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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相关的汉语情感词典扩展
宋佳颖，贺宇，付国宏
（黑龙江大学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动态情感知识的获取，特别是领域相关极性词典的构建一直是意见挖掘和情感分析系统在开放应用
时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本文面向产品评价文本提出一种汉语情感极性词典扩展方法。该方法首先采用序
列标注方法从意见文本中抽取产品意见要素，同时构建属性-评价对；然后，对抽取的属性-评价对进行正
规化，以减少词典扩展中的复杂性和噪声；最后，改进 PolarityRank 算法的构图方式以使其适用于汉语文
本，从而完成词典扩展。在汽车和手机两个领域的意见文本的实验结果表明领域相关的情感极性词语的扩
展有利于情感极性分类性能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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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c Expansion of Domain-Specific Sentiment Lexicon for Chinese
Jiaying Song, Yu He ,Guohong Fu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 China)
Abstract: Dynamic sentiment knowledge acquisition, especially domain-specific sentiment lexicon
construction is still a challenge for developing practical opinion mining and sentiment analysis
systems for open applications. In this paper we incorporate opinion element normalization with
the PolarityRank algorithm and thus propose a semi-supervised approach for building a
domain-specific opinion lexicon for Chinese sentiment polarity classification. We first extract
a set of attribution-evaluation pairs from opinionated text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complexity
and noises in sentiment lexicon expansion, we further normalize the extracted product attributions
and their relevant evaluations using Jaccard coefficient and rules, respectively. Finally, we
modify the PolarityRank algorithm to expand the original sentiment lexicon. Experimental results
over two sets of reviews on automobile and mobile phone products show that using the expanded
domain-specific dynamic polar words helps improve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performance.
Key words: Sentiment analysis; opinion lexicon expansion; PolarityRank; opinion element normalization

1 引言
随着 Web2.0 的兴起和社会媒体的迅速发展，情感分析(亦称意见挖掘)已成为自然语言
处理研究的一个热点，并在近年得到快速的发展，出现不同的情感分析系统。但这些系统在
[1-2]
[3-5]
[6-10]
大规模开放应用时依然面临情感词典覆盖度 、动态极性识别 和领域适应性
等挑战。
一方面，词语极性是句子情感分类的基础。因此，大多数句子情感分类系统一般都带有一个
情感词典以帮助确定词语极性。但事先构造的情感词典很难覆盖开放意见文本中的所有情感
词语。另一方面，许多情感词语或短语在不同的上下文或领域中呈现不同的极性。例如，“油
耗高”和“屏幕分辨率高”分属汽车和手机的评价，其中同一个情感词“高”却分别表达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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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和正向情感极性；在“噪音大”和“驾驶空间大”两个例子中，它们虽然同属汽车领域且
使用同一个情感词“大”
，因其修饰不同的汽车属性而表达了不同的情感倾向性。因此，情
[1-10]
感词典的自动构造和扩展近年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
本文在前人工作基础上，融合意见要素正规化信息，提出一种面向产品意见文本的基于
PolarityRank 算法的领域相关的汉语情感词典扩展方法。主要步骤如下：首先将意见要素抽
取看作序列标注问题，采用条件随机场（CRFs）得到各个评论句中的意见属性和评价词。
而后综合考虑共现词频和词间距离两个特征，将抽取的属性和评价词进一步匹配成属性-评
价对。为了减少词典扩展的复杂性和噪声，我们还分别采用 Jaccard 系数以及修饰词、否定
词缩减规则对抽取的属性及其评价进行了正规化；最后，改进基于连接图的 PolarityRank 算
法扩展极性词典，使其适用于中文产品评论，从而提升词典扩展效果。
本文的组织结构如下：第 2 节是相关研究的总结；第 3 节详细介绍领域相关的情感词典
扩展方法；第 4 节给出本文的实验结果及分析；最后一节是本文的结论和展望。

