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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评价短语是评价因子之一，是汉语倾向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价短语可以分为“评价词+评价词”
“修饰词+评价词”
“普通词+评价词”
“修饰词+普通词”
“普通词+普通词”5 类。评价短语类型不同，采用
的倾向性分析策略也不同。短语计算规则和短语评价词典的互动是本文采用的基本方法。在制定短语计算
规则时应遵守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原则；建立短语评价词典时应遵循最小评价因子原则。实验证明，短语
计算规则与短语词典的建立提高了倾向性分析系统的准确率，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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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pinion phrases，as one of the opinion factors，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Chinese orientation
analysis。The opinion phrases can be classified as 5 types，i.e. “opinion word + opinion word”，
“modifier + opinion
word”，
“non-opinion word + opinion word”，
“modifier + non-opinion word”，
“non-opinion word + non-opinion
word”。With each type，different orientation analysis strategy is applied on the basis of combination of applying
phrase rules and opinion phrases lexicon。Phrase rules should be organized as specific rules and common rules。
The establishment of opinion phrases lexicon should be obey the rule of minimum opinion factors。The experiment
shows that the precision of orientation analysis is improved effectively with the applying of phrase rules and
opinion phrases lexicon。
Key word：opinion phrases，Sentiment Analysis，opinion phrases lexicon，opinion phrase rules，rule of min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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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目前的倾向性分析研究，大多是以评价词为锚点，以句子或篇章（主要是微博或网络商
品评论类短文本）为单位来进行。这样的研究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有缺失，因为它没有建
立在对语言倾向性表达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
所谓倾向性分析，主要指的是观点分析，评价分析。观点、评价是语言主观性的一种表
现。主观性是语言的一种重要属性，也是本质属性之一。除了评价，语言主观性还可以表现
为推测（如“他可能不来了”）、意愿（如“我希望你好运”）、情绪（如“我很惊讶”）等。
[3]

语言信息处理中的“倾向性分析”主要分析的是评价。一个句子，可以被称为“评价句”

或“观点句”，是因为它表达了说话者或话语中提到的评价主体对某个客观事物的或褒或贬
的态度。这种评价，是通过语句中的某种元素表达出来的。语句中表达评价的元素，我们称
之为“评价因子”。那么，哪些语言单位可以充当“评价因子”呢。请看下面例句：
① 他是一个优秀的学生。

② 这家伙真不是个东西！
③ 这场事故是宝马车主的责任。
④ 难道这不是教育的问题吗？

这四个都是评价句，①中表达评价的是词“优秀”，②是短语“不是个东西”，③是表
达式“是……的责任”，④是反问句式。由此看来，评价因子至少是由颗粒度大小不同的评
价词、评价短语、评价表达式、评价性句式构成的集合。因而，仅仅以评价词为主要基准进
行倾向性分析，难免会有失误。评价词，人们研究颇多,其中虽仍有问题，这里不拟讨论。
本文以评价短语为主要研究对象。评价表达式和评价性句式拟另外撰文研究。

