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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情感倾向性分析是情感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按照情感倾向对文本进行分类的任务。微博，

与传统的评论文本相比更加口语化与符号化，因此对微博进行情感倾向性分析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任务。

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是情感倾向性分析最经典的算法，核心是要进行特征的分析和选择，例如词袋特征等。

然而，由于中文语言的独特性，前人很多有效的特征都是语言相关的，将其直接用于中文微博效果不佳。

在中文微博语料上，还没有学者进行细致的特征工程建设。基于此，本文综合国内外诸多特征，并考虑到

中文的独特性，对中文微博的褒贬中倾向性判别特征工程的词、词组、数值和句法特征分别进行了研究，

并提出了基于词典规则的情感评分的新特征。最后经过大量实验与分析，得出了可靠的特征组合。实验结

果表明，本文的方法能够明显提高情感倾向性分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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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a basic sentiment analysis task, aims to classify a sentiment sentence into 

positive, negative and neutral. Sentiment analysis on microblog is challenging,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it on 

common product reviews,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blog. Many previous works used machine learning 

based approaches to solve this task, the core of which is to try and select useful features, for instance, “bag of 

words”. However, these proposed features may not be suitable for Chinese due to linguistic differences. What is 

more, there is no feature engineering for Chinese microblog in details. In this paper, we do some feature 

engineering for Chinese microblog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from words, phrases, numbers, syntactic features, and 

new feature named dictionary-rule based sentiment score, in order to make a better performance beyond the 

baseline. At last, we obtain reliable feature set through a large number of experiments and analysis. Our approach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results of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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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及相关研究 

微博，是人们分享新鲜事、表达自己的看法和维护自己的朋友圈的一套思想交流工具。

微博存在着大量的用户，他们在微博上有时对国家时事发表自己的见解，有时对某些新闻提

出自己的喜恶，或者对许多产品写下自己的感受等。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作者的真情实感，背

后隐藏的包括舆论监控、产品口碑等等应用以及在此之上的政策改革、产品市场定位以及产

品用户体验等方面的价值可以说是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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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分析又称意见挖掘，按照处理文本的粒度不同可以分为词语级、短语级、句子级和

篇章级等[1]，通过结合文本挖掘、信息抽取、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文本处理技术对

主观性文本进行分析、处理和归纳。情感分析近几年持续成为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研究的热点

问题，可以广泛应用到很多的自然语言处理问题中，如信息抽取[1]、自动问答[2]、产品口

碑等。 

倾向性分析作为文本情感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领域受到了国内外很多学者的关注。

TREC 评测1、NTCIR 评测2以及 COAE 评测3推动和加速了倾向性分析研究的发展。而随着

文本倾向性分析研究的深入，国内外的研究发现领域知识和上下文语境(Context)对倾向性判

别至关重要，吸引了国内外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并纷纷开展诸如领域观点词表构建、跨领

