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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满足当今对评论性信息进行分析的需要，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一个基于关键词模板的文本褒贬倾向判定系统。

本系统定义了关键词类别、建立了关键词库、关键词模板库，并设计了模板匹配算法和文本褒贬倾向值算法，对测试文本
进行关键词及模板匹配进而判断测试文本的褒贬倾向。本文还对文本褒贬倾向判定系统进行了测试、分析，测试及分析结
果证明在语料充足的条件下，本系统可以有效的判断文本的褒贬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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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 more and more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and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focus on how to make use of the

information. The analysis of commentary information has attracted close attention of the scientists. Thus this paper proposed a
recognition system of text valence based on key word template. This system defined key word classification and key word templates,
built key word libraries and key word template libraries. This paper proposed template matching arithmetic, text valence value
arithmetic. This system did key words matching and templates matching. Then this system calculated the valence of the testing-text.
Besides this paper did a test on the recognition system. The analysis result proved this method was effective, given enough training
cor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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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文本信息挖掘的研究工作，有些已取得很多成果，
并付诸应用，比如主题分类、摘要提取等。但有些课题的研

随着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文

究却刚刚起步，如文本褒贬、情感倾向的分析，主要还是停

明也逐渐从工业化社会迈入了信息化社会。在信息资源日益

留在词汇情感倾向的层次上[1][2]。要判定文本的褒贬倾

丰富的今天，一方面丰富的信息为人们生活带来便利，另一

向，要对文本进行句法分析、语义分析，以及褒贬倾向判决。

方面庞杂的信息也常常使人无从下手。于是，如何快速有效

当前，许多学者对汉语自动分词方法进行了研究并取得

地利用信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各种各样的信息中，评

了很好的成果[3][4]。本系统的前端句法分析部分使用了中

论性信息又是十分经典的一类。一方面这类信息具体内容涵

国科学院计算中心研究所的汉语词法分析系统

盖了新闻、舆论、产品、技术、生活等许多方面。另一方面

ICTCLAS[5]，其分词速度及准确率都有令人满意的表现。

这类信息反映了人们对事物的主观看法。因此，如何更有效

在汉语词汇语义倾向判定方面，Turney 的研究，即使

的对评论性信息进行处理、分类、提取有用信息得到了持续

用 SO-PMI 的语义分析的方法需要计算并比较目标词汇与两

而广泛的关注。

个语义倾向相反的基准词汇的词语间的语义倾向[2]，该方
法需要有极为丰富的语料库为基础，因此很难应用于实际的

收稿日期：2008-基金项目：本工作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China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60433030,60418012)资助 作者简介：孟凡博，
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情感语音；蔡莲红，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主要研究方向为语音合成，基于内容语音检索，语音可视化；陈斌，硕
士研究生；吴鹏，硕士研究生。

小 型 微 型 计 算 机 系 统

2

系统中。另一种计算词汇语义倾向的方法是利用基于《知网》

2008 年

本系统仅标注这五种类别的词语，其它类别的词语系统

的词汇语义相似度计算的方法[6][7]，
。但是只有语义的相

认为对文本褒贬性没有影响，所以不进行标注。类别随着系

似度还不够，与之相关的副词、否定词还会影响到语义的倾

统的改进，可以继续添加。

向。

褒贬性指的是当前词语所具有的褒贬性，这项标注仅对

本文设计了基于关键词模板匹配的文本褒贬倾向的判

类别为 1 和 5 的词语有意义。程度指的是当前词语所具有的

定系统，系统结构如图 1。本系统在得到原始语料文本并对

褒贬性的程度或对于褒贬程度的影响，这项标注对于类别为

其进行基本的分词之后，进行关键词匹配形成待匹配的关键

1、2、5 的词语有意义。

词序列，之后通过模板库进行模板匹配，若模板匹配失败则

另外，标注的格式设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关系到

对待匹配的关键词序列进行模板模糊匹配的特殊处理，最终

系统词库建立模块的效率。首先标注应该拥有统一的长度，

计算文本的褒贬倾向。其中分词采用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研

这样方便系统的处理，其次标注要能够体现出各种不同词类

究所的汉语词法分析系统 ICTCLAS[5]。词汇语义相似度参

之间的区别，最后标注还应该提供一个有效的方法来表达第

考《知网》
。

5 类的合成词。本文设计的标注格式为：/[a,c,d,n,v,p,i]
（词性）[1,2,3,4,5]（类别）[+,-,#]（褒贬性）[数字]

