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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放、动态、多变的互联网环境下，软件需要能感知其外部环境的变化，并据此

调整自身行为，以持续提供满足甚至超出用户期望的服务。因此，软件的外部环境的建

模、处理等一直以来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学术界将软件的外部环境抽象为软件的

上下文，具体而言，包括计算上下文、物理上下文、时间上下文、用户上下文等。随着

软件用户群体的不断扩大，现代软件大多具有用户需求多样化的特点，导致用户上下

文日益得到重视。具体而言，高质量的软件需要全面高效地感知其服务的用户，通过对

用户上下文信息的加工和处理，提供满足不同用户的个性化服务。 

研究者以“用户情境（user situation）”来涵盖各类用户上下文信息，具体而言，

包含年龄、性别等生存周期较长的静态用户情境和喜好、情感状态等生存周期较短的

动态用户情境。相应地，感知用户情境的过程被称为用户情境解析，包括感知静态用户

情境（即，静态用户情境解析）和感知动态用户情境（即，动态用户情境解析）。 

文本输入是用户与软件最重要的交互形式之一，基于交互文本（即，用户输入文

本）的用户情境解析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是，现有基于交互文本的方法存在一定的

问题。一方面，现有基于交互文本的静态用户情境解析方法存在较大隐私风险。具体而

言，性别、年龄等静态用户情境通常难以通过用户交互所产生的少量文本解析得出，服

务提供商往往收集用户在长时间内产生的大量交互文本进行解析，以提高解析效果。

这种对大量交互文本进行存储和处理的做法，增加了访问和泄露用户隐私的风险。另

一方面，现有基于交互文本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方法主要针对英语和社交媒体领域，

导致在其他语言和其他领域人工标签数据不足，解析效果不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直

观的做法是为每种语言、每种领域都人工标注大量的数据。但是，人工标注耗时耗力，

可行性较低。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用户情境解析方法。泛在交互文

本是计算机为中介的文本沟通中相对直观的视觉表达，与传统交互文本相互补充。常

见泛在交互文本包括颜文字（emoticon）和绘文字（emoji）等。一方面，泛在交互文本

被世界各地用户广泛使用，且不同静态用户情境的用户在泛在交互文本的使用上存在

差异，启发本文在特定情况下使用泛在交互文本代替传统交互文本，用于静态用户情

境解析，以降低用户隐私风险。另一方面，泛在交互文本常在文本交互中被用于表达情

感、情绪、语义等信息，启发本文使用泛在交互文本作为情感等动态用户情境的代理标

签，弥补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中特定语言、特定领域人工标签数据的不足。 

具体而言，本文的主要工作和创新点如下： 

1. 提出了基于监督学习的静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 EmoLens。EmoLens 基于实证

分析开展特征工程，从用户文本交互中提取出对静态用户情境有区分度的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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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文本使用特征，并基于经典的机器学习算法，采用监督学习的方式训练得

到静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相较于现有基于传统交互文本的方法，EmoLens仅

依赖用户产生的泛在交互文本，降低了用户隐私风险。EmoLens 在来自 183 个

国家的 134,419 个真实用户上解析准确率达到 0.811，比基线方法提升约 24%，

且解析效果与基于传统交互文本的方法相当。 

2. 提出了基于迁移学习的跨语言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 ELSA。ESLA 从公共平

台爬取大量包含泛在交互文本的英语和目标语言数据，使用表征学习方法从中

提取泛在交互文本使用的隐式特征，再协同机器翻译将蕴含在这些特征中的知

识通过迁移学习的方式迁移到目标语言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中。ELSA 在

9项基准任务上平均准确率达到 0.840，显著超过现有方法，错误率降低约 14%。 

3. 提出了基于迁移学习的领域特定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 SEntiMoji。SEntiMoji

从公共平台爬取大量包含泛在交互文本的社交媒体领域和目标领域数据，使用

表征学习方法从中提取泛在交互文本使用的隐式特征，再将蕴含在这些特征中

的知识通过迁移学习的方式迁移到目标领域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中。

SEntiMoji 在 20 项基准任务上平均准确率达到 0.908，显著超过现有方法，错

误率降低约 21%。 

在上述三项技术的基础上，本文实现了一套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用户情境解析工

具，合计包含 13 个 API，可供各类客户端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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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open, dynamic, and changeable Internet environment, software needs to be able to 

sense changes in its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adjust its behavior accordingly to provide 

services that meet or exceed user expectations. Therefore, researchers have put extensive 

attention on modeling and processing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software. They abstract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software as the context of software, including computing context, 

physical context, time context, user context, etc. 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software 

users, most modern software faces diversified user needs, resulting in increasing attention on 

user context. Specifically, high-quality software needs to be able to sense its users effectively 

and provide personalized services that satisfy different users through understanding user 

context information. 

Researchers use “user situation” to cover various user context information, including 

static user situations with a long lifecycle (e.g., age and gender) and dynamic user situations 

with a short lifecycle (e.g., preferences and emotional states). Accordingly, 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user situations is called user situation analytics, including understanding static 

user situations (i.e., static user situation analytics) and understanding dynamic user situations 

(i.e., dynamic user situation analytics).  

