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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社会突发事件的分类和等级研判作为应急处置中的一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
目前研究多数采用人工或规则的方法识别证据进行研判，由于社会突发事件的构成
的复杂性和语言描述的灵活性，这对于研判证据识别有很大局限性。本文参考轜事件
抽取輢思想，事件类型和研判证据作为事件中元素，以轂轩轌轓轔轍輭轃轒轆方法细粒度的识
别，并将二者结合，分类结果作为等级研判的输入，识别出研判证据。最终将识别结
果结合注意力机制进行等级研判，通过对研判证据的精准识别从而来增强等级研判的
准确性。实验表明，相比人工或规则识别研判证据，本文提出的方法有着更好的鲁棒
性，社会突发事件研判时也达到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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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言言言

近年来，社会突发事件频发，给人们带来了巨大影响，也给应急处置带来了巨大挑战。社
会突发事件突然发生的特性和所具有的破坏性，要求应急处理必须做到时效性和准确性，从而
来及时止损。而社会突发事件类型和等级研判作为应急处置的起始部分，决定着后续应急预案
能否快速准确地实施。目前，国内对社会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已初具规模，但如果让应急决策
者手工去处理应急处置中的所有部分，可能会缺乏效率，延误最佳的应急时机。因而，社会突
发事件类型和等级的自动研判在应急处置中非常关键。

国内较早便开展了社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相关工作，由于当时标准不明，研究多是
探索性的。輲輰輰輶年，国家在总体应急预案中发布了有关突发事件类型和等级的标准后，相关
研究便逐渐多了起来。然而，此标准更多注重的是对突发事件类型全面覆盖，对等级划分
标准并未作出详细说明，导致目前大多数研究更多注重的是对应急处置的综合性评价，强
调了应急处置的风险性，轉轶轩轣轡等 輨輲輰輱輹輩通过模糊决策的方式来确定雷电的位置对输电网的影
响，轓轥轤软轶轡等 輨輲輰輱輸輩使用模糊推理方法来对海上突发事件进行等级研判，轓轵轮 輨輲輰輱輸輩采用了直
觉模糊集理论，并结合层次分析法从而实现对水利工程施工应急救援方案的定量评价。近些
年来，基于机器学习方法也逐渐开始展露，轈软轵等 輨輲輰輱輳輩将聚类方法运用在突发事件应急物资
的分类上，轑轩轵等 輨輲輰輱輹輩和轆轵等 輨輲輰輱輶輩结合贝叶斯模型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中进行运用，商
丽媛等 輨輲輰輱輴輩融合支持向量机的方法实现对突发事件的等级研判，徐绪堪等 輨輲輰輱輸輩在商丽媛
等 輨輲輰輱輴輩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随机森林的突发事件等级研判方法。虽说现有研究有一定的效
果，但还是存在一些不足，目前对于应急处置中等级研判证据大多采用人工或规则方法。人工
提取研判证据，则需大量人力，且进行研判时也需人工识别研判证据，灵活性较差；采用规则
方法，规则库的建立需要专家大量的时间进行总结与归纳，并且中文语言灵活多变，还会存在
规则库建立不完全的问题，如例輱和例輲所示。

例例例1：：：輲輰輲輰年輱月輹日，武汉市出现首首首例例例新新新冠冠冠肺肺肺炎炎炎病病病亡亡亡患患患者者者，经核酸检测方法共检测出新新新型型型
冠冠冠状状状病病病毒毒毒阳阳阳性性性结结结果果果15例例例。

例例例2：：：截至輲輰輲輰年輱月輱輵日，武汉市累计报告新新新型型型冠冠冠状状状病病病毒毒毒感感感染染染的的的肺肺肺炎炎炎病病病例例例41例例例，在治重
症輵例，死死死亡亡亡2例例例。

