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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考虑到同类型的情感句往往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句法和语义表达模式，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情感

句模的文本情感自动分类方法。首先，将情感表达相关句模人工分为3大类105个二级分类；然后，设计了
一种利用依存特征、句法特征和同义词特征的句模获取方法，从标注情感句中半自动地获取情感句模。最
后，通过对输入句进行情感句模分类实现文本情感分类。在NLP&CC2013中文微博情绪分类评测语料及
ReLabEAC1.0文学语料的实验结果显示本文提出的分类方法准确率显著高于基于词特征支持向量机分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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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idering that opinionated sentences always have the same or similar syntax and semantic
expression frameworks, this paper proposes a sentiment analysis approach based on sentiment sentence framework.
Firstly, we divided sentiment sentence frameworks into three categories and 105 subcategories. A sentence
framework extraction method is designed to semi-automatically extract sentiment sentence frameworks from
annotated sentiment sentences using dependency features, syntactic features and synonym features. The polarity of
input sentence is determined through the classification of its sentiment sentence frameworks. The evaluations on
NLP&CC 2013 micro-blog emotion analysis corpus and RelabEAC 1.0 literature corpus show that our proposed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approach achieves better precision performance compared to word-based support vector
machine classif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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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情感(Sentiment)是一种复杂的生理和心理现象，包括情绪(Emotion)、感觉(Feeling)和心
情(Mood)等。它是人类智能的重要特征，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随着 Web 2.0、社交网络
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分享自己的观点、体验和心情，包含有情感的文本也越来越
多。对文本中蕴含的情感和情绪进行自动分析正在成为新的研究热点。这些分析技术的研究
对于大数据行业挖掘文本潜在的情感表达，发现用户兴趣与需求，提高服务质量等应用领域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文本情感分类的典型方法包括：(1) 基于关键词的方法。如 Turney[1]等使用词之间
的点式互信息 (Point-wise mutual information)和 SO (Semantic orientation)对评论进行非监督
的分类；Kamps[2]等利用 WordNet 记录的信息来分析形容词的极性；朱嫣岚[3]等基于 HowNet
分析词汇的倾向性进行句子倾向性分析。这类方法对分析显式的、含有情感词的文本比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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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2) 基于规则或常识知识库的方法，如 Hu[4]等使用关联规则挖掘客户的主观评论；姚天
昉[5]等使用句法规则的方法对汽车评论中的情感倾向进行挖掘；刘鸿宇[6]等基于句法树中的
路径对评价对象进行抽取；任巨伟[7]等在陈健美[8]等人的情感常识表示框架基础上构建了二
元结构的情感常识库，进行文本情感分析和倾向性分析。这类方法具有一定的分析隐含情感
和领域相关情感文本的能力。(3) 基于统计和机器学习的方法。如 Pang Bo[9]应用朴素贝叶
斯、最大熵、支持向量机 SVM(Support Vector Machine)等分类器对电影评论进行分类；谷学
静[10]等利用隐马尔科夫模型 HMM 对情感进行建模；王根[11]等采用多重冗余标记的条件随
机场分类器，通过求联合解码最优，减少了单分类的错误传递； Li[12]等利用多分类器融合
的方法改进单一分器的效果；李寿山[13]等采用了基于 Stacking 组合分类方法对分类器进行
情感倾向分析。这类方法得到了较多的应用。
考虑到同类别的情感句往往有相同或者相似的句法和语义表达模式，本文提出一种基于
情感句模的文本情感分类方法。首先，从《现代汉语基本句模》[14]中选取与情感表达相关
的三大类句模，并进行人工补充获得 105 个二级分类句模。而后，利用情感标注语料，
对基础情感句模无法覆盖的情感句进行分词、句法分析和依存关系分析，从中找出句子
的核心谓词和与其直接关联的句子主干词以及对句子情感有直接影响的其他词，通过半
自动的方法获取情感表达句模，从而建立一个情感句模库。在情感分类任务中，将情感句分
类问题转换为最相似句模分类和排序，从而实现情感分类。在 NLP&CC 2013 中文微博情绪
分类评测数据集及 ReLabEAC1.0 文学语料进行的评估实验显示，本文提出的方法对语料多
标签情感分类准确率分别达到 43%和 60%，明显优于基于词语特征的 SVM 分类器方法，显
示本文提出的基于情感句模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提高文本情感分类性能。

