＲＦｓ）优于隐马尔可夫模型（Ｈｉｄｄｅｎ

Ｍａｒｋｏｖ Ｍｏｄｅｌ，ＨＭＭ）和最大熵模型（Ｍａｘ

文档中不同的域对于聚类的作用效果会有所差

Ｅｎｔｒｏｐｙ

异，根据经验笔者选择了标题域、全文域和实体域三

Ｍｏｄｅｌ，ＭＥ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基于ＣＲＦｓ的

部分作为加权域。标题作为文本内容的直接体现，通

角色标注模型。利用该模型，对新闻或论坛讨论帖的

常都包含主题的关键词或者直接表明主题，并且标题

标题进行角色标注，通过对人名出现次数的统计结合

的属性决定了标题的高度概括性与简短性，可以作为

人名的背景进行舆情关注点的发现。

加权考虑的域之一。舆情信息通常会包含５Ｗ１Ｈ（Ｗｈｏ

在聚类算法上，也有很多研究者提出了改进方

人物、Ｗｈｅｎ时间、Ｗｈｙ目的、Ｗｈｅｒｅ地点、Ｗｈａｔ对

案。文献［２１１中提出了二阶聚类的层次聚类算法，先找

象、Ｈｏｗ方法）中的若干项，而其中人物、地点和时间

到每日热点簇，再利用增量聚类算法发现热点事件。文

等信息对于确定主题亦具有重要作用，文献【ｌ３】的研究

献［２２，２３］ｑｂ结合基于密度的聚类算法和Ｋ－ｍｅｍｓ算法的优

也说明这一点，因此实体信息也是本研究考虑加权的

点，改进ＴＫ－ｍｅａｎｓ算法中初始聚类中心选择的随机性

内容之一。

问题。此外，基于主题的聚类方法也是热点新闻探测
的一个研究方向，ＬＤＡ、ＬＳＩ等主题模型方法在新闻聚

３．３域加权方案

类上的应用也是当前新闻主题发现的重要研究领域。
本文中，笔者引入了ＴＤＴ的思想，采用域加权的

通过加权的方式，计算相似程度时就具有了一定

方式将主题相关域突显出来，通过聚类的方式组织舆

的容错能力，即使某一部分权值很低甚至为０，但是通

情信息，进而达到发现网络舆情中热点话题的目的。

过其他部分的权值依然可以判断是否相似，是否属于
同一主题或描述同一事件。并且通过对上述３种域的加

３研究方法

权，突出了主题相关的词，使得聚类基于主题或主要
描述事件。

３．１基本聚类算法

在具体加权方式上，陆伟【２５】曾提及３种计算文档
权重的方法，由于第一种方法过于简单，计算过于朴

考虑到舆情信息的动态性和时间序列特征，本文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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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存在不少问题；而第三种域词频加权法，笔者认

迈向知识服务。ｈ裔ｔｔｐ：庶㈣

——目Ｉｉ科技信息委员会（ＩＣＳＴＩ）２０１１年Ｉ季大会专刊

为该方法应该在监督环境下进行，对于本文需要无监
督的聚类不太适用。所以本文采取第二种方案用各个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扼砑丽（４）
所以归一化欧式距离与余弦距离是等价的，因此

域权重得分之和作为文档权重。
计算标题相似度、全文相似度以及实体相似度，

本文即采用余弦相似度公式进行计算。

再对３个相似度以一种权值组合的数值代表两文档的实
际相似度，加权公式如下：

３．４热点话题发现

Ｓｉｍ＝口‘￥ｉｍ（ｔｉｄｅ）＋ｆｌ＋Ｓｉ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Ｓｉｍ（ｅｎｔｉ纱）（２）

