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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排序的词汇情感消歧研究
杨亮，张绍武，林鸿飞，宋艳雪
（大连理工大学，辽宁省大连市，116024）
摘要：词汇情感消歧是文本情感倾向性分析的关键技术之一。本文在分析比较了词汇情感消歧和词义消歧
异同后，从情感分析角度出发，提出了基于图排序的词汇情感消歧方法。该方法通过自动获取和人工校正
相结合的方式获得多情感词汇，然后根据语义关系构建词义关系图，进而在词义关系图上迭代计算直至收
敛，最后选择多情感词汇的词义中权值最大的词义作为结果输出，从而实现情感消歧。本文分别在新浪微
博语料库和情感语料库上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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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 Emotion Disambiguation Based on Graph Ranking
Liang Yang, Shaowu Zhang, Hongfei Lin, Yanxue Song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116024, China)
Abstract: Word emotion disambiguation is vital to sentiment analysis, so we analyz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word emotion disambiguation and word disambiguation, then selected the multi-emotional word automatically and
artificially. From the aspect of sentiment analysis, we promoted the method named word emotion disambiguation
based on graph ranking which builds directed meaning graphs according to semantic relations, and then iteratively
computed on the graphs, selected the largest iterative value meaning among others of multi-affect word as the right
output. We compared our method on MicroBlog corpus and emotional corpus with two others that one was based
on part of speech and emotional frequencies, the other was based on Bayesian model, and the results proved that
our method was effective than the two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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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本情感倾向性分析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1][2]，词语级倾向性分析是文本情感分析的
基础。但是，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下可能表达出不同的情感倾向性。例如下面两个句子：
(1) 这种幼稚的做法最终会让你后悔莫及。
(2) 我那幼稚的弟弟今年才两岁就已经能数到一百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幼稚”有 2 个词义：(1)年纪小；(2)形容头脑简单或缺乏经验。
生活中，词义(1)经常被用来形容小朋友在思想上的天真无邪，纯真可爱；词义(2)则常常会
被人们用来形容成人思想不成熟，眼界狭隘，目光短浅，看问题难以洞悉实质。由上述例句
可以看出，在不同的语境中，
“幼稚”表达了不同的词义及情感倾向性：在句(1)中的“幼稚”
表达的词义是负向的情感倾向性，而在句(2)中表达的词义却是正向的情感倾向性。由上可
见，单纯通过情感词典判断类似“幼稚”这样的含有多词义且多情感倾向性的词语有一定局
限性，因此需要结合其处所的上下文环境进行词义及倾向性的判断。
目前在词义消歧上，国内外已有不少成熟的方法。其中，何径舟等[3]在分析了特征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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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歧结果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一套基于最大熵分类模型的自动特征选择方法来实现词义消
歧。张仰森等[4]针对最大熵原理只能利用上下文中的显性统计特征构建语言模型的缺点，提
出了隐最大熵原理构建词义消歧模型；通过构建面向词义消歧的条件随机场模型库，车玲等
[5]
通过实验证明，低频义项可以取得较好的消歧效果。与此同时，Mihalcea[6] 提出了基于
Wikipedia 进行词义消歧的方法。Navigli 等[7]提出了一种多语联合词义消歧方法。该方法通
过利用多语知识库和不同语言的译文作为补充，进行了基于图的词义消歧。另外，通过从
Web 上自动地抽取不同领域的术语并将这些术语作为语义知识，Stefano[8]提出了一种无监督
的领域词义消歧方法。然而，目前鲜有研究者从情感倾向性角度进行词义消歧。以情感消歧
为出发点，陈建美等[9]通过贝叶斯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然而有指导的监督学习方法跨领
域性适用性差，针对不同领域需要重新标注部分信息，因此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鉴于
此，本文提出了基于图排序的无监督词汇情感消歧算法，以此解决上述类似问题。
本文在解决词汇情感消歧时，充分考虑情感词所处的上下文语境。在对语料进行预处理
后，利用《现代汉语词典》构建词义关系图，并通过 PageRank 算法进行迭代计算直至其收
敛。然后，选取多情感词所含词义中具有最大权值的词义作为该情感词的最终词义，从而实
现词汇的情感消歧。最后，在新浪微博数据集和大连理工大学信息检索实验室情感语料库[10]
（下文简称情感语料库）两个语料集上验证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2 理论基础
2．1 情感词汇本体
本文使用的情感词典资源为大连理工大学信息检索实验室的情感词汇本体 [11]（下文简
称情感词汇本体）
，该情感词汇本体将情感分为 7 大类 20 小类，目前收录情感词 17000 余条。
对于每个情感词，通过一个三元组来描述：
Lexicon = (B, R, E)
(1)
其中 B 表示词汇的基本信息，主要包括编号、词条、对应英文、词性等信息。R 代表
词汇之间的同义关系，即表示该词汇与哪些词汇有同义的关系。E 代表词汇的情感信息，包
括情感类别、情感强度、情感极性，是情感词汇描述框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图 1 表示“美
丽”一词在情感词汇本体中的存储状态以及各个变量所存储的值。其中<num>表示“美丽”
的编号，<lex>表示本词条所存储的词汇，<ccat>表示词性，<eng>表示英文表达方式，
<emotion>域表示该词包含的大类情感，其中的“PA”、“PH”、“PB”分别代表大类情感中
的“快乐”、
“赞扬”、
“喜欢”。<intensity>域采用 20 维向量形式表示，每一维代表 20 小类
相应情感的强度。其中 0 表示不含该类情感，强度 1、3、5、7、9 表示强度由小到大。<polarity>
表明词汇极性，有褒义、贬义、中性、褒贬兼有四类。<emotion_ class>表明词汇包含的主
要情感是消极、积极还是中性。