2 基于情感句模的文本情感分类方法
通过对大量情感句的表达方式进行分析和总结，可以发现句子的主要语义往往通过句子
的主干来表达，很多时候具有相同或者类似主干的句子所表达的情感也相同。例如：表示喜
爱情感的两个句子“我喜欢你”与“我爱自然语言处理”具有共同的句子主干“情感的持有者+
表示喜爱的词语+情感的对象”。为此，本文引入朱晓亚[15]提出的汉语句模的概念进行描述。
这里，句模定义为动核结构生成句子时与句型结合在一起的语义成分的配置模式，是根据句
子语义平面的特征分出来的类别。上述例子中的句子主干可以用句模“<感事><喜爱词类><
向事>”来描述，其中“感事”表示情感的主体，“向事”表示情感施加的对象。每一类句模包含
对应的词类。在利用句模对情感句表达方式进行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情感句模能够表达句子的主要语义。
假设 2：如果句子 S 能用情感句模 M 表示（即与该句模匹配），则 S 与 M 表达的情感分
类相同。
基于情感句模的文本情感分类方法的基本设计思想是：将待分类句子与情感句模进行匹
配，找出匹配程度最高的句模，句模所属的情感类别即为此句子的情感分类。
2.1 情感分类及句模库构建
考虑到情感表达的灵活多样，因此需要对情感表达句和对应的情感句模进行相对精细的
区分。鲁川[14]等人在论文《现代汉语基本句模》中将常见的汉语句模分为 26 个大类，122
个二级分类。本文首先从中选择出与情感表达有着密切关系的包括“态度、感受、思想”3
个大类和 14 个二级分类，其中“态度”大类分为“热情类、细心类”等，“感受”大类分
为“感知类、感觉类”等，
“思想”大类分为“希望类、愿意类”等。从这些分类对应的句
模库中抽取了 14 个句模和 14 个对应的词类构成基本情感句模库。考虑到[14]存在对情感表
达句式覆盖率有所不足的问题，结合对大规模情感语料库的观察和分析，本文对上述二级分
类进行了扩展，最终得到对应于“态度”大类的 41 个二级分类、对应于“感受”大类的 48

个二级分类、对应于“思想”大类的 16 个二级分类。详细的分类列表在附录中给出。
由于基本情感句模库不能够覆盖所有对应类别情感句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本文新扩
展出的二级分类无法从现有的《现代汉语基本句模》资源中获得对应的句模。为此，本文提
出了一种情感句模的半自动获取方法，基本过程如下：
(1) 从情感语料库中抽取情感句，利用基本情感句模库进行匹配。对能匹配的句子作为
对应句模的实例存储。对不能匹配的句子，人工标注其对应的情感二级分类，并继续处理。
(2) 对这些句子进行分词、句法分析和依存关系分析。从中找出句子的核心谓词和与其
直接关联的句子主干词，以及对句子情感有直接影响的其他词（称为：附属词）
。
(3) 借助《同义词词林》，查找核心谓词和附属词所在的同义词词类，用同义词词类名
代替该核心谓词和附属词。如果这些词语不属于任何同义词词类，则创建新的词类。这里，
为区别词和词类，将词类名用尖括号括起来。
(4) 参考《现代汉语基本句模》[14]中定义的语义角色，将句子主干词抽象成语义角色。
这里，为区别词和语义角色，将语义角色用尖括号括起来。
(5) 将制作好的句模存入句模库。
下面以例句 1“我爱自然语言处理。”说明“喜爱类”中句模的构建过程：
(1) 生成句子的分词结果“我/爱/自然/语言/处理/。”，以及对应的句法分析和依存关系分
析结果如图 1 和图 2 所示。结合句法分析和依存分析结果，可知例句 1 的核心谓词是“爱”，
与其直接关联的句子主干词分别是“我”和“处理”，而“自然”和“语言”则不被视为句子主干。