训练模块
手工标注文本

（程度）
。表 1 为一句话分词后并添加标注的例子，其中，

关键词 模板提取
模板库
库

很/d2#2 表示程度副词，本身不具有褒贬性，对于褒贬性的
影响因子为 2。而精彩/a1+2 则表示形容词，具有褒义情感，

原始
文本

分词

关键词
匹配

模板匹 成功 计算褒贬
配
倾向值
失败
模糊匹
配

褒贬性倾
向判定

表 1 关键词标注
Table 1 Key word annotation
标注步骤

标注结果

图 1 系统结构示意图

原始文本

这部电影很精彩。

Fig. 1 System structure schema

分词结果

这/r

部/q

电影/n

很/d2

本文将在第二节介绍系统中关键词词库的构建以及关

标注结果

这/r

部/q

电影/n

很/d2#2

关键词序列

很/d2#2

测试模块

键词的匹配，第三节介绍模板的提取与匹配。第四节说明褒
贬倾向的计算。最后，本文对系统进行了集内、集外两项测
试，并对测试结果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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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程度为 2。

关键词的分类、标注及匹配

精彩/a1

。/w

精彩/a1+2

。/w

精彩/a1+2

2.2 关键词的匹配
首先，在关键词的训练阶段，本文从网上选取了 33 篇
电影《变形金刚》的评论，从中人工筛选带有褒贬倾向的语
料，并人工对它们进行标注，从而得到用于训练的语料。系

所谓关键词，是指对文本语句的褒贬倾向有决定作用的
词汇。关键词的提取与匹配是系统对原始语料文本的前端处
理模块，是对原始语料文本去芜存菁的过程。

统针对五种类别的词语分别建立关键词库，词库中完整保存
33 篇训练语料中的词语以及它的标注。目前关键词库的规
模及示例如表 2。

2.1 关键词的分类及标注

表 2 关键词库规模

ICTCLAS 是一个高准确度、快速的分词系统，它得到的

Table 1 Size of key word dictionary

分词结果词性分类超过 20 种。考虑到对于文本的褒贬倾向
关键词类

规模（个）

示例

了词性，主要为名词、动词、形容词、连词、介词、副词和

1

235

美好/a1+2

其它七种。每类词在汉语语句中的位置以及所起的作用一般

2

88

都/d2#3

比较固定，利于模板的提取和匹配。

3

41

毫无/v3#2

在词性标注基础上，本文又设计了三种标注，分别为类

4

15

尽管/c4#2

别、褒贬性和程度。类别根据每个词语对文本褒贬性影响的

5

18

创世纪/n5+3

分析，减少匹配模板的数量以及缩小模板库，本文重新标注

不同而将词语分类。目前本系统将词语分为五类：
1、直接能表达出褒贬倾向的词汇（包括一些名词、形
容词、副词和动词，如精彩，荒诞）
2、表示程度的副词（很，非常）
3、否定词（不，没有）
4、表示转折的连词（但是，却）
5、某些合成词，即按分词的结果拆开单独看不带情感，
但是整体带有情感倾向的词组。例如：创世纪，分词系统将
它分成两个词，这两个词分别出现并不带有褒贬倾向，而当
同时出现时，则带有一定的褒义倾向。
（创世纪，载入史册）

