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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文本摘要旨在将文本或文本集合转换为包含关
键信息的简短文本。



分类

•输入类型
• 单文档摘要(Single-Document)
• 多文档摘要(Multi-Document)

•输出类型
• 抽取式摘要(Extractive)
• 生成式摘要(Abstractive)

•学习方法
• 有监督摘要(Supervised)
• 无监督摘要(Unsupervised)

•语言种类
• 单语言摘要(Monolingual)
• 跨语言摘要(Cross lingual)

•……



单文档 && 多文档

Flight MH370, carrying 239 people vanished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in less 
than an hour after taking off from Kuala Lumpur, with two passengers boarded 

the Boeing 777 using stolen passports. Possible reasons could be an abrupt 
breakup of the plane or an act of terrorism……

Summary

Topic “Malaysia Airlines Disappearance”

1. 减小句子冗余度
2. 确定句子顺序
3. 确定压缩比率



抽取式 && 生成式

抽取式摘要 生成式摘要

Nallapati, R., Zhou, B., santos, dos, C. N., Gülçehre, Ç., & Xiang, B. (2016, February 19). 
Abstractive Text Summarization Using Sequence-to-Sequence RNNs and Beyond. arXiv.org.



单语言 && 跨语言

• Cross-Language Summarization (*-2018)

• Cross-Lingual Summarization (2019)

Source Language
Document

(e.g. English)

Target Language
Summary

(e.g. Chinese)

summ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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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抽取式摘要方法

• Lead-3
• 选取前三个句子作为摘要。

• TextRank
• 仿照PageRank，句子作为节点，构造无向有权边,权值为句子相似
度。

• Clustering
• 句子级别向量表示
• 聚类算法

• K均值聚类……
• 抽取式摘要

• 从每一个聚类中，选择距离“质心” 近的句子
• Maximal Marginal Relevance(MMR)

• 大边界相关法

• 根据句子位置、句子长度、句子关键词、是否包含标题词等特征打
分，引入新颖性特征（避免相似性），使得抽取结果“句句重要，
句句不同”



基于神经网络的抽取式摘要

• 序列标注
• 为原文中的每一个句子打一个二分类标签（0或1）；
• 1代表该句属于摘要；
• 0代表该句不属于摘要；
• 终摘要由所有标签为1的句子构成。

• 句子级标签获取
1. 首先选取原文中与标准摘要（Golden）计算ROUGE得分
高的一句话加入候选集合；

2. 接着继续从原文中进行选择，保证选出的摘要集合ROUGE
得分增加，直至无法满足该条件；

3. 得到的候选摘要集合对应的句子设为1标签，其余为0标签。



基于神经网络的抽取式摘要

• SummaRuNNer: A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based Sequence Model for 
Extractive Summarization of Documents AAAI17

Word-level

Sentence-level

Input

Output



基于神经网络的抽取式摘要

• Neural Document Summarization by Jointly Learning to Score and Select 

Sentences ACL18

• 创新：计算选择句子的收益作为打分方式。

Word
Level

Sentence
Level

Decoder



生成式摘要

• 抽取式摘要问题：内容选择错误、连贯性差、灵活性差。

• 生成式摘要允许摘要中包含新的词语或短语，灵活性高。

• 随着近几年神经网络模型的发展，序列到序列（Seq2Seq）

模型被广泛的用于生成式摘要任务，并取得一定的成果。

• Seq2Seq问题：

• 重复描述某些事实性信息

• 未登录词问题（OOV）



生成式摘要

• Get To The Point-Summarization with Pointer-Generator Networks ACL17
• Copy机制，在解码的每一步计算拷贝（pointer）或生成（generator）
的概率，该机制可以选择从原文中拷贝词语到摘要中，有效的缓解

