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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多维特征微博情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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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 1 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多维特征微博情感分析新机制；利用词向量计算文本的语义特征，结合基于
表情字符的情感特征，利用卷积神经网络挖掘特征集合与情感标签间的深层次关联，训练情感分类器；结合微博
文本的语义和情感特征，同时利用卷积神经网络的抽象特征提取能力，进而改善情感分析性能。研究结果表明：
引入表情字符的情感特征模型可使情感分析准确率提高 2.62%；相比基于词典的机器学习模型，新机制将情感分
析准确率与 F 度量分别提升 21.29%和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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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Weibo sentiment with multi-dimensional features
based on deep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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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ew mechanism of Weibo sentiment analysis based 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with multidimensional features was proposed. The proposed mechanism combines semantic features from word vectors with
sentiment features from emoticons, in which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was used to mine deep correlation between
features and labels. The performance of Weibo sentiment analysis was improved through mining multi-dimensional
features and utilizing abstract features extraction ability of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ccuracy of sentiment analysis model based on emoticons increases by 2.62%. The accuracy and F measure increase by
21.29% and 19.20%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at of machine learning model based on lex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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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用户乐于在

浪微博作为一个基于用户关系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

网络上发布自己的观点、分享个人的生活状态，同时

取的平台，改变了传统社交网络交流方式，给用户提

获取实时新闻、资讯，社交平台也因此发展迅猛。新

供更为便捷获取丰富信息的方式，迅速成为了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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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气的社交网络平台与新媒体平台。由于微博平台的

感分析并不多，大部分通过提取文本的情感和统计等

开放性，多数突发事件都是第一时间由身处现场的目

特征，进而使用机器学习中的分类算法完成情感分析

击者发布到微博平台，并因此引发网友的高度关注，

任务。黄发良等[11]提出基于隐含狄利克雷分布(LDA)

例如“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上海浦东机场疑似爆

主题模型的结合表情符号与用户性格特征的多特征融

炸事件”、“英国退欧”等。互联网用户通过微博第

合模型，实现了微博文本的主题与情感倾向的同步检

一时间了解热点事件，关注事态发展；相关部门通过

测。张冬雯等[12]通过 word2vec 工具扩充情感词典，根

微博通报事件最新进展，澄清事实，安抚民众情绪。

据情感词特征与词性特征，使用支持向量机训练文本

因此对微博平台内容进行准确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情感分类模型。黄仁等[13]也通过 word2vec 工具扩展情

Twitter 作为国外著名的社交平台，已成为学术界的热

感词典，使用基于情感特征词的统计模型对文本进行

门研究对象。用于 Twitter 情感分析的传统方法是基于

情感评分。通过情感词典提取情感特征对情感词典要

词典的情感分析，使用包含情感极性、否定以及程度

求严格。一方面，模型往往需要多种词典，如情感词

[1−2]

[3]

。PANG 等 基于

词典、程度副词词典和否定词词典等；另一方面，互联

学习的情感分析方法，将文本情感分析看作文本分类

网新词、网络用语日新月异，更新和维护词典也是一个

问题，利用从情感词选取的大量嘈杂的标签文本作为

难题。而统计特征的提取依赖自然语言的研究分析，需

训练集直接构建分类器。大量基于学习的情感分析方

要语法构词等专业知识。当前，将深度学习模型应用

副词的词典计算句子的情感倾向

[4]

法过于依赖特征工程，例如 MOHAMMAD 等 利用

于中文微博情感分析的研究不多。本文作者一方面使

大量手工挑选的特征取得了当时的最佳分类性能，但

用 word2vec 工具计算词向量，提取短文本的语义特

手工特征需要大量的语法构词等专业知识，同时成本

征，另一方面保留微博文本中的表情字符，作为情感

极高。因此，国内外研究者开始将深度学习模型应用

特征，共同构成特征集合；再通过卷积神经网络模型

[5]

于 Twitter 情感分析问题。SEVERYN 等 使用词向量

提取深度抽象特征，训练分类器完成情感分类任务。

表示文本的语义特征，并使用卷积神经网络提取深层
次特征训练分类器；TANG 等[6]构建神经网络模型学
习包含情感特征与语义特征的词向量表示，并与手工
特征结合作为复合特征，训练分类器。此外，国内外

1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多维特征微
博情感分析新机制

研究者也将深度学习模型应用于英语短文本处理。
KIM 等[7]使用卷积神经网络对短文本进行建模，并在
多个数据集上进行了多组实验，完成了句子级别的文
本分类任务。ZHANG 等[8]提出了字符级别的卷积神经

