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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议会文本是国家就国内和国际问题讨论所形成的记录。为解决议会数据获取和分析的问题，本
文深入调研当前议会数据开放情况及其用于科学研究的现状，提出一种议会数据平台架构实现方案和
议会数据集建设方案。方案综合使用了大数据、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构建了多国议会数据存储、展示、
计算的基础框架。议会大数据平台和开放数据集可为科研人员和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研究资料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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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英国、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及欧盟 5 个国家
或组织的议会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后得到了

当前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世界

相应的 5 个数据集。进一步基于这些数据集建

格局变动转型，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不确定

立了议会大数据平台网站①，为国内外学者提供

因素明显增加。在这种背景下，掌握其他国家

数据的免费开放获取以及查询、分析服务，为

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变化所带来的国家发展

科研人员和政府机构开展相关科研和决策工作

态势，对我国政府积极应对外交形势变化，制

提供支持。

定外交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1]。近年来，多个国
家或组织开放了大量政府数据，不同学者从多

1 相关研究

个角度对外交关系进行了研究，如外交态度分
析，外交分歧，国家利益及国家关系分析等 [2-6]。
其 中， 议 会 辩 论 文 本（Parliamentary debates）

1.1 各国议会数据开放现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开放数据运动的推

是对议会活动中政客发言内容的高度结构化笔

动，议会辩论数据、会议记录电子化成为新浪潮，

录，其内容包含了本国与其他国家相关问题的

多个国家、组织都在加速议会数据电子化进程。

言论，能够实时、直观地反映对外关系 [7]。多

2012 年 9 月 15 日在罗马举行的世界电子议会

数国家将议会辩论文本内容进行结构化处理，

会 议（World e-Parliament Conference） 上 公 布

甚至建立了检索系统，以便于议会辩论文本的

的《议会开放宣言》（Declaration on Parliamen-

深层次挖掘和利用。对议会辩论文本的解读和

tary Openness），得到了来自加拿大、俄罗斯、

分析，挖掘一个国家在对外关系中的规律和态

英国、美国等 53 个国家的 76 个组织的支持，

势，成为近年来国际关系量化研究的一个主要

旨在呼吁议会组织、机构提高公开度及公民参

趋势。

与度。OpeningParliament 论坛②在帮助世界上从

然而，当前各个国家政府网站提供的议会

事监测、支持和开放本国议会和立法机构的民

数据结构化程度低，为议会数据分析带来一定

间组织建立联系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越发得

困难。且各国议会数据分散在多个网站上，加

到各界肯定，目前已有 75 个国家的 140 多个组

大研究人员数据获取的成本。另一方面，各国

织加入其中。

的议会数据开放网站不提供高级的检索功能和

多数致力于议会数据开放的国家都建立了

有效的分析工具，因此难以供科研人员直接获

本国的议会数据网站，用以开放决策文件和议

取需要的数据并加以利用。

会会议记录。Berntzen 等人 [9] 对挪威议会数据

为解决议会数据的获取和分析问题，本研

开放情况调研后得出，挪威议会一直在积极利

究利用爬虫技术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获取了

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提高透明度，并在议会网站

① http://parliament.whu.edu.cn
② http://www.openingparliamen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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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决策文件、会议记录的访问渠道。Bernt-

