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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线评论在用户的购买决策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电商网站提供海量的用户评论，但是个

体很难充分利用所有信息。 因此，对这些评论进行分类、分析和汇总是很迫切的任务。 首次提出一个

基于注意力机制和双向 ＬＳＴＭ（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ｎｇ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ｍｅｍｏｒｙ，ＢＬＳＴＭ）的模型来判定评论对象的

类别，用于评论的分类。 模型首先使用 ＢＬＳＴＭ 对词向量形式的评论进行训练；然后根据词性为

ＢＬＳＴＭ 的输出向量赋予相应权重，权重作为先验知识能指导注意力机制的学习；最后使用注意力机制

捕捉与类别相关的重要信息用于类别判定。 在 ＳｅｍＥｖａｌ 数据集上进行了实验，结果表明，模型能有效

提高评论对象类别判定的效果，优于其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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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在线评

论在用户的消费决策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１］。
用户去电影院之前，一般会先查看豆瓣网用户关于

当下热门电影的评论和分析，然后选择想看的电影。
去陌生的餐馆吃饭前，一般会在大众点评等评分网

站查看其他人关于该餐馆的评论和打分。 这些评论

不仅对用户有用，同时也对商家大有裨益。 好的评

价会提升商家的吸引力，商家也可以在评论中发现

问题，从而进行改善提高［２］。
但是，网上的评论太多，譬如大众点评关于“海

底捞”某个门店的评论就有 ５ ０００ 多条，涉及到餐厅

的食物、价格、环境以及服务等各个方面，有好评也

有差评，用户自己很难充分利用这些信息。 因此需

要有自动化的工具对这些评论进行分类和总结［３］，
为用户提供凝练的关键信息。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

任务就是对这些评论进行类别判定，分类后的评论

能为精细化的情感分析提供细粒度的类别信息［４］，
有助于分析基于类别的情感 。

这些类别可以是预先设定好的，就像 ＳｅｍＥｖａｌ⁃

２０１４［５］的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数据集，将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的用户评

论分为 ｛“ ｓｅｒｖｉｃｅ”， “ ｆｏｏｄ”， “ ｐｒｉｃｅ”， “ ａｍｂｉｅｎｃｅ”，
“ａｎｅｃｄｏｔｅ ／ 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 ５ 类。 在评论“ Ｔｈｅ ｐｉｚｚａ
ｉｓ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ｉｆ ｙｏｕ ｌｉｋｅ ｔｈｉｎ ｃｒｕｓｔｅｄ ｐｉｚｚａ．”中，类别为

“ｆｏｏｄ”。
ＳｅｍＥｖａｌ 评测产生了一些类别判定的方法。

Ｋｉｒｉｔｃｈｅｎｋｏ 等［６］ 为每一个类别构造一个二元 ＳＶＭ
分类器，ＳＶＭ 使用 Ｎ⁃ｇｒａｍ 特征以及从 ｙｅｌｐ 数据集

中学到的词聚类和基于点互信息构建的词典等。 从

ｙｅｌｐ 学习的词典信息显著提高类别判定的 Ｆ１ 值，达
到 ８８．６％。 为了提高算法的通用性，本文仅涉及训

练集中的语料，不使用额外的语料或者知识库。 基

于公平比较的原则，Ｋｉｒｉｔｃｈｅｎｋｏ 等［６］ 没有使用外部

语料和知识库的 Ｆ１ 值为 ８２．２％。 Ｂｒｙｃｈｃｉｎ 等［７］ 基

于词袋（ＢＯＷ）和 Ｔｆ⁃Ｉｄｆ 特征为每个类别构建二元

最大熵分类器。 在仅使用训练语料情况下，他们算

法的 Ｆ１ 值是 ８１％。 Ｈｅｒｃｉｇ 等［８］在 ２０１６ 年的评测中

使用类似方法取得 ａｓｐｅｃ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相机数

据集）的第一名，Ｆ１ 值为 ３６．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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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ｏｕｔｅｎ 等［１０］提出无监督和有监督 ２ 种方法，
无监督方法 Ｆ１ 值为 ６７％，判定效果不佳。 有监督

