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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用户生成内容的急剧增长，情感分析

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越来越普遍。广义情感

分析，是通过识别、抽取和分类等方法对文本

表达观点、情感、情绪以及态度的计算研究 [1]，

涵盖主客观分析、态度分析、情绪分析、观点

挖掘等一系列研究任务，被广泛应用于舆情监

控 [2]、市场预测 [3]、客户满意度调查等多个领域。

整体来看，情感分析研究经历了从篇章到

【学术探索】

基于情感模型的评论情绪挖掘与分析
             ——以豆瓣书评为例

◎聂卉  刘梦圆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广州  510006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旨在探索从非结构化用户生成内容中提取及可视化用户情绪的方法，从感知层面

深入分析用户生成的内容，对其应用前景进行探讨与展望。[方法/过程]以豆瓣网站书籍评论为分析对象，

借助中文领域的情绪词典与 LDA 隐主题建模方法实现细粒度情感要素提炼，并采用可视化技术对评论内容

中反映的情绪要素进行分析。[ 结果 / 结论 ] 研究发现，主题分析法和词典法均能有效提炼评论内容中的

用户情感要素，但存有差异，情感主题建模能够提供更细腻的用户情绪以及感知信息。通过应用场景的微调，

本研究所涉及方法可应用于体验型产品推荐等多种形式的评论感知效用挖掘任务。

关键词：用户生成内容  情绪感知  评论挖掘  信息可视化

分类号：TP391

引用格式：聂卉 , 刘梦圆 . 基于情感模型的评论情绪挖掘与分析 : 以豆瓣书评为例 [J/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18, 3(6): 313-324[ 引用日期 ]. http://www.kmf.ac.cn/p/15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 面向用户感知效用的在线评论的质量与控制研究 ”（项目编号：
15BTQ067）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 基于情境和用户感知的知识推荐机制研究 ”（项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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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句、从词频到主题、从两极情感到多维情绪

等一系列转变。但多数情感分析研究主要还是

褒贬倾向的判断，关于情感程度量化以及情感

状态（如快乐、愤怒、焦虑、悲伤等）的分析

仍比较少见，尤其在中文领域。英文领域在这

方面有更多积极的探索，如以下代表性研究关

注了细粒度情感状态（或称情绪）对用户评论

感知有用性的影响：L. Martin 与 P. Pu[4] 证明了

情绪特征对评论质量预测起积极作用；A. Fel-
bermayr 与 A. Nanopoulos[5] 的研究则指出细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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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绪特征，对评论感知有用性的影响力显著

高于其他结构类文本特征要素；D. Yin 等 [6] 发

现“焦虑”会显著提升评论的感知有用性，“愤

怒”则不然。这些最新研究均指出：蕴含在用

户生成内容中的更细化的情感状态会对接收者

的感知与行为产生显著而直接的影响，细粒度

情感对用户评论的生成、传播及有效利用的作

用不容忽视。

笔者围绕这一研究主题，以中文领域用户

书评为分析对象，探讨从书评中提炼细粒度情

感的方法，通过引入 LDA 模型来建立书评的情

感主题，并可视化用户生成内容中的情感状态。

另外，本研究也以文学作品评论的情绪分析为

例，展望细粒度情感分析的应用前景。

2  相关研究

2.1  情感分析与情绪词典

早期的情感分析以篇章为分析粒度，情感

只考虑正负两种状态。后续的研究深入语句，

除了情感极性，开始进一步强调情感程度，同

时关注情感对象，乃至上下文情境。史伟等 [7]

借助自建的模糊情感本体来识别手机与婚纱摄

影评论中的产品特征、辨别情感极性，并通过

引入修饰词等语义元素，精细化情感强度计算；

聂卉 [8] 针对数码商品评论，借助隐主题模型凝

聚用户观点，同时利用句法分析进行情感量化，

实现了商品在线口碑的凝练与汇总；金燕 [9] 探

索情感因素对微博中的用户生成内容质量的影

响，在积极（正向）、中性、消极（负向）情

感量化基础上再将正负情感各自细分为高、中、

低三档，引入研究模型，进而使用 ROST 内容

挖掘系统进行情绪分析处理。

随着情感分析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借鉴心

理学领域的研究，开始将正负情感细化为情绪

特征。心理学领域对“情绪 (emotion)”有明确

的界定，R. Bagozzi 等 [10] 认为情绪是 “人们对

事件进行认知评论所产生的精神状态”，“具

体、来源明确并能导致特定行为倾向”。依据

对“情绪”的认知，心理学领域的学者提出了“情

绪”模型。其中，最具代表的 Plutchink 情感模

型 [5] 将 8 个基本情感类描绘成著名的“情绪轮

盘 (Wheel of Emotions)”。情感模型在心理学领

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心理学理论研究促进了情绪词典的发展。

在英文领域，普遍公认的是 NRC (National Re-
search Council Canada) 词典。借助情绪词典，

细粒度情绪分析得以开展。R. Ullah 等 [11] 利用

SentiWordNet 情绪词典对亚马逊上 17 种产品评

论中的用户情绪分布进行了深入分析。L. Martin
与 P. Pu[4] 基于 GALC 情绪词典等探究情绪变量

对多种评论质量的预测效果，发现多维情绪分

析效果较二维情感极性分析效果更好。在中文

领域，大连理工大学信息检索实验室中文情感

词汇本体 (http://ir.dlut.edu.cn/) 参考 Ekman 情感

模型 [12] 将情感分为乐 (joy)、惧 (fear)、惊 (sur-
prised)、哀 (sadness)、恶 (disgusted)、怒 (anger)
和好 (goodness)7 个大类 21 个小类，在情感分

析领域应用广泛。曹宇等 [13] 则从表情符号入手，

通过识别语句中的情感词，同时结合《同义词

词林》，实现了对现有多元情感本体库的扩充。

2.2  评论分析 
产品评论是评论分析的主要对象。产品评

论根据产品类型区分为搜索型（以电子产品为

代表）与体验型（以电影图书为代表）两类评

论 [14]，其中前者关注产品特点，偏向使用客观

指标描述，而后者关注用户参与感受，偏向主

观感知描述，含有大量个人感受及体验的描述，

情感内容丰富。S. M. Mudambi 与 D. Schuff[14]

研究了评论长度，用户星级评价对评论感知有

用性的影响，发现使用体验型产品评论与搜索

型产品评论所分析得出的结论不同；A. Ghose
与 P. G. Ipeirotis[15] 研究了语法错误、词语、句

子长度等可读性要素对影评质量的影响；J. H. 
Lee 等 [16] 关注的是情感的作用，发现删除负面

评论对提升电影票房作用不大；M. Ko 等 [17] 基

于影评内容中的细节，筛选具有正向情感的关

键特征，进行影片的精细化推荐。在这些研究中，

情感指标常以用户评分为代表或通过褒贬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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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来获得。

在国内研究中，体验型产品评论分析主要

以评论质量影响因素分析、信息抽取及意见挖

掘为主题。殷国鹏等 [18] 引入了评论人特征，以

从众视角探索包括基于评论星级的用户情感在

内的多种电影评论要素对评论感知有用性的影

响；薛博召 [19] 基于文本挖掘工具 Ling Pipe，将

亚马逊书评数据中的情感特征细化为正向情感

差异、主观表达度、评论评分与产品评分差异

等若干指标，引入研究模型；张丽等 [20] 通过对

当当网书评高频词的人工辨识，从情感强度、

主客观表述、评价、图书内容等维度对书评内

容进行用户关注度分析，发现最受关注的是图

的内容；祝振媛 [21] 分析亚马逊上不同类型书籍

的评论，基于分类、句法分析与 SentiWordNet
情绪词典从评论中提炼内容、情感倾向、读者、

评论人等共 9 类要素，经过量化整合，生成书

评摘要。可以看到，相关研究对书评或影评这

类体验型产品评论的挖掘进行了深入探索。只

是这类研究侧重考量的评论特征宽泛，内容之

外的因素较多，内容部分涉入则不深。更没有

专门基于内容，针对细粒度主观情绪的分析和

研究。 

3  研究核心与框架

作为针对主观性文本的分析任务，本研究

的重点是基于内容的情感要素的分析。旨在探

索从评论内容中提炼“情绪”的方法，并以用

户感知为视角对书评进行情感主题分析。这一

研究是对中文领域情感分析研究的拓展，通过

案例分析，对细粒度情感分析的应用前景进行

展望。

研究选择豆瓣网 (https://www.douban.com/)
的长篇幅书评为分析数据，主要围绕解决 3 个

核心问题展开：①如何有效提炼文本内容中的

情绪特征；②如何凝练情绪特征，构建基于评

论内容的情感模型；③如何可视化评论内容中

蕴含的用户情感与主题。

整个研究流程分数据采集、预处理、情感

与情绪特征提取、情感主题建模、情感主题描

述及可视化 6 个模块，如图 1 所示。采集模块

选择第三方评论网站为数据源，并于采集阶段

对采集数据进行基于票数与有用性的评论质量

过滤，以减少噪音，确保后期建模效果。其次，

对原始语料进行分句 / 分词、停用词过滤、词性

标注等预处理。情感与情绪特征的识别分别通

过基于词性的过滤以及基于情感与情绪词典的

比对实现。而已识别的情感与情绪特征将进一

步用于情绪分类的计算以及情感主题的构建，

并汇总各类特征结果，以可视化形式输出，从

而实现从自然语言形式的评论信息到结构化商

品特性的凝练。

图 1  研究流程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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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方法

4.1  情感理论与情绪词典

情绪代表着人的主观感受与想法 [22]。由于

人的感情的复杂性，情绪分类一直是相关研究

探讨的重点。著名的 Plutchik 情绪轮盘 [5]，将情

绪分为生气 (anger)、厌恶 (disgust)、恐惧 (fear)、
悲伤 (sadness)、期待 (anticipation)、快乐 (joy)、
惊讶 (surprise)、信任 (trust)8 个基本类型，两两

相对（如快乐—悲伤），且情感程度不同。复

杂情绪派生于基本情绪，如兼具“快乐”和“信任”

的情感就是“爱 (love)”。依据情感理论，情感

与情绪词典应运而生。在中文领域，大连理工

大学的“中文情感词汇本体”与 NRC 词典情感

结构近似，标注完整，是目前应用较广的中文

情感 / 情绪词典。该词汇本体在借鉴 Ekman 情

感模型 [12] 的 6 类情绪分类（即乐 (joy)、惧 (fear)、
惊 (surprised)、哀 (sadness)、恶 (disgusted)、怒

(anger)）的基础上增添了“好 (goodness)”，“好”

类词汇再进一步细分为一组正向的情感状态，

包括尊敬、赞扬、相信、喜爱等。整个词典涵

盖词条 27 466 个，分 7 个大类、21 个小类，且

每个词条详细标注了词性、情感类型、情感强

度和极性等属性。笔者利用中文词典采用匹配

方式从评论内容中的辨别情感词，并依据其在

词典中的情感归属进行分类统计，获得基于评

论内容的情绪状态分布。

图 2  普拉切克的情绪轮盘 (Wheel of Emotions)[5]

4.2  LDA 隐主题模型

LDA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是一个多

层产生式概率模型，包含词、主题和文档 3 个

层次。在 LDA 模型中，D 为文档集 (|D|=N)，
W 为词集 (|W|=M)，ϕ 表示隐主题 (|ϕ |=K)。文

档 d∈D 由ϕ i 随机混合生成，表示成词集上的

序 列 模 式 d{w1,w2,…,wi,…}，wi∈W； 而 主 题

ϕ i(i=1,2,…,K) 则是 W 上的多项式分布，LDA 的

图模型如图 3 所示：

α ϕθ z ω β

K
N

M

图 3  LDA 的图模型表示 [8]

α 与 β 是模型的重要参数。α 与主题的先验

分布 Dirichlet 有关，反映文档集 D 中隐主题的

相对强度；β 刻画主题自身的概率分布。在主

题层，ϕ i (i=1,2,…,K) 为“主题—词”分布，由

K×M 的矩阵 β 参数化。在文档层，θd(d=1,2,…, 
N) 为“文档—主题”分布，表征文档 d 在主题

空间上的分布，由 α 确定；在词层，zi (i=1,2,…,M)
表示文档 d 分配在每个词项上隐主题分量，服

从参数为 θd 的多项式分布。构造 LDA 模型的核

心是推断隐变量，即确定 θ 和ϕ。在已知文档集

词分布 W 的前提下，逆向推导 zi(i=1,2,…,M)，
进而推断ϕ t (t=1,2,…,K) 和 θd (d=1,2,…,N)。模型

构建涉及多个未知量，一般采用近似方法求解，

如利用 Gibbs 抽样估计 w 的主题分布 [8]。

本研究借助“中文情感词汇本体”，提取

情感词，构造基于情感词序列的评论描述。再

利用 LDA 隐主题模型对评论集进行情感主题分

析，挖掘评论内容中的用户情绪。

4.3  情绪可视化

可视化作为一种能够直观展现数据特征的

方法，为人们整合海量数据并从中提炼模式与

规律提供了便利。信息可视化模型很多，较经

典的是 S. K. Card 提出的信息可视化参考模型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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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4）。信息可视化参考模型涉及数据收集、

数据处理与变换、可视化映射以及人体视觉感

知 4 部分。可视化映射是转换过程的关键。可

视化技术根据数据对象特征进行开发，基础的

统计可视化方法包括条形图、饼图、雷达图等，

而关注于如何形象展现文本中的语义特征以及

这些语义特征随时间的演变规律等的文本可视

化方法则有静态的词云以及动态的主题河等。

本研究涉及的可视化技术包括基于统计

的条形图、饼图以及基于文本的词云与主题聚

类可视化。对于主题聚类可视化，笔者应用了

LDAvis[24]。LDAvis 是 C. Sievert 与 K. E. Shirley
基于 R 语言开发的一个交互式 LDA 隐主题建模

结果可视化工具，可动态展现 LDA 隐主题聚类

的直观效果，采用交互方式调整参数，观察主

题汇聚效果及主题上关键词项的分布。

图 4  S. K. Card 的信息可视化参考模型 [23]

5  实验与分析

本研究以书评为对象，对评论中的用户情

绪进行识别、抽取、汇聚及可视化分析。研究

涉及 3 个主要实验：基于情感词典的情绪提炼、

基于情感主题建模的用户情绪挖掘与分析以及

相关可视化。分析语言采用 R，数据可视化部

分 主 要 运 用 Tagxedo (http://www.tagxedo.com/)
的词云以及 LDAvis 图。

5.1  数据获取与基于情感词典的用户情绪识别

语 料 源 自 豆 瓣 读 书 (https://book.douban.
com/)。豆瓣为第三方评论平台，可信度普遍高

于电商平台的评论。依据主流购书网站的图书

口碑排名，本研究选择了《白夜行》等 12 本文

学类畅销书为分析对象。于 2016 年 10 月至 11
月间，用爬虫抓取相关图书页面“书评”区评

论（区别于“短评”区评论），实际抓取评论

共 23 683 条。其中字数大于 300 的长篇幅评论

共 12 316 条，约占抓取评论数量 52%。为了确

保评论质量，实际分析语料仅保留有用性投票

量大于 5 的评论，共 1 555 条评论数据，约占长

篇幅评论数据的 13%。12 本书平均有效数据约

为 126 条。

原始书评经过分词、分句、词性标注等预

处理，保留名词、形容词以及动词作为候选，

采用词典匹配模式，对候选词项进行情感词辨

别，依据词典标注赋予词条情感类标及情感强

度。相关实验涉及情感本体词汇 1 829 项，约占

情感本体词汇总量 7%。

5.2  情感主题建模

在识别情感词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了隐

主题模型LDA，对情感内容描述进行主题聚类，

以更好地凝聚评论内容中蕴含的情感特征。

5.2.1  建立情感主题模型

首先进行模型的优选参数实验。依据胡吉

明与陈果 [25] 的研究，LDA 的超参数 α 与 β 分别

取 {0.1, 0.5, 0.9}与 {0.01, 0.1}时模型效果较好，

故本研究组合两组取值，对 6 种参数设置进行

效果对比，以明确最优参数。模型评价采用主

题间相似度，见公式 (1)：

公式（1）
其中，ci、cj 分别对应聚类主题 ti、tj 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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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向量，win 为词语 n 在主题 i 中的权重。模型

的相似度为聚类主题相似度的均值，该指标越

小，表明主题聚类差异显著，聚类效果好。以《小

王子》为例（见图 5），当 α=0.9 且 β=0.01 时，

主题模型的聚类效果最佳。图中，X 轴对应主

题数，Y 轴对应模型中主题间相似度。进一步，

利用 LDAvis，通过动态参数调整，确定最佳主

题数 K。如图 6 所示，当 K=5 时，LDA 模型中

的各个主题之间相离较远，主题凝聚的效果最

佳。

图 5  参数设置与模型相似度指数分布

图 6  主题聚类可视化 LDAvis（K=5）（运行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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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基于 LDA 模型的书评情感主题

实现结果展示，主题聚类揭示出人们对作

品的感知与情绪。以《小王子》与《白夜行》为例，

表 1 和表 2 分别列出两本书书评的情感主题分

析结果。尽管长评中词语的分布会比较分散，

前几项占比偏低，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可反映出

评论表达的情感色彩。如表 1 显示，《小王子》

书评中的用户情绪主要是喜欢、友谊、孤独、

爱情以及回忆，整体是正向情感状态。而内容

为凄凉爱情和冷静推理的《白夜行》书评中的

用户情感则是绝望、理解与肯定、失去与不幸

以及献身，整体表现为负面的情感状态，如表 2
所示。可见，从阅读感受上看，书评情感主题

聚类结果与书的内容是十分吻合的。



319

表 1  《小王子》情感主题与例句

主题 主要关键词 前 20 项占比 例句

1 喜欢、理解、纯真、享受、珍惜 32.4%
“……或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长大后才
读完这本书，所以不可避免地喜欢那只狐狸……爱
童话的人是拿一颗赤诚的心去读童话的……”

2 重要、朋友、心灵、仰望、美好 32%
“……人们不再有时间去了解事情了，他们总是到
商店里买现成的东西，却没有一家店贩卖友谊……
真正重要的东西是肉眼看不到的……”

3 孤独、奇怪、痛苦、寂寞、亲爱 13.1%
“……小王子与玫瑰花就此道别，他们彼此回到他
们所习惯的，孤独的常态中……”

4 幸福、爱情、美丽、愿意、耐心 11.5%
“……狐狸被这样的幸福淹没了。这就象花一样。
如果你爱上了一朵生长在一颗星星上的花，那么夜
间你看着天空就感到甜蜜愉快……”

5 希望、喜欢、快乐、微笑、骄傲 11%
“……回忆的味道，就像柠檬草的香味。但是，是
放下了的，还是会有余香的……”

表 2  《白夜行》情感主题与例句

主题 主要关键词 前 20 项占比 例句

1 爱情、绝望、希望、失去、伤害 35.1% “……爱情是自私的，而感情，却真的真的，可以是
无限大的。大于原罪和赎回，也大于希望与生命……”

2 重要、理解、肯定、相信、获得 19.4%
“正好看到城下的分析，和我的理解基本相似……
”“中文版白夜行的成功，50% 的归功于原作，50%
归功于翻译……”

3 幸福、失去、伤害、不幸、伪装 19%
“……毫无疑问，她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在被禽兽折
磨的过程中，她也异变成了一个禽兽，一个遗传了她
母亲卑贱品格的女人……”