<num>APA00108</num>
<lex>美丽</lex>
<ccat>a</ccat>
<eng> beautiful</eng>
<emotion>PA,PH,PB</emotion>
<intensity>3,0,0,0,0,5,7,0,0,0,0,0,0,0,0,0,0,0,0,0</intensity>
<polarity>1</polarity>
<syn>漂亮、好看</syn>
<emotion_class>A</emotion_class>
<standard>0</standard>
图1
Fig.1

情感本体存储示例

A Example of Affective Lexicon Ontology

由于大量网络流行用语经常出现在社交媒体的文本中，而且常常带有明显的情感倾向
性。为了使情感词典涵盖范围更广，本文在情感词汇本体的基础上整合了如“给力”
、
“顶”
等当前网络流行词汇，其主要来自中文倾向性评测任务，共 153 个网络常用流行词汇，以此
辅助本文情感消歧任务。
2.2 PageRank 算法
PageRank[12]用于衡量特定网页相对于搜索引擎索引中其他网页的重要程度。它充分利
用了互联网资源中浩瀚复杂的链接结构。一个页面的“得票数”
，即重要性，由所有链向它
的页面的重要性来决定。所以，到一个页面的超链接相当于对该页面的投票。一个页面的
PageRank 值是由所有链向它的页面（
“链入页面”）的重要性经过递归计算得到的。一个有
较多链入的页面会有较高的等级，相反如果一个页面没有任何链入页面，那么它没有等级。
PageRank 算法目前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到了网页链接分析、社交网络、引文分析等领域中。
它通过公式(2)计算每个网页的 PageRank 值，其中 c 设定为 0.85[15]。
 PR(T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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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X )  (1  c)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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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ageRank 之所以成功，归咎于它考虑到了以下三个要点：首先，web 页反向链接的数
目，即该 web 页受欢迎的程度。其次，web 页反向链接是否来源于权威性网页，即要考虑
反向链接网页的重要性。最后，web 页反向链接页面的链接数，即要考虑该 web 页被选中
的概率。

3 基于图排序的词汇情感消歧模型
3.1 多情感词汇的获取
多情感词汇是指具有不同情感倾向性的词汇，其表达的情感倾向性依赖于所处的语境，
。
如“骄傲”一词在下面两个句子中所要表达的情感倾向性：
a. 莉莉考上了名牌大学，爸爸妈妈都感到非常的骄傲。
b. 公主般的莉莉总是那么骄傲，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骄傲”有三个词义：(1)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别人；(2)自豪；
(3)值得自豪的人或事物。显然，在句 a 中“骄傲”表达的是词义(2)。而在句 b 中，其所要
表达的却是“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别人”的意思，即词义(1)。从情感倾向性来看，
“骄傲”
一词在句 a 中表达的是正向情感倾向性，而在句 b 中表达的是负向情感倾向性。类似于“骄
傲”这样在不同语境中表达不同情感色彩的词汇本文称之为多情感词。一个词汇有多种情感
的问题可以看作是词汇多义问题造成的。那么解决词汇情感消歧问题相对应的看作解决词义
消歧问题的延续，因而它们之间存在共性。多情感词汇的挖掘和其情感的确定可以依赖词义
消歧方法，但是二者之间又有所差异，需要根据多情感词汇本身的特性进行相应改进及处理。
多义词的确定可以根据《现代汉语多义词词典》、
《常用多义词词典》等词典实现。然而，
目前没有权威的准则或词典来确认一个情感词是否为多情感词汇，更不可能确定多情感词汇
到底包含哪几种情感。因此，为从情感词汇本体中挖掘出多情感词汇，本文提出了机器过滤
与人工校对相结合的方法，具体过程如下所述：
(1) 机器过滤
该阶段主要通过两层过滤手段实现。根据语言习惯及观察实验语料，本文发现一个能表
达多种情感的词也往往含有多个词义，且每个词义可能表现出不同的情感，故多情感词汇很
可能是多义词。为了挖掘多情感词，首先要筛选出多义词。为此，本文通过参照《同义词词
林》[13]筛选出包含在情感词汇本体中且存在多个词义的词汇，将其作为候选。在《同义词
词林》中，如果一个词存在于多个组中，本文认为此类词是多义词，例如“骄傲”在《同义
词词林》中存在于下面的两个组中：

