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极性转移和 LSTM 递归网络的情感分析
 

梁军，柴玉梅，原慧斌，高明磊，昝红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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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短时记忆(long short term memory，LSTM)是一种有效的链式循环神经网络(recurrent neural 

network，R
2
NN

1
)，被广泛用于语言模型、机器翻译、语音识别等领域。但由于该网络结构还是一种链式结

构，不能有效表征语言的结构层次信息，本文将 LSTM 扩展到基于树结构的递归神经网络(recursive neural 

network，RNN)上，用于捕获文本更深层次的语义语法信息，并根据句子前后词语间的关联性引入情感极性

转移模型。实验证明本文提出的模型优于 LSTM、递归神经网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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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Sentim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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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in-structured 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 has showed to be effective in a wide 

range of problems such as language model,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speech recognition. Because of the 

network is only a line chain , it cannot storage the structure of hierarchical information language. We 

extend it based tree structure to recursive neural network to capture mor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information,  and sentiment polarity shifting model is introduced. Compared to LSTM, RNN etc, the 

proposed model achieves a state-of-the-ar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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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学者对深度学习的不断探索，其在图像、语音识别领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与此同时在 NLP领域众多学者也在进行各种深入研究，尤其在利用神经网络进行语言模型建

立、文本特征学习和短文本情感分析方向都有突破。 

在利用神经网络进行文本特征学习时需要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对文本数据建模，通常

有三种模型：词袋模型（bag-of-words model）、序列化模型（sequence model）和结构化

模型（structure model）。这三种模型各有优劣，对于词袋模型，文本被看作是无序的词汇

集合，忽略语法甚至是单词的顺序，该模型被广泛应用于传统贝叶斯模型、LSA、LDA 等文

本分类模型中，被证明是简单有效的，但同时该模型的缺点也是十分明显的，它忽略了文本

本身的语法语义信息所以很难捕获到文本中深层的语义信息。而序列化模型则将文本看作是

有序的词语序列，这种模型考虑了文本的有序性以及词语间的关联性可以学习到一些词袋模

型无法学习到的语义信息，如 Bengio 等人提出的神经网络语言模型
[1]
就考虑了词语间的顺

序性，但为了降低模型的复杂度仅仅考虑窗口内的词语。Mikolov等人
[2]
在 2010 年提出利用

循环神经网络来构建语言模型，这使得网络模型可以充分地利用上下文信息从而更好地进行

语言建模。不过这些模型依然是将文本看作有序列的词语组合，仅考虑了文本的有序性信息

仍然忽略了文本在语义上的结构性。结构化模型则试图将文本看作有结构的词语组合，使得

在学习文本特征时能够充分保存文本的结构特征，例如 Socher 等人
[3]
利用 Recur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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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与递归神经网络（Recursive Neural Network）区别，本文称之为 R

2
NN。 



 

 

Autoencoder方法试图以一种树形结构来描述文本，希望能够学习到文本的句法信息，该方

法在解决短文本情感分析的问题上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在解决序列化问题时 R
2
NN 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充分的利用上下文信息，但

该方法存在着梯度爆炸和消失的问题
[4]
，Hochreiter 和 Schmidhube 等人[5]提出的 LSTM 型

R
2
NN 有效的解决了这一问题。然而 LSTM-R

2
NN 也是一种链式网络并不能利用文本的结构

化信息，因此本文将 LSTM 这一网络结构拓展到基于树形结构的 RNN 网络上构成

LSTM-RNN 模型，并结合情感分析中的情感极性转移现象（Polarity Shifting）提出

PLSTM-RNN 模型从而更好地利用文本上下文信息、结构化信息和情感语义信息来解决文本

情感分析这一问题。 

本文具体章节安排如下：第 2节介绍了与本文相关的一些工作进展；第 3节介绍了融合

LSTM和情感极性转移模型之后的网络模型；第 4节介绍将融合之后的模型应用于情感分析；

第 5节为实验及分析；最后对本文做出总结，并指出后续的工作方向。 

 

2 相关工作 

2.1 递归神经网络 

Socher 等人在 2011 年将递归神经网络成功应用在句法解析上[6]，之后人们对它进行了

许多研究。随后 Socher 在 RNN 的基础上添加一个感知层从而提高模型的表达能力[7]；Irsoy

和 Cardie
[8]将 RNN 扩展为 3-layer RNN 从而成为一个深层网络结构。除了对模型的结构上进

行上优化，RNN 也被应用在 NLP 的其他领域，Li P 和 Liu Y
[9]等人将 RNN 应用到机器翻译

领域；Le 和 Zuidema
[10]将其应用在依存句法分析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这些方法通过

