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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型微博语言特点及其情感分析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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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微博已经成为现代人们传递态度、意见和评价的重要形式。本文以语言主观性为理论依据，分析了话题

型微博语言句子简短、负面倾向居多、情感表达强烈而理性评价淡化、口语色彩浓重、观点表达的隐晦和非直

接、评价对象省略、非规范性等语言特点，并就此提出基于短语情感词典及语义规则的观点句识别及评价对象

提取的策略。实验和评测结果证明，这些策略和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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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微博已经成为现代人们传递态度、意见和评价的重要形式。传递态度、意

见和评价的句子称为观点句。观点句是主观句的一种类型，主观句是语言主观性的一级表达形式，主观性

是语言的一种重要属性，也是本质属性之一。语言的主观性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层

面，可以对它有不同的认识和解释。本文从话语分析角度出发，主观性指的是“说话人的立场、态度和情

感。”（沈家煊，2001）那么，表达说话人立场、态度和感情的句子就是主观句。根据表达侧重点不同，主

观句至少可以分为推测句（如“他可能不来了。”）、意愿句（如“我希望你好运。”）、感情句（如“我很高

兴。”）、观点句（如“他很优秀。”）。语言信息处理中的“情感分析”或称“倾向性分析”主要分析的是观

点句。一般来说，观点句的主要表达手段是使用带有明显评价倾向的词语，主要是形容词，以及一些副词、

动词和名词，人们称其为“情感词”。但在不同的语域中，人们表达观点使用的手段也有所不同。微博作

为一种新兴媒体，有它独特的文本结构形式。话题型微博指的是围绕某一话题即标签（hashtag）阐发意见、

进行讨论的微博形式，因此在观点句的使用、表达观点使用的语言手段以及评价对象的隐现上也有与众不

同的特点。本文重点讨论的是话题型微博的语言特点以及对其进行情感分析时可以采取的策略。 

以下文章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讨论话题型微博的语言特点，第二部分是话题型微博情感分析所采取

的策略；第三部分是实验及其结果分析；最后是结语。 

1  话题型微博的语言特点 

除了一些名人，微博的主人用的大都是网名，发表意见可以无所顾忌；微博的传播往往是蒲公英式，

一个微博主发出一条引人瞩目的微博，就会形成一个主题，体现为标签，其他的微博会围绕这个主题发表

意见，下一轮微博还可能会针对上一轮微博发表意见，以此类推，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带有鲜明主题的话题

