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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微博话题处在动态变化中，为了准确的抽取所需的微博话题，在微博文本内容之外，需
要考虑微博的情境依赖关系，而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时间情境。本文提出了一种时间情境依赖的时
序微博话题检测方法。该方法包括四个步骤：文本预处理、微博文本的特征选取、基于主题模型的
文本话题检测、微博话题演化状态的确定。在真实数据上的实验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具有较好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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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微博（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一

种媒体形式，国外的Ｔｗｉｔｔｅｒ、国内的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都有着巨大的用户量和大规模的微

Ｔｏｐｉｃ Ｍｏｄｅ

带来了信息碎片化、上下文信息缺失等诸多问
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种可行的技术手段
是对微博信息进行话题检测，从话题的角度组
织微博信息。

博数据。微博通过不超过１４０个字的短文本

微博话题检测，或者更具体地，微博热门

发布信息。由于微博信息的实时性、多样性和

话题检测，是话题检测（Ｔｏｐｉｃ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Ｄ）

移动化，微博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讨论事

技术¨。在微博数据上的应用。目前，国内对微

件的重要平台。微博的实时性和多样性一方

博话题检测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研究者

面为信息的发布和获取提供了便利，同时，也

的一般思路是将微博信息看作文本，然后利用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六批特别资助项目。网上多源信息的可信度判断与评估模型研究”（２０１３Ｔ６０７４９）
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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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研究方向为信息检索与数据挖掘。

４０

万方数据

文本聚类、话题模型等方法检测微博话题。在

高，传统的ＴＦ－ＩＤＦ策略并不能很好的表示词

这一思路的指导下，现有的研究多是从静态的

汇的重要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郑斐然［２ ３等

角度考察微博话题，对一定时间的微博数据进

引入了词汇增长系数指标，用于选取合适的主

行话题检测。

题词特征；微博文本的情感词特征较一般新闻

微博数据具有多个维度的属性，其中之一

文本要多，情感词对文本话题具有一定的指示

是时间维度。微博话题具有延续性，现有的话

作用，杨亮等［３１利用微博文本的情感特征，特

题是过去话题的演化结果，基于这一考虑，话

别是表情符号辅助检测微博话题。微博话题

题检测需要将时间维度纳入考虑。需要考虑

发现方面，主要的方法有聚类和主题模型两

一种更新式的话题检测方法，即将先前的微博

种：文献Ｋ—Ｍｅａｎｓ等经典的聚类方法常被用于

话题数据作为先验知识，在此基础上考察当前

微博文本聚类，如文献［４］使用了层次聚类和

的话题。另外，话题的演变形式是多样的，一

Ｋ．Ｍｅａｎｓ聚类结合的聚类方式寻找可能的文

个话题可能是长期性的活跃话题，也可能是突

档主题；文献［５］使用基于图论的主题识别方

发话题。人们关注的可能是不同状态下的微

案，较为新颖，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聚类方法；将

博话题，例如：对广告推广者而言，具有延续性

主题模型应用于微博话题检测也已经得到了

的话题可能意义更大；对新闻媒体而言，突发

很多的研究。研究者引入或者提出了一系列

性的话题更具有新闻价值。因此，在微博话题

的微博话题检测模型，如Ａｕｔｈｏｒ

检测时，有必要在考虑时间维度的前提下，对

ｅｌ［５］、Ｔｗｅｅｔｅ．ＬＤＡ

微博话题的演化形式加以区分。

很好的理论背景，但在效果上较其它方法并没

Ｔｏｐｉｃ Ｍｏｄ－

Ｍｏｄｅｌ㈨等等，这些模型具有

本文提出了一种时序中文微博话题检测

有根本性提升；主题模型在实际工作中还常常

方法，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将微博话题的出现

被用于特征降维工作，文献¨３在特征提取中即

和消亡看成一个时序演化的过程，首先根据一

使用了这种策略。

定的时间窗口将微博文本划分为多个部分，利

除了特征选取方面的工作外，研究者也比

用时序相关信息确定微博文本的描述特征；基

较重视处理效率的问题，Ｐｅｔｒｏｖｉｃ等盯１设计了

于选定的特征，对各时间窗口的微博文本利用

一种基于流数据处理的微博挖掘方案，Ｍａｔｈｉｏ—

主题模型进行话题检测：进而对前后时间窗口

ｕｄａｉｋｉｓ［８１给出了一个系统ＴｗｅｅｔｅＭｏｎｉｔｏｒ以挖

内的微博话题进行演化状态检测。

掘微博数据流。这些系统或方案应用分布式

２相关研究

处理技术、流处理技术加快处理速度，对实际

话题检测是话题检测与跟踪（Ｔｏｐｉｃ
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ＴＤＴ）任务的重要组成部