的方法基于共现分析，包括同在一个句子中的直接

共现和通过第三方词关联起来的间接共现，间接共

现扩展了算法的识别范围。 共现的内涵则包括简单

的词－词共现，以及基于依存句法的词－词之间依存

共现。 训练中通过标签学习词与类别的关联概率，
并优化对应的阈值。 词之间的共现关系扩展了词和

类别之间的关联关系，通过计算句子中词与类别的

关联概率是否达到阈值来判定是否属于该类别。
Ｓｃｈｏｕｔｅｎ 等［１０］ 在有限制训练集上取得的 Ｆ１ 值是

８３．８％。 该方法使用外部工具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ＣｏｒｅＮＬＰ 来

识别依存关系，当句子的语法不规范时，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ＣｏｒｅＮＬＰ 可能无法正确识别依存关系，进而导致类

别判定的错误。
注意力机制（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能很好解决

同一句子中不同目标的情感极性判别问题。 注意力

机制最早用在图像处理领域，目的是为了让神经网

络在处理数据时重点关注某些信息。 Ｍｎｉｈ 等［１１］ 在

２０１４ 年提出将注意力机制用在图像分类任务中验

证了注意力机制在图像处理领域的有效性，同时也

使结合注意力机制的神经网络成为研究热点。
Ｗａｎｇ 等［１２］结合 ＬＳＴＭ 和注意力机制对评论进行基

于类别的情感分析，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但是注意

力机制在评论对象类别判定方面的研究还很少。
我们发现， 一个类别对应多个实体。 就像

“ｆｏｏｄ”，在数据集中有“ｐｉｚｚａ、ｃｈｉｃｋｅｎ、ｎｏｏｄｌｅｓ、ｍｅａｌ、
ｄｉｓｈｅｓ”等无数对应实体。 此外，很多句子没有明显

表示类别的词语出现。 譬如 “ Ｉｔ ｉｓ ｖｅｒｙ ｏｖｅｒｐｒｉｃｅｄ
ａｎｄ ｎｏｔ ｖｅｒｙ ｔａｓｔｙ．”包含“ｐｒｉｃｅ”和“ ｆｏｏｄ”２ 个类别。
“ｐｒｉｃｅ”还好确认，“ ｆｏｏｄ”类别则是隐式表达，需要

理解“ｔａｓｔｙ”的语义才能识别出来。 评论中这样的隐

式表达非常多。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名词和形容词

在表达句子的类别信息方面起着更关键的作用。 评

论“ｐｉｚｚａ ｈｅｒｅ ｉｓ 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中，只要抓住名词“ｐｉｚｚａ”
就能判断出是“ ｆｏｏｄ”类别，形容词“ 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能强

化这种判断。 评论中的形容词大多形容与类别相关

的名词，不同的类别有明显的差异。 譬如“ｐｒｉｃｅｓ ａｒｅ
ｔｏｏ ｈｉｇｈ．”中“ｈｉｇｈ”一般是形容“ｐｒｉｃｅ”，而上个例子

中的“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一般是形容“ ｆｏｏｄ”。 因此，形容词

在区分类别方面也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评论“ ｔｈｅ ｄｉｓｈ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ｙ ｔ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ｃｈ ａ

ｃｏｚ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ｉｍａｔｅ ｐｌａｃｅ！”涉及 ｆｏｏｄ 和 ａｍｂｉｅｎｃｅ ２ 个

