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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网络的迅速发展，针对大规模社会网络的可视化已经成为数据挖掘领域中的一项重要的研
究课题。传统的布局算法已经无法对大规模的社区网络进行全局管理和展示。因此，该框架基于并行化技术以

及分层的思想，实现了大规模社会网络的可视化框架。其贡献主要有：提出了一种基于力导引算法的非重叠社区

布局算法（简称ＮＦＲ）；设计了一个基于Ｓｐａｒｋ的并行计算框架；将图数据库（Ｎｅｏ４ｊ）无缝地整合到框架中。最后
通过在真实数据集上的测试，验证了该框架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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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近年来，互联网迅速发展，网络数据的拓扑结构也

变得日益复杂。而且现实中的诸多系统都是以网络的

形式存在的，如社会关系网络、生物食物链网络、交通

运输网络、蛋白质交互网络等［１］，这些复杂的系统可以

被抽象地描述为复杂网络。复杂网络的一个重要分支

是社会网络，已逐渐成为当前的最热门研究领域。它

作为社区网络分析的重要的方法，在国家安全、军事等

重要领域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目前，社区网络可视

化的主要布局算法有：层次布局、树型布局和弹簧布局

等，在上述的布局算法中，弹簧布局又称为力导引布局

算法。由于力导引布局算法能简明、快速地展示社区

信息，逐渐成为布局算法应用中的主流。但是在传统

的力导引布局算法中，社会网络中的边和节点通常被

视为物理作用力系统。虽然这样可以使算法自然简单

且应用广泛，但只能应用于小型网络，并且节点与节点

之间的重叠现象严重。近些年，有些学者提出分层的

思想对社区网络进行布局，这样确实使大型网络的布

局时间大大缩短，提高了效率，但是布局效果不是很理

想，而且大部分文献只是提出了一个算法，并没有一个

完整的系统框架被提出来。

因此，本文结合了社区网络的具体特征，在建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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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思想上，提出了适合大规模社区网络数据的布局

算法，并且以此为基础，设计了基于分布式的社区网络

布局框架。

１　相关工作

社区网络可视化的核心技术主要是布局算法，力

导引算法又是目前被广泛应用的布局效果最好的布局

算法。１９８４年Ｅａｄｅｓ提出了该算法［２］，算法的原理是

模拟力学平衡，将网络中的每个节点比作钢球，而连接

钢球的线比作弹簧，钢球通过彼此之间的作用力调整

位置使得整个物理系统达到力学平衡，从而布局完成。

目前，基于该布局算法的改进算法有很多，如：ＦＲ
（ＦｒｕｃｈｔｅｒｍａｎＲｅｉｎｇｏｌｄ）算法［３］、ＫＫ（ＫａｍａｄａＫａｗａｉ）算
法［４］、ＤＨ（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Ｈａｒｅｌ）算法［５］等。ＦＲ算法定义了
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所有的节点相互之间都存在斥

力；第二，只有边相连的节点才存在引力。ＦＲ算法还
增加了“温度”，通过设定一个初始温度，然后线性降

温，直至为零。随着温度的下降，节点调节的幅度也变

小，布局就会更美观。这种方法被称为模拟退火算法。

同时，为了降低计算斥力的复杂度，ＦＲ还建议采用网
格变量的方法进行优化，将布局区域分成若干个网格，

不相邻网格的节点之间不计算斥力，这样计算斥力的

复杂度从二次降到了一次。ＫＫ算法找到一种方法直
接减少弹簧的动力势能，引入了节点之间理想距离的

概念，这样可以避免所有节点缩成一团。接下来就通

过ＮｅｗｔｏｎＲａｏｈｓｏｎ方法［６］，每次优化一个节点，其他

所有节点的位置保持不变。在每个循环里，首先选取

具有最大梯度的节点，然后让它在优化的方向上移动

数次直到梯度低于某个固定值，再选取下一个具有最

大梯度的节点，以此类推循环优化。ＤＨ算法在传统
的能量函数上增加了额外的约束条件，通过减少交叉

边的个数使节点远离同它不相连的边，同时，还可以调

节约束权重使布局满足不同的审美标准。适用于大型

组合优化的模拟退火技术也在该算法上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该技术可以快速求解能量函数的局部最小值，并