工作有着较大的应用意义。

３微博话题检测方法

分¨］。话题检测是文本挖掘的传统课题，旨在

微博数据是一系列不超过一定长度的短

从文本中挖掘出隐含的话题及其结构，以帮助

文本。尽管微博文本之间存在着转发、评论等

人们了解文本的主题构成。传统的话题监测

关系，但在本文中，为了实现的方便，微博文本

包括在线话题检测（ＯＴＤ）、新事件发现（ＮＥＤ）、

被理解为相互独立，也就意味着本文将忽略微

事件回顾检测（ＲＴＤ）以及话题层次检测（ＨＴＤ）

博文本的作者信息、文本中的＠信息等，而仅

等形式，但无论哪一种形式，这些检测任务都

考虑微博文本的内容特征和时间特征。不同

主要面向新闻文本以及学术文本进行。话题

的微博文本反映了不同的话题。话题检测的

检测常用的方法包括主题聚类方法、基于共词

任务是从微博文本中找出可能存在的话题。

网络的方法、基于主题模型的方法等。

本文的话题检测处理流程包括文本预处

微博话题检测是近年随着微博的兴起而

理、主题词特征提取、主题发现、话题状态识别

出现的问题。微博话题检测需要应用一些与

四个步骤：文本预处理将微博文本处理成一定

传统话题检测技术不同的策略。特征提取方

的格式；继而，应用特征提取方法提取有意义

面，由于微博话题差异性大，特征词汇分散性

的主题词，特征提取的目的是在不过分损失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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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度的前提下进行维数消减，从而降低后续计

据的干扰，同时降低计算复杂度。微博话题检

算的复杂度；方法的第三步是基于提取的特征

测中同样需要应用主题词提取，但同传统的文

对文本进行话题探测；基于话题探测的结果，

本特征提取方法又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本节介

本文给出了一个话题状态的分类方法，基于此

绍微博话题检测中的主题词提取方法。
提取主题词，即确定一定的词汇特征用以

确定话题状态。
３．１

预处理

代表数据集，本质上是文本维度消减的一种形

给定微博数据Ｄ。＝｛Ｄ，，Ｄ２，…，Ｄ。｝，Ｄ．是

式。微博话题探测中，由于单条文本平均长度

第１个时间窗１：３的微博文本集合，预处理包括

较短，而内容随意性大，传统的基于ＴＦＩＤＦ的

两个步骤，一是去除数据中的噪音信息，包括去

特征词识别方法并不适用，因此，需要采用新

除广告文本、去除无意义文本等；二是将文本加
工成合适的格式，具体包括分词、词性过滤。
微博数据的噪音处理非常重要，微博文本
同新闻文本相比内容质量相对较差，包含了大
量的广告文本、转发文本和无意义文本。如果
不加处理，这些噪音数据将会为主题检测带来

的方法来识别主题词。话题意味着人们关注
的事件和活动，这种关注可能是长时间的，也
可能是短期的、突发的，两种情况分别对应着
长期活跃话题和突发话题，两种话题形式是不
一样的，其对应的词汇特征也有所不同，在提
取主题词时需要照顾到对两种情况的考虑。
郑斐然心３等引入的主题词增长系数是微博

较大的干扰。噪音处理的规则是：
（１）去除数据中广告微博，本文使用了朴
素贝叶斯分类器以及一个小型的微博广告标
注数据集，对微博中的广告文本进行去除。选
择朴素贝叶斯分类器的原因在于其相对稳定
的效果和较低的计算复杂度。
（２）对每一条微博文本，去除“＠”符号之

文本主题词提取的一个较好的指标，主题词增
长系数用于确定一个时间窗Ｅｌ的主题词汇，并
不考虑其它时间窗口的主题词。本文关注的是
更新式的话题检测，在描述数据集时，不但要考
虑特定时间窗口的主题词特征，还需要以同样
的主题词特征描述其它时间窗口的数据。因
此，直接使用主题词增长系数并不合适。

