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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微博情感倾向性分析 ∗
刘龙飞，杨亮，张绍武，林鸿飞
（大连理工大学 信息检索实验室，辽宁 大连 116024）
摘要：微博情感倾向性分析旨在发现用户对热点事件的观点态度。由于微博噪声大、新词多、缩写频繁、
有自己的固定搭配、上下文信息有限等原因，微博情感倾向性分析是一项有挑战性的工作。本文主要探讨
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进行微博情感倾向性分析的可行性，分别将字级别词向量和词级别词向量作为原始特征，
采用卷积神经网络来发现任务中的特征，在 COAE2014 任务 4 的语料上进行了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利用字
级别词向量及词级别词向量的卷积神经网络分别取得了 95.42%的准确率和 94.65%的准确率。由此可见对于
中文语料而言，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进行微博情感倾向性分析是有效的，且使用字级别的词向量作为原始特
征会好于使用词级别的词向量作为原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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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for Chinese Micro-blog Emotional
Tendency Identification
LIU Longfei, YANG Liang, ZHANG Shaowu, LIN Hongfei
(Information Retrieval Laboratory,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116024,
China)
Abstract: Chinese micro-blog emotional tendency identification aims to discover the user attitude
towards hot events. Emotional Tendency identification of Chinese micro-blog messages is
challenging because of big noise, too many new words, abbreviations frequently, fixed collocation,
the limited contextual information that they normally contai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easibility
of performing Chinese micro-blog sentiment analysis by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We try to
avoid task-specific features, separately take character level embedding and word level embedding
as input, and use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to discover relevant features to the tasks. For
the COAE 4th task corpus, the character level CNN achieves a sentiment prediction (in both binary
positive/negativ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95.42%, and the word level CNN achieves a sentiment
prediction accuracy of 94.65%.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model is
promising in Chinese micro-blog sentiment analysis. For chinese corpus, character level embedding
is slightly better than word level embedding.
Key words: deep learning；emotional tendency identification；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word embedding

1 引言
随着社交网络的不断发展人们更愿意通过微博、博客社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发表对热点
事件的评论从而使通过微博、博客、影评以及产品评价等来了解社交网络用户的情感倾向得
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根据微博内容进行情感倾向性分析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近年
来引发了学者极大的兴趣 [1]。
已有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大多数都基于词袋模型，而这种模型无法捕获到很多有关情感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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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性分析的语言现象特征。例如，
“反法西斯联盟击溃了法西斯”和“法西斯击溃了反法西
斯联盟”这两个词组拥有相同的词袋模型表示方法，而前一个带有积极的感情色彩，后一个
带有消极的感情色彩。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研究者使用人工标注的数据（情感词典及句法分
析等）
，虽然采用这些方法可以有效的提高情感分析的准确性但由于需要较多的人工标注数
据从而限制了这些方法在其他领域以及跨语言的推广 [2]。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可以从大量未标
注的文本中学习到先验知识，避免依赖于具体任务的人工特征设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短文本上下文信息有限的问题。
要提取微博文本特征，目前主要做法是对微博进行分词，匹配情感词典，选用其中的情
感词或者情感的相关得分作为特征，但是微博属于短文本范畴，噪声大、新词多、缩写频繁、
有自己的固定搭配、上下文信息有限，对微博做分词歧义明显，往往得到的是不好的切分。
比如：
“我发现了一个高大上网站”
，在该句中，
“高大上网站”如果使用传统分词技术，会
被切分为“高大/上/网站”或者“高大/上网/站”
，这样的切分无法体现句子的正确语义，甚
至后一种切分还将“网站”切分导致丢失评价对象 [3]。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引入字级别
特征，将单个字作为输入特征，通过多个拥有不同大小卷积核的并行卷积层学习微博文本特
征。
本文训练了一个包含多个并行卷积层的卷积神经网络，不同卷积层拥有大小不同的卷积
核。本文分别将字级别特征和词级别特征作为原始特征进行了实验，利用字级别特征的卷积
神经网络取得了 95.42%的准确率，
利用词级别特征的卷积神经网络取得了 94.65%的准确率。
实验表明，对于中文语料而言，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进行微博情感倾向性分析是有效的，且将
字级别词向量作为原始特征会好于将词级别词向量作为原始特征。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章介绍了一些相关工作。第三章详细介绍了本文使用的卷积神经
网络结构。第四章详细说明了本文的实验设定，介绍了实验结果，并对实验结果进行了详细
的讨论。第五章是文章的总结。