例輱中和例輲中，轜首例新冠肺炎病亡患者輢和轜死亡輲例輢同时指向了死亡人数，而轜新型冠状
病毒阳性结果輱輵例輢和轜感染的肺炎病例輴輱例輢同时指向了感染人数，对轜死亡輢和轜感染輢人数方面
的研判证据采用了不同的描述形式，规则方法将无法保证规则集覆盖所有的研判证据描述。

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现研究方法在研判证据提取上还存在着许多不足，这些不足直接影
响了后续应急处置的精准性。本文提出的基于轂轩轌轓轔轍輭轃轒轆的序列标注研判方法，实现了对研
判证据更加细粒度化的识别，并结合注意力机制达到对突发事件精准研判的目的，而目前的社
会突发事件研判研究重点并不在此。相比较于以往研究，本文有两个优点，一是序列标注模型
识别出的研判证据更加的灵活和准确，没有人工的繁琐，比规则的精确。二是以往研究中大多
数只考虑了应急处置中的某一个环节，而忽略了不同环节之间的影响性，本文将分类和等级研
判结合，并在进行等级研判时融合注意力机制分配不同证据之间的权重，优化社会突发事件研
判任务效果。

2 基基基于于于BiLSTM-CRF的的的突突突发发发事事事件件件研研研判判判方方方法法法

社会突发事件研判任务是指针对某一条突发事件文本判定其具体突发事件类型和突发事件
等级。受轍轵等 輨輲輰輱輹輩和轈轥等 輨輲輰輱輸輩的启发，参考轜事件抽取輢的思想，将社会突发事件研判任
务划分为事件识别、事件分类、研判证据识别和等级研判四个子任务，通过对整个研判任务的
细致划分，获取更加精准的事件语义信息，达到增强研判效果的目的。

事件识别通过识别事件触发词，判断文本中是否含有事件，来达到识别事件的目的，
如：轜婚庆现场发生了爆炸輢，识别到了轜爆炸輢为事件的触发词，即可知道文本中含有突发事
件，再通过对触发词进行分类，从而确定文本突发事件的类型，由此便可知事件发生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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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是什么类型。对于突发事件等级研判，其关键是研判证据的识别，但中文语言的不规格化
和灵活性导致现有研判证据识别准确率低，突发事件等级研判的效果差。为了提高突发事件等
级研判证据识别的准确率，本文在研判证据识别中结合事件分类任务，融入突发事件类别信
息，突发事件类型不仅会加强研判证据的识别能力，并且会对突发事件等级研判有很大影响，
如轜台风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輱輳级（輳輸米輯秒）輢，通过识别到轜台风輢，可知发生了突发
事件，事件类型为轜气象灾害輢，当知道突发事件类型为轜气象灾害輢时，人为便可以联想到轜台
风輢、轜暴雨輢、轜大雾輢等具体气象灾害事件，便可知推测到轜风力輢、轜降雨量輢、轜能见度輢等事件
元素为研判证据，由此便可看出事件类型对研判证据识别的影响较为明显。在进行等级研判
时，为了避免其它因素的干扰，只将事件类型信息和研判证据作为等级研判的判别特征，整个
方法框架图如图輱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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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輱中可以看到，方法流程为先进行事件识别和事件分类，再进行研判证据识别，最后完成
等级研判。研判证据的识别在输入层结合了事件分类的结果，再将识别出来的研判证据和分类
结果进行等级研判。对研判证据的精准识别，可在进行等级研判时减少其他因素的影响，让等
级研判只跟识别出的研判证据和类别信息相关，由此研判的等级会更加的精确。

2.1 事事事件件件分分分类类类与与与研研研判判判证证证据据据识识识别别别

事件分类采用了标注模型实现，包括触发词的识别和分类，将识别出的触发词进行分类，
即可确定突发事件的类别，与分类模型相比，标注模型对识别文本语义相似的不同类别事件有
着更好的效果。事件分类的实现方法基于轂轩轌轓轔轍輭轃轒轆模型，轂轩轌轓轔轍輭轃轒轆的模型可以同时完
成触发词识别和突发事件分类，减少错误传播，从而最终分类结果较好。首先文本经过字符嵌
入后，输入到轂轩轌轓轔轍模型中，再通过轃轒轆方法获取序列标注结果，方法过程由上述图輱可以看
出，测试文本经过模型识别出轜爆炸輢、轜纵火輢等为激活事件元素，再而进行事件分类，分成轜安
全事故輢、轜刑事事件輢等类别，从而得到了事件类型信息。
本文提出的方法中，突发事件类型会作为等级研判环节的一部分，主要影响表现为：一是