图 1 例句 1 依存关系树

图 2 例句 1 句法树
表 1 典型情感句模及其所属情感分类
句模

一级类

二级类

<施事>站在<向事><站在一起词类>

态度类

支持类

<当事><对_当事介词词类><向事><重视词类>

态度类

重视类

<施事><共事介词词类><共事><恋爱词类>

态度类

恋爱类

<感事><以_方式介词词类><客事>[为]<光荣词类>

感受类

为荣类

<感事><对_当事介词词类><客事><不知道词类>

感受类

不知道类

<感事><知道词类|感知词类|推测估计词类|感到觉得词类><向事><火_词类|

感受类

喜爱类

<施事><终点方向词类><参观词类>

思想类

希望类

<施事><使让词类><致事><否定副词词类><怀疑词类>

思想类

信任类

<施事><在_范围介词词类><范围>上<另眼相看词类><客事>

思想类

另眼相看类

吸引力词类|好_词类>

(2) 在句模库中查找“爱”是否属于某个已知词类，如果匹配则使用该词类名代替“爱”；如
果无法匹配，则在《同义词词林》中查找“爱”的同义词，在句模库中创建“喜爱词类”，并将“爱”
和它的同义词添加到该词类中。而后用“<喜爱词类>”替代“爱”，此时例句 1 的主干为：
“我 <

喜爱词类> 处理”。
(3) 参考《现代汉语基本句模》中定义的语义角色，通过将“我”抽象为“感事”，将“处理”
抽象为“向事”，则从例句 1 获得句模“<感事><喜爱词类><向事>”。
(4) 将新句模存入情感句模库。
按照上述步骤，我们共从约 3500 个情感句中获得了 413 个情感句模，表 1 列举了一些
典型情感句模及其所属的情感分类，其中中括号里面的词是可以省略的词。
2.2 基于情感句模的情感分类算法
2.2.1 分类特征选择
利用情感分类句模库，可以将句子的情感分类转换为对情感句模的分类问题，只要找出
与待分类句子匹配程度最高的句模，即可使用句模的情感分类作为此句子的情感分类。本文
设计和选择了 4 种句模匹配特征用于描述句模匹配的相似性：
f1：是否匹配核心词，匹配则 f1=1，不匹配则为 0。
f2：匹配附属词个数。
f3：匹配依存关系树中与核心词连接的边的个数。
f4：匹配句法树中从根到叶子节点的路径（或称为句法树分支）的个数。
随后，使用下面的线性分类器模型结合上述 4 种匹配特征进行分类：
1, �� � ∙ � + � > 0�
y = sgn(� ∙ � + �) = �
−1, else

(1)

其中，向量 w=[w1, w2, w3, w4]，是对向量 f=[ f1, f2, f3, f4]的权重向量。b 为阈值，y=1 表
示匹配成功，该句模所属情感分类记为待分类句子的分类，y=-1 表示不匹配。
例如：例句 2“我 喜爱 信息 检索。”的核心词为“喜爱”，查找句模库得到可能的类别为
喜爱类。对应喜爱类中的句模 1“<感事><喜爱词类><向事>”，其中“<喜爱词类>”包括核心词
“喜爱”，所以 f1=1；句模 1 中没有附属词匹配，所以 f2=0；句模 1 的依存关系树与句法树分
别如图 3 至 4 所示。
依存关系树与核心词连接的边“SBV”和“VOB”，两条边都匹配，
所以 f3=2；
句法树中有 4 个分支匹配：分别是“ROOT→IP→NP→PN”、“ROOT→IP→VP→ VV”、
“ROOT→IP→VP→NP→NN”和“ROOT→IP→PU”，所以 f4=4。因此 f=[1,0,2,4]。类似可以生
成其他句模对应的 f 向量。
ROOT
IP
NP

VP

PU

图 3 句模 1 依存树
PN VV

NP

。

感事 喜爱 NN
词类
感事
图 4 句模 1 句法树

利用线性分类器分类结果可以到句模 1 为最近似句模分类结果，对应的例句 2 的情感分
类结果可以由句模 1 的分类“喜爱”获得。
本文设计的基于情感句模的情感分类算法分类成功的标准是至少找到一个匹配得分超
过阈值的句模。每个情感分类中所有句模的最高得分为该分类的得分，按总得分由高到低对
情感分类进行排序，分数最高的一个或多个分类为最终分类结果，其它分类作为参考结果。
也就意味着本文的分类方法支持多标签分类。