2 相关研究
意见要素抽取往往作为情感词典构造和扩展的预处理，其主要任务是从给定的意见文本
中抽取组成意见的要素，包括评价对象及其属性、评价词等。典型的意见要素抽取方法主要
[11]
[12]
[3]
[10]
有规则方法 、基于依存知识的方法 和机器学习方法 。Hu 和 Liu 首先利用关联规则挖
掘的方法从产品评论中抽取高频的名词及短语作为属性，扩展已有属性周边名词作为低频属
[11]
性，这种方法由于规则限定，结果的召回率不佳。Zhang 等 以属性词典和评价词词典为基
[12]
础，利用依存关系匹配抽取属性-评价对。Jakob 和 Gurevych 在 CRFs 框架下探讨了领域内
[13]
和跨领域产品属性抽取。此外，Wang 等 以评价词词典为基础，采用自举迭代策略，依据
上下文关联度获取属性及其评价词。
情感词典自动扩展研究目前主要围绕词典覆盖度和动态情感极性获取两个问题展开，并
[1]
形成各具特色的扩展方法。Kanayama 和 Nasukawa 将句内同现信息和跨句子的同现信息结
合来学习词和短语的极性，从而构造领域相关的词典。这种方法强烈依赖于已知的种子情感
[2]
词，对于种子词典不包含的未知情感词，缺少抽取能力。Qiu 等(2011) 采用双重繁殖算法
利用属性-情感词关系来扩展情感词典。为了获取上下文相关的动态极性知识，Esuli 和
[3]
Sebastiani 利用词典中词语的解释来确定词语的关联关系，并以此构建词语网络，进而通过
[4]
连线权重来确定词语的极性。Wilson 等(2009) 深入分析了影响词语动态极性的各种因素，
[5]
并尝试在短语层面融合各种特征解决词语动态极性问题。此外，Wu 和 Wen (2010)等 研究
了汉语形容词的极性消歧问题。虽然这些方法主要关注动态极性词所在的局部上下文，忽视
了相关的领域，因而不能识别领域相关的情感极性词。领域相关的动态极性词识别对意见挖
[6]
[7]
掘系统的领域移植至关重要。为此，Andreevskaia 和 Bergler(2008) 、Tan 等(2007) 和吕韶
[8]
华等人(2012) 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情感分类系统跨领域移植问题。为了领域动态极性词
[14]
[15]
的极性判定问题，Cruz 等人(2011) 以属性-评价对为单位，提出基于 PageRank 的随机游
走排列算法 PolarityRank，并用连词结构作为桥梁从未加工的意见语料对种子词典进行扩展。
本文以 PolarityRank 算法为基础，面向产品评价文本展开汉语领域动态极性词典扩展研究。
[10]
与 Cruz 等人 的研究不同，本文改进 PolarityRank 算法连接图构图方式以适应汉语的特点，
同时融合产品属性及其评价的正规化信息，以提高词典扩展质量。

3 情感词典扩展方法
3．1 情感词典扩展任务
在本文研究中，情感词典扩展的任务是在种子词典基础上从特定领域的产品评价文本中

自动抽取未知情感词语及其属性，并根据改进的 PolarityRank 算法确定相应的情感极性，从
而完成相应词条的构造。如图 1 所示，本文的情感词典扩展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模块：
(1) 预处理模块的主要任务是对给定的产品评价文本进行分词和词性标注，为后续的意
见要素识别和抽取作准备。为了提高词法分析的可靠性，本文采用基于语素的分词和词性标
[15]
注一体化的系统 完成预处理任务。
(2) 意见要素识别模块的主要任务是在词法分析基础上识别产品属性及其评价等产品
意见的主要要素。本文将这一问题视作序列标注问题，并采用条件随机域方法完成这一任务。

用户产品评论
文本序列标注
文本预处理

共现频率
词间距离

属性、评价抽取
合成属性评价对
属性-评价节点构图
属性词正规化
迭代扩展词典
评价正规化

属性-评价对

情感极性词典

图 1 词典扩展流程图

(3) 属性-评价对匹配/合成模块的任务是从抽取的属性和评价中根据其在意见句中的共
现关系判断他们是否形成修饰关系。存在修饰关系的属性-评价对实际上是情感词典潜在的
一个扩展词条。
(4) 属性-评价对正规化模块的任务是对属性-评价对中存在的大量互为复述关系的属性
词及其评价分别进行正规化处理，为同一词意的词确定一致化标准，从而获取更多的属性评价对情感极性，降低词典扩展的难度。
(5) 基于 PolarityRank 的情感词典扩展模块的任务是将步骤(4)正规化后的属性-评价对
作为候选词条，构造相应的无向连接图，并通过迭代确定相应的情感极性。
为了描述情感词语的动态极性，本文情感词典的每个词条结构为<eval, attr, polar,
domain>。其中，eval 代表评价词，attr 代表产品属性，polar 代表情感极性，domain 代表所
在领域标记。情感极性 polar{-1, 1}，-1 表示负面(negative)极性，1 表示正面极性。产品属
性 attr 可以是相应产品的某一部分、组件或性能指标，评价词就是针对属性的意见词或短语。
例如：配置-高，其中配置是手机的属性，高是针对属性的评价词，对应正向情感极性。由
于动态情感词的存在，例如：油耗-高，此处的高是负向情感。因此词条不能是简单的评价
词，而需要有属性来限定上下文，从而明确表达情感极性。
3.2-3.6 节将分别介绍相应模块的基本原理。
3．2 意见要素识别

