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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自然语言处理实验室(NJU-NLP)参加第一届 CCF 自然语言

处理与中文计算会议(NLP&CC2012)组织的面向微博的情感分析评测的情况。我们参加了面向微博的情感

分析任务中的观点句识别、情感倾向性判断和情感要素抽取全部三个子任务。在观点句识别子任务和情感

倾向性判断子任务中，我们采用分词后使用情感词典识别情感词的方法识别观点句并判断情感倾向。在情

感要素抽取子任务中我们在句法分析的基础上使用了情感词的褒贬指向规则来确定情感对象。本文详细介

绍了参评系统以及参加评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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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our (NJU-NLP) particip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the 1st CCF Conference 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 Chinese Computing. We submit results for all three subtasks of the sentiment 

analysis of Chinese micro-blog task, including opinion sentences recognition, sentiment tendency analysis, and 

sentiment targets extraction. In opinion sentences recognition and sentiment tendency analysis, we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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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enization and emotional directories to recognize the opinion sentences and judge the sentiment tendency of 

each opinion sentence. In sentiment targets extraction, we use the rules of Derogatory and Commendatory 

Direction Tendency(DCDT) of sentiment words to acquire the sentiment targets. 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our system, as well as the evalu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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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一届 CCF 自然语言处理与中文计算会议(NLP&CC2012)评测项目共有两个任务: 面向微博

的情感分析任务和中文词汇语义关系抽取任务。其中，面向微博的情感分析任务又分为三个子任

务：观点句识别、情感倾向性判断和情感要素抽取。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自然语言处理

实验室(NJU-NLP)作为参评单位之一参加了面向微博的情感分析任务的所有三个子任务。本文主

要介绍我们的参评系统、相关技术，以及在评测任务上的性能表现。 

2. 参评系统描述 

微博是一种新兴的信息分享平台，许多微博文本的内容表达了对某个事件的个人看法，带有

明显的情感倾向。对微博的情感分析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1,3,7]

。我们参考前人的研究，在此次评测

的面向微博的情感分析任务中，提出了一种基于依存分析和褒贬指向的获取情感对象的方法。 

在观点句识别和情感倾向性判断子任务中，本文参考 Kim 等人的方法
[4]
，根据情感词典等

资源识别出文本中的情感词，进行加权求和，计算出句子的情感倾向。考虑到微博文本一般比较

简短
[13]

，含有的情感词相对较少，因此我们仅通过比较句子中情感词的数量和一些启发式的规

则来确定观点句及其极性。 

在情感要素抽取子任务中，本文采用了一种以情感词的褒贬指向识别情感要素的方法。褒贬

指向是指，由褒贬词语的褒贬义所决定的，评价者对褒贬对象的态度在语义角色上呈现的指向性
[11]

。基于已有的研究，我们以依存树为基础，根据一些褒贬指向的规则，确定情感对象。对于

作为动词的情感词，以依存树中谓词的语义角色，自动获取其施事方作为情感对象；对于作为名

词和形容词的情感词，根据褒贬指向规则，在依存树中选择相应的句法成分作为情感对象。 

根据三个子任务，我们的系统分为三个处理模块： 

(1) 参照 Che Wanxiang 等人的方法和工具对微博句子进行分词
[9]
，使用情感词典识别出情感词，

从而识别出观点句。 

(2) 对观点句进行依存分析
[5]
，得到微博句子的依存树，再根据修饰情感词的词中是否含有否定

词进行情感倾向性判断
[12]

。 

(3) 根据依存树中情感词的语义角色信息
[10]

，并参考“词语褒贬指向总表”
[11]

，识别出情感对

象。 

2.1 分词与依存句法分析 
与普通文本相比，微博文本具有如下特性：文本长度短，非正式（即口语化），半结构化，

包含大量的省略和指代等
[13]

。所以在分析之前，需要对微博语料做相应的预处理，以消除某些

内容对分词和依存句法分析的不良影响。 

由于目前尚没有微博文本专用的分词和依存分析工具，我们采用哈工大社会计算与信息检索

研究中心发布的语言技术平台(LTP)中文语言处理系统
[9]
，对微博语料进行分词和依存分析一体

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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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情感词典 
情感词典 HowNet2007 和 NTUSD 收录的褒贬词比较丰富，包含了相当数量的简体和繁体褒

贬词，我们认为可以用于评测任务。表 1 给出了情感词典相关信息。  

 

表 1 情感词典信息 

Table 1  Sentiment Dictionaries 

词典名称 语言 词条数(褒/贬) url 

HowNet2007 简体 3103/3288 http://www.keenage.com/ 

NTUSD 繁体/简体 2812/8276 http://nlg18.csie.ntu.edu.tw:8080/opinion/ 

 

 