且在算法的最后加入了边交叉和边点交叉的罚函数，

使得该算法与其他算法相比能够产生更加好的节点布

局效果。但是因为模拟退火技术本身复杂及选取最优

化参数存在一定困难，该算法计算时间长。

以上的改进算法都是基于小规模数据的。直到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一些扩展了传统力导引算法的技
术出现了，它们能展示成千上万个节点。这些方法都

有个共性，就是采用了分层的技术，从最简单的结构逐

渐变得越来越复杂。例如Ｈａｄａｎｙ和Ｈａｒｅｌ提出的 ＨＨ

算法［７］采用分层的技术可以展示一千个节点；Ｈａｒｅｌ和
Ｋｏｒｅｎ提出的ＨＫ算法［８］采用了一种新的多层模型，仅

需２秒就可以完全展示一千个节点。该算法把模型分
为两层，分别为模糊层和精确层。模糊层是基于 ｋ
ｃｅｎｔｅｒｓ，精确层是基于传统的 ＫＫ算法或 ＦＲ算法。
Ｗａｌｓｈａｗ提出的算法［９］则可以展示 ２２５０００个节点。
还有一种是Ｇａｊｅｒ等人提出的过滤方法［１０］，先过滤某

些不重要的节点，再把重要的节点展示出来。

之前的力导引算法都是基于节点与节点之间的斥

力或者节点与边的斥力，它们没有考虑基于边与边计

算斥力的方法。通过边与边的计算斥力，能够解决零

角分辨率的问题，却会导致不良的重叠的点。针对这

个问题，Ｌｉｎ等人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结合边与边、点
与点的计算斥力的方法［１１］。

为了进一步减少算法复杂度，２００６年，Ｈｕ［１２］引入
超节点的概念并且提出了多层级力导引算法。该算法

的原理是当一个节点和一簇节点隔着相当远的距离，

那么就不需要计算该节点与簇中所有节点的斥力，只

需把这簇节点看成是一个超节点，然后计算该节点与

超节点的斥力。通过引入超节点，从而大大减少计算

量，把计算复杂度降至Ｏ（ｎｌｏｇ（ｎ））。
而国内伍勇等学者［１３］通过计算节点的度得到每

个节点的紧密度来改变 ＦＲ算法中的引力，以此来提
高布局的展示效果。还有朱志良等学者［１４］结合社区

网络的特点，通过把一个社区看成一个节点，以社区间

的关联为边构建新的网络，再用传统方法进行布局，其

实这种方法类似于Ｈａｒｅｌ和Ｋｏｒｅｎ提出的分层模型。
通过以上文献资料，发现ＦＲ、ＫＫ等算法虽然在传

统的力导引算法上进行了速度或者美观上的改进，但

是布局规模十分有限。虽然之后的算法基于分层或者

簇以达到计算大规模网络数据的目的，但是由于节点

数量多，布局速度不理想而且用户体验不好。因此本

文基于分层的思想结合分布式框架 Ｓｐａｒｋ和图数据库
Ｎｅｏ４ｊ，设计出了基于ＮＦＲ算法的社区布局框架。

２　系统框架

本文基于社区网络的具体特征，结合图数据库

Ｎｅｏ４ｊ和分布式框架Ｓｐａｒｋ的特点，对社区网络数据进
行基于分层思想的布局。主要算法是通过 ＮＦＲ算法
实现了社区之间布局的不重叠，并且根据社区坐标及

社区内部节点信息对社区内部进行布局，把得到的社

区数据存储在 Ｎｅｏ４ｊ中，最后设计出一个完整的社区
布局系统，系统架构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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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社区布局系统框架

２．１　存储层
根据社区数据的网络特征，本文选择图数据库

Ｎｅｏ４ｊ存储初始化数据。图数据库是ＮｏＳＱＬ数据库的
一种，它采用图数据模型，以图的方式管理具有图特性

的数据。Ｎｅｏ４ｊ不仅是基于磁盘的、嵌入式的，而且还
是具备完全的事务特性的 Ｊａｖａ持久化引擎。关于图
形数据的基本概念有以下三个：

（１）节点：表示一个实体。例如：人、商品或者一
个帐号。

（２）边：表示关系，即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联系，可
以有方向性。例如：用户 Ｂ购买了商品 Ａ，表示 Ｂ－
＞Ａ。
（３）属性：表示节点与边附带的属性。例如：用户

