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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海量异构的社会舆情信息进行语义组织, 揭示社会舆情信息之间的多维度关联, 以为后期的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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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分析和决策支持提供重要支撑。
【方法】从政府决策需求出发, 建立基于本体的社会舆情信息语义组织框架,
根据社会舆情信息本体的特点, 采用七步法的本体构建方法, 以 ABC 事件本体为参考模型, 明确其中的概念以
及概念间的关系, 建立社会舆情信息之间的语义关联。
【结果】构建适用于社会舆情信息描述的 POIOM 模型, 完
成本体管理模块的设计。
【局限】论文以访谈和统计分析为主要需求获取渠道, 有待更多的政府决策者用户群体
对需求加以验证和完善。【结论】POIOM 模型对社会舆情信息具有良好的描述能力, 从内容角度深层次地揭示
同一案例不同特征项内容之间的关联, 以及多舆情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内在联系, 基本验证了基于需求的社
会舆情信息语义组织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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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于知识组织工具的研究, 并有成功的实践案例。国外

言

的 On-To-Knowledge[2]、KAON[3]、统一医学语言系统

随着新技术与新媒体的发展, 社会舆情信息也凸

(UMLS)[4]和国内的中国医学语言系统[5]、中国农业知

显出海量(Volume)、瞬刻(Velocity)、全息(Variety)、价

识本体[6]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基于语义的网络信息组织

值低密(Value)、虚实莫辨(Veracity)的大数据特征, 同

的实践应用成果, 国内的代表性研究还有董慧等[7-8]和

时伴随着各种舆情事件的风起云涌, 社会舆情的测度

申欣等[9]的研究成果, 分别为数字图书馆资源组织和

和分析日益复杂化, 急需一种有效的社会舆情信息组

语义信息检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当前国内存在的问

织方式将多种媒介的各类社会舆情信息融合起来, 实

题, 主要是面向具体领域的实际应用项目太少。

现社会舆情信息的细粒度揭示和多维度关联, 以为后
期的挖掘、分析和决策支持提供重要支撑。

基于语义的舆情信息组织方面的技术主要涉及本
体、语义网等, 主要的研究成果如: Kinsella 等[10]利用

近年来, 国内外都十分关注网络环境下信息组织

语义网技术揭示了社会网络中用户及其生成内容之间

系统的理论构建、技术及实践研究, 诸如概念关系揭

的关系; Sleeman 等[11]提出了基于 FOAF 的社会语义网

示、语义网络构建、知识的语义化表达、叙词表、语

络研究方法, 采用规则和机器学习的相关技术发现

义网络、主题图、概念图及本体等信息组织技术及其

FOAF 文档, 并提取网络参与者的相关信息; 王兰成

[1]

实践应用研究等 。已有一些学者和科研单位也专注

等[12]提出一种基于语义相似度的 Web 文本分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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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随 后 又 提 出 基 于 情 报 语 义 关 联 集 成 分 析 的 新 方法
ISAIA, 并运用在智能网络舆情的热点发现与倾向分
析研究中[13]。现有舆情本体方面的研究, 主要是采用
内容分析的方法, 借助人工编码或专门的分析软件解

维度
数据来源

政府关注的舆情事件特征
主流的新闻类网站、有影响力的 BBS 论坛和微
博客等

读舆情本体中高频词汇所反映的现象, 且这些研究主

数据载体形式 以文本信息为主, 辅以图像、音频、视频等形式

要是以典型案例为研究对象, 如凤凰古城收费事件[14]、

事件类型

社会民生、反腐倡廉、司法执法、时事外交、事
故灾难等

涉及群体

公务员、政府官员、医生、城管、学生、老人、
弱势群体等

时间点

重 要 时间 点周围 的 时间 段发生 的 舆情 事件 , 比
如两会、国庆等

地域

北京、广东、湖北、江苏、重庆、湖南等舆情事件
频发地域, 台湾、新疆等敏感地域, 全国范围性

敏感话题

涉及台独、恐怖分子等敏感词汇的话题

热门话题

居于新闻排行榜、评论排行榜中, 跟帖点击频率
高、微博博客转发次数多的话题

立顿茶包事件[15]等。可以发现基于语义的舆情信息组
织的相关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但未形成一
定的规范和标准; 此外, 以典型案例为依托的研究,
虽然问题说明更明确具体, 但广泛适用性和可扩展性
较弱, 还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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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决策需求