二

评价短语的类型

对评价短语划分类型，可从多个角度进行。根据语言信息处理技术水平的现状，参考依
存句法分析的相关理论，可将评价短语分为“评价词+评价词”“修饰词+评价词”“普通词+
评价词”
“修饰词+普通词”
“普通词+普通词”五种类型，每种类型又都分为常规短语和特殊
短语两类。这种仅仅基于词语本身属性及其位置关系的分类可以在保证分析结果取得较高准
确率的前提下，对评价短语的分析尽量不依赖于过于深度的句法语义分析，以减少计算机处
理的复杂程度，防止出现过多错误。
1. 评价词+评价词
一般情况下，由两个评价词组成的短语，其倾向性与评价词一致，倾向值等于两个评价
词的平均加权值，如“慷慨援助”
“惊艳温馨”，两个正面倾向的评价词组成了一个正面倾向
的短语，
“郁闷失望”
“跑不过硬撞”两个负面倾向的评价词组成了一个负面倾向的短语。但
也存在特殊情况，如“解决麻烦”，一个正面倾向的评价词和一个负面倾向的评价词相组合，
其情感倾向仍是正面的。
2. 修饰词+评价词
修饰词情况比较复杂，主要指程度副词和否定词，也包括其他起修饰限定作用的词语。
一般情况下，由程度副词和评价词组成的短语，其倾向性与评价词一致，只是强度有所增加
或减弱，如“非常优秀”
“比较愚蠢”。由否定词和评价词组成的短语，其倾向性与评价词相
反，但不同的否定词以及否定词与程度副词不同位置的组合，其倾向强度也不相同，如“不
漂亮”
“不太漂亮”
“很不漂亮”。但也存在特殊情况，如“过于看重”，一个修饰词和一个正
面倾向的评价词相组合，其情感倾向却是负面的。
3. 普通词+评价词
一般情况下，由一个普通词和一个评价词组成的短语，其倾向性与评价词一致，倾向值
等于评价词的倾向值，如“国家富强”“无良企业”。但也存在特殊情况，如“走出困境”，
一个普通词和一个负面倾向的评价词相组合，其倾向却是正面的；
“貌似正确”，一个普通词
和一个正面倾向的评价词组合，其倾向却是负面的。

4. 修饰词+普通词
一般情况下，由一个修饰词和一个普通词组成的短语，没有倾向性，如“最普遍、略微
加工（一下）”。但也存在特殊情况，如“完全可以”，一个修饰词和一个普通词相组合，表
达了正面的评价倾向，“太那个（了）”，修饰词和普通词组合，却表达了负面的评价倾向。
5. 普通词+普通词
一般情况下，由普通词组成的短语没有倾向性，如“阅读报刊”“学习文化”。但是某
些特定的组合，或者在某个特定的领域中，普通词组成的短语也能表达一定的评价倾向，如
“文化遗产”
“还可以”，由两个普通词构成，却表达了正面的评价倾向，
“不是个东西”
“有
个屁用”，由四个普通词组成，表达的是负面的评价倾向。
其中前三种类型在评价分析中大多属常规情况，主要用短语计算规则的方法解决；后两
种基本属特殊情况，主要用短语词典方法解决。后两类短语是倾向性分析中特别要注意的，
对它们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系统的准确率。

三 评价短语的处理策略
（一） 常规评价短语的倾向计算
常规评价短语往往具有较强的规律性，因此主要采用短语规则的方法处理。
1．评价词+评价词
对于“评价词+评价词”的短语类型，应根据其不同词性的搭配来制定计算规则。常见
的短语类型有“形容词+名词”“形容词+形容词”“副词+动词”“副词+形容词”“名词+形容
词”
“名词+动词”
“名词+名词”
“动词+名词”
“动词+动词”等。上述短语类型可以分为两种
情况，一种是并列或同位关系，另一种是支配或从属关系。
属于并列或同位关系的评价短语有“形容词+形容词”“名词+名词”“动词+动词”等。
根据认知语言学临摹原则中的数量原则，评价短语要比单个评价词表达更强一些的倾向性。
“简洁大方”要比“简洁”表达的倾向程度更强一些。因此，对此类短语，采用求评价词均
值1再加权的算法，运算结果为该短语的倾向程度值。计算规则举例如下：
*/a&po

*/a&po = (N1+N2)/2*1.2

（1）

这种全部由变量（即范畴，非具体词，如 a、po 等）组成的规则，可称之为共性规则。
该规则的含义是：当两个褒义的形容词组成评价短语时，将两词的极性值相加除以 2 再乘上
1.2。规则右部的 N1、N2 指规则左部第一项、第二项的倾向值。如“简洁”“大方”在词典
中的极性值各为 0.5，根据规则（1）计算后，该短语极性值为(0.5+0.5)/2*1.2=0.6，高于单个
评价词。词典和规则中的这些数值均为人工经验值，根据语感得出，可根据研究的深入与语
料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1

