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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国家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共同关注的事件越来越多。及时

获取不同国家的事件信息，把握不同国家的事件动态及事件

间的关联关系，掌握不同国家对同一事件的观点，对于促进

国际交流合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研究难点

多语言知识稀缺
单语事件分析：面向单语言的

热点事件发现、跟踪、分析及

预测等任务，已形成较为完善

的事件分析系统。

跨语言事件分析：面向高资源

语言的跨语言事件分析已有相

关研究。

1. 多语言知识稀缺：如何构建多语言知识图

谱，为多语言事件分析等任务提供知识支

撑。

2. 多语言文本语义理解困难：低资源语言翻

译技术不成熟，如何实现语义空间对齐是

难点。

3. 多语言语料稀缺：面向东南亚等资源稀缺

语言开展事件分析和观点挖掘面临标注语

料稀缺，有效实现跨语言事件是难点。

存在问题

面向资源稀

缺语言的跨

语言分析

研究现状



主要研究工作

多语言知识图谱

多语言知识获取

多语言实体对齐

多语言实体链接

多语言文本表征

多语言词对齐

多语言深度语义

多语言事件分析

跨语言事件抽取

多语言事件关联

多语言观点挖掘

多语言情感分析

多语言摘要

多语言事件分析

多语言事件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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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迁移学习的多语言实体识别

Huang X, May J, Peng N. What Matters for Neural Cross-Lingual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EMNLP2019

• 任务：实体识别是构建跨语言知识图谱的基

础。

• 问题：低资源场景实体识别标注数据稀缺

• 方法：利用高资源语言标注数据，迁移知识

到低资源语言。首先基于双语词嵌入实现不

同语言的语义对齐，然后利用双语词典增强

不同语言的嵌入表征，最后实现跨语言实体

识别。



基于多视角的多语言实体对齐

Yang H W, Zou Y, Shi P, et al. Aligning Cross-Lingual Entities with Multi-Aspect Information. EMNLP2019

• 任务：将源语言实体对齐到目标语言中

• 问题：实体存在歧义性

• 思路：将实体映射到高纬语义空间，将

实体对齐任务转换为相似度比较任务。

利用实体的结构信息、关系信息以及属

性信息实现多视角的特征嵌入。



基于多特征融合的跨语言实体链接

Sil A, Kundu G, Florian R, et al. Neural cross-lingual entity linking[J]. arXiv 2017.

• 任务：将源语言抽取的实体，链接到目标语言知识库

• 问题：实体与知识库中多个候选实体对应

• 思路：将跨语言实体链接任务转换为实体和候选实体相似

度比较的任务。基于双语词嵌入，利用实体的上下文语义

进行实体消歧。



基于枢轴语言的跨语言实体链接

Rijhwani S, Xie J, Neubig G, et al. Zero-shot neural transfer for cross-lingual entity linking. AAAI 2019

• 任务：极低资源下的跨语言实体链接

• 问题：缺乏双语词嵌入或者双语词典等资源

• 思路：利用高资源语言作为枢轴语言，借助枢轴

语言和低资源语言的相似性。构建高资源和低资

源相似语言的字符级相似度模型，基于此训练实

体链接模型。



多语言知识图谱
NELL

• 多语言知识图谱对于多语言理解、多语言事件分

析等任务有着重要作用。

• 目前代表性多语言知识图谱有：

DBpedia：127种语言、2800万实体、95亿三

元组

Yago：45种语言、459万实体、2400万三元组

Freebase: 6800万实体、24亿三元组

XLORE：清华大学开发，大规模中英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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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言文本语义表征

• 多语言文本语义表征的核心任务就是在高纬的空间中实现不同语言的对齐。
• 目前主要包括多语言词嵌入和多语言深度语义表征任务。



基于映射的跨语言词嵌入方法
• 任务：利用双语词典实现多语言词嵌入
• 思路：将跨语言词嵌入看做一个高纬空间对齐的任务。

首先在单语上分别训练单语词嵌入，然后基于双语词典，
学习一个映射函数，实现源语言和目标语言词向量在高
纬语义空间上的对齐。

Glavaš G, Litschko R, Ruder S, et al. How to (Properly) Evaluate Cross-Lingual Word Embeddings: On Strong Baselines, Comparative Analyses, and Some 
Misconceptions. ACL2019



基于自学习的多语言词嵌入方法
• 任务：实现低资源场景下的词对齐

• 问题：双语词典规模较小

• 思想：首先利用已有的种子词典实现语义空间

映射，然后检索语义相近词扩充词典。迭代训

练这个过程，得到更好的映射矩阵和词典。

Vulić I, Korhonen A. On the Role of Seed Lexicons in Learning Bilingual Word Embeddings. ACL2016