其次，在关键词的匹配阶段将原始文本分词之后，根据
词性的不同到不同的关键词库中匹配，如果匹配上，则补上
训练时保存的标注。这里需要对类别为 5 的词语特殊处理。
对于合成词的匹配，本文设计了下面的的方法来解决：
对于一个合成词，设它被分词程序分为 k 个词：C1，
C2，„„，Ck，把针对第 5 类词的词库分为两个部分，一个
部分记录这个合成词的前缀，即 C1；另一个部分记录则整
个完整的合成词。匹配的过程如下：
1、当匹配某一个词 C 的时候，我们首先在在前缀库中
查找，看它是否存在与前缀库之中。如果能在前缀库之中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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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么转 2）
，否则转 4）
。
2、将 C 后面的词拼接到 C 的后面，形成一个新的词 C’
，

3

匹配失败，转 1，计算下一个简单句的褒贬倾向，并累
加。

判断 C’是否存在词库中，如果找到，转 3）
，否则令 C = C'，

表 3 为一个模板匹配过程的例子。在原始文本“今天电

转 2）
。直到 C’的长度超过词库中以 C 为前缀的最长词的长

影很精彩”中提取简单模板 21，发现在库中有两个模板能

度，转 4）
。

够完全匹配，于是最终选择频度最高的模板进行匹配。

3、匹配合成词成功，直接跳过整个 C’
，匹配 C’后面
的词。

4

4、合成词匹配失败，到其余 4 类词库之中匹配 C。
利用这样的算法，可以成功地匹配存在的合成词，又能
在匹配不成功的情况下正常匹配词库之中其他 4 类词。

3

词语文本褒贬倾向的计算
在模板匹配过程中，
如果遇到关键词词库之外类别为 1

的词语，系统需要计算它的褒贬倾向。而在模板匹配完成之
后，系统还需要计算整句文本的褒贬倾向。
表 3 模板匹配举例

模板的提取与匹配

Table 3 An example of template matching
模板的提取与匹配是从关键词序列中抽取共性的过程。
在处理模板的过程中，一方面模板不能过于抽象，使得模板
匹配时准确率下降；另一方面模板也不能过于具体，从而不
但增多了模板的数量，模板也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
3.1 模板的提取
模板的格式牵涉到整个匹配过程，所以模板格式的设计

模板匹配步骤

模板匹配结果

原始文本

今天电影很精彩。

关键词匹配结果

今天/t

类别模板

21

满足匹配条件的模板

/d2/a1 频度：5

比词库和标注的设计要求更为严格。在得到人工标注的关键

电影/n

很/d2#2

精彩/a1+2

。/w

/i2/a1 频度：2

词序列之后，出于简化模板、增加模板匹配成功率的目的，

最终匹配的模板

系统根据标点符号将一句复杂的文本分成几个简单句，然后

4.1 词语褒贬倾向的计算
词语褒贬倾向的计算方法为选取一定数量的褒义词和
贬义词作为参考词汇(一方面按照经验选取一些经典的褒义
词和贬义词，另一方面则到关键词词库里选取频度高的 1
类关键词)，计算该词与参考词汇的相似度，选出与褒义词
相似度的最大值和与贬义词相似度的最大值，求差并与阈值
做比较，大于阈值为褒义词，小于阈值为贬义词，简单起见，
本系统中将阈值取为 0。
计算词汇相似度算法的设计本文参照了文献[6]并对下
述问题进行了改进。
式 1 为原论文中词汇相似度的计算公式，该式的主要
思想为主要部分的相似度值对于次要部分的相似度值起到
制约作用。但是，最后对四部分结果加权求和时，可能存在
四部分的某一部分在两个义项中都不存在的情况，按照式 1
计算会造成结果偏小，这是不合理的。因此本系统在计算前
先判断每部分在两个义项中是不是都不存在，如果都不存在
的话就去掉相应的β 值，重新按比例调整其他β 值使它们的
和仍为 1。