每一个评价词在评价词典中都会标有极性和极性值。褒义评价词标记为 po，极性值在 1 和 0 之间，贬义
评价词标记为 ne，极性值在 0 和‐1 之间。

属于支配或从属关系的评价短语有“形容词+名词”“副词+动词”“副词+形容词”“名
词+形容词”“名词+动词”“动词+名词”等。该类型的短语根据其中所包含两个评价词的倾
向性一致或不一致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当短语中两个评价词倾向性一致时，短语的倾向极性与评价词的倾向极性一致。其计
算方式基本同于并列短语。规则举例如下：
*/(a|d)&po

*/v&po = (N1+N2)/2*1.2

（2）

如“真挚感谢”，在评价词典中“真挚”
“感谢”的极性值均为 0.5，通过规则计算，评
价短语“真挚感谢”的极性值为 0.6。
短语中两个评价词倾向不一致的情况不多，其中核心词的倾向往往决定短语的倾向。
如“缺乏亮点”，是动宾短语，“缺乏”是动词，核心词，贬义倾向，“亮点”是名词，褒义
倾向，该短语的评价倾向是负面的。
“著名杀人狂”，是偏正短语，
“著名，褒义倾向，
“杀人
狂”，贬义倾向，核心词是“杀人狂”，整个短语是负面倾向。这种评价短语的处理可制定规
则如下：
*/v&(po|ne)

*/n&(po|ne) = N1

（3）

*/a&(po|ne)

*/n&(po|ne) = N2

（4）

规则（3）的含义是：一个评价动词后带一个评价名词时，整个短语的倾向值同评价动
词；规则（4）的含义是：一个评价形容词后带一个评价名词时，整个短语的倾向值同评价
名词。不可否认，语言中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出现，对不符合这两条规则的语言现象，可通
过制定特殊规则或直接加入词典解决。
2.修饰词+评价词
根据倾向计算的需要，可将常见的修饰词分为增强型、减弱型、否定型和特殊型四种。
增强型的功能是增强评价词的倾向强烈程度，减弱型的功能是减弱评价词的倾向强烈程度，
否定型主要是改变评价词的倾向极性，特殊型与评价词组合往往呈现否定的倾向。详见下表：
表 1 修饰词分类表
万分、十分、奇、巨、异常、无比、暴、最、最为、极、极为、极顶、极其、极力、极大、极度、
高

极端、死、狂、第一、绝、绝伦、绝对、绝顶、至、至为、要命、要死、超、透、透顶、非常、顶、
顶顶、百般、十二分、万般、强烈、容易
不得了、不成、不胜不行、了不得、何其、何等、够呛、大为、大大、太、好、尽、很、特、特别、

增强型

中
真、粉、老、邪乎、好不、好生、狠命、深、压根儿、真、那么、真够、不少

(mopo)
倍加、分外、加倍、倍加、备加、多么、够、大、好不、好生、尤、尤为、尤其、微、忒、怪、愈、
修饰
愈为、愈加、愈发、愈益、慌、挺、更、更为、更其、更加、格外、殊、溜、满、甚、甚为、益、
低

词

益发、相当、蛮、贼、越、越加、越发、越如、远、颇、颇为、倍儿、纯粹、纯然、当真、的确、
完全、委实、确实、如此、硬是、越来越
低
减弱型

一般、几乎、几乎、差一点、差不多、比较、较、较为、较比、大致、基本、基本上
有一点、有些、有几分、有点、有点儿、深为、点儿、略、略为、略微、略略、稍、稍为、稍微、

中
稍许、还稍、还较、充其量、降低

(mone)
高

些微、多少、还、也还

不、未、别、非、没、勿、莫、无、不要、不够、不是、不必、不大、不多、不便、不宜、不合、
否定型
不许、并未、从未、未必、毫无、无关、无法、没法、没有、绝非、并非、难以、莫不、无不、无
(mone1)
特殊型

