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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基于词嵌入的卷积神经网络文本分类方法已经在情感分析研究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类方法
主要使用基于上下文的词嵌入特征，但在词嵌入过程中通常并未考虑词语本身的情感极性，同时此类方法
往往缺乏对大量人工构建情感词典等资源的有效利用。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结合情感词典和卷
积神经网络的情感分类，利用情感词典中的词条对文本中的词语进行抽象表示，在此基础上利用卷积神经
网络提取出抽象词语的序列特征，并用于情感极性分类。本文提出的相关方法在中文倾向性分析评测
COAE2014 数据集上取得了比目前主流的卷积神经网络以及朴素贝叶斯支持向量机更好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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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the classification approach based on word embedding an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task. This approach is mainly based on the contextual features of
the word embeddings without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polarity of the words. Meanwhile, this approach lacks of the
use of manually compiled sentiment lexicon resources. Target to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roposes a novel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method which incorporates existing sentiment lexicon and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s. In
this word, the words in text are abstractly represented by using existing sentiment words. The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are used to extract sequence features from the abstracted word embeddings. Finally, the sequence
features are applied to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The evaluations on Chinese Opinion Analysis Evaluation 2014
dataset show that our proposed approach outperforms the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model with word
embedding features and Naïve Bayes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Keywords: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Sentiment analysis, Word sentiment sequence features

1 引言
互联网相关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人们
日常生活的悄然改变。用户通过微博等自媒
体在社交网络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在电子商
务平台对网购的产品进行评价等行为已经
∗

成为了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如何利用机器
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此类文本进行分
析，获得其中的观点倾向性、情感极性，成
为了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问题 [1]。
传统的情感分析技术大体可以分为基
于规则的方法和基于统计的方法。基于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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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主要从语言学角度出发，利用语言专
家的人工知识编写词典和模板，对文本中的
情感倾向性进行分析 [2]。基于统计的方法，
则从机器学习的角度出发，利用人工标注的
训练语料，进行特征提取和统计模型构建，
自动化地实现情感极性的判断 [3]。在文本情
感分析发展的十余年中，两类方法互相影响，
相互渗透，使得情感分析技术向着更高的水
平迈进。在这个过程中，研究人员们积累了
大量的资源、工具、算法与模型。
近年来，随着深度学习相关技术的发展，
研究人员利用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相关技
术对文本中的情感进行分析。例如利用构建
在句法分析树上的循环神经网络对电影评
论文本进行五个级别的情感极性判别 [4]，以
及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进行情感分析 [5]等。部
分研究人员认为此类方法是模拟人类神经
元的工作方法，对文本进行了情感的理解。
而另一部分研究人员则认为此类方法是在
特征层面更好地构建了模型。不论是哪一种
观点，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方法是一种自动
化的情感分析方法，并且由于其模型参数规
模大，对于特征空间的构建与搜索、模型的
建立等都更为精细，性能上也体现了相比于
以往方法的优越性。但这类方法忽略了对现
有积累的大量情感资源，包括已有的规则、
已有的情感词典、知识库等的有效利用。如
何融合深度神经网络和现有情感计算资源，
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为此，本文提出一种结合卷积神经网络
和情感计算资源的中文文本情感分析方法，
采用基于词典资源的抽象表达方式来描述
每个词语的基本属性特征，将词语的情感极
性和词性特征应用到文本的特征表示。然后
利用卷积神经网络提取与文本情感表达相
关的序列特征作为文本的特征向量用于情
感分类。在中文倾向性分析评测 Chinese
Opinion Analysis Evaluation (COAE2014)数
据集的实验显示本文提出的方法取得了比
目前主流的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以及朴素贝叶斯支持
向 量 机 （ Naïve Bayes Support Vector
Machines，NBSVM）更好的性能，显示了
本文提出思路的有效性。