息进行了立场分类，采用人工分析的方式将其

zen 等人 [10] 还调查了斯堪的纳维亚议会（挪威、

分为赞成、呼吁行动、发现问题、责备四类，

瑞典和丹麦）的数据开放情况，发现三个国家

借此分析议员们对特定法案的立场及其意图。

都已开放议会投票、辩论和委员会会议记录等

De Campos 等人 [17] 采用无标注的正例文档学习

数据。Seaton[11] 对苏格兰议会和电子民主进行

方法，基于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议会数据，

了调研，并指出苏格兰议会一直将互联网视为

对议员们的政治偏好进行了分析，并开发了“推

让苏格兰公民了解议会内容、参与议会事务的

荐 - 过滤”系统，应用于对议会接收到的文件（如

主要机制之一，电子请愿系统、网上会议记录

新闻稿或技术报告）进行过滤并推荐给具有相

等措施已有成效。

应 偏 好 的 议 员。Zhang 等 人 [18] 采 用 无 监 督 方

部分国家或组织的议会还提供精确的议员

法对英国议会中议题的修辞作用进行了分析，

发言及议员详细政治背景信息。如，安达卢西

以此对议会议题进行分组，揭示了议题中提问

亚将议会记录进行了电子化并在网络上发布，

者的意图和背景，以及政府和反对党之间的分

其中包含了议员的所有发言记录 [12]。欧洲议会

歧与质疑。Rheault 等人 [19] 对英国议会下议院

目前也已经开放了各个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和议

1909-2013 年的辩论内容开展了自动文本分析，

员信息，发言内容可以与发言人的个人信息、

描绘了政府官员情绪极性总体水平的变化，发现

国家、政党、委员会等信息进行关联 [13]。

与其对经济衰退的反应相关。Przybyla 等人 [20] 基

随着议会数据的不断开放，议会数据开放

于波兰议会的文本数据，应用特征选择、回归

政策和活动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Faria 等

和分类算法，提取了发言中的文本特征，对议

人 [14] 研究了巴西众议院的议会数据开放政策，

员们的性别、教育程度、所属党派等背景信息

将巴西众议院的举措总结为建立电子民主门户

进行预测。Kaptein 等人 [21] 对荷兰议会的半结

和 开 放 数 据、 创 建 议 会 数 据 实 验 室 两 大 类。

构化会议记录数据进行重点检索和结果汇总，

Beelen 等人 [15] 在加拿大议会的数字化进程研

并以此开发了一个搜索引擎，支持分面搜索和

究中提到，Dilipad 计划将为加拿大、英国和

检索结果分组。Jungermann 等人 [22] 以德国议

荷兰的议会创建统一的、可拓展的数字化记录，

会的会议记录和公开请愿记录为语料，采用信

并促进研究人员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利用这

息检索、机器学习和预处理相结合的框架，进

些数据解决有关意识形态、移民等实质性研究

行主题提取、数据挖掘，并以此提供信息检索

问题。

服务。
总的来说，议会数据可广泛地应用于科学

1.2 议会数据用于科学研究的现状

研究，已有的研究包括主题分类、情感分析、

议会数据文本中蕴含了丰富的信息，对议

信息过滤、政治文本分面检索等。随着议会数

会文本的分析和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据开放程度和可获取性的增强，围绕议会数据

Rohit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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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议会数据集与平台建设现状
政府数据的开放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趋势，
各国政府已经把开放数据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度，部分国家和组织已建立并开放了议会数据
集和平台。

法案投票、议员信息与听证会视频。欧盟议会
网站④支持欧盟议会记录文件的检索、下载以及
议员的基本信息和发言记录等。
综合来看，全球很多国家都在积极进行议
会数据开放并投入到议会数据平台建设中，但

在数据集建设方面，Shadbolt 等人 [23] 使用

议会数据的开放程度和议会数据平台的功能还

EnAKTing 方法对英国政府数据开放平台“Data.

有待进一步提升。如何对这些数据进行组织、

gov.uk”进行研究，指出议会数据平台对于政

管理、分析、挖掘，构建数据集之间的联系，

府、技术社区和公民都有着极大的价值，并强

实现议会数据价值的最大化与开放数据利用程

调关联数据网络能挖掘出议会数据更大的价值。

度的提升，是议会数据集开放过程中亟待解决

Bulut[24] 构建了土耳其政府公开的议会法案数据

的问题。

集，指出该数据集可应用于法案修改趋势预测
等研究。Galiotou 等人 [25] 认为加强其数据集与

2 系统构建

欧洲其他国家数据集的关联能够使希腊政府门
户网站发挥更好的作用。

2.1 问题发现

平 台 建 设 方 面， 目 前 各 国 议 会 数 据 联 盟

通过文献调研和实践调查，笔者发现英国、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IPU）① 是世界最大

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欧盟在议会数据开放

的全球性各国议会间合作组织。该组织网站提

的实践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且在

供了一个各国议会资料库，并且开放下载调研

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有着较高的影响力，因

报告等文献和研究资料。Gielissen 等人 [26] 设计

此本研究初步拟对上述国家、组织的议会（国会）

了有关荷兰议会的出版物的 Web 信息系统，包

文件进行收集和组织。调研发现，这些国家或

括功能设计、前后端设计等。英、美、德、加

组织网站提供原始的会议记录文件的下载和浏

拿大、俄罗斯、欧盟已建成数据开放共享平台。

览，但其有效信息的分布较为零散，且部分网

mySociety 项目构建的议会监督网站 TheyWork-

站开放的文件具有时效性，仅仅提供一段时期

ForYou ②，旨在让英国公民更容易了解英国议会

内的会议记录文件。对于用户来说有效信息的

及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议会的情况，该

搜集难度较大，收集成本较高。且各国的议会

平台提供可追溯至 1935 年的议会文件的检索和

网站各成系统，没能有效整合，不提供跨国家

下载，以及英国议会发言人的信息。美国国会

的检索和分析方法。

网站③提供美国联邦立法相关信息，如法案信息、

此外，各国议会联盟的网站虽然实现了对

① https://www.ipu.org
② https://www.theyworkforyou.com
③ https://www.congress.gov
④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porta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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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数据的跨国家分析，但依然存在着不提供