域倾向文本分类等研究[3]。在这一研究领域，主要存在两种方法： 

 （1）基于情感词典及规则的无监督学习方法 

 情感词典，是按照不同的情感倾向对情感词分类后的词典。基于情感词典及规则方法，

顾名思义，即按照人工构建的情感词典和指定的相关规则来进行情感倾向性判定的方法[4]。 

对于结构简单的句子，此方法会取得较好的分类效果。但是在句式复杂的某些中文微博

面前，基于情感词典及规则的方法显得很乏力；与此同时，人工构建情感词典在实际操作中，

受到成本和规模的限制，不适于广泛推广[5,6]。如果情感词典的规模小，则会遗漏很多情感

词，无法识别文本的情感倾向，特别是对于微博这类短文本，更不易命中情感词；如果情感

词典的质量不高，也会造成情感分析结果的错误。 

（2）基于有监督的机器学习方法 

 由于情感倾向性判别的识别结果是褒义、贬义等类别，因此该任务可以采用机器学习的

方法，作为分类任务完成[7]。在这种方法中，首先，一般以词汇（例如一元特征）或数字

（例如情感词出现次数）等作为特征，对标注好的训练语料进行特征提取；然后结合学习模

型，典型的例如朴素贝叶斯（Naive Bayes）、最大熵（Maximum Entropy）、支持向量机

（Maximum Entropy），对语料进行模型训练；最后通过训练出的分类器对测试语料进行分

类[8]。 

 但是如果缺乏充足的训练语料，有监督的机器学习方法的分类效果可能也不尽人意。对

于微博这种数量庞大的互联网文本，采用人工只能标注很少的微博文本[9]，其适用领域与

规模受到限制。此外，目前在英文语料上面有针对评论、微博情感倾向性分析任务的特征工

程建设[10,11]，但是还没有学者在中文微博语料上进行详细的特征工程建设。 

面向微博的情感倾向性分析，是情感分析的热门研究课题。基于特征提取的机器学习方

法是当前倾向性判别的主流方法[7,8]，Abbasi 等人的实验[10]中对论坛帖子语料进行了情感

分类任务的特征工程建设。然而，微博作为一种短文本，由于其自身特点（例如口语化、符

号化等）[12]，其处理难度要高于一般句子级情感分析。Mohammad 等人针对英文微博

（twitter）的特点，对微博的情感倾向性分析任务进行了特征工程建设[11]。然而，当前还

没有学者在中文微博语料上进行细致的特征工程建设。 

本文的主要任务是对中文微博进行褒贬中倾向性的分析。针对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我

们为了寻找最优的情感倾向性分析的特征提取方法，提出了“词特征”、“词组特征”、“数值

特征”和“句法特征”四大类特征提取模板，同时提出了融合基于多词典规则的情感值的计

算结果的方法，将其作为一维特征。通过对比实验，最后得到了一套可靠的特征组合，并且

证明了“词典规则评分”特征的有效性，使褒贬中三类的分类效果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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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征工程设计 

 基于有监督学习的机器学习方法，方法是利用已有资源对测试语料进行特征提取，然后

供后续的机器学习方法训练模型。对于中文微博的情感倾向性分析，如果使用有监督的机器

学习方法，需要对语料进行特征提取。国外学者在特征提取方面做了很多研究，但是由于语

言的差异性，将其研究成果直接用于中文微博效果不佳。对于同样一组训练与测试语料，究

竟哪些特征可以提取，并且他们可以对情感分析效果提升做贡献，国内还没有一个详细的总

结性实验。 

 基于此，本节综合国内外研究中选取的诸多特征，并考虑到中文的独特性，对中文微博

的褒贬中倾向性判别特征工程的词、词组、数值和句法特征分别进行了研究（详见 1.1 节）。

同时，由于基于词典规则的判定方法在一些情况下也可以对微博进行正确的情感倾向性判

定，本文提出了“基于词典规则的情感评分”的新特征（详见 1.2 节）。  

1.1 特征分类 

理论上可行的特征有很多，通过分析后我们发现这些特征可以大致分四类：分别是词特

征、词组特征、数值特征和句法特征。下表更加详细地介绍了每一大类下面细分哪些特征。

具体特征抽取样例见附表 1。 

表 1 倾向性分析的特征 

Tab.1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features extraction 

特征分类 子类别 特征描述 ID 

词特征 

单词 

#一元特征 

#二元特征 

#HashTag 

#书名标题 

#情感词 

S1 

词性 
#POS Unigram 

#POS Bigram 
S2 

词组特征 情感词搭配 

#主干连词+情感词 

#否定词+情感词，长距离否定词+情感词 

#动态词+上下文 

#强度副词+情感词，情感词+感叹词 

#疑问词+情感词 

S3 

数值特征 

词频统计 

#情感词词频差统计 

#主干连词、否定词、动态词、强度副词、感叹词和疑问词的

出现频率 

#HashTag、书名标题数量 

S4 

词性统计 #几项具有代表性的 POS 的出现频率 S5 

句法统计 #几项具有代表性的句法关系的出现频率 S6 

基于词典规则的 

情感评分 

#基于主干句分析与多词典联合的方法对文本进行情感评分 
S7 

句法特征 频率统计 #情感词相关的句法关系的 Unigram S8 

 

 词特征 

词特征分为单词特征和词性特征两类。 



1） 单词特征 

可以看作词袋模型的推广，其内容包括一元词特征、情感词等。国外已经有学者证

明一元特征模型具有良好的分类效果[8, 13]。同时情感词、书名标题等单词特征同样作

为一种词袋模型，据此分析它理论上也可以对判别结果有所提高。 

2） 词性特征 

即对文本中出现的词的词性进行统计。在 A. Agarwal 等人的面向 Twitter 的情感倾

向性分析实验[12]中，曾经对情感词和非情感词的词性出现频率进行过统计，在实验中，

我们尝试对每个词的 POS 作为词袋模型，然后通过实验比较其是否有效。 

 词组特征 

在对一个文本进行情感分类的时候，情感词起着很大的作用。既然一元特征可以对情感

分类问题有很好的效果，那么本文按照它的思想，将情感词与它的修饰词做成词袋模型

加入至训练文件中，也可能对分类效果有所提升。 

 数值特征 

数值特征分为词频统计、词性统计、句法统计和基于词典规则的情感评分。 

1） 词频统计 

在国内外诸多研究中[8,12,13]，词频统计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应用率。在特征抽取过