Da13A01 = 荣誉 荣耀 荣幸 光荣 光彩 光荣 骄傲 桂冠 殊荣。
Ee34D01 = 骄傲 骄矜 矜夸 傲慢 骄慢 神气 高傲 傲视 傲岸。
图2
Fig.2

多义词示例

A Sample of Polysemy

依据上述分析，第一层过滤首先提取在《同义词词林》中有两个及以上词义且被情感词
汇本体收录的词汇，如“骄傲”等。经统计，首次过滤出来的词集合 M 包含 901 个词汇。
第二层过滤是通过情感词汇本体描述框架中的 20 维向量<intensity>进行的。这 20 维的
向量代表该情感词在 20 小类情感上的相应情感强度。集合 M 中的词汇，并不一定都是多情
感词汇。所以，对于集合 M 中的每个词汇，若其在<intensity>向量上只有一个分量大于 0，
则表明其只有一种情感，故不属于多情感词，应过滤掉。若在情感词汇本体描述框架中在
<intensity>向量上含有两个及两个以上分量大于 0 的，类似“骄傲”一词的<intensity>向量
形式为：<intensity>5，0，0，7，0，0，0，0，0，0，0，0，0，0，0，0，7，0，0，0</intensity>，
这表明“骄傲”分别有“快乐”
、
“赞扬”和“贬责”三种情感，即表明“骄傲”为多情感词
汇，应该保留下来。本文将第二次过滤后保留下来的词汇集合表示为 N。
(2) 人工校对
为进一步保证多情感词汇的选取质量，本文接下来进行人工校对。对于词汇集合 N，我
们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提取出精准的多情感词汇。为避免个人主观性影响，校验过程中，
本文采取 3 人独立校验，然后取 3 人校验结果的交集部分，最后得到确定多情感词 236 个。
3.2 基于 PageRank 排序的词汇情感消歧
针对消歧原理，本文对 PageRank 进行改进，并将其应用在词语情感消歧问题中。下面
是一个 PageRank 的计算例子。图 3 表示的是一个 web 页面的链接结构图。其中节点 A、B、
C 代表三个 Web 页面，有向边代表页面的链接结构。PR(a)、PR(b)、PR(c)分别表示节点 A、
B、C 的 PageRank 值，在图的右侧定义了各个节点 PageRank 值的计算公式。图下方给出了
各个节点前三次迭代值和最终迭代值的详细计算过程。

A

C

B
图3
Fi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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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ample of Web Link

第一次：PR(C)=0.33/2+0.33=0.5 PR(A)=0.33 PR(B)=0.17
第二次：PR(C)=0.33/2+0.17=0.33 PR(A)=0.5 PR(B)=0.17
第三次：PR(C)=0.42
PR(A)=0.33 PR(B)=0.25
最终值：PR(C)=0.4
PR(A)=0.4 PR(B)=0.2
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迭代结束后，图中每个顶点的 PageRank 值代表了该顶点在图中
的重要程度，即在随机游走过程中找到该顶点的可能性。PageRank 算法的“投票”思想同

样适用于词汇的情感消歧。本文将词汇的多个词义视为图上的节点，链接到某一个词义顶点
的链接数目越多说明该顶点与上下文语境的相关性越大，即该词义越有可能是符合该语境下
的词义。在进行情感消歧时，本模型通过在词义关系图上游走，最终的稳定分布概率值可以
被用来决定所给定序列最可能的词义集合。
此部分将介绍关系图的构造。对于一个给定的词序列 W={w1，w2，…，wn}，《现代汉
语词典》中，每一个词 wi 的词义表示成如下形式：