将混乱的舆情信息用基于域加权的聚类算法组
织之后，具有相同或相近特征的文章聚为一类，形成

其中Ｓｉｒｅ（ｔｉｔｌｅ）表示标题相似度，Ｓｉｍ（ｃｏｎｔ纫Ｏ表示全

了若干类簇。由于在聚类过程中突出了新闻的主题特

文相似度，Ｓｉｍ（ｅｎ蛾）表示实体相似度。ａ、Ｂ、入分

征，所以每一类都应当是由某一新闻主题或事件的

别表示其所占的权重，且Ｑ＋Ｂ＋入＝１．０。

相关新闻组成的簇。这样就可以从舆情研究的角度加

Ｓｉｍ（ｆｉｔ／ｅ）ａＰ标题的相似度，由于标题信息量有

以利用，对某一主题或事件的新闻数目在时间度量上

限，所以对标题向量化时单独处理。在去除停用词的

的演化情况以及在信息来源（站点、博客、ＢＢＳ等）

基础上建立标题的动态词表，由此词表建立向量，在

上的演化情况进行分析（对在时间轴上的演化再次投

只考虑特征词共现程度的基础上用公式（１）计算得到

影在某个来源站点上细化研究）达到热点话题探测的

Ｓｉｍ（ｔｉｔｌｅ）。

目的。本文认定最后聚类结果中的每个类簇为一个话

全文相似度Ｓｉｍ（ｃｏｎｔｅｆｌＯ ｒｈ全文本域组成的向量经

题，并根据类簇的大小确定热点话题。

过公式（１）计算得出。
Ｓｉｍ（ｅｎ６ｔｙ）且Ｐ实体相似度，实体信息由ＩＣＴＣＬＡＳ
分词器【２卅中实体标注功能得出，选取其中的ＮＲ（人
名）、ＮＳ（地名）、ＮＴ（机构名）作为实体特征。实
体相似度计算基于词共现方法，当两文本具有相同的
实体特征时，实体相似度权值ｖａｌｕｅ提升１．０，最后用两
篇文档中出现的实体最大数对求得的相似度进行归一
化处理，即：

Ｓｌｍｌｌａｒ＝一
ｓｉｍｉｌ盯：∑坐！

（３）
ＬｊＪ

ｍａＸｎＵｍ

ｖａｌｕｅ为最终累和得到的权值，ｍａｘｎｕｍ为两文档中
共含有的实体数目。
在判断两文本相似时，本文认定１．０为完全相同，
即全文相似度、标题相似度、实体相似度都为１．０。
计算相似度的方法有多种，通常在文本向量计算
中使用的是余弦相似度公式，在几何中常用的则是欧
几里得距离。使用余弦相似度计算时不会放大数据对
象重要部分的作用，而欧几里得距离则在一定程度上
放大了较大元素误差在距离测度中的作用【２７１。但是通
常的欧氏距离不考虑文本词数的影响，导致高频词对
短文本和长文本的相似度贡献很高，这样对查准率会
很低。而采用归一化的欧氏距离，就消减了文本长度
的影响，但是通过公式不难推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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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际科技信息委员会（ＩＣＳＴＩ）２０１１年Ｉ举文会专书

中选择ＴＦ—ＩＤＦ权值最高的若干词。这样用这组关键词

３．５其他细节处理

就可以大致描述该聚类所描述的事件。
（１）抽取特征词

（４）聚类评价

因为维度过高会导致“维灾难”ｐｓ］，所以要抽取

完成上述整体过程后，为了对聚类的效果进行

特征词进行降维，缩小主题相关词的探查范围，在一

衡量，需要一个评价体系。本文采用外部评价法，

定程度上避免因为向量过度稀疏或者冗余信息导致结

首先抽取部分数据，手工标注出所属事件类别，根

果不好的问题。

据评价结果判断聚类优劣。评价方法选用Ｆ度量值

考虑到实时抽取特征向量对聚类效率的影响，笔者

（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ｐｏ］，该方法是通过聚类前的分类标记与

通过对一个大语料库处理得到特征词列表，该特征词表

聚类后的聚类标记建的查全率与查准率来评价聚类效

［ＤＦ（咖１０９黼Ｕ

存有特征词以及［ＤＦ，该玎９Ｆ的计算公式例如下，即：

果的。即首先给抽样中的文本，按其所讲述不同事件
标记不同的类别标号，在聚类之后，赋予新闻相应的

（４）

以ｌ口ｊｌ＋．）

聚类标号，统计聚类中某类号的数目，根据信息检索
中查准率（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与查全率（ｒｅｃａｌｌ）的思想来进行