程中，除了常见的“否定词”、“强度副词”等的出现频率[11]，还按照实验涉及的词典

特点加入了“情感词频统计差”、“动态词”等的出现频率。 

2） 词性统计 

Agarwal 等人和 Kouloumpis E 等人对 Twitter 进行情感分类时，对词性的频率进行

了统计[12,14]，本文为了测试在中文中是否有效，也将其加入到特征工程中。 

3） 句法统计 

在 Abbasi 等人针对论坛帖子的情感分析实验[10]中，涉及到文本的文法特征。我们

从那里获取灵感：是否可以从文本的句法统计中获得有助于分类结果的特征。于是我们

将句法统计作为一维特征加入到特征工程中。 

4） 基于词典规则的情感评分 

基于词典的无监督学习方法作为情感分析的一种简单而基础的方法，在处理某些简

单的短文本的情感倾向性的时候有着不俗的表现[15]，种种迹象表明在特征提取时应该

将情感规则的倾向性评分作为一维特征加入到特征提取模板中。另一方面，基于词典规

则的情感评分算法的优劣也直接决定着判别结果的好坏，本文在 1.2 节详细地描述了其

算法流程。 

 句法特征 

利用句法网络关系来对文本情感进行分析，国外早有先例[16]。据此我们受到启发，将

文本中与情感词有关的句法特征整理后写入特征。 

1.2 基于词典规则的倾向性评分 

 为了尽可能地使词典规则评分这一维特征在情感倾向性判别时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文提

出了面向中文微博的词典规则情感评分的优化计算方法，主要集中在“主干句分析”与“多

词典联合”两个方面。具体计算过程描述详见以下小节。 

1.2.1 主干句分析 

 通过对 COAE2014 任务四的测试语料进行抽样统计分析，我们发现语料中微博有 23.5%

的评论包含明显的主干成分，即句子中包含明显的总结性连词或转折性连词，而且主干句的

极性往往与整体极性比例一致，测试语料中高达 96.2%。 

 上面的数据表明，主干句分析句子极性很有必要。于是本文设计了一套主干句分析流程，

即对于一条待测试语句，首先对其进行预处理；随后按照标点符号对其进行分句，得到子句

集合 Clauses[1~N]，N 为子句数目；然后利用哈工大语言技术平台[17]微博分词版对其进行

分词处理；如果分句中存在主干成分，整句情感值等于主干句情感值；反之，整句情感值等



于各个子句的情感值加权相加。 

1.2.2 多词典辅助判别法 

 传统的词典评分方法为简单的褒贬词频的统计，然后求差。这种模型算法简单，但是伴

随而来的是较低的准确率。为了使评分算法更具普适性，我们对于常见的但是原先算法无法

正确判断的句式进行了归纳总结，并且提出了解决办法，如表 2 所示。 

表 2 词典评分句式总结 

Tab.2 Summary of dictionary based sentiment analysis 

ID 句子示例 特点 判定依据 权值相加规则 

1 这道菜好吃。 情感词 情感词词典 情感词权值 

2 这道菜真好吃。 强程度副词+情感词 强程度副词词表 情感词权值*3 

3 这道菜还算好吃。 弱程度副词+情感词 弱程度副词词表 情感词权值*2 

4 这道菜不好吃。 否定词+情感词 否定词词表 情感词权值变为相反数 

5 我不认为这道菜好吃。 长距离否定+情感词 句法关系 情感词权值变为相反数 

6 这道菜哪里好吃？ 疑问词+情感词 疑问词词表 情感词权值为 0 

7 《好吃的菜》是一本书。 书名标题含有情感词 书名号 情感词权值为 0 

8 今日话题 #好吃的菜# 话题中含有情感词 “#”符号对 情感词权值为 0 

  