的身高、年龄等。

本文根据社区标签对数据进行划分，把划分好的

社区看作节点，那么这些节点就具有一些属性，如社区

大小、标签、该社区的内部成员等。社区与社区之间的

关系就被看成边，关系的紧密程度则是根据社区之间

内部关系决定的，社区与社区之间内部的节点连接越

多那么关系就越紧密，如图２所示。

图２　社区数据在图数据库的存储

所有通过计算层求出的节点信息，包括节点的坐

标，存储到图数据库 Ｎｅｏ４ｊ中。这样可以根据展示层
用户的请求，及时返回所需展示的社区的信息。

２．２　计算层
２．２．１　社区布局

对于社区布局，即对网络数据分层布局的粗糙层

进行布局，如对图３（ｂ）进行布局，图３（ａ）表示对应社
区的内部结构。ＦＲ算法布局，其实就是对节点中心
（ｘ，ｙ）的布局，由于节点本身很小，并没考虑节点重叠
的情况。

图３　分层布局模型

但是基于社区的布局，由于社区都比较大，传统的

ＦＲ布局会出现严重的重叠现象，导致对之后的社区内
部布局产生影响，所以本文根据 Ｈａｒｅｌ和 Ｋｏｒｅｎ［８］提出
的重叠节点之间增大斥力、减少引力的原则提出了

ＮＦＲ算法。
本文对基于社区布局的算法重新进行定义：

绘图画布ａｒｅａ＝ｎ×ｒ×ｑ，其中ｎ表示社区所有节
点的个数，ｒ为社区中每个节点的平均半径，ｑ为一个常
数控制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距离，ｑ越大则节点之间离
得越远。

ＮＦＲ算法对斥力的定义如下：
ｆｒ（ｄ）＝－ｋ

２／ｄ
ＮＦＲ算法对引力的定义如下：

ｆａ（ｄ）＝ｄ
２／ｋ

其中ｋ为弹簧的弹性系数，ｄ为两个节点的距离。
ＮＦＲ算法在布局的时候会考虑范围，则其弹簧系

数定义为ｋ＝ ａｒｅａ
槡ｎ

。

社区半径的定义如下为Ｒ＝ ｎ１×ａｒｅａ
槡 ｎ ，ｎ１为该

社区内部的节点数目。

根据重叠节点斥力增大、引力减少的原则修改社

区与社区之间的距离ｄ，如果ｄ≥Ｒ１＋Ｒ２，则两个社区
不重叠，ｄ保持不变；ｄ＜Ｒ１＋Ｒ２，则 ｄ＝ｍｉｎ（ｄ，Ｒ１，
Ｒ２）／（Ｒ１×Ｒ２）／ｎ２，取ｄ、Ｒ１、Ｒ２之间的最小值是为了
防止一个社区包含一个社区。ＮＦＲ算法的伪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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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ａ（ｄ）：＝ｂｅｇｉｎｒｅｔｕｒｎｄ
２／ｋｅ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ｒ（ｄ）：＝ｂｅｇｉｎｒｅｔｕｒｎｋ
２／ｄｅｎｄ；

ｆｏｒｉ：＝１ｔｏ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ｄｏｂｅｇｉｎ
　　ｆｏｒｖｉｎＶｄｏｂｅｇｉｎ
　　　　／／计算所有点与点Ｖ的斥力
　　　　ｖ．ｄｉｓｐ：＝０； ／／表示节点ｖ的偏移量
　　　　ｆｏｒｕｉｎＶｄｏ
　　　　　　　　ｉｆ（ｕ≠ｖ）ｔｈｅｎｂｅｇｉｎ
　　　　　　　　　　δ：＝ｖ．ｐｏｓ－ｕ．ｐｏｓ；
　　　　　　　　　　 ／／表示节点ｖ和ｕ的坐标位置
　　　　　　　　　　ｄ：＝ｄ＞（ｖ．ｒ＋ｕ．ｒ）？
　　　　　　　　　　ｄ：ｍｉｎ（ｄ，ｖ．ｒ，ｕ．ｒ）／（ｖ．ｒ×ｕ．ｒ×