作为研判证据之一成为等级研判的输入，与其它研判证据不同的是，突发事件类型含有突发事
件的类别信息，可作为单独任务提供信息，也可结合其它任务，当作为单独任务则是事件分类
任务，识别事件进行分类，而不为单独任务时，则可成为等级研判的一环，从而来提升等级研
判的效果。其次便是类别信息对研判证据的影响，如上述所说，当发生了轜气象灾害輢事件，可
以推断出轜风力輢、轜降雨量輢等可能为其研判证据，由此便可看出类别信息很大程度上能帮助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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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证据的识别。现有的突发事件的等级研判方法，由于研判证据的非标准化，传统方法很难精
准识别出研判证据，而轂轩轌轓轔轍輭轃轒轆的序列标注模型则可以细粒度地识别这些研判证据信息，
再者考虑到类别信息对研判证据识别的影响性，因此本文提出了基于类型信息融合的研判证据
识别方法，此方法以轂轩轌轓轔轍輭轃轒轆模型为基础，通过结合类别信息和原始文本，将得到的突发
事件分类结果，融合到研判证据的识别中，从而提高研判证据识别准确度，研判证据识别模型
的框架图由图輲所示。

...

...

...

...

...

0 B-Type I-Type O

...

输入层

BiLSTM层

CRF层

输出层

...

文本嵌入

分类结果嵌入

事故造成28人死亡，后续救援正在进展中

O 0 O O B I I I I O O O O O O O O O O

研判证据识别结果
文本片段：

识别结果：

研判证据识别结果： 28人死亡

轆轩轧轵轲轥 輲輺 研判证据识别模型

图輲研判证据识别模型中，输入层中由下往上分别表示突发事件分类输出结果和文本向量表
示，将其类别信息与当前输入结合经过轂轩轌轓轔轍层进行处理，再通过轃轒轆层得到预测的序列标
注结果，则可得到研判证据识别结果。

输输输入入入层层层：：：类别信息向量矩阵和输入文本向量矩阵的结合语义向量表示。采用了预训练模
型轂轅轒轔（轂轩轤轩轲轥轣轴轩软轮轡转 轅轮轣软轤轥轲 轒轥轰轲轥轳轥轮轴轡轴轩软轮 车轲软轭 轔轲轡轮轳车软轲轭轥轲轳）来获取文本的语义向量
表示，轂轅轒轔发布以来，在自然语言处理研究多项任务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轂轅轒轔采用了双
向轔轲轡轮轳车软轲轭轥轲 作为特征抽取器，可以获取更丰富的语义信息，文本经过轂轅轒轔模型将进行字符
级嵌入转换成向量形式。类别信息和输入文本经过轂轅轒轔获取到各自的语义向量表示，结合作
为输入层。

BiLSTM层层层：：：由轂轅轒轔传过来的向量矩阵，经过轂轩轌轓轔轍层从而来得到更多的语义信
息。轌轓轔轍（转软轮轧 轳轨软轲轴輭轴轥轲轭 轭轥轭软轲轹）为长短时记忆神经网络，是轒轎轎的一个变种，用于
解决轒轎轎在时间序列中长期依赖丢失的问题。轌轓轔轍的输入为向量矩阵，经过下列步骤则可以
得到隐藏层的向量表示。