4 怀疑、离婚、强暴、杀害、窃取 14.6%
“……怀疑雪穂把事件伪装成事故死，并且故意推迟
了死亡的发现时间……高宮雪穂找到女性律师商量离
婚的事……”

5 人物、犯罪、献身、凶手、诡计 12% “……唐泽和桐原都是彼此在黑暗中宝贵的第二道阳
光，纵然桐原舍身，唐泽也只能毅然转身离去……

5.3  基于情感词典与情感主题的用户情绪提炼内

容可视化

为了更加直观地反映研究结果，进一步的

实验通过可视化方法，对基于情感词典与情感

主题的用户情绪提炼内容进行可视化描述。

在基于情感词典的评论内容情感分析方面，

以展现人类孤独寂寞又讴歌真善美的《小王子》

为例，评论内容情感分布示意如图 7 所示。由

图 7 可见，该书以正向温暖的情绪 ( 乐、好 ) 为
主，同时包含有一定的悲伤情绪 ( 哀 ) 和负面情

绪 ( 恶 )，用户评论中的情绪与书籍内容呈现情

感状态基本一致。但具体到个体评论，笔者随

机提取两个案例，用饼图绘制评论中的情感类

型分布（见图 8）。显然，左边评论人感受到的

是伤感，而右边评论人则更多感受的是美好和

善良。借助可视化，可清晰地观察到读者感知

状态的差异。

进一步用词云分析书评情感分布，如图 9
所示。图左边是基于全体实体词生成的词云，

右边为基于情感词生成词云。从词云中观察

到《小王子》带给人们的是“幸福”“孤独”“美

好”“快乐”等感受，与作品主题一致。而

对比左右两个词云可以看出，情感词云能更

直观展现书评中读者的感受。显然，对于体

验型产品评论，基于情感词的分析能够更好

地刻画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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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小王子》每条评论情绪属性统计（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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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小王子》评论情绪属性分布（个例分析）

图 9  《小王子》全体实词词云与情感词词云比较

在基于情感主题的评论内容情感分析方面，

使用词云可视化聚类主题。由图 10 可见，《小

王子》情感主题 3 的词云直观地将对应主题中

最核心词语“孤独”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还

包括“朋友”“寂寞”“痛苦”等重要的主题词。

可见，情感主题分析能更好地揭示出评论人对

书籍的感知，不仅是对图书的整体感知，甚至

是对书中情节或人物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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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小王子》情感主题 3 词云

6  讨论

对书评进行细粒度情感分析，使我们能够

获悉用户对书的感知，从而从用户感知的视角

描述书籍，进而实现基于评论的图书风格对比、

争议书籍的主流观点追踪、评论关注点分析及

评论质量分析等应用。

6.1  基于用户感知的图书风格对比

书的情感风格不同，带给读者的感知情绪

亦不同，用户感知情绪与图书内容的情感状态具

有一致性。通过分析评论的情感分布与主题，能

够提炼书的风格，实现基于感知的书籍检索与推

荐。图 11 为 12 本书的情感极性分布对比图，直

观地呈现出不同书籍在情感风格上的差异。如《白

夜行》《百年孤独》《活着》等书籍的情感偏负

向，而《岛上书店》《解忧杂货铺》等书籍的情

感偏正向，结论基本符合图书主题内容反映的情

感状态。图 12 为 12 部书细粒度情感分布对比图，

更细致地刻画出书带给读者的感受。以“爱”为

主题的《小王子》融合的是欢乐与忧伤的情感；

《百年孤独》与《活着》是国内外社会变革背景

下人的故事，描绘人与家族之间的兴衰变更和苦

难历史，“悲伤”成为两部作品的主要基调；而

《平凡的世界》反映的是沉重生活中的真善美，

获得了更多的读者正面的认知和感受。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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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十二本书情感属性统计正负情感倾向对比

6.2  争议书籍的主流观点追踪

通过对存在争议的书籍进行评论情绪挖掘，

可以获取读者的主流观点的流动方向与原因，

进而对书籍的评价与营销行为产生积极作用。

以《三体》为例，由图 13 可知，读者对本书的

意见呈现两极化，但正反意见在不同时间段对

立出现，并逐渐趋于统一。而差异的减少或增

加可能与本书的获奖、电影化等行为息息相关。

6.3  基于情感特征的评论分析 
情感为主观性文本所特有，细粒度情感分

析在主观性文本挖掘中有着重要应用价值，如

不同星级评价下读者感知情绪的差异及关注点

分析。以《白夜行》为例，如图 14 可知，在 5
星评价中，评论者倾向于对自己的感知进行更

加细致的描述，而在 1 星评论中，评论者倾向

于宣泄自己的不满。从这点来看，对体验型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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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商家可以从好评中获得更多用户在使用过

程的不同体验，因而好评的利用价值更高。由

此，我们认为，情感特质是富含用户观点的主

观性评论资讯的本质特质，一但把握这一特质，

就能够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与管理，从而更好

地发挥主观评论类资讯的信息价值。

0% 20% 40% 60% 80% 100%
白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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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用户评论的情绪分布（百分比图）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

正面 负面

图 13  《三体》正负面情感追踪

0

0.005

0.01

0.015

0.02

0.025

0.03

0.035

0.04

0.045

1 2 3 4 5

各
类

情
绪

词
与

总
词

量
之

比

评论评价星级

乐 好 怒 哀 惧 恶 惊

图 14  《白夜行》用户平均情绪值与评价星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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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和后续研究计划

本研究以豆瓣网站书评为分析对象，借助

中文领域的情绪词典与 LDA 隐主题建模方法实

现细粒度情感要素提炼，并采用可视化技术对

评论内容中反映的情绪要素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①主题分析法和词典法均能有

效提炼评论内容中的用户情感要素并各有所长，

前者可以提供更细腻的情感描述、用户感知，

后者能够直观地呈现评论内容中蕴含的情感分

布。②从全体用户评论中提炼的情感状态与书

的主题情感具有一致性，可基于评论中的情感

状态明确书的情感风格定位。同时，读者感知

情感存在差异，需进一步获悉读者在阅读中的

情感诉求。结合两者，商业领域对体验型商品

可以实现基于情感的广告推荐与情感营销等。

③基于情感特征的词云、条形图、饼图等多种

可视化方法是呈现用户感知的更好方式。④基

于用户情绪感知描述书籍，是探究实现基于情

绪的书籍分析、检索、推荐的有效方法。

今后，笔者将进一步完善实验，尝试识别

情感本体现有 7 种情感以及情感主题的对立关

系，进而在词匹配的基础上尝试引入程度副词

与否定词等语法特点，更加精确真实地揭示评

论所反映的情绪特点，并尝试引入更多的可视

化方法。同时，将探索细粒度情感挖掘的一些

实际应用，如基于用户感知情绪的图书风格等

多种对比、争议书籍的主流观点追踪等，并对

更深入的应用提出建议。另一方面，笔者还会

将细粒度情感分析引入搜索类商品评论分析，

从商业运营角度，对情感营销的有关问题进行

探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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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

和招生规模的日益扩大，大学生找工作难、企

业招人难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在某种程

度上，我国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间的不匹

配，造成了这种双重困境。特别是在信息时代

中，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变化迅速，与之相矛盾

的是高校人才培养周期长，专业课程设置滞后，

导致学生的培养脱离实际需要。因此，在高速

发展的信息时代中，快速、准确地洞察企业对

所招岗位技能需求显得格外重要。随着互联网

的普及，网络招聘成为企业招聘的主流方式。

招聘网页中常含有企业对所招岗位技能需求的

【学术探索】

一种结合字面与上下文相似性的招聘网
页技能词语规范化方法
◎孙瑜 1  姜金德 2 
1 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南京  210019
2 南京晓庄学院商学院  南京  211171

摘要：[ 目的 / 意义 ] 针对招聘网页文本存在许多英文技能词语拼写错误的问题，提出一种招聘网页技

能词语规范化方法。[ 方法 / 过程 ] 结合字面相似性和上下文相似性，度量技能词语的相似度，形成相似

技能词语网络，从而对招聘网页文本中的技能词语进行规范化。[ 结果 / 结论 ] 从国内主流招聘网站前程

无忧获取一周计算机类岗位求职信息，使用提出的方法进行招聘网页英文技能词语规范化。实验结果表明，

提出的方法能够自动、准确、快速地规范招聘网页文本中的技能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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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反映了当前就业市场对人才的技能

需求。因此，通过分析招聘网页信息，了解整

个社会对某领域人才技能需求是一种有效的实

现途径。由于招聘网页为非结构化的文本，需

要进行一系列的自然语言处理操作，从而获取

相关的结构化的技能信息。然而，不同于传统

的经过严格编辑和修订的文本，网络招聘文本

书写通常不规范，特别在一些领域中，技能通

常为一些英文词语，存在许多错误拼写，如将

“Oracle”错拼为“Orace”、将“Linux”错拼

为“Liunx”等。招聘网页文本技能书写的不规

范对基于传统规范文本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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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干扰。因此，在对招聘网页文本进行技能

需求分析之前，将招聘网页文本中拼写不规范

的英文技能词语转换为规范形式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已经有一些研究尝试利用网络招

聘信息分析企业招聘岗位对技能的需求 [1-6]。但

是，这些研究通常采用手工方式进行技能词语

规范，这不能适应招聘网页更新快速、数据量

大的特点。目前，对招聘网页中技能词语进行

自动规范的研究还较少。文献 [7] 针对招聘文本，

提出用词向量聚类的方法进行技能词语规范化

处理，然而，该方法没有考虑拼写错误的技能

词语通常具有相似的字面形式，并且词向量模

型不能很好地为低频词语产生准确的词向量，

从而影响技能词语规范化的效果。

通过仔细观察招聘网页文本中的技能词语，

可以发现错拼的词语通常具有相似的字面形式，

并且具有相似的上下文技能词语术语，因此，

笔者提出结合字面和上下文相似性的方法度量

技能词语的相似度，形成相似技能词语网络，

从而对招聘网页文本中的技能词语进行规范化。

实验表明，笔者提出的方法能够自动、准确、

快速地规范招聘网页文本中的技能词语。

1  相关研究

词语规范化（lexical normalization）是将多

个词语归纳成一个等价类，是众多自然语言预

处理的一个重要步骤。例如机器翻译、命名实

体抽取、信息检索等研究，它们处理的数据都

是经过规范化后的“干净”语料，从而降低模

型的复杂度。词语规范化是语料预处理的一个

关键步骤，一直以来都备受研究者关注，尤其

是随着近年来社交媒体上的文本呈爆炸式增长，

社交媒体文本词语规范化成为研究的热点。

早期文本规范化工作大多使用噪声信道模

型。文献 [8] 首先将噪声信道模型应用于文本规

范化任务，提出一种基于字符串编辑的噪声信

道模型，该模型对子串转换的概率建模，可提

高文本规范化的效果；文献 [9] 通过扩展噪声信

道模型中错误模型（将词之间的语音相似性加

入错误模型），通过学习规则来预测每一个字

符的发音，并且预测依赖于词中的相邻其他字

符。但这种模型为有监督模型，需要大量标注

语料对模型进行训练。

以噪声信道模型为基础，目前的词语规范

化方法可分为拼写修正法、序列标注法和机器

翻译法三大类。拼写修正法假设单词变成非标

准词的过程是相互独立的，则文本规范化问题

可以简化为单词拼写修正问题。序列标注法将

词语规范化任务看作一个序列标注问题进行求

解。首先针对文本中的每个单词生成候选的若

干个规范化单词，然后采用维特比算法基于语

言模型进行求解，得到联合概率最大的单词序

列作为规范化结果。通常所采用的序列模型有

隐马尔科夫模型 [10] 和条件随机场 [11]。机器翻

译法借助词对齐概念，对非标准词—标准词

关系中的一对多、多对一和多对多映射进行

建模 [12-13]。其中，序列标注和机器翻译方法

是有监督的方法，需要大量标注数据训练模

型，训练数据需要耗费大量人力进行手工标

注。因此，利用非监督的拼写修正方法规范

词语成为研究的热点。

拼写修正方法主要包括基于词形相似性和

基于上下文相似性两类。基于词形相似性的方

法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通过计算单词的编辑距

离来表示单词相似性，而在社交文本中，非标

准词形很可能和标准形式大相径庭，文献 [14]
提出针对社交文本的词语相似性模型，使用近

音拼写、单词裁剪等变化形式度量单词相似性。

词语的上下文相似性则指不同单词出现在相似

上下文中的概率。目前，通常使用神经网络训

练出来的词向量 [7, 15-17]。特别地，文献 [7] 提出

利用 word2vec 词向量表示技能词语以及上下文，

以进行招聘文本技能词语规范化。

目前的拼写修正方法大多针对社交网络文

本，相较于社交网络词语的多种形式，招聘网

页文本技能词语通常具有字面相似性；而上下

文中使用词向量方法并不适用，因为词向量更

适合准确地表示高频词语，低频词语的词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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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准确，从而影响了上下文词语相似性计算。

笔者提出的方法是针对招聘网页文本的无监督

的拼写修正方法，不需要使用标注数据，适应

招聘网页更新快速、数据量大的特点。

2  结合字面和上下文相似性的技能词
语规范化方法

招聘网页中错拼的词语通常具有相似的字

面形式，如将“Oracle”错拼为“Orace”等。但是，

如果仅仅使用字面相似性也可能造成一些非错

拼的词语被误认为是错拼词语，如“Radware”
与“Hardware”虽具有相似的字面形式，但是

为两个不同的词语，“Radware”为一家领先的

智能化解决方案供应商，致力于确保快速、可

靠、安全地交付网络或基于网络的应用程序，

而“Hardware”表示计算机系统的组成硬件。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错拼的词语通常具有相似

的上下文词语，而非错拼的相似字面形式词语

通常具有不同的上下文技能词语。例如，“Oracle”
与“Orace”通常都与“数据库”“SQL”等词

一起出现；而词“Radware”通常和“WebLog-
ic”“Bea”“Server”等词同时出现，“Hardware”
则和“显示器”“主板”“CPU”“内存”等

词一起出现。

因此，针对中文招聘网页文本中存在许多

英文技能拼写错误的问题，笔者提出一种结合

字面和上下文相似性的技能词语规范化方法，

方法总流程如图 1 所示。方法主要分为预处理、

计算技能词语对相似性和生成技能词语相似网

络等 3 个步骤。首先对获取的招聘网页文本进

行相关预处理工作，然后计算技能词语对的字

面相似性和上下文相似性，形成技能词语相似

性度量，根据词语相似性度量形成相似技能词

语网络，以进行技能词语规范化。

预处理 
字面相似性 

上下文相似性 

招 招聘

网页 
招聘

网页  
生成技能词

语相似网络 

计算技能词语对相似性 

规范化 
技能词语 

图 1  结合字面和上下文相似性的技能词语规范化方法总流程

2.1  预处理

由于招聘网页文本是非结构化的网页结构，

而且除了包含技能等所需信息之外，还包括其

他大量噪音信息，如广告、图片动画、与主题

无关的超级链接、脚本语言以及各类标签。因

此，需要针对招聘网页文本结构，借助网页文

本分析工具解析包解析网络文本，提取出招聘

网页中与招聘分析信息有关的文本结构。然后，

对获取的相关文本内容进行去重、词性标注、

英文大小写转化等操作。由于本文旨在对招聘

网页文本中的英文技能词语进行规范化，因此，

预处理阶段将过滤掉中文词语，仅保留英文技

能词语。图 2 为对一个招聘网页文本进行预处

理示例，保留了任职要求中的所有英文词语，

一个岗位招聘网页文本形成一个对应的岗位技

能词语文本。

2.2  计算技能词语对相似性

为了规范技能词语，需要计算技能词语之

间的相似度，以判断两个词语为同一技能的可

能性。笔者从技能词语字面和上下文两方面衡

量技能词语的相似性，当两个词语字面越相似，

上下文越相似，则越可能是同一技能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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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 class="sp4"><emclass="i4"></em>04-21 发 布

</span><divclass="clear"></div><divclass="clear"></div></div></d

iv></div><divclass="tBorderTop_box"><h2><span class="bname">

职位信息</span></h2><divclass="bmsgjob_msg inbox"><p>任职要

求：</p><p>1、1 年以上 Java 开发经验；对软件工程和相关标准

有良好的认识；具有较强的面向对象思维；精通设计模式；

</p><p>2、熟悉 Spring、MyBatis 等主流 J2EE 技术；熟练使用

Oracle 数据库，并有一定的 SQL 优化经验；</p><p>3、熟悉

Javascript、JQuery、BootStrap、CSS 等技术；熟悉 Linux 操作系

统；熟悉 Tomcat 应用服务器；</p><p>4、有 Spark、Hadoop 开发

经验者优先</p><p>5、能够承受压力、基础扎实、思路清晰，有

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有责任心，具有良

好的团队合作意识。</p><p>五险一金：享受齐全的社会保险，包

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以及住房公积金。 

java spring mybatis 

j2ee oracle 

sqljavascriptjquery 

bootstrap csslinus 

tomcat spark hadoop 

图 2  招聘网页文本预处理示例

2.2.1  字面相似性

最具有代表性的基于字面相似性的方法是

通过计算词语的编辑距离 (Edit Distance, ED)[18]

来表示单词的相似性。编辑距离指使一个候选

技能术语变为另一个候选技能术语而进行的插

入、删除、替换等操作的最少次数。编辑距离

不仅考虑了两个候选技能术语之间相同字符的

数目，还考虑了它们之间位置关系，通常，编

辑距离越小，说明两个候选技能术语越相似。如，

“oracle”与“orace”的编辑距离为 1。由于编

辑距离没有考虑候选技能术语本身长度，因此

笔者将两个候选技能术语的长度融入编辑距离，

形成归一化编辑距离 (Normalized Edit Distance, 
NED)，其定义如下：

 ( , )
NED( , )

| | | |
i j

i j
i j

ED w w
w w

w w
=

+
            公式 (1)

在公式（1）中，ED (wi, wj) 表示技能词语

wi 与 wj 之间的编辑距离。由 NED 定义可知，

NED 越小，则两个技能词语术语越相似，当 wi

和 wj 完全相同时，其 NED 为 0。“oracle”与

“orace”的 NED 值为 1 0.09
6 5

=
+

。

基于归一化编辑距离，词语 wi 与词语 wj 之

间的字面相似性 strSim 定义如下：

 1( , ) ,
( , )i j i j

i j

strSim w w w w
NED w w

= ≠
    公式 (2)

由公式 (2) 可知，当两个词语归一化距离越

小，则字面相似性越大，表明两个词语越可能

是同一词语，为了避免分母为 0，不考虑 wi 和

wj 完全相同的情况。

2.2.2  上下文相似性

相似技能词语通常有相似的上下文技能词

语。因此，可以利用技能词语的上下文判断技

能词语的相似度。具体地，给定词语 wi，Di 为

包含技能词语 wi 的所有岗位技能词语文本集，

即 Di={Di1,...,Dim,...,Din}， i imw D∈
。

笔者定义两
个上下文相似性 conSetSim 和 conFreSim，其中

conSetSim 的定义如下：
 | |

( , )
| |

i j
i j

i j

S S
conSetSim w w

S S
∩

=
∪

          公式 (3)