ｎ２）；
　　　　　　　　　　ｖ．ｄｉｓｐ：＝ｖ．ｄｉｓｐ＋（δ／ｄ）×ｆｒ（ｄ）；
　　　　ｅｎｄ
　　ｅｎｄ
　　ｆｏｒｖｉｎＥｄｏｂｅｇｉｎ
　　　　／／计算节点ｖ与其连接边的节点的引力
　　　　δ：＝ｅ．ｖ．ｐｏｓ－ｅ．ｕ．ｐｏｓ；
　　　　ｄ：＝ｄ＞（ｖ．ｒ＋ｕ．ｒ）？
　　　　ｄ：ｍｉｎ（ｄ，ｖ．ｒ，ｕ．ｒ）／（ｖ．ｒ×ｕ．ｒ×ｎ２）；
　　　　ｅ．ｖ．ｄｉｓｐ：＝ｅ．ｖ．ｄｉｓｐ＋（δ／ｄ）×ｆａ（ｄ）；
　　　　ｅ．ｕ．ｄｉｓｐ：＝ｅ．ｕ．ｄｉｓｐ＋（δ／ｄ）×ｆａ（ｄ）；
　　ｅｎｄ
　　ｆｏｒｖｉｎＶｄｏｂｅｇｉｎ
　　　　／／通过偏移量更新节点的坐标
ｖ．ｐｏｓ：＝ｖ．ｐｏｓ＋（ｖ．ｄｉｓｐ／｜ｖ．ｄｉｓｐ｜）×ｍｉｎ（ｖ．ｄｉｓｐ，ｔ）；

ｖ．ｐｏｓ．ｘ：＝ｍｉｎ（槡ａｒｅａ／２，ｍａｘ（ 槡－ ａｒｅａ／２，ｖ．ｐｏｓ．ｘ））；

ｖ．ｐｏｓ．ｙ：＝ｍｉｎ（槡ａｒｅａ／２，ｍａｘ（ 槡－ ａｒｅａ／２，ｖ．ｐｏｓ．ｙ））；
　　ｅｎｄ
　　ｔ：＝ｃｏｏｌ（ｔ）； ／／减少温度作为布局的参数
ｅｎｄ

２．２．２　社区内部布局
通过ＮＦＲ算法把社区布局之后，就得到了社区的

坐标及其半径。因为每个社区是相互独立的，所以本

文选择Ｓｐａｒｋ并行布局各个社区，而社区内部的布局
算法，本文选取传统 ＦＲ布局算法。在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的ＡＭＰ实验室，一个开源的、并行分布式计算
框架Ｓｐａｒｋ诞生了，基于内存的计算、批量处理、迭代
计算、流处理、即席查询等多种范式。因为 Ｓｐａｒｋ是基
于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原理实现的，所以具备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所具
有的优点；但是相比于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不同的是 Ｊｏｂ中间
输出和结果可以保存在内存中，从而省去了 ＨＤＦＳ的
读写，大大加快了计算速度，因此 Ｓｐａｒｋ较多应用于数
据挖掘与机器学习等需要迭代的算法。从图数据库

Ｎｅｏ４ｊ中读取社区信息，通过 Ｓｐａｒｋ分布式框架，用 ＦＲ

算法对社区进行布局，Ｎｅｏ４ｊ和 Ｓｐａｒｋ通过 Ｍａｚｅｒｕｎｎｅｒ
连接，如图４所示。

图４　Ｎｅｏ４ｊ和Ｓｐａｒｋ通信

２．３　展示层
本文采用网页的形式展示，通过引用 ｗｚ＿ｊｓｇｒａｐｈｉｃ

画出节点及边的信息。ｗｚ＿ｊｓｇｒａｐｈｉｃｓ是一个专门用来
绘制简单图形的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包。展示的过程是从Ｎｅｏ４ｊ
读取社区信息，再经过 ＮＦＲ算法进行社区布局，把社
区展示出来。根据用户选择查看的社区，把已经分布

式计算过的并且存在Ｎｅｏ４ｊ数据库中的该社区的信息
读取出，展示到画布上。如图３（ｂ）所示的三个社区，
选择把２号社区展示出来，如图５所示。

图５　２号社区的展示效果

３　实验说明

为了对上述架构的有效性进行测试与验证，根据

该架构实现了一个系统。实验的硬件平台为：８台
ＩＢＭ刀片式服务器，每台的ＣＰＵ为Ｉｎｔｅｌ（Ｒ）Ｘｅｏｎ（Ｒ）
ＣＰＵＥ５２６５０ｖ２＠２．６０ＧＨｚ，内存为１２８ＧＢ。软件平
台为：ＲｅｄＨａｔ４．８．２１６、Ｈａｄｏｏｐ１．１．２、Ｓｐａｒｋ１．３．１、
Ｎｅｏ４ｊ２．１．２、ＪＤＫ１．７、Ｅｃｌｉｐｓｅ４．４．２、Ｔｏｍｃａｔ７．０。