类别。 进行 ｆｏｏｄ 类别判定时，只要抓住“ ｄｉｓｈｓ”和

“ｔａｓｔｙ”这 ２ 个关键词，就能准确判断出类别，而像

“ｔｈｅ”、“ａｒｅ”等词起不到什么作用。 假如把重点放

在“ｃｏｚｙ”和“ｐｌａｃｅ”等词时，还会对类别判定起负作

用，这是进行“ａｍｂｉｅｎｃｅ”类别判定需要关注的重点。
因为很多情况下一个句子可能涉及多个方面，所以

进行类别判定时需要抓住与类别相关的关键信息，
才能准确的判定类别。

基于上述发现，首先，我们使用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 训练

词向量，将评论转换成词向量的形式。 词向量能够

表达词之间的相关性，看起来并不相关的词，可以通

过词向量关联起来，从而为解决类别包含内容的多

样性问题以及隐式表达问题提供了可能。 ＢＬＳＴＭ
将句子的整体语义信息整合，注意力机制则将关注

的重点聚焦到与类别相关的关键信息。 基于词性权

重的注意力机制借助人的先验知识，为注意力的聚

焦提供指导。 本文为每个类别构造一个二元分类

器，包含类别信息的特征用于最终的分类，能有效地

提高算法的准确率。

１　 评论对象类别判定问题描述

根据预先定义的评论对象类别信息（就像“ ｒｅｓ⁃
ｔａｕｒａｎｔ”包含“ ｆｏｏｄ，ｓｅｒｖｉｃｅ”等类别），评论对象类别

判定问题是判定评论的句子包含哪些类别。 某一商

品有 Ｃ ＝ ｛ｃ１，ｃ２，ｃ３…ｃＮ｝Ｎ个类别，评论数据集有Ｓ ＝
｛ ｓ１，ｓ２，ｓ３…ｓＫ｝Ｋ 个句子，需要为每个类别 ｃｉ 预测所

有句子的二元标签向量 ｙｉ
ｊ ∈ ＲＮ×１（１ ≤ ｉ ≤ Ｎ，１ ≤ ｊ

≤ Ｋ）。 ｙｉ
ｊ ＝ １表示句子 ｓ ｊ 评论的对象属于类别 ｃｉ，ｙｉ

ｊ

＝ ０ 则表示句子 ｓ ｊ 评论的对象不属于类别 ｃｉ。 不同

类别之间并非互斥，一个句子可能涉及多个类别。

２　 基于注意力机制和 ＢＬＳＴＭ 的类别
判定算法（ＷＡ⁃ＢＬＳＴＭ）

类别判定有 ２ 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识

别评论中与类别相关的关键词；另一个则是学习词

和类别之间的关联关系。 关联关系方面的研究很

多，但是如何识别评论中的关键词目前研究不多。
Ｋｉｒｉｔｃｈｅｎｋｏ 等［６］和 Ｂｒｙｃｈｃｉｎ 等［７］的方法对于评论中

的词同等对待，不分主次，算法的针对性不够强。
Ｓｃｈｏｕｔｅｎ 等［１０］使用依存关系来识别关键词，但是依

·９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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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关系依靠现有的句法分析工具，算法本身无法保

证准确率。 本文使用注意力机制来提取评论中与类

别相关的重要信息， ＷＡ⁃ＢＬＳＴＭ 的框架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模型框架图

２．１　 输入词向量

本文使用 Ｍｉｋｏｌｏｖ 的 ＣＢＯＷ 方法［１３］ 训练词向

量， Ｅ∈Ｒｄ×｜ Ｖ｜ ，其中 ｄ是词向量的维度，即把每个词

映射为 ｄ维向量， ｜ Ｖ ｜ 表示词向量的大小，即包含多

少词的词向量。 根据词向量将评论中的句子 ｓ ｊ 转化

成词向量列表｛ｅ１，…，ｅｔ，…，ｅＬｊ｝，其中 ｅｉ ∈ Ｒｄ。
２．２　 ＢＬＳＴＭ 提取语义信息

深层神经网络利用语义合成性原理通过不同深

度模型将低层词向量合成高层文本情感语义特征向

量，从而得到文本的高层次情感语义表达［１４］。 深层

神经网络同样适用于类别判定，ＢＬＳＴＭ 能有效利用

词语的上下文信息，将词向量转化成高层次类别语

义表达。
ＢＬＳＴＭ 同时考虑文本的上下文语境，将时序相

反的 ２ 个 ＬＳＴＭ 网络连接到同一个输出， 前向

ＬＳＴＭ 可以获取输入序列的上文信息， 后向 ＬＳＴＭ
可以获取输入序列的下文信息。

前向 ＬＳＴＭ 在 ｔ 步时的 ｃｅｌｌ 计算过程如下所示：

Ｘ ＝
ｈｔ －１

ｘｔ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

ｆｔ ＝ σ（Ｗｆ·Ｘ ＋ ｂｆ） （２）
ｉｔ ＝ σ（Ｗｉ·Ｘ ＋ ｂｉ） （３）
ｏｉ ＝ σ（Ｗｏ·Ｘ ＋ ｂｏ） （４）
ｇｔ ＝ ｔａｎｈ（Ｗｇ·Ｘ ＋ ｂｇ） （５）
ｃｔ ＝ ｆｔ☉ｃｔ －１ ＋ ｉｔ☉ｇｔ （６）