在公式（3）中，Si 为wi 的上下文技能词语集，

 { | }i i iS w w D w w= ∈ ∧ ≠ ；同样地，Sj 表示 wj 的
上下文技能词语集。由公式（3）可知，当技能

词语 wi 与技能词语 wj 的上下文技能词语集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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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技能词语越多的时候，则 wi 与 wj 越相似，

越可能是表示相同概念的技能词语。

conFreSim 的定义如下：

i

i

S S

2 2

S

( , )
( ) ( )

j

j

w w
i j

w
i j w w

i j
w w S

n n
conFreSim w w

n n

∈ ∩

∈ ∈

×

=
×

∑

∑ ∑
公式 (4)

在公式（4）中，  w
in 表示词语 w 在词语 wi

的岗位上下文词语文本集 Di 中出现的次数；类

似地， w
jn 表示词语 w 在词语 wj 的岗位上下文词

语文本 Dj 中出现的次数。由公式（4）可知，

conFreSim 与 conSetSim 的相同之处都是通过上

下文词语集来度量词语相似度，但是 conFreSim
还考虑了上下文技能词语集中每个技能词语出

现的次数。

综合考虑字面相似性和上下文相似性两个

指标，形成最终的指标 strSim-conSetSim 和 str-
Sim-conFreSim 两个相似性指标，它们的定义如

下：

( , ) ( , ) ( , )i j i j i jstrSim conSetSim w w strSim w w conSetSim w w− = ×     公式 (5)
( , ) ( , ) ( , )i j i j i jstrSim conFreSim w w strSim w w conFreSim w w− = ×    公式 (6)

 由公式（5）和（6）可知，当 wi 和 wj 的

字面相似性越大，上下文相似性越大时，指标

strSim-conSetSim 和 strSim-conFreSim 越大，表

明 wi 和 wj 越可能是相同的技能词语。

2.3  生成相似技能词语网络

根据技能词语对的相似性，可以生成相似

技能词语网络，以找到所有表示相同技能概念

的技能词语。相似技能词语网络中的每个顶点

表示一个技能词语，网络之间的无向边为相似性

大于某个预先设定的阈值的技能词语对。根据

生成的无向网络，寻找网络中所有的连通网络，

即为表示相同概念的技能词语集。使用每个集

合中出现频次最高的技能词语术语表示该集合，

以进行技能词语规范化操作。图 3 为相似技能

词语网络示例。在图 3 的相似技能词语网络中，

共有 3 个连通网络，形成 3 个技能词语集合，

即 {websphere, webspere, websphare}、{visio、
viso、vioso}、{zibbix、zabbix、zabix}。

websphere 

webspere 
websphare 

visio viso vioso 

zibbix zabbix 
zabix 

图 3  相似技能词语网络示例

3  实验

3.1  数据集

为了验证笔者提出方法的可行性与有效

性，实验抓取国内主流招聘网站前程无忧

(www.51job.com) 招聘网页数据，以规范技能

词语。前程无忧是一家网络招聘服务提供商，

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才招聘网站之一。按照

职能的划分，在前程无忧网站选取“计算机 /
互联网 / 通信 / 电子”职能抓取数据（数据抓

取日期：2018-3-19 至 2018-3-26）作为招聘网

页集，去除内容重复、全英文、没有写明任职

要求的招聘网页，最后共得到 14 678 个相关

招聘网页。

3.2  实验步骤与评估方法

实验首先对招聘网页文本进行预处理，包

括使用 Beautifulsoap 定位，解析网页内容，获

得岗位技能要求文本，使用结巴分词进行词性

标注、英文大写转化为小写等工作，最终保留

英文技能词语，共得到 7 156 个不同的英文词语。

分别计算两两不同技能词语的字面相似性和上

下文相似性，最终形成相似度，人工设定阈值

为 7，形成相似技能词语网络，找出相似技能词

语网络中所有的连通网络，形成技能词语集合，

使用各集合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词语作为规范词

语进行规范化。

实验对技能词语对相似性进行人工标注，

判断其是否为同一技能概念，采用 P@N 方法评

价正确评估的技能词语对，其公式如下：

 %100
#

N#@ ×=
对相似技能词汇对前

同一技能概念对相似技能词汇对中为前

N
NP

公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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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结果

3.3.1  技能词语相似性方法评估

实验首先评估第 3.2 节中提出的技能词语相

似性方法，为此分为 4 组分别进行比较，分组

如表 1 所示：

表 1  相似方法方法

序号 比较方法 计算方法

第 1 组
strSim 公式（2）

conSetSim 公式（3）
conFreSim 公式（4）

第 2 组
strSim 公式（2）

conSetSim 公式（3）
strSim-conSetSim 公式（5）

第 3 组
strSim 公式（2）

conFreSim 公式（4）
strSim-conFreSim 公式（6）

第 4 组
strSim 公式（2）

strSim-conSetSim 公式（5）
strSim-conFreSim 公式（6）

第 1 组使用字面相似性和两种上下文相似

性分别计算词语对的相似性。其结果如图 4 所

示。由图 4 可见，在 3 种相似性计算中，在前

600 对技能词语对中，strSim 方法准确率最高，

但是在 600 对技能词语对之后，strSim 方法准

确率迅速下降，低于上下文的两类方法 conSet-
Sim 和 ConFreSim。而上下文相似度的两种方

法中，conSetSim 好于 conFreSim。strSim 方法

利用字面计算词语对的相似性，能够较为准确

地得到一些拼写错误的词对，但是也存在一些

错误，如，技能词语“spring”和“swing”虽

然字面相似，但并非同一个技能概念，是两种

不同的计算机技能词语。conSetSim 和 conFreS-
im 方法利用词语的上下文判断词语间的相似

性，有着较为稳定的准确率，其中 conFreSim
考虑上下文技能词语的词频，能够更加精确地

刻画技能词语对的相似性，因此准确率好于

conSetSim 方法。

50

60

70

80

90

100

200 400 600 800 1 000 1 200 1 400 1 600

P

@N

strSim conSetSim conFreSim

图 4  第 1 组技能词语对相似性方法比较结果

第 2 组评估使用上下文相似度 conSetSim
和字面相似度 strSim 的混合方法 strSim-con-
SetSim 方法，已评估 strSim-conSetSim 方法

是否能够提高准确率（见图 5）。由图 5 可

见，结合字面相似性和上下文相似性的 str-
Sim-conSetSim 方法明显提升了准确率，该方

法总体也好于单独使用字面相似性 strSim 和

单独使用上下文相似性 conSetSim 的方法。

这表明，字面相似性从字面上计算词语对的

相似性，而上下文相似性从词语上下文计算

词语对的相似性，两者相互补充，能够取得

更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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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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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Sim conSetSim strSim-conSetSim

图 5  第 2 组技能词语对相似性方法比较结果

第 3 组方法比较了上下文相似性 conFreSim
和字面相似性 strSim 结合的方法 strSim-conFreS-
im 对性能的影响（见图 6）。由图 6 可见，结果

与第 2 组结果类似，结合字面相似性和上下文相

似性的 strSim-conFredSim 方法明显提升了准确

率，该方法总体好于单独使用字面相似性和单独

使用上下文相似度的方法。这进一步证明结合字

符相似性与上下文相似性能够取得更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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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第 3 组技能词语相似性方法比较结果

第 4 组方法比较了两种字面相似性和上

下文相似度结合方法，即 strSim-conSetSim 和

strSim-conFreSim 方法，并使用 strSim 作为基

准方法，结果如图 7 所示。由图 7 可见，两种

结合方法中，strSim-conFreSim 方法略好于 str-
Sim-SetSim，此结果与第 1 组方法中 conFreSim
方法好于 conFreSim 方法结论一致。相较于

conSetSim 方法，conFreSim 方法考虑上下文技

能词语的频次，能够更加精确地刻画词语，因

此准确率好于 conSetSim 方法。

3.3.2  与其他方法比较

接着，实验使用第 3.3.1 节中最佳方法 str-
Sim-conFreSim与文献 [7]中的方法进行了比较，

并使用 strSim 方法作为基准方法。文献 [7] 使用

神经网络词向量方法，利用技能词语的上下文

计算词语向量，以规范化招聘文本技能词语，

笔者将其简称为 word2vecSim 方法。实验结果

如图 8 所示。由图 8 可见，笔者提出的方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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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word2vecSim 方法，strSim 方法也优于 word-
2vecSim 方法。原因主要有 3 个：① word2vec
使用神经网络计算词向量，虽然考虑了上下文，

但是 word2vec 只有当技能词语大量出现时，才

能获得较好的准确度，而当技能出现较少时，

则性能并不好；② word2vec 考虑的上下文不仅

仅有技能词语，还有其他非技能词语，这样会

影响技能词语的利用，从而不能准确地产生技

能词语向量；③ word2vec 没有考虑技能词语对

的字面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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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第 4 组技能词语对相似性方法比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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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与其他相似性方法比较结果

3.3.3  实际案例分析

表 2 列 出 了 3 个 实 际 案 例。 表 2 中 的

第 1 对词语对，具有较大的字面相似度，且

具有较大的上下文相似度，从而最后的 str-
Sim-confreSim 相似度值较高，可以判断它

们为同一技能概念。表 2 中的第 2 对词语对，

虽然具有较大的字面相似度，但实际为两个

不同的技能词语概念，它们的上下文相似度

并不高，最终的 strSim-conFreSim 相似度不

高，因此不是同一技能概念。表 2 中的第 3
对词语对为两个相关的技能词语，因此具有

较高的上下文相似性，但是两者字面相似性

很小，可以判断不是同一技能概念。这表明，

通过结合字面相似性和上下文相似性能够获

得比单独使用其中一种方法更准确的技能词

语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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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例分析

序号 词 词 strSim conFreSim strSim-conFreSim
1 oracle oralce 6.00 3.15 18.90
2 fireworks framework 6.33 0.59 3.73
3 mapreduce hadoop 2.14 2.67 5.71

3.4.4  规范化实例

最后，实验通过相似技能词语网络，找到

连通网络，形成若干技能词语集，采用集合中

最大词频作为标准化词语，表 3 列出部分规范

化实例。由表 3 结果可见，笔者提出的结合字

相似性和上下文相似性的方法，能够很好地规

范化招聘网页中拼写错误的技能词语。

表 3  词语规范化实例

序号 技能词语集 规范化词 序号 技能词语集 规范化词

1

android
andriod
anroid
andorid
andoird
androin
andiod
androd

androrid
androi
andoid

android 4

jquery
jquey
jqueyr
jqurey
jqeury
juqery
juqery
jqery
jquer

jquery

2

eclipse
eclips
eclise
eclipe
elipse

eclipse 5

hibernate
hibenate
herbinate
hibernat
hiberate
hibernet

hibernate

3

mybatis
mybaits
mybaties
myibatis
mybaitis
mybiatis
mybtis

mybastis
mbatis
mybits

mybatis 6

struts
structs
stucts
struct
strut
strus
strust

struts

4

javascript
javascrip
javascrpt

jscript
javasript

javasscript
javascipt
javacript

javascripts
javascrpit
javasprict
javascrtip
javscript
javescript
javascritp

javascript 8

oracle
oralce
oracel
orcale
orcle
orcal

oraccle
oracl
orale
oracal
orace

oracle

4  总结

网络招聘信息中常含有企业对所招岗位技

能需求的具体描述，反映了当前就业市场对人

才的技能需求。因此，通过分析网络招聘信息，

了解整个社会对某领域人才技能需求是一种有

效的实现途径。然而，不同于传统的经过严格

编辑和修订的文本，网络招聘文本书写通常不

规范，特别在一些领域中，有关技能的描述通

常为一些英文，产生许多错误拼写。网络招聘

文本技能词语书写不规范的特点，基于传统规

范文本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再使用中会受到干

扰。因此，在网络招聘文本进行技能需求分析

之前，将网络招聘文本中拼写错误的英文技能

词语转换为规范形式显得尤为重要。笔者提出

结合字面相似性和上下文相似性的方法度量技

能词语的相似度，根据技能词语的相似度，形

成相似技能词语网络，从而规范化招聘网页文

本中的技能词语。从国内主流招聘网站前程无

忧获取一周计算机类岗位求职信息，使用提出

的方法进行招聘网页英文技能词语规范化。实

验结果表明，笔者提出的方法能够自动、准确、

快速地规范化网络招聘文本中的技能词语。从

而进行招聘岗位技能需求分析和知识发现，化

解就业知识供需不对称问题，帮助高等院校和

大学生合理有效地利用网上就业信息资源，帮

助高校专业管理者快速洞察企业对专业人才的

技能需求，为其制定符合企业需求的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提供情报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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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CNNIC 第 40 次统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 7.51 亿，互联网

普及率达到 54.3%。Web 2.0 时代更加注重网络

用户行为的交互性，互联网作为网络信息衍生

和传播的平台，已经分化出如微博、微信等精

细化、垂直化的网络社交平台，也可以称之为

虚拟社区，在虚拟社区中信息流动及信息共享

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数字化及“互联网

+”的大背景下，科研人员之间的交流方式也随

【学术探索】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虚拟学术社区知识
共享研究
◎祁凯  张子墨

哈尔滨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哈尔滨 150025

摘要：[ 目的 / 意义 ] 虚拟学术社区的兴起为科研工作者们进行合作交流、参与同行评议、分享自己研

究成果提供了新渠道。面对 Science 2.0 环境下海量学术信息的分散性、碎片性和时效性，如何推动科研工

作者利用虚拟学术社区进行快速、高效的知识共享成为大数据时代的重要课题。[ 方法 / 过程 ] 以科学网为

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挖掘虚拟学术社区中的意见领袖，通过计算中心度和影响力系数等指标，指出意

见领袖在知识共享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据此设计虚拟学术社区成员关系模型，并进一步分析影响知识共享

的主要因素。[ 结果 / 结论 ] 构建了虚拟学术社区知识共享路径，实现了线上和线下协同发展，提高了知识

的耦合性和重用性，进而推动科研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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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变革，虚拟学术社区应运而生，虚拟学术社

区是虚拟社区的一种类型，核心是在信息技术

的支持下进行知识共享的网络空间 [1]。目前，

国际知名的虚拟学术社区 Research Gate 已有超

过 1 300 万名注册会员，Academia.edu 已有超过

5 300 万名注册会员。国内较为成熟的虚拟学术

社区小木虫也已经超过 600 万名注册用户 [2]。

虚拟学术社区的主要功能是加强科研工作者的

交流协作，促进科研创新，同时分享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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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共同学习的目的。国内对于虚拟社区知识

共享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从 2004 年至 2018
年，在 CNKI 上共有 436 篇相关论文发表。近 3
年的代表性研究主要有：黄家良等 [3] 在大数据背

景下研究虚拟社区知识共享模式及体系架构；黄

维等 [4] 对虚拟社区用户知识共享行为影响因素进

行相关研究；王鹏等 [5] 将生命周期引入虚拟社区

知识共享并进一步进行博弈分析；杨陈等 [6] 研究

关系型虚拟社区的知识共享模式；张敏等 [7] 引入

S-O-R 范式对虚拟社区知识共享影响因素进行分

析；耿瑞利等 [8] 对社交网络用户知识共享的特征、

内容进行综述研究。相比之下，对虚拟学术社区

的研究成果甚少，从 2010 年至 2017 年 CNKI 上
共有 20 篇相关论文发表，其中代表性论文有：

王东等 [9-10] 对虚拟学术社区知识共享实现机制的

框架进行研究；张敏等 [11] 基于信任视角对虚拟

学术社区知识共享进行主体博弈分析。

纵观学者近年来对于虚拟社区及虚拟学术

社区知识共享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2 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基本概念、内

容进行的综述研究；另一方面是对虚拟社区知

识共享的影响因素及主体博弈进行的相关研究。

这些研究对于本研究的展开奠定了深厚的研究

基础，与此同时，也发现对于虚拟学术社区知

识共享的研究资料非常有限。虚拟学术社区虽

然是虚拟社区的一种类型，但与虚拟社区存在

鲜明的区别，针对这些独有的特点，挖掘影响

知识流动及知识共享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促进

虚拟学术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显得尤

为重要。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挖掘虚

拟学术社区中的中心人物，并通过线上线下两

个维度进行情感密度的测量，进而设计知识共

享的有效路径，实现成员间不同时空的充分交

流，使得知识可深度共享、重复使用，为科研

工作者提供创新协作平台。

1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虚拟学术社区
知识共享中的可行性分析

社 会 网 络 分 析 方 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是一种综合应用数学、图论、

计算机等多学科交叉的计量方法，对网络中的

个体关系模式可测量、可评估及可视化 [12]。社

会网络分析方法由节点和连线构成，其中节点

代表事件中的行动者，连线代表它们之间的关

系纽带。这是一种研究多个实体之间动态关系

的方法，这种动态关系构成了一幅关系网络图。

针对不同的研究目的，设计的行动者所代表的

对象也不同，节点可以是组织、个人或者技术，

连线可以是组织间的交易关系，也可以是个人

之间的情感关系，或者是技术之间的引证关系。

这种交错复杂的关系又构成了网络结构，网络

结构使每个行动者在网络中占据一定位置并具

有其特性。网络结构与网络位置可以对个体及

其关系提供丰富的信息，这样有助于对行动者

的行为做出合理分析并加以预测。社会网络分

析的优势在于对多节点多主体的网络进行分析，

而虚拟学术社区所涉及的多主体参与的情况正

与这一特点相符合。另外，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可以把握数据的整体规律特点，进而对数据进

行初步的描述性分析，在此基础上还能够通过

假设检验，挖掘数据内在的深层次关联，进行

数据的修正与调整，为进一步分析建立了良好

的数据分析基础。

因此本文利用这种以研究网络关系见长的

科学计量方法对虚拟学术社区知识共享进行研

究是非常契合的，虚拟学术社区中知识交流和

知识共享是最重要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及行为

都是内嵌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本文将利用社

会网络分析方法来研究虚拟学术社区中的社会

关系网络并进一步挖掘网络结构特征，进而探

索知识共享行为特征。其中，网络密度可以刻

画虚拟学术社区成员间的交互程度，一般取值

为 0 到 1，如果网络节点是孤立存在的，其值设

为 0；如果互动频繁，其值设为 1。网络密度越高，

成员间知识共享则越充分；网络密度越低则会

阻碍成员间的有效沟通，从而增加共享成本。

通过对中心度的测算，可挖掘网络社区里的中

心人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非常重视对中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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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研究，因为它可以描述行动者之间等级、