型微博群。话题型微博群规模的大小取决于人们对该主题的关注程度。与一般的微博[7]不同，话题型微博

这样的文本结构形式就决定了它的语言具有句子简短、负面倾向多、语句口语化程度强、表达情感强烈而

理性评价淡化、评价对象在句中不直接出现、语言不够规范等特点。下面分别论述。 

1.1句子简短单句多 

微博有字数限制，因而往往短小。话题型微博又因为有一个明确的话题，人们是围绕这个话题发表意

见，写微博，只要表达了心情、态度，三言两语也可，只字片语也行，所以与一般文体相比，话题型微博



 2 

中句子相对简短，单句居多。表 1 显示了我们对 400 篇语言舆情评论文和 20 篇话题型微博平均句长的统

计结果。 

表 1. 评论文与话题型微博平均句长比较表 

文体形式 文本数 汉字数 句子数 平均句长（字） 

语言舆情评论文 400 356511 9366 38.06 

话题型微博 20 68726 3416 20.11 

从表 1 可以看出，评论文平均句长是 38 个字，而话题型微博平均句长只有 20 个字，几乎只有评论文

的一半长。20 个字，大约有 10 个词，很难形成复句。 

1.2观点负面倾向多 

话题型微博的形成是基于一定的社会话题和社会事件，而当今社会引起关注的话题负面性较多，这就

使得话题型微博在表达观点时，以否定倾向居多。表 2 是我们对 400 篇评论文和 20 篇话题型微博中观点

句的统计结果。 

表 2. 评论文与话题型微博观点句及其极性比较表 

文体形式 句子数 观点句数 负面倾向句子数 负面倾向句比例（%） 

语言舆情评论文 9366 6190 3083 49.81 

话题型微博 3416 2207 1766 80.02 

表中数据显示，语言舆情评论文观点句中，负面倾向的只占 49.81%，将近一半，而话题型微博中负面

倾向句却占到了观点句的 80.02%，可以看出，话题型微博的负面倾向更加明显。 

1.3表达情感强烈而理性评价淡化 

由于传播空间的相对自由和匿名评论的相对隐私，因而网友在表达观点时会采用一些比较极端和激烈

的形式，又因微博字数的限制，无法以逻辑鲜明的论述方式进行理性表达，所以在话题型微博中，观点句

的表达往往感情色彩强烈，而理性评价淡化，脏话、粗话等表现力强的不雅语汇大量出现，如“傻逼、吃

软饭、狗东西、狗日的、狗逼、操蛋、猪狗不如、不得好死、有病、吃屎”等等，这也成为话题型微博观

点句在表达情感和态度时一种较广泛的表达方式。 

1.4 口语色彩浓重，情感因子颗粒度加大 

微博虽然用的是书面形式，但交际的实时性、互动性，使得它具有浓重的口语色彩，人们往往会使用

一些口语化词语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直接表达出来，体现句子观点的情感因子颗粒度加大，往往不再是

词，而是短语。例如： 

（1）#假和尚搂女子#得瑟，使劲得瑟，被抓了吧 

（2）#90后暴打老人#我滴妈~！这还真特么争气 一群欠收拾的 

（3）#90后暴打老人#什么玩意了。 

（4）#官员财产公示#有个鬼用，公示出来的也要有人信吖？ 

其中的“得瑟、我滴妈、欠收拾、什么玩意、有个鬼用”都口语色彩浓重，明确表达了说话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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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除了“得瑟”是词，其余都是短语。 

1.5 观点表达的隐晦、非直接性 

在话题型微博中，除了用一些很“给力”的词语明确表达观点外，人们还会采用一种隐晦的、非直接

的方式，以言外之意表达观点。如： 

（1）#食用油涨价#我可以说脏话吗？ 

这是一个疑问句，字面上看没有表达任何观点，然而在“食用油涨价”这一语境下，可以理解为说话

者表达的是一种想说脏话来发泄的冲动，因而也就间接地表达了对话题不满的情绪和贬义的态度。 

（2）#三亚春节宰客#当地的政府部门这么做的用意是什么？掩耳盗铃？越抹越黑？还是让游客永远不去三亚？应该去

测测智商了！ 

“应该去测测智商”则是说话者以此表达对“当地政府部门”的不满。 

（3）#假和尚搂女子#狐狸尾巴总会露出来的 

“狐狸尾巴总会露出来的”是对假和尚做坏事最终会被曝光的一种讽刺。 

（4）#韩寒方舟子之争#我真叫您教主了，正话反话都让您说了，您这逻辑是美术老师教的吧 

 “您这逻辑是美术老师教的吧”，这个句子内也没有情感词，但根据标签的语境可以看出，是讽刺

方舟子的逻辑性缺失。 

1.6 评价对象省略 

由于话题型微博的话题标签与文本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网友在进行微博发布时，往往可以直接对整个