ｈｔ ＝ ｏｔ☉ｔａｎｈ（ｃｔ） （７）
式中， ｘｔ 为 ｔ时刻的词向量输入，ｘｔ ∈Ｒｄ，ｈｔ 为 ｔ时刻

的输出，ｈｔ ∈ Ｒｄｈ，ｄ 为词向量的维度，ｄｈ 为 ＬＳＴＭ 输

出向量的维度。 Ｗｆ，Ｗｔ，Ｗｏ，Ｗｇ ∈ Ｒｄｈ×（ｄｈ＋ｄ），ｂｆ，ｂｔ，
ｂｏ，ｂｇ ∈ Ｒｄｈ。 σ 为 ｓｉｇｍｏｉｄ 函数，☉ 为点乘操作。 ｆｔ
为遗忘门，确定上一单元信息被遗忘的程度；ｉｔ 为输

入门，控制本单元新信息的加入；ｏｔ 为输出门，确定

本单元信息向下一单元的输出。 后向 ＬＳＴＭ 基本类

似，除了输入的词向量是从句尾开始，反向序列输

入。 ｔ 时刻 ＢＬＳＴＭ 的输出为 ｈｔ ＝ （ｈｔ，ｈｔ）。 根据

Ｗａｎｇ 等［１２］ 的实验结果，与只使用 ＬＳＴＭ 的最后一

步输出相比，综合使用 ＬＳＴＭ 的每步输出效果更好，
本文使用 ＢＬＳＴＭ 的每步输出。
２．３　 基于词性权重的注意力机制

要准确判断评论对象的类别，关键是要提取与

类别相关的信息。 本文使用注意力机制，在计算过

程中加入类别特征，据此提取与类别相关的信息用

于分类，本文为每个类别构造一个分类器。 Ｗａｎｇ
等［１２］在注意力计算的时候，对于 ＬＳＴＭ 的每步输出

是同等对待的。 但事实上在判断类别时，名词和形

容词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进行注意力计

算前，根据原始评论中的词性为对应的 ＢＬＳＴＭ 输出

赋予不同的权重。 本文在实验中，形容词权重取

１．５，名词取 １．２，其他词取 １。
Ｈ ∈ Ｒ２ｄｈ×Ｎ 包含 ＢＬＳＴＭ 的所有输出向量［ｈ１，

ｈ２，…，ｈＮ］，Ｎ为句子 Ｓ的长度，ｖｃ 表示类别信息的词

向量。 本文将词性分为名词、形容词以及其他 ３ 类，
分别赋予不同权重 Ｑ ∈ ＲＮ。 类别词向量的加入为

注意力的聚焦提供锚点，权重的分配则能为注意力

的聚焦提供指导，提升算法的精确度。

Ｙ ＝
Ｈ

ｖｃ ⊗ ｅＮ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８）

Ｙｑ ＝ Ｑ☉Ｙ （９）
Ｍ ＝ ｔａｎｈ（ＷｍＹｑ） （１０）
α ＝ ｓｏｆｔｍａｘ（ＷＴ

αＭ） （１１）
β ＝ ＨαＴ （１２）

式中， ｅＮ ∈ ＲＮ 是值全为 １ 的 Ｎ 维向量，ｖｃ ⊗ ｅＮ ＝
［ｖｃ；ｖｃ；…；ｖｃ］，Ｙ ∈ Ｒ（２ｄｈ＋ｄ） ×Ｎ 为 ＢＬＳＴＭ 的每步输出

向量附加类别词向量，为注意力的聚焦提供锚点，Ｙｑ

∈ Ｒ（２ｄｈ＋ｄ） ×Ｎ 则是为 Ｙ 基于词性赋予权重，指导注意

力更好地关注与类别相关的重要特征。 Ｍ ∈
Ｒ（２ｄｈ＋ｄ） ×Ｎ，Ｗｍ ∈ Ｒ（２ｄｈ＋ｄ） ×（２ｄｈ＋ｄ），Ｗα ∈ Ｒ（２ｄｈ＋ｄ） 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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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参数。 α ∈ ＲＮ 是 ｈｔ ∈ Ｈ 的注意力分配，β ∈
Ｒ２ｄｈ 是句子 Ｓ 关于类别 ｖｃ 的权重表达。