从表 2 的分析得知，使用多词典辅助判别法理论上可以解决很多单一情感词词典无法判

别的情况。对于一条待测试语句，先后判定情感词以及情感词前后一定窗口大小的强度副词、

否定词、长距离否定、疑问词、书名标题标记等，然后根据不同的权值规则进行情感值的计

算。根据相应规则，我们归纳出该模块的计算公式，即： 





countword

i
iiii WordPolarityENBcoreDictBasedS

1

))((            （1） 

公式（1）中， )( iWordPolarity 代表情感词对应的基础值，可以是±1，代表情感词

为褒义和贬义； iE 代表强度副词权值，取值范围是 1,2 或 3，对应含义为上下文无程度副词、

存在弱程度副词和强程度副词； iN 代表否定修饰词权值，取值范围是±1，代表上下文中无

否定词和存在否定转移；而 iB 代表禁止词权值，如果上下文中存在表 2 中的类似书名、话

题等对情感倾向判定无关的词，那么权值取 0，否则取 1。 

2 实验设置 

2.1 数据来源 

 为了使训练语料更具代表性、多样性，本文采取多个来源的语料融合的方法，褒贬中三

类倾向的语料共计 5278 句。语料组成如下： 

表 3 语料数据来源 

Tab.3 Corpus data sources 

ID 语料来源 语料标注者 倾向分类 规模 

1 COAE2014 任务 4 训练语料 COAE2014 评测举办方 褒贬 2278 

2 百度百科 哈工大社会计算与信息检索研究中心 中 1000 

3 新浪微博 哈工大社会计算与信息检索研究中心 褒贬中 2000 



2.2 词典资源构建 

词典资源是情感分析任务的基础，在各个情感分析任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使

用了哈工大社会计算与信息检索研究中心的情感词典、修饰词典和连词词典资源。 

（1）情感词典，分为一般情感词典与动态情感词典。其中褒义和贬义情感词是针对不

同评价对象情感极性一致的情感词语，例如“高兴”、“悲伤”等；动态情感词是针对不同评

价对象情感极性不一致的情感词语，例如“高”、“上涨”等。 

（2）修饰词典，即与情感词搭配出现的词语，其中包含否定词、程度副词、疑问词和

感叹助词。顾名思义，分别表示可以对情感词语的极性进行翻转、加强和减弱的修饰性词语。 

（3）连词词典，其中包含句间的总结性连词和转折关系连词，主要用途是主干句判断。

总结性连词是可以对句子的语义总结和概括的连词，例如“总之”、“所以”等；转折关系连

词是可以使相邻文本的语义发生翻转的连词，例如“但是”，“然而”等。 

表 4 词典资源 

Tab.4 Dictionary resources 

词典资源类型 词典名称 数据规模 样例 

情感词典 

褒义情感词 9909 高兴、美丽 

贬义情感词 11781 悲伤、差 

歧义情感词 183 高、上涨 

修饰词典 

否定词 117 不、绝非 

强程度副词 180 很、非常 

弱程度副词 45 有些、稍微 

疑问词 13 为什么、哪里 

感叹词 15 啊、呀 

连词词典 
总结性连词 19 总之、因此 

转折关系连词 20 但、但是 

2.3 支持向量机简介 

 本文在情感倾向性判别中使用的分类器是支持向量机(SVM,Support Vector Machine)，是

由 Vapnik 提出的一种非常有潜力的学习技术[18]，同时也是在统计学习理论基础上构造的一

种通用学习机器，广泛的应用在人脸检测、验证和识别、文字识别、图像处理等领域。 

支持向量机是有指导的机器学习，即模型在训练过程中，需要人工指定训练集的类别。

其分类过程包括语料的预处理、特征提取以及模型的训练与预测，如下图所示。 

 