本文作者提出 1 种多维特征微博情感分析新机
制。图 1 所示为多维特征微博情感分析新机制流程图。
微博文本的多维度特征包括语义特征与情感特

网络模型并用于文本分类，该模型适用于多种语言，

征。语义特征通过对大规模语料进行无监督学习训练，

且其性能不亚于词袋模型、N-grams、TFIDF 等传统模

计算词组的词向量表示。词向量不仅将词组映射至高

型，以及基于词组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和循环网络模

维空间中实现向量化表示，同时词向量在高维空间中

型。WANG 等[9]提出将卷积神经网络与 k-means 算法

的余弦距离也表示词组间的相似度，蕴含了词组间的

融合的半监督学习模型，使用少量带标签数据对短文

深层语义联系。情感特征由微博文本中的表情字符表

本进行聚类。XU 等 [10] 提出了利用卷积神经网络与

示。对微博文本中的表情字符提取与转换，并进行随

k-means 聚类算法结合的短文本聚类模型，该模型是

机向量化以匹配语义特征的词向量表示，共同构成微

自学习框架，无需任何标签数据。英语语料相比中文

博文本特征集合。

语料具有已分词的天然优势，此外，中英文在文化以

将特征集合作为卷积神经网络的输入，通过卷积

及使用习惯上也具有很大差别。针对中文短文本的情

与池化运算，捕获局部特征并对局部特征进行筛选，

图1

多维特征微博情感分析新机制流程图

Fig. 1 Flow chart of mechanism with multi-dimensional features for Weibo sentim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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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 f ( w ∗ si:i + h −1 + b)

所得特征作为情感分类器的输入，训练微博文本情感
分类器。

(1)

其中： si:i + h −1 表示由第 i 个词组至第 i+h−1 个词组组
成的连续文本片段；*表示卷积运算；f 为非线性激活
函数 ReLU；b 为偏置项；ti 为第 i 个卷积特征。当使

2 卷积神经网络模型

用卷积核 w 对整个微博文本完成卷积后，即可生成特
征集合 T = {t1 , t2 , L , tn − h +1} 。由于不同微博文本的词组

卷积神经网络是深度学习中的常用模型之一，已

数量不同，且不同卷积核的长度不同，导致特征集合

经在图像和语音分析领域取得了可观的效果。该模型

的长度也不同。因此，采用池化操作选出特征集合的

受生物视觉系统启发，通过池化和权值共享减少了网

代表值，既可保证对不同微博文本使用不同长度的卷

络中权值的数量，降低了网络模型的复杂度。池化操

积核卷积后的特征数量一致，也可减少神经网络中的

作利用了自然文本的统计特性即局部的统计特性同样

权值数量，降低计算复杂度。模型采用最大值池化操

适用于其他部分的原理。同时，卷积神经网络对平移、

作，即选取特征集合中的最大值作为代表特征值。

比例缩放、倾斜或者共他形式的变形具有高度不变性。
2.1

tˆ = max({t1 , t2 , L, tn − h +1})

模型概况
本文作者借鉴文献[7]中使用的卷积神经网络模

(2)

经过池化操作，即可保证使用多个不同长度卷积
核对微博文本卷积生成长度统一的特征向量。

型，所用的模型可分为 3 个部分，如图 2 所示。
第 1 部分为输入层。输入层由词组对应的词向量
构成的矩阵表示。经过数据预处理后，一条微博文本
s 由 n 个词组 { x1 , x2 , L , xn } 构成，其中主要由文本的

第 3 部分是分类层。将上一层生成的特征向量输
入至全连接的 softmax 层，计算属于各类别的概率分
布：

语义特征词组构成，当微博中使用了表情字符时，存

Pj = P( y = j | X , b) =

在与该表情对应的情感特征词组。每个词组 xi 都是一
个 d 维的向量，其值由 word2vec 工具训练求得，若该
词组不在 word2vec 训练语料中，则被随机初始化。因
此，1 条微博文本由 1 个 n×d 的矩阵表示。
第 2 部分为卷积层，主要由卷积和池化运算构成。
使用卷积层是为了提取微博文本的深层次情感模式特