其中，Ｎ为数据集中的全部文档数，ｎ（ｑ；）为数据集
中包含特征词ｑ；的文档数目。

评价。一个聚类ｊ及与此相关的分类ｉｍ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与ｒｅｃａｌｌ
定义为：

假设在生成该特征词表时使用的语料库足够大，
则该特征词表可以包含所有汉语中具有语用或语义信
息的词语，所以当有新数据集需要聚类时，重新生成
一个特征词表与原特征词表相比特征词数量的改变极

Ｐ＝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ｉ，ｊ）＝鲁
Ｒ＝ｒｅｃａｌｌ（ｉ，ｊ）＝鲁

（７）

（８）

其微小，特征词的ＩＤＦ值的变动极小，对结果的影响可

其中Ｎｉｉ是在聚药中分类ｉ的数目：Ｓｊ是聚药中所

以忽略不计。这样只需计算每篇文档中包含的特征词

有对象的数目；Ｎ；是分类ｉ中所有对象的数目。分类ｉ的

的ＴＦ，再从特征词表中查得ＩＤＦ值，以ＴＦ＊ＩＤＦ为权值

Ｆ．ｍｅａ鞠】ｒｅ定义为：

生成文档向量。为了突出实体（人名、机构名等）在
聚类中的影响，计算ＴＦ—ＩＤＦ权值时根据ＩＣＴＣＬＡＳ标注

Ｆ（ｉ）＝丽２Ｐｘ Ｒ可

‘９）

出的词性，给不同的词赋予不同的权值，例如：１１１＂（人
名）权值为８、ｎｔ（机构）权值为６。在实验二中将给出
实验结果，以确定静态特征词表对聚类结果的影响。

对分类ｉ而言，哪个聚类的Ｆ－ｍｅａｓｕｒｅ值高，就认为
该聚类代表分类ｉ的映射。换句话说，Ｆ．ｍｅａｓｕｒｅ可看成
分类ｉ的评判分值。对聚类结果来说，其中Ｆ．ｍｅａｓｕｒｅ可

（２）建立ＶＳＭ模型

Ｆ＿掣

由每个分类ｉ的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ＪＩ］权平均得到：

根据特征词表生成词一文本向量：

其中三黧＝＝的计曼式

其中砀∥为第张个特征词的权值，所纠的计算公式

㈣１Ｕ，
Ｌ

Ｊ

其中Ⅲ为分类ｉ中的文本数。

如下：

ｙ（Ｄ＝矿（心）×渺（ｗ）

‘∽

４实验描述与结果评价

尹∥为第ｉ维的权值，Ｍ为第雌表示的特征词，彩∥

为词啦一篇文档中的词频，ｉｄｆ（ｗ）为词惟一个文档
集中的逆文档频。

本文测试实验所用数据是以“武汉大学”为搜索
关键词在元搜索引擎中采集得到的结果。

（３）聚类结果输出
聚类完成后，为了给每个聚类进行恰当的描述，

４．Ｉ实验一

从每个聚类中抽取出一组可以表征该聚类的关键词，
对于该关键词的抽取，可以在聚类中共现度最高的词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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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实验，仅标题相似度、仅全文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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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科技信息差最会（ＩＣＳＴｌｌ ２０１１年Ｉ隼大会专刊