递归神经网络为语言建模，可以有效的捕获到文本的语义信息，从而提高了这些传统任务的

性能。 

2.2 情感分析 

情感分析是一个新兴的研究课题,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11]。鉴于此，该研究

课题受到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的重视。Pang 和 Lee 等人在 2008 年就利用词袋模型对

文本进行情感分析，随后许多人尝试设计更好的工程特征或者使用基于句法结构的极性转移

规则来提升情感分析的准确率。这些模型都是基于词袋模型，无法获取到文本中的深层语义

信息，因此效果并不理想。2013 年 Socher 等人利用递归神经网络模型对影评数据进行情感

分析取得了比传统方法更好地效果。梁军等人[12]通过向 Recursive Autoencoder 模型中融入情

感极性转移模型在中文微博情感分析上取得不错效果。这两种模型都是树形结构网络，但没

有充分利用句子的历史信息。 

 

3 基于极性转移和 LSTM 的递归网络模型 

神经网络模型可以学习到不同长度、句法结构的短语的特征表示。这些特征表示可以作

为分类器的特征输入为短语、句子进行分类。在利用神经网络模型进行句子特征表征学习时，

需要先将句子中的词语映射为 d 维的实数向量。这些词语对应的 d 维实数向量可以使用高斯

分布 进行初始化，也可以使用一些无监督方法进行预训练，例如 google 推出的将词

语转化为词向量的工具 word2vec，Socher 等人提出的 Recursive Autoencoder 方法。所有词

语对应的词向量将会存储在一个词向量矩阵 中，其中 是词表的大小。词向量

矩阵 同样会作为神经网络模型的参数被训练，当模型训练完成后词向量矩阵 就会存储每

个词对应的特征表示。在有了词语对应的词向量之后需要一定的方式来计算词语组合形成的

词组、句子所对应的特征表示，有了词组、句子对应的特征表示之后，将这些特征作为 softmax

分类器的输入就可以得到它们的分类结果。 

本节将介绍两个学习词语、句子特征表示的网络结构模型 RNN 和 R
2
NN 模型，并结合



 

 

两个模型的特点提出一个新的 LSTM-RNN 模型。该模型可以有效利用句子的语法结构信息

和语义的历史信息进行词语、短语和句子的特征表征学习。通过该模型学习到的特征已经可

以有效地被用来进行文本情感分析，但语言中会广泛出现情感极性转移的现象，本文进一步

结合该现象对模型进行改进提出 PLSTM-RNN 模型。 

3.1 RNN 

递归神经网络最早由 Goller
[14]提出，它根据句子语法的树形结构由底向上递归地合并两

个相邻的节点，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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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RNN 的网络结构 

递归神经网络可以根据一个给定的有向无环图从下往上递归的应用相同的权重组合去

构建网络结构。通过遍历该有向无环图拓扑结构中的节点，可以不断递归的由子节点的向量

表示学习到父节点的向量表示。一般来说有向无环图的结构是没有限定的，但为了结构的统

一性和简洁性通常将该有向无环图转换为二叉树的形式。 

假定文本为 ，其句法解析树对应的二叉树结构为 ，

表示词语， 表示短语 ， 表示 ；

为系数矩阵，则可以表述为： 

              (1) 

其中 g 为激活函数 。如图 1 所示递归神经网络通过不断合并两个短语的特征表示来学

习更大跨度的短语的特征表示，在特征学习的过程中它根据语法结构关系先后合并句子中的

词语，既保留了句子的词序特征又结合了句子的语法层次结构特征。 

3.2 LSTM型 R
2
NN 

循环神经网络与递归神经网络的区别在于组成这些网络的神经元相互关联的结构不同：

递归神经网络中节点的结合是按照有向无环图进行的，而循环神经网络中节点是按照出现的

时序关系结合。事实上，可以把循环神经网络看作是一个具有特定结构的递归神经网络。如

图 2 所示： 

...

...

W

...
V

U

Xt-1

ht-1

yt-1

...

...

W

...
V

U

Xt

ht

yt

...

...