W j X +b j

e

∑ i =1 eW X +b
L

i

(3)

i

式中： Pj 为属于第 j 类的概率；X 和 W 分别为分类层
的输入和权值矩阵；bi 和 bj 分别为偏置项 b 的第 i 和 j
元素；L 为类别数量。
2.2 正则化
模型使用反向传播算法进行训练，采用随机梯度

征，同时配合池化运算减少计算量，归一化特征长度。

下降算法(SGD)计算梯度，使用 Adadelta 算法[14]自动

模型使用不同长度的卷积核提取不同的特征，每个卷

更新学习率。此外，模型引入 Batch Normalization 算

积核 w 是一个 h×d 的矩阵，其中 h 是卷积核的长度。

法对各层神经网络的输入进行正则化处理。通过在各

使用卷积核对微博文本进行卷积，该过程可表示为

层计算激活值前加入一个 Batch Normalization 归一化

(a) 输入层；(b) 卷积层；(c) 分类层
图2

卷积神经网络结构

Fig. 2 Structure of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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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层，能够减少内部协变量偏移的影响，进而加速
参数更新的收敛与网络的训练

[15]

。

助用户更生动地表达当下的感受和体会。图 3 所示为
微博默认表情。直观上，这些表情字符也是微博文本

本模型中加入了 2 处 Batch Normalization 归一化

情感倾向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传统的自然语言处理

网络层。一是在卷积运算后，对单个卷积核对应的卷

大多针对新闻、博客等正式语料，因此只关注对于文

积特征进行归一化，再进行池化运算；二是在全连接

本的研究与处理，在文本预处理阶段只过滤出文本信

分类层中计算激活值之前加入归一化层，激活值 z 计

息，而删除网页链接、特殊字符等数据，导致微博文

算公式为

本情感特征的缺失。
z = f (WX + b)

(4)

引入归一化层后，激活值计算公式为
z = f ( g (WX ))

(5)

其中：g 为归一化函数。由于归一化运算对于偏置无
效，因此省略偏置项。

3 微博文本多维度特征提取
3.1

基于词向量的语义特征
已有的研究表明，在无法对大规模带标签数据进
图3

行监督学习的情况下，使用无监督学习的方式初始化
Fig. 3

神经网络的输入值，是一个有效改善训练效果、加速

微博默认表情

Default emoticons in Weibo

训练收敛的方法[16−17]。因此，本文作者使用 word2vec
通过研究发现，微博平台的默认表情字符是由

工具计算微博文本的词向量，作为卷积神经网络输入
的初始化值。

word2vec 工具[18]是 Google 上一款开源的高效计
算分布式词向量的工具。此工具以语料库为输入，计
算出词向量表示。它以由文本数据构建的词汇表为训
练数据，然后学习词组的高维向量表示，即将词组映
射至有限维的高维空间中。与传统的 One-hot 表示模
型相比，词向量是稠密的向量表示，并且更易计算向

HTML 图像标签构成。因此，在数据预处理阶段，对
图像标签进行提取与转换，并将转换后的表情字符插
入所属微博文本的原位置，然后用方括号对表情字符
进行标注，以区分微博中的文本与表情，例如“ [ 哈
哈]”。将处理后的表情字符采用随机初始化的方式转
换成词向量，与语义特征保持一致，进而实现语义特
征与情感特征的结合。

量间的距离度量，因此更适用于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
学习，同时对微博文本的简短性和随意性具有更好的

4 实验与分析

鲁棒性。

word2vec 工具包含 2 个计算词向量的模型即连续
词袋模型(CBOW)和 Skip-Gram 模型。该工具基于神
经网络语言模型，通过删除隐层以及利用分层 softmax
和负采样等技巧减少计算复杂度，同时优化训练结