2.2.2 基于感知机的权重参数优化
为提高线性分类器的性能，本文使用感知机学习算法，利用标注训练语料对情感分类算
法中的权重参数 w 进行优化。算法伪代码描述如下：
Algorithm 1: Perceptron Learning
1: Input: training_set
2: w(1)←0
3: do
4: error_count =0
5: for [fi , zi] in training_set
6：
s = ∑�
��� w� ∙ f�
7:
result = (s > threshold)?1:0
8:
error = zi - result
9:
if error != 0
10:
then error_count++
11:
w = w + α ∙ (z� − result) ∙ f�
12:
end if
13: end for
14: until: error_count ==0
15:Output:w
其中 fi 是训练语料中第 i 个句子匹配特征向量，2.2.1 节中例句 1 匹配句模 1 的匹配特征
向量 fi=[1,0,2,4]。w 是分类算法的 4 个匹配特征的打分权重向量。zi 是期望分类，表示当前
句模所在情感类与第 i 个句子标注的情感分类是否相同，相同则 zi=1，不相同则 zi=0，例句
1 标注的情感分类是喜爱类，与句模 1 所在分类相同，所以 zi=1。training_set 是训练语料对
应的匹配特征向量 t 与期望分类 z 的集合。error_count 记录变量 error 不为 0 的个数，当训
练语料中所有的句子对应的 error 变量值都为 0 时程序结束。ɑ 为学习因子，取值在 0 到 1
之间。
2.2.3 特殊词语处理
在算法设计与分析过程中，发现以下几点问题：
(1) 不规则词问题：一些语料尤其是微博语料中经常出现不规则词和短语，分类算法无
法识别句模库中没有的词。例如：句子：
“刚才的拔河比赛，太鸡冻了”
，句模库的激动词类
中只有“激动”而没有“鸡冻”
。解决办法是搜集不规则词将其添加到词类库中。
(2) 分词错误问题：例如：对“自己是最棒的”的分词结果为“自己/是/最/棒/的”，如
果能将“最棒的”作为一个独立单元来处理，更有利于根据关键词选择候选分类。解决办法
是将具有明显情感的短语加入到自定义词表中作为一个词处理。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3.1 实验设置
本文实验使用两个领域的语料：语料 1 为 NLP&CC 2013 中文微博情绪识别评测数据，
简称 NLP&CC 语料。共包括 4000 条微博中的 13250 个句子，其中情感句 4949 句，无情感
句 8301 句。情感句共分 7 类：Anger 愤怒、Disgust 厌恶、Fear 恐惧、Happiness 高兴、Like
喜好、Sadness 悲伤、Surprise 惊讶。每个句子最多属于两个情感分类。语料 2 为 ReLabEAC1.0
文学语料，包括 1487 篇文学短文共 34954 个句子，其中情感句 32171 句，无情感句 2783
句。情感句共分 8 类：Sorrow，Anger, Anxiety, Surprise, Hate, Love, Joy, Expect。每个句子可
属于一个或多个情感分类。
实验使用评估指标为：
准确率：Precision =
召回率：Recall =

#������_�������(���������)
#������_��������(���������)

#������_�������(���������)
#����(���������)

F-值：F − Measure =

�×���������×������
����������������

待 分类 句子 的多 标签 分类结 果中 任意 一个 标签分类 正确 ，则 视为 正确 分类句 。
#system_correct(emotion=Y) 是 对 语 料 中 情 感 句 分 类 正 确 的 句 子 数 目 ， #system_proposed
(emotion=Y)是语料中的情感句总数，#gold(emotion=Y)是语料中被划分为情感句的句子数目。
本文采用的 Baseline 系统是基于词语特征 SVM 分类器的方法。

3.2 实验结果及分析
实验 1：与 Baseline 系统对比实验。
Baseline 系统使用 SVM 分类器和词语特征分别对 NLP&CC 微博语料和 ReLabEAC1.0
文学语料进行分类，具体方法是：对情感句进行分词标注词性后挑选所有的名词、动词和形
容词组成一个词汇表，以待分类句子中的词是否在词汇表中出现以及出现的频率为特征，随
机挑选 2/3 的句子为训练语料，1/3 的句子为测试语料，使用 SVM Multi-Class 工具进行训练
和测试。Baseline 系统和本文提出的分类器获得的最高准确率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NLP&CC 微博语料 Baseline 系统对比实验结果
Precision