Lwi  {lw1i , lw2i ,..., lwmi }

(3)

其中 m 表示词 wi 的词义数。n 表示词序列 W 中词语的个数。
本文将基于词义的有向图表示为：G = ( V ，E )，其中 V、E 分别表示顶点和边集合。
顶点集合 V 由词序列 W 中所有的词的全部词义构成，每个词义映射为图 G 中的一个顶点。
wg(wik,wjh)表示词 wi 的第 k 个词义与 wj 的第 h 个词义之间的词义关系，通过公式(4)并结合
同义词词林中的各词义的概念计算得到。
k
i

h
j

wg(w ,w )=

SAME (w ik ,w hj )
(4)

N wk  M wh
i

j

其中 SAME(wik,wjh)表示词 wi 的第 k 个词义和词 wj 的第 h 个词义之间相同词的总个数，
分母为 wi 的第 k 个词义和 wj 的第 h 个词义中词数总数。
鉴于句子中下位词对上位词的语义选择有很大的影响，本文用公式(5)计算下位词 wj 的
第 k 个词义与上位词 wi 的第 h 个词义之间的语义关系 wg(wjk,wih)。

wg(w ,w )  log 2
k
j

h
i

P( wkj , wih )

(5)

P( wkj ) P( wih )

其中 j > i，wik 表示词 wi 的第 k 个词义。
在词义关系图中，词义与词义间的依赖关系可通过有向边权重的大小表示。通过权重大
小来衡量依赖关系的强弱，当边的权重为 0 时表示两个词义之间没有依赖关系。图 4 展示了
4 个序列词构成的词义关系图，表示了 4 个词序列词义间的依赖关系。对于一个给定的词义
关系图，可以通过图排序算法得到每个词中各个词义被选中的权值。即在词义关系图上随机
游走后得到的稳定权值，其决定了该顶点的重要性。图中每个顶点旁边方括号中的数字表示
最终的稳定权值分布。迭代开始时，每个顶点的初始值都为 1，待收敛后，所有词义中概率
最大的词义即为该情感词的最终词义。如图所示，由于在 w1 的所有词义中，词义 1 的最终
迭代权值 1.39，在三个词义中最大，故选取词义 1 作为最终词义。
图排序算法的全局性是解决词汇情感消歧问题的关键，其不仅仅依赖于本地的特殊顶点
或者单个顶点信息，而是从全体性出发挖掘词义之间的依赖关系。设已给定的顶点 b 和 a
间有向边的权重是 wba，则顶点 a 的迭代计算公式（6）如下所示。

WP(Va )  (1  c)  c



Vb In (Va )

wba



Vc Out (Vb )

wbc

WP(Vb )

(6)

基于图排序的词汇情感消歧算法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步骤：(1) 构造词序列 W 的词义关系
图；(2) 计算图中每个顶点的 WP 值；(3) 利用 WP 值实现词汇的情感消歧。具体过程为：
对于所有词，将其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每个词义作为顶点加入图中。通过公式(4)、(5)
计算任意两个顶点之间的权重，并将其作为有向边的权重加入图中。构建图时，本文通过最

大距离 MaxDist 来约束权重的计算，即在寻找与词义 i 有关系的词义 j 时，允许跨越最多
MaxDist 的距离。对于 MaxDist 的设定主要考虑语言及思维习惯，即一个词在句中的词义受
其前后词影响。若选择过大的间距则会引入较大的噪音，若选择间距过小则可能丢失词与词
之间的语义信息，综合二者考虑，本文将 MaxDist 设为 3，即最大允许跨越的距离为 3。在
词义关系图构建完成后，通过公式(6)迭代计算直至收敛，最后得到每个顶点的 WP 值。对
于每个多情感词，选取其所有词义中 WP 值最大的词义作为当前语境下的词义。