地位及社会声望等方面的不同，可以反映出社

会结构特征。一个具有高度中心性的行动者，

证明他与学术社区中其他成员有很多直接联系，

非常有影响力，他的知识共享资源及意愿会显

著影响知识共享行为。同时通过分析中心度和

影响力系数得出虚拟社区里各个成员在知识共

享中所起的作用，进一步探讨虚拟学术社区成

员构成及影响知识共享的主要因素。利用社会

网络分析方法来分析虚拟学术社区用户间的社

会关系网络、知识流动、知识共享行为及主要

影响因素，既是虚拟学术社区知识管理研究的

一种新思路，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2  研究设计

本文以典型的虚拟学术社区——科学网为

背景，将其中的博客作为研究实例，利用社会

网络分析方法将虚拟学术社区中复杂的关系进

行编码制图，挖掘网络结构里成员之间的关系，

进而利用 UCINET 软件测算数据，通过计算中

心度和影响力系数，挖掘科研网络社区里的中

心人物和周边人物的重要程度和位置状态，重

点分析成员构成关系、内外部环境因素及情感

因素对虚拟学术社区知识共享的影响程度，据

此提出促进虚拟学术社区的知识共享及可持续

发展的有效途径。

2.1  数据收集及矩阵构建

科学网是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管，科学时报社主办

的综合性科学网站。该网站功能全面，包括新闻、

博客、群组、大学、国际等十大功能模块，同

时涉足科学领域包括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管

理综合等八大领域，主要为科研工作者及大众

提供快捷权威的科学新闻报道、丰富实用的科

学信息服务以及交流互动的网络平台，目标是

建成最具影响力的全球华人科学社区。在数据

收集过程中，选取的是人们一直关注的环境污

染问题，以科学网中的子模块博客中的热门博

文《雾霾是由煤中的铀造成的吗？》为例，抓

取了 2015 年 12 月 10 日到 2015 年 12 月 29 日

期间的 74 条回帖，除去重复发帖，共整理出 45
条帖子，按字母顺序对这 45 个人按 0 到 44 的

序号排序，我们假设有帖子间的互动行为记为 1，
没有互动记为 0，行表示发帖者，列表示回复者，

设计出一个 45x45 的矩阵图，该矩阵的部分截

图如表 1 所示：

表 1  部分矩阵截图

回复者
发帖者

0 1 2 3 4 5 6 7 8 9 1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1 0 0 0

3 0 0 0 0 0 0 0 1 0 0 0

4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1 0 0 0 0 0 0 1 0 1 0

7 0 0 0 1 0 0 0 0 0 0 1

8 0 0 0 0 0 0 0 0 0 0 0

9 0 0 0 1 0 0 0 0 0 0 0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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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名为《雾霾是由煤中的铀造成的

吗？》的博文是中国矿业大学的教授代世峰

所写，文章指正了 2015 年 11 月末流传在朋

友圈的由物理博士马可安写的“雾霾的形成

的原因是由北方燃烧的煤中的铀”的错误观

点。马可安博士认为雾霾是由北方燃煤中的

铀元素引起的，而铀元素是导致肺癌的主要

因素，这一观点在朋友圈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造成民众心理的恐慌，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

公共危机。所以这篇博文的发出对于舆论的

有效引导至关重要，博文在论证的过程中，

引用了 23 篇参考文献，充分运用作者的物理

学和矿业知识，从多层次多维度对雾霾成因

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最后认为铀元素在空气

中的含量微乎其微并且铀元素与肺癌的发生

并无关联。紧随博文的 74 条相关回复和评论

中，互动者多为大学教授或科研院所的学者，

浏览所有的回复可以获得很多关于雾霾成因

的理性推测以及铀元素的形成和消失的科学

理论与数据。这充分论证了在虚拟学术社区

快速发展的今天，研究和关注相同领域的科

研人员可以借助于这一平台实现知识流动及

知识共享，随时跟进领域内相关研究的进展，

使得科学知识快速传播，避免线下受时空限

制导致的知识更新滞缓、交流成本高等缺陷。

2.2  数据处理及分析

将编号后的矩阵引入 UCINET 软件进行制

图分析，从图 1 中可以看出 7 号、18 号、19 号

是这篇博文回帖中的中心人物，他们是网络社

区中的活跃分子，在该虚拟学术社区中享有很

高的关注度，成为能得到大多数人追随和关注

的“专家”角色。

图 1  虚拟学术社区的网络社群图

从图 1 可以看出，处在该虚拟学术社区中

的成员都有不同程度的关联，没有孤立点的存

在，为了更好的判定各成员的重要性以及他们

在该虚拟学术社区中的角色定位，我们进一步

对所有成员的中心度和影响力系数进行测算。

中心度和影响力系数最高的成员就是该虚拟学

术社区中的中心人物，即意见领袖。其中，点

出度代表成员访问其他人的情况，点入度代表

成员被他人访问的情况。表 2 中展示了部分成

员的中心度计算成果，其中没有罗列的成员是

点入度和点出度都很低的，由于空间有限就没

有罗列。从表 2 中可以看出，7 号、18 号、19
号的点入度明显高于其他成员，这说明这 3 个

人发表的帖子受到很高的关注度，是这个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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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社区中的活跃分子。15 号成员的点入度较

高而点出度低，说明关注他的帖子的人较多，

而他不太关注别人的帖子。29 号成员的点出度

很高而点入度较低，说明他更多的关注了该虚

拟学术社区中别人的帖子，但是别人对他的帖

子关注却较少。点出度和点入度代表了虚拟学

术社区中每一位成员的地位和影响力。

表 2  部分成员的中心度计算结果

成员编号 点出度 点入度

2 5.000 5.000
4 6.000 5.000
5 5.000 5.000
7 9.000 25.000
8 5.000 4.000
15 4.000 11.000

18 8.000 22.000
19 9.000 23.000
29 8.000 2.000
30 4.000 8.000
33 7.000 5.000
37 7.000 3.000
41 6.000 6.000
43 6.000 4.000

那么，根据中心度的测算结果，是否可以

直接判断 7 号、18 号和 19 号为虚拟学术社区中

的意见领袖呢？显然并不科学，并不是所有的

活跃分子都是意见领袖，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

本研究进一步对 7 号、18 号和 19 号成员的影响

力系数进行测算如表 3 所示。影响力系数可以

反映出虚拟学术社区中的中心人物的影响力程

度。当成员所发表的言论能得到其他成员广泛

响应时，他们才能从复杂的网络结构中脱颖而

出。当得到广大成员的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

就可以引导网络舆论，推动知识共享。一般而

言，中心人物会对信息进行加工、传播给更大

范围人群，引导追随者的知识共享态度及知识

共享行为。其中，响应值是成员间的互动关系，

认同值是对成员发表意见的观点一致性。响应

值和认同值是根据发帖的内容及数量进行整理，

统计出具体数值，影响力系数是由认同值与响

应值的比率得出的 [13]。研究结果表明 7 号参与

者虽然响应值较高，但是认同值和影响力系数

都较低，说明他虽然在该虚拟学术社区中比较

活跃，但是追随者较少，其他成员有可能是为

了纠正他不正确的说法才与他回应。而 18 号成

员的测算系数显示，他的响应值和认同值是最

高的，影响力系数也较高。19 号成员是影响力

系数最高的，响应值与认同值也较高。通过查证，

作为主流意见成员的 18 号和 19 号，都是搜集

了大量的数据，查阅了很多文献后，都对于马

克安博士提出的雾霾导致肺癌的这一观点，进

行了有力的反驳和论证。在这个过程中，意见

领袖及其追随者罗列了大量文献，列举了很多

有关雾霾和铀元素的科学知识，使得很多一知

半解的成员获得了大量有用的信息。由此可见，

在知识共享的过程中，中心度越高的人物起到

的作用越大，在虚拟学术社区中短时间实现了

知识的流动和共享。

表 3  活跃分子的影响力系数测算

成员编号 响应值 认同值 影响力系数

7 86 34 0.395

18 106 96 0.906

19 92 84 0.913

3  虚拟学术社区中知识共享影响因素
分析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们可以通过各

种社交网络实时交流，在打破地域和时间限制

的同时，信息进入“大爆炸”时代。信息流动

及知识共享成为虚拟社区发展的基础。本研究

以虚拟学术社区为背景，其最大的特征就是学

术性。因此，有效的知识流动及充分的知识共

享可以促进虚拟学术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但在

其他的学术社区中，人们经常看到知识共享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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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充分，成员活跃度较低，有人甚至把这样的

学术社区称为“僵尸群”，这样的学术社区形

同虚设。所以如何激励成员互动，促进知识有

效流动，实现知识共享？首要问题是研究虚拟

学术社区中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据此设计促

进知识可持续共享的有效路径。本研究在第二

部分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案例进行分析，

通过一系列的测算，挖掘出意见领袖。通过个

案的结果分析，不难发现，网络中的节点是动

态变化的，成员间的关系会随着环境变化而变

化。为了找寻虚拟学术社区的发展规律，笔者

将进一步推演出其影响因素，并构建成员关系

模型，具体分析如下：

3.1  成员的构成因素

F. Lin 等 [14] 通过研究发现虚拟社区内知识

流动存在不连续性，知识共享是在成员间相互

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成员的构成类型

是影响知识共享的首要因素。关于虚拟社区成

员构成研究方面，学者们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

对于成员的构成及类型划分也存在差异。代表

性研究成果有：毛波等 [15] 依据虚拟社区用户所

发表文章对虚拟社区整体知识形成和共享过程

的贡献，将虚拟社区的用户分为 5 种类型即领

袖、呼应者、浏览者、共享者以及学习者。J. 
Jiang[16]等根据社区成员的学历以及从事的职业，

将其分成高级学者和初级学者。邱均平等 [17] 基

于 SNA 的研究，将成员分成实力型、活跃型和

精英型。

结合各位学者的相关研究及上文通过社会

网络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本研究将虚拟学术

社区的成员分为：知识贡献者、意见领袖、活

跃分子及学习者这 4 种类型。在虚拟学术社区

中科研人员是中坚力量，由于研究领域的差别，

所以不同的学术社区包含的科研人员类型也会

不同。其中知识贡献者一般为愿意共享及提供

知识的科研人员，他是知识的供给方。因此，

如何提高知识供给方的意愿，促进高质量知识

贡献，是影响知识共享及知识转移的关键因素。

意见领袖为较有权威的专家，通过意见领袖的

点评及评价，促进知识的有效流动及共享。活

跃分子一般为互动比较频繁，发言比较多的跟

随者，通过反复交流可以促进知识演化，从而

有机会实现知识创新。学习者一般是默默浏览

或只是下载相应文献，很少在虚拟学术社区中

发言的成员，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可能会转

化成前 3 种类型，也可能一直只是学习者。他

们之间通过互动，实现知识传递、加工、转移

及共享。根据虚拟学术社区提供知识的变化，

成员也随时动态调整，由于虚拟学术社区边界

的模糊性，成员可以自由流动，但是基本类型

是不变的。具体关系模型见图 2，由此可见，虚

拟社区成员的构成直接影响着知识共享的成败。

图 2  虚拟学术社区成员构成关系模型

3.2  内外部环境因素

这里的外部环境主要指支持虚拟学术社区

正常运转的技术、网络安全及相关配套服务设

施。也就是说一个良好的虚拟学术社区是建立

在计算机技术的支持上，需要设计科学全面的

功能模块，以此促进知识共享的敏捷性。网络

安全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要保证知

识提供者的知识产权，避免病毒及恶意软件攻

击，阻碍知识交流。相关配套服务设施也是影

响科研人员分享知识的一个外部环境因素，虚

拟学术社区应该有与时俱进的政策支持，相关

的权威科学报道，这样可以激发科研人员的学

习热情及知识共享热情，同时利用大数据技术，

挖掘科研人员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主动推送相

关科学知识，引导其关注并进一步进行知识交

流，最后实现知识共享。内部环境主要指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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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水平、价值观及信任程度。成员虽由科

研工作者组成，但由于学历背景的差异，认知

水平也存在差异。若要实现知识共享的可持续

性，成员之间的认知水平、价值观及彼此之间

的信任程度，都是影响知识共享成败的内部环

境因素。

3.3  情感因素

情感因素也是知识共享行为的重要前提和

主要因素，会对知识共享行为产生影响 [18]，很

多学者认为，情感因素和知识共享行为呈正相

关趋势，本研究融入情感因素对线上知识共享

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工具 UCINET 6.0 分别计

算出线上知识共享网络的网络密度、关联度以

及情感关系网络的网络密度、关联度。计算结

果如表 4 所示 :

表 4  虚拟学术社区知识共享与情感关系的密度与关
联度

 指标 网络密度 关联度

虚拟学术社区知识网络 0.412 5 0.354 1
情感关系网络 0.124 1 0.104 6

从虚拟学术社区网络密度及关联度的测算

结果来看，当情感关系网络的网络密度由 0.124 
1 到关联度 0.104 6 变化，虚拟学术社区知识网

络的网络密度由 0.412 5 到关联度 0.354 1 变化，

变化方向一致，证明情感因素与知识共享确实

呈正相关关系。其中网络密度和关联度的取值

都是 [0,1]。也就是说线下的情感关系网络会刺

激线上的知识共享行为。情感关系关联度越高，

其信任程度越高，从而有很多的共同语言，使

得虚拟学术社区氛围活跃，在此过程中，知识

需求拉动知识供给，知识供给进一步促进知识

需求，在供需关系不断转换的基础上，实现知

识演化及知识共享。

4  构建虚拟学术社区知识共享路径

通过上文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成员的构

成、内外部环境及情感因素都会影响到虚拟学

术社区的知识共享。知识只有通过传递、交流

和分享，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为了实现虚拟

学术社区知识共享最大化，促进虚拟学术社区

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根据影响因素分析，以

成员构成关系模型为核心，结合环境因素和情

感因素设计了内外部协同发展的知识共享路径，

其中内部机制里主要包括信任机制、粉丝模式、

激励机制及社交网络；外部机制里包括大数据

技术、移动 APP、知识质量监管及服务政策。

核心模块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挖掘成员间内

部关系及动态变化模式。具体共享路径见图 3。
下面将详细分析促进虚拟学术社区成员进行知

识共享的有效路径及策略。

图 3  虚拟学术社区知识共享路径

4.1  完善及普及虚拟学术社区共享平台的应用

为了使科研人员随时交流、互相学习进而

实现知识共享，首先要做好虚拟学术社区平台

的搭建及应用普及。我国的虚拟学术社区平台

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都是有待深入的。但社交

网络平台应用广泛，网民的 80% 以上都用到了

社交网络软件，例如 QQ、微信、微博等，所以

可以借助于社交网络平台，同时利用大数据技

术，挖掘科研人员感兴趣的领域，为其定制并

发送相关科研平台链接。应大力宣传虚拟学术

社区，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并提高用户的使

用粘性。当虚拟学术社区和其他社交网络拥有

同样的关注度时，处于网络社区中不同位置的

人都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大大促进虚拟学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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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中成员间的学术交流和知识共享。同时，应

该开发虚拟学术社区的手机 APP，因为移动互

联网时代的到来，网民的使用习惯转移到手机

上，虚拟学术社区可以选择开发自有 APP，也

可以选择与其他社交网络客户端合作，设立公

众号，推送科学信息吸引本领域的成员构成学

术讨论组。在大量普及虚拟学术社区平台应用

的基础上，建立相应服务辅助功能，例如科学

热点新闻及国家在科学领域的政策性文件推送

功能，可以提高成员使用平台的频率。当然在

知识贡献者提供知识的同时，必须加入审核功

能，以确保提供知识的质量，知识的质量直接

影响传播及转化的效果，所以质量监管不容忽

视。以上是对外部机制所包含的主要内容进行

的阐述，只有在外部软硬件技术环境有效的支

撑下，知识质量的严格监管下，才能进一步开

展虚拟学术社区的知识传播及共享。

4.2  实现知识共享的线上、线下同步模式

从前文对情感因素分析的结果中发现，线

下的情感关系会影响线上知识分享。所以本研

究在内部机制设计中加入了社交网络及信任机

制。这两个要素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当学者在

线下已经熟知，例如在各个领域每年召开的学

术会议上，已经进行过交流或是通过文献阅读

了解该人员的研究成果，且进一步通过社交网

络平台认识，这样可能会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

程度，在虚拟学术社区里会有较强的意愿进行

交流，从而加快实现知识的演化及共享。另一

方面，在外部技术环境的有效支持下，可以保

证网络环境的安全性。同时加入知识质量监管

环节，确保知识贡献者及成员间知识转化的产

权保护，以此加强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一旦

良好的信任关系确立，可以直接影响成员对虚

拟学术社区的归属感，提高成员使用平台的频

率，进一步加强成员知识共享的意愿。因此，

通过线上、线下社交网络的融合，信任机制的

建立，可以实现科研工作者学术成果与知识共

享的线上、线下同步模式，促进实时学术交流，

推动科研创新。

4.3  采用 Follower Model 模式，全面实行实名制

登录

内部机制中的另一方面是采用 Follower 
Model 模式即粉丝模式，是指成员关注相同领域

的发展，并可以自行加入群组，成为粉丝，随

时跟进同行最新研究的进展 [19]。粉丝模式在社

交网络平台运用较成熟，可以将其发展模式引

入到虚拟学术社区中，粉丝可以采用送花和徽

章等方式提升知识贡献者账号的含金量，通过

知识贡献者在虚拟学术社区中的账号含金量计

算其影响因子，将这一影响因子作为现实生活

中考核科研工作者的业绩及科研实力的指标之

一，以此激励学者们不仅注重自我学术素养的

提升，也能积极的和同行或者相关者分享和贡

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以此扩大其学术影响力，

可以说这是互惠互利的协同方式。同时全面实

行实名制登录，可以约束学术虚假信息的发布

和因为学术讨论引起的人身攻击。这一模式鼓

励科研工作者从意见领袖、活跃分子及学习者

向知识贡献者转化，使得虚拟学术社区可持续

地进行知识共享。因此采用 Follower Model 模
式和实名制登录是促进虚拟学术社区中知识共

享的有效路径之一。

4.4  创新知识共享激励机制，发挥意见领袖作用 
有效的激励机制在社会上任何一个组织里

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虚拟学术社区要实现

可持续发展，内部机制里必须要包含激励机制。

科研合作和科研探讨本身不具备娱乐性， 要注

重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以激发科研人

员工作的热情和乐趣。为增强虚拟学术社区知

识共享的意愿和行为，在知识共享过程中要充

分考虑成员在知识共享中的贡献，按贡献的大

小进行考评并设立知识贡献奖。从而有原则、

有根据地激励团队成员。将粉丝模式中提到的

虚拟社区成员账号含金量作为线下考评科研人

员的一项指标，广大青年科研工作者为了线下

的职称晋级会积极在线上参加学术交流，增加

其考评指标分数。已有正高级职称的教授学者

为了提高学术知名度实现其个人价值，也会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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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在论坛中讨论自己的科研心得和收获。这样

就使得知识在一个高水平的群体中快速流动和

分享，群体智慧和凝聚力将会使原有的知识发

挥出更大的价值，也会实现知识成果的线下转

化，从而实现其商业价值。意见领袖作为团队

中的核心人物，其活跃度直接影响到整个论坛

知识共享的有效度。在虚拟学术社区中只有知

识贡献者是不能实现知识共享的，而意见领袖

在知识共享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他们的意见直

接会影响知识是否传播及演化，也会影响知识

共享的效率。因此对意见领袖进行合理的精神

激励和物质激励也是必要的，如邀请虚拟学术

社区中某些意见领袖通过网络会议、视频讲授

等方式为整个团队进行分享，在提高意见领袖

在论坛中的影响力的同时，增强其责任感和满

足感 [20]，从而最大程度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

使其促进整个科研论坛的科研水平和活跃度，

激发活跃分子的参与度，同时对学习者有很好

的指导作用，最终实现成员间的知识共享。

5  结论

在网络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各种社交平台

应运而生，人们的交流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

打破了时空限制，信息呈爆炸式态势增长。虚

拟学术社区在此背景下产生，该平台的应用使

得科研工作者可以实现跨时间和空间的学术交

流，为知识共享及创新提供了有效平台。虚拟

学术社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学术性，如何促进

社区中的学术交流，实现知识传播、演化、共

享等功能，是目前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本

文首先通过科学网中的典型案例，运用社会网

络分析法挖掘虚拟学术社区中的意见领袖，通

过测算中心度和影响力系数，进一步挖掘了其

成员组成结构，并设计了成员关系模型。在此

基础上，分析了虚拟学术社区知识共享的影响

因素，最后针对影响因素构建了知识共享的有

效路径模型。虚拟学术社区作为一个新生事物，

我们应当关注并积极参与其成长。虚拟学术社

区具备群体智慧和知识共享的优点，未来有望

打破传统的科研成果发布和评价体系，实现和

其他社交网络的交互，成为全世界科研工作者

即时分享交流最新信息的平台。因此，运用社

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虚拟学术社区的知识共享，

有助于对虚拟社区上的学术人员进行可视化分

析，同时通过网络平台对知识进行快速的传播

和演化，为科研工作者寻求合作提供机遇，进

而推动科研创新。今后，笔者会根据科研工作

者关注的研究重点，运用大数据技术预测未来

科学研究热点，定制化推送科研信息，建立知

识共享评价体系，探索虚拟学术社区知识共享

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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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知识及其转移、共享一直以来都是知