非、不怎么、瞎、白、空、徒、白白、难以
过、过于、过分、太过

专门建一部修饰词词典，根据修饰词的修饰作用强烈程度，在词典中分别为每个词赋予
一个 2 至‐2 之间的数值。如“最 2；很 1.5；有点 0.5；不太 0.5；不 ‐1；很不 ‐1.5”
。这
些值也是一种经验值，根据人的语感给出。
增强型、减弱型、否定型修饰词的作用在于增强、减弱或翻转评价词的倾向，根据这一
关系制定规则如下：
*/mopo|mone|mone1

*/po|ne = N2*N1

（5）

该规则表示：当一个修饰词和一个评价词组合时，将评价词的倾向值乘以修饰词的值，
运算结果为该短语的倾向值。例如“最优秀”，优秀的倾向值是 0.5，该短语的倾向值是
0.5*2=1，高于“优秀”；
“有点愚蠢”，愚蠢的倾向值是 0.5，该短语的倾向值是 0.5*0.5=0.25，
低于“愚蠢”
；“不太漂亮”，漂亮的倾向值是 0.5，该短语的倾向值是 0.5*‐0.5=‐0.25，不太
漂亮，基本是负面的，但程度不是太强，这些值基本上符合人们的语感。
特殊型修饰词与评价词的倾向计算需要制定专门的规则。我们放在下一部分讲。
3.普通词+评价词
“普通词+评价词”的短语类型，通常情况下短语的倾向极性和强度与评价词的极性和
强度相同，因此直接取评价词的倾向值。例如“内涵浅薄”
，
“内涵”为普通词，词典中可查
到“浅薄”评价极性为 ne，极性值为‐0.5，通过简单计算，短语“内涵浅薄”的值为‐0.5。
（二）特殊评价短语的倾向计算
特殊评价短语的倾向性计算采用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制定带有常量（即具体词）的评价
短语计算规则，即个性规则，二是将其直接加入评价词典。
一个具体的评价短语，应该采用哪种方式处理，主要看组成这个短语的词中是否有一
个词可以扩展到某一类词，且扩展后是否还能做统一的处理。例如短语“消除贫困”由两个
负面倾向的评价词组成，但是整个短语却表达正面的倾向，是一个特殊的评价短语，经过研
究后我们发现，可以将其中的评价词“贫困”扩展到几乎所有能与“消除”相结合的负面倾
向评价词，如“烦恼”
“业障”
“疾病”
“危害”
“腐败”等，因此我们就可以为此类短语制定
一条规则。而短语“有意思吗”中的几个词都很难扩展到有相同规律的一类词，就不适宜为
其制定规则，最好采用将其加入评价词典，并人工为其赋值的处理方法。
这种带有常量的评价短语计算规则具有较强的处理能力，可以解决很多特殊性的语言
现象。如：
解决|消除/v

*/ne = -N2*0.5

（6）

该规则表示，当“解决”
“消除”之后跟的是一个负面倾向的评价词时，评价短语的倾
向值等于该评价词的值加权减弱后的翻转。例如“消除贫困”，在评价词典中得到这两个词

的倾向值“消除 0.5；贫困 ‐0.5”，如果使用通用的短语计算规则进行计算，得到的短语值
为‐0.6，与人的实际语感明显不符。运行计算规则（6），得到短语“消除贫困”的值为 0.25，
表明它是个正面倾向的短语，但倾向值较低，这与人的语感比较接近。
又如，
“节俭”是褒义词，正面倾向。但“过于节俭”，就变成贬义了。
“简陋”是贬义
词，负面倾向，“过于简陋”，仍然是负面倾向，只是加深了程度。因此可制定规则如下：
过于|过|过分|太过/% */po = N2*-0.8