本研究借助于本体的思想与技术, 将零散的社会
舆情信息基于语义关联视角进行组织, 以经典的 ABC
事 件 本 体 [16] 为 参 考 , 建 立 社 会 舆 情 信 息 本 体 模 型
POIOM, 基于信息宽时间、广维度和多事件的多维度
视角, 从内容角度深层次地揭示同一案例不同特征项

舆情分析报告》等, 并依据上文分析得到的政府决策

内容之间的关联, 以及多舆情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和

者在群体、时间点、地域、敏感话题等内容特征方面

内在联系, 将多种媒介的各类社会舆情信息融合起来,

的需求为依据, 以人工筛选的方式选取符合其需求的

有利于揭示舆情事件相关信息深层次的含义, 从而对

社会舆情案例总计 213 件, 对事件表述内容借助于

政府应对措施的制定提供更好的决策支持。

面向政府决策需求的社会舆情信息语义

2

组织的意义与思路
面向政府决策需求特征的社会舆情信息特征

2.1

分析
通过调研了解到: 政府决策过程的不同阶段对信

ICTCLAS[20]进行分词处理, 保留了具有实际意义的名
词和动词, 辅以人工干预的措施, 按照词频选取代表
性的词作为各类社会舆情案例的主题标签。对于社会
舆情案例的分类, 中国传媒大学互联网信息研究院发
布的《中国开始进入互联网“新常态”——2014 中国网
络舆论生态环境研究报告》[21], 将其分为反腐倡廉、
司法执法、国防外交、社会民生、时事政治、教育教

息的需求也存在差异, 其主要可以分为来源、载体等

学、事故灾害、交通运输、企业财经和文化建设 10

外部特征和包含涉及群体、时间点、地域、敏感话题

大类, 人民网舆情工作室所建案例库将其按领域分为

等内容特征的需求。本研究结合社会舆情信息的基本

经济生活、社会民生、公共管理、司法事件、文化科

特征(包括事件类型、参与主体、主题、时间、地点等),

教、群体事件、港台国际、地方形象和企业形象 9 大

参考《网络舆情蓝皮书》 、
《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

类[22], 并综合宋余超等[23]提出的分类, 将用于确定社

《危如朝露: 2010~2011 中国网络舆情报
理报告》[18]、

会舆情信息采集与组织的特征标签分为: 政府管理、

[17]

告》 等舆情报告, 政府决策需求特征可从数据来源、

社会民生、国防外交、教育教学、事故灾害、企业财

数据载体形式、事件类型、涉及群体、时间点、地域、

经和文化建设 7 大类。所选取的案例在各类别的分布

敏感话题、热门话题这几个方面进行提炼, 结果具体

如下: 政府管理类 78 个、社会民生类 51 个、国防外

如表 1 所示。

交类 20 个、教育教学类 12 个、事故灾害类 32 个、企业

[19]

以近几年的热点社会舆情案例为对象, 具体选取

财经类 13 个和文化建设类 7 个, 部分案例如表 2 所示。

2007 年至 2014 年时间段所发生的舆情事件案例, 来

社会舆情案例的标签如表 3 所示, 在具体采集与组

源于各大舆情报告以及互联网上报道发布的各大热点

织时可以选已经定义好的标签, 也可以自主添加标签,

社会舆情事件, 如人民网每年度发布的《中国互联网

政府决策者也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修改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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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用于确定社会舆情信息组织标签的部分案例

2016 年

第 7/8 期

域的一种形式化、共享的概念化模型, 它通过对概念
的严格定义和概念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概念的精确含

社会舆情
事件分类

部分案例

政府
管理

季建业被查事件、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案、令计划
事件、微博开房局长、复旦投毒案、南京彭宇案、钱
云会事件、夏俊峰事件、李昌奎案

和计算机进行交流, 其支持语义级的交换[25]。目前不

国防
外交

乌克兰政局剧变、中国南海争端事件、习近平马英九
会面

体、金融本体、法律知识本体、电子政务本体、新闻

社会
民生

H7N9 禽流感事件、凤凰古城收费事件、抢盐事件、
南航急救门事件、养老金并轨改革、三鹿毒奶粉事件、
天价过路费

外主要的通用本体库 WordNet、DBpedia、Cyc、HowNet

教育
教学

天价幼儿园、南科大退学事件、本科生高考阅卷、河
南高考替考事件、人大教授与学生断绝师生关系

事故
灾害

雅安芦山强震、马航航班失联、上海元旦夜踩踏事件、
“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汶川地震、7.23 动车事件、
天津“8.12”爆炸事件