后的所有内容。“＠”意味着提到某人或者转
发某人信息。在微博数据中，存在着大量的
“＠用户名”的文本，在不考虑用户互动的情况

给定时序微博数据Ｄ，一｛Ｄ。，Ｄ什，，…，
Ｄ，｝，对任意连续的时间窗口ｔ和ｔ＋１，需要确
定一个词汇特征集合描述Ｄ，和Ｄ．。。

下，这些文本对主题提取意义相对较小，而用
户名的随意性还带来了大量的噪音内容。

（１）对于Ｄ，和Ｄ＋。包含的词汇ｉ，分别计

算其词汇增长速度Ｇ…计算方法如下：

经过以上两个步骤，可以在不考虑发布者
的情况下去除大多数的噪音信息。接下来需

Ｇ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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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二！±！！

ｓｐ＋ｙ’Ｆ。

要将微博数据加工成合适的格式。

（１）

本文采用ＩＣＴＣＬＡＳ分词工具∞１对微博文

其中，Ｆ。表示时间窗口ｊ中词汇ｉ的词频，

本进行分词。在已有的中文分词工具中，ｌＯＴ．

ｊ—ｕ＋１是回溯窗口的大小，ｌ＂ｆｌＳａ７２（Ｆｉ一）表示回

ＣＬＡＳ具有最佳的分词效果。另外，ＩＣＴＣＬＡＳ

溯窗口中词汇ｉ的平均频度，ｓｐ是一个平滑系

可以对词汇做词性标注，这也是本文需要的。

数，通过式（２）得到，其中ｌｅｎｇｔｈ（Ｄ。）表示时间窗

应用ＩＣＴＣＬＡＳ，单个微博文本的分词结果是一

１３

个带词性标注的词汇序列。不同词性的单词

含的词项数。

对文本主题的反映能力是不一样的，本文仅仅
关注名词和动词，即将分词结果中非名词且非
动词的词汇去除。
３．２主题词提取方法
在话题检测中，主题词提取是非常重要的
环节，主题词提取可以在一定程度排除噪音数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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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内微博文本Ｄ。的词数量，Ｉ Ｖｕｌ表示Ｄ。所包

印：紫

㈩

（２）为了确定一个词汇ｉ在时间窗１：３内的
重要性，使用词汇的相对频度，定义为：

盯。＝蒜酱‰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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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舢ｚ（Ｅ）表示ｊ窗口内频度最高的

（１）以Ｐ（ｄ）的概率选定文档ｄ；

词汇的词频，之所以不使用平均值，是因为文

（２）以Ｐ（ＺＩ ｄ）的概率选定主题Ｚ；

本中词汇频次的分布是一个ｐｏｗｅｒ ｌａｗ分布，

（３）对选定的主题Ｚ，以Ｐ（Ｗ Ｚ）的概率生

也正因如此，需要对公式的上下部做ｌｏｇ平滑

成词汇Ｗ。
进而，文档集的生成过程可以表述为下

处理。
利用Ｇ和ＲＦ。两个指标，为单一窗口内的

式：

词汇的重要性进行排序，为了结合利用两个指

Ｐ（Ｄ）一ⅡⅡ（Ｐ（ｄ，伽）州川）

（７）

标，类似于文献［２］的做法，构造一个复合参数：
Ｓｉ一口ｌｏｇ（Ｇｉ）＋（１一ａ）ｌｏｇ（ＲＦｉ）（４）
使用ｌｏｇ（·）的目的是对词频做平滑，这

是文本分析中的常用策略。参数ｏ【用于调节
两个系数对主题词提取结果的影响，１≥ａ≥０。
当ａ为０的时候，仅有词汇相对词频作用于主
题词提取；当ａ为１的时候，仅有词汇增长速
度作用于主题词提取。

取关键词特征，在计算单独时间窗口的Ｓ。得分
后，还需要将相同词汇在不同时间窗口的得分
进行加权处理，以确定最终得分。给定词汇ｉ
在时间窗口ｔ和时间窗口ｔ＋１的得分Ｓ。和
Ｓ叭＋¨计算方法为：
ｃ—ｌｅｎｇｔｈ（Ｄ。）＊Ｓ。＋ｌｅｎｇｔｈ（Ｄ件１）＊Ｓ：Ｉ件１】
ｌｅｎｇｔｈ（Ｄ，）＋ｌｅｎｇｔｈ（Ｄ件１）