在词典扩展中，意见要素识别的主要任务是识别给定意见句子中的属性及相应的评价。
本文把意见要素识别看作是一个序列标注问题，鉴于条件随机场模型在解决序列标注问题时
的良好表现，我们以词作为序列标注的基本单位，应用条件随机场（conditional random fields,
CRFs）框架完成属性、评价词的识别。
如图 2 所示，每个意见要素在标注中获得一个形如 x-y 的标记。其中，x 代表意见要素
类别标记，y 代表相应词语在所在意见要素的位置标记。考虑到词典扩展的实际，本文定义
三种意见要素类别标记，即{A, E, O}，分别用来表示产品属性、评价和非意见要素词语。至
于位置标记，本文采用常见的四标记体系，即{S, B, M, E}，分别表示单个词语构成的意见
要素和意见要素首词、中间词和尾词。此外，在四标记 SBME 基础上，本文还引入一个标
记 I 表示意见要素首个中间词，形成五标记体系 SBIME，以提高意见要素标注性能。
(a) 原始输入： iphone 手机的屏幕的分辨率一般。
(b) 词性标注： iphone/nx 手机/n 的/u 屏幕/n 的/u 分辨率/n 一般/a 。/w
(c) 意见要素标注(4 标记)：iphone/O 手机/O 的/S 屏幕/B-A 的/M-A 分辨率/E-A 一般/S-E 。/O
(d) 意见要素标注(5 标记)：iphone/O 手机/O 的/S 屏幕/B-A 的/I-A 分辨率/E-A 一般/S-E 。/O

图 2 意见要素标注样例

考虑到属性及其评价的长度，在意见要素序列标注中我们选取当前词语前后 5 个词语窗
口内词形和词性以及相应的一元、二元和三元上下文特征来构造特征模板。
3．3 属性-评价对合成
给定一个意见句，它可能蕴含多条意见信息，即一个意见句子可能有多个属性-评价对。
属性-评价对合成的任务是从意见句子潜在的多个属性和评价组合中抽取合适的属性-评价
对。如公式(1)所示，为了简化问题，本文在意见要素标注基础上，考虑属性和评价的共现
频度及其距离来确定属性 attr 和评价 eval 匹配的可能性。
P(attr,eval) = Count(attr,eval)/Distance(attr,eval)

（1）

其中，Count(attr,eval)表示属性 attr 和评价词 eval 在所有产品评论中的共现频率，
Distance(attr,eval)表示在对应句中的属性和评价词之间的字数，实际应用时为防止分母为 0，
对 Distance 进行了加 0.05 的调整，
对于中间含有标点符号的情况做了加 4 的调整。
P(attr,eval)
实际上反映了当前的属性和评价词匹配成对的可能性。对于同一属性的每个候选属性-评价
对，我们选取其中 P 值最大的作为正确的属性-评价匹配对。
3．4 属性-评价对正规化
在分词和意见要素标注时，评价词语边界确定存在不一致的现象，加之用户生成的意见
文本行文比较自由，评价复述非常丰富。因此，有必要对属性和评价进行正规化，以进一步
提高词典扩展的质量。为了简化问题，本文采用以下方法进行意见要素正规化：
(1) 属性正规化：由于存在多个属性词表示相同意见对象的情况，比如：
“屏幕分辩率”
和“分辨率”
，
“油耗”
、
“耗油”和“耗油量”等，如果这些属性词搭配了相同的评
价词，则可以看做是同意的属性评价对，我们可将其进行一致化处理，从而降低词
典扩展的难度，减少未知极性词条的数量。因此我们用公式(2)所示的 Jaccard 系数
计算属性词间的相似度，以获取产品属性的同意属性词簇，为属性词生成互为复述
的属性词集合，选择集合中在评价文本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属性词作为标准，对其他
属性词进行一致化处理。