ft 輽 σ輨Wf · 轛ht−1, xt轝 輫 bf 輩 輨輱輩

it 輽 σ輨Wi · 轛ht−1, xt轝 輫 bi輩 輨輲輩

gt 輽 tanh輨Wc · 轛ht−1, xt轝 輫 bc輩 輨輳輩

Ct 輽 it ∗ gt 輫 ft ∗ Ct−1 輨輴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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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 輽 σ輨Wo · 轛ht−1, xt轝 輫 bo輩 輨輵輩

ht 輽 ot ∗ tanh輨Ct輩 輨輶輩

其中σ代表着Sigmoid函数，f、i、o、C分别代表着输入门、遗忘门、输出门和最后
的轃轥转转。双向长短时记忆神经网络（轂轩轌轓轔轍）则是将同一序列分别经过前向轌轓轔轍和后
向轌轓轔轍，从而得到隐藏层输出ht 和h

′
t ，将ht 和h

′
t 结合从而得到轂轩轌轓轔轍的输出h 。

CRF层层层：：：轂轩轌轓轔轍传过来的概率矩阵通过条件随机场（轃轒轆）的方法来获取序列的最优
标记。在以往研究中，已表明轃轒轆在序列标注求解问题上有很好的效果。传入的轂轩轌轓轔轍的
输出的概率矩阵为Om∗l，其中Oij表示第i个字符映射到第j个标签上的概率。当已知序列seq 輽
{w1, w2, . . . , wn}的预测的标签序列为y 輽 {y1, y2, . . . , yn}，则从式（輷）则可以得到当前序列的
得分。

f輨x, y輩 輽
l∑

i=0

輨Ayi,yi+1 輫Oi,yi輩 輨輷輩

其中，A 为转移概率矩阵，该矩阵在对当前位置进行标注时可以利用之前标注信息，Ayi,yi+1表
示标签yi移到标签yi+1时的概率。通过求解f輨x, y輩的最大值来获取最优的标签序列，再采用动态
规划算法来得到最优标注路径。
输输输出出出层层层：：：已标注的序列文本。
通过输出层输出的已标注的序列，则可以识别出需要的研判证据，在图輳中可以看出，通过

模型输出后，则得到了文本中研判证据。通过研判证据才能决定突发事件的等级。

2.2 等等等级级级研研研判判判

等级研判为社会突发事件研判任务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该环节融合了分类结果和证据识别
结果，当得到突发事件分类结果和研判证据后，则可进行等级研判。突发事件的等级研判时将
只受类型和研判证据的影响，从而避免其他不相关因素对等级研判的影响。识别出来的研判证
据结果和突发事件分类输出结果进行结合，作为等级研判任务的输入，经过轂轩轌轓轔轍层，再结
合注意力机制，最终预测出当前文本的突发事件等级。模型的网络结构图如图輳所示。

F1 F2 Fi Fi+2

...

类型 研判证据

Fi+1F3

B1 B2 Bi+1 Bi+3Bi+2B3

C1 C2 C3 Ci+1 Ci+2 Ci+3

Softmax

BiLSTM 层

注意力层

输出层

输入层

...

...

Softmax 层

...

字嵌入

类型文本与
研判证据文本

轆轩轧轵轲轥 輳輺 等级研判模型

图輳中的轜类型輢表示事件分类的输出结果。轜研判证据輢则表示研判证据的识别结果，将这两
部分同时输入，进行编码，转换成向量矩阵，输入到轂轩轌轓轔轍层处理信息，再经过注意力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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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注意力机制来调节各个证据之间的权重大小。近些年，注意力机制在在各个自然语言处理
任务中已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由于等级研判时不同证据对研判的影响不同，加入注意力机制可
以有效的处理这个问题，从而来提高等级研判的准确性。由轂轩轌轓轔轍层输出的特征向量矩阵H
，经过以下步骤得到注意力层的输出γ。