仅实体相似度、标题＋全文相似
度和标题＋全文＋实体相似度的聚
类，通过聚类评价的Ｆ—ｍｅａｓｕｒｅ值
以及平均查全率及平均查准率来
评估聚类。
首先在原始数据中挑选了８个
新闻事件，其中有：１蚁族报告，
２武大割喉案，３台州官员子女高
考加分事件，４传统仪式过端午
节，５华科大根叔演讲，６预科诈
骗调查，７武汉蓝藻爆发，８汪晖
学术剽窃事件，９厅官妻子被打事
件。根据事件抽取了新闻３２６篇，
再向其中掺入无关新闻５４篇，编号
为０类，共组成共３８０篇文档的数据
集，进行测试，结果如表１。
通过上述实验可以得出如下结
娜

论：

１）本文的聚类算法总体上是

Ｈ
漕
斟
并
尊

有效的

溢

考虑类簇文本数的加权Ｆ值可

篓

以达到ｏ．８６７，并且算数平均的查全

迸

率达ｉＫＪ９９０／ｏ，查准率也有８９％。

●，

斟
玲
＊

器
商

２）域加权策略取得了较好的

管
效果

通过与仅标题、仅全文、仅实
体的聚类方式进行比较，综合加权
的Ｆ值分别提升了２０６．４％、１０．８％和
２９２．３％。当然，仅用标题和实体的
效果较差，在一定程度上不具有可
比性，但其比仅全文法仍有１０．８％
的提升，效果明显。
３）实体对文本相似性有影
响，但效果不如预期
通过后两组对比实验，发现考

降
并
嘴

南
弗
世

虑实体影响仅有２％的增长，小于
预期。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是全文
＋实体的效果已经很好，提升空间
有限：其二可能在于采用实体加权
时会有一些干扰实体出现，影响了

葛｝

效果，但具体如何仍然需要进一步
实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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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显示，仅采用标题聚类的效果很不理

值，对任意数据集聚类时都利用该静态特征词表来生
成文本向量。下列实验证明不同特征词表策略对结果

想，原因可能在于：

Ｉ）标题不准确，页面提取以及文本信息预处理过
程中识别不准确，标题完全错误，与主题无关。

的影响。

另标注２４０篇不同事件类别的文档，其中有：１学

２）标题信息量不足，标题本身概括程度太高，并

者证实曹操墓，２方舟子炮轰刘维宁，３白沙洲，４曙

且概括方式以能使读者理解为目的而形式（用词）多

光学子，５曝光体检枪手，６全球气温上涨１．】度，７数

样．主题直接相关信息尤其是关键ｊ司较少。

字鸿沟，８易中天与李泽厚，９北极科考。共９个事件

３）分词器产生的影响，由于标题中关键词未识别
或错误识别，导致标题的文本向量极其稀疏。

类别，麸２００篇，另加入无关新闻４０篇。
其ｑ，实验－－３８０篇文档的数据集是从５０８２篇文档的

实验结果显示，标题＋全文的效果比仅采用全文的

特征库中抽取出来标注的。而实验二２４０篇文档的数据

效果提升明显，说明对标题进行加权是有效果的。但

集是从１４１６篇文档的特征库中抽取出来标注的，其中

是在人工检验聚类结果时依然发现了一些错误，笔者

６４９７维的特征库为两特征库的并集。

认为原因在于：虽然全文是原始信息，但是不同的文

该实验表明在有足够大量文本后，得到的含有

本包含的信息量不同，可能包含有大量冗余信息。比

ＩＤＦ值的特征词表，对增量聚类的效果影响很小，所以

如：仅包含主题关键信息的短文本与对同主题详细扩

使用静态的特征词表对于聚类效果没有很大影响。但

展描述的长文本计算相似度时，笔者希望相似度能大

当新数据增加足够多后是否会有更大影响，尚不能确

于阈值，划分为同一类，但是由于短文本生成的向量

定。因此，笔者建议，如有可能，特征词表的１ＤＦ值等

过于稀疏，关键词对主题的表达不能显现出来，从而

需在新文档两增加到一定量时进行更新。

相似度低于阈值。

此外，由于是Ｓｍｇｌｅ伽ｓ增量聚类算法，所以当某

５结束语

文本包含２个主题时，会导致这两个主题的类边界模
糊。甚至混合。仅标题和仅实体的情况下就含有这种
情况。

本文采用域加权的方式，通过一种ｓｉｎｇｌｅ．ｐ∞ｓ增量
算法聚类实现面向主题的舆情信息聚类，实验结果表
明该方法是有效的。但是．本方法仍然存在些缺陷：
首先从４．１中可以看出虽然考虑到实体的影响因素，但