图 1 支持向量机处理流程图 

Fig.1 Support vector machine flow chart 

获取文本后，首先对文本进行分词处理。本实验利用哈工大语言技术平台[17]微博分词

版对其进行分词处理。第二步，根据实验要求提取特征候选。第三步中，本文使用的是台湾

大学林智仁(Chih-Jen Lin)教授等开发的支持向量机算法库 libsvm
4进行模型的训练与分类。 

                                                 
4
 http://www.csie.ntu.edu.tw/~cjlin/ 



2.4 评价方法 

本实验采用了交叉验证，我们关心的是在同样的测试语料下系统的分类正确性。为了直

观地查看系统的分类性能，本文采用了精确率(Accuracy)来评价分类结果的整体效果。 

精确率(Accuracy)为检出的相关文档数与文档数的比值，即： 

 
|文档数|

|检出的文档数|
Accuracy                      （2） 

3 实验结果 

在这一小节中，实验目的是对测试语料进行褒贬中的情感倾向性判定。实验中使用了在

表 1 中列举的条目进行特征提取，并通过实验以及对结果的分析得出最优的特征组合。本文

采用了两种方法来直观地查看特征组合是否有效（详见 3.1 节）。随后对结果的稳定性在不

同领域的语料上进行了测试（详见 3.2 节）。 

3.1 特征分析 

实验中，我们对表 1 中所列举的所有特征组合进行分析，主要设计了两组实验，来尝试

是否会得到更好的效果。第一组是在所有特征（All Features）基础上逐个删减特征组合，如

果删除特征后精确率下降，说明该特征组合有效，见表 5；第二组是在基准特征（Baseline）

基础上逐个增加特征组合，如果特征加入后精确率上升，说明该特征组合有效，见表 6。 

表 5 所有特征组合逐个删减之间的比较 

Tab.5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feature sets by deleting individually 

ID Features Accuracy(%) Change(%) 

0 All Features 85.3543 —— 

1 All - S1(单词特征) 76.0136 -9.3407 

2 All - S2(词性特征) 85.5438 +0.1895 

3 All - S3(词组特征) 85.2406 -0.1137 

4 All - S4(词频特征) 84.0849 -1.2694 

5 

6 

All - S5(词性频率特征) 

All - S6(句法频率特征) 

85.2975 

84.5775 

-0.0568 

-0.7768 

7 All - S7(词典规则评分) 84.1417 -1.2126 

8 All - S8(句法特征) 85.2217 -0.1326 

 

通过观察表 5 的实验结果，我们不难发现，有几个特征组删除后效果下降，表明他们在

提升结果精确率上有一定的效果。它们分别是单词特征（S1删除后 Acc.下降了 9.3407%）、

词频特征（S4删除后 Acc.下降 1.2694%）和基于词典规则评分（S7删除后 Acc.下降 1.2126%）。

单词特征是一元特征的扩展，包括了二元特征和情感词特征等，实验结果进一步说明了该方

法的有效性；词频特征是统计各种单词在微博中的出现频率的一个特征组合，包括情感词、

否定词、强度副词等特征，实验结果证明了它们对结果的正确判断有一定的效果；而基于词

典规则的评分，是本次实验基于词典规则与基于机器学习两种分类方法的融合点，在正确的

计算方法的基础上也对实验结果有所帮助。 

而在表 5 所示的结果中，有几个特征组合删除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仅仅小幅度影响

了 All Features 组合的性能，例如词组特征、词性频率统计、句法频率特征和句法特征（Acc.

降低在 1%以下）。它们的共同点是特征不是由单词直接组成，而是词组、词性或句法等与



单词有隐含关系的特征，所以它们对微博情感分类结果有提升但不明显就理所应当了。 

同时我们也发现某些特征删除后起了些性能提高，说明该组特征可能对结果有负作用，

具有代表性的是词性特征（S2删除后 Acc.提高了 0.1895%）。 

表 6 基准特征逐个增加特征之间的比较 

Tab.6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feature sets by adding features from baseline 

ID Features Accuracy (%) Change(%) 

0 Unigram Baseline 79.6703 —— 

1 + S1(单词特征) 81.9250 +2.2547 

2 + S2(词性特征) 79.0072 -0.6631 

3 + S3(词组特征) 80.2766 +0.6063 

4 + S4(词频特征) 84.3691 +4.6988 

5 + S5(词性频率特征) 80.5229 +0.8526 

6 + S6(句法频率特征) 79.8598 +0.1895 

7 + S7(词典规则评分) 84.5207 +4.8504 

8 + S8(句法特征) 80.3524 + 0.6821 

 

在选取实验 Baseline 方面，本文通过调研，发现国内外诸多学者在研究微博的情感倾向

性分析时广泛采用一元特征提取来训练模型[12,19]，B. Pang 等人对电影评论的情感倾向性

分析实验[8]中也证明了一元特征具有出众的效果。在本实验中使用了一元特征提取的方法

作为实验的 Baseline。 

表 6 的实验结果中，由于是在 Baseline 上增加特征，所以精确率提升越大，表明对应的

特征组合越有效。与表 5 的结果几乎相同，在表 6 中 S1(单词特征)、S4(词频特征)和 S7(词典

规则评分)对性能的提高有明显的效果，而 S2(词性特征)的加入会造成对分类结果的干扰。

其余特征组合对 Baseline 性能的提高效果不显著。 

3.2 结果稳定性验证 

由于语料是由 2.1中所描述的三部分组成，每个部分的语料在规模、领域和平均长度等

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差异。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定性，将语料按照领域的不同分为两部分，