M 輽 tanh輨H輩 輨輸輩

α 輽 Softmax輨W TM輩 輨輹輩

β 輽 HαT 輨輱輰輩

γ 輽 tanh輨β輩 輨輱輱輩

得到注意力层的输出后，最后经过Softmax层分类输出研判等级。

3 实实实验验验

3.1 数数数据据据集集集

社会突发事件的研判语料来源于政府网站信息公开中的突发事件通报及微博中突发事件新
闻报道，标注过程中参照《国家特别重大、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分级标准（试行）》、《贵州省
突发事件分级标准》文件，确立标注规范，标注了突发事件的事件触发词、事件类型、研判证
据和突发事件等级四部分，其中事件类型包括了：安全事故、公共卫生事件、地震灾害、气象
灾害及刑事事件五大类，突发事件等级包括了：特别重大（轉）、重大（轉轉）、较大（轉轉轉）和一
般（轉轖）四个等级，按照此规范，共标注突发事件数据輲輰輰輰条，形成突发事件研判语料集，具
体语料分布情况如表輱所示。

轔轡轢转轥 輱輺 语料分布表

刑事事件 公共卫生事件 气象灾害 安全事故 地震灾害 总计

輴輵輰 輳輲輵 輲輸輱 輵輱輹 輴輲輵
輲輰輰輰特别重大（轉） 重大（轉轉） 较大（轉轉轉） 一般（轉轖） 轻

輴輰輰 輴輴輳 輳輸輸 輷輶輹 轻

社会突发事件研判语料按照轂轉轏标注方式进行标注，标注出上述五个类型的事件触发词，
即激活事件的事件元素和事件类型，同时标注出用于等级研判的研判证据和突发事件等级，如
例輴所示。
例例例4：：：輲輰輰輷年輸月輱輳日輱輶时輴輵分，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正在建设的堤溪沱江

大桥发生特别重大坍坍坍塌塌塌事事事故故故，造成64人人人死死死亡亡亡、4人人人重重重伤伤伤、18人人人轻轻轻伤伤伤，直接经经经济济济损损损失失失3974.7万万万
元元元。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批示，华建敏国务委员赶赴事故现场指导
抢险救援工作。

在例輴中，将轜坍塌事故輢标注为当前文本的事件触发词，并确定当前文本事件类型为轜安全
事故輢。而轜輶輴人死亡輢、轜輴人重伤輢、轜輱輸人轻伤輢和轜经济损失輳輹輷輴輮輷万元輢是突发事件等级研判
任务中的主要因素，在此文本中，这些证据同时作为评判突发事件等级的关键特征，需都标
注，并按照标注规范，确定当前文本突发事件等级为轜特别重大（轉）輢。整个突发事件研判语
料集都采用例輴中标注方法进行标注，以交叉检验的方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近似完全的正确
度从而完成了整个数据集的构建。本文选取了已标注突发事件研判语料集中的輱輰輰輰份作为训练
集，輵輰輰份语料作为验证集，剩下輵輰輰份语料为测试集。

3.2 实实实验验验设设设置置置

社会突发事件的研判研究，本文将其划分为四个子任务，在事件识别任务中，对于结果的
判定，要求其预测的触发词与预先标注好的触发词匹配，才能判定正确，事件分类任务中，目
的是得到整个的文本的突发事件类型，因此对于识别出的事件触发词，要求其类型正确则为正
确分类，实验参数设置如下：输入的维度轭轡轸 轳轥轱 转轥轮轧轴轨为輲輵輶，训练集的轢轡轴轣轨 轳轩轺轥为輱輶，测试
集的轢轡轴轣轨 轳轩轺轥为輸，训练学习率为輱× 輱輰−5，使用轤轲软轰软轵轴来防止过拟合，值为輰輮輵。对于突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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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研判证据识别，同样要求预测出的研判证据与预先标注好的研判证据一致则判定识别正确，
而对于突发事件等级研判，要求预测出的等级和预先标注等级一致。研判证据识别任务中，使
用了事件分类任务相同的实验参数设置，对于等级研判任务，实验参数设置如下：输入的维
度轭轡轸 轳轥轱 转轥轮轧轴轨为輱輲輶，训练集与测试集轢轡轴轣轨 轳轩轺轥为輲輵輶，训练学习率为輱 × 輱輰−3，轤轲软轰软轵轴值
为輰輮輵。