识管理及知识工程关注的重点 [1]。隐性知识共

享作为当前知识管理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2]，其

有效共享是推动复杂产品成功研发与创新、提

高研究绩效的关键环节 [3]。因此，如何有效地

推动隐性知识持续共享是知识管理领域企业界

与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隐性知识只能

在个体层面进行交流，不管组织之间的知识交

流是意愿性还是非意愿性的，都只能发生在交

流活动中的个体之间，即来自于组织员工之间

【学术探索】

动态视角下人际信任对隐性知识共享意愿
的影响研究
            ——基于认知幸福感的中介效应

◎张春阳 1   梁启华 2

1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大连  116024
2 山东工商学院科研处  烟台  264005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旨在考察隐性知识共享的动态性，进一步探讨人际信任对知识型员工隐性知识共

享意愿的内在机理。[ 方法 / 过程 ] 将隐性知识共享细分为知识获取与知识贡献两个维度，并根据幸福人

假设，构建一个被认知幸福感中介的非递归模型，利用山东胶东半岛地区的 350 名知识型员工的调研问卷

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 / 结论 ] 隐性知识贡献与知识获取意愿之间相互交融与互为作用；人际信任对认知

幸福感产生显著促进作用；认知幸福感部分中介了人际信任对隐性知识贡献及获取意愿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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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化交往 [4]。故而，越来越多的学者积极

考察（通过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互动而形成的）

人际关系网络对隐性知识共享的重要意义。个

体间信任程度越高，越愿意分享知识；缺乏良

好的人际关系，无论何种组织激励、技术支持

等都将变得无能为力，知识共享行为也难以实

现。然而，通过梳理文献发现，较少有文献从

隐性知识流动视角，探讨我国关系文化情景下

知识型员工人际信任对隐性知识共享的影响机

理，也缺乏相关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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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积极心理学中对幸福感的研究日

益活跃。大量研究指出，员工是否取得成功与

幸福感和满意度的高低密切相关 [5]，具有较高

幸福感的员工更愿意为同事提供帮助 [6]。此外，

学者们指出，幸福人假设是所有传统人性假设

理论的本质所在，人们学习与工作等行为的根

本动力来自幸福感驱动 [7]。这可能为解释员工

的隐性知识共享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近期，国外已有学者关注了知识型员工的幸福

感与默会知识共享的关系 [8]。然而，从幸福感

视角研究知识型员工默会知识共享意愿的文献

仍较少，尚处在萌芽发展阶段，并没有引起学

者们的足够重视。

鉴于此，从隐性知识流动的过程视角，本

文将其细分为隐性知识获取与知识贡献两个维

度，并根据幸福人假设，构建一个被认知幸福

感中介的非递归模型，进一步深入揭示我国典

型的“关系”文化情景下的人际信任关系对知

识型员工默会知识共享意愿的影响链条与运作

逻辑，为企业知识管理活动提供一定的政策参

考与理论依据。

1  研究设计

1.1   隐性知识共享的动态考察

以往学者们主要从沟通与知识学习角度

对知识共享的概念进行界定，但并没形成统一

定义。知识共享的维度划分标准有知识属性、

行为主体等视角，但是均无法整体把握知识共

享的动态性 [9]。本文在借鉴国外学者 B.  V.  D. 
Hooff 等 [10] 对知识共享观点的基础上，从知识

流向视角，将隐性知识共享划分为两个维度：

①隐性知识贡献，即员工将自己的技能、灵感、

觉悟或诀窍等在组织内部分享给他方或提供帮

助的行为；②隐性知识获取，即员工从组织内

部其他成员处获取隐性知识或支持性行为等。

隐性知识共享行为是一种基于互惠关系的社会

互动，进而产生知识交换与创新行为。这折射

出隐性知识共享的知识双向流动性、互惠共利

性分享式互换等性质，进一步表明隐性知识贡

献与隐性知识获取是共同存在的，具有可获性

与实践性。一味地付出或索取都不符合“礼尚

往来”的传统价值观念，难以进一步维持与增

强双方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在人们的隐性知识

共享的动机已从单纯的利他主义向互利性转变

背景下，最终很难实现知识持续交流与融创。

也就是说，这两个维度并非是相互独立，而是

彼此关联的。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隐性知识贡献意愿与隐性知识获取意

愿之间相互交融，互为作用。

1.2  隐性知识共享与人际信任

关于人际信任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在狭义内涵方面，N. Panteli 等将人际信任定义

为，个体一方对他方所持有的坚定信念以及积

极乐观的期待 [11]；在广义内涵方面，人际信任

是指信赖者对被信赖者的言行及决策所持有信

心，并据此产生某种行动的程度 [12]。结合当前

研究，本文的人际信任是指个体间以社会互动

为基础，以情感为纽带，对他方的言行与决策

等拥有信心与积极预期，并且乐于据此实施某

种行动的程度。

在知识管理领域，已有的研究表明，人际

信任是知识共享机制的基础性条件。以往的文

献指出，无论是信息提供还是信息接收意愿，

都与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密切相关 [13]。W. S. 
Chow 等认为信任对同事关系具有良好的促进

作用，能够促使个体获取他人的知识与贡献自

己的知识 [14]。缺乏信任的知识源单元的忠告与

榜样往往会受到知识接受单元的质疑与抵制，

无法顺利发动知识转移，也很难从其他知识源

单元获取知识 [15]。谭云清研究表明，信任倾向

对服务提供商的隐性知识获取具有积极预测作

用 [16]。根据人际关系社会网络理论，个体间

的关系强度与知识转移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

关系。具有良好人际信任关系氛围的知识型员

工之间的合作关系更为稳定，能够进一步降低

默会知识共享中的关系成本与不确定因素扰动

等，为隐性知识的共享提供一个便利与通畅的

渠道。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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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人际信任对知识型员工的隐性知识贡

献意愿具有正向作用。

H3：人际信任对知识型员工的隐性知识获

取意愿具有正向作用。

1.3  认知幸福感的中介效用

认知幸福感反映的是员工在工作中的认知

效能质量，它和主观幸福感研究视角下的工作

相关的认知评估相关联 [17]。认知幸福感本质上

是对个体知觉行为能力的感知，可以显著影响

到自身的认知力与行为力。较高认知幸福感，

意味着对自身认知与思维能力的积极感知。一

方面，认知幸福感较高的个体，有着较强的自

我认知效能感，表现出更多的自信心与掌控力，

为进一步提高自身工作能力、高效地完成各种

创新性复杂任务而不断搜寻外界的资源与支持，

也会为获得持久的工作动能而积极贡献自己的

知识。另一方面，已有学者指出情绪与认知幸

福感之间有较强的关系。尽管直接探讨认知幸

福感与隐性知识共享的关系的研究较少，但越

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情绪在隐性知识分享的

社会促进功能。积极情绪是分析隐性知识共享

的一个重要概念 [18]。李常洪等则将情绪导入

SIR 模型并借助模型仿真显示，大部分积极情绪

与少量消极情绪与隐性知识共享显著相关 [19]。

认知幸福感高的员工会表现得更加积极乐观，

根据社会感染理论可知，个体这种正向情绪会

在组织内部迅速扩散与互相感染，从而诱导员

工之间不断进行开拓性互动沟通，使其更愿意

为他人提供支持，主动分享自己的经验和窍门，

乐于学习并积极获取他方的相关知识，等等。

相反，员工持有消极倦怠情绪将引发个体职场

人身攻击、破坏、退缩等不良行为，很难主动

帮助别人，协作效率不高，自然其知识分享的

意向大大降低，也很难从他人那里获得所需的

知识与技能。

已有文献显示，人际关系的质量与幸福感

之间具有强烈的关联 [20]。具有较高质量人际关

系的个体，更容易在工作中获得幸福感 [21]。信

任感的缺失，将会引发人的消极情绪，甚至危

害身心健康 [22]。W. Yip 等指出，员工在组织中

对各项活动的参与水平以及对同事的相互信任

对自身的健康、幸福感均有正向影响 [23]。此外，

J. F. Helliwell 等的研究表明，信任程度越高的团

体，其成员的幸福感也会越强烈 [24]。因此本研

究认为，处在良好人际信任环境下的员工，会

获得更多的支持与非冗余的且有价值的高效能

资讯、知识等，减轻压力与困扰，提高个体心

理舒适度与健康感，增进个体活力，进而更容

易提升自身的认知幸福感。综上所述，本文提

出如下假设：

H4：认知幸福感在人际信任与知识型员工

的隐性知识贡献意愿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H5：认知幸福感在人际信任与知识型员工

的隐性知识获取意愿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样本

本文主要选取山东胶东半岛地区的知识密

集型企业的知识型员工为调研对象，涉及到企

业的专业技术研发人员、中高级营销人员以及

具有较高学历的白领人员等。采用随机抽样方

法，借助在线邮箱和纸质问卷等方式发放。发

放问卷 500 份，回收 452 份，其中 350 份为有

效问卷，有效回收率达 70%。样本基本信息如

表 1 所示：

2.2  变量测度

本研究中的所有变量的测度项目均来自公

开发表于国内外权威期刊上的成熟题项。在听

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组建 3 名团队成员构成

的科研小组，对英文语义的翻译做到尽可能的

准确，并开展了实地预调查，并得到 50 份问卷，

依据反馈结果，对题项进行修正和完善，最终

形成正式调查问卷。除调研样本的基本信息外，

其余变量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形式。1 代表非常

不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

隐性知识贡献与隐性知识获取主要整合

国外多名学者所采用的知识共享意愿研究量

表 [14,25-27]，均用 4 个题目来测度这两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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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当我向同事请教时，他们会将技能传授给我”

等，Cronbach’s α 值分别为 0.877 和 0. 891。认

知幸福感借鉴黄亮 [17] 提出的我国知识型员工认

知幸福感的量表，并有所调整，共采取 4 个题

项，如“我感到自己容易集中精神进行思考、感

觉自己的思维很清晰”等，Cronbach’s α 值为

0.899。人际信任选用 W. S. Chow 等 [14] 的人际信

任量表，测量问题项共 4 个，如“与同事交流时，

很容易获得对方信任”“与同事交流时，基本上

可以获得对方的认可”等，Cronbach’s α 值为

0.820。此外，将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等

作为控制变量，以期获得更加准确的研究数据。

表 1  研究样本结构（N=350）

特征 特征值 频数(个） 百分比（%） 特征 特征值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86 53.1 工作年限 <1  52 14.9

女 164 46.9 1-3 126  36

年龄 <26 94 26.9 4-6 100 28.6

26-35 182  52 7-10  42  12

36-45 46 13.1 >10  30  8.6

46-55 22 6.3 工作职位 普通员工 197 56.29

>55 6 1.7 基层管理人员 75 21.43

学历 中专或以下下 41 11.71 中层管理人员 65 18.57

大专 89 25.43 高层管理人员 13 3.71

本科 173 49.43 企业性质 国有 25 7.14

硕士 43 12.29 民营 213 60.86

博士 4 1.14 合资 67 19.14

外资 45 12.86

3  实证分析

3.1  变量信效度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表 2 显示，各个变量的 CR 均大于 0.5；
AVE 均高于 0.5，AVE 均方根都大于 0.7，均

大于相应列的因子之间相关系数，说明量表信

效度较好。此外，利用 Amos 21.0 进行验证性

因子分析，见表 3。同时依据 P.M.Podsakoff[28]

与周浩 [29] 等采用的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程序，

显示 Harman 单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表现较差，

表明本研究并不具有一个对大部分变量变异进

行解释的因子。四因子模型各项拟合指标在可

接受范围内，模型的拟合程度整体表现较好，

同时各变量区分效度较好。进一步通过不可测

度潜在因子方法检验，发现五因子模型似然比

达到显著水平标准（P=0.000 5<0.000），但

与四因子模型相比，各项拟合指标变化均小于

0.02，依据 G.W.Cheung[30] 和郑建君等 [31] 的

判别标准，说明这两个模型不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中的共同偏差问题并不

明显。

表 2  组合信度与聚合效度

研究变量 CR AVE

TKC 0.866 0.618

TKA 0.892 0.676

CWB 0.903 0.699

INT 0.836 0.560

注：TKC：隐性知识贡献；TKA：隐性知识获取；

CWB：认知幸福感；INT：人际信任，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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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研究变量的效度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模型 c2 df c2/ df RMR GFI RMSEA NFI CFI TLI

五因子 344.375 90 3.826 0.048 0.894 0.090 0.910 0.931 0.908

四因子 373.980 99 3.778 0.051 0.885 0.089 0.902 0.926 0.910

三因子 545.064 102 5.344 0.057 0.821 0.112 0.857 0.880 0.859

二因子 848.583 103 8.239 0.061 0.715 0.144 0.778 0.798 0.765

单因子 1178.974 104 11.33 0.074 0.645 0.172 0.691 0.709 0.665

注：单因子模型为：INT+CWB+TKC+TKA；二因子模型为：INT+CWB，TKC+TKA；三因子模型为：INT+CWB，TKC，

TKA；四因子模型为：INT，CWB，TKC，TKA；五因子模型为：四因子模型纳入一个不可观察因子

3.2  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及相关系数见表 4，
研究显示隐性知识贡献、隐性知识获取意愿与

认知幸福感、人际信任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所有研究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显著低于 0.65，

再次显示它们具有较高的判别效度，多重共线

性问题并不很严重。同时，性别、年龄、学历、

工作年限等控制变量与本文主要测度变量之间

具有一定的显著相关关系，这些为后续的分析

工作奠定基础。

表 4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ES 1.47 0.50 -

EA 2.04 0.90 -0.04 -

EB 2.65 0.88 -0.15** 0.21** -

WL 2.63 1.13 0.03 0.71** 0.11* -

WJ 1.70 0.90 -0.17** 0.46** 0.20** 0.43** -

CN 2.38 0.80 0.08 0.10 -0.13* 0.09 0.13* -

INT 4.07 0.66 0.13* 0.16** -0.11* 0.29** 0.25** 0.14* 0.75

CWB 4.03 0.75 0.11* 0.16** -0.08 0.24** 0.31** 0.10 0.67** 0.84

TKA 4.00 0.80 0.12* 0.15** -0.08 0.20** 0.21** 0.09 0.61** 0.62** 0.82

TKC 4.21 0.71 0.15** 0.20** 0.01 0.24** 0.23** 0.12 0.49** 0.50** 0.59* 0.79

注：***P<0.001，**P<0.01，*P<0.05（双尾检验），下同；对角线上的数值为相应因子 AVE 的平方根；ES：性别；
EA：年龄；EB：学历；WL：工作年限；WJ：工作职位；CN：企业性质，下同

3.3  假设检验

采用层级回归的方法对假设进行检验。由

表 5 可知，将所有的控制变量（性别、年龄、

学历、工作年限等）纳入 M1、M3 和 M7 中进

行分析。M4 和 M5 则分别分析了人际信任对知

识型员工隐性知识贡献意愿、隐性知识获取意

愿的影响。研究显示，人际信任与隐性知识贡

献意愿（β=0.454，P<0.001）和隐性知识获取

意愿（β=0.454，P<0.001）均具有显著正向关。

将认知幸福感作为因变量纳入 M2 进行回归分

析，结果表明人际信任对认知幸福感（β=0.614，
P<0.01）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将认知幸福感放入

M5 和 M9 分析，得到认知幸福感与隐性知识贡

献意愿（β=0.287，P<0.001）、隐性知识获取

意愿（β=0.347，P<0.001）之间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由于认知幸福感的介入，人际信任对隐

性知识贡献意愿（从 0.454 下降到 0.269）、隐

性知识获取意愿（从 0.585 下降到 0.362）的影

响在减弱，但依然显著正相关。认知幸福感对

隐性知识贡献意愿、隐性知识获取意愿之间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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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显著正相关，分别额外增加了 4%、6% 的

变异解释量。由此，假设 4 和假设 5 的检验得

到通过。在 M6 中，隐性知识获取意愿对隐性

知识贡献意愿（β=0.397，P<0.001）具有显著

正影响。在 M10 中，隐性知识贡献意愿对隐性

知识获取意愿（β=0.3，P<0.001）具有显著正

影响。由此，假设 1 通过实证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本文认知幸福感中介效应的

稳健性，本文同时采取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

位 Bootstrap 法，样本量选择 5 000，置信区间为

95%，分别对认知幸福感在人际信任与隐性知识

贡献意愿、隐性知识获取意愿之间的中介效用

进行验证。研究发现，第一条路径的中介检验的

结果没有包含 0（LLCI=0.172 6，ULCI=0.390 4），

表明认知幸福感的中介效应显著，且中介效用

大小为 0.268 2。此外，在控制了中介变量的应

对方式后，人际信任对隐性知识获取意愿的影

响也显著（LLCI=0.205 1，ULCI=0.560 6）。因此，

认知幸福感在人际信任对隐性知识贡献意愿影响

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但并非完全中介，而是部分

中介。同样，在第二条路径中，认知幸福感的中

介效应显著（LLCI=0.173 7，ULCI=0.476 6），

中介效用值为 0.317 4。在控制认知幸福感变量

之后，人际信任对隐性知识获取意愿仍显著相

关（LLCI=0.373 2，ULCI=0.696 8）。因此，认

知幸福感在人际信任与隐性知识获取意愿关系

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综上分析，假设 4 和假设 5
再次得到佐证。

表 5  阶层回归分析

变量
CWB TKC TKA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M9 M10
ES 0.132* 0.053 0.171*** 0.110* 0.101* 0.084  0.132* 0.053 0.043* 0.009
EA -0.069 -0.003 -0.015 0.053 0.041 0.010 0.005 0.093 0.078 0.065
EB -0.127* -0.041 -0.028 0.029 0.042 0.048 -0.104 -0.031 -0.014 -0.028
WL 0.165* -0.007 0.168* 0.036 0.045 0.062 0.117 -0.053 -0.043 -0.057
WJ  0.311***   0.176***  0.179** 0.072 0.023 0.025  0.191** 0.053 -0.006 -0.014
CN 0.062 -0.018 0.073 0.042   0.047*** 0.047 0.035 -0.005 0.002 -0.014
INT   0.614***  0.454***   0.269***  0.125*   0.585***   0.362*** 0.273***

CWB   0.287***  0.149**   0.347*** 0.252***

TKC 0.332***

TKA  0.397***

R2 0.151 0.467 0.113 0.286 0.327 0.416 0.090 0.377 0.437 0.511
F 10.130*** 42.808*** 7.302*** 19.549*** 20.687*** 26.868*** 5.655*** 29.617*** 33.111*** 39.554***