集主要包括英国上议院、下议院的议会文件

议会文件资料、不提供议会文件整合数据集、

记录；美国议会数据集包括美国国会会议文

文件未经结构化处理和标注、缺乏对于数据的

件；俄罗斯议会数据集包括俄罗斯上议院、

深度加工和展示等问题。

下议院以及非定期会议文件；加拿大议会数
据集包括加拿大议会会议记录、议员信息、

2.2 数据集构建与发布

议员发言记录和政党信息；欧盟议会数据集

2.2.1 数据集构成

包 括 欧 盟 议 会 文 件 和 议 员 信 息。 各 个 数 据

本研究构建的多国议会数据集由 5 个相
对独立的数据库构成。其中，英国议会数据

集 具 体 的 原 始 数 据 描 述 见 表 1， 总 数 据 量 约
47GB。

表 1 议会数据集描述
国别

年份

数据描述

数据格式

来源

英国

1999-2019
1935-2019

上议院会议
下议院会议

xml

https://www.theyworkforyou.com

美国

1995-2019

国会会议

pdf

https://www.congress.gov

上议院会议
俄罗斯

加拿大

欧盟

1997-2019

1901-2019

1996-2019

pdf
doc

http://www.council.gov.ru

下议院会议

pdf

非定期会议

pdf

议会会议
政党信息
议员发言

xml

www.lipad.ca

议员信息

csv

https://openparliament.ca

议会会议

csv

议员信息

pdf

2.2.2 数据处理

https://europarl.europa.eu/portal/en

（2）实体抽取。利用 XML 标签、机器学

不同国家议会数据的语言类型、文件类型、

习等方法对议会文件中的重要实体，如主题、

包含内容等有差异，因此，我们对其分别做了

议员、发言、时间、地点（国家）、涉及的国

以下处理：

家等进行抽取，并和原始文件进行关联，统一

（1）格式转化。对不能直接通过程序处理
的、非结构化的数据转化为可供程序处理的格

存储在数据库中。

2.2.3 数据存储

式，最后构建为数据库。例如，对美国、俄罗

按照统一的信息资源目录体系，统一的面

斯、欧盟等国家（组织）的 pdf 文件，采用 pdf

向对象数据组织的基本原则进行多国议会数据

文本解析技术将其转化为可供计算机处理的 txt

集数据库的设计，并遵循以下技术路线要求：
（1）以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 MySQL 为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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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icat Premium 为数据库管理工具，完成多国

支撑，进行数据建模、组织和管理。
（2）以 Java、Python 为主要开发语言，以

议会数据库的构建。

图 1 数据处理流程图

2.2.4 数据集发布方案

2.3 功能及实现

如图 2 所示，议会大数据平台系统由下至

议会大数据平台的核心功能是对议会数据

上分为六层，包括数据存储层、数据交换层、

的检索、下载及在细粒度实体抽取基础上的关

应用支持层、应用层、展现层、用户层。数据

联网络构建与知识挖掘。检索、下载功能有助

存储层包括各国议会文本数据、发言人数据、

于用户方便、快捷的获取到所需的数据。关联

基本参数、网页结构数据、用户数据等。在数

网络构建与知识挖掘从实际应用角度展示了对

据交换层，数据处理类、文件上传类、下载类

议会数据的分析和利用，指明了其潜在的一个

和权限管理类负责将数据通过数据总线传输到

应用方向。

上层。应用支持层将数据交换层传送上来的数

2.3.1 检索功能

据运用到各个功能模块中，包括后台管理平台、

议会大数据平台的检索模块包括全文检索

Web 门户、文件传输模块等。应用层实现各功

和高级检索两个子模块，可满足用户不同的检

能模块，包括文件导入、权限设置、界面更新、

索需求。

浏览、查询、文件下载等。展现层则是根据用

（1）全文检索

户层的不同角色，有选择地将部分界面和相应

全文检索模块支持对议会数据的全文检

功能呈现给对应的用户，当前本网站针对未注

索， 同 时 支 持 对 检 索 式 的 自 动 纠 正， 以 及

册的用户，提供数据集的浏览、检索服务；针

检 索 式 和 数 据 集 的 模 糊 匹 配。 本 系 统 使 用

对已注册的用户，提供数据集的浏览、检索、

Lucene 项目工具包 ① 构建全文检索的核心功

批量下载以及相关数据分析结果的可视化展示

能。全文检索系统的构建分为构建索引和构

等服务。

建对索引的搜索系统两部分。本系统首先使

① http://lucene.apach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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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反向索引机制构建索引。使用不同的解析