图4
Fig. 4

词义关系图示例
Sample Graph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4.1 实验设置
为了说明本文算法的可移植性和鲁棒性，本文分别在微博语料和情感语料库上与两种方
法作了对比，二者为基于词性和情感频率的方法和基于贝叶斯模型的词汇情感消歧方法。情
感语料库中包含 250021 个句子，句子覆盖小学教材、电影剧本、童话故事、文学期刊，内
容表达比较规范，从时间、空间、学科、风格和构成上看覆盖面大。而微博内容的主题多样，
表达随意，并且每条微博所包含的信息量少，文字简短，事件核心突出。所以，采用两种风
格不同的语料更能验证本文所提出的方法的可移植性和鲁棒性。
本文首先爬取新浪微博文本内容作为备选语料集，然后筛选出带有多情感词的句子。另
外，为了构建相对完整的词义关系图，本文不考虑特别短小的句子（存在信息丢失等问题）
和广告等噪音数据。对筛选过后的微博句子进行分句，根据每个多情感词汇，选取包含它的
30 个句子作为后续实验语料。之所以选择 30 条作为标准，是由于根据观察，超出 30 条后
所获取的重复句子明显增加，很少能再获得新的实例。最后，对筛选出来的语料中每个句子
所出现的多情感词汇进行词义及情感标注，标准参照为 3.1 节中的部分。
为检验方法的有效性，本文设置如下两个对比实验：(1)词性 ccat 与情感频率 fs 相结合
的词汇情感消歧，此方法是一种基于统计的方法；(2)基于贝叶斯模型的词汇情感消歧，该
方法在已标注语料上提取多情感词汇的属性及特征，然后训练模型进而对测试语料进行词汇
情感消歧。在进行基于贝叶斯模型的词汇情感消歧时，将语料按照 2:1 的比例分为训练语料
和测试语料进行实验。下面介绍上述两种对比方法的实现过程：
1.基于词性和情感频率的词汇情感消歧：(1) 使用分词软件 NLPIR[14]对句子进行分词、
词性标注，去停用词，并设句子中的多情感词汇为 w，词性为 p。(2) 在情感词汇本体中查

找<lex>域为 w、<ccat>域为 p 的词条，查看其<emotion>域中的值是否唯一。当<emotion>
中的值多于 1 个时，统计其各个情感在标注语料中的出现频率，并将该词在语料库中情感频
率最高的作为该词在此句中的情感。
2.基于贝叶斯模型的词汇情感消歧：该方法首先在已标注语料中统计多情感词的词义和
其上下文语境的关系，进而得到一个知识库。然后计算多情感词 w 在特定的语用环境 C 下
表现各种情感的后验概率值，最后根据后验概率大小决定其所述类别。其中，count 表示所
获得的相关句子在语料库中所出现的总数。

P(C si ) P( si )
P(C )
Count ( wk , si )
 arg max P(C si ) P( si )  arg max 
wk C Count ( si )Count ( w)

sense( w)  si  arg max P( si C )  arg max

(7)

下面介绍本文所提出方法的基本流程：对于每个筛选出的微博语句进行分词、词性标注、
去停用词后，将剩余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所有词义映射为词义关系图中的顶点。对于
图中的任意两个顶点，根据公式(4)和公式(5)计算其之间的有向边权重。另外，在计算 SAME
值时应用《同义词词林》进行扩展。通过对 wg(wjk,wih)的计算可以进一步充分利用语义信息。
通过实验，本文发现随着 MaxDist 的增大，词义间的依赖性逐渐衰退，且当 MaxDist=3
时所得到的信息最大。待词义关系图建成后，初始每个词义顶点的 WP 值为 1，按照公式(6)
对图中的顶点迭代计算。实验中发现经过 20 次的迭代计算后，每一个词义顶点的 WP 值基
本趋于稳定。最后，选取情感词的所有词义中 WP 值最高的作为该情感词的情感倾向性，实
现词汇的情感消歧。
4.2 结果及分析
本文用准确率作为实验结果评价指标，此处指的是情感倾向性判断正确的多情感词数量
占待预测词汇总量的比例。表 1 展示了三种方法在微博语料上的实验结果：
表1
Tab.1

