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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实体词的筛选方法和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情感实体词的筛选方法

和装置，包括：遍历候选文本的每个句子，选出每

个句子中权重指标最大的情感实体词为候选情

感实体词；情感实体词为一个句子中的情感对象

词与情感词的组合；在所有候选情感实体词中，

统计不同词的出现频次，依据出现频次对不同词

进行非递减排序，取排序中前预设个数的候选情

感实体词为备用情感实体词。基于本发明的方

法，自动生成候选文本的备用情感实体词，无需

人工参与，既提高了处理效率，又能避免人工处

理带来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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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情感实体词的筛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遍历候选文本的每个句子，选出所述每个句子中权重指标最大的情感实体词为候选情

感实体词；所述情感实体词为一个句子中的情感对象词与情感词的组合；

在所有候选情感实体词中，统计不同词的出现频次，依据所述出现频次对所述不同词

进行非递减排序，取所述排序中前预设个数的候选情感实体词为备用情感实体词；

所述权重指标与修正参数成正比，所述修正参数＝(1 .0+ape_max‑ape_min)/(1 .0+

ape‑ape_min)；

其中，ape与第一位置和第二位置的偏差的绝对值成正比，所述第一位置为所述情感实

体词的情感对象词在句子的位置；所述第二位置为所述情感实体词的情感词在句子的位

置；

ape_max为所述情感实体词所在句子中所有情感实体词的ape的最大值；ape_min为所

述情感实体词所在句子中所有情感实体词的ape的最小值；

当所述第二位置小于所述第一位置，ape＝(第一位置‑第二位置)×预设值，当所述第

二位置大于等于所述第一位置，ape＝第二位置‑第一位置，所述预设值大于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权重指标与所述情感实体词的相关性

指标成正比，所述相关性指标为所述情感实体词中的情感对象词与情感词的相关性。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相关性指标为所述情感实体词中情感

对象词向量与情感词向量之间夹角的余弦值。

4.一种非瞬时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所述非瞬时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存储指令，其特

征在于，所述指令在由处理器执行时使得所述处理器执行如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所述的情

感实体词的筛选方法中的步骤。

5.一种情感实体词的筛选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处理器和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非瞬时

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6.一种情感实体词的筛选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遍历模块：遍历候选文本的每个句子，选出所述每个句子中权重指标最大的情感实体

词为候选情感实体词；所述情感实体词为一个句子中的情感对象词与情感词的组合；

排序筛选模块：在所有候选情感实体词中，统计不同词的出现频次，依据所述出现频次

对所述不同词进行非递减排序，取所述排序中前预设个数的候选情感实体词为备用情感实

体词；

所述权重指标与修正参数成正比，所述修正参数＝(1 .0+ape_max‑ape_min)/(1 .0+

ape‑ape_min)；

其中，ape与第一位置和第二位置的偏差的绝对值成正比，所述第一位置为所述情感实

体词的情感对象词在句子的位置；所述第二位置为所述情感实体词的情感词在句子的位

置；

ape_max为所述情感实体词所在句子中所有情感实体词的ape的最大值；ape_min为所

述情感实体词所在句子中所有情感实体词的ape的最小值；

当所述第二位置小于所述第一位置，ape＝(第一位置‑第二位置)×预设值，当所述第

二位置大于等于所述第一位置，ape＝第二位置‑第一位置，所述预设值大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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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实体词的筛选方法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计算机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情感实体词的筛选方法和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目前网络上已经有海量的文本信息，包括维基百