（7）

过于|过|过分|太过/% */ne = N2*1.2

（8）

这样“过于节俭”的短语倾向值就是 0.5*‐0.8=‐0.4，是负面倾向，但程度不是很深；
“过
于简陋”的短语倾向值是‐0.5*1.2=‐0.6，仍是负面倾向，且程度加深。
再如，“高、大、长”等在倾向性分析中是一些比较特殊的词，它们有时是评价词，有
时不是评价词，与某些词搭配表达的是正面倾向，与某些词搭配表达的是负面倾向。这些词
无法在词典中直接给出倾向和倾向值，也需要通过规则来获得它们的倾向极性和倾向值。如：
油耗|价格|成本|油价|费用|维修费/%

#[*/!w] 高/% = #2:-0.5

性价比|配置|占有率|产能|质量|效率|销售量|清晰度/%
噪音|胎噪|路噪|风噪|风险|发动机声音/%

#[*/!w] 高/% = #2:0.5

#[*/!w] 大/% = #2:-0.5

显存|座椅|空间|广角端|屏幕|销量|优惠幅度|车重|扭矩/%
保养周期|待机时间|待机|续航时间/%

（9）
（10）

（11）

#[*/!w] 大/% = #2:0.5 （12）

#[*/!w] 长/% = #2:0.5

（13）

这些规则的含义是：当第一项中的“油耗、价格”等词，自由越过一些词（但不能越过
标点符号），与“高、大、长”等词搭配时，要赋给“高、大、长”等词或正面或负面的倾
向值。
对那些无法扩展、不具有规律性的常用评价短语，采用直接将其收入短语评价词典的
方式处理。比如“是男人吗、还是人吗、太好了、忽悠人、不对劲儿、不负责任、大跌眼镜、
令人不安、不是东西、吃饱了撑的、什么玩意、没救了、支持你、有想法、顶一哈、没一个
好东西、非常好、赞一个、还有天理吗”等，需要逐一将其加入短语评价词典。短语颗粒度
大于词，作为评价因子，评价短语表达的语义内容以及倾向极性也比词更明确。如果将“好”
作为一个评价词收入词典，风险非常大，因为它经常不表示评价，但把“非常好”作为一个
评价短语收入词典，就几乎没有什么风险。就此来看，短语评价词典的建立十分必要。
建立短语评价词典所遇到的问题是：截取多长的单位合适？从理论上说，一般情况下，
颗粒度越大、越长的语言单位表义越完整、越明确，歧义性越小，计算处理的风险就越小；
但与之相应的是，颗粒度越大，语言单位越长，需要记入词典的东西就越多，直至无限，无
法计算处理。因此，需要在表达倾向明确和最小颗粒度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度”，即找到
一个最小的能明确表达评价意义的语言单位，我们称之为“最小评价因子原则”。
“最小评价因子原则”不仅适用于评价短语，也适用于所有带有评价意义的语言单位。
比如“优秀”是最小的具有评价意义的单位，我们就没有必要在词典中收入“非常优秀”；

“良心”一词，大多数评价词典会收录，但它本身确实不能独立表达评价意义，只有在与“有”
或“没”组合时，才能表达明确的评价意义，因此我们将其从词典中删除，运用添加语义特
征标记、制定特殊规则的方法处理。
“还是人吗”，看上去似乎是个句子了，但去掉哪一个词，
都不再能明确表达负面的评价意义，它确实是最小的评价因子了，所以应收录在短语评价词
典中。
最后应说明，规则与词典既不相互对立，也不各自独立，而是互动，且可以相互转化
的。如前面说到的“高、大”之类，它们与特定词组合成的短语“油耗高”
“价位高”
“成本
高”“风险大”“空间大”“噪音大”等，可以采用将其加入短语评价词典并为其赋值的处理
方法，也可以采用上面提到的制定特殊规则来计算的方法。