2 相关工作
2．1 卷积神经网络
卷积神经网络利用卷积层可以学习局部特征 [4]。在自然语言处理中，CNN 模型在很多
方面取得了很多非常好的成绩，例如语法解析 [5]、搜索词检索 [6]、句子建模 [7]及其他传统
的自然语言工作 [8]。Cicero dos Santos 等人 [9] 提出了 CharSCNN 模型，两个卷积层分别学习
词语的构造特征和句子的语义特征。
本文与 Cicero dos Santos 工作的不同之处在于，本文分别利用字级别向量和词级别向量
进行实验，而没有学习词语的构造特征。本文与 Cicero dos Santos 工作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
于，Cicero dos Santos 在利用卷积层学习句子特征时，使用了大小单一的卷积核，而不同大
小的卷积核获取的特征是不同的，本文参考了 Kim 等人的工作 [10]，利用多个不同大小的卷
积核学习句子级别的特征向量，然后对特征向量进行串接，构造新的句子特征向量。
2．2 情感分析
情感分析自从 2002 年由 Bo Pang 提出之后，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关注，特别是在线评论
的情感倾向性分析上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本文主要关注无监督的情感分析方法，由于不需要
大量标注语料，无监督情感分析方法一直受到许多研究者的青睐，但同时效果也低于有监督
的情感分析方法。Turney[11]首次提出基于种子词（excellent, poor）的非监督学习方法，使
用“excellent”和“poor”两个种子词与未知词在搜索网页中的互信息来计算未知词的情感极性，
并用以计算真个文本的情感极性。后续的非监督情感分析方法大都是基于生成或已有的情感
词典或者相关资源进行情感分析。罗毅[3]等人通过构建二级情感词典，对不同级别情感词
作不同增强，使用 N-gram 获取文本特征，利用构建的情感词典进行微博情感倾向性分析。
情感词典的构建过程需要大量的人工标注，在跨领域应用方面有很大的限制。使用 N-gram
模型，当 N 较大时，会导致特征维度太大而难以训练。包含多个并行卷积层的卷积神经网
络通过卷积和池化操作，既充分利用了了 N-gram 的特征，又不会造成维度灾难。

3 卷积神经网络模型
3．1 句子级别的表示和评分
字级别特征：以单个字作为句子的基本组成单位，对单个字训练词向量。
词级别特征：利用分词器对句子进行分词，以词（包含长度为 1 的词）作为句子的基本
组成单位，对单个词训练词向量。
以“中国足球加油！
”为例，字级别的句子组成为“中+国+足+球+加+油+！
”
，词级别的
句子组成为“中国+足球+加油+！
”
。
给定包含 N 个基本单位{𝑟𝑟1 , 𝑟𝑟2 , … 𝑟𝑟𝑁𝑁 } 的句子 x，本文接下来的工作是计算其句子级别的
表示𝑟𝑟𝑥𝑥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字级别句子的基本单位是单个的字，词级别句子的基本单位是分词之后的词。
在计算句子级别的特征时，会遇到两个主要的问题：不同句子的长度不同，重要的信息会出
现在句子中的任意位置。利用卷积层对句子建立模型，计算句子级别的特征，可以解决上面
提到的两个问题。通过卷积操作可以得到句子中每个基本单位（字或者词语）的局部特征，
然后对得到的局部特征进行最大化操作，从而得到一个固定长度的句子特征向量。
在包含 N 个基本单位 {𝑟𝑟1 , 𝑟𝑟2 , … 𝑟𝑟𝑁𝑁 } 的句子 x 中，卷积层对每个大小为 𝑘𝑘 的连续窗口进
行矩阵向量操作。本文假定向量 𝑧𝑧𝑛𝑛 ∈ ℝ𝑑𝑑𝑑𝑑 是以句子中第 n 个基本单位为中心的前后各
(𝑘𝑘 − 1)/2 个基本单位的词向量的串接：
𝑧𝑧𝑛𝑛 = (𝑟𝑟𝑛𝑛−(𝑘𝑘−1)/2 , … , 𝑟𝑟𝑛𝑛+(𝑘𝑘−1)/2 )𝑇𝑇