（2）

其中，

表示字符 k 在短语 x 中出现的总次数，

则表示字符 k 在短语 y 中出现的

总次数。通过多组实验为相似度判定确定阈值。
(2) 评价正规化：针对抽取得到评价词切分不规范及含有冗余信息的现象，我们采用下
面规则处理评价信息。
Rule 1：由于抽取得到的一些极性词前面还含有修饰词，这为后续的词典扩展带来不利
的影响，例如：非常硬硬，有点高高，这两个词对的左右两边实际表示了相同的评价意
义。在词典扩展阶段，由于抽取得到的很多评价短语含有冗余的修饰部分，会造成连接图中
大量的同类节点无法合并，这将直接影响情感预测结果。因此我们在扩展前先对所有极性词
进行修饰词的过滤，以达到正规化的效果。本文过滤的修饰词包含收集所得的程度副词、肯
定副词和少量语气副词共 76 个。实验阶段构建连接图时，有效减少了边数，提高极性预测
精度。
Rule 2：由于抽取得到的极性词有些还被否定词所修饰，这种情况也会对极性判定和词
典扩展产生干扰，我们又用 8 个否定前缀依次对极性词进行过滤，对去除否定修饰的极性词
再次查找已知词典，从而获得更多的已知极性的属性-评价对，减小词典扩展的任务难度。
3．5 种子词典
我们根据训练部分的极性信息，得到初始的种子情感词典，即其中的属性-评价对词条
都含有对应的情感极性，本节任务是完成对测试语料中的词条的极性预测，从而实现情感词
典的扩展。从训练语料中抽取得到领域内动态情感词，汽车领域 22 个，手机领域 20 个，在
词典扩展时要对两类极性词分别考虑。
3．6 PolarityRank
[14]
Cruz 等人 所提出的 PolarityRank 算法主要用连词结构作为桥梁来进行情感词典扩展。
然而，汉语产品评价文本中连词结构并不多见，通常有关联关系的特征就会出现在同一个短
句中。为此，我们对 PolarityRank 算法进行了改进，通过词语共现关系及词频构建无向连接
图，以适合汉语特性。情感词典扩展步骤具体如下：
 根据训练语料和测试语料中的属性-评价对在评论语句中的共现关系，构建无向图，
出现在同一句评价中的两个属性-评价对可以连接成一条边，属性-评价对为节点。
构建初始图时，静态评价词和动态评价词没有区别，在简化图阶段，节点合并时
两者的判定会有差别。静态评价词节点只要评价词相同就算作相同节点，动态评
价词节点需要对应评价和属性都完全相同才可以看做是相同节点。共现频率作为
边的权重，节点合并后边的权重也会有相应增加。
 未知极性节点初始极性为 0，根据对每个点计算得到的 PR 值为节点更新极性，从
而完成对无向图的节点极性更新。
 迭代计算每个点的 PR 值直到没有新的节点极性值产生，完成词典扩展。这里，节
点 vi 的 PR+(vi)和 PR-(vi)值可分别采用公式(3)和(4)计算。
（3）

（4）
[16]

式中，d 是一个自定参数，本文采用 PageRank 推荐的 0.85。ei+代表与当前节点 vi 关
联的极性为正的节点个数，ei-代表与 vi 关联的极性为负的节点个数，E(vi)表示与 vi 相连的边
集，pji 表示节点 vi 和节点 vj 形成的边的权重。
PR+(vi)和 PR-(vi)值可分别作为 vi 所代表的评价词为正向极性词、负向极性词的可能性概
率值。由公式(2)和(3)可以看出，每个节点的极性计算都会考察关联的所有节点的极性，这
也是共现策略的重要应用。节点 vi 的极性 Polarity(vi)可由以下三条规则确定：
-

(1) 若 PR + > PR ，Polarity(vi) = 1；
-

(2) 若 PR + < PR ，Polarity(vi) = -1；
-

(3) 若 PR + = PR ，Polarity(vi) = 0。
Build a graph G( V , E );
for each unknown vi in G
for each vj associated with vi
if Polarity(vj) > 0 then ei+++;
else if Polarity(vj) < 0 then ei++;
end if
Compute PR+(vi) and PR-(vi);
if PR+(vi) >PR-(vi) then Polarity(vi) := 1;
else if PR+(vi)<PR-(vi) then Polarity(vi) := -1;
else Polarity(vi) := 0;
end if
end for
end for
Update the current graph.
图 3 词典扩展算法