话题或话题的某一部分进行评价和表达态度，因而标签或者标签的一部分甚至标签外事物也就成为了评价

对象。所以，话题型微博的评价对象常在文本中省略，观点句更加短小精悍，甚至短小到一个短语、一个

词，也可以被人理解，不会造成传播上的歧义。如： 

（1）#菲军舰恶意撞击#抗议！ 

（2）#菲军舰恶意撞击#真可恶 

（3）#菲军舰恶意撞击#…欺人太甚 

（4）#菲军舰恶意撞击#可悲啊…… 

上面这些观点句都缺省了评价对象，在表达评价时只用了极简短的话语，但读者仍然能够理解它们评

价的对象：（1）的评价对象是整个标签“菲军舰恶意撞击”这件事，（2）是标签中的“菲军舰”，（3）是

标签中的“菲（律宾）”，（4）是标签之外的“中国”。 

1.7 语言不够规范 

含有大量非规范性的语言文字，也是话题型微博语言的一个特点。这种非规范性可能是由于几方面原

因造成：一方面，是非人为的原因造成的输入失误或常识上的汉字书写错误；另一方面，微博表达自由，

加之敏感话题在法律上的限制，会人为地加入一些噪声、非规范词、非规范符号和非规范语言格式。例如： 

（1）#疯狂的大葱#找点空闲，找点时间！带着钱包常去 http://url.cn/1T8Gpq 淘宝小店去看看！（网站链接等噪声） 

（2）#假和尚搂女子#真 TM 不要 Face。（中英文混用，TM是“他妈”的拼音缩写，不要 Face是“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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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假和尚搂女子#不过这二和尚佛景不逊达摩释迦，他们真的能做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标点

符号和中文内容混用的情况） 

（4）#彭宇承认撞了南京老太#我很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但是！（“但是”作为一个连词，功能一般是连接句子，

往往不会作为句尾结束的标志，而这种微博观点句的表达，则是一种不完整的表达方式） 

上述话题型微博的语言特点就决定了我们在对其进行情感分析时所采取的对应策略。 

2. 话题型微博情感分析所采取的策略 

情感分析，目前主要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基于语义的词典及规则方法[6][8][10]，一种是基于标注语

料的机器学习方法[1][5][8][11]。我们认为，情感分析，分析的是语言的意义，要想在对语言进行深入分析的

基础上完成情感分析，规则的方法更有优势。所以我们主要采取的是基于语义的词典加规则的方法，统计

方法只在建立词典确立词条属性、建立规则库确定规则优先级时发挥作用。针对话题型微博，我们主要采

用了加大情感因子颗粒度，构建基于短语的情感词典、通过短语规则确定句子极性、重点研究否定形式、

建立基于话题的OBJ表单等策略。 

2.1构建基于短语的情感词典 

识别观点句，学界的通常做法是以情感词作为依据，带有情感词的是观点句，否则就是非观点句（这

种以词定句的做法显然有问题，这点我们拟另文讨论）。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短语在情感分析中的作

用[2][12]。话题型微博中的观点句由于情感表达强烈而理性评价淡化，各种脏话、粗话、口语词语大量使用，

加之很多非直接性的表达，使得影响句子的情感因子的颗粒度加大，因而仅仅依靠传统的情感词典，依靠

句子中是否有情感词来进行观点句的判断，会造成很多错判，因此我们构建了一部基于短语的情感词典。 

短语情感词典突破了以词为主要收录对象的局限，将明确表达观点的情感短语甚至短句都收录其中，

如“不得好死、不咋的、扯犊子、就好了、瞎折腾个屁、不是找抽吗、什么玩意儿、没一个好东西、好不

到哪儿去、以为自己是谁啊、可以说脏话吗、这是人的行为吗、良心让狗吃了”等等。当然，一些明确表

达观点的口语词、网络用语和脏话也必须收录到情感词典中，如“得瑟、傻逼、狗逼、操蛋、犯贱、傻 B、

欠揍、找死”等，这样包含这些情感短语和情感词的观点句就能够被准确地识别出来，从而在不降低准确

率的前提下，提高了系统对观点句的召回率。 

2.2通过短语规则确定观点句及其极性 

话题型微博语言简单，短句多，长句少；单句多，复句少。针对这种特点，我们建立了短语规则库，

试图解决情感短语词典不能处理的那部分句子是否观点句以及句子的极性问题，主要是长距离搭配形成的

情感短语或者是有歧义的短语搭配。如： 

（1）#六六叫板小三#这种事是 3方的责任;不能单独怪哪一方; 

（2）#90后暴打老人#我们指责的不应该是 90后，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国家、学校、家长教育的责任。 

其中“是……的责任”是一个表达负面评价的远距离搭配，中间可以加进各种不同成分，基本都是评

价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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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苹果封杀 360#这不是腾讯和 360的问题，这是中国跟美国的问题。 