(1)

[𝑟𝑟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𝑗𝑗 = max [𝑊𝑊𝑧𝑧𝑛𝑛 + 𝑏𝑏1 ]𝑗𝑗

(2)

卷积层计算计算句子特征向量 𝑟𝑟𝑥𝑥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 ℝ𝑐𝑐𝑐𝑐𝑢𝑢 的第 j 个元素的过程如下：
1<𝑛𝑛<𝑁𝑁

其中，𝑊𝑊 ∈ ℝ𝑐𝑐𝑐𝑐𝑢𝑢 ×𝑑𝑑𝑑𝑑 是该卷积层的权重矩阵。如图 1 所示，用该权重矩阵计算给定句
子中每个基本单位（字或词）的窗口大小为 𝑘𝑘 的局部信息，对句子中所有基本单位的窗口取
最大值，就抽取了一个在窗口大小为 𝑘𝑘 的条件下长度为𝑐𝑐𝑐𝑐𝑢𝑢 的句子特征向量。图 1 中窗口大
小 k 为 3。

图 1 基于卷积方法抽取句子级别特征
Fig.1 Convolutional approach to sentence-level feature extraction

卷积窗口的大小 𝑘𝑘 不同，获取的局部信息也不同。为此，本文利用并行的多个卷积层，
学习不同 N-gram 的信息。每个卷积层经过最大池化操作后都会生成一个固定长度的句子特

征向量，本文将所有卷积层生成的句子特征向量进行串接，得到一个新的句子特征向量 [9]。
包含多个不同窗口的并行卷积层的架构如图 2 所示。

图 2 通过基于不同窗口大小的卷积方法利用多个不同大小的卷积核抽取句子级别特征
Fig.2 Convolutional approach to sentence-level feature extraction with different filter widths

其中，𝑊𝑊 1𝑖𝑖 , 𝑏𝑏1𝑖𝑖 是模型需要学习的参数，卷积单元的数量 𝑐𝑐𝑐𝑐𝑢𝑢1𝑖𝑖 是由用户指定的超参数。
上下文窗口的大小 𝑘𝑘 𝑖𝑖 是由用户指定的超参数。max(.)表示最大化操作。图中𝑊𝑊 11 用来学习
窗口大小为 3 的给定句子的特征向量。
如图 2 所示，本文在卷积层之后，加入了 ReLU 层，将 ReLU 作为激活函数。通过加入
ReLU 层可以加速随机梯度下降的收敛速度 [10]
将所有窗口生成的句子特征向量串接后得到的新特征向量如下：
𝑟𝑟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 𝑟𝑟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1 ⊕ 𝑟𝑟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2 ⊕ … ⊕ 𝑟𝑟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3)

𝑠𝑠(𝑥𝑥) = 𝑊𝑊 3 ℎ(𝑊𝑊 2 𝑟𝑟𝑥𝑥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 𝑏𝑏2 ) + 𝑏𝑏3

(4)

其中，⊕ 表示串接操作，𝑟𝑟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表示由上下文窗口大小为𝑘𝑘 𝑖𝑖 的卷积核通过卷积核最大化
操作之后得到的句子特征向量。
最后，表示句子 x 的全局特征的向量𝑟𝑟𝑥𝑥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被传递给包含两个全连接层的神经网络进行
处理，计算该句子属于每个情感标签 𝜏𝜏 ∈ 𝛵𝛵 的得分：
1