图 3 给出词典扩展算法的伪码描述。该算法的基本思想为：每次迭代将新得到极性的属
性评价对作为已知词条，继续下一轮计算，直到获得极性的属性-评价对不再增加为止。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上述方法的有效性，我们构建一个领域相关的情感词典扩展系统，并分别应
用于汽车和手机两种产品评论的情感极性分析。本节将给出相应的实验结果及其分析。
4．1 实验数据
如表 1 所示，本文实验所用语料来自汽车、手机两个领域的网络用户评价并进行了意
见要素的标注，标注内容包括意见对象、产品属性、评价和属性-评价对对应的情感极性。
意见要素标注形式如下图：

<sentence1>我的三星手机屏幕分辨率一般。</sentence1>
<target>三星手机</target>
<polarity1>NEG</polarity1>
<attr1>屏幕分辨率</attr1>
<opin1>一般</opin1>

图 4 语料标注样例

下面表 1 给出实验语料的整体统计数据。
表 1 语料统计信息
汽车

手机

训练

测试

训练

测试

句子

2014

1007

2044

1023

词语

81197

42723

19063

9341

属性词

2605

1354

2884

1466

表 2 给出了测试语料中未知极性词语的统计信息。
表 2 测试语料未知极性词语
分类

动态极性词

静态极性词

汽车

37

210

手机

33

271

4．3 属性评价词抽取结果
为了验证意见要素标注性能对词典扩展质量可能产生的影响，测试了不同标记下不同领
域的意见要素标注效果，结果如表 3 所示。本实验的测试指标为精确率(Precision, P)、召回
率(Recall, R)和 F-测度(F)。
从表 3 的结果可以看出：五标记系统在两个领域的抽取结果都明显优于相应的四标记系
统。因此，后续的实验均采用五标记系统抽取所得的属性和评价词。对汽车和手机两个领域
测试语料中所识别的属性和评价进一步采用 3.3 节的匹配原则，分别得到 687 和 1135 个属
性-评价对。
表 3 意见要素标注结果
汽车

手机

属性

评价

属性

评价

四标记

五标记

四标记

五标记

四标记

五标记

四标记

五标记

P

76.72%

80.86%

69.87%

73.44%

87.04%

88.78%

80.03%

83.03%

R

48.01%

50.99%

36.86%

42.71%

77.69%

78.33%

69.73%

72.28%

F

59.06%

62.54%

48.26%

54.01%

82.10%

83.23%

74.53%

77.28%

4．4 情感词典扩展结果
为了考察不同因素对情感词典扩展的影响，我们在实际情感词典扩展测试中设计了以
下五组实验：




实验 1：应用 3.6 节的词典扩展算法直接预测测试语料中未知极性词的极性；
实验 2：针对人工标注的测试语料中的各个属性-评价对（金标数据），应用 3.6 节
的词典扩展算法判定属性-评价对极性；
 实验 3：先用 3.4 节的属性正规化方法对所有属性进行标准化处理，再用 3.6 节词
典扩展算法预测测试语料中未知极性词的极性；
 实验 4：先用 3.4 节的属性正规化方法对所有属性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及评价正规化
规则 1 过滤修饰词，再应用 3.6 节词典扩展算法预测测试语料中未知词极性；
 实验 5：先通过 3.4 节的属性正规化方法标准化属性词，再用评价正规化规则 1 为
极性词过滤修饰词，用规则 2 过滤否定词，最后应用 3.6 节算法扩展词典。
词典扩展的构图阶段在实验 1 时共得到汽车领域属性-评价对节点 3292 个，边数为 2417
条。手机领域节点 4019 个，边数为 1414 条，而经过正规化后实验 5 的汽车领域边数减少为
2213 条，手机领域的边数减少为 1279 条，有效合并了相同意见节点。属性一致化时本着使
尽可能多的有共指关系的属性能被识别的原则，确定 3.4 节的相似度计算阈值为 0.5。评测
部分采用常用指标准确率（P）
、召回率（R）和 F-测度（F），为了考察对两类极性词词典的
扩展效果，首先对动态极性和静态极性词进行了分别评测，然后对合并的极性词典完成评测。
实验结果如表 4 和表 5 所示。
表 4 汽车领域词典扩展结果
动态极性词