企业
财经

家乐福事件、贝因美汞超标事件、小肥羊假羊肉风波

文化
建设

国足亚洲杯之旅、嫦娥一号卫星奔月工程、上海世博
会、南京梧桐树、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屠呦呦获
得诺贝尔奖

表3

社会舆情案例组织的部分标签

义, 提供对某个领域一种共享的、通用的理解, 帮助人
同的领域积极开发自己领域的本体, 如生物医药本
本体、旅游本体、生物基因本体等, 现已有 4 种国内
和两个比较成功的专业领域本体库生物医学和企业领
域本体库 [26], 然而社会舆情本体的研究鲜有学者涉
猎。社会舆情信息组织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目前此方
面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信息的结构化聚合层面, 未建立
社会舆情信息的多维度关联体系。随着大数据时代的
来临, 研究者的着眼点已不再局限于揭示信息之间的
因果关系, 而是更关注相关关系, 通过应用相关关系,
可以比以前更容易、更快捷、更清楚地分析事物。
在政府公共决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 技术发展带
来的有关民情、民意、民智等社会舆情信息与知识的
传播日益复杂化, 然而在混乱纷杂的数据中寻找有用

社会舆情
事件分类

组织标签

政府管理

违纪、涉嫌、受贿、滥用职权、通报、走私、嫖
宿、行贿、不雅、宣判、刑拘、再审、复查、司
法公正、冤案、疑案、重审

国防外交

中方、交会、会面、中国政府、国情、两国、国
家安全、海峡两岸、美国

社会民生

病毒、养老、中毒、添加剂、造假、超标、感染、
医疗、致癌、急救

教育教学

替考、教改、学术不端、师生关系、外教、学费、
退学、贫困生、作弊

过对社会舆情个案进行不断的存储和积累, 形成不同

事故灾害

地震、强震、火灾、洪灾、泥石流、大雪、相撞、
坊塌、辐射、泄漏

社会舆情个案进行关联和纵向分析, 能够提炼出相关

企业财经

造假、价格欺诈、不合格、收购、山寨、低品、
违规、讨薪

文化建设

诺贝尔、文化保护、历史遗迹、亚洲杯、黄赌毒、
赛事、科研成果、科技

时, 进行更加精确的推断和预测, 洞悉其未来的演化

本体应用于社会舆情信息语义组织与支撑政府

时能够减少因数据缺乏而造成的分析偏差, 也可以避

决策的意义
本体(Ontology)的出现有效地解决了信息组织中

免个人意志带来的主观性、片面性和局限性决策, 从
而优化和完善公共事务决策流程, 使数据驱动的社会

的语义冲突方面的问题, 其概念最早来源于哲学领域,

决策与科学治理常态化, 为社会有序运行提供可靠的

指研究存在的本质的哲学问题, 目前被广泛接受和使

保证。

2.2

用的定义是 1993 年 Gruber

[24]

提出的“本体是共享的概

念模型的形式化规范说明”。本体描述的是某个特定领

的信息和知识也成为政府决策者必须面对的挑战。基
于本体的社会舆情信息组织研究对于政府部门及时、
高效地获取有序化、集成化和知识化的社会舆情信息,
并采取有效措施干预与引导社会舆情的走向具有实践
指导意义, 是社会舆情研究对于政府决策突破困境的
有力支持。
单个社会舆情分析案例都是宝贵的知识财富, 通
类型社会舆情事件的历史案例数据库, 通过对不同的
社会舆情的规律和特点, 可以增强对同类型舆情事件
的认知和理解, 有助于政府在面临新的社会舆情事件
趋势。有了社会舆情本体库的支撑, 政府部门在决策

2.3

基于本体的社会舆情信息语义组织思路
本研究选取社会舆情为研究对象, 主要对社会舆
XIANDAI TUSHU QINGBAO JI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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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事件所属主题、参与主体、发生地点、发生时间、