（4）#国旗下讨伐教育制度#绝对不是教育制度的问题 是教师的问题啊 

这两个句子中都有“是……的问题”这样的搭配，但句（3）中的“是……问题”不表示评价，不是情感短

语，句（4）中的“是……问题”就表示对“教师”的评价，是情感短语。这样的长距离、有选择搭配，也只能

靠短语规则来解决其观点句的判定问题。 

2.3建立否定形式规则库 

    话题型微博观点句具有负面倾向居多的特点。负面观点句的表达主要靠两种手段，一种是具有负面倾

向的情感词或情感短语，一种是运用否定形式表达。利用情感短语以及短语规则识别出来的观点句，其倾

向极性都在词典或规则上明确标注着，所以观点句的倾向极性识别不成问题。问题较大的是有否定形式的

观点句，一般的否定会改变句子的倾向极性。如： 
（1）#韩寒方舟子之争#急急忙忙起诉，绝非上策。 

（2）#菲军舰恶意撞击#我们的政府不够强硬，每次都是强烈抗议，别人鸟你么？ 

（3）#90后当教授#现在的教授 真是越来越不值钱了！！ 

（4）#官员财产公示#没有公平，没有正义，处处充斥着欺诈。 

 遇到这种情况，只需在规则的操作部分在情感词的极性值上乘以-1，就可以解决句子的极性判断问

题。但否定形式的情况极其复杂，并不都是一个简单的“乘-1”就能解决的问题。如： 

    （5）#官员财产公示#太不和谐了吧 

（6）#洗碗工留剩菜被开除#有些事情合情并不一定合理 

（7）#假和尚搂女子# 没有不沾腥的和尚。。。。 

（8）#官员财产公示# 所谓的民主，就是你是民，我是主。 

可以看到，在（5）中，因为程度副词“太”的存在，在改变倾向极性的同时，加强了情感强度；（6）

中，因为有“一定”，否定程度弱化了；（7）中，否定词语连用，就变成了对“沾腥”的肯定；（8）中的

“所谓”一般不会看作是否定词，但它确确实实改变了“民主”的极性。 

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在语料中尽可能全面地搜集了可以改变句子极性的词语，形成了一个否定形式词

集，并就各种否定类型建立规则库，以保证这类观点句倾向极性的准确判断。 

2.4 建立基于话题的 OBJ表单 

话题型微博语言话题集中，评价对象往往省略，它的评价对象或者是标签，或者是标签的一部分，或

者在句子的上文或下文，因此在句内根本无法提取到评价对象。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评价对象提取模块

中建立了一个基于话题的 OBJ 表单。 

例如下面 4 个观点句，标签话题都是“六六叫板小三”，句中都没有评价对象。但仔细分析，这 4 个

观点句的评价对象依次为整个标签、六六和小三、六六、小三。这说明，对于话题型微博来说，评价对象

缺省的观点句，可以通过回溯话题标签的方式，在标签中提取评价对象。 

（1）#六六叫板小三#无聊… 

（2）#六六叫板小三#都贱货！ 

（3）#六六叫板小三#维护自己的爱情，做的对，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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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六六叫板小三#破坏别人家庭，变态。 

OBJ 表单必须建立在话题的基础上。“六六叫板小三”这一话题下的“无聊”是评价“六六叫板小三”

这件事的，“官员调研”这一话题下也有“无聊”，则是评价“官员调研”这一现象的，“苹果封杀 360”这

一话题下的“无聊”则是评价“苹果封杀 360”这一事件的。应说明的是，建立 OBJ 表单比较适合话题型

微博，换一种文体，也许不会有效。 

3 实验结果及分析 

运用上述策略，我们构建了一个基于情感短语词典以及语义规则的情感分析系统 CUCsas，并以中国

计算机学会（CCF）2012 年主办的第一届中文微博情感分析评测提供的评测语料为对象，对 20 篇话题型

微博语料进行了观点句识别、观点句极性识别和观点句评价对象提取的实验。表 3 是实验结果（也是评测

结果）。 

表 3  情感分析系统 CUCsas 对话题型微博语料的分析结果 

实验（评测）项目 
微平均 宏平均 

正确率 召回率 F值 正确率 召回率 F值 

观点句识别 0.756 0.812 0.783 0.757 0.797 0.773 

观点句极性识别 0.844 0.685 0.756 0.842 0.672 0.745 

评价对象识别（严格） 0.303 0.275 0.288 0.305 0.265 0.278 

评价对象识别（宽松） 0.387 0.356 0.371 0.391 0.344 0.359 

 