静态极性词

全部

P

R

F

P

R

F

P

R

F

实验 1

33.33%

21.62%

26.23%

69.01%

23.33%

34.87%

60.00%

23.08%

33.34%

实验 2

77.27%

51.52%

61.82%

71.17%

32.66%

44.77%

71.62%

33.65%

45.79%

实验 3

34.62%

24.32%

28.57%

69.44%

23.81%

35.46%

60.20%

23.89%

34.21%

实验 4

44.44%

36.36%

40.00%

89.08%

77.94%

83.14%

80.82%

69.82%

74.92%

实验 5

46.43%

41.94%

44.07%

91.94%

89.76%

90.84%

83.55%

80.38%

81.93%

从表 4 和表 5 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出：(1) 对比实验 1、3、4 和 5 的结果，经过正规化处
理后，两个领域的极性词典扩展性能均得到较大提高；(2) 同等条件下，实验 2 的扩展性能
优于相应的实验 1 的结果，这说明意见要素识别以及属性-评价对匹配性能直接影响到词典
扩展性能。此外，同等条件下，手机领域的词典扩展结果优于汽车领域，其原因可能是汽车
评价文本质量本身较差，相应的意见要素识别性能较低(如表 3 所示)，从而导致最后的词典
扩展性能不佳。
表 5 手机领域词典扩展结果
动态极性词

静态极性词

全部

P

R

F

P

R

F

P

R

F

实验 1

77.78%

42.42%

54.90%

86.84%

24.35%

38.03%

85.11%

26.58%

40.51%

实验 2

88.24%

57.69%

69.77%

87.50%

33.25%

48.19%

87.57%

34.68%

49.68%

实验 3

78.95%

50.00%

61.23%

86.84%

24.35%

38.03%

85.26%

26.91%

40.91%

实验 4

83.33%

86.21%

84.75%

95.04%

74.03%

83.23%

92.98%

75.71%

83.46%

实验 5

75.86%

88.00%

81.48%

96.15%

90.36%

93.17%

95.68%

92.67%

94.15%

4．5 扩展的情感词典对情感极性分类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说明领域词典扩展对情感分析的影响，我们从上述两个领域的语料中随机
抽取 1000 句，并采用以下三组不同的词典进行句子级情感极性分类测试。
 词典一：知网(HowNet)+ 台湾大学（NTUSD）+ 清华大学（汉语情感词极值表）；
 词典二：词典一 + 本文构建的静态情感词典(4.4 节实验 5)；
 词典三：词典二 + 本文构建的动态情感词典(4.4 节实验 5)。
注意：本实验的情感极性分类采用简单的基于词袋模型的分类方法。实验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采用不同词典时的情感极性分类结果
汽车

手机

词典
P

R

F

P

R

F

词典一

47.97%

42.30%

44.96%

67.13%

47.86%

55.88%

词典二

47.43%

44.21%

45.76%

63.26%

52.83%

57.58%

词典三

47.79%

46.18%

46.97%

62.34%

56.76%

59.42%

表 6 的实验结果显示：加入扩展的领域静态情感词语后，虽然极性分类的精确度稍有下
降，但在召回率和 F-值方面都有显著的提高，这从侧面说明增加情感词典的覆盖度有助于
提高情感极性分类的召回率和整体性能。相比于加入扩展的领域静态词语，在加入扩展的动
态情感词语后，情感极性分类的召回率和 F-值提升幅度更为明显，这进一步验证了领域情
感词典对于领域相关的情感分析和意见挖掘的重要意义。

5 结论与展望
针对汉语产品评论的特点，本文融合意见要素正规化信息，提出一种面向汉语产品评价
的基于 PolarityRank 的领域相关的情感词典扩展方法。在汽车和手机两个领域的产品评价语
料上的实验结果表明意见要素标注以及正规化直接影响到情感词典的质量。相应的句子情感
极性分类实验表明引入扩展的领域相关的情感词语可以有效提高情感分类性能。
虽然本文实验取得预期结果，证明了领域相关的情感词典对于汉语情感分析的意义。但
由于本文研究的重点限制，所采取的意见要素正规化、属性-评价对抽取和情感极性分类方
法均比较简单，不够系统，直接影响到词典扩展性能。在将来的研究中，我们将系统探索上
述这些问题，同时扩大语料规模和领域范围，以进一步提高领域相关的情感词典扩展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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