2.3 词语褒贬指向规则 
考虑到微博句子的文本长度短和非正式化的特性

[13]
，我们采用一些结构相对简单的词语褒

贬指向规则
[11]

。表 2 给出了本文所使用的褒贬指向规则。 

比如“球队凯旋归来”，就是一价动词做谓语中心语的结构，情感词“凯旋”指向“球队”。

再如“他很有风度”，为“施事+有+名词”的结构，情感词“风度”指向“他”。 

其中对于一价动词做谓语中心词的情况，由于依存树中对于每个动词都会给出语义角色信息，

我们直接根据其指向的施事方来确定情感对象。其他的词则按照表 2 中的规则在依存树中寻找情

感对象。 

 

表 2 情感词褒贬指向规则 

Table 2  DCDT rules 
词语类别 句法功能或格式 态度持有者 褒贬对象 

一价动词 做谓语中心语 说话人 施事 

一价名词 施事+有+名词 说话人 施事 

一价形容词 做谓语中心语 说话人 施事 

一价形容词 做定语 说话人 修饰的对象 

 

3. 实验 

3.1 预处理 

在进行依存分析前对微博语料进行预处理，是大多数微博分析系统的必需步骤
[1,2,6]

。本文采

取的预处理主要包括过滤一些结构或功能符号(如“@”)，错误词修正，移除停用词等。 

我们通过观察本次评测的测试语料，人工设定了一些需要预处理的内容，主要包括： 

(1) 主题词。例如“#90 后当教授#当什么教授 怎么玩是吗”中的“ #90 后当教授#”。 

(2) 特殊符号。例如“呃，无语了.........-_-”中的“-_-”。 

(3) 表情符号。例如“这酒店浪费可耻/敲打这大姐尊守纪律就没事了”中的“/敲打”。 

(4) url。例如“建议每一位朋友都可以看看《三个白痴》这部影片，http://url.cn/4bZYQt”中的

“http://url.cn/4bZYQt”。 

(5) 文本结构字符。例如“希望大家给转播一下\&apos;希望别人不要再受骗上当”中的“\&apos”。 

3.2 分词和依存句法分析 
我们使用工具 LTP 对预处理后的微博语料进行分词和依存分析一体化分析，能够得到每个句

子的依存树。但是依存树的结构中缺乏一些表示句子情感属性的元素，其已有元素还不能满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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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进行后续分析的需要。因此我们在依存树的结构中添加了几个表示观点句、句子极性，以及情

感词数组的元素，如表 3。 

表 3 依存树结构中添加的元素 

Table 3  Elements Added into Dependency Tree  

元素名称 功能 类型 默认值 

opinionated 表示句子是否为观点句 布尔值 “ N” 

polarity 表示句子的极性 布尔值 “ N” 

sent_pos 表示句子中含有的所有正面情感词 数组 “ NULL” 

sent_neg 表示句子中含有的所有负面情感词 数组 “ NULL” 

 

3.3 观点句识别和情感倾向性判断 
在得到各句子的依存树之后，我们使用情感词典进行观点句识别和情感倾向性判断，主要算

法为： 

(1) 在各情感词典中查找句子中的每个词。若在正面情感词典中找到，则将词的名称、位置存

入 sent_neg 项；如果在负面情感词典中找到，则将词的名称、位置存入 sent_pos 项。 

(2) 观察句子中的 sent_neg 和 sent_pos 项。若都为空，则认为句子不是观点句，否则为观点句。  

(3) 对于确定为观点句的句子，判断情感倾向的伪代码见图 1。先观察句子中是否含有否定词(根

据句法结构中的项如“sweep=“不_没””)，然后再比较句子中的 sent_neg 和 sent_pos 项，

以确定句子的极性。若没有否定词且 sent_neg 项含有的词数大于等于 sent_pos 含有的词数，

则认为此句为负面情感句，否则为正面情感句；若含有否定词且 sent_pos 项不为空，则认

为此句为负面情感句，否则为正面情感句。这里的规则是启发式的，根据人的日常表达习

惯确定，其准确性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图 1 情感倾向性判断伪代码 

Fig. 1  pseudo code of judging the sentiment tendency 

 

3.4 情感要素抽取 
我们利用依存树中谓词的语义角色信息以及非谓词的褒贬指向规则，对各观点句进行情感要

素抽取，主要分为以下两部分： 

(1) 根据依存树中的语义角色信息，选取情感对象，如图 2。这里的情感词“完蛋”为施事方，

根据其指向的 id，指向的情感对象为“老匹夫”。 

(2) 由于只有依存树中的谓词才有相应的语义角色信息，对于非谓词的情感词，根据“词语褒

贬指向总表”的部分规则，确定其情感对象，如图 3。这里的情感词“缺德”为形容词，根

据规则“一价形容词做谓语中心语，对施事进行褒贬”，选择情感词修饰的名词短语作为情

感对象。这里选用情感词前面最近的一个主谓关系词(“SBV”)及其修饰成分作为情感对象，

即“这孩子”。  

 