Recall

F-Measure

Baseline

0.245

0.567

0.342

基于情感句模的分类算法

0.434

0.323

0.370

表 3 ReLabEAC1.0 文学语料 Baseline 系统对比实验结果
Precision

Recall

F-Measure

Baseline

0.267

0.584

0.366

基于情感句模的分类算法

0.607

0.353

0.446

由此可见，基于情感句模的分类算法相比 Baseline 方法可以达到较高的准确率。特别是
ReLabEAC1.0 语料上可以达到很高性能，这是由于这个语料中用词比较规范，因此，基于
情感句模的分类算法准确率较高。
实验 2: 权重优化影响实验。
使用 2.2.2 节描述的感知机算法，取 α=0.1，threshold=0.5，对 NLP&CC 语料中情感句
进行训练，得到 w=[0.6, 0.2, 0.6, -0.2]，为方便计算将每个权值放大 10 倍后取整，得到 w=[6,
2, 6, -2]。分别使用均等权重、经验权重和感知机优化特征权重，对 NLP&CC 语料中情感句
和无情感句进行分类，分类结果如表 4 所示：
与均等权重相比，采用感知机学习算法优化特征权重后，分类算法性能提升了约 3%。
与经验权重相比，召回率略有上升，准确率有所下降，F 值略微上升。
表 4 评估特征权重影响实验结果
Precision

Recall

F-Measure

均等权重

0.397

0.306

0.346

经验权重

0.434

0.323

0.370

感知机优化权重

0.413

0.345

0.376

实验 3：句模数量与分类准确度及句模库对中文情感句的覆盖率的评估。
对 NLP&CC 语料中情感句进行分类，统计与分类正确的情感句匹配频率最高的 10 个句
模，如表 5 所示。
进一步，分别统计与分类正确的情感句统计匹配频率最高的 10 个、20 个、50 个、100
个、150 个句模，以及与它们匹配的句子个数，统计结果如图 5 所示。

表 5 与分类正确情感句匹配频率最高的 10 个句模
句模

分类

例句

<感事><希望词类><向事><好_词类|融洽词类>

喜爱类

妈妈希望儿子好

<施事>[<在_范围介词词类><范围>上]<重视词类 1><向事>

重视类

张三在工作上重视李四

<感事><喜爱词类><向事>

喜爱类

我爱你

<施事>[<在_范围介词词类><范围>上]<赏识词类><客事>

赏识类

张三在工作上赏识李四

<受事><有_词类><涉事>[的|之]<嫌疑词类>

怀疑类

张三有盗窃之嫌

<施事><对_当事介词词类><向事><热情词类>

热情类

他对人很热情

<感事><对_对象介词词类|为替对象介词词类><向事><感到词类><愤怒词类 1>

愤怒类

他对她感到愤怒

<感事><感到觉得词类><惊讶词类>

惊讶类

他感到很惊讶

<施事><使让词类><致事><感到词类><悲伤词类>

悲伤类

这件事使我感到悲伤

<感事><感到词类><高兴词类>

高兴类

他感到很高兴

<施事><希望词类><向事><意图词类>

希望类

他希望回家过年

<受事><有_词类><涉事>[的|之]<嫌疑词类>

怀疑类

张三有盗窃之嫌

图 5 句模数量与匹配句子百分比统计图

图 5 中横坐标为高频句模数量，实线图的纵坐标为高频句模匹配的句子占全部分类正确
的情感句的百分比，虚线图的纵坐标为高频句模匹配的句子占全部情感句的百分比。可以发
现前 150 个高频句模匹配了 97.6%的分类正确的情感句，
覆盖了绝大多数分类正确的情感句，
对 NLP&CC 语料中全部情感句的覆盖率为 40.7%。
此外，分别只使用匹配频率最高的 10 个、20 个、30 个、50 个、100 个、150 个句模对
NLP&CC 语料进行分类，统计分类准确率如图 6 所示。

图 6 句模数量与分类准确率统计图

图中横坐标为高频句模的数量，纵坐标为只使用这些句模对 NLP&CC 语料中情感句进
行分类的准确率。可以发现只使用前 10 个高频句模对 NLP&CC 语料 7 个分类的分类准确率
为 16.6%，只比随机分配 1/7=14.3%的概率高 2 个百分点。随着高频句模数量的增加，分类
准确率迅速提高。当使用前 150 个句模时，分类准确率为 40.7%，与使用全部 413 个句模的