本研究以 ABC 本体作为借鉴对象; 此外, 也有一些研

网民情感倾向等方面的概念及概念间的关系进行描

究者着眼于具体领域的舆情本体的研究, 如旅游危机

述。借助本体所建立的关联, 将社会舆情信息的多维

事件网络舆情本体 [14]、食品安全网络舆情本体 [15] 等,

语义特征内容进行整合, 由于设置的案例知识库的字

这都是本研究构建 POIOM 的参考。

段更加细粒度, 更容易为新增事件提供相关案例的参

3.2

考。构建社会舆情本体的目标是要形成对于社会舆情

社会舆情信息本体 POIOM 建模
POIOM 建模的目标是帮助舆情事件参与主体,

信息组织结构的共同认可、理解并分析舆情领域的知

特别是政府机构在舆情发展变化的关键节点及时有效

识, 为其他领域本体的构建提供有章可循的方法和技

地采取措施、解决问题、平息舆论风波。为了更有效

术路线, 同时为进一步建立舆情领域语义 Web 奠定坚

地表达社会舆情案例的发展过程和知识结构, 本文在

实的基础。

ABC 本体的基础上进行精简和扩展, 增加个人、组织

chinaXiv:201711.01187v1

针对从新闻报道、微博、博客、论坛等各种舆情

等主体概念和情感、主题等概念, 具体表述如下:

信息源采集的社会舆情信息, 分析主要涉及的概念,

(1) 个 人 (Person) 和 组 织 (Organization) 都 是 概 念

构建社会舆情信息本体的概念模型。社会舆情信息语

Agent 的扩展子类, 个人和组织作为参与主体共同作用

义组织的框架可从外部特征和内容特征两条主线进行

于社会舆情事件, 影响其发展与演变。为了更好地体现

设定, 社会舆情信息的外部特征如标题、时间、来源

参与主体中政府机构的应对效应, 将组织类进一步分

等, 可通过简单的预处理、消歧、过滤等操作获取, 而

为 Government、Media、Social 三个子类, 分别表示政

内容特征如人物、地点、机构、媒体、事件、主题、

府、媒体、社会组织这三类实体, 为了避免概念的混淆,

情感等, 这些知识单元抽取的步骤主要包括中文分

这里的媒体不包含在社会组织中, 社会组织界为除政

词、词性标注、命名实体识别、去停用词、情感提取。

府、媒体之外的各类企业、单位、群体、团队等。
(2) 用情感倾向(Sentiment)来表达某个事件发生

从外部特征和内容特征两个方面展开舆情特征的抽
取工作, 并将抽取的知识单元基于构建的社会舆情

后的情感状态(Situation), 具有时间依赖性。
(3) 用舆情主题(Topic)来表示社会民众在很长时

信息本体揭示其内在的多维度关联, 最后存储到数

间内普遍关注的中介性社会事项, 利于政府决策者对

据库中。

舆情整体的把握。

3

社会舆情信息语义组织框架的建立

3.1

社会舆情信息本体构建方法
目前已有几种经典的本体构建方法, 如 IDEF、骨

在构建 POIOM 模型时, 将社会舆情领域信息分
成了层: 事件层、过程层、行动层、决策层, 如图 1
所示。其中, 描述性的知识定义在事件层, 指定社会舆

,

情事件相互之间的关系; 过程性知识主要定义在过程

但还未形成统一的标准。总的来说, 主要有两种本体

层, 描述了社会舆情事件涉及到的一系列情感状态;

构建思路: 一种是利用本体技术直接构建本体模型;

行动层主要定义政府回应社会舆情事件所采取的行动

另一种是借鉴或者复用已有的成熟本体进行构建。本

知识; 决策层主要定义社会舆情事件应对方案、应急

研究的本体构建将按照七步法的步骤, 借鉴已有的成

预案等知识, 层之间的关系包括参与、响应、参考等。

熟本体, 在分析现有事件模型的基础上, 构建基于本

3.3

架法、TOVE 法、METHONTOLOGY 法、
七步法等

[27-28]

体的社会舆情信息模型(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社会舆情信息的语义关联特征抽取
(1) POIOM 中的概念及其界定

Ontology Model, POIOM)。

本研究定义的社会舆情信息本体 POIOM 的概念

虽然尚未有包含各类社会舆情信息的成熟本体,
但事件是社会舆情信息的依托, 已有一些成熟的事件
[16]

本体模型, 如 ABC

[29]