评价标准采用了精准度（轐）、召回率（轒）和轆輭轳轣软轲轥（轆值）来评估事件识别和分类、研
判证据识别和等级研判的效果，如公式（輱輲）輭公式（輱輴）。

P 輽
模型正确识别的总数

模型识别的总数
輨輱輲輩

R 輽
模型正确识别的总数

语料中标准结果的总数
輨輱輳輩

F值 輽
輲PR

P 輫R
輨輱輴輩

3.3 实实实验验验的的的结结结果果果与与与分分分析析析

按照上述方法和模型，将数据集划分为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用训练集和验证集进行
训练与验证，将训练好的模型在测试集上进行预测，根据预测结果与真实结果之间的差异进行
评估，评估结果如表輲所示。

轔轡轢转轥 輲輺 基于序列标注模型研判结果表

模型 轐（輥） 轒（輥） 轆值（輥）

事件识别 輸輷輮輸輲 輸輸輮輰輳 輸輷輮輹輳

事件分类 輹輷輮輵輳 輹輵輮輰輰 輹輶輮輲輲

研判证据识别輨輫类型輩 輷輷輮輳輰 輸輴輮輶輲 輸輰輮輷輹

研判证据识别 輷輲輮輹輷 輸輳輮輹輰 輷輸輮輰輵

等级研判 輷輶輮輶輴 輷輶輮輴輰 輷輶輮輴輸

表輲中可以看到对于事件识别和事件分类之间的轆值相差了輸輮輲輹輥，造成如此大的差距是由
于相近触发词导致，本文对于突发事件类型分类在于整个文本所属类别，当出现了触发词，但
识别的位置和词语与预先标注好的不一致，但预测的突发事件类型一样时，也将判定为正确，
如例輵所示：

例例例5：：：輹月輱輳日上午，海口市东湖南里发生一起故故故意意意伤伤伤害害害致死案：一男子持刀行行行凶凶凶，造
成輳名男子輱死輲伤。

例輵中，标注的事件触发词为轜行凶輢，事件类型为轜刑事事件輢，在进行预测时并未识别
出轜行凶輢，而将轜故意伤害輢作为事件的触发词识别出来，类型同样也为轜刑事事件輢。在进行突
发事件类型判定时，其对于文本而言预测出来的类型正确则为正确。

在表輲中的研判证据识别輨輫类型輩和研判证据识别分别表示在加入分类结果和不加分类结果
的研判证据识别效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再融入了分类结果后，研判证据抽取轆值有明显的提
升。

突发等级研判与事件分类不一样，从表輲中可以看出研判证据识别的轆值比等级研判的轆值
高，研判证据正确识别决定等级研判的准确性，若缺少研判证据，则大部分情况都会造成判定
的等级过低，如例輶所示：

例例例6：：：輸月輱輹日輱輵时輰輵分，一辆安阳市区至安阳县北郭乡的公交车上发生持刀抢劫杀人案。
车上輳輳名乘客，輱輵人被捅伤，其中輲人在救治途中死亡，輱名伤者经抢救无效死亡。

例輶中，通过文中模型可以识别出当前类型为轜刑事事件輢，但对于其他等级研判特征的识别
并未识别完全，文中模型识别出了轜輱輵人被捅伤輢，而未识别出死亡研判证据，因此导致了最终
的研判等级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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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突发事件的研判任务的最终目的在于突发事件分类和等级研判，表輲中可以看到
以轂轩轌轓轔轍輭轃轒轆的序列标注模型完成的突发事件分类和等级研判的效果，为了证明序列标注
模型的有效性，本文将徐绪堪等 輨輲輰輱輸輩所使用随机森林模型的方法作为对比，同时也加入
了轂轅轒轔模型作为对比，如表輳所示：