本文用社区挖掘的３个网络对系统的性能进行测
试、验证和分析，并将实验结果与 ＦＲ算法、ＫＫ算法进
行比较。实验中，本文所指的运算时间为从 ＨＤＦＳ中
读文件开始直至计算完所有节点坐标，并存入数据

库Ｎｅｏ４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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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Ｋａｒａｔｅ网络的实验结果与分析
Ｋａｒａｔｅ网络来自 ＵＣＩ数据集，是社会学家 Ｚａｃｈａｒｙ

根据１９７０年，美国一所大学的空手道俱乐部成员的关
系构建的社区网络。总共３４个节点、７７条边，本文随
机把这些节点分成４个社区。根据 ＮＦＲ算法重叠社
区之间斥力增大、引力减少的概念，避免了社区重叠的

现象，布局效果如图６（ａ）所示。再根据已经划分好的
社区，为社区内部的节点进行布局，如图 ６（ｂ）所示。
图６（ｃ）和图６（ｄ）分别是 ＦＲ算法和 ＫＫ算法的布局
效果，明显可以看出图６（ｂ）的社区划分鲜明，四个社
区能保持一定的距离。

图６　Ｋａｒａｔｅ网络布局实验对比图

３．２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网络的实验结果与分析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网络也是来自ＵＣＩ数据集，是美国大学生

橄榄球联赛的对阵情况，总共有１２个联盟，包括１１５
支球队。网络中的节点表示参赛球队，节点之间的边

为两支球队进行过比赛，总赛程为６１３场。Ｆｏｏｔｂａｌｌ网
络的社区划分不是采用随机的，而是选取１２个联盟为
社区，那么与Ｋａｒａｔｅ网络有所区别，即节点与节点之间
有很强的联系，布局效果如图７所示。其中本文算法
布局出的结果，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球队，布局清晰，

能很快找出球队。ＦＲ算法布局结果比较混乱，虽然能
大致展示出网络结构的框架，但是无法完全辨认出一

个球队。ＫＫ算法则非常混乱，节点与节点之间完全
看不出联系。

图７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网络布局实验对比图

３．３　大规模网络的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选取了两个大规模网络数据集进行实验。

Ａｍａｚｏｎ网络来自斯坦福大学提供的数据集，是亚马逊
网站在２００３年３月收集的产品被购买的数据。产品
表示节点，假设产品 Ａ和产品 Ｂ一起经常被顾客购
买，那么 Ａ和 Ｂ之间就存在一条边。总共包含 ２６２
１１１个节点、１２３４８７７条边，本文随机把 Ａｍａｚｏｎ网络
划分为１０００个社区。由于数据量较大，本文只展示社
区的布局，如图８所示。

图８　Ａｍａｚｏｎ网络的社区展示

ＬｉｖｅＪｏｕｒｎａｌ网络也是来自斯坦福大学提供的数据
集，是一个在线博客的用户数据集。用户可以彼此确

定好友关系，也可以建立一个小组，其他用户可以加入

进来，通常把这个小组看成社会网络的一个社区。总

共包含３９９７９６２个节点、３４６８１１８９条边，本文随机
把ＬｉｖｅＪｏｕｒｎａｌ网络划分为８０００个社区。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社会网络的数据规模也

越来越大，当面对大规模的网络数据的布局计算时，只

能采用分布式计算，并且为了能更快地展示出数据，将

数据共享至内存，为此采用共享内存的并行计算框架

Ｓｐａｒｋ。下面通过这两组数据，比较 Ｓｐａｒｋ框架和基于
社区划分算法的优势，如图９、图１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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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Ａｍａｚｏｎ和ＬｉｖｅＪｏｕｒｎａｌ基于Ｓｐａｒｋ比较

图１０　Ａｍａｚｏｎ和ＬｉｖｅＪｏｕｒｎａｌ的ＮＦＲ、ＦＲ和ＫＫ算法比较

通过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基于 Ｓｐａｒｋ的并行计算
框架与基于力导引算法的非重叠社区布局算法结合可