2

𝑖𝑖

其中，矩阵 𝑊𝑊 2 ∈ ℝℎ𝑙𝑙𝑢𝑢 × (𝑐𝑐𝑐𝑐𝑢𝑢 + 𝑐𝑐𝑐𝑐𝑢𝑢 +⋯+𝑐𝑐𝑐𝑐𝑢𝑢 ) ，矩阵𝑊𝑊 3 ∈ ℝ|𝛵𝛵| × ℎ𝑙𝑙𝑢𝑢 ，向量 𝑏𝑏2 ∈ ℝℎ𝑙𝑙𝑢𝑢 ，向量
𝑏𝑏3 ∈ ℝ|𝛵𝛵| 是模型需要学习的超参数。激活函数 ℎ(. ) 使用的正切函数。隐藏层单元数目ℎ𝑙𝑙𝑢𝑢
是有用户指定的超参数。
3．2 模型训练
微博情感倾向性分析本质上是一个基于主题的文本分类问题，将微博短文本做两类分类，
最终归纳到正面和负面两种情感类别中。
本文的模型是通过最小化训练集 D 上的负对数似然函数（negative log-likelihood）进行
训练。给定一个句子𝑥𝑥，参数集合为 𝜃𝜃 的模型对每个情感标签 𝜏𝜏 ∈ 𝛵𝛵 计算一个得分𝑠𝑠𝜃𝜃 (𝑥𝑥)𝜏𝜏 。
为了将这些得分转换为给定句子的情感标签和模型参数集𝜃𝜃的条件概率分布，我们在所有签

情感标签 𝜏𝜏 ∈ 𝛵𝛵 的得分进行 Softmax 操作：

𝑝𝑝(𝜏𝜏|𝑥𝑥, 𝜃𝜃) =

𝑒𝑒 𝑠𝑠𝜃𝜃(𝑥𝑥)τ

(5)

∑∀𝑖𝑖∈𝛵𝛵 𝑒𝑒 𝑠𝑠𝜃𝜃(𝑥𝑥)𝑖𝑖

对上述公式取对数：
log 𝑝𝑝(𝜏𝜏|𝑥𝑥, 𝜃𝜃) = 𝑠𝑠𝜃𝜃 (𝑥𝑥)τ − log(∑∀𝑖𝑖∈𝛵𝛵 𝑒𝑒 𝑠𝑠𝜃𝜃(𝑥𝑥)𝑖𝑖 )

(6)

𝜃𝜃 ↦ ∑(𝑥𝑥,𝑦𝑦)∈𝐷𝐷 −log 𝑝𝑝(𝑦𝑦|𝑥𝑥, 𝜃𝜃)

(7)

本文使用随机梯度下降（SGD）最小化负似然函数：

其中，x（变量变为斜体）表示训练预料 D 的一条句子，y 表示该句子的情感标签。

4 实验
4．1 情感分析数据集
本文采用 COAE2014 任务 4 微博数据集，该数据集共 40000 条数据，其中官方公布了
5000 条微博的极性。由于没有标准的训练集和测试集，本文利用该 5000 条数据，进行 10
倍交叉验证。利用数据集提供的 40000 条数据训练词向量。
表 1 COAE2014 数据样例
Tab.1 COAE2014 Data sample
积极

消极

奥迪车质量值得信赖。

奥迪和人寿保险一样都是垃圾！再不买了！

三星手机很好用，比较人性化。

三星手机真垃圾，电池一点也不给力。关键时候 手
机自动关机。

儿子住院自付部分，保险居然全给报销了，这

保险这玩意啊，就是他忽悠你交上，然后不想教得

个保险上的一点也不亏啊，嘿嘿嘿。

时候退回来所剩无几的。

4．2 卷积神经网络
词向量在卷积神经网络模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词向量在训练过程中，可以获取句
法和语义信息，这在情感分析中是至关重要的 [13]。最近的一些工作表明通过使用无监督学
习得到的词向量，可以极大的提高模型的准确率 [14,15,16]。在本文的实验中利用 word2vec 工
具 [17]，进行无监督的词向量学习。word2vec 实现了 CBOW（continuous bag-of-words）和
SG（skip-gram）两种结构，用于计算词语的向量表示。
4．2．1 字级别的词向量
本文以字作为句子的基本单位，为每个字训练一个词向量。在运行 word2vec 工具过程
中，本文设定出现次数超过 5 次的字会被加入字典中。最终得到了一个包含 5200 条目的字
典。对于没有出现在字典中的字符的词向量会被随机初始化。训练过程中的参数设置如表 2
所示。
4．2．2 词级别的词向量
本文首先利用分词工具对语料进行分词。分词之后，以词作为句子的基本单位，为每个
词训练一个词向量。在运行 word2vec 工具过程中，本文设定出现次数超过 5 次的词会被加
入字典中。最终得到了一个包含 19020 条目的字典。对于没有出现在字典中的词语的词向量
会被随机初始化。训练过程中的参数设置如表 2 所示。