提取索引，经过多次组合迭代最终组成索引

器对不同类型的文档进行解析，通过分词器

列表。

图 2 数据集发布方案示意图

在构建对索引的搜索系统方面，本平台使

显示查询结果。

用 Lucene 工具包自带分词器对用户输入的查询

（2）高级检索

语句分词，利用分词结果构成 query 检索式，

高级检索模块支持对议会数据的各个字段

然后使用模糊匹配算法将 query 和已经构建的

进行检索。可供检索的字段随不同国家的议会

索引列表进行匹配，返回匹配文件所在的路径。

数据类型而改变。本模块主要依赖于 MySQL

之后根据该路径查询数据库中对应的相关信息，

的 B+ 树查找算法进行检索匹配。采用 B+ 树结

将信息利用 servlet 技术返回给 jsp 结果界面，

构进行数据存储可以保证数据稳定有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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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爬取到的 XML/PDF/DOC/CSV 等多种

查询过程中的时间复杂度。
在实际进行查询时，首先利用 SQL 语言构

格式数据，为实现国家关联网络的挖掘，需要将

建后台检索语句框架，构建 Servlet 组件用于接

原始数据文件进行处理，从全文、段落、句子多

收用户查询式。然后将用户查询式转换为对应

个层面进行细粒度实体抽取。团队基于 XML 树

的 SQL 语句进行查询。在进行查询时，B+ 树

结构，逐层遍历，结合文本内容特征筛选、获

使用自顶向下逐层查找的方式匹配检索式和叶

取有效节点，主要采用 python 标准库、xml 及

子节点。由于 B+ 树的中间节点不包含数据，

pdfminer 等的第三方库实现，以加拿大议会文件

所以同样大小的磁盘页可以容纳更多的节点数

的实体抽取为例，抽取出会议时间、发言人姓名、

据，提高查询效率。最终将匹配到的查询结果

职位、发言主题、发言内容、发言人所属政党

返回给 jsp 结果界面，显示查询结果。

等实体，图 3 展示了部分抽取结果。对于涉及

2.3.2 关联网络可视化

的相关国家，依赖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关联网络可视化模块提供以下核心功能：

官方网站①的全球国家列表，根据数据文件内部

（1）国家抽取

标签特征匹配国家集合并写入数据库保存。

图 3 加拿大议会文本实体抽取结果示例

（2）主题抽取

标识特征遍历提取相关层的主标题及副标题，

在收集到的各国原始议会文件中，已经有

对 其 进 行 直 观 的 标 引。 图 4 展 示 了 加拿大议

部分文件提供缺省的主题、发言人等描述字

会文本段落层次部分主题抽取结果，包含主

段，为方便用户迅速了解每个文件或段落的

题（main_topic）、 子 主 题（sub_topic）、

主题，对这些字段进行了抽取建库。在对数

段落内容（speech_text）和发言人（speaker_

据文件进行初步解析的基础上，依赖其内容

name）字段信息。

① https://www.fmprc.gov.cn/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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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加拿大议会文本主题抽取结果示例

（3）关联网络分析与可视化

区视角下的核心国家，分析国家关联关系特征

根据抽取出的国家、主题、时间、人员等

与结构洞，挖掘有价值的模式。图 5 展示了某

实体的语义关系构建知识关联网络，在此基础

议题下多个国家之间的关联网络。

上进行国家关联关系分析、议题分析、议员分析、
议会提及国家的演化分析等，是系统功能的重

3 讨论

要组成部分之一，提供了对数据潜在研究价值
的挖掘和展示。
以国家关联网络构建为例，本文在提取的

3.1 系统评价
（1）系统功能评价

国家集合及其共现关系的基础上，基于共现分

该系统从数据集构建、平台建设与数据分

析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进行国家共现网络

析等层面对多国议会数据进行组织与管理，为

构建和共现指标计算并实现对核心国家群的网

英、美、加拿大、俄罗斯以及欧盟的议会数据

络拓扑结构可视化。具体的实现步骤为：首先

跨国家与地区的综合利用提供了可行的工具与

抽取目标文件所涉及的国家列表，然后对国家

手段，符合当前议会数据集与数据开放平台研

之间的共现关系强度进行计算并建立共现网络，

究中对多数据集建立连接关系以实现价值深入

提取该网络的最大连通子图，得到国际关系网

挖掘的趋势。

络，该网络代表该数据集视角下的核心国家群。

（2）系统优势分析

接着，运用 Louvain 算法 [27] 对国际关系网络进

经文献调研与实践，笔者认为相较于已有

行社区划分，便于直观理解世界各国的集团划

的议会数据开放平台，该系统的优势可以体现

分状况，最后对各个主题社区进行可视化展示，

在以下几点：第一，提供跨国家的检索和针对

通过横向网络指标比较和可视化展示来定位社

议会文件主题的揭示和可视化展示，实现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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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跨越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利用。第二，整合