上述成绩在本次参加评测的 34 支队伍提交的 53 组结果中，任务 1 观点句识别获得第二名，任务 2 观

点句极性识别获得第三名，任务 3 观点句评价对象识别（包括宽松和严格）获得第一名。虽然相对成绩不

错，但我们深知，这三项任务的绝对成绩即正确率还不高，任务 1 和任务 2 的最好成绩还不到 80%，任务

3，我们的成绩最好，但即使宽松评测，F 值还不足 40%。看来，情感分析，离实用化的要求还有相当一段

距离，任重道远。 

我们对系统分析结果中识别错误的句子进行了分析和归纳，产生错误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在观点句及其极性的识别上，由于规则方法本身的限制，使得我们建立的情感词典和规则库很

难覆盖全部语言现象和微博全部的语料，例如“#彭宇承认撞了南京老太#这事儿还有人信

啊...”，这条微博没有被系统识别为观点句，因而极性识别和评价对象提取也都没有再继续进

行。但是从这条微博内容来看，明显带有说话人对彭宇这件事情的强烈不满和质疑，应该是观

点句。再回溯到我们建立的情感词典，其中“谁信呢”作为一条情感短语已收录其中，但是这

条微博变换了语言形式。如果能在情感词典中建立一个“还有人信啊”的短语条目，那么这条

微博也能在系统中进行正确分析。 

2. 对微博语料进行预处理时，由于分词错误使得一些词不能与情感词典中的词条匹配，因而造成

了观点句识别上的流失，例如“#皮鞋果冻#以前敢吃，现在不敢吃了，想想都好恶心”，在分

词的时候，因为“好恶”被分在一起，“恶心”两个字被切开，因而无法到情感词典进行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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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观点句极性的认识不同，也造成系统分析结果与评测答案不一致，如“#菲军舰恶意撞击#

转向舵是不会失效的，更不会这么巧。”这句微博，系统认为是观点句，因为这句微博体现了

对菲军舰撞击原因的质疑，但是评测答案认为这句微博是非观点句。 

4. 微博语言表达上的隐晦、非直接性，使得系统在处理深层语用时也会出错，例如“#皮鞋果冻

#JS 有点良心吧”这一观点句，系统分析结果显示为肯定倾向，但是从这句话的深层语义分析，

是表示对“JS（奸商）”的一种讽刺，是劝诫他们应该有点良心，应该是否定倾向。 

5. 由于微博语料的非规范性，错别字和标点符号的误用现象比较普遍，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规则的匹配，造成一些观点句评价对象的提取错误。例如，“#彭宇承认撞了南京老太#---老百

姓太不容易了，希望我们的党能领导人民好好走下去。”这一观点句，由于“老百姓”前面有

一个标点符号，因而在进行规则匹配时候，这个标点符号也被算到评价对象中来，评价对象就

成为了“---老百姓(NEG)”，在严格评测中就是个错误。 

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们所做的工作还不全面，研究还不够深入，对于语料还没有充分认识，因此出现

一些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 

4 结语 

我们针对话题型微博的语言特点，采用基于短语情感词典及语义规则的方法构建了一个情感分析系

统，在中国计算机学会组织的第一届中文微博语言情感分析评测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限于时间和我

们的能力以及微博语言本身的复杂和不规范，系统分析结果还存在很多不足。汉语的表达方式丰富多样，

针对不同的语域类型，应采取不同的分析策略，要真正建立一个面向实用的情感分析系统，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是对汉语的情感表达手段进行更深入、更为精密化的研究，逐步通过规则和统计

相结合的方法，争取建立一个科学、完善，真正可以在语言研究和社会实践中实际应用的情感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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