句子的最终表达如下所示

ｈ∗ ＝ ｔａｎｈ（Ｗｈβ） （１３）
式中， Ｗｈ ∈ Ｒ２ｄｈ×２ｄｈ 为 ｔａｎｈ 的参数，ｈ∗ ∈ Ｒ２ｄｈ。 注

意力机制能够捕捉句子中与类别相关的重要特征，
因此，当句子中加入不同的类别信息时，分别提取不

同的权重特征用于类别判定，为每个类别构造一个

分类器。
ｈ∗ 是句子 Ｓ关于类别 ｖｃ 的特征表达，本文使用

ｓｏｆｔｍａｘ 将特征向量转换为关于类别的条件概率

分布。
ｙ ＝ ｓｏｆｔｍａｘ（ＷＬｈ∗ ＋ ｂＬ） （１４）

ＷＬ ∈ Ｒ２ｄｈ×２，ｂＬ ∈ Ｒ２ 为 ｓｏｆｔｍａｘ 的参数。
２．４　 模型的训练

本文使用反向传播算法来训练模型，通过最小

化交叉熵和正则项来优化模型，类别 ｃｉ 的损失函数

如下

Ｌ ｉ ＝ ∑
Ｋ

ｊ ＝ １
ｙｉ
ｊ ｌｏｇ ｙｉ

ｊ

＾
＋ λ‖θ‖２ （１５）

式中， ｉ 为类别的索引，ｊ 为句子的索引，ｙｉ
ｊ 为句子 ｓ ｊ

是否属于类别 ｃｉ 的正确分布，ｙ^ｉ
ｊ 为预测的分布，

λ‖θ‖２ 为正则项。

３　 实验与分析

３．１　 实验数据和参数

本文使用英文的 ＳｅｍＥｖａｌ⁃２０１４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数据

集和中文的 ＳｅｍＥｖａｌ⁃２０１６ 相机数据集。 实验中，词
向量采用 Ｍｉｋｏｌｏｖ 等［１３］ 提出的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 方法，为公

平对比，仅使用训练集训练词向量。 由于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数据集小，词向量为 ２００ 维，ＢＬＳＴＭ 的输出向量为

１５０ 维；而相机数据集稍多，词向量和 ＢＬＳＴＭ 的输

出向量皆为 ３００ 维。 对于未登录词，采用 Ｕ（－０．０１，
０．０１） 来随机初始化词向量。 其他超参数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实验超参数

参数 描述 值

ｂｓ Ｂａｔｃｈ ｓｉｚｅ ３０
ｌ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ｒａｔｅ ０．０１
ｄｒ Ｄｒｏｐｏｕｔ Ｒａｔｅ １
ｌ２ Ｌ２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０．００１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数据集包含训练集 ３ ０４１ 句和测试集

３００ 句。 如图 ２ 所示，每个句子包含一个或多个类

别。 其中将近 ２０％的句子包含 ２ 个及以上类别。 这

也是注意力机制的用武之地，能根据不同的类别提

取对应的关键信息，提升类别判定的准确率。

图 ２　 每个句子包含的类别数目分布

图 ３ 显示数据集中各个类别在评论中所占的比

例，其中最大的“ ｆｏｏｄ”以及“ ａｎｅｃｄｏｔｅ ／ ｍｉｓｃ”类别占

６０％以上。 占比高的类别不仅数据量大，同时词汇

量也大，训练出来的词向量表达的语义丰满，类别判

定的准确率高。

图 ３　 不同类别在语料中所占的比例分布

相机数据集包含训练集 ５ ７７８ 句和测试集２ ２５６
句。 为 ＢＡＴＴＥＲＹ，ＣＡＭＥＲＡ，ＤＩＳＰＬＡＹ 以及 ＣＰＵ 等

１５ 个类别，每个类别又细化为 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ＩＣＥＳ，
ＤＥＳＩＧＮ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ＱＵＡＬＩＴＹ 等 ９ 种属性（有些