４．２实验二

是对于聚类评价的Ｆ值的提升并不大，所以对实体的处
通常涉及ＶＳＭ模型都需要为目标数据集生成专属

理方式后续仍然需要改进，如何发现文档中的关键性

的特征词表，在增量式聚类中加入新文本就需要重新

实体是本研究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此外，本方法未

生成词表。本实验特征词表的策略是静态特征词表，

考虑效率问题，其在超大规模数据集上的效率是否在

即由大量数据集生成一个静态的特征词表，固定ＩＤＦ

可接受范围内，还需要后续的实验检验。

表２对固定ＩＤＦ表的可行性验证

５５

２０１１年第８期（总第８７期）

万方数据

．莓ＩＨＯｅｎｌｌＩ¨ｎ

Ｆｏｒｕｍ－＾●ｏ

阢Ｉ每曩字■书口１匕ｌ石

迈向知识服务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ｌｆ．ｎｅｔ．ｃｎ
——■际科技信息委员盒（ＩＣＳＴＩ）２０１１年夏季大会专书

参考文献
【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摹２６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限』０Ｌ】．［２０１１－０４－１ ｏ】．．ｈ却ｍ岱ｃ船血锄ｎｉｃ．∞口ＩｎＩ们２７９１７１５９３ｄ２３４８地ＩｌＬ
【２】刘毅．略论网络舆情的概念．特点、表达Ｈ传播叽理论界，２００７（１）：１１－１２．
【３】刘毂．内容分析法在同络舆情信息分析中的应用们．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４）：３０％３ｌＯ．
【４】王来华．舆情研究概念：理论，方法和实现热点【Ｍ］．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６．
【５】王来华．论网络舆情Ｈ舆论的转换及其影响川．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０８（４）：６６－６９．
【６】毕宏音．网民的网络舆情主题特征研究们．广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８（７）：１６６－１６９．

【７】许鑫，章成志，李雯静．国内网络舆情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叨．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９（３）：１１５－１２０．
【８】徐鑫，张志成．互联网舆情分析及应用研究田．情报科学，２００８（８）：ｌ １９４－１ ２００．
【９】ＡＬＬＡＮ Ｊ’ＬＡＶＲＥＮＫＯ Ｖ＇ＳＷＡ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ｌｋｉｎ ｔｏｐｉｃ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ｃｔｃｇｔｉｏｎ［ｃ］／／Ｔｏｐｉｃ
ＫｌｕｗｅｒＡｃ．ａｄｃｍｉｃ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２００２，１９％２２４．

Ｄｃｌ鲥ｏｔｌ ａｎｄ Ｔｌ翟蛞ｎｇ：Ｅｖ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０ｌ［黟ｍｉ盈曲几

ａ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ｄｉｃｔｉｏｎ越ｙ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Ｉ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Ｃｙ／ＴｏｐｉｃＤｃｔ蒯ｏｌｌａｎｄＴ矗嘶Ｅｖｍｔ２ｂａｓｃ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 ｏ】ＳＣＨＵＬＴＺ Ｊ Ｍ＇ＬＩＢＥＲＭＡＮＭＹＴｏｗａｒｄ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Ｋｌｕｗｃ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２００２２２５—２４１．

【ｌ】】ＹＡＭＲＯＮ Ｊ．ＧＩＬＬＩＣＫ Ｌ，ＶＡＮ ＭＵＬＢＲＥＧＴ Ｐ＇ｅｔ ａ１．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ｔｏｐ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Ｔｏｐｉｃ Ｖｅｔｅｃｆ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Ｅｖｃｎｔ２ｂａｓ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Ｋｉｕｗ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ｃ：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Ｉｓ，２００２．１１５一１３４．