了未登录词（OOV）的问题。
• Coverage机制，在解码的每一步考虑之前步的attention权重，结合

coverage损失，避免继续考虑已经获得高权重的部分。该机制可以有
效缓解生成重复的问题。



抽取式结合生成式

• A Unified Model for Extractive and Abstractive 
Summarization using Inconsistency Loss ACL18
•方法
• 使用句子级别的抽取概率作为句子级别的attn权重
• 使用句子级别权重来re-weight词语级别的attn权重



多任务学习
• Soft Layer-Specific Multi-Task Summarization with 

Entailment and Question Generation ACL18
•摘要生成 + 问题生成 + 蕴含生成



强化学习

• A Deep Reinforced Model for Abstractive Summarization

ICLR18

• 奖励 : ROUGE

• 学习策略: Self-critical policy gradient training algorithm



图神经网络

Sentence Level

Word Level

• Graph-based neural multi-document summarization CoNLL 2017

• Structured Neural Summarization ICLR19



基于预训练的方法

• Fine-tune BERT for Extractive Summarization 
• 每个句子的开始添加CLS，结尾添加SEP
• 分句向量使用AB交替
• 输出：线性分类器、Transformer、LSTM



基于预训练的方法

• MASS: Masked Sequence to Sequence Pre-training 
for Language Generation ICML19



基于预训练的方法

• Unified Language Model Pre-training for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and Generation 



跨语言摘要

• A Robust Abstractive System for Cross-Lingual Summarization

NAACL19

• 问题
• 先翻译后摘要：计算代价、翻译错误
• 先摘要后翻译：对于资源稀缺的语言无法使用

• 方法
• 英语à索马里语à带噪声的英语（索马里语语境）

• 英语à斯瓦希里语à带噪声的英语（斯瓦希里语语境）

• 英语à塔加拉族语à带噪声的英语（塔加拉族语语境）

• 带噪声的英语与标准摘要训练摘要系统



无监督生成式摘要

• MeanSum : A Neural Model for Unsupervised Multi-
Document Abstractive Summarization ICML19

Auto-enco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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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 Rouge (Recall-Oriented Understudy for Gisting

Evaluation)

• 一种基于召回率的相似性度量方法，是评估自动文
摘以及机器翻译的一组指标，考察翻译的充分性和

忠实性。

• 用于文本摘要的评价指标主要有ROUGE-1、ROUGE-2、

ROUGE-L三个指标，其计算分别涉及Uni-gram、Bi-

gram和Longest Common Sub-sequence。



数据集

• DUC
• Multiple标准摘要。
• 数据规模小，因此常被用作测试集。

• New York Times
• 1996至2007年期间的文章。

• CNN/Daily Mail
• 多句摘要数据集。
• 匿名版本和未匿名版本，未匿名版本包括了真实的实体名，匿名版
本将实体使用特定的索引进行替换。

• Gigaword
• 单句摘要数据集。

• LCSTS
• 中文短文本摘要数据集，由新浪微博构建得到。

• Newsroom
• 130w
• 社会媒体：新闻，体育，娱乐，金融，其他



数据集

• Content Selection in Deep Learning Models of 
Summarization EMNLP18
• Lead Bias（摘要往往集中在文档的开始）



数据集
• Xsum
• Don’t Give Me the Details, Just the Summary!

Topic-Aware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for Extreme 
Summarization EMNLP18
• BBC新闻

• Reddit TIFU
• Abstractive Summarization of Reddit Posts with Multi-

level Memory Networks NAACL19
• Reddit板块



新任务数据集

• Abstractive Text Summarization by Incorporating 
Reader Comments AAAI19
•任务：Reader-aware abstractive text summ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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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 文本摘要作为传统的自然语言处理任务，至今依旧
有新的发展和创新。一方面得益于模型、 方法、语

料的支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摘要任务自身的重要

性。
• 摘要生成作为文本生成的一种，除了有着重复、冗
余、不连贯、生成较短等问题，还有着摘要任务特

定的问题，其中 核心的为：如何确定关键信息。

当下的文本摘要更关注“什么是真正的摘要”，而
不仅仅是简单地句子压缩。

• 在预训练模型兴起之后，摘要应该何去何从?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