ΔR2 0.151 0.316 0.113 0.173 0.041 0.089 0.090 0.287 0.060 0.074
ΔF 10.130*** 203.073*** 7.302*** 82.609*** 20.747*** 51.708*** 5.665*** 157.873*** 36.221*** 51.708***

4  结论与启示

4.1  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按照知识流向，将隐性知识共享细分

为隐性知识贡献与知识获取两个维度，并基于

幸福人假设，引入认知幸福感为中介变量，构

建一个被中介的非递归模型。实证研究表明，

隐性知识贡献与知识获取意愿之间相互交融与

互为作用。这突破了既有文献停留在隐性知识

共享的静态过程研究，并且验证了隐性知识贡

献与获取意愿之间的密不可分的交互关系。人

际信任对认知幸福感产生显著促进作用。这与

W. Yip 等 [23] 、J. F. Helliwell 等 [24] 学者的人际信

任是幸福感的重要前因因素的观点相吻合。认

知幸福感部分中介了人际信任对隐性知识贡献

及获取意愿的正向影响。这不仅呼应了积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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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对隐性知识共享的社会促进功能 [19]，而且探

寻与证实了认知幸福感在人际信任到隐性知识

贡献与获取意愿作用过程中的中介角色，是对

H.F.Chumg 等 [8] 人关于幸福感与知识共享的研

究成果的有益扩展与深化。

4.2  研究意义与局限性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弥补了以往文献对

隐性知识共享动态过程关注的不足，主要通过

借鉴前人研究成果，依据知识流向，将隐性知

识共享细分为隐性知识贡献与知识获取，并验

证这两个维度之间相互影响，互为一体；从幸

福人假设视角揭示隐性知识共享机理，进一步

开拓了知识共享的研究思路；将人际信任、认

知幸福感与隐性知识共享有机纳入一个分析框

架之下，检验了幸福人理论在诠释从人际信任

到隐性知识共享作用机理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丰富了人们对人际信任与隐性知识共享关系的

认知，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我国本土情景下知

识型员工的隐性知识共享理论。

研究结论为企业实践提供重要的启示。首

先，管理者要做好知识型员工的隐性知识贡献

与知识获取工作，尽快构建和完善组织隐性知

识贡献与获取的科学评价及激励机制，促进知

识贡献与获取活动的持续良性发展；其次，注

重提升知识型员工之间良好的人际信任关系；

最后，要将培育知识型员工认知幸福感纳入知

识管理活动之中，鼓励与引导知识型员工形成

与提高自身的认知幸福感。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鉴于数据的

可得性，本次研究对象主要分布在山东东部沿

海地区，这对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可能造成影

响。另外，尚未对研究行业或产业进行细分，

今后可以直接聚焦某一具体行业或产业，以增

加结论的针对性。最后，本研究假设模型可能

不够完整，仅触及到员工的认知幸福感维度，

幸福感还可能受到个体与组织特征其他因素影

响，也没有对人际信任进行多维度划分。未来

可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构建更加严谨与完善的理

论模型，以提高研究结论的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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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Interpersonal Trust on Tacit Knowledge Sharing Willingness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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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dynamic nature of tacit knowledge sharing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interpersonal trust on knowledge workers’ tacit knowledge 
contribution willingness. [Method/process] By subdividing the tacit knowledge sharing into two dimensions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knowledge contribution to examine the dynamic nature of tacit knowledge 
sharing, and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happiness, a mediated nonrecursive model was constr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nse of cognitive well-being. Meanwhile, using survey data of 350 knowledge workers from the 
Jiaodong peninsula in Shandong, this paper conducted an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conclus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of mutual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acit knowledge contribution 
and acquisition willingness; interpersonal trust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sense of cognitive well-being; 
sense of cognitive well-being partly mediates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interpersonal trust on tacit knowledge 
contribution and tacit knowledge acquisition willing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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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情感分析是智能多媒体内容理解领域

的重要问题，是让机器具有学习、推理和认知

能力的基础。文本情感分类则是文本情感分析

的核心。文本情感分类研究面临着标准文本获

取困难、情感资源分配不均和数据稀疏性问题。

同时，文本分类技术多样，不同的分类技术有

不同的优缺点，所以具体的文本情感分类技术

必须落实到具体应用领域，这样才能发现其最

优的应用效果 [1]。

电子商务网站的商品评论数据丰富，情感

特征较为明显。以商品评论文本为对象，进行情

感分析具有现实基础，也有积极的应用前景 [2]。

【学术探索】

基于深度学习的商品评论情感分类研究
◎ 李文江 1  陈诗琴 2

1 重庆文理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重庆  402160
2 重庆文理学院图书馆  重庆  402160

摘要：[ 目的 / 意义 ] 对已有的文本表示、分类算法进行组合，遴选一种复杂度低、训练时间少的组合

方式，构建商品评论情感文本分类的优化模型。[ 方法 / 过程 ] 以 Keras API 为应用环境，将 Word2vec 词

向量输入 Embedding 嵌入层，依据句子词索引序列，通过控制 trainable 参数实现 3 种商品评论的文本表示；

将不同的文本表示分别与不同分类算法进行匹配，分析分类效果差异，确立较优算法组合。[ 结果 /结论 ]

Word2vec词向量输入Embedding嵌入层继续训练的文本表示方法，结合TextCNN算法训练获得的分类模型，

在商品评论测试集上分类效果表现较好，准确率和ROC曲线面积AUC值分别为 94.02%、0.982 7。应用表明，

分类模型能较好实现商品评论的情感分类，有较好的分类泛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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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分析技术已应用于电子商务、社交网络等

互联网相关领域，其主要任务是识别出用户在

评论文本中流露出的情感信息。

随着商品评论情感分类中文本表示方法、

分类算法改进复杂度的增加，分类准确率有一

定提高，但是模型训练时间会变长，算法复现

应用难度较大。本文在当前主要的文本表示、

分类算法的基础上，从降低模型复杂度，减少

模型训练时间和降低实现难度的角度，以京东

电商网站的商品评论为语料，选择不同的文本

表示方法与分类算法进行组合，开展文本情感

分类模型的构建、训练与评估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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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品评论情感分类相关研究

目前已有商品评论情感分类相关研究成果

揭示了情感分析技术的 3 种主要类别：

（1）基于规则的情感分类。通过制定语义

规则，结合语料库和情感词典来抽取文本中的

情感信息，再计算相应的情感倾向。如王志涛

等对微博的情感分析是通过建立句型分析规则、

句间关系分析规则、词语多元组分析规则来制

定语义规则 [3]。这类情感分析技术的关键在于

各种规则的制定。而规则的制定又依赖于情感

词典和分类目标的确立，这要耗费大量时间和

人力。因此，目前该方法使用较少。

（2）基于机器学习的情感分类。运用机器

学习方法，通过已知文本特征建立情感分类模

型，再利用模型对未知文本进行情感分类。基

于机器学习的情感分类关键在于特征和分类算

法选取，尤其是特征选取。已有研究在对商品

评论进行情感分析时，主要应用的机器学习分

类算法有：朴素贝叶斯 NB[4-5]、SGD 算法 [5-6]、

支持向量机 SVM[7]、最近邻算法 KNN[8] 和随机

森林 RF 等。它们的特征提取方式也不尽相同，

但均是依赖情感词典进行提取。

（3）基于深度学习方法的情感分类。随

着深度学习的发展，现有很多深度学习方法已

应用到情感分类领域，如胡朝举等融合情感标

签改进 Word2vec 词向量作为情感文本表示方

法 [9]、金志刚等将深度学习 Bi-LSTM 模型提取

社交媒体用户评价情感的抽象特征 [10]、刘全等

提出一种 RCNN-HLSTM 的深度分层网络模型

进行情感分析 [11]、Yoon K 提出 TextCNN 模型

用于文本分类 [12] 等。浅层机器学习方法特征选

择具有局限性，而深度学习方法不必单独构建

情感词典，不受人为因素影响，它能自动从数

据中学习提取特征形成研究热点。

深 度 学 习 主 要 利 用 词 嵌 入 技 术（ 如

Word2vec[13]、GloVe、FastText、WordRank 和

text2vec 等）进行文本信息的词向量表示，可

计算词语间的语义关联，更有利于文本抽象特

征学习，并有大量优秀的深度神经网络分类算

法（如多层全连接神经网络 MLP，卷积神经网

络 CNN、TextCNN[12]，循环神经网络 RNN、

LSTM、GRU、Bi_GRU、Bi_LSTM， 以 及 各

种改进型神经网络算法等）可使用。研究重

点为基于上述经典的文本表示方法和分类算

法进行改进融合，如胡朝举等融合情感标签

改进 Word2vec 词向量作为文本表示方法，将融

合 attention 的 Bi_LSTM 与 CNN 并联接受词向

量输入，输出合并后再次融合 attention，再连接

LSTM，最终输出句子向量 [14]，但这种分类算法

比较复杂。类似算法融合改进研究较多 [10-12,15-18]。

上述（1）基于规则的情感分类、（2）基

于机器学习的情感分类都要依赖情感词典去表

示情感特征，因此情感词典的质量直接影响特

征提取质量。加上情感词典构建需要人们的先

验知识，构建过程容易受到人为因素影响。且

情感词典通用性并不好，某一领域的特征集不

一定适应另一个领域。所以，前两种分类方法

并未成为情感分析研究的主流，（3）基于深度

学习方法的情感分类中的文本表示与分类算法

改进融合才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随着文本表示

方法和分类算法改进复杂度的增加，分类准确

率也许有一定提高，但是模型训练时间会变长，

算法复现应用难度较大。

2  研究思路与框架

2.1  研究思路

因此，针对上述（3）基于深度学习方法的

情感分类中的问题，本文从降低模型复杂度、

减少模型训练时间和降低实现难度的角度，选

择深度学习方法，展开商品评论文本情感分类

模型的构建、训练与评估的应用研究。

为了降低模型复杂度，采用深度学习框架

Embedding 嵌入层训练词向量方法和经典分类算

法。前者只需设置 Embedding 嵌入层不同参数

即可；后者大多已集成在深度学习框架中，直

接调用算法模块，设置相应参数即可。整个应

用过程并不需要做任何算法改进，从而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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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难度。

为了获得最优分类效果，减少模型训练时

间，将 Word2vec 词嵌入技术训练词向量、深度

学习框架 Embedding 嵌入层训练词向量进行组

合，形成 3 种语料文本表示方法，并分别与分

类 算 法（CNN、GRU、LSTM、Bi_ GRU、Bi_
LSTM、TextCNN）进行组合应用。通过比较分

类准确率、训练拟合程度和训练时间长短差异，

从而确立较优的文本表示方法和分类算法组合。

其中深度学习框架 Embedding 嵌入层训练

词向量方法和 TextCNN 分类算法，目前在中文

情感分类中应用较少。

2.2  实现框架

以 Keras[19] 深度学习 API 作为应用环境，

以 Word2vec 训练词向量、Embedding 嵌入层训

练词向量和两者结合训练词向量，作为不同的

语料文本表示方法，分别与多个分类算法进行

组合应用。通过比较分析分类效果差异，从而

确立较优的文本表示方法和分类算法组合。

首先对语料分词并进行 Word2vec 词向量预

训练，获得具有语义信息的词向量。根据每条

语料的分词顺序，检索出对应的词向量并依次

排列，形成预训练句子向量。再经 Embedding
嵌入层继续训练句子向量，然后将句子向量与

正负情感分类标签信息通过输入层输入分类算

法中，经隐藏层和输出层对输入数据进行多次

迭代训练；最终获得情感分类模型。主要实现

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主要实现框架

情感分类主要任务有：文本编码（包括文

本分词、词字典建立、句子的词索引转换、词

向量训练等）、数据集构建、模型搭建与训练

和模型评估。结合实现框架，制定详细的实现

流程如图 2 所示：

整个流程对应以下 4 个具体过程：

（1）语料分词处理。选择中文分词工具，

对原始语料进行分词但不作停用词过滤处理，

并使用正则值过滤非中文字符。

（2）句子词索引矩阵构建。遍历所有语料

样本，获取所有词语并作词频统计，为每个词

语分配唯一的索引 ID。然后将所有样本句子转

化为词索引 ID 序列，即构成所有成句子词索引

矩阵。

（3）词向量矩阵构建。首先选择词向量训

练工具，根据需求设置相关参数，训练语料词

向量；然后结合词索引 ID 构建词向量矩阵，每

一列代表一个词的向量。

（4）分类模型训练。选择合适的分类算法

构建分类模型，并将词向量矩阵、句子词索引

矩阵和对应的正负情感分类标签信息，加载到

模型的数据输入层中，然后进行句子词索引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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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词向量的映射转换，最后进行模型训练、验

证与评估。

图 2  实现流程设计

3  分类模型实现

3.1  语料文本表示

Keras 中的 Embedding 嵌入层提供了 3 种向

量训练方式，不同训练方式需设置 trainable 不

同参数值进行控制：①将评价句子词索引 ID 编

号作为词向量输入，trainable 参数为 True，进行

词向量训练；②将 Word2vec 预训练好的词向量，

作为 Embedding 嵌入层的权重值输入，trainable
参数为 False，词向量不会被训练更新；③将

Word2vec 预训练好的词向量，作为 Embedding
嵌入层的权重初始值，trainable 参数为 True，
词向量会继续参与训练更新。主要通过控制

Embedding 嵌入层的数据输入和 trainable 参数控

制，从而形成 3 种不同的文本表示方法。后文

应用部分将对 3 种方法进行对比分析。

3.1.1  Word2vec 词向量训练

Word2vec 采用 CBOW 或 Skip-Gram 模型，

利用上下文信息来预测当前词语的语义信息，

从而生成词向量，实现词向空间的映射，通过

计算空间向量间的距离获得词语间语义上的相

似度。Word2vec 词向量克服了 One-Hot 词向量

的“词汇鸿沟”和“维度灾难”缺陷，更有利

于文本表示 [20-21]。

采用 python 版的 Word2vec[22] 工具进行词

向量训练，具体过程如下：①从 gensim.models
模块中导入 Word2vec 类；②设置词向量维度

为 256 和训练窗口大小为 8 等参数；③选择

Text8Corpus 方法，加载已分词的文本文件；  
④定义模型变量 model，选择 Skip-Gram 训练方

式，并将参数和文本数据传递给 Word2Vec 方法，

赋值给 model；⑤执行 model.wv.save_word2vec_
format 方法，开始训练并保存训练结果。训练

结果包含了词语与对应向量，保存为文本文档。

其中向量值已作归一化处理。

3.1.2  生成词向量矩阵

词向量文档中存储结构为：“词+‘ ’+向量”，

每个词与对应词向量为一行，之间由空格隔

开，例如“正品 0.532 237 0.139 422 0.062 200 
……”。根据结构特点可循环读取每行数据，

利用空格将词与向量分开，以词为关键字、向

量为值生成词向量字典。词向量字典结构为：

“{key: 词 ,value: 向量 }”。

使用 Keras 文本预处理 Tokenizer 类，对所

有词语进行词频统计，按照词频大小顺序给每

个词语赋予唯一 ID 编号，以词为关键字、对应

编号为值生成词字典。词字典结构为：“{key:
词 ,value: 编号 }”。

将词向量字典与词字典以“词”为关联建

立词向量矩阵，矩阵中所有词向量按照词对应

ID 编号顺序排序。最后在词向量矩阵上再增加

矩阵序号为 0 和序号为词字典长度 +1 的向量，

并将初始化为（0,0.001）间的随机值。

3.1.3  生成句子词索引矩阵

使用 Tokenizer 类的 texts_to_sequences 函数

和序列转换 pad_sequences 类，将句子中每个分

词由词字典中对应 ID 编号来代替，生成句子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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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矩阵，从而实现文本序列向 ID 编号序列转

换，例如：“[[241 5775 2247 ...,0 0 0][603 154 1 
...,0 0 0]...]”。

由于评论语句长短不一，需要统一句子索

引长度，具体长度值的选取可根据句子长度分

布而决定，当句子长度小于设定值时，在序列

后面补充 0；当大于设定值时，将序列后面超出

部分丢弃。

3.2  分类模型搭建

针对本文任务利用多个分类算法进行

实 验 比 较， 最 终 选 择 了 分 类 效 果 较 好 的

TextCNN 分类算法。分类模型首先进行句子

词索引与词向量的映射转换，然后对词向量

进行卷积操作。

3.2.1  TextCNN 分类模型结构

TextCNN 分类模型包括 InputLayer（输入

层）、Embedding（嵌入层）、SpatialDropout1D（整

张特征图正则化层）、Conv1D（卷积层）、

MaxPool1D（池化层）、Concatenate（拼接层）、

Flatten（压平层）、Dropout（正则化层）和

Dense( 全连接层，含 activation 激活函数）。其

结构如图 3 所示：

图 3  TextCNN 分类模型结构

3 个 Conv1D 卷 积 核 长 度 分 别 为 2、3、
4，默认移动步长为 1，激活函数为 relu；每个

MaxPool1D 池化层输出 1 个特征最大的词向量 [17]。

3.2.2  句子词索引与词向量映射

训练前由 Embedding 嵌入层通过分词索引

ID 在词向量矩阵中执行查表操作，获得每个词

索引 ID 的词向量，并依次组合为句子的词向量

矩阵，映射关系实例见图 4，左边为句子词索引

矩阵，中间为所有词的词向量矩阵，右边为句子

向量矩阵，wi（i=0,1,...,6）为 256 维向量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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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分词索引 ID 与词向量映射关系

3.2.3  词向量卷积

每个句子矩阵大小为（m，256），m 为

句子词向量个数，256 为词向量维度。假如

Conv1D 卷积核长度为 2，在对句子卷积操作时，

实际上是在 m 个词向量上以（2，256）的大小

由上而下的单方向移动进行卷积，因此该卷积

过程类似于使用神经网络进行 N-gram=2 的词与

词间局部相关性特征提取，这正是使用卷积神

经网络处理文本会非常快速有效的原因。

最终 3 个并联 Conv1D 卷积分别得到 m-1、
m-2、m-3 个卷积后的向量，然后分别对 m-1、
m-2、m-3 个向量进行 MaxPool1D 池化操作，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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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 1 个特征最大的词向量并进行 Concatenate
拼接处理，得到句子的 3 个特征向量并送分类

器进行分类。分类器激活函数为 sigmoid，损

失函数为 binary_crossentropy，算法优化器为

adam。

4  应用与分析

模型训练过程中使用了动态调整学习率的

ReduceLROnPlateau 方法和防止训练过拟合的

EarlyStopping方法。二者相互配合，实时监控“验

证集损失 val_loss”是否在继续减小，并作出相

应训练调整。

分类模型效果评估除了使用测试集测试准

确率外，还使用模型平均性能评价的Ｒ OC 曲

线下方面积（AUC 值）大小进行评估。AUC 值

越接近于 1，表明分类模型效果越好。

4.1  评论数据获取

通过京东电商网站的商品地址抓取商

品 评 论 数 据。 商 品 地 址 形 如：“http://item.
jd.com/1658812308.html”，其中“1658812308”