W

...
V

Xt+1

ht+1

yt+1

 

图 2 循环神经网络 

在第 t 次网络传播时假定输入为 ，t-1 次传播时隐含层为 ，则 t 次传播时

隐含层计算方式如下： 



 

 

   

其中 是第 t 次输入的词向量 对应的系数矩阵， 是 t-1 次传播输出

对应的系统矩阵， 是非线性激活函数（sigmoid 函数或者 tanh 函数）。这样隐含层在每

次计算时都会把上次输出作为本次输入从而达到保存历史信息的目的。但是在使用 BP、

BPTT 算法优化网络时会遭遇梯度爆炸或者梯度衰减的问题[4]，而 LSTM 使用一个记忆单元

（memory cell）来替代 R
2
NN 中的隐含层从而可以避免梯度在反向传播中遇到的爆炸和衰减

问题。LSTM 的网络结构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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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LSTM 网络结构 

 LSTM 型 R
2
NN 由 input gate i、output gate o 和 forget gate f 和 memory cell c 组成，其

中 input gate、output gate 和 forget gate 是控制 memory cell 的读、写和丢失操作的控制器。

假设 memory cell 的维度为 d，那么 LSTM 可以表述为： 

 

              (2)

 

其中 是激活函数 sigmoid； 是点乘运算； 分别表示系数矩阵和偏置向量，it,ft,otf

分别表示 t 时刻 input gate、forget gate 和 output gate 的计算方法，ct表示 t 时刻 memory cell

的计算方法，ht为 t 时刻 LSTM 单元的输出。由图 2 可以看出 3 个控制门 Input gate，Output 

gate 和 Forget gate 的输出分别连接到 1 个乘法单元上，从而分别控制网络的输入、输出以及

cell 单元的状态。 

3.3 基于 LSTM的 RNN 

本小节介绍如何将 LSTM 扩展到 RNN 模型上，使得既可以获得文本的机构信息又可以

利用 LSTM 对历史信息的存储。这样在计算父节点pp的向量表示时不仅仅可以用到两个子节

点的结构信息还可以利用历史信息进行计算。 

与 LSTM 单元类似，LSTM-RNN 的记忆单元也同样由 input gate，forget gate，output gate

和 memory cell 组成，但由于 LSTM-RNN 是基于树结构，所以在 t 时刻 LSTM-RNN 的输入

不止一个（对于二叉树来说，每次输入有两个），所以 LSTM-RNN 对于每个 LSTM 单元都

有 2 个 input gate 和 forget gate，如图 4 所示，一个基于二叉树结构的 LSTM-RNN 单元是有

2 个 input gate，1 个 output gate，1 个 memory cell 和 2 个 forget cell 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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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LSTM-RNN 网络结构 

假定两个子节点分别为 ，父节点为 ， 分别为孩子节点 在隐藏层的向

量表示， 分别表示子节点x;yx;y的记忆向量（cell vector）， 为系数矩阵， 为

偏置项，那么 LSTM-RNN 可以描述为： 

       (3)

 

其中 i1,i2 分别表示两个孩子节点对应的 input gate 的计算方法，f1,f2 分别表示两个孩子节点

对应的 forget gate 的计算方法，o 表示父节点对应的 output gate 的计算方法，ct 则表示父节

点对应的 memory cell 的计算方法， 则是父节点对应的输出。 

由于每个孩子节点都对应一个 input gate，通过训练可以使得对父节点贡献大的子节点

对应的 input gate 更接近 1，对父节点贡献小的子节点对应的 input gate 则更接近 0；同样的

forget gate 控制在计算父节点时利用哪个子节点的历史信息。 

3.4 融合极性转移的 LSTM-RNN 

在各个语言中，极性转移对于文本情感分析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句子中的一些否定词、

程度副词等的使用都可能会使得句子的极性发生偏转。张小倩[13]等人对极性转移现象进行

研究分析分为三类，本文根据其研究进行如下分类： 

表 1 极性转移实例 

类型 样例 线索 作用域 

强调 他很喜欢这本书 显式 句内 

否定 我不喜欢这个地方 显式 句内 

转折 这个手机还可以，但是我不喜欢 显式 句内 

句间极性转折 这个手机款式不错，但是配置不行 隐式 句间 

由上表可以看出，情感极性转移线性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强调、否定和转折。但其实可

以看出，这种情感极性转移现象是和前后词语本身的情感极性密切相关的。本文针对这种语

言现象对 LSTM-RNN 模型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在计算父节点的向量表示时使其不仅与两个

子节点的语义信息相关，同时也与两个子节点的情感信息关联，从而得到基于极性转移模型

的 PLSTM-RNN。假定文本的情感标签集合为 A={Negative，Positive}，其中有|A|个标签，

假如当前节点的左子节点的情感标签为 Am，其右子节点的情感标签为 An，则定义其极性转

移向量为 。即当前节点的向量表示由其两个子节点的语义信息和情感信息共同决定。 



 

 

        (4) 