科词条、学术文章、新闻报道、以及各种售后服务评论，而这些文本信息中蕴含了大量有价

值的信息。现有的文本分类技术可以粗略的提取其中特定的信息。

[0003] 情感计算作为一种文本分类技术，通过对售后评论进行情感分析可以得知消费者

对于该产品或者服务的满意度。目前，情感计算最常见的是利用情感词典中的关键词对所

给的句子分类或者打分。

[0004] 基于情感词典的情感计算中最重要的步骤是情感词典的构建，而情感词典的构建

通过人工构建实现，包括构建情感实体词及其情感分类。人工构建不仅费事费力，且容易出

错。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一种情感实体词的筛选方法和装置，解决现有情感词典中

感情实体词的人工构建问题。

[0006] 本发明提供一种情感实体词的筛选方法，该方法包括

[0007] 遍历候选文本的每个句子，选出每个句子中权重指标最大的情感实体词为候选情

感实体词；情感实体词为一个句子中的情感对象词与情感词的组合；

[0008] 在所有候选情感实体词中，统计不同词的出现频次，依据出现频次对不同词进行

非递减排序，取排序中前预设个数的候选情感实体词为备用情感实体词。

[0009]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非瞬时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非瞬时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存储

指令，其指令在由处理器执行时使得处理器执行上述的情感实体词的筛选方法中的步骤。

[0010]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情感实体词的筛选装置，包括处理器和上述的非瞬时计算机可

读存储介质。

[0011] 本发明方法，以句子为单位，基于频次和权重指标筛选候选文本的“备用情感实体

词”，可以确保得到的“备用情感实体词”为热门的重要情感实体词。

[0012] 且本发明方法，可以自动运行，无需人工参与，既提高了处理效率，又能避免人工

处理带来的失误。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情感实体词的筛选方法的流程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情感实体词及其权重指标的实现流程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情感实体词的筛选装置的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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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

[0017]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情感实体词的筛选方法，包括

[0018] S10：遍历候选文本的每个句子，选出每个句子中权重指标最大的情感实体词为候

选情感实体词；情感实体词为一个句子中的情感对象词与情感词的组合；

[0019] S20：在所有候选情感实体词中，统计不同词的出现频次，依据出现频次对不同词

进行非递减排序，取排序中前预设个数的候选情感实体词为备用情感实体词。

[0020] 以句子：“最满意的一点是不仅外观霸气内饰配置也毫不逊色”为例，可以按图2方

法生成该句的候选情感实体词及其权重指标。

[0021] S31：对句子进行分词和词性分析。

[0022] 例如，采用jiaba和hanLP对例句进行分词和词性分析，以hanLP为例，可以得到：例

句列表＝[最/d,满意/v,的/ude1,一点/m,是/vshi,不仅/c,外观/n,霸气/an,内饰/nz,配

置/vn,也/d,毫不/d,逊色/a]。

[0023] 其中，d表示副词，v表示动词，ude1表示“的/底”，m表示数词，vshi表示“动词是”，c

表示连词，n表示名词，an表示名形词，nz表示其他专名，vn表示名动词，a表示形容词。

[0024] S32：提取句子分词后的情感对象词和情感词。

[0025] 其中，情感对象词包括：名词(n)、动名词(vn)、生物名(nb)、动物名(nba)、动物纲

目(nbc)、植物名(nbp)、食品(nf)、名词性语素(ng)、医药疾病等健康相关名词(nh)、疾病

(nhd)、药品(nhm)、名词性惯用语(nl)、物品名(nm)、化学品名(nmc)、工作相关名词(nn)、职

业(nnd)、地名(ns)、音译地名(nsf)、银行(ntcb)、酒店宾馆(ntch)、医院(nth)、其他专名

(nz)。

[0026] 情感词包括：形容词(a)、副形词(ad)、形容词性语素(ag)、形容词性惯用语(al)、

名形词(an)。

[0027] 根据例句列表可以得到：

[0028] 情感对象词列表及对应的位置列表：[外观,内饰,配置]<—>[6,8,9]

[0029] 情感词列表及对应的位置列表：[霸气,逊色]<—>[7,12]

[0030] 以情感对象词“外观”为例，其对应的位置为“6”，表示：例句列表(6)＝“外观”。

[0031] 步骤33：将情感对象词列表中的词和情感词列表中的两两组合为情感实体词，并

计算每个情感实体词的ape。

[0032] ape与第一位置和第二位置的偏差的绝对值成正比，第一位置为情感实体词的情

感对象词在句子的位置；第二位置为所述情感实体词的情感词在句子的位置。

[0033] 以情感对象词列表和情感词列表为例，可以得到以下情感实体词：

[0034] [外观,内饰,配置]×[霸气,逊色]＝[外观:霸气,内饰:霸气,配置:霸气,外观:逊

色,内饰:逊色,配置:逊色]