数字部分为商品的编号。根据商品编号规则，

随机生成待抓取的商品编号，构成商品地址列

表，并进行地址有效性判断。有效则抓取商品

页面上的好评、差评两类评价数据内容。分析

商品评价页面的 HTML 标签信息，主要抓取

“content”（评价内容）和“rating”（好评为 3、
差评为 1 的标志）标签内容，并对内容中的一

些标签或符号进行清理，最后将评价内容和好

评差评标志信息保存为关系型数据。根据上述

抓取方法，于 2018 年 2 月随机抓取了京东商品

评论数据约 60 000 条，经过数据清洗加工、好

评与差评数据的统计分析，最终筛选 31 120 条

实验语料数据并进行正负情感分类标注，好评

数据 15 560 条、差评数据 15 560 条，正负分类

数据平衡。将数据按照 6:2:2 的比例拆分为训练

集 18 672 条、验证集 6 224 条和测试集 6 224 条

3 个部分。

4.2  句子长度选择

经语料分词处理后，统计每条句子的长度，

生成句子长度分布直方图，如图 5 所示：

图 5  句子长度分布统计

句子长度主要分布在 0-140 个词之间，词

个数在 8 左右的句子最多，占了 7 000 多条。随

着句子长度增加，句子条数越来越少，总体属

于短文本分类问题。实验将从 8-140 之间选择

16、32、64 和 128 共 4 个点进行长度比较实验。

选择 Embedding 嵌入层词向量常见训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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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②（将 Word2vec 预训练好的词向量，作为

Embedding 嵌入层的权重值输入，trainable 参

数为 False），直接使用 Word2vec 预训练好的

词向量进行分别训练，然后与 TextCNN 分类模

型实验。实验结果见表 1，生成结果比较曲线

见图 6。

表 1  不同句子长度的分类结果

长度 Trainable 参数值 迭代次数
准确率（%）

AUC 值
训练集 验证集 测试集

16 False 24 91.95 90.46 90.22 0.964 8

32 False 16 91.95 91.85 92.13 0.971 6

64 False 18 93.25 92.51 92.16 0.974 8

128 False 19 93.06 92.88 92.29 0.977 2

图 6  不同句子长度的分类结果比较

从图 6 可知模型的准确率和 ROC 曲线面积

AUC 值都随着句子长度的增加而增加，长度为

128 时准确率和 AUC 值最高，分别为 92.29%、

0.977 2。相比取 16 分别高出 1.93%、0.012 4，
而迭代次数排第 3，并未增加太多。所以长度取

128 较合适。

4.3  不同文本表示方法效果对比

选择 Embedding 嵌入层词向量训练方式

①“Embedding（Emb）”、 ②“Word2vec
（Vec）” 和 ③“Word2vec + Embedding 
（Vec+Emb）”， 另 外 增 加 基 于 方 式 ②

的 一 种 变 换 方 式“Word2vec*TF-IDF[24]

（Vec*TF-IDF）”（词向量乘以词频权重

TF-IDF），分别与 TextCNN 分类模型进行

实验。分类结果见表 2，生成结果比较曲线

见图 7。

表 2  不同文本表示方法的分类结果

文本表示 Trainable 参数值 迭代次数
准确率（%）

AUC 值
训练集 验证集 测试集

Emb True 6 98.77 92.43 92.13 0.975 7

Vec False 19 93.06 92.88 92.29 0.977 2

Vec*TF-IDF False 46 88.46 89.73 88.72 0.955 7

Vec+Emb True 12 96.60 93.91 94.02 0.98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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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文本表示方法的分类结果

从表 2、图 7 可知：

（1）方式①“Emb”比方式②“Vec”测

试集上的准确率低 0.16%，在训练集上过拟合程

度最大。

（2）方式②“Vec”测试集上的准确率和

AUC 值都居第二，分别为 92.29%、0.977 2，在

训练集上拟合程度最好。

（3）方式③“Vec+Emb”测试集上的准确

率和AUC值最高，分别为94.02%、0.982 7，比（2）
方式②分别高出 1.73%、0.005 5，在训练集上过

拟合程度居中，迭代次数排第二。

（4）“Vec*TF-IDF”方式，测试集上的准

确率和 AUC 值都最低，在训练集上拟合较好。

词向量训练方式③更有利于准确率的

提高，方式②有利于训练抗过拟合，下一

步选择不同分类算法进一步实验来检验其

效果。

4.4  不同分类算法效果对比

选择 CNN、LSTM、GRU、Bi_LSTM、Bi_
GRU 和 TextCNN 分类算法与词向量训练方式

②、③分别进行实验，实验结果见表 3，生成结

果比较曲线见图 8。

表 3  不同分类算法的分类结果

分类算法与文本表示 Trainable 参数值 迭代次数
准确率（%）

AUC 值
训练集 验证集 测试集

CNN+ ② False 24 94.89 92.27 92.19 0.972 3

CNN+ ③ True 7 98.66 93.32 93.20 0.978 3

GRU+ ② False 18 94.07 92.57 92.22 0.977 4

GRU+ ③ True 8 98.56 93.22 93.49 0.981 1

Bi_LSTM+ ② False 34 93.44 92.54 92.71 0.977 5

Bi_LSTM+ ③ True 9 97.65 92.85 93.33 0.978 2

LSTM+ ② False 16 94.15 92.84 92.89 0.977 7

LSTM+ ③ True 10 98.00 92.95 93.12 0.977 9

Bi_GRU+ ② False 34 93.44 92.56 92.87 0.977 4

Bi_GRU+ ③ True 9 98.22 93.22 93.57 0.979 2

TextCNN+ ② False 19 93.06 92.88 92.29 0.977 2

TextCNN+ ③ True 12 96.60 93.91 94.02 0.98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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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分类算法的分类结果

从表 3、图 8 可知：

（1）各分类算法与方式③的训练集、验

证集与测试集准确率和 AUC 值比与方式②都

要高，迭代次数更少，训练收敛较快。其中

TextCNN 在测试集上准确率和 AUC 值最高，分

别为 94.02%、0.982 7；比居第二位的 GRU 分

别高出 0.53%、0.001 6；与方式②最好的 LSTM
相比分别高出 1.13%，0.005 0；

（2）所有分类算法与方式③在训练集上比

与方式②过拟合程度更大，但 TextCNN 过拟合

程度又是其中最小的。

从实验总体看：在现有语料数量情况下，

将句子长度统一为 128 个词、使用 Word2vec
预训练 256 维度词向量作为初始值，并结合

Embedding 嵌入层继续训练词向量的方式和

TextCNN 分类算法，分类准确率和模型平均性

能都有一定提高，较好地实现了文本正负情感

分类，训练的模型有较好的分类泛化能力。

5  结语

本文利用 Word2vec 词嵌入技术预训练语料

词向量，输入 Keras API 的 Embedding 嵌入层，

依据语料句子词索引序列，通过控制 Embedding
嵌入层 trainable 参数值，从而实现 3 种商品评

论句子的文本表示；并将不同的文本表示分

别与不同分类算法进行匹配，最终筛选出较

为理想的分类模型，即 Word2vec 词向量输入

Embedding 嵌入层继续训练的文本表示方法，结

合 TextCNN 算法训练获得的分类模型。其主要

优点表现在以下 3 个方面：①弥补了单独使用

Word2vec 预训练词向量会降低准确率、延长训

练时间的缺点，和单独使用 Embedding 嵌入层

训练词向量容易导致训练过拟合的风险；②将

Word2vec 预训练词向量，输入 Embedding 嵌入

层继续训练，随着不断迭代更新词向量，训练

时间反而缩短；③无须对算法程序作任何改进，

只需设置 Embedding 嵌入层不同参数，即可降

低实现难度，更有利于实际应用。

本文不足之处在于：商品评论数据种类较

少 , 未扩展至其他更多电商平台的商品评论数

据。今后研究重点是收集更多的语料数据，增

加训练数据集，并充分挖掘中文语料中具有一

定语义的表情符号和英文单词的情感表示方法，

进一步提升分类模型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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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existing text represent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s are combined, 
and a combination mode of low complexity and less training time is selected to construct an optimization 
model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emotional texts of commodity reviews. [Method/process] Firstly, this paper 
took the Keras API as an application environment, input Word2vec word vector into Embedding embedded 
layer. Then, based on sentence word index sequence, three kinds of commodity comment text representation 
were realized by controlling the trainable parameter. Finally，in this paper, different text representations 
were matched with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s, differences in classification effects were analyzed, and 
the better combination of algorithms was established. [Result/conclusion] The text representation method 
which is continued training by Inputting Word2vec Word Vector into Embedding embedded Layer, combined 
with the TextCNN algorithm establishes the classification model. It performs better on the product review 
test set. Its accuracy and ROC curve area AUC values are 94.02% and 0.9827, respectively. The application 
shows that the classification model can better realize the emo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commodity reviews and 
has better classification generaliz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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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设备的发展，移动媒体、自媒

体吸引了越来越多粉丝聚集，形成了粉丝效

应。广告投放媒介也由传统方式向互联网媒

介转移，以移动软件、自媒体等为代表的新

型媒介成为了广告投放商的新选择。微信公

众号作为新媒体的代表，成为了很好的广告

投放渠道。传统的广告更多的是吸引用户的

注意力，传播对象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微信公众号广告改变了传统广告的方式，人

际传播更是成为这种传播技术的中心 [1]，用

户与广告投放媒介的关系、广告媒介彼此之

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面对新兴微媒介的

【学术探索】

基于点击率预测的微信公众号广告精准投
放研究
◎王忠义  毛凤华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9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旨在将微信公众号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量化，对微信公众号广告的点击率进行预

测，为微信公众号广告的精准投放提供新思路，改善广告的投放效果。[ 方法 / 过程 ] 研究基于广告点击

率预测模型，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微信公众号位置综合评价体系并确定权重，进而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计算评价指标的具体数值，对微信公众号的广告点击率进行预测来指导广告投放。[ 结果 / 结论 ] 公众号

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影响其广告点击率，进而影响广告投放效果。广告投放应将公众号在社会网络中的位

置考虑在内，以预测广告点击率为指导，避免低迷点，对处于不同位置的公众号采取不同的投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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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传统媒体在融合转型中纷纷开设了微

信公众号，但广告营销效果良莠不齐 [2]。目前，

微信公众号这个特殊的媒介仍没有很好地实

现广告精准投放，广告与公众号不相匹配，

广告投放效果也不尽人意。如何在微信公众

号平台实现广告的定向有效投放是现在亟待

解决的问题。本文将微信公众号在社会网络

中的位置作为考虑因素，以广告点击率预测

模型为基础，提出了基于广告点击率预测的

微信公众号广告精准投放，拟提高微信公众

号广告的投放效果，为微信公众号广告精准

投放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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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现状

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可知目前对微

信公众平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信公众平台传

播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冀芳等 [3] 利用层次分

析法得出影响微信公众平台传播效果的主要因

素为粉丝、传播方式、传播内容等，并对改善

微信公众平台的传播效果提出了建议。方婧等
[4] 通过研究用户在线社群网络中的信息传播特

征，发现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网络为中心型社

群网络，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微信公众号文章

的推送频率、推送时间、文章标题字数和公众

号主题对信息传播热度的影响。吴中堂等 [5] 以

具体公众号为研究对象，利用相关分析和回归

分析探究了关键词热度、语义变量与信息阅读

率的关系以及阅读率和转发收藏率之间的关系。

S. Shan 等 [6] 基于信息传播理论和动机理论具体

探究了微信中影响雾霾信息传播的因素。同时，

徐宝达等 [7] 指出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网络为无

标度网络，并提出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的概

念模型。

在对微信公众号广告的研究方面，已有研

究主要集中在对微信公众号广告营销策略的探

究。黄欢 [1] 指出微传播背景下微信公众号广告

的营销策略主要为互动营销、事件话题营销以

及精准营销。张荣荣 [2] 指出微信公众号的广告

投放根据用户需求进行分流，针对用户的特点、

个性实现精准投放。然而具体如何实现文中并

未阐述。秦泽宇等 [8] 给出了利用微信公众号开

展营销活动的具体策略，包括锁定目标群体、

创新广告策划等。

在对广告投放的研究方面，已有研究主要

集中在广告的定向投放上，B. Amit 等 [9] 将用户

搜索行为作为指标融入到模型中，提出了基于

用户行为的广告定向投放模型。E. Agichtein等 [10]

基于用户行为数据实现了用户与广告之间的匹

配，以此实现对用户的定向投放。张迪 [11] 基于

用户行为，实现了对长期行为和短期行为的分

开投放。程龙龙 [12] 利用用户行为时间序列数据，

将时变用户行为模型与 LDA 主题模型相结合，

优化了基于用户行为的定向投放。在基于内容

的定向投放方面，M. Vanessa 等 [13] 通过机器学

习，提高了内容和关键词之间的匹配程度。M. 
Ciaramita 等 [14] 在传统机器学习的基础上，实现

了广告主题和网页之间的语义关联，进一步提

高了定向投放的准确率。A. Broder 等 [15] 利用语

义分别将广告和网页进行分类，计算广告与网

页的接近程度，对广告进行排序，弥补了纯句

法分析的不足。

上述研究指出了微信公众平台的具体影响

因素以及广告营销策略，然而如何针对微信公

众平台进行广告精准投放尚未阐述。同时目前

的广告投放仅考虑了广告在上下文中的位置，

并未将广告媒介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纳入考虑

范围。如何利用社会网络进行广告定向投放尚

不明确。基于此，本文重点研究依据公众号在

社会网络中的位置进行广告的精准投放，旨在

将节点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量化，提高广告预

测点击率，以改善广告投放效果。

2  研究思路

广告点击率预测是指在给定查询用户和广

告的情况下，估计所投放的广告被点击次数占

总展示次数的比率，估计的结果直接影响到广

告结果的排序，进而影响到用户、网络媒体和

广告主的效用 [16]。目前常用的广告点击率预测

模型主要有基于假设检验的和基于位置的两类。

贝叶斯网络模型 [17] 是应用最为广泛的基于假设

检验的广告点击率预测模型，该模型认为用户

看到了广告，同时广告的相关性满足了用户的

要求时，广告才会被点击。点击链模型 [18] 也是

一种基于假设检验的预测模型，该模型将广告

与检索词的相关性与是否查看下一广告的概率

属性作为后验参数，以此来对用户的点击过程

进行建模。

处于不同位置的广告，其点击率有显著不

同。用户会最先注意到位于显著位置的广告，

因此点击率高的广告不一定具有高相关性。由

此，基于位置的广告点击率预测模型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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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回归模型是典型的基于位置的广告点击率

预测模型，其将位置因素作为参数进行逻辑回

归，假设每条广告的点击事件互为独立事件，

不同位置的广告具有不同的点击率。考虑到本

文重点研究节点在引文网络中的位置对广告点

击率的影响，从整个网络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

在此选择基于位置的广告点击率预测模型。

基于逻辑回归的广告点击率的预测模型最

早由 M. Richardson[19] 提出，将广告的查询相关

性和位置因素作为参数，如公式（1）所示：

 
1

1 , ( )
1

n
i iz i

CTR Z w f ad
e− =

= =
+ ∑

    式（1）
其中，ad 表示一条广告记录，fi(ad) 表示广

告的第 i 个预测变量，wi 表示广告第 i 个预测变

量的系数，CTR 表示广告点击率的预测值。笔

者将节点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引入模型，fi(ad)
为第 i 个位置评价指标值，wi 表示第 i 个指标的

系数，具体评价指标的系数通过层次分析法来

确定。

笔者将基于广告点击率预测模型对微信公

众号广告的有效投放进行分析，传统的广告点击

率模型仅考虑了广告在上下文中的位置，而本文

将广告在引文网络中的位置引入模型。利用层次

分析法构建位置核心度评价体系并计算其权重，

借助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确定各指标值，进而利

用 Matlab 对广告点击率进行预测和趋势分析。

具体来说，本文的研究思路如图 1 所示，将节点

在引文网络中的位置与广告点击率预测模型相结

合，实现了节点位置的量化，以此从局域子网和

整体网角度实现广告的有效投放。

图 1  研究思路

3  层次分析法的建立

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

关系的研究方法，其通过分析网络中的关系对

网络中节点的属性及网络结构进行具体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通过多种测度方法对网络的整体

结构和节点的位置角色进行测度。基于此，本

文选取节点的位置角色测度指标（具体包括中

心度分析、核心边缘分析和 K 核分析等）来对

节点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进行量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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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可以用中心度、K
核分析值和核心边缘分析值来衡量。中心度分

析包括点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

在组织的非正式网络中，点度中心度越高的成

员与其他成员的联系越多，在整个网络结构中

有更多的机会进行信息的交流和共享，获得来

自其他成员信息支持后，可能成为整个网络的

中心。中介中心度高的行动者在网络中占据了

其他多个行动者联系的结构洞，具有信息传递

的控制优势。在网络内成员的接近中心度越高，

访问其他成员的路径越长，获取知识和信息也

越困难 [20]。接近度高的行动者在网络中处于边

缘地位。接近中心度越低的成员越容易影响和

控制信息交流，并能促使其他成员之间的沟通

距离缩短，减少整个网络信息传播的时间损耗。

K 核分析将网络中的节点在位置上从核心层到

边缘层划分为不同的层次。核心—边缘结构分

析是由若干元素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中心紧密相

连、外围稀疏分散的网络结构 [21]，核心度的高

低直接代表公众号的核心程度。

依据各指标计算方式，将指标划分为微

观位置评价指标和宏观位置评价指标。点度

中心度以及中介中心度衡量的是节点与其周

围节点联系的密切程度，反映其在周围局域

网的重要程度，因此在这里将这两个中心度

指标归于微观位置。接近中心度衡量的是节

点到其他节点的路径长路，其范围是就整个

网络而言。K 核分析则强调的是节点在整个

网络中与其他节点的联系情况。同时核心边

缘分析界定网络中节点的核心边缘区域。以

上 3 个指标都是针对整体网络而言，因此将

其归为宏观位置。

建立节点位置综合评价体系为用各项分析

数据定量化描述节点的位置提供了标准，从而

使得节点的位置得以量化，为后续广告点击率

的预测提供了条件。位置核心度评价体系分为 3
层：目标层为位置，以便使每一个节点的位置

以数值形式描述；中间层为微观位置和宏观位

置，共同决定了节点的最终位置；最底层为微

观位置和宏观位置的各项指标，即点度中心度、

中介中心度、接近中心度、K 核分析值和核心

边缘分析值。最终层次评价体系如图 2 所示： 

图 2  公众号位置评价体系

4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指标值计算

4.1  研究对象确定

本文选取热点微信公众号为研究对象，以

公众号之间的推文转载关系为基础，构建社会

网络图谱。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的中心度

分析、K 核分析以及核心边缘分析获得公众号

位置评价指标的具体值，以对公众号在社会网

络中的位置进行量化。以热点公众号推文转载

网络为例，分析如何依据广告点击率的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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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信公众号中实现广告的精准投放。