本文的内容组织如下：第二节介绍情感
分析以及深度学习的相关工作，第三节主要
介绍本文提出的情感分析方法，第四节将通
过两组实验评估本文方法的有效性，第五节
将对本文的主要贡献做出梳理和总结。

2 相关工作
文本情感分析技术主要通过分析文本
内容来判断文本所表达的情感倾向。这一技
术在产品评价分析、舆情监控等方面具有较
广泛的应用。
情感分析技术大体可以分为基于规则
的方法和基于统计的方法。其中基于情感词
典资源的有监督机器学习方法是目前的研
究热点。这类方法主要基于有监督的机器学
习 方 法 ， 如 支 持 向 量 机（ SVMs,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朴素贝叶斯（NB, Naïve
Bayes）、最大熵（ME, Max Entropy）。通过
结合文本特征，包括一元词特征（uni）
、二
元词特征（bigram）、词性特征、情感词特
征等，将文本映射为特征向量，用于模型的
训练和分类预测。Sida Wang[6] 等人采用朴
素贝叶斯和支持向量机相结合的方法，在多
个公开数据集上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Bollegala[7] 等人利用不同领域情感表达方式
的共性来构建领域相关的情感词典，扩充文
本特征，以此提高跨领域情感分类的效果。
谢丽星 [8] 等人针对中文微博的文本特征，提
出了基于层次结构的多策略中文微博情感
分析和特征抽取方法。
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词作为文本的基
本组成单元，One-hot Representation 成为词
语最常用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是该方法忽略
了词与词之间的上下文语义与语法关系，也
无法提供词本身所携带的信息。Bengio[9] 等
在 2003 年提出用神经网络构建二元语言模
型的方法，把词映射到低维实数向量，通过
词与词之间的距离来判断它们之间的语义
相 似 度 。 Andriy Mnih[10] 等 人 提 出 层 次
Log-Bilinear 模 型 来 训 练 语 言 模 型 。
Mikolov[11-12]借鉴 Log-Bilinear 模型的思想，
在 word2vec 中实现了 CBOW 和 Skip-gram
两种语言模型。随后，词嵌入（也称词向量）

被应用自然语言处理的多个领域。Socher[13]
等人提出基于词向量的递归神经网络，实现
对文本的向量表示，并在情感分析方面取得
不错的效果。Johnson[14] 提出基于 One-hot
Representation 的词表达方式的卷积神经网
络模型，显示了词序特征在文本分类上的有
效性。上述基于词向量的深度学习模型主要
利用了词的上下文语义信息和语法结构特
征，而在情感分析任务中，词语极性和词性
等词语本身具有特征信息直接影响文本的
情感表达。Maas[15] 利用训练语料的情感标
注信息，提出了有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相
结合的语言模型。Tang[16] 提出一种嵌入情感
信息的语言模型，在 Twitter 情感分类任务
中取得最好成绩。Faruqiu[17]则采用后处理的
方式，实现在任意词向量上嵌入具有网络结
构的语义词典。
目前的相关工作中，基于人工规则和词
典资源的特征抽取方法往往依赖于特定领
域或特定语料，而且文本特征维度随人工规
则和词典资源的增加而线性增长，不仅增加
了模型的训练成本，还降低了模型的泛化能
力。

3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词语情感序
列特征抽取模型
为了实现文本情感特征信息的有效挖
掘和表达，本文提出了一种结合词语情感特
征的卷积神经网络（WFCNN, Word Feature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方法。这一
方法首先建立一种基于情感词典资源的抽
象词向量表达方式，通过该方法引入词语的
情感极性和词性特征。然后用词向量组成文
本特征矩阵，将其作为卷积神经网络模型的
输入，并利用反向传播算法训练模型。最后，
提取 WFCNN 模型产生的序列特征，将其作
为输入文本的情感特征表示，加入到支持向
量机 SVMs 分类器，实现对文本的情感极性
分类。
3．1 基于词典的词语抽象表示方法
网络文本，如微博、产品评论，由于受