对每个简单句分别提取模板。为了必要的模板匹配，首先需
要按顺序保存每个关键词的词性和类别。考虑到如果将一句
评论性语句中的褒义词语换成贬义词语，那么整句文本的褒
贬倾向也将改变，所以对于模板，褒贬倾向是不必保存的，
进而程度也不必保存。因此，表 1 中的关键词序列提取出的
模板为/d2/a1。目前系统的模板库中模板数目为 86 个。此
外，系统还保存了模板在训练文本库中出现的频率。
3.2 模板的匹配
模板匹配是整个系统的核心算法，为了提高匹配的准确
度和效率，本文提出了一个层次化模板的概念，将复杂的文
本拆分为几个简单句，分别进行模板匹配，而最终文本的褒
贬倾向值由各个简单句的褒贬倾向值相加得到，褒贬倾向值
的计算下一章将详细介绍。此外，在模板匹配过程中，系统
首先进行关键词类别的匹配，以缩小匹配范围，简单起见，
本文称关键词类别序列为类别模板。具体的匹配算法流程如

句，提取出类别模板，如果提取出的类别模板为空，转 5）
；

4

i

i 1

j 1

Sim( S1 , S 2 )    i  Sim j ( S1 , S 2 )

下：
针对一句输入文本，将它分为简单句，对于每一个简单

/d2/a1

„„ (1)

4.2 文本褒贬倾向的计算
在模板匹配成功之后，需要根据一定的规则计算出整

把简单句的类别模板同模板库中所有类别模板进行匹
配，如果有一个或多个类别模板完全匹配，选择频度最高的

句文本的褒贬倾向。这个规则的设定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作为匹配结果，转 4）
。否则，转 3）
；

出语法规则，否则将很容易导致计算出的整个语句的情感倾

再将简单句的类别模板同模板库中所有类别模板比较，

向错误。例如，程度副词既可能出现在其中心词的左侧，也

对于模板库中每一个模板 M，如果 M 的类别模板包含简单句

可能出现在其中心词的右侧（
“很好”
，
“好得很”
）
。本系统

的类别模板，那么在匹配点的区间之内进行词性的匹配，如

文本褒贬倾向计算规则设定如下：

果词性匹配上且分类为 1，计算文本对应位置词语的褒贬倾

1)

向。最终选择匹配词性最多的模板作为匹配结果，如匹配词
性的数目相同，选择频度大的模板匹配。如果找不到符合条
件的 M，转 5）
；
根据匹配的结果，计算简单句的褒贬倾向。转 1，计算
下一个简单句的褒贬倾向，并累加；

根据模板从文本中取出所有模板成分对应的词，去掉
不相关的词，组成一个序列

2)

第一遍扫描序列，找到所有程度副词(类别为 2)，将其
程度值乘到模板中离其最近的一个 1 类词的程度值上
(考虑到副词可能位于其中心词的前面或者后面，所以

小 型 微 型 计 算 机 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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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里的“最近”是前后双向的查找，同时由于副词在

不能分辨出后半句的评论对象并非主语，而导致最终判定倾

前的情况比较多，所以前向查找的优先级高)。具体的

向为贬义，出现错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在模板中

处理是标注程度为 3 的因子为 1.5，
程度为 2 的因子为

引入更多的语义信息。

1，程度为 1 的因子为 0.5。

6

本文设计了一个基于关键词模板的文本褒贬倾向判定

第三遍扫描序列，以转折词为单位将序列分成几个小
部分，对每个小部分累加其 1 类词的褒贬倾向值，然
后按转折词类型的不同乘以转折词相应的权值(让步
型如“虽然”，对应部分要减弱；转折型如“但是”，
对应部分要加强)，最后各部分相加得到文本的褒贬倾

系统。该系统通过文本句法分析、关键词匹配、模板匹配、
词汇褒贬倾向计算以及文本褒贬倾向。
进一步的工作是扩大关键词词库的规模，
增加领域相关
特性、在模板中引入更多的语义信息等，以提高文本褒贬倾
向判定的精度。

向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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