１

（５）
对Ｄ，和Ｄ。。包含的词汇，使用公式（４）计
算其得分，根据一定的数量限制取得分最大的
前ｎ个词汇作为后续主题检测的特征词汇。
主题发现
主题发现的方法较多，常用的是聚类的主
题模型两种方法。本文使用主题模型探测微
博文本中隐含的话题，具体地，使用概率潜语

现在，需要对式子中的参数变量进行估

计，由于上式中包含了隐含变量，因此直接应
用最大似然估计是无法得到参数的求解的。
在数学上，对于这一类问题，可以使用期望最
大化（ＥＭ）算法求解，ＥＭ算法首先为隐含变量

值，然后通过比较模型与实际的差别逐步修正
参数估计结果，直到收敛。
ＰＬＳＡ的ＥＭ求解过程包括两个步骤：

眯旧川５错２泰踹
（１）Ｅ－Ｓｔｅｐ

（２）Ｍ—Ｓｔｅｐ

蹦，＝疑舞蔫高

比㈤一显些掣

引训引２爱券酱等品
迭代Ｅ－Ｓｔｅｐ和Ｍ－Ｓｔｅｐ，直到模型收敛，得
到的结果即主体模型的参数。
在上述步骤中，主题的个数需要人工设

义分析（ＰＬＳＡ）。
ＰＬＳＡ是Ｈｏｆｎｌａｎｎ提出的一个文本生成模
型［１ ０１。ＰＬＳＡ可以看作混合主题模型的一个
发展，放宽了混合主题模型对单个文本主题归
属的限制。ＰＬＳＡ假设文档ｄ和词汇Ｗ之间存

在着一个隐含变量（主题）ｚ，２∈ｚ一｛ｚ。，ｚ：，
…，‰｝，Ｚ是固定大小的主题集合。考虑主题
的存在，ｄ和Ｗ的联合概率可以表述为：
Ｐ（ｄ，Ⅲ）２ Ｐ（ｄ）＊Ｐ（ｗ

项Ｗ在文档ｄ中的词频。

以及其它难以直接计算的参数赋予一个随机

（３）为了给相邻的两个时间窗口的文本提

３．３

其中，Ｖ是文档集的词项集合，ｎ（ｄ，Ｗ）词

ｄ）＝Ｐ（ｄ）∑ｐ（ｗ｜ｚ）ｐ（ｚ

题个数设定不同，结果也往往大不相同，一个
合适的主题个数设定会带来较好的主题分析
结果。
除了ＰＬＳＡ外，ＬＤＡ［１¨及其变种在微博话
题发现中有着更多的应用。本文选用ＰＬＳＡ
主要是出于性能的考虑：ＰＬＳＡ和ＬＤＡ在效果
上类似，却有着更小的计算复杂度，对大文本

ｄ）

：∈Ｚ

（６）

这一过程可以表述为：

定，这也是ＰＬＳＡ及类似模型的一个通病：主

而言是合适的。
３．４微博话题状态检测
话题状态检测也是话题检测任务的重要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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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在ＴＤＴ中，话题状态表现为多种形式，

的微博文本条目数目见表１。

本文仅仅关注三种话题状态，即新增话题、持
表１

续话题和消亡话题。

１１

４５０５６

９８７２

２０１２．３

１２

５６７４０

１０３６３

２０１２．３．１３

８９８３３

１６９７６

袋模型下，话题或者主题本质上是词的概率分
布。因此，度量话题的相关性可以通过度量词

指标。本文使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度量两个主
题的相似性，尽管话题的词项概率分布不是严