到文本长度限制，内容往往较为精简，偏向
于口语化，整体情感较为单一，因此文本中
的相关情感表达序列片段往往代表着文本
的情感倾向。例如，“太逗了！看到蒙牛笑
喷了。”其中“太逗了”和“笑喷了”代表了整句
的情感倾向。又如“所以我都不喝蒙牛，一
直不喜欢蒙牛。”，文本中的“不喜欢”表达
了负面情绪。在对上述文本的倾向性进行识
别时，若能提取与情感表达相关的序列片段，
将有助于准确地判断文本的情感极性。基于
上述对文本情感表达序列规则的观察，本文
提出了利用词典资源构建词向量的方法。不
同于 word2vec 等实数向量的表示方式，本
文利用词语本身具有的属性特征来构建词
向量。
本文把每一个词语映射到一个 k 维 0,1
向量空间，即 𝑥𝑥 ∈ ℝ𝑘𝑘 , 其中 k 代表词语本
身具有的特征个数，每一维度的数值用 0 或
1 表示，0 表示不具有该特征，1 表示具有该
特征。对于给定的句子 ，它包含 n 个词𝑥𝑥𝑖𝑖 ，
1 ≤ 𝑖𝑖 ≤ 𝑛𝑛 ，构成一个𝑛𝑛 × 𝑘𝑘 的特征矩阵。
本文将句子中第 i 个词到第 j 个词组成的短
语片段记为𝑋𝑋[𝑖𝑖:𝑗𝑗] 。同理，包含 n 个词的句子
记做𝑋𝑋[1:𝑛𝑛]。
本文采用如表 1 所示的词语特征：
表 1 情感分类采用的词语特征

特征名称

值

是否是正面情感词
是否是负面情感词
是否是否定词
是否是程度副词
是否是名词
是否是动词
是否是形容词
是否是副词
是否是标点符号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3．2 基于词向量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
卷积神经网络是一种前馈神经网络，由
卷积层和下采样层叠加组合而成。每一层的
输出是下一层的输入。卷积层作为特征提取
层，通过滤波器提取局部特征，经过卷积核
函数运算产生特征图，输出到下采样层。下

采样层属于特征映射层，对卷积层产生的特
征图进行采样，输出局部最优特征。本文在
Kim[5] 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的基础上，引入
了本文提出的基于词典资源的词向量表示
方法。
图 1 为本文采用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
本文利用大小为ℎ × 𝑘𝑘的滤波器对输入
特征矩阵进行卷积操作，即:
𝑐𝑐𝑖𝑖 = 𝑓𝑓 (𝑤𝑤 ∙ 𝑋𝑋𝑖𝑖:𝑖𝑖+ℎ−1 + 𝑏𝑏)
(1)
f(∙)
其中，
𝑐𝑐𝑖𝑖 代表特征图中第 i 个特征值，

为卷积核函数，𝑤𝑤 ∈ ℝℎ𝑘𝑘 为滤波器，h 为滑
动窗口大小，b 为偏置值。𝑋𝑋𝑖𝑖:𝑖𝑖+ℎ−1表示由第
i 行到第 i+h-1 行组成的局部特征矩阵。因
此，特征图 C 为：
𝐶𝐶 = [𝑐𝑐1 , 𝑐𝑐2 , 𝑐𝑐3 , … 𝑐𝑐𝑛𝑛−ℎ+1 ]
(2)
下采样层采用 max-over-time pooling 方
法进行特征采样，得到的特征值为𝑐𝑐̂ :
𝑐𝑐̂ = max{ C }
(3)
卷基层
采样层

连续特征（Word2vec）

我/rr
爱/v
自然/a
语言/n
处理/v

全连接层

二值特征（词典资源）

图 1 本文提出的 WFCNN 模型结构

卷积层和下采样层组成 WFCNN 模型
的特征提取层，WFCNN 由多个不同类型的
特征提取层（h 取不同的值）并列组成，其
中每种类型的特征提取层各 m 个，因此全连
接层的特征向量 V 为：
𝑉𝑉 = �𝑐𝑐̂1,ℎ1 , … , 𝑐𝑐̂𝑚𝑚,ℎ1 … , 𝑐𝑐̂1,ℎ𝑗𝑗 , … , 𝑐𝑐̂𝑙𝑙,ℎ𝑗𝑗 , … � (4)