轔轡轢转轥 輳輺 实验对比表

模型
事件分类 等级研判

轐（輥） 轒（輥） 轆值（輥） 轐（輥） 轒（輥） 轆值（輥）

随机森林模型 輸輰輮輸輵 輶輰輮輸輰 輶輳輮輷輶 輶輰輮輳輰 輴輶輮輴輰 輴輶輮輲輷

轂轅轒轔模型 輹輴輮輵輲 輹輴輮輰輰 輹輴輮輴輱 輶輸輮輰輷 輶輹輮輰輰 輶輷輮輷輵

序列标注模型 輹輷輮輵輳 輹輵輮輰輰 輹輶輮輲輲 輷輶輮輶輴 輷輶輮輴輰 輷輶輮輴輸

由表輳可以看出，序列标注模型的实验结果表现最好，当使用徐绪堪等 輨輲輰輱輸輩的方法时无
论是事件分类或等级研判，其效果与轂轅轒轔模型以及序列标注模型都相差较多，造成这种情况
的可能原因便是随机森林模型在徐绪堪等 輨輲輰輱輸輩的实验中所使用的语料集规模较少，突发事件
类别种类单一，当扩大语料集和突发事件类别种类时便达不到较好的效果。序列标注模型在事
件分类中相比较于随机森林模型和轂轅轒轔模型轆值分别提高了輳輰輮輴輶輥和輱輮輸輱輥，在这个实验中，
序列标注模型能更加有效的识别文中的类别信息，即事件的触发词，相比较于其他两个模型而
言，序列标注模型能有效避免在噪点信息的干扰。等级研判中序列标注模型与随机森林模型
和轂轅轒轔模型相比轆值分别提高了輳輰輮輲輱輥和輸輮輷輳輥，随机森林模型除上述提到的数据规模扩大，
效果不佳的情况外，其次缺陷便是由于语言的灵活性，采用规则的方法并不能很好的识别研判
证据，从而导致等级研判结果较差，而轂轅轒轔模型采用了句子语义信息来作为研判证据，其证
据不如采用序列模型识别出的证据精确，且二者模型都未充分使用类别信息。
例例例7：：：輲輰輰輸年輷月輲輱日，云南省昆明市发生了公交车连环爆炸案事件，造成輲名乘客死亡

和輴名乘客受伤。云南省急救中心及时到达现场，对此事件导致的伤员进行了迅速、高效的紧急
医疗救援，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控制和减轻突发事件的危害，维护了社会稳定。
对于例輷，除随机森林模型将其事件类型分类成轜刑事事件輢，其他两个模型都能正确识别

事件类型为轜安全事故輢，造成错误分类的可能原因有数据集中如轜云南輢、轜爆炸輢等词高频率的
出现在刑事事件类别中，因此随机森林模型对于该数据并不能很好的识别，而轂轅轒轔模型和序
列标注模型能学习到文本中更多的语义信息，因此能识别正确。对于此例子的等级研判结果，
除序列标注模型识别正确以外，其余两个均识别错误。首先，对于随机森林模型，基于规则的
研判证据的识别方法灵活性较差，当伤亡信息中出现了其他的词或字，便不能很好的识别。对
于轂轅轒轔模型，由于文本中冗余信息过多，所以也并未研判正确。

4 总总总结结结与与与展展展望望望

本文中提出了基于序列标注模型来完成社会突发事件的研判方法，相比较以往研究，此方
法能更加灵活准确的识别出研判证据，通过使用轂轩轌轓轔轍輭轃轒轆的方法提高识别的准确率，同时
将事件分类和等级研判结合起来，来优化等级研判的效果。
目前本文中只考虑到了单一突发事件的情况，但有时一个社会突发事件的发生可能产生其

他衍生突发事件，此时若要对当前突发事件进行等级研判则需考虑到其衍生突发事件对其的影
响。接下来的工作将会加入衍生突发事件，若当前突发事件产生了其他衍生突发事件，则判定
其对当前突发事件联系性和影响性，再而进行突发事件的等级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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