去噪后

２０１２．３

后时间窗口的话题度量话题间相关性。在词

法很多，如ＫＬ距离、相关系数、余弦相似度等

去噪前

时间

从微博文本中抽取出话题以后，可以对前

项概率分布实现。度量两个分布的相似性方

去噪前后微博条目

对去噪后的微博文本使用ＩＣＴＣＬＡＳ分词
器分词并做词性标注，仅保留其中的名词、动
词以及自定义词汇。进而，对词汇进行停用词

处理，停用词表为《哈工大停用词表》¨“。经
过去噪、分词、词性过滤，共得到候选词汇

格的正态分布，但在文本挖掘中，应用皮尔逊

２６０８１个。这些词汇作为后续主题词识别的

相关系数度量话题相似性是比较有效的¨引。

候选词。

给定话题ｔ。对应的词项分布Ｘ和话题ｔ，

本文实验将时间窗口设为一天：将微博文

对应的词项分布Ｙ，分布Ｘ和分布Ｙ的皮尔逊

本根据发布日期划分，每一天的微博文本同处

相关性计算公式如下：

在一个时间窗口。

Ｐ（Ｘ川一击砉（学）（ｙ彳．－－ｙ）

主题词识别

４．１

应用公式（５）对候选词汇进行打分。公式
（８）

（５）是一个复合公式，其中包含有可供调节的

其中，ｎ是样本数量，叉是Ｘ的样本平均

参数ａ，不同的参数取值对主题词识别的影响

值，盯。是Ｘ的标准差。
ｐ（Ｘ，Ｙ）描述的是两个分布的线性相关程
度。１≥ｐ（Ｘ，Ｙ）≥０，若ｒ＞０，表明两个变量

较大。表２给出了不同参数下得分最高的词
汇（笔者手动删除了一些因分词错误带来的无
意义词汇）。

是正相关，若ｒ＜０，表明两个变量是负相关。
表２不同的ａ取值下主题词识别得分

利用皮尔逊相关性计算方法，对前后相继
的话题集合Ｚ．和话题集合ｚ。，定义：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５

０．８

１

对ｚ。中的话题Ｚ：

手机

合并

合并

合并

合并

合并

（１）话题Ｚ为新兴话题，如果：Ｔｒ／Ｘ２Ｘ（ｐ（ｔ，

世界

手机

土显

祈愿

祈愿

祈愿

时间

世界

手机

公牛

公牛

公牛

东西

时间

世界

植树

流星

树木

女人

希望

时间

失眠

植树

流星

活动

睡觉

优酷

早安

树木

爱护

希望

土显

希望

土显

爱护

植树

男人

心情

睡觉

流星

早安

尼克斯

看看

优酷

失眠

爱护

失眠

早安

爱情

活动

中国

树木

尼克斯

失眠

心情

女人

植树

优酷

土显

见习

照片

中国

心情

年龄

优酷

烟花

天气

爱情

活动

心理

见习

信心百倍

人生

东西

女人

尼克斯

烟花

许愿

中国

人生

工作

睡觉

许愿

土显

需要

工作

爱情

手机

信心百倍

干爹

关注

事情

人生

时间

年龄

优化

事情

需要

东西

烟花

干爹

年龄

体验

老师

事情

希望

心理

优酷

ｚ＾））≤０，Ｖ ｚ∈Ｚｎ
（２）话题Ｚ为持续话题，如果：ＴＦ／ｚＺｌ＂（｜０（ｔ，
ｚ。））≥０，Ｖ。∈Ｚ一
对Ｚ。中的话题ｔ，

（３）话题ｔ为消失话题，如果：砌ｚ（ｐ（ｔ，
ｚＢ））≤０，Ｖ三∈ＺＢ
其中，Ｔ／仳ＺＸ（·）表示集合中最大的元素。
４

最高的前二十个词项

实验
实验使用的数据集是来自张华平开放的

微博数据集¨３。，时间跨度为２０１２年３月１ １日
到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３日。数据不包括用户信息，
仅有微博文本和发布时间。
为了减少噪音信息对话题检测的影响，对
数据集做去噪处理，去哚处理前后数据集含有

２０１ ３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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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ａ的作用是调节两个系数对主题词