四 实验结果
为了验证评价短语计算的有效性，我们以中国传媒大学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有声媒
体中心开发的倾向性分析系统 CUCsas 为工具，针对语言文字舆情语料进行了对比实验；为
了考察本研究使用的方法在同类计算工具中所处的水平，又分别参加了 2012 和 2013 年的
CCF 中文微博倾向性分析评测，针对微博语料进行了实验。下面具体介绍。
1. 语言文字舆情语料的实验结果
这部分实验采用的是中国传媒大学语言文字舆情标注语料库。该语料库共有 400 篇文章，
有 9362 个句子，由人工进行的句子和篇章级的倾向性标注。
实验分为两次：第一次，抽出短语规则和短语评价词典，仅保留评价词和句子规则，用
CUCsas 对生语料进行自动分析，得出实验结果并予以记录；第二次，加入短语计算规则和
短语评价词典，得出实验结果并予以记录。分别将两次实验数据与人工标注数据进行比对，
以表明评价短语对倾向性计算的影响。
第一次实验结果：
表 2 不含短语规则及短语词典计算结果
实验项目

正确率

召回率

F值

评价句识别

0.808

0.813

0.810

倾向极性判断

0.365

0.367

0.366

第二次实验结果：
表 3 包含短语规则及短语词典计算结果
实验项目

正确率

召回率

F值

评价句识别

0.808

0.824

0.816

倾向极性判断

0.570

0.581

0.575

对比两次实验数据，可以看出在倾向极性判断上，第二次的实验结果明显地优于第一
次，这主要归功于相应的评价短语计算规则以及短语评价词典。

2. 微博语料的实验（评测）结果
这部分实验采用的是 2012、2013 年 CCF 自然语言处理与中文计算会议中文微博情感分
析评测提供的微博语料，该语料由会议组织者召集专门人员进行人工标注。组织者通过将各
个参与队伍提交的标注结果与人工标注的结果进行比对，计算出各队的分析结果。
表 4 列出了 CUCsas 系统在 2012 年 CCF 评测中的结果数据。
表4

2012CCF 评测中 CUCsas 对微博语料的分析结果
微平均

宏平均

评测项目
正确率

召回率

F值

正确率

召回率

F值

观点句识别

0.756

0.812

0.783

0.757

0.797

0.773

观点句倾向极性判断

0.844

0.685

0.756

0.842

0.672

0.745

评价要素抽取及极性判断（严格）

0.303

0.275

0.288

0.305

0.265

0.278

评价要素抽取及极性判断（宽松）

0.387

0.356

0.371

0.391

0.344

0.359

上述成绩在参加 2012CCF 评测的 34 支队伍提交的 53 组结果中，观点句识别子任务获
得第二名（第一名微平均 F 值为 0.784），倾向极性判断子任务获得第三名（第一名微平均 F
值为 0.850）
。在评价要素抽取子任务中，无论严格计算还是宽松计算，CUCsas 系统的分析
结果均为最好成绩，获得第一名。
表 5 列出了 CUCsas 系统在 2013 年 CCF 评测中的结果数据。2013 年 CCF 评测中只设置
了评价要素抽取及极性判断任务。
表5

2013CCF 评测中 CUCsas 对微博语料的分析结果
微平均

宏平均

评测项目
正确率

召回率

评价要素抽取及极性判断（严格）

0.448

0.408

评价要素抽取积极性判断（宽松）

0.563

0.514

正确率

召回率

0.427

0.448

0.404

0.422

0.538

0.558

0.504

0.526

F值

F值

在参加 2013CCF 评测的 15 支队伍提交的 19 组有效结果中，无论严格计算还是宽松计
算，CUCsas 系统的分析结果均为最好成绩，获得第一名。
上述结果说明，针对微博语料，加入评价短语规则与评价短语词典的倾向性分析方法也
是有效的。

五

结语

评价短语是评价因子之一，是倾向性分析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分析了评价短语的类型，
提出了不同类型评价短语所采用的计算策略。短语计算规则和短语评价词典的互动是本文采
用的基本方法。在制定规则时，应考虑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原则，在建立短语评价词典时，
应遵循最小评价因子原则。实验证明，该方法对提高倾向性分析系统的准确率有较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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