类别可能只包含几种属性），需要判断每句评论属

于哪个“类别＃属性”对。 相机数据集中无“类别＃属
性”的句子多，数据分布不均衡，具体分布如图 ４ 所

示。 之所以选择该数据集是因为类别判定问题公开

数据集较少，只有 ＳｅｍＥｖａｌ 评测有所提供。 相机数

据集和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数据集有所不同，需要判断评论属

于类别的哪个属性，最后阶段的 ｓｏｆｔｍａｘ 后输出的分

类数为属性数加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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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相机数据集类别分布情况

参考 ＳｅｍＥｖａｌ 评价方法，本文使用 Ｆ１ 值作为评

判算法的标准。

Ｆ１ ＝ ２·Ｐ·Ｒ
Ｐ ＋ Ｒ

（１６）

　 　 其中正确率（Ｐ）和召回率（Ｒ）定义如下

Ｐ ＝ Ｓ ∩ Ｇ
Ｓ

，Ｒ ＝ Ｓ ∩ Ｇ
Ｇ

（１７）

　 　 Ｓ 是算法对于测试集中所有句子给出的类别标

签，Ｇ 是测试集中所有句子的正确类别标签。
３．２　 对比实验和结果分析

本文提出的方法与以下 ４ 种方法进行比较。
ＰＳＭ：文献［１０］提出的有监督的方法，通过分

析共现关系以判定类别。 这是关于评论对象类别判

定的最新研究。
ＳＶＭ：文献［６］提出的基于 Ｎ⁃ｇｒａｍ 的 ＳＶＭ 方

法，为每个类别构造一个 ＳＶＭ 分类器。
Ｍａｘ⁃Ｅｎｔｒｏｐｙ：文献 ［７⁃８］ 提出的基于 ＢＯＷ 和

Ｔｆ⁃ｉｄｆ 等特征的最大化信息熵方法。
ＣＮＮ：文献 ［ ９］ 提出的基于循环神经网络

（ＣＮＮ）的方法。
Ａ⁃ＢＬＳＴＭ：本文提出的方法，如图 １ 所示，在注

意力计算时不加入词性权重 ｗ，用以对比词性权重

在类别判定的作用。
ＷＡ⁃ＢＬＳＴＭ：本文提出的方法，如图 １ 所示，在

注意力计算时加入词性权重 ｗ。
实验结果如表 ２ 所示。 从表 ２ 中可以看出，本

文提出的方法在 ２ 个领域的数据集上都取得不错的

分类效果。 其中，不加词性权重的 Ａ⁃ＢＬＳＴＭ 与之前

的最好效果持平，而加入词性权重后的 ＷＡ⁃ＢＬＳＴＭ
分类效果有所提升。 其中，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数据集提升了

３．２１％，相机数据集提升了 １．０１％。 实验结果表明，
基于词性权重的注意力 ＢＬＳＴＭ 在类别判定中优于

其他方法，词性权重能提升类别判定的效果。

表 ２　 不同方法（限制语料）的 Ｆ１ 值

数据集 方法 Ｆ１

相机

Ｍａｘ⁃Ｅｎｔｒｏｐｙ ３６．３４

ＣＮＮ ２５．５８

Ａ⁃ＢＬＳＴＭ ３５．２７

ＷＡ⁃ＢＬＳＴＭ ３７．５１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Ｍａｘ⁃Ｅｎｔｒｏｐｙ ８１．０４

ＳＶＭ ８２．２３

ＰＳＭ ８３．８

Ａ⁃ＢＬＳＴＭ ８３．９６

ＷＡ⁃ＢＬＳＴＭ ８４．９９

相机和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数据集的分类结果差异巨大，
主要因为相机数据集的“类别＃属性”对多，但是包

含“类别＃属性”的句子少。 如图 ４ 所示，其中 ７８％
的句子不包含任何类别和属性，而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数据

集每个句子至少包含一个类别。
表 ３ 是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数据集 ＷＡ⁃ＢＬＳＴＭ 与 ＰＳＭ 的