得到每个词汇应用公式（５）的得分后，实

提取结果的影响，当口为０的时候，仅有词汇相

验选取得分最大的前两千个词项作为后续话

对词频作用于主题词提取：当口为１的时候，仅

题检测的特征集。

有词汇增长速度作用于主题词提取。在表２

４．２

主题识别和状态判定

中，当口取较小的值时，出现在前面的多是词

基于ＰＬＳＡ的主题识别方法要求预设主

频较高的词汇，而当理取接近于１的值时，增长

题数量，实验设预设主题数量为５０。应用ＰＬ．

速度较快的词越来越多排在了前面。为了在

ＳＡ对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２日的微博以及２０１３年３

相对词频和增长速度之间取得平衡，本文试验

月１３日的微博文本分别做主题识别。主题识

中，口参数值设为０．５。

别的部分结果见表３。
表３部分主题识别结果

２０１２年
３月１２日

２０１２年３
月１３日

植树节

植树绿色好友达到移动结局话费相逢红豆友谊充值

雷锋

感动指数雷锋回归文件做好道德投入演绎不足花朵得了

限酒令和茅台酒

茅台发表消费放松条件饮料借口失落停止培养养成公款

土豆优酷合并

土豆优酷合并宣布有限公司米饭时机意料提出北大参考交换

桃姐上映

电话桃姐电视红色结婚父母女儿香港办法祝福不知老人

星座

星座射手双鱼网络狮子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天蝎座冠军处女座金牛座

苹果ｉｐａｄ３

苹果联系发布长大研究利用产业奖励兴趣祈祷扑克说谎

两会

习惯建议两会用户思念留下贵州玩具法律通知系列

土豆优酷合并

土豆优酷合并视频宣布成都错过有限公司加班双方股份

公务员

国家发展政府服务思想公务员婚姻迷失办公室事实人大代表

ＮＢＡ

直播公午宽谷赏伤尼克斯移民外表罗斯下手胖子林书豪重视

星座

星座双鱼射手天秤座狮子金牛座天蝎座狮子座毕业双子座巨蟹座处女座

茅台

新闻使用消费充满茅台记者下雨心灵气质收八工程条件奢侈品

从上面的主题识别来看，本文提出的方法

检测方法，这一方法包括四个步骤：文本预处

具有一定的有效性。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２日和３月

理、主题词特征选取、话题发现和话题状态识

１３日的一些热点时间都在话题检测结果中有

别。实验结果证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具有一定

所体现，如土豆优酷合并、植树节、“限酒令”事

的有效性。本文的主要工作在于两个方面，一

件、ＮＢＡ等等。当然，话题识别结果还包括“星

是特征主题词的选取，由于微博文本的特性，

座”等，这些内容也构成了微博上的热门话题。

传统的ＴＦＩＤＦ策略不能用于提取微博文本的

需要注意的是，主题建模方法并不能保证得到

特征词，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跨时间窗口特征

的每个主题都有明确的意义。

主题词选取策略：同时提出了一个微博话题状

在确定话题以后，还需要对话题的话题状

态的分类策略和划分方法。

态进行确定，应用公式（８），可以发现，在上述

本文的方法还存在很多改进空间，首先，

主题中，“星座”、“土豆优酷合并”、“茅台”等都

本文的噪音处理策略并不完善，一个好的噪音

属于稳定话题，而３月１２日出现的“植树节”

处理策略将会大幅度提升话题检测效果：其

话题则属于消亡话题，３月１３日并没有新增

次，本文对微博数据的内部特征利用较少。如

主题，这同我们的直观感觉是符合的。

何更好的去除微博文本中的噪音数据，如何利

５

用微博数据的内部特征以检测微博话题将是

总结
本文提出了一种时序中文微博文本话题

未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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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ｙｓｉｓ［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ｊｎｇｓ

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Ｍｏｒｇａｎ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１１］Ｂｌｅｉ

Ｏ Ｍ，Ｎｇ Ａ Ｙ，Ｊｏｒｄａｎ Ｍ Ｉ．Ｌａｔｅｎｔ Ｏｉｒｉｃｈｌ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ｅｅｎｔ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ｉｎ ａｒｔｉ—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Ｉｎｃ，１９９９：２８９—２９６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ｌ，Ｊ］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３（３）：

９９３．１ ０２２

［１２］曼宁．统计自然语言处理基础［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４－３５
［１３］张华平．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１日到３月２４日新液微博的６０万条实时徽博消忠，数据堂：科研数据共享平台Ｉ，ＥＢＩＯＬ］．
１２０１３—０６·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ａｔａｔａｎｇ．ｃｏｍ／ｄａｔａ，４２５０５
［１４］哈工大信息检索实验窒等．停用调集合（哈工大停用词表、ｍ：ＵＩｌ大学机器智能实验室停用词库、百度停用词表），
数据堂：科研数据共享平台Ｉ，ＥＢＩＯＬ］［２０１３－０５－０７］．ｈｔｔｐ：／／ｗｗｗ

ｄａｔａｔａｎｇ

ｃｏｒｎ／ｄａｔａ／１９３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７－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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