数据源应具备两方面的特质：一是拥有大

量的粉丝关注，只有被大量粉丝关注，其位置因

素影响才更显著；二是有一定量的推文积累，推

文数量是探究微信公众号引文网络的基础。因此，

数据来源选择清博指数的微信公众号月排行榜。

清博指数被国家信息中心评为 2017 年度“十大

最具影响力大数据领域智库”，其榜单具有权威

性和可信度。本文通过清博指数 2017 年 10 月微

信综合排行榜获得微信热点公众号数据。

榜单 Top50 微信公众号首先满足粉丝关注

要求，在满足被大量粉丝关注的特质后，其仍

需满足推文积累的特质。通过查看榜单 Top50
微信公众号的推文，确定最终研究对象。在对

榜单 Top50 微信公众号推文进行查看后，发现

均满足推文要求，因此本文选取微信排行榜单

Top50 的微信公众号作为研究对象，表 1 为研究

对象及其排名。

表 1  研究对象及其排名

排名 公众号 排名 公众号 排名 公众号

1 人民日报 18 视觉志 35 学生安全教育平台

2 央视新闻 19 参考消息 36 一起去 SUV

3 新华社 20 环球时报 37 汽车之家

4 冷兔 21 丁香医生 38 百草园书店

5 央视财经 22 爱的家园 39 瞭望智库

6 人民网 23 六点半 40 狗与爱的世界

7 占豪 24 点点星光 41 夜听

8 中国政府网 25 大爱猫咪控 42 共产党员

9 冷笑话精选 26 美国内参 43 洞见

10 十点读书 27 佛佛佛 44 新闻哥

11 冷笑话 28 少女兔 45 军武次位面

12 有书 29 新氧 46 粤知一二

13 卡娃微卡 30 杭州交通 918 47 听夜 FM

14 上海发布 31 果壳网 48 诗词天地

15 中国搜索 32 一星期一本书 49 有车以后

16 天天炫拍 33 冯站长之家 50 英国那些事儿

17 任真天 34 同道大叔

利用微信公众号的历史消息搜索功能，

依次对每个研究对象的历史消息进行检索，在

搜索栏逐个输入研究对象的公众号名称，即可

得到所有转载于被检索公众号的推文。通过对

推文转载情况进行统计 , 以转载次数作为连接

权重，即可得到公众号之间的连边关系。利用

Matlab 软件编程，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调

整连边权值后，得到有向推文转载网络的赋权

邻接矩阵，见表 2。
4.2   社会网络图谱构建

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工具 Ucnet 6.0，基

于前面得到的归一化之后的微信公众号推文转

载网络赋权邻接矩阵，进行可视化分析，构建

了公众号推文转载网络图，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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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引文网络的赋权邻接矩阵（部分）

公众号 人民日报 央视新闻 新华社 冷兔 央视财经 人民网 占豪 中国政府网

人民日报 0.000 1.000 0.100 0.000 0.393 0.214 0.017 0.296

央视新闻 0.436 0.000 0.973 0.000 0.436 0.349 0.000 0.345

新华社 0.135 0.899 0.000 0.000 0.170 0.148 0.000 0.087

冷兔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央视财经 0.393 0.973 0.716 0.000 0.000 0.279 0.000 0.353

人民网 0.379 0.323 0.174 0.000 0.131 0.000 0.000 0.026

占豪 0.296 0.165 0.034 0.000 0.187 0.100 0.000 0.013

中国政府网 0.179 0.144 0.379 0.000 0.126 0.144 0.000 0.000

图 3  公众号推文转载网络可视化图谱

4.3  微观位置指标计算

微观位置指标具体包括点度中心度以及中

介中心度，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工具 Ucinet
进行点度中心度分析以及中介中心度分析，得

到的计算结果如表 3 所示：

（1）点度中心度。从总体来看，公众号

之间的点度中心度相差很大，点度中心度排名

靠后的公众号的点度中心度的值为 0。其中点

度中心度排名前 10 的公众号及其点度中心度的

值由表 3 给出。人民日报、新华社、瞭望智库

的点度中心度较高，均达到了 50 以上，表明这

些公众号是网络中的核心公众号，是其他公众

号引文的来源，处于网络的核心中心位置。其

中又以人民日报的点度中心度为最高，达到了

67.347，说明其在引文网络中具有绝对优势。其

转载推文数量也高，处于网络中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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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微观位置指标计算结果（排名前 10 的公众号）

排名 公众号 点数中心度 公众号 中介中心度

1 人民日报 67.347 人民日报 8.991

2 新华社 51.02 新华社 8.861

3 瞭望智库 51.02 中国搜索 8.845

4 中国搜索 48.98 央视新闻 8.829

5 央视新闻 46.939 人民网 8.829

6 人民网 46.939 杭州交通 918 8.813

7 杭州交通 918 44.898 共产党员 8.797

8 央视财经 42.857 央视财经 8.797

9 共产党员 42.857 洞见 8.766

10 占豪 38.776 占豪 8.766

（2）中介中心度。就公众号推文引文网络

而言，中介中心度指标代表着公众号对推文内

容的控制程度。从总体来看，除人民日报的中

介中心度具有绝对优势外，其余公众号之间的

中介中心度相差不大。其中中介中心度排名前

10 的公众号及其中介中心度值由表 3 给出。人

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搜索等中介中心度较高，

均达到了 8.8 以上，控制着整个网络推文内容。

中介中心势是网络中中介中心度最高的节点与

其他节点中介中心度的差距，节点与其他节点

的差距越大，网络的中介中心势越高，表示网

络中信息的传播可能过于依赖某一节点的传递

关系。通过对网络进行分析，网络中介中心势

指标为 23.74%，表明网络中存在多个信息源。

4.4  宏观位置指标计算

宏观位置指标具体包括接近中心度、K 核

分析值以及核心边缘分析值。在公众号推文引

文网络图的基础上，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

的接近中心度分析、K 核分析以及核心边缘分

析计算各指标值，计算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宏观位置指标计算结果

排名 公众号 接近中心度 公众号 K 核分析值 公众号 核心度

1 人民日报 11.842 人民日报 11 央视财经 0.545

2 英国那些事儿 4.819 央视新闻 11 人民日报 0.448

3 瞭望智库 3.948 新华社 11 央视新闻 0.430

4 新华社 2.783 央视财经 11 新华社 0.269

5 中国搜素 2.696 人民网 11 杭州交通 918 0.229

6 央视新闻 2.568 占豪 11 中国搜素 0.213

7 洞见 2.503 中国政府网 11 人民网 0.193

8 杭州交通 918 2.428 中国搜素 11 共产党员 0.185

9 占豪 2.322 参考消息 11 占豪 0.152

10 果壳网 1.506 环球时报 11 中国政府网 0.148

4.4.1  K 核分析

图 4 为 K 核分析可视化结果，图中红色代

表核心节点，绿色代表边缘节点。从红色、灰色、

玫红色到深蓝色，节点核心性依次递减。由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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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可知，边缘节点大多为孤立节点，在研究中 不作过多讨论。

图 4  公众号引文网络 K 核分析图谱

表 4 为 K 核分析的量化结果，由结果可知，

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华社、央视财经、人

民网、占豪、中国政府网、中国搜索、参考消息、

环球时报等占据引文网络中的绝对核心地位。

4.4.2  核心边缘分析

借助于核心 - 边缘结构分析确定网络中的

核心公众号以及边缘公众号，核心度的高低直

接代表公众号的核心程度。对表 4 结果进行分

析发现，核心边缘分析确定的核心公众号与点

度中心度及 K 核分析确定的核心公众号结果基

本一致，处于引文网络核心地位的公众号基本

固定为央视财经、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华社、

杭州交通 918、中国搜索、人民网、共产党员、

占豪和中国政府网，仅彼此排序有差别。

5  广告点击率预测分析

5.1  评价体系权重的确定

设 X1, X2,…,Xp 表示以 x1, x2,…,xp 为样本观

测值的随机变量，如果能找到 c1, c2,…,cp，满足

公式（2）和公式（3）：

 1 1 2 2( , , )p pMaxVar c X c X c X…,          式 (2)

 1 2 2
2 2 1pc c c+ + =…+                   式 (3)

即数据的方差最大，由于方差反映了数据

差异的程度，由此计算出的各指标的权值也是

使得数据差异最大的权值。将以上各指标的计

算结果作为各指标的观测变量，对上式求解，

得到点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接近中心度、K
核分析值以及核心边缘分析值的对整体方差的

解释程度分别为 0.465、0.232、0.046、0.216、
0.041。以此为依据，对各指标两两之间进行重

要性判断以构建判断矩阵。

5.1.1  判断矩阵的构建和一致性检验

判断矩阵是对于上一层指标，本层指标之

间相对重要性的判断。依据各指标对整体方差

的解释程度来对指标层和准则层的各指标进行

两两重要性判断，构造判断矩阵。重要性判定

标准参照表 5。分别构造出目标层—准则层的判

断矩阵（见表 6）、准则层—方案层的判断矩阵

（见表 7 和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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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判断矩阵的重要性判定标度

标度 含义

1
3

两个因素相比同等重要
两个因素相比，前者比后者稍微重要

5
7
9
2,4,6,8
倒数

两个因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
两个因素相比，前者比后者强烈重要
两个因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极端重要
上述两相邻判断的中值
相应两因素交互次序的重要性

计算判断矩阵的随机一致性比率 , 其中为最

大特征根，为判断矩阵的阶数，为平均随机一

致性指标，对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三个判断

矩阵的一致性比率分别为 0、0 和 0.003 6，均小

于 0.1，由此说明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满足要求。

表 6  位置判定矩阵

位置 微观位置 宏观位置 v             

微观位置
宏观位置

1
3/7

7/3
1

表 7  微观位置判定矩阵

微观位置 点度中心度 中介中心度

点度中心度
中介中心度

1
1/2

2
1

表 8  宏观位置判定矩阵

宏观位置
接近中
心度

K 核分析值
核心边缘分

析值

接近中心度
K 核分析值

1
5

1/5
1

9/7
5

核心边缘分析值 7/9 1/5 1

5.1.2  位置核心度指标权重的确定 
依据判断矩阵，利用 Matlab 软件编程，计

算各指标相对于上一层的权重，进而将各准则

下的排序权向量进行集结，得到其对目标的综

合权重，计算结果如表 9 所示：

单个节点的位置核心度表达式为：

 5

1 i ii
C w h

=
= ∑                         式 (4)

其中 wi 表示第 i 个评价指标的综合权重，

第 hi 表示第 i 个评价指标的值。

表 9  公众号位置各指标综合权重表

一级

维度

一级

权重
二级维度 二级权重 综合权重

微观

位置
0.697

点度中心度 0.667 0.465

中介中心度 0.333 0.232

接近中心度 0.152 0.046

宏观

位置
0.303

K 核分析值 0.714 0.216

核心边缘分析值 0.134 0.041

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各评价指标对节点

位置影响的具体程度，使得节点在社会网络中

的位置得以量化描述，为后续广告点击率的实

例预测创造了条件。

5.1.3  评价体系的效果评估

基于上文得到的各评价指标的综合权值，

对热点公众号在引文转载网络中的位置进行量

化评价，对结果进行排序得到公众号在引文网

络中的位置核心度排序表，具体如表 10 所示：

表 10  微信公众号位置核心度对比分析表（排名前
20 的公众号）

排名 势力榜
综合评价

结果
排名 势力榜

综合评价
结果

1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 11 冷笑话 占豪

2 央视新闻 瞭望智库 12 有书 洞见

3 新华社 新华社 13 卡娃微卡 视觉志

4 冷兔 中国搜索 14 上海发布 环球时报

5 央视财经
英国那些

事儿
15 中国搜索 果壳网

6 人民网 央视新闻 16 天天炫拍 参考消息

7 占豪 人民网 17 任真天 诗词天地

8 中国政府
网

杭州交通
918 18 视觉志

中国政府
网

9 冷笑话精
选

共产党员 19 参考消息 十点读书

10 十点读书 央视财经 20 环球时报 丁香医生

通过对比构建引文转载网络抓取数据时对

应时间段的微信公众号势力榜，二者公众号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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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变化的绝对值在 5 以内的情况达 32%。分析

原因发现，微信公众号势力榜是通过对日均阅

读数、篇均阅读数进行加权得到，未考虑节点

与周围节点的联系。考虑到广告可以利用节点

之间的关系在引文转载网络中传播的特性，这

就使得一些拥有大量粉丝的与周围节点几乎没

有联系的孤立节点在势力榜中排序靠前，其日

均阅读数、篇均阅读数虽然大，然而实际中广

告投放效果可能并没有那么好。依据社会网络

分析建立的微信公众号位置评价体系则综合考

虑了节点在整个网络结构以及局域子网中的位

置，对广告点击率进行预测，更接近广告的实

际投放效果。

5.2  广告点击率预测

依据层次分析法得到的各位置因素的权重，

结合广告点击率预测模型，利用 Matlab 编程对

各公众号的广告点击率进行预测，结果如表 11
所示：

广告的点击率直接影响了广告投放的效果，

广告只有被用户点击，才能起到宣传推广的作

用或进一步影响用户行为。预测广告点击率为

广告定向投放提供了依据，在热点公众号推文

转载网络中，应将广告大量投放在人民日报、

瞭望智库、新华社等预测广告点击率高的公众

号上，而对于预测广告点击率低的公众号，应

减少广告投放或者不投放。

表 11  预测广告点击率结果（排名前 10 的公众号）

公众号 预测广告点击率

人民日报

瞭望智库

0.966
0.693

新华社

中国搜索

英国那些事儿

央视新闻

人民网

杭州交通 918
共产党员

央视财经

0.677
0.660
0.648
0.648
0.631
0.629
0.594
0.593

5.2.1  趋势分析

将各散点进行拟合得到了预测广告点击率

曲线，如图 5 所示：

图 5  预测广告点击率结果趋势

对结果分析发现，公众号的预测广告点击

率呈周期性波动式增长。在公众号推文转载网

络中，预测广告点击率存在 8 个波动周期，同

一波动周期内，峰值点和最低点预测广告点击

率相差很大。这与网络结构有关，反映了网络

局部高聚集的特点。每一个波动周期代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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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社群中的核心节点享有高预测广告点击

率，社群中相对边缘的节点享有低高预测广告

点击率。这也解释了公众号的预测广告点击波

动式增长的原因。

5.2.2  社群分析

利用 R 语言编程，基于随机游走算法，将

连接稠密的节点划分为一个社群。公众号推文

转载网络的社群划分结果如图 6 所示：

图 6  推文转载网络社群划分结果

通过社群分析，将研究对象划分为 8 个社

群，其中第 4、6、8 类节点较少，其他类节点

数量分布较均匀。就公众号推文转载网络而言，

属于同一社群的微信公众号推文转载频繁，其

相互关注度高，推文内容大多来源于同一核心

节点，在公众号类型以及推文内容上具有极大

的相似性，构成了区域引文网络。因此在广告

投放时同一广告应对同属于一个社群的公众号

进行规避。

每个社群构成了一个推文转载局域网络，

同时具有核心节点和相对边缘节点，核心节点

具有更高的预测广告点击率，而相对边缘节点

则具有较低的预测广告点击率。因此在广告投

放时，应向社群中的核心节点倾斜。

公众号的广告投放效果很大程度上受公众

号在局域子网中位置的影响，这也说明微观位

置相较于宏观位置对预测广告点击率影响更显

著。在局域网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公众号在小范

围内广泛传播，受众面的扩大直接影响了其预

测广告点击率。

5.2.3  峰值分析

预测广告点击率结果趋势图存在多个峰值，

其中人民日报的预测广告点击率最大，达到了

0.96，其他局部峰值稳定在 0.3-0.7 之间。这也

表明，具体局域子网中，人民日报与其周围节

点联系十分紧密，且在局域子网范围内，人民

日报的位置具有绝对的优势。相比于人民日报，

其他峰值与其周围节点没有类似强烈的联系，

在局域子网只是占有相对核心的位置。

在广告投放时，峰值点之间的广告投放倾

向应为人民日报、新华社、占豪、十点读书、

中国搜索、视觉志和环球时报。同时，对有紧

急时效性的广告，应投放在峰值中的高预测广

告点击率的点，对于峰值中的低预测广告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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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点及其周围节点应不予考虑。凭借着高预

测广告点击率的点的位置优势，广告在高预测

广告点击率的点局域网范围内广泛传播，可以

快速实现广告投放效果。

5.2.4  低迷点分析

这里将预测广告点击率结果趋势图中局部

最低点称为低迷点。图 5 中有多个低迷点，且

低迷点之间的分层情况明显。冷兔、冷笑话精选、

冷笑话的预测广告点击率在 0.2 左右，而其他低

迷点的预测广告点击率稳定在 0.03 左右，数值

极低。这也表明，在前 3 个社群中，节点之间

彼此的联系十分紧密，相比于其他社群的边缘

节点来说，即使是相对边缘节点，也与社群中

其他节点保持密切联系。

在广告投放时，低迷点是应该避免的区域，

低迷点在局域子网的位置处于劣势地位。投放

在此类节点的广告，很少被用户点击，也就代

表很少有用户知道广告的具体内容。广告的传

播效果无法很好地实现，同时用户的行为也不

会受到影响。

6  结语

本文以微信公众号为研究对象，基于广告

点击率预测研究了微信公众号广告的精准投放，

综合考虑了微信公众号在社会网络中的微观位

置和宏观位置，提出了社群中峰值点以及低迷

点的广告投放策略，旨在提高广告的预测点击

率，改善广告的投放效果，为微信公众号广告

的精准投放提供实施思路。通过研究，本文得

到了如下结论：

（1）广告投放应将节点在社会网络中的位

置考虑在内。节点在网络中位置影响其广告点

击率进而影响广告投放效果。处于核心位置的

节点，可以扩大广告信息的接触面。对于处于

核心位置的节点可以加大广告投放力度，以利

用最少的资源实现广告的最大扩散；对于处于

边缘位置的节点，由于其位置优势不明显，可

以相对减少广告的投放。

（2）公众号引文网络中公众号的预测广告

点击率的每一次波动表征一个社群，社群中处

于核心位置的节点，在局域子网中具有位置优

势，享有高预测广告点击率；在社群中处于边

缘位置的节点，位置优势不明显，享有低预测

广告点击率。从而直接造成了其预测广告点击

率相差很大。

（3）对于同属于一个社群的节点，其节点

之间彼此联系紧密，投放到其中部分节点即可

在社群中扩散，在广告投放时应进行规避。广

告的投放应覆盖尽可能多的社群，以此实现广

告高效、快速扩散。

（4）在广告投放时应着重关注峰值点，峰

值点具有高预测点击率，投放在此的广告最大

可能被点击。同时，应避免低迷点，低迷点具

有极低的预测点击率，广告少有用户点击，亦

无法实现广告的投放效果。

（5）公众号的位置主要受点度中心度、中

介中心度和 K 核分析值的影响，利用公众号位

置对公众号的广告点击率进行预测为广告量化

投放提供了参考标准。投放在预测效果排序靠

前的公众号的广告，其最大可能被点击，从而

实现广告的沟通效果和媒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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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ccurate Delivery of WeChat Public Accounts Based on CTR Forecast

Wang Zhongyi  Mao Fenghua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ims to quantify the position of WeChat public number in the 
social network, forecast the click rates of WeChat public number ads, and provide implementation ideas for 
the accurate delivery of WeChat public number ads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advertising. [Method/
process] Based on the advertising CTR prediction model, we used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location of WeChat public number and determine the weights. Then 
we used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specific value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and the 
click rate of the WeChat public number, so that can make predictions to guide ad serving. [Result/conclu-
sion] The position of the public number in social networks affects its CTR,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 effec-
tiveness of advertising. The placement of public accounts in social network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ad serving. We should take the predicted click-through rate as a guide, so as to avoid downturns and adopt 
different delivery strategies for public numbers in different locations.
Keywords: advertising CTR prediction model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loca-
tion core degree    accurate delivery of 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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