、PROTON

[30]

、Event-Model-F

等, 相比较而言, ABC 本体具有轻量级、通用性好且概念
清晰等优势, 能够对一般事件过程进行良好的表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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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所示:
| Thing | Happening | Time | Place | File | Resource | Agent | Topic |
Event | Sentiment | Action | Case | Person | Organization | Media |
Social | Government | News | Weibo | Government_management |
Social_living | Defence_diplomacy | Education | Corporate_finance |
Accident_disaster | Cultural_constru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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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OM 建模

社会舆情信息本体主要包含 1 个顶级类 Thing、7

体划分标准参考宋余超等 [23] 对舆情主题的划分, 每类舆情

个一级类、15 个二级类和 3 个三级类, 其中 Thing 是

事件都有对应的舆情主题, 当有新主题时可以自定义添加

万物之源, 其余涉及的概念和类具体如下:

补充, 如表 4 所示:
表4

①Happening 是所有舆情事件的父类, Event、Sentiment、
Action 和 Case 是其 4 个子类, 各子类的具体含义如下: Event

各类舆情主题部分示例

社会舆情
事件分类

主题

政府管理

反腐倡廉、司法执法、官员形象、信息透明、办
事质量

国防外交

港台关系、涉外关系、民族宗教、恐怖袭击

社会民生

食品安全、医疗、就业、环境卫生、住房拆迁、
社会保障

教育教学

教育公平、教育改革、学术诚信、师生关系

②Agent 是 Person、Organization 的父类, 用于表示事件

事故灾害

自然灾害、交通事故、安全生产

中 的 Who/Whom 要 素 , 即 施 事 者 和 受 事 者 。 其 中

企业财经

企业形象、雇佣矛盾、标准生产、物价浮动

Organization 下又包括 Government、Media、Social 三个子类,

文化建设

体育赛事、庆祝活动、娱乐整顿、明星黄赌毒

表示动态事件的概念, 多个 Event 共同组成一个具体的案例;
Sentiment 描述事件发生之前及后续状态, 以事件发展过程
中的情感表现, 主要是针对微博发文、微博评论及新闻跟帖
的情感倾向分析结果的体现; Action 也指发生的事件, 但它
有明确主体, 侧重描述参与主体采取的针对 Event 事件的行
动措施; Case 是指具有关联关系的事件集, 它能够描述由一
个关系事件引起的, 并被相关子事件推动发展的一个完整
的案例。

分别表示政府、媒体、社会组织这三类实体。
③ Topic 表 示 舆 情 主 题 , 包 含 Defence_diplomacy 、

④Time 表示事件涉及的时间, 包括案例的开始时间和

Government_management 、 Education 、 Social_living 、

结束时间、事件发生的时间、行动发生的时间等, 它可以是

Corporate_finance、Accident_disaster、Cultural_construction

十分明确、具体的时间指示词, 如“2015 年 12 月 12 日”, 也

这 7 个子类, 分别表示国防外交、政府管理、教育教学、社

可以是类似“昨天、两天前”这样的相对时间表述词。

会民生、企业财经、事故灾难、文化建设这几类舆情类型, 具

⑤Place 表示事件涉及的地点, 一般由具体的地名展示。
XIANDAI TUSHU QINGBAO JI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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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File 表示已有的应急预案、国家的政策、标准等, 可

对于 POIOM 中的每个概念都有数据属性, 其中

供具体的社会舆情事件案例参考。
⑦Resource 是事件的载体, 指向具体的资源数据, 包括
News、Weibo 两个子类, 分别表示新闻资源和微博资源。
表5
类名

chinaXiv:201711.01187v1

参与主体(Agent)

(2) POIOM 中概念的数据属性
子类继承父类的全部属性, 因此子类的某些与父类相
同的属性不再赘述, 具体如表 5 所示:

社会舆情信息本体数据属性

父类属性

一级子类属性

二级子类属性

中文名称、英语名称

个人(Person)

角色、别称、籍贯、性别

组织(Organization)

负责人、简介

政府(Government)

级别、职责

媒体(Media)

类型、成立时间、
级别

社会组织(Social)

类型、规模、经营
范围、所属行业

舆情事件(Happening)

名称、类型、描述、造成的损失

案例(Case)

新闻报道量、微博发文量、评论量、参与量

情感(Sentiment)