[0035] 进一步地，ape的计算规则如下：

[0036] 当第二位置<第一位置，ape＝(第一位置‑第二位置)×预设值；

[0037] 当第二位置≥所述第一位置，ape＝第二位置‑第一位置。

[0038] 其中，预设值>1；当预设值＝3时；例句的情感实体词的ape＝[1,3,6,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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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步骤34：确定ape_max和ape_min。

[0040] ape_max为情感实体词所在句子中所有情感实体词的ape的最大值；ape_min为情

感实体词所在句子中所有情感实体词的ape的最小值。

[0041] 根据例句的ape，可得ape_max＝6，ape_min＝1。

[0042] 步骤35：计算情感实体词的相关性指标c。

[0043] 相关性指标c为情感实体词中的情感对象词与情感词的相关性。

[0044] 下面给出c的一种计算方法：c＝cosine(情感对象词向量，情感词向量)。cosine输

入为两个向量，输出为两个向量夹角的余弦值。其中，可以通过word2vec将词转换为词向

量。

[0045] 步骤36：计算情感实体词的权重指标weight。

[0046] weight＝c×w，w为修正参数，修正参数可以是固定值，也可以令：

[0047] w＝(1.0+ape_max‑ape_min)/(1.0+ape‑ape_min)；

[0048] 通过该公式可知，两个词相距越远，则ape越大，而w及weight越小。在句子中天然

存在的“情感实体词”对应的ape最小，例如“外观:霸气”，其对应修正参数值最大。

[0049] 通过步骤31‑步骤36可以获得一个句子中每个情感实体词的权重指标weight。

[0050] 在步骤31之前，通过分句将候选文本分割为多个句子。分句可以通过识别“句子结

束的标点符号”实现，或通过分句软件实现。

[0051] 本发明方法，以句子为单位，基于频次和权重指标筛选候选文本的“备用情感实体

词”，可以确保得到的“备用情感实体词”为热门的重要情感实体词。

[0052] 且本发明方法，可以自动运行，无需人工参与，既提高了处理效率，又能避免人工

处理带来的失误。

[0053]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非瞬时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非瞬时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存储

指令，其指令在由处理器执行时使得处理器执行上述的情感实体词的筛选方法中的步骤。

[0054]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情感实体词的筛选装置，包括处理器和上述的非瞬时计算机可

读存储介质。

[0055] 如图3所示，该装置包括：

[0056] 遍历模块：遍历候选文本的每个句子，选出每个句子中权重指标最大的情感实体

词为候选情感实体词；情感实体词为一个句子中的情感对象词与情感词的组合；

[0057] 排序筛选模块：在所有候选情感实体词中，统计不同词的出现频次，依据出现频次

对不同词进行非递减排序，取排序中前预设个数的候选情感实体词为备用情感实体词。

[0058] 其中，权重指标与情感实体词的相关性指标成正比，相关性指标为情感实体词中

的情感对象词与情感词的相关性。

[0059] 可选地，相关性指标为情感实体词中情感对象词向量与情感词向量之间夹角的余

弦值。

[0060] 进一步地，权重指标还与修正参数成正比，修正参数＝(1.0+ape_max‑ape_min)/

(1.0+ape‑ape_min)；

[0061] 其中，ape与第一位置和第二位置的偏差的绝对值成正比，第一位置为情感实体词

的情感对象词在句子的位置；第二位置为情感实体词的情感词在句子的位置；

[0062] ape_max为情感实体词所在句子中所有情感实体词的ape的最大值；ape_min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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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实体词所在句子中所有情感实体词的ape的最小值。

[0063] 特别地，当第二位置小于第一位置，ape＝(第一位置‑第二位置)×预设值，当第二

位置大于等于第一位置，ape＝第二位置‑第一位置，预设值大于1。

[0064]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的情感实体词的筛选装置的实施例，与情感实体词的筛选

方法的实施例原理相同，相关之处可以互相参照。

[006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定本发明的包含范围，凡在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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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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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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