这样针对子节点情感极性的不同组合就可以由其对应的 感知。通过反馈训练网络就

可以使得 捕获到对应的情感极性组合的极性转移模型。 

4 PLSTM-RNN 应用于情感分析 

本节介绍如何将扩展的 PLSTM-RNN 模型应用于情感分析，具体网络结构图如图 5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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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PLSTM-RNN 

其中 lx 是节点 x 通过 PLSTM-RNN 模型训练得到特征向量表示后作为 softmax 回归的输

入得到的情感极性标签，同时 lx 作为 PLSTM 的输入决定偏置向量的选取；假定 y 是节点 x

对应的真正的情感。那么节点 x 的情感极性为 Ak 的概率计算方法如下： 

                          (5)

 

假定训练样本为 T，那么在训练是定义损失函数为： 

            (6)
 

其中 s 为样本集 T 中的句子，n 为每个句子中的节点， 是示性函数，其取值规则为：

。在训练模型的时候可以使用批梯度下降[14]的方法来最小化损失函数 ，当

然也可以采用 LBFGS 或 AdaGrad
[15][14]等方法来优化参数。模型的算法描述如下所示： 

PLSTM-RNN 

输入：训练语料 T 及其对应标签：l 

输出：  

 

1) 初始化词向量及 ； 



 

 

2) while 不收敛 do 

 J = 0 

for all <s,t>ϵT do 

while p isn't Root do 

     

end while 

计算 Ji=∂J(s,t)/∂  

更新 J =  J+ Ji 

end for 

    更新 ϴ=
1

𝑁
∇J + λθ 

end while 

5 实验 

5.1 数据集 

为了验证模型的有效性，本文选用斯坦福大学在影评数据上开发的 Stanford Sentiment 

Treebank
[7]，该数据集的标签分为五类（very negative, negative, neutral, positive, very positive），

共有 11,855 个句子，平均每个句子包含 19 个词语，共有 215,154 个短语，按照原有的数据

集分割方案：训练集 8544 句，开发集 1101 句，测试集 2210 句。另外，将其中没有极性的

句子去掉可以作为二分类的验证数据集，没有极性的句子约占整个数据集的 20%左右，去

掉之后的开发集 6920 句，开发集 872 句，测试集 1821 句。 

5.2 向量维度的选择 

在进行实验时，词向量使用 Jeffrey Pennington et al
[16]使用 Common Crawl 数据训练得到

的 300 维向量2初始化，中间节点则使用不同维度的向量进行表征。因为随着内部节点维度

的增加整个模型的复杂度成倍正常，因此需要为内部节点的向量表征选择一个合适的维度，

下图是开发集上调节内部节点不同的向量维度 PLSTM-RNN 模型的评估： 

 

图 6 内部节点向量维度的影响 

由上图可以看出，内部节点向量维度在 100 维时即可达到较理想的效果。 

                                                        
2 http://nlp.stanford.edu/projects/g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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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模型对比实验 

本节将该文提出的模型 PLSTM-RNN 和之前在该数据集上试验过的模型进行对比（使

用准确率作为评估标准），主要有 Naive Bayes with bag of bigram features ( BiNB)，Recursive 

neural tensor network (RNTN)
[7] ，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

[17] ， Dynamic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DCNN)
[18]和 Deep RNN(DRNN)

[8]模型。 

 表 2 模型对比结果 

模型 2-class 分类 5-class 分类 

BiNB 83.1 41.9 

RNTN 85.4 45.7 

CNN 88.1 48.0 

DCNN 86.8 48.5 

DRNN 86.6 49.8 

LSTM 86.7 45.8 

LSTM-RNN 87.7 50.0 

PLSTM-RNN 88.1 50.3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在对文本进行二分类或者五分类时 PLSTM-RNN 模型都能够达到

很好的效果，证明该模型是有效的。从直观上来看，利用 LSTM 可以有效保存文本的历史

信息，这对文本进行情感分析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结合 RNN 网络的特点可以充分利用句

子本身的结构信息，使得模型学习到的特征表示更完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入节点的联合

情感信息，最终结合了文本的语义信息、结构信息和情感信息从而使模型可以达到最好的效

果。 

6 结语 

本文将基于链式结构的 LSTM 型网络扩展到 RNN 网络，使得模型可以在更好地获取文

本历史信息的同时，挖掘到文本的结构信息，丰富特征学习，同时针对情感极性转移这一问

题提出情感极性转移模型，并将其融入到 LSTM-RNN 中，进一步优化了模型的表征能力。 

基于文本结构的神经网络模型在文本处理上有较强的优势，但对于如何快速有效学习到

文本的结构特征仍然是一个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下一步工作也将在这方面进行探索，从而

希望更好地对文本进行结构化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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