4.1

数据集
实验所用数据集包含 word2vec 训练语料与微博

数据集。

word2vec 训练语料使用搜狗实验室整理提供的

果[19−20]。通过 word2vec 工具对分词后的中文语料进

新闻数据 [21] ，包含全网新闻数据与搜狐新闻数据共

行训练，可计算每个词组的指定维度的向量表示。利

2 706 229 条新闻语料。选取新闻预料中新闻正文进行

用词组的词向量可以方便地计算词向量的余弦距离作

分词处理，作为 word2vec 工具的训练数据，并设置词

为词组间的相似度度量，因此词向量表示了语料中词

向量长度 d=300。训练完成后，共包含 565 345 个词

组间的深层语义联系。

组。对于未出现在词向量集合中的词组，将对其进行

3.2

随机初始化。
对于微博数据集，由于模型需要考虑微博中的表

基于微博表情字符的情感特征
微博平台为用户提供了大量的默认表情字符，帮

第5期

1139

金志刚，等：基于深度学习的多维特征微博情感分析

情字符，并未发现合适的公开数据集，因此通过自行

表2

采集的方式获取了约 10 000 条微博文本，通过人工标

实验参数

Table 2 Experiment parameters setting

注的方式将其分为积极和消极 2 类，其中积极类微博

参数

参数设置

3 100 条，消极类微博 3 800 条。最终，随机选择 3 000

卷积核维度/维

2,3,4,5

条积极类和 3 000 条消极类微博作为数据集。表 1 所

卷积单元数量/个

100

分类层输入节点数/个

50

迭代次数

25

迷你批维度/维

50

Adadelta 衰减参数

0.9

示为实验所用微博样本示例。
表1

微博文本示例

Table 1 Examples of Weibo text
积极文本

消极文本

看着都难过 大家不要乱骂
人家。吸取教训 逝者安息
[蜡烛]

是啊 再吵架也要分场合和
地点…完全得不到同情。哎
可惜剩下的家人会多伤
心…

这个小说满满的都是回忆
很快就能在电影院里看到
啦 [心]

昨晚看小说夏木最后死了，
好伤心[泪]

啊！啊！啊！帅出新高度啊！

看个预告都能看哭，在电影
院感觉能哭傻

TP 为原本属于积极且分类正确的数量，FP 为原本属于
积极但分类错误的数量，FN 为原本属于消极但分类错
误的数量，TN 为原本属于消极且分类正确的数量。则
准确率 Pacc、精确率 Pprec、召回率 Precall 和 F 值的计算
如下：
Pacc =

TP + TN
TP + FP + TN + FN

Pprec =

4.2

对比实验

TP
TP + FP

Precall =

对比实验包含 2 个部分：第 1 部分是与传统基于
词典的机器学习模型的对比；第 2 部分是与无表情字
符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对比。

F=

第 1 部分的对比实验采用基于情感词典与词性特

(6)
(7)

TP
TP + FN

(8)

2Pprec ⋅ Precall

(9)

Pprec + Precall

征的机器学习情感分类算法。参考文献 [12] ，使用

word2vec 工具计算词组相似度，进而对由 HowNet 词
典和 IAR 词典组合构成的情感词典进行扩充，同时使

每组实验均采用 10 折交叉验证的方式进行。表 3
所示为各组实验的实验结果。

用{形容词，副词，动词}的词性组合作为文本的词性
特征，将提取的情感特征与词性特征进行主成分分析

(PCA)降维处理，最终通过支持向量机对特征进行训
练，完成中文情感分类任务。
为了验证微博文本中表情字符对情感分析的促进
效果，设计关于表情字符的对比实验，即在文本预处
理阶段将表情字符去除作为对比实验，其余设置与主
模型相同。
4.3

表3

对比实验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experiments
学习模型

准确率

精确率

召回率

F值

有情感特征的深度
学习模型

0.848 9

0.850 3

0.847 1

0.848 1

无情感特征的深度
学习模型

0.827 2

0.835 8

0.830 9

0.833 3

机器学习模型

0.699 9

0.683 8

0.741 5

0.711 5

结果与讨论
实施 3 组情感分析实验。第 1 组为本文提出的微

由表 3 可知：与机器学习模型相比，本文作者提

博情感分析新机制，记为有情感特征的深度学习模型

出的微博情感分析新机制情感分析准确率与 F 值分别

其参数通过在小批量数据集上进行交叉验证后确定，

提升 0.149 0 和 0.136 6，相对提升 21.29%和 19.20%。

如表 2 所示。第 2 组为无感情特征的基于卷积神经网

可以得出结论，卷积神经网络与多维度文本特征的引

络的模型，即在本文作者提出模型的基础上，去除表

入对微博情感分析的改善效果显著。与无情感特征的

情字符，记为无情感特征的深度学习模型。第 3 组为

深度学习模型相比，发现准确率与 F 值分别提升

基于情感词典的机器学习模型，记为机器学习模型。

0.021 7 与 0.014 8，相对提升 2.62%与 1.78%，考虑到

采用准确率与 F 值作为分类效果的度量。对于本

并非所有微博文本都包含表情字符，该改善效果比较

文所属的二分类问题，设类别分别为积极和消极，令

可观，可见，引入微博表情字符有助于促进情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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