其中𝑐𝑐̂𝑙𝑙,ℎ𝑗𝑗 为第 j 种类型的滤波器产生的

第 l 个特征值。期望通过这样的网络结构，
可以在本文提出的基于词语特征表示的基
础上，进一步提取出与正负面情感标签相关
的词语序列特征用于最终的情感分类。
下采样层输出的特征向量作为全连接
层的输入，
然后利用 Softmax 输出分类结果，
并根据训练数据的实际分类标签，采用反向
传播算法对模型参数进行梯度更新。即：
𝑃𝑃(𝑦𝑦 |𝑉𝑉, 𝑊𝑊𝑠𝑠 , 𝑏𝑏𝑠𝑠 ) =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𝑦𝑦 (𝑊𝑊𝑠𝑠 ∙ 𝑉𝑉 +
𝑏𝑏𝑠𝑠 ) (5)
其中，𝑦𝑦 ∈ {+1, −1}，𝑊𝑊𝑠𝑠 ∈ ℝ|𝑉𝑉| ，𝑏𝑏𝑠𝑠 为

偏置项。
最后，利用训练好的 WFCNN 模型，将
文本特征矩阵转为特征向量 V，并用 SVMs
分类器进行模型训练和分类。
3．3 词语序列特征融合方法
本文提出的 WFCNN 模型在对文本特
征矩阵进行特征提取后，输出文本的特征向
量 V。特征向量 V 可以作为其他模型的附加
特征，为其他模型提供一种嵌入文本情感倾
向性特征的简单高效的方法。假设𝑉𝑉� 为增加
文本情感倾向性特征后的特征向量，
V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𝑜 模型原始特征向量，则：
𝑉𝑉� = V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𝑜 ⊕ 𝑉𝑉
(6)
其中⊕为向量拼接操作。
在本文提出的计算体系下，可以对文本
中每一个词语进行抽象，选择离散特征来表
示其可能的情感极性以及其他可能对情感

极性造成反转或增强的属性。在此基础上，
通过卷积神经网络的卷积运算，在抽象出的
词语属性序列上，进行基于卷积操作的特征
提取。通过这一运算，获得在抽象属性基础
上的序列特征。
因此，本文提出的相关方法所抽取的特
征，具有很好的可理解性。在此基础上，可
以将本文的相关方法与传统的规则方法通
过添加规则集的方式进行融合，也可以利用
本文的相关方法和传统的特征工程方法进
行特征层面的融合。

4 实验结果
在 2014 年中文观点倾向性分析评测
（ Chinese Opinion Analysis Evaluation,
COAE2014）微博数据集上，对本文提出方
法有效性进行评估。COAE2014 微博数据集
分为训练数据集和测试数据集。训练数据来
自同一个话题，总共 2174 条，其中有 1003
条带有正面情绪，1171 条带有负面情绪。测
试数据分别选自手机、保险、翡翠三个不同
话题，总共 7000 条，其中带有正面情感的
有 3776 条，带有负面情感的有 3224 条
本文设计了两组实验来验证本文提出
的方法的有效性。实验一，对比本文提出的
WFCNN 模型与 Kim 提出的基于 word2vec
训 练 的 词 向 量 的 CNN 模 型 （ 标 记 为
W2VCNN）
以及 Sida Wang 提出的 NBSVM 1
模型的性能。实验二，将本文方法提取的情
感 序 列 特 征 添 加 到 W2VCNN 模 型 和
NBSVM 模型中验证本文方法在提取文本情
感特征上的有效性。
4．1 实验数据预处理与模型参数设置
本实验使用的词典资源由 Hownet 情感
词典和大连理工大学细粒度情感词典构成。
在数据预处理方面，利用 ICTCLAS 2分词工
具对实验数据集进行分词和词性标注。词向
量 采 用 Google 开 源 的 word2vec 3 的
Skip-gram 模型，利用 2000 万条微博语料训