以加快大规模网络的计算速度。

接下来考虑社区的个数对基于力导引算法的非重

叠社区布局算法的影响，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１　社区个数对ＮＦＲ的影响

通过实验结果可以看出，Ａｍａｚｏｎ网络在８００个社
区的时候，计算速度是最快的，而ＬｉｖｅＪｏｕｒｎａｌ网络则在
８０００个社区的时候，计算速度才是最快的。这是因为

分布式计算会随社区的个数增多而增加计算次数，但

社区内部节点少，又浪费计算性能。而当社区个数比

较少，社区内部节点就会增多，这样虽然计算次数会减

少，但是计算单个社区的负担就会加重。

４　结　语

目前，社区挖掘算法在对大规模复杂网络的可视

化的问题上存在瓶颈，传统的布局算法在速度和效果

上都无法满足大规模网络的需求。因此，本文运用并

行化技术以及分层的思想，实现了大规模社会网络的

可视化。本文成功将 ＮＦＲ算法注入到 Ｓｐａｒｋ平台中，
同时运用图数据库把数据保存为图中的节点以及节点

之间的关系，充分利用社会网络的特性。实验结果表

明，本文的算法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布局完节点，并且不

会出现社区的重叠现象，质量与效率都有很大的提升。

但是，在精确层布局上，本文还是使用原来的算法，如

何提高社区内部布局的效率和效果是下一步需要讨论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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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４　为本文方法与传统情感分类方法的性能
对比。使用本文提出的方法结合 ＳＶＭ（ＬｏｃａｌＳＶＭ），
使用信息增益提取情感特征结合ＳＶＭ（ＩＧＳＶＭ），文献
［１０］提出的人工抽取情感角色的方法（ＥＲＳＶＭ）和文
献［１７］提出的基于主题的情感向量空间模型（ＢＲ）的
方法，分别对语料集进行训练，比较４种方法在同样语
料下的分类性能。实验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不同分类方法的分类性能对比

分类算法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ｒｅｃａｌｌ Ｆ１
ＬｏｃａｌＳＶＭ ０．８３４ ０．８２８ ０．８３１
ＩＧＳＶＭ ０．７５８ ０．７４４ ０．７５１
ＥＲＳＶＭ ０．８４７ ０．８２１ ０．８３４
ＢＲ ０．７９６ ０．７４９ ０．７７２

由表３可得：１）在处理同等规模的语料时，相较
于使用ＳＶＭ算法分类，本文所提方法在准确率上有较
大提高；２）较传统的仅使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本文所
提方法在准确率和召回率上也有所提高；３）准确率和
召回率和文献［１０］所提出方法相比虽然略有下降，但
是考虑到本文方法不需要人工收集潜在评价对象，且

应用范围更广，损失的准确率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的基于主题角色的方法将文本潜在评价

对象考虑到文本情感分类中来，采用的主题角色模型

很好地保存了文本特征，可以有效发现文本隐藏情感

信息，解决了因情感项指向不明引起的文本情感分类

误判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分类的性能。今后

的研究工作将继续优化所提方法的效率，并将该方法

推广应用到短文本及跨领域的情况下。

参 考 文 献

［１］赵妍妍，秦兵，刘挺．文本情感分析［Ｊ］．软件学报，
２０１０，２１（８）：１８３４ １８４８．

［２］徐琳宏，林鸿飞，赵晶．情感语料库的构建和分析［Ｊ］．
中文信息学报，２００８，２２（１）：１１６ １２２．

［３］徐琳宏，林鸿飞，杨志豪．基于语义理解的文本倾向性
识别机制［Ｊ］．中文信息学报，２００７，２１（１）：９６ １００．

［４］ＴｕｒｎｅｙＰＤ，ＬｉｔｔｍａｎＭＬ．Ｕ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ｆＳｅｍａｎ
ｔｉｃ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ａＨｕｎｄｒｅｄＢｉｌｌｉｏｎＷｏｒｄＣｏｒｐｕｓ［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０２．

［５］ＴｕｒｎｅｙＰＤ，ＬｉｔｔｍａｎＭＬ．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ｒａｉｓｅａｎｄ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Ｊ］．ＡＣＭ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３，２１（４）：３１５
３４６．