微博语料上的对比实验

The Comparison Based On MicroBlog Corpus

实验名称

正确率

基于词性和情感频率的词汇情感消歧
基于贝叶斯模型的词汇情感消歧
基于图排序模型的词汇情感消歧

68.22%
71.46%
73.51%

分析实验结果可以发现，基于词性和情感频率的情感消歧方法的正确率为 68.22%。虽
然多情感词有多个词义，但在生活中，人们通常只会常用其某一个词义，表达某一种情感。
即最常用的词义，最多见的情感会应用在日常表达交流中。所以，基于词性和情感频率的词
汇情感消歧方法能获得 68.22%准确率。伴随着网络文化的发展，许多网络流行用语日益涌
现。微博作为当下比较流行的社交媒体，其文本形式受限于时间、空间等诸多因素，即某时
段的微博语料主要和该时间段内所发生的热门话题有关。鉴于此，该方法的正确率有待提高。
相比基于词性和情感频率的词汇情感消歧方法，基于贝叶斯模型的词汇情感消歧方法大
约提高了 3.24%，但是其效果却低于基于图排序模型的词汇情感消歧方法约 2%。本文认为
主要由以下原因导致：
(1) 训练集的规模、领域都会都对贝叶斯分类模型有一定的影响。另外，特征选取的质
量直接影响到分类结果。
(2) 由于微博更新速度较快、内容短小，主题多样，所以当测试集和训练集主题有所差
异时，对测试集语料来说，分类模型可能无法获得部分先验知识作为参考，故导致分类结果

不理想。这也就是其针对跨领域问题上没有图排序模型效果好的最主要原因。
相比前两种情感消歧方法，本文在微博语料上相比前两种消歧方法体现了其优越性。基
于图排序模型方法在准确率上分别有 2.04%和 5.29%的提高。这是由于该方法是基于词义依
赖关系，从整体出发充分考虑了上下文的语义环境。在进行情感消歧时，不依赖于训练集的
规模和特征的选取质量，同时也不受限于文本内容的领域和主题。综上所述，该方法取得了
更好的效果，但仍有提高的余地。分析实验结果我们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1) 在词典中描述词汇词义的句子一般较为短小，包含的词语比较少，导致在计算词汇
间相似度时受到影响。
(2) 在微博语料中，表达相对随意，且新组合词、网络流行用语以及新生僻词较多。而
通常这些比较流行的网络用语及组合词却没有被《现代汉语词典》所收录，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实验精确度。同时微博句子比较短小，表达形式随意，相对不规范，甚至经常出现只言
片语的情况。所以导致词义关系图构建相对比较困难，进而影响词义相似度的计算，也是影
响实验精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3)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示例信息往往可以更好的反应该词义所要表达的情感信息，因
为相比词义的定义，示例内容更接近人们表达的实际情况。所以，充分利用示例信息是我们
下一步的工作之一。
为了验证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在标准语料集上的有效性，本文将上述提到三种方法在情感
语料库上进行了实验，并和在微博语料上取得的精度进行了对照，结果如图 5 所示：

图 5 语料库和微博的实验对比结果
Fig.5 The Comparison of Methods Between MicroBlog and Corpus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情感语料库上，基于图模型的情感消歧方法仍优于其它两种方法。
这主要是由于该方法基于语义分析，不受限于特征的提取精度和语料自身特性，所以在情感
消歧准确率上表现相对较好。
分析基于词性和情感频率的词汇情感消歧法在情感语料库和微博语料上的结果可以看
出，在微博语料上取得的精度相对较高。这主要是由于两种语料在行文风格、知识背景、描
述主题等方面的差异所导致。情感语料库中表达比较规范，相对较为书面化，通常采用比较
含蓄的方法抒发感情。而在微博中表达比较随意，较为口语化，情感抒发方式相对直接。相
比情感语料库上，基于贝叶斯模型消歧方法在微博语料取得的结果也相对较好。这主要是由
于情感语料库覆盖范围较广，包括小学教材、电影剧本、童话故事、文学期刊等。所以分类
模型很可能无法获得某些领域或主题的先验知识，进而影响了分类精度。这也验证了监督学
习在跨领域问题处理上的欠缺。

从图5我们可以发现，不同于前两种方法，基于图模型的消歧方法在情感语料库上表现
相对较好。这主要是由于微博的内容相对短小，构建完整的词义关系图比较困难，进而影响
了实验准确率。而情感语料中的表达方式比较规范，能够较为准确地构建词义关系图，因此
实验结果相对微博数据较好。
综上所述，通过在两种表达方式不同的语料集上进行测试，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基于图
排序模型的词汇情感消歧方法都优于其它两种对比方法。这充分说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也
体现了本文方法在跨领域性适用性和鲁棒性方面的优势。

5 结束语
本文详细介绍了基于图模型的词汇情感消歧的方法，并在微博语料库和情感语料库上
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下一步的工作是充分利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示例信息，因为示
例比词义定义更接近人们的用语习惯，将示例和上下文的互信息性也考虑到词义的相似度计
算中。另外，由于在特定领域内语义与情感关联性很强，因此将词义的领域信息融入词汇情
感消歧中也是未来重要的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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