准确率 43.4%只相差 3 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前 150 个高频句模对分类效果起到决定性影响，
继续增加句模数量对分类准确率提高效果不明显。
实验 4：分类特征、自定义词表与分类效果关系实验。
分别使用以下 3 种方法进行实验：
方法 1：只使用分类算法 4 个分类特征中词级特征 f1 和 f2，对 NLP&CC 语料进行分类。
方法 2：使用全部 4 个特征对 NLP&CC 语料进行分类。
方法 3：使用全部 4 个特征加自定义词表对 NLP&CC 语料进行分类。
分类统计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实验 4 统计结果
Precision

Recall

F-Measure

方法 1

0.397

0.282

0.330

方法 2

0.427

0.323

0.368

方法 3

0.434

0.323

0.370

由表 6 可知：方法 2 在方法 1 的基础上使用依存关系特征 f3 和句法特征 f4 分类性能提
升明显。方法 1 效果较差的原因是句模库中有些同义词的含义并不能与句模匹配。例如：
《同
义词词林》中“细心”的同义词包括“致密”、“逐字逐句”、“细瞧”、“有心人”等，与细心类的
句模：“<当事><细心词类>”中的“细心词类”并不匹配，这些词在细心词类中会降低分类系统
的召回率。方法 3 比方法 2 多了自定义分词词表，分类效果略有提高。这说明自定义词表能
够提高分类效果，但自定义词都是针对特定句子的情感表达手工抽取添加，目前的规模还不
够，覆盖范围有限，对分类效果提升有限。
3.3 实验结果分析
实验 1 至 5 表明，继续增加分类系统的句模数量和优化打分权重对分类效果提高影响不
大。下一步考虑增加新的匹配特征，例如：句模中的语义角色特征等。
实验过程中发现下列问题：
（1）句模库中只有情感类句模，没有无情感类句模。任何与
4 个匹配特征中任意 1 个匹配的句子都会划分为情感句，导致无情感句被划为情感句的概率
较高，降低了系统的性能。下一步将考虑优化特征匹配得分的阈值或完善三大情感分类以外
的基于谓词的分类，并构建相应的句模库。
（2）情感分类和句模都是基于谓词和相应规则构
建的，对显式含有情感词或情感搭配的句子比较有效。而类似“如同观看一部真正的大片一
样”这样的句子中，表达情感的要素是名词“大片”和它的修饰语“真正的”，比较难用句模匹
配的方法划分情感类别。类比句或比喻句的情感分类是十分困难的，下一步考虑增加相应的
匹配特征，尝试结合基于统计的方法，提高隐含情感句子的分类效果。

4 结语
本文设计和实现了一种半自动获取情感句模的方法，使用句模分类的方法实现对情感句
的分类，在两个情感测试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显示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稳定有效地提高文本
情感分类性能。目前情感分类的细致划分还在继续进行中，计划细化同义词词类和尝试添加
更多匹配特征。另外还将加入基于统计的情感分类方法，构筑相应的训练语料和测试语料，
提高对隐含情感句子的分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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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情感句模分类
•态度类分为：支持类，反对类，怀疑类，沉默类，耐心类，怨气类，果断类，信心类，冒
险类，妥协类，热情类，冷淡类，粗暴类，诚恳类，温柔类，和蔼类，客气类，宽容类，霸
道类，谦虚类，细心类，勤奋类，负责类，积极类，谨慎类，粗心类，亲密类，团结类，一
见如故类，熟悉类，恋爱类，和睦类，疏远类，友好类，纠纷类，纠缠类，挑逗类，苛刻类，
重视类，严格类，轻视类。共 41 个二级分类。
‚感受类分为：吸引类，为荣类，自娱类，为耻类，不知所措类，伤感情类，感知类，记得
类，生理感觉类，非生理感觉类，听到类，偷听类，看见类，偷看类，知道类，不知道类，
发现类，惭愧类，愤怒类，义愤类，幸灾乐祸类，敬佩类，羡慕类，感激类，谴责类，害怕
类，喜爱类，溺爱类，讨厌类，仇恨类，宽慰类，失望类，担忧类，高兴类，悲伤类，惊讶
类，满意类，不满意类，没耐心类，懊悔类，紧张情绪类，心安类，自豪类，慌张类，眼熟
类，耳熟类，眼生类，耳生类。共 48 个二级分类。
ƒ思想类分为：希望类，自愿类，向往类，思考类，想象类，相信类，鉴别类，主张类，接
受类，看待类，信任类，宠信类，看得起类，另眼相看类，想念类，着想类。共 16 个二级
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