［６］朱嫣岚，闵锦，周雅倩，等．基于 ＨｏｗＮｅｔ的词汇语义倾

向计算［Ｊ］．中文信息学报，２００６，２０（１）：１４ ２０．
［７］ＰａｎｇＢ，ＬｅｅＬ，ＶａｉｔｈｙａｎａｔｈａｎＳ．Ｔｈｕｍｂｓｕｐ？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Ｃ］／／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ＣＬ０２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ｔｒｏｕｄｓｂｕｒｇ，Ｐ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２：７９ ８６．

［８］唐慧丰，谭松波，程学旗．基于监督学习的中文情感分
类技术比较研究［Ｊ］．中文信息学报，２００７，２１（６）：８８
９４，１０８．

［９］徐军，丁宇新，王晓龙．使用机器学习方法进行新闻的情
感自动分类［Ｊ］．中文信息学报，２００７，２１（６）：９５ １００．

［１０］胡杨，戴丹，刘骊，等．基于情感角色模型的文本情感分
类方法 ［Ｊ］．计算机应用，２０１５，３５（５）：１３１０
１３１３，１３１９．

［１１］乌达巴拉，汪增福．一种扩展式ＣＲＦｓ的短语情感倾向性
分析方法研究［Ｊ］．中文信息学报，２０１５，２９（１）：１５５
１６２．

［１２］朱杰．基于评价对象及其情感特征的中文文本倾向性分
类研究［Ｄ］．上海：上海交通大学，２０１０．

［１３］ＢｌｅｉＤＭ，ＮｇＡＹ，ＪｏｒｄａｎＭＩ．Ｌａｔｅｎｔ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３，３：
９９３ １０２２．

［１４］林政，谭松波，程学旗．基于情感关键句抽取的情感分
类研究［Ｊ］．计算机研究与发展，２０１２，４９（１１）：２３７６
２３８２．

［１５］徐琳宏，林鸿飞，潘宇，等．情感词汇本体的构造［Ｊ］．
情报学报，２００８，２７（２）：１８０ １８５．

［１６］ＥｓｕｌｉＡ，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ｉＦ．ＳｅｎｔｉＷｏｒｄＮｅｔ：Ａｐｕｂｌｉｃｌｙ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ｌｅｘｉｃ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ｆｏｒｏｐｉｎｉｏｎｍｉｎｉｎｇ［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ＬＲＥＣ０６，ｔｈｅ５ｔｈ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ｏｖａ，Ｉｔａｌｙ，２００６：４１７ ４２２．

［１７］王磊，苗夺谦，张志飞，等．基于主题的文本句情感分析
［Ｊ］．计算机科学，２０１４，４１（３）：



３２ ３５．

（上接第７８页）
［１０］ＧａｊｅｒＰ，ＧｏｏｄｒｉｃｈＭＴ，ＫｏｂｏｕｒｏｖＳＧ．Ａｆａｓｔ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

ｓｉｏｎａ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ｄｒａｗｉｎｇｌａｒｇｅｇｒａｐｈｓ［Ｊ］．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４，２９（１）：３ １８．

［１１］ＬｉｎＣＣ，ＹｅｎＨＣ．Ａｎｅｗｆｏｒ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ｇｒａｐｈｄｒａｗｉｎｇｍｅｔｈ
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ｄｇｅｅｄｇｅｒｅｐｕｌｓ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ｉｓｕａｌ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２０１２，２３（１）：２９ ４２．

［１２］Ｈｕ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ｏｒ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ｇｒａｐｈｄｒａｗｉｎｇ
［Ｊ］．Ｔｈ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６，１０（１）：３７ ７１．

［１３］伍勇，钟志农，景宁，等．适于社区挖掘分析与可视化的布
局算法［Ｊ］．计算机研究与发展，２０１２，４９（Ｓｕｐｐｌ．）：２０３
２０８．

［１４］朱志良，林森，崔坤，等．基于复杂网络社区划分的网络拓
扑结构可视化布局算法［Ｊ］．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
报，２０１１，２３（１１）：１８０８ １８１５．


	2017年第一期PDF 73
	2017年第一期PDF 74
	2017年第一期PDF 75
	2017年第一期PDF 76
	2017年第一期PDF 77
	2017年第一期PDF 78
	2017年第一期PDF 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