 
图 2 依存树示例 1 

Fig. 2  instance no.1 of dependency tree  

 

 

图 3 依存树示例 2 

Fig. 3  instance no.2 of dependency tree 

 

4. 结果与分析 

我们根据评测结果中的微平均值(以整个数据集为一个评价单元)，分别观察三个子任务的得

分情况(正确率 P，召回率 R，F 值 F)，以及相应的排名，对我们的方法进行分析。 

4.1 观点句识别 

本子任务共有 53 支队伍提交了结果，我们的得分为 P＝0.695，R=0.473，F＝0.563，排名分

别是 42 名、40 名和 42 名。与其它参赛组的结果相比，正确率和召回率都偏低。虽然与其他组

仍有差距，但是近 70%的正确率说明，使用分词加情感词典的方法识别观点句是可行的。召回

率偏低则说明，这种方法对分词的正确性和情感词典的完备性要求较高。 

对于这一子任务，我们的方法在以下方面仍有提高的空间： 

(1) 所选用的分词工具是面向一般文本的，对于微博文本，可能由于领域特殊性
[13]

而达不到在

一般文本上的分词效果，造成某些情感词没有被正确分词。 

(2) 所选用的情感词典也不是专门面向微博文本的，对于微博文本来说可能很不完备，有些微

博特有的情感词不会被识别出来。例如：在句子“最好是把扣扣马化腾给弄下来，太坑爹

了”中，情感词“坑爹”就没有被识别出来。  

4.2 情感倾向性判断 

本子任务共有 53 支队伍提交了结果，我们的得分为 P＝0.803，R=0.379，F＝0.515，排名分

别是 23 名、34 名和 32 名，与前一子任务相比有所上升。这里召回率进一步下降，但应当看到

在有限的(约 47%)已识别出的观点句中，有约 80%的句子的情感倾向性被正确识别出来，说明我

们的用于判断观点句情感倾向性的方法是可行的。 

这里可能改进的地方为，所使用的启发式的规则还是比较粗糙的，可能对一些结构稍复杂的

句子(如双重否定句)无法做出正确判断，对这些规则进行优化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效果。 

4.3 情感要素抽取 
本子任务参考严格评价指标，共有 22 支队伍提交了结果，我们的得分为 P＝0.182，R=0.100，

F＝0.129，排名分别是 8 名、9 名和 7 名。在这一子任务中，多数参赛组的得分与上个任务相比

下降的很多。相比之下，在前两个子任务的结果并不突出的基础上，我们的得分比较靠前，这就

说明我们的用于情感要素抽取的方法具有相对较好的性能。 

本子任务的召回率和正确率都较低，我们认为有以下原因： 

(1) 情感词作为谓词并不占多数，依靠依存树中谓词的语义角色信息只能识别一小部分情感对



象。 

(2) 由于前面分词和依存句法分析的结果可能不恰当，即使识别出情感词，所得到的情感对象

成分也是不恰当的，例如句子“这是个物欲横行的社会”，其虽然识别出情感词“横行”，

句法分析却将“横行”分析为动词“v”，最后选择出来的情感受体为“个物欲”。 

(3) 在利用词语褒贬指向规则时，选用情感词前面最近的一个主谓关系词(“SBV”)及其修饰成

分作为情感对象这种方式，可能不适用于所有句子。 

综上，我们认为，前期对观点句选择的不够充分，利用词语褒贬指向规则的方式不够多样，

以及依存树中谓词的语义角色信息所占比例较小，都造成了结果的召回率较低；而部分不恰当的

分词和依存句法分析结果则造成了正确率较低。此外，由于目前缺乏有情感对象标注的大量的微

博语料，我们难以对微博情感词和情感对象的性质进行全面的观察比较，也限制了我们对自己方

法性能的评价和改进。而且，如果有更多的标注数据，则可以尝试采用一些机器学习方法[8]，

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  

5. 总结 

本文系统地描述了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自然语言处理实验室 (NJU-NLP)参加第一

届 CCF 自然语言处理与中文计算会议(NLP&CC2012)组织的面向微博的情感分析评测的情况。我

们使用了一种基于依存分析和褒贬指向的微博情感对象抽取方法，结果表明：依存句法分析的结

果，有助于分析情感态度；褒贬指向是有用的，但限于所采用的分词和句法分析工具的领域适用

性以及褒贬词典规模，自动分析的效果并不理想。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进一步加强面向微博领域的词法和句法分析技术研究，标注更大规

模词表的褒贬指向，将两者更好的结合起来，从而提高微博的情感分析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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