表 2 字级别和词级别 word2vec 可调参数的设置
Tab.2 Character-level and word-level word2vec hyper-parameters
可调参数

值

词向量维度

300

迭代次数

1

算法选择

skip-gram

上下文窗口

10

采样值

1e-3

4．2．3 超参数
本文对多个卷积神经网络模型进行了实验。训练过程中采用 Adadelta 更新规则 [18]，对
乱序的微批次样本中进行随机梯度下降（SGD）
。模型的其他参数如表 3 所示。
表 3 模型参数设置
Tab.3 Model hyper-parameters
参数
𝑑𝑑

1

𝑘𝑘
𝑐𝑐𝑐𝑐𝑢𝑢11
𝑘𝑘 2
𝑐𝑐𝑐𝑐𝑢𝑢12
𝑘𝑘 3
𝑐𝑐𝑐𝑐𝑢𝑢13
ℎ𝑙𝑙𝑢𝑢

参数名

字级别

词级别

词向量维度

300

300

上下文窗口大小

2

2

卷积单元数量

100

100

上下文窗口大小

3

3

卷积单元数量

100

100

上下文窗口大小

5

5

卷积单元数量

100

100

隐藏层单元数量

300

300

4．3 对比实验
本文与传统的词袋模型进行了对比，将 N-gram 词袋向量作为输入，利用线性核 SVM
进行了微博情感倾向性分类。本文对三种类型的 N-gram 词袋模型进行了测试：bow1 𝑁𝑁 ∈
{1} ，bow2 𝑁𝑁 ∈ {1, 2}，bow3 𝑁𝑁 ∈ {1, 2, 3}。其中，bow1 是传统的词袋向量，bow2 向量中
的每一个元素表示 uni-gram 或 bi-gram 特征，而 bow3 向量中的每一个元素表示 uni-gram、
bi-gram 或者 tri-gram 特征，其中的特征值使用 TF-IDF 方法计算，并使用了 libSVM 进行
SVM 的实验 [19]。
4．4 结果与讨论
本文对多个模型进行了实验。
 SVM bow1：向量特征是 uni-gram 特征，利用 SVM 分类。
 SVM bow2：向量特征是 uni-gram 和 bi-gram 特征，利用 SVM 分类。
 SVM bow3：向量特征是 uni-gram、bi-gram 和 tri-gram 特征，利用 SVM 分类。
 CNN-word-rand-static: 将词级别的词向量进行随机初始化。在实验过程中，词向
量保持不变，只学习模型的其他参数。
 CNN-word-rand-non-static: 将词级别的词向量进行随机初始化。在实验过程中，
词向量会被微调，同时学习模型的其他参数。
 CNN-word-static: 利用 word2vec 训练出的词级别的词向量进行试验。在实验过程

中，词向量保持不变，只学习模型的其他参数。
 CNN-word-non-static: 利用 word2vec 训练出的词级别的词向量进行试验。在实验
过程中，词向量会被微调，同时学习模型的其他参数。
 CNN-character-static: 利用 word2vec 训练出的字级别的词向量进行实验。在实验
过程中，词向量保持不变，只学习模型的其他参数。
 CNN-character-non-static: 利用 word2vec 训练出的字级别的词向量进行试验。在
实验过程中，词向量会被微调，同时学习模型的其他参数。
各个模型的实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不同模型的准确率
Tab.4 Accuracy of different models
模型