Ｏ卿ｔｉｏｎ．Ｋ］ｕｗ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２００２，６％８３．

【１２】ＬＥＥＫ Ｔ，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Ｒ Ｍ，ＳＩＳＴＡ Ｓ．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ｔｏｐｉｃ

ｄｅ雠６∞ａｎｄ ｔ ｒｏｃｋｉｎｇ［ｑ／Ｔｏｐｉｃ

ＤｅｌｅＣ６０１１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Ｅｖｅｍ－ｂａｓｃｄ

【１３】ＫＵＭＡＲＡＮ Ｇ，ＡＬＬＡＮ Ｊ．Ｔｅｘ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ｍｅｄ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ｌｃｗ ｅｖｅｎｔ ｄｅ眈６∞【ＣＷ ＰＩⅨ臂ｄｉｒｌ零ｏｆｔｈｅ ＳＩＧＩＲ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Ｓｈｅ币ｅｌｄ Ｓｏｕｔｈ Ｙｏｒｋｓｈｉｒｅ：ＡＣＭ，２００４，２９７．３０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ｅｌ惯ｌｃｅ ０１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４］ＡＬＬＡＮ Ｊ，ＪＩＮ Ｈ，ＲＡＪＭＡＮ Ｍ，ｃｔ ａ１．Ｔｏｐｉｃ－ｂａｓｅｄ ｎｏｖｅｌｔｙ ｄｂ＝ｔ枷ｏｎ［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Ｓｕｎｕｎｅｒ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ＣＬＳＰ，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１９９９．
【１５】ＹＡＮＧ Ｙ＇ＣＡＲＢＯＮＥＬＬ Ｊ，ｆｉＮ Ｃ．Ｔｏｐｉｃ－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ｄ ｎｏｖｅｌｔ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Ｂ【ｃ］／／ＨＡＮＤ Ｄ，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 ８１ｈ ＡＣＭ ＳＩＧＫＤＤ 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ｂｎ丘“ｚｌ∞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ＣＭ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６８８－６９３．

【１６】ＬＡＭ ｗ＇ＭＥＮＧ Ｈ＇ＷＯＮＧ ＩＬ

ｃｔ

ａ１．Ｕｓ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ｎｅｗｓ

ｅｖｅｎｔ

ｄｃｔｃｃｔｉｏｎ叽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ｍａｌ ０１：１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１，１６（４）：５２５－５４６．

【１７】万小军，杨建武．在线新闻主题检测系统的设计与应用【Ｊ】．阜南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０４．３２（１１）：４２－４６．
［１８】黄晓斌，赵超．文本挖掘在网络舆情信息分析中的应用叨．情报科学２００９（１）：９４－９９．
【１９】王伟，徐‘．基于聚类的网络舆情热点发现及分析叨．现代图书情报技术，２００９（３）：７４－７９．
［２０】王昊，苏新宁．基于ＣＲＦｓ的角色标注人名识别模型在网络舆情分析中的应用【Ｊ】．情报学报２００９（１）：８８－９６．

【２１】刘星星，６－ｒ荆Ｆ．热点事件发现及事件内容特征自功抽取研究［Ｄ】．武汉：华中师范大学，２００９．

【２２】李若鹏，李翔，林祥，午．基于ＤＫ算法的互联网热点主动发现研究与实现阴．计算机技术与发展，２００８，１８（９）：１－４．
【２３】黄宇栋，李翔，椿祥．互联网媒体信息热点主动发现技术研究与应用【＿，】．计算机技术与发展，２００９，１９（５）：１．４．
【２４］ＰＡＰＫＡ Ｒ Ｏｎ—Ｉｉｎｅ ｎｅｗ

ｅｖｅｎ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ｌｕｓｍｒｉｎｇ，ａｎｄ ｔｒａｃｉｎｇ［Ｄ１．Ｍ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Ａｍ／ｒｅｓｔ，；１９９９．