加上所有语料共三组，分别对表 6的实验进行了交叉验证，得出的结果如下图。 

 

图 2 不同语料库与特征组合下的精确率 

Fig.2 Accuracy under different corpus and feature sets 



 其中语料组成如下表： 

表 7 不同测试语料的组合 

Tab.7 Different sets of testing corpus 

测试测试语料 ID 语料来源 倾向分类 规模 

Corpus_all Corpus_part1+ Corpus_part2 褒贬中 5278 

Corpus_part1 COAE2014 任务 4 训练语料+百度百科 褒贬中 3278 

Corpus_part2 人工标注的新浪微博 褒贬中 2000 

 

图 2中从三组语料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出，三条折线同时在 S1、S4和 S7组合加入后有明显

上升趋势，意味着他们对结果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且其折线的大致走向也基本吻合。可

以说明在不同语料下本文的实验结果是稳定的。 

4 结论及展望 

 本文通过对中文微博的词特征、词组特征、数值特征、句法特征以及我们提出的词典规

则情感评分特征进行调研与实验分析，初步完成了其情感倾向性判别特征工程的探究。通过

分析实验结果，得出了一些可能有利于实验效果提升的特征组合，例如单词特征、词频特征

和基于词典规则评分的特征等；同时也得出了某些可能对实验效果削减的特征组合，例如词

性特征等。最终我们得出了一套可靠的特征组合，与一元特征的机器学习模型相比，可以更

有效地对中文微博的情感倾向进行正确判断。在下一步的研究中，我们将探索新方法，以寻

求更有效的特征组合，进一步提高情感倾向性判别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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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部分特征抽取示例： 

ID 分类 组 特征 句子例子 特征例子 

1 

词特征 

S1 

一元特征 #这个牌子不错。 这个 牌子 不错 。 

2 二元特征 #这个牌子不错。 这个牌子 牌子不错 不错。 

3 情感词 #这个牌子不错。 

#今天的天儿，=3=。 

不错 

=3= 

4 书名标题 #《百年孤独》看了没？ 

#【吉利的鸿鹄之志】 

百年孤独 

吉利的鸿鹄之志 

5 Hashtag #今日话题#开心的一天# 开心的一天 

6 
S2 

一元 POS 特征 #这个牌子不错。 r n a wp 

7 二元 POS 特征 #这个牌子不错。 rn na awp 

8 

词组特征 S3 

主干连词+情感词 #这面不好吃，但是便宜。 但是_便宜 

9 否定词+情感词 #这碗面不好吃。 不_好吃 

10 长距离否定词 

+情感词 

#我不认为这是好主意。 

#绿茶没有红茶好喝。 

不_好 

没有_好 

11 动态词+上下文 #这点钱还买车，搞笑。 

#人民喜迎油价上涨。 

搞笑_车 

油价_涨 

12 强度副词+情感词 #这款车很给力！ 

#这款车动力稍微不足。 

太_给力 

稍微_不足 

13 疑问词+情感词 #算什么好车。 

#相机牌子哪个好。 

什么_好 

哪个_好 

14 情感词+感叹词 #这款车不错啊。 

#这款车，好评！！ 

不错_啊 

好评_！！ 

15 

数值特征 

S4 

情感词词频统计 #狂野中不乏细腻，美！ 1 (解释：1=2-1) 

16 否定词数目 #这碗面不好吃。 1 (解释：不) 

17 动态词数目 #这点钱还买车，搞笑。 

#人民喜迎油价上涨。 

1 (解释：搞笑) 

1 (解释：上涨) 

18 强度副词数目 #这款车很给力！ 

#这款车动力稍微不足。 

1 (解释：很) 

1 (解释：稍微) 

19 疑问词数目 #算什么好车。 

#相机牌子哪个好。 

1 (解释：什么) 

1 (解释：哪个) 

20 感叹词数目 #这款车不错啊。 

#这款车，好评！！ 

1 (解释：啊) 

1 (解释：！) 

21 书名标题数目 #《百年孤独》看了没？ 1 (解释：书名出现一次) 

22 S5 词性数目（例如 a） #这个牌子不错。 1 (解释：形容词出现一次) 

23 
S6 

句法关系数目 

（例如 SBV） 

#这个牌子不错。 1 (解释：主谓结构出现一次) 

24 S7 词典规则计算值 #这家店超赞的！ 3 (解释：3=3*1) 

25 
句法关系 S8 

情感词与修饰词的

句法依存关系 

#这个牌子不错。 SB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