COAE

SVM bow1

89. 36

SVM bow2

91.74

SVM bow3

92.13

CNN-word-rand-static

91.94

CNN-word-rand-non-static

93.06

CNN-word-static

93.80

CNN-word-non-static

94.65

CNN-character-static

94.29

CNN-character-non-static

95.42

4．4．1 Random vs. word2vec
通过比较 CNN-word-rand-static（93.06%）和 CNN-word-static（93.80%）的准确率，可
以发现，利用预训练的词向量作为原始输入进行情感倾向性分析的准确率要高于利用随机初
始化的词向量作为原始输入进行的情感倾向性分析的准确率。原因在于利用 word2vec 工具
训练出的词向量包含了上下文语义信息，因此在进行句子情感分析时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
实验表明，利用卷积神经网络模型进行自然语言处理时，无监督方式预训练的词向量是十分
重要的。
4．4．2 Static vs. Non-static
通 过 比 较 CNN-character-static （ 94.29% ） 和 CNN-character-non-static （ 95.42% ），
CNN-word-static（93.80%）和 CNN-word-non-static（94.65%），CNN-word-rand-static（91.94%）
和 CNN-word-rand-non-static（93.06%）的准确率，可以发现，在卷积神经网络的训练过程
中对预训练的词向量进行微调，可以进一步提升模型的准确率。实验表明，在模型训练过程
中对词向量进行微调，可以让预训练的词向量更加适应于专门的语料，从而进一步提高准确
率。
4．4．3 Character-level vs. Word-level
通 过 比 较 CNN-word-static （ 93.80% ） 和 CNN-character-static （ 94.29% ），
CNN-word-non-static（94.65%）和 CNN-character-non-static（95.42%）的准确率，可以发现，
使用字级别词向量作为原始特征要好于使用词级别词向量作为原始特征。实验表明，对于中
文语料而言，使用字级别词向量作为原始特征会好于使用词级别词向量作为原始特征。
结合实验结果及分析原因主要在于：字级别特征的粒度比词级别的粒度小，字级别词向量相
比于词级别词向量可以学习到更加具体的特征。
表 5 展示了利用 word2vec 工具训练的字级别词向量相加得到的词级别词向量相似度与

直接用 word2vec 工具训练得到的词级别词向量相似度之间的比较。通过对比可以得出利用
字级别词向量相加得到的词级别词向量之间的相似度要高于直接用 word2vec 工具训练得到
的词级别词向量之间的相似度。
但是也存在一些词语组合不存在这种情况。例如，
“三元”与“牛奶”之间的相似度为
0.783，因为“三元”是一个牛奶品牌，所以两者之间的相似度较高，而“三”+“元”与“牛”
+“奶”之间的相似度要小于 0.783。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是由于语料中关于“三元”
的内容不多，以至于字级别的词向量没有较好地学到相关的信息。
表 5 词向量相似度比较
Tab.5 Vector similarity comparison
词语

词语

余弦相似度

手机

三星

0. 668

手+机

三+星

0.727

车险

保险

0.637

车+险

保+险

0.687

酸奶

牛奶

0.805

酸+奶

牛+奶

0.851

另一个原因在于：传统的分词技术往往对微博造成歧义的切分，比如：“我发现了一个
高大上网站”
，在该句中，
“高大上网站”如果使用传统分词技术，会被切分为“高大/上/网
站”或者“高大/上网/站”
，这样的切分无法体现句子的正确语义，甚至后一种切分还将“网
站”切分导致丢失评价对象。而将字级别特征作为输入，通过并行的卷积层可以学习到不同
N-gram 的信息，例如“高大上”
（N=3）
、
“高大上网站”
（N=5）。本文分别用 Jieba 分词工具
和 ICTALAS 分词工具进行分词，得到了相近的实验结果。
4．4．4 Bag-of-N-gram vs. CNN
通过比较 SVM bow3（92.13%）和 CNN-character-non-static（95.42%）的准确率，可以
发现，在微博情感倾向性分析中，卷积神经网络模型要优于传统的词袋模型。通过比较 SVM
bow1（89.36%）、SVM bow2（91.74%）和 SVM bow3（92.31%）的准确率，可以发现，bi-gram
和 tri-gram 特征让准确率有了明显提升。而当 N 较大时，会造成维度灾难，导致模型难以训
练。而包含多个并行卷积层的卷积神经网络，可以利用不同大小的卷积核学习不同 N-gram
的信息，通过池化操作降低维度，从而使得模型的准确率得以提高。

5 总结
本文探讨了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进行微博情感倾向性分析的可行性，并利用卷积神经网络
模型取得了优于传统词袋模型的准确率，以此证明了卷积神经网络在微博情感倾向性分析中
的可行性。本文利用字级别词向量及词级别词向量的卷积神经网络分别取得了 95.42%的准
确率和 94.65%的准确率，实验结果可见，对于中文语料而言，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进行微博
情感倾向性分析是有效的，且使用字级别的词向量作为原始特征会好于使用词级别的词向量
作为原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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