【２５】陆伟，夏立新．基于ｏｋａｐｉ的ＸＭＬ信息检索实埂研究【Ｊ】．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６（４）：６０－６４．
［２６１张华平．ＩＣＴＣＬＡＳ分词器【０Ｌ１．【２０１ｌ—０４－２０】．ｈｔｔｐＹ／ｗｗｗ．ｎｌｐｉｒ．ｏｒｇ／７．ａｃｔｉｏｎ－ｃａｔｃｇｏｒｙ－ｃａｔｉｄ－２３．
【２７】张宇，刘雨东，计钊．向量相似度测度方法叨．声学技术，２００９，２８（４）：５３２－５３６．

【２８】数据挖掘导论瞰／ｏＬ】．【２０１ｌ－０４－２０ｉ．ｈ却：／／ｂｏｏＬｃｓｄｎ．ｎｃｔ／Ｉｘ）ｏｋｆｉｌｅｓ／３２７．
［２９】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Ｓ

Ｅ，ＷＡＬＫＥＲ Ｓ．Ｓｏｍ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２．Ｐｏｉｓｓ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ｍｎｉｅｖａｌ［Ｃ］／／Ｐｒｏｃｅｅ，ｌ岫璺ｏｆｔｈｅ １７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ＭＳＩＧＩＲ“ｍ诧蜘ｃｅｏｌ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１９９４，３４５－３５４．
【３０１扬燕，新善，ＫＡＭＥＬＭ．聚类有效性评价综递阴．计算机应用研究２００８，２５（６）：１６３０－１６３２．
作者简介
陆伟（１９７４－）．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信息检索、Ｗｅｂｅｒｇ糊ｔ、数字图书馆，知识管理。Ｅ－ｍａｉｌ：ｒⅨｄｗｈｕ＠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刘屹（１９９０－）。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生。Ｅ－ｍａｉｌ：ｗｈｕ．１０ｕｉｓ＠ｇｍａｉｌ．ｏＤｎｌ
孟謇（１９９０－）。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生。Ｅ－ｍａｉｌ：ｍ咖ｒａ）．ｏ＠肿ｉｌ，ｃｏｍ

陈美杰（１９８８－）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系情报学硕士研究生。Ｅ－ｍａｉｌ：ｈｅｒｏｃｈｅ．０４＠ｇｍａｉｌ．ｏｏｍ

Ｈｏｔ Ｔｏｐｉｃ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Ｗｅｂ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Ｆｉｅｌｄ－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峨Ｌｉｕ蹋Ｍｃｎｇｇｕｉ，ＣｈｅｒｔＹ＇ｍｇｊｉｅ／＂ｒ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扎４３００７２
ｏ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ｓ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ｗｈｅｎ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ｌｈ ｌａ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ｕｎｏｒｄｅｒⅨ１ ｗｅｂ ｐｕｂｌｉｃ

粥ｗ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ｎ舢ｏｌｇａｌｌｉｚａ士ｉｏｎ

ｕｎｓｏｐｏ叫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ｗｅｂ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Ｗｅ １１ｉｇｔｌ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ｂｙ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ｅｘｔ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ｉｏｎ．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ｎｌｉｓ

ｅｘｐＩｅＳｓ ｔｈｅ ｍ锄帕，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Ｂｙ酬曲ｇ呻Ｉ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ｐＩｌｆｐｏ∞ｏｆｔｏｐｉｃ ｄｍｃｃｔｉｏｒＬ Ｉｎ 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 Ｆ－ｍｃａｓｍｅ ｉ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８５‰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ｌｅｔｔｉｎｇ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ｏｎｃｓ．

Ｋｑ八Ⅳｏｒｄｓ：Ｗｅｂ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Ｈｏｔ ｔｏｐｉｃｓ

万方数据

ｗｈｉｃｈ辩ｍｏｒ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ｌｕｓｔｅｒｍ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２０１１年第８期（总第８７期）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