基于对抗网络的无监督多语言词嵌入方法
• 任务：无监督多语言词对齐方法

• 问题：低资源语言中双语词典资源缺乏。

• 思想：基于对抗学习方法，通过无监督的方

式实现对齐。利用生成器将源语言映射到目

标语言，利用鉴别器判断其是来自于源语言

的映射还是目标语言，实现多语言双语对齐。

Lample G, Conneau A, Ranzato M A, et al. Word translation without parallel data. ICLR2018



基于预训练模型的多语言深度语义表征
• 任务：基于深度学习框架，实现多语言句子及文档的统一表征

• 思想：基于预训练语言模型，利用大规模单语语料，基于

Transformer架构来处理不同的语言，学习到两个语言之间的

对应关系， 使得模型具有跨语言迁移能力。

Conneau, Alexis and Khandelwal, et.al. Unsupervised Cross-lingual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at Scale. Arixv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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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言事件关联分析及观点挖掘任务

多语言事件关联分析及观点挖掘

p多语言事件抽取

p多语言事件关联关系

p多语言观点句识别

p多语言情感倾向性分析

p多语言摘要



基于结构迁移的多语言事件抽取

Lu D , Ji H , et al. Cross-lingual Structure Transfer for Relation and Event Extraction. EMNLP 2019.

• 任务：从多语言文本中抽取事件要素及关系

• 问题：低资源语言缺乏标注语料

• 思路：利用多语言词向量实现不同语言的统一表征，

同时借助图卷积网络，编码不同语言的依存句法结构

获得不同语言的结构化表征，实现特征和结构信息的

迁移。



基于双语主题和因子图的多语言事件关联分析

• 越南语主题词

事件1

• 泰语主题词

事件2 • 老挝语主题词

事件3

• 任务：判断不同语言下的事件是否关联

• 思路：将多语言事件关联分析转换为多语言文本相似度任务，首

先基于双语主题模型表征双语文本，在此基础上，依据多语言新

闻事件的文本相似度构建事件因子图，实现事件关联强度分析。

唐莫鸣, 朱明玮, 余正涛, 唐培丽, 高盛祥. 基于双语主题和因子图模型的汉语－越南语双语事件关联分析.中文信息学报, 2017, 31(6):125-131.



基于双向交叉注意力的多语言事件关联分析

• 任务：判断不同语言下的事件内在逻辑关系类型

• 思路：基于深度学习框架，将时序关系识别转化为基于上下

文语义的分类问题。首先利用双语词向量实现不同语言映射

到同一语义空间，然后基于双向交叉注意力，综合考虑不同

语言之间以及同一语言句子内部的上下文信息，最后实现时

序关系分类。

 Wang J, Guo J, Yu Z, et al. Temporal Relationship Recognition of Chinese and Vietnamese Bilingual News Events Based on BLCATT. CSCW2019



基于多特征融合的多语言事件观点句识别
任务：输入不同语言的新闻事件文档，从中识别出事件观点句。

问题：新闻事件中观点句的情感表达不明显；不同语言差异较大，句

子难以对齐；低资源语言的标记语料的缺失，导致新闻观点句识别效

果较差。

思路：构建双语词嵌入模型，将句子的主题、情感和位置等特征融入编码层和

注意力机制，得到句子在不同语言文档中的综合表征，并结合句子的语义特征

进行观点句识别。

林思琦,余正涛,郭军军,高盛祥.   融入多特征的汉越新闻观点句抽取方法.   中文信息学报   2019.



基于对抗学习的多语言情感倾向性分析
任务：输入不同语言的主观句或观点句，判断其表达的情感倾向性。

问题：如何构建双语的情感表达映射或关联，以及如何获得情感知识。

Chen X , Sun Y , Athiwaratkun B , et al. Adversarial Deep Averaging Networks for Cross-Lingual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ACL 2018  

思路：基于对抗学习，将从资源丰富语言上学习到的知识迁移到未标记数据的低资源

语言上。模型输入带标注的源语言句子和未标注的目标语言句子，利用共同特征提取

器提取两个句子特征，进行情感倾向性分析。



基于句子关联图的跨语言文本摘要
任务：实现描述同一事件的多种不同语言新闻的联合摘要
思路：构造多语言不同文档的句子关联图，并将句子关联图融入到序列到序列模型的注意力机制中，利用句
子间不同的重要性，联合生成多语言摘要。



基于序列到序列模型的跨语言文本摘要

Zhu J, Zhou Y, Zhang J, et al. Attend, Translate and Summarize: An Efficient Method for Neural Cross-Lingual Summarization. ACL2020

任务：输入源语言得到目标语言摘要
思路：利用Transformer模型强大的表征能力，直接将文本翻译的能力引入到跨语言摘要的模型中，同时实
现实现摘要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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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趋势

p面向低资源的多语言知识图谱构建

p面向低资源及差异化语言的语义空间对齐方法

p面向知识驱动的多语言事件分析方法

p面向多语言的话题关联、演化以及态势分析方法

p面向多语言的细粒度观点挖掘方法

p面向多语言的对比摘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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