信息进行了细粒度抽取，极大提高用户信息利

零散分布的议会数据，形成多国议会数据集并

用的便捷性和效率。第四，根据抽取出的国家、

提供一手资料，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及时性且

主题、议员等实体的语义关系构建知识关联网

情报含量高。第三，对原始数据文件进行了二

络，挖掘数据的潜在价值，可以为政府和相关

次加工，对文本中蕴含的主题、国家、议员等

部门提供决策支持。

图 5 国家关联网络可视化示例

（3）系统改进方向

3.2 启示

目前该系统的设计仅仅是对多国议会数据

在理论层面上，议会大数据平台的开发人

集利用的初步探讨，该数据集蕴含的价值有待

员从定量的视角出发，采取科学计量的手段，

进一步的发掘。在未来的研究中还需进一步改

对议会数据进行主题抽取与关联网络计算与可

进数据集的组织形式，丰富数据集内容，完善

视化，揭示议会文本主题分布规律、内在联系

功能设计，改良用户界面，提升用户体验，帮

及各国关心的议题间的关联。这将有助于理解

助用户全面、高效地利用议会数据。

国家之间关系的特征与内涵，为国际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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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liamentary History, 2016, 35(1): 67-79.

提供了一个新的定量视角和方法论的补充。
在现实层面上，议会大数据平台中存储的

[2]

metaphor analysis as cognitive approaches to foreign

历史发言记录可以针对议员进行历史跟踪，用

policy analysis[J].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2013,
9(1): 39-56.

户可以以此了解议员的背景、动机、历史态度
等信息，从而形成多国议会“政治基因库”。

[3]

perspective[C]. Proceedings of the 14th European
Union Studies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Biennial

用户紧跟国际热点、及时了解国外政治态度的

分析等都有重要意义。

Jenichen A. Human rights vs. security? The EU’s
secular international identity from a transatlantic

议会大数据平台提供的海量原生信息可以满足

变化的需求，对外交政策制定、企业市场环境

Kai O, Spencer A. Thinking alike? salience and

Conference, 2015.
[4]

Lee S. Construction of China and India’s national
interests: The Tibet question[D].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2016.

4 结论

[5]

Barnett G A, Xu W W, Chu J, et al. Measur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cial media
conversations[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017, 34(1): 37-44.

本研究综合应用信息检索、自然语言处理
等方法和技术，构建了英国、美国、俄罗斯、

[6]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in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

加拿大和欧盟 5 个国家或组织的议会数据集，

comparing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France and Germany[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在此基础上开发了议会大数据平台。详细介绍
了数据集的收集渠道、构成、数据处理过程，
重点介绍了数据平台的检索和下载功能，并以

Research, 2017, 56(1): 757-776.
[7]

的优势和改进方向。该数据集和平台对科研人

parliamentarisation?[J]. Parliamentary History, 2016,
35(1): 1-14.
[8]

openingpa- rliament.org/declaration.
[9]

在后续的研究中，本团队将会进一步扩展
数据集，收集更多国家的开放议会数据，形成
更加完备的议会数据集。此外，我们将更深入

OpeningParliament.org. Declaration on Parliamentary
Openness[EB/OL]. [2019-12-20]. http://www.

员和政府机构相关工作的开展具有较高的实际
价值。

Ihalainen P, Matikainen S. The British parliament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20th century: towards increasing

国家关联网络为例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展示。最
后，对系统的功能进行了评价，并指出了系统

Gravelle T B, Reifler J, Scotto T J. The structure of

Berntzen L, El-gazzar R, Johannessen M R.
Parliamentary open big data: a case study of the
Norwegian parliament’s open data platform[C].
Proceedings of the 15th European, Mediterranean,
and Middle Eastern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2018: 91-105.

的对议会文本数据进行分析，挖掘更多的潜在

[10] Berntzen L, Johannessen M R, Andersen K N,

价值，提供功能更加齐全的议会数据服务平台。

et al. Parliamentary open data in Scandinavia[J].
Computers, 2019(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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