情感级别、负面情感比例值

地域(Place)

地域名、所属省区、经度、纬度

时间(Time)

年、月、日、时、分

资源(Resource)

资源类型、采集关键词、网址、发
布者、发布时间、发布内容

新闻(News)

标题、来源、跟帖数、参与数

微博(Weibo)

转发数、评论数、点赞数、来源
文件名、文件内容、出台时间、
出台机构

文件(File)

建立社会舆情信息语义关联
事件及其涉及的实体可能会与其他事件(或实

系等, 通过语义关联的获取, 可以得到相关事件

体)相关, 社会舆情事件与事件之间也存在此类关

本研究总结了 POIOM 本体中涉及的概念间关

联, 这些关系可以是时间上并发、空间上并现, 也

系 , 如表 6 所 示 , 其中省 略了子类与 父类之间的

可 以是 时序关 系、 相似关 系、 耦合关 系、 因果关

subClassOf 关系。

3.4

表6
概念间关系

的集合。

POIOM 的语义关系及其示例

概念名

示例

相似关系(resemble)

Case

Case

天津港特别重大火灾
爆炸事件

福建漳州 PX 项目爆炸事件

时间关系(is_before、is_after)

Event

Event

爆炸

污染

并发关系(synchronize)

Event

Event

骚乱

踩踏

因果关系(cause、causeby)

Event

Event

台风

暴雨

顺序关系(precede、follow)

Event

Situation

救援

1级

参考关系(refer_for)

Case

File

台湾地沟油事件

国家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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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概念间关系

示例

Event

Case

起火

杭州公交纵火事件

包含关系(has)

Case

Event

杭州公交纵火事件

起火

响应关系(response)

Action

Event

立案调查

起火

参与关系(hasParticipant)

Case
Event

Agent

郭美美事件
道歉

郭美美

在……时间舆情开始(startTime)

Case

Time

南京急救门事件

2015 年 11 月 22 日

Event
Action
Case

Time

微博爆料
立案调查
南航急救门事件

2015 年 11 月 22 日

在……时间发生(happenTime)

位于关系(inPlace)

Event
Agent
Action
Case

Place

突发
北京市卫计委
核实
南航急救门事件

部分–整体关系(part_of)

chinaXiv:201711.01187v1

概念名

2015 年 11 月 26 日
2015 年 11 月 09 日

北京

来源关系(inResource)

Event

Resource

致歉

归属关系(belong)

Person

Organization

马云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报道关系(broadcast)

Media

News

中国新闻网

“北京红会紧急救援中心向南航急救
事件当事人致歉”

采取关系(hasAction)

Government

Action

北京市卫计委

立案

主题关系(hasTopic)

Case

Topic

南航急救门事件

医疗

4

社会舆情信息语义组织的实现与管理

4.1

本体构建与实现结果
通过上文的研究, 可将社会舆情信息本体

《台湾“行政院长”因问题油事件致歉》

POIOM 形式化表示为: DomO={C, RH, RP, I, A}, 其中
C 代表概念; RH 指概念之间或实例之间的层次关系; RP
指概念之间或实例之间的语义关系, 其将不同的概念
和不同的实例联系起来; I 指实例, 代表某个类的具体
实体; A 指公理, 代表永真断言。
采用 Protégé [32]实现了社会舆情信息本体的构建,
实现本体类、属性、关系的定义, 并且为每个类创建
对应的实例, 填充各个实例的属性值。Protégé 4.3 还提
供了本体的可视化展示, 加载 Graphviz 2.28 插件, 选
择 Protégé 4.3 中的 OWLViz 选项, 将所构建的社会舆
情信息本体可视化地展示出来, 具体实现的部分结果
如图 2 和图 3 所示。
4.2

本体管理模块设计
社会舆情信息采集及组织系统以为政府决策提供

结构化、有序、具有语义关联的社会舆情信息为系统
设计出发点, 相当于信息获取与组织的工具, 应包括
4 大功能:

图2

社会舆情本体的树图

(1) 信息采集: 利用网络爬虫技术针对新闻媒体、
微博等舆情信息源进行采集, 可选择具体社会舆情事
XIANDAI TUSHU QINGBAO JI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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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类型领域, 也可以针对某个具体的采集关键词实施
采集;
(2) 语义特征抽取: 通过中文分词、命名实体识
别、去停用词、情感倾向性分析等代码的调用, 抽取
出人名、组织机构名、媒体名、事件、行动等信息, 并
进行存储;
(3) 本体管理: 可实现对所建本体的管理, 不需
重新利用本体编辑软件重新写回修改, 可不断根据政
府决策者的需求对所建的社会舆情信息本体 POIOM
进行修改和完善;
(4) 信息检索: 提供社会舆情信息检索功能, 可

chinaXiv:201711.01187v1

对具体实例信息进行检索, 能够展示搜索结果及其关

图5

5

联信息, 也可查看到该实例的具体信息。

结

“南航急救门事件”案例实例管理

语

社会舆情信息是最有价值的社会信息资源, 对其
进行语义组织有助于进行深层次的社会舆情信息资源
开发, 为社会提供更好的信息和知识服务。本研究以
面向政府决策需求为出发点, 基于语义关联的理论构
建了社会舆情信息本体模型, 并对其实现步骤等进行
探讨。然而, 社会舆情信息语义组织工作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 今后需要在进一步梳理与细致界定政府
决策需求的基础上, 对社会舆情本体进化以及数据关
联关系利用等方面继续开展深入研究。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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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Decision Making
Wang Yuefen1,2 Xing Mengting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2
(Jiangsu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Social Safe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1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paper identifies multi-dimensional associations among social public opinion data with the
help of semantic organization analysis technology. It also provides important support for data mining and
decision-making tasks in the future. [Methods] We first studied the governmental decision-making needs to establish a
semantic organization framework for the 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Second, we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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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and then adopted the “seven-step-method” as well as the ABC event Ontology model to create a new one.
Finally, we established the semantics connection among the 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elements. [Results] We
proposed a new POIOM model and management module for the 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Limitations] This paper
used interview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to assess the information needs. More participants should be included in future
studies. [Conclusions] The POIOM model could effectively describe the social 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It can also
reveal the association among different features of the same case, as well as the logical and internal relationship among
multiple public opinion events.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semantic organization method is feasible and effective to
process social 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Keywords: Government decision demands

Public opinion

Ontology

Semantics organization

ProQuest 与 USC Shoah 合作提供种族灭绝目击者视频证词的访问
ProQuest 已经与 USC Shoah 视觉历史和教育研究所合作发布了视觉历史档案(Visual History Archive)的流文件版本, 提供
了种族灭绝幸存者和目击者共 53 000 份视频证词。
此流文件版本包括新的 ProQuest 搜索功能, 使用户能够找到特定的关键词和相关的 ProQuest 内容——数十亿可供搜索
的内容, 包括学位论文、新闻、杂志文章、学术期刊文章和电子书。 对于图书馆来说, 访问视觉历史档案不再需要专用的互
联网连结和缓存服务器, 大大降低了成本, 消除了下载延迟。
视觉历史档案包括超过 112 000 小时的犹太人大屠杀和其他种族灭绝行动, 包括亚美尼亚大屠杀, 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和
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目击者的视频证词。 视频访谈遍及 63 个国家, 以大约 40 种语言进行, 探索种族灭绝行动之前、期间
和之后的生活情况。整个档案的视频量非常大, 如果一天 24 小时不停地播放, 需要 13 年才能播完。但是, 通过 62 000 个人
工索引的搜索词, 研究人员可以优化搜索结果并精确到分钟。
ProQuest 与 USC Shoah 的合作旨在拓宽视觉历史档案的曝光度。这一合作补充了 ProQuest 现有的索引方法, 帮助用户
检索感兴趣的特定点的视频内容。
此外, 视觉历史档案还在逐年增加中。仅在 2016 年, 就将增加 1 000 份来自柬埔寨和危地马拉种族灭绝以及犹太人大屠
杀的视频证词。
2017 年年末, ProQuest 将在整个 ProQuest 内容中, 包括大量的历史资源库, 如历史报纸、期刊、杂志、政府记录和其他
原始资料库中, 提供对这些视觉历史档案视频证词的检索。例如, 订阅了 ProQuest 历史犹太报纸的图书馆, 可以添加视觉历
史档案到他们的馆藏中, 从而为其服务的学生和研究人员提供更丰富的体验。
(编译自: http://www.proquest.com/about/news/2016/Landmark-Partnership-Improves-Access-to-Eyewitness-Accounts.html)
(本刊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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