练产生。词向量维度为 50 维，包含 33 万个
词汇，在实验数据集上的词汇覆盖率为
90.08%。对于卷积神经网络模型，本文统一
采用如表 2 所示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可调参
数设置。
表 2 卷积神经网络参数设置

可调参数

值

卷积核函数
过滤器滑动窗口大
小h
过滤器数量 m
随机更新参数比例
训练迭代次数

Rectified linear 函数
2,3,4,5
100
0.5
50

在 NBSVM 模型中，本文采用 Unigram
和 Bigram 语言模型构建文本特征向量。
4．2 模型对比实验
第一组实验对比本文提出的 WFCNN
模型与其他已有模型的性能。表 3 列出了在
COAE2014 数据集上实验的对比结果。
表 3 三种模型的情感分类性能对比（COAE 2014 数
据集）

模型

Precision+
Precision-

Recall+
Recall-

F-Score+
F-Score-

WFCNN

0.7803
0.7506

0.7903
0.7395

0.7853
0.7450

W2VCNN

0.7870
0.8438

0.8864
0.7190

0.8337
0.7764

NBSVM

0.7175
0.7536

0.8273
0.6185

0.7685
0.6794

从表 3 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提出
的 WFCNN 模型与基于 word2vec 的词向量
的 W2VCNN 在性能上有一定的差距。但是
WFCNN 模型以低维度的词语特征构造特征
输入，相比于 50 维乃至上百维的词向量，
降低了模型的复杂度和减少了模型参数，加
快了模型训练速度，同时保证了良好的性能。
WFCNN 模型基于词典资源，提取表达文本
情感倾向性的通用规则序列，具有较强的模
型泛化能力。与传统的基于领域知识的

1http://nlp.stanford.edu/~sidaw/home/projects:nbsvm
2http://ictclas.nlpir.org/

3http://word2vec.googlecode.com/svn/trunk/

NBSVM 相比，WFCNN 不仅在模型训练上
模型在引入文本情感序列特征上的有效性。
具有优势，而且在性能上也具有较大的优势。 表 5 给出从测试数据集合中选取的具有代表
从表 3 的实验结果可知，在正面情绪识别的
性的数据机器分类结果。
表 5 测试数据实验结果样例
（COAE 2014 数据集）
F-Score 上，
WFCNN 比 NBSVM 高出 1.68%，
标签
而负面情绪识别的 F-Score，WFCNN 比
NBSVM 高出 6.56%。
WFCNN
W2
数据样例

VC

+W2VC

NN

NN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标注

NN

4．3 特征融合实验对比
三星的手机有点用不惯呀！

第二个实验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
WFCNN 模型在提取文本情感倾向性特征序
列上的有效性，将 WFCNN 模型生成的文本
特征向量分别与 W2VCNN 模型和 NBSVM
模型的特征向量进行特征融合，对比特征融
合前后的模型性能变化。表 4 列出了特征融
合前后的实验结果对比。
通过对模型特征融合前后的实验对比，
可以发现 WFCNN 模型产生的文本情感倾
向性序列特征能够有效地提升文本情感分
类 的 效 果 。 对 于 W2VCNN 模 型 ， 融 合
WFCNN 模型产生的情感倾向性序列特征后，
在正面情绪识别的 F-Score 上获得了 0.97%
的提升，而在负面情绪识别的 F-Score 上则
提 升 了 1.58% 。 对 于 基 于 领 域 知 识 的
NBSVM 模型而言，引入 WFCNN 模型产生
的情感倾向性序列特征之后，分类性能得到
极大的提升，在正面和负面情绪识别的
F-Score 上分别获得了 4.98%和 7.51%的提升。
表 4 情感序列特征对情感分类性能影响对比
（COAE 2014 数据集）