分类对比，ＰＳＭ 是目前已知的关于类别判定的最新

研究。 通过表 ３ 的对比可以看出不管哪个类别本文

的方法都比 ＰＳＭ 的效果好。
表 ３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数据集 ＷＡ⁃ＢＬＳＴＭ 与

ＰＳＭ 的分类 Ｆ１ 值

方法 ＰＳＭ ＷＡ⁃ＢＬＳＴＭ

ｆｏｏｄ ８８．３ ９０．５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８７．６ ８７．７３

ａｍｂｉｅｎｃｅ ７２．５ ７３．５８

ｐｒｉｃｅ ８９．７ ９１．８６

ａｎｅｃｄｏｔｅ ／ ｍｉｓｃ ７５．５ ７６．０６

从表 ３ 可以看出“ ｆｏｏ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和“ｐｒｉｃｅ”这
３ 个类别的判定效果不错，但是“ａｍｂｉｅｎｃｅ”和“ａｎｅｃ⁃
ｄｏｔｅ ／ ｍｉｓｃ”的效果不佳。 “ ａｎｅｃｄｏｔｅ ／ ｍｉｓｃ”是除去 ４
个类别剩下的所有其他类别，包含的内容比较杂，提
取与类别相关的特征时，没有代表性强并且明确与

类别相关的信息可以加入，因此效果不佳。
类别“ａｍｂｉｅｎｃｅ”的效果最差，一个方面是因为

词向量训练语料太少。 如图 ３ 所示，训练集中，类别

“ａｍｂｉｅｎｃｅ”所占的比例比类别“ｐｒｉｃｅ”高，但是单词

“ａｍｂｉｅｎｃｅ”才出现 ２０ 多次，而单词“ｐｒｉｃｅ”却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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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 多次。 对比下来单词“ ａｍｂｉｅｎｃｅ” 训练语料太

小，训练出来的词向量不能充分的表达“ ａｍｂｉｅｎｃｅ”
类别的特征，因此就不能很好地提取与类别相关的

特征用于类别判定，效果不佳。
上述 ２ 个类别的效果差，是由于注意力计算时

加入的类别词信息不够全面、准确所致，更深入的原

因是训练的词向量受语料限制，表达的信息不充足。
因此，加入语义信息丰富的词向量可以提高模型的

判定效果。
３．３　 示例学习

本文从测试集中选取包含 ２ 个类别的评论作为

例子，可视化注意力分配结果，如图 ５ 所示。 其中注

意力权重 α 由公式（１１）计算所得，黑色深度代表权

重大小，颜色越黑注意力分配得越多。

图 ５　 注意力可视化

　 　 图 ５ 中的评论是“Ｔｈｅ ｄｉｓｈ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ｙ ｔ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ｃｈ ａ ｃｏｚ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ｉｍａｔｅ ｐｌａｃｅ！”，涉及“ ｆｏｏｄ”和
“ａｍｂｉｅｎｃｅ”２ 个类别。 其中，图 ５ａ）是“ ｆｏｏｄ”类别的

注意力可视化，和 ｆｏｏｄ 相关的“ｄｉｓｈｅｓ”和“ ｔａｓｔｙ”被

识别出来，名词“ ｄｉｓｈｅｓ”最重要，形容词“ ｔａｓｔｙ”次

之。 关于类别“ ａｍｂｉｅｎｃｅ”则识别出了对应关键词：
名词“ｐｌａｃｅ”和形容词“ｃｏｚｙ”、“ｉｎｔｉｍａｔｅ”。

４　 结　 论

在评论对象的类别判定研究中，本文首先提出

基于注意力机制的 ＢＬＳＴＭ 模型来判定评论对象类

别。 此外，之前的研究主要是结合词向量的注意力

机制，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词性权重的注意

力机制，词性权重能充分利用人的先验知识，对比实

验验证了词性权重的有效性，能提高评论类别判定

的正确率。 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类别判

定效果优于其他方法。
本文的方法不需要外部语料，这是个优点，通用

性强；也有不足，仅使用训练集训练的词向量语义表

达能力有限。 Ｋｉｒｉｔｃｈｅｎｋｏ 等［６］的方法在使用外部语

料后，效果有很大的提升。 本文接下来将研究如何

借助外部语料以及更多的先验知识，提升类别判定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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