Precision+
Precision-

Recall+
Recall-

F-Score+
F-Score-

W2VCNN

0.7870
0.8438

0.8864
0.7190

0.8337
0.7764

W2VCNN+
WFCNN

0.8001
0.8535

0.8917
0.7391

0.8434
0.7922

NBSVM

0.7175
0.7536

0.8273
0.6185

0.7685
0.6794

NBSVM+
WFCNN

0.7710
0.8227

0.8718
0.6967

0.8183
0.7545

模型

人工

WFC

4．4 实验结果分析
这里通过几个具体实例来分析 WFCNN

珠宝是一项很好的投资，特别
是翡翠升值空间是房产的 n 倍。
加入保险是科学管理风险，转
移损失的最佳方式。
买了保险，就意味着一个麻烦
之后会跟着另外的一些麻烦。
华为难道就只会技术了？

对于样例 1：“三星的手机有点用不惯啊”，
以及样例 2：“珠宝是一项很好的投资，特别
是翡翠升值空间是房产的 n 倍。”，由于这
一类样例表达比较常见，在训练集和测试集
中都有类似的样例，三种方法对此类样例均
有一定程度的覆盖度，所以都做出了正确的
情感分类。
对于样例 3“加入保险是科学管理风险，
转移损失的最佳方式。”以及样例 4“买了保
险，就意味着一个麻烦之后会跟着另外的一
些麻烦”，由于这类样例中的情感词不是单
独起作用，而是通过词的序列表达出了一定
的逻辑关系。基于词向量的 CNN 方法，在
处理这类样例时，由于样例 3 中大量的负面
词“风险”“损失”等等，而被误分类为负面。
而在本文提出的词语情感序列模型下，由于
“风险”所在的序列为“科学管理风险”，是作
为一个“正面极性词+动词+负面极性词”；而
“一些麻烦”则是作为“量词+负面极性词”被
判为反例。这类样本在基于词向量的 CNN
中均被错误分类，而基于序列特征的 CNN
可以正确处理。而综合了此类序列特征之后，
基于词向量的方法可以将之前的错误分类
纠正。对于样例 5“华为难道就只会技术了？”
所有方法均未能正确分类。由于此样例中出
现了反问、讽刺的表达方式，而“会技术”这
一关键词不论是基于词向量的表达，还是基

于词典的表示，均被判为正例。所以这一样
例在三种方法中均未能正确分类。
由此可见，WFCNN 模型在处理具有情
感词的文本时，能通过提取包含情感词的序
列特征，如“科学管理风险”、“最佳方式”、
“一些麻烦”等，准确地识别文本情感倾向性。
而 W2VCNN 模型由于只利用词语之间的语
法和语义信息的词向量，无法提取文本中表
达情感倾向性的序列特征，因此对文本进行
了错误的分类。而将 WFCNN 模型的情感序
列特征加入到 W2VCNN 模型后，模型能够
准确地识别文本的情感倾向性。此外，从测
试样例中可以发现，无论是 WFCNN 模型还
是 W2VCNN 模型都无法识别反讽句式的情
感倾向性。对于如何识别这类特殊表达句式，
也将是我们今后需要研究的一个课题。

5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文
本情感倾向性序列特征挖掘的算法，通过利
用词语本身固有的特征，将文本映射为低维
度的抽象的特征矩阵，在保证文本情感倾向
性识别性能的基础上，降低了卷积神经网络
模型的复杂度，加快了模型训练的速度。此
外，本文提出的算法能够从文本中挖掘表示
情感倾向性的序列特征，可以为其他模型提
供对情感分类有用的特征信息。
由于本文提出的算法依赖于词典资源，
词典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到算法的
执行效果。所以，如何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在
抽象特征抽取方面的优势去挖掘和扩充词
典资源将是我们下一步需要研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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