Since text inpu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orm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users and 

software, it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research community to perform user situation 

analytics based on interaction text (i.e., text input by users). However, existing interaction text-

based approaches have the following limitations. On the one hand, existing approaches for 

static user situation analytics suffer from a great privacy risk. Specifically, it is difficult to 

analyze static user situations, such as gender and age, through mere words generated by user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analytics, service providers often collect a large amount of 

interaction text generated by users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storage and process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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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arge amount of user-generated text increase the risk of accessing and leaking user privacy 

information. On the other hand, existing approaches for dynamic user situation analytics 

mainly focus on English and social media, resulting in the scarcity of manually labeled data 

in other languages and domains. As a result, dynamic user situation analytics for non-English 

and non-social media domains is far behind. To tackle this problem, an intuitive approach is 

to manually label a large amount of data for each language and each domain. However, it is 

time-consuming and labor-intensive, and thus infeasible. 

To address the above issues, this thesis proposes a ubiquitous interaction text-based user 

situation analytics approach. Ubiquitous interaction text (including emoticons, emojis, etc.) 

refers to visual expressions in computer-mediated text communication and it can complement 

traditional interaction text. On the one hand, ubiquitous interaction text is widely used by users 

around the world. Moreover, users of different static user situations hav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use of ubiquitous interaction text, inspiring this thesis to use ubiquitous interaction text 

instead of traditional interaction text for static user situation analytics in specific situations to 

mitigate privacy risks. On the other hand, ubiquitous interaction text is often used in text-based 

interaction to express emotions, emotions, semantics, etc., inspiring this thesis to use 

ubiquitous interaction text as proxy labels for dynamic user situations (e.g., emotions) to 

address the scarcity of manually labeled data for dynamic user situation analytics in specific 

languages and specific domains. 

Specifically,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thesis are as follows: 

1. A supervised learning-based static user situation analytics technology (EmoLens). 

EmoLens performs feature engineering through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to extract 

ubiquitous interaction text usage features that can distinguish users of different static 

user situations. Based on these features, it uses classic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to train static user situation analytics models in a supervised learning fashion. 

Compared to existing approaches, EmoLens relies on only ubiquitous interaction text, 

thus alleviating privacy risks. EmoLens achieves an accuracy of 0.811 on 134,419 

real-world users from 183 countries, outperforming the baseline by about 24%. 

Moreover, its performance is comparable to traditional interaction text-based 

approaches. 

2. A transfer learning-based cross-lingual dynamic user situation analytics technology 

(ELSA). ELSA crawls a large amount of data containing ubiquitous interaction text 

from public platforms for both English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utilizes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to extract implicit features from the data. Then it coope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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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machine translation to transfer the knowledge contained in these features to 

dynamic user situation analytics model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via transfer learning. 

ELSA obtains an average accuracy of 0.840 on 9 benchmark tasks, significantly 

outperforming existing approaches and reducing the error rate by about 14%. 

3. A transfer learning-based domain-specific dynamic user situation analytics 

technology (SEntiMoji). SEntiMoji crawls a large amount of data containing 

ubiquitous interaction text from public platforms for both social media and the target 

domain and utilizes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to extract implicit features from the data. 

Then it transfers the knowledge contained in these features to dynamic user situation 

analytics models in the target domain via transfer learning. SEntiMoji outperforms 

all the existing approaches on 20 benchmark tasks with an average accuracy of 0.908 

and reduces the error rate by about 21%. 

The above three technologies supporting the approach for ubiquitous interaction text-

based user situation analytics are implemented as a tool, including a total of 13 APIs that can 

be called by various cl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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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1.1.1 !"#$ 

在开放、动态、多变的互联网环境下，软件需要能感知其外部环境的变化，并据此

调整自身行为，以持续提供满足甚至超出用户期望的服务[1][2][3][4]。因此，关于软件的

外部环境的建模、处理等一直以来得到学术界的重视。泛在计算领域，尤其是上下文感

知计算领域，将软件的外部环境抽象为软件的上下文（context）。如图 1.1所示，现有

研究[5]将软件的上下文划分为计算上下文（例如，网络连接、通讯开销等）、物理上下

文（例如，温度、湿度等）、时间上下文（例如，年月日、季节等）和用户上下文（例

如，用户的喜好、状态等）等。 

 

 

图 1.1 软件的上下文分类 

 

随着软件用户群体的不断扩大，现代软件大多具有用户需求多样化的特点，导致

软件的用户上下文日益得到重视。具体而言，高质量的软件需要全面高效地感知其服

务的用户，通过对用户上下文信息的加工和处理，提供满足不同用户的个性化服务。近

年来，研究者以“用户情境（user situation）”来涵盖各类用户上下文信息[6][7][8][9]，将

其定义为表征用户情况的任何信息的集合。例如，Shirky[6]和 Balasubramaniam 等[7]以

用户情境来表示用户所处的社会群体，认为软件的设计需要考虑不同社会群体用户的

特定需求；Chang[8][9]认为用户情境包含诸多复杂的信息，例如，用户的情感状态、实

时需求等，软件需要根据这些信息适时地调整自身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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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情境对于现代软件及其利益相关者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对于用户情境的

感知有利于服务提供商实现精准营销，从而提高其经济收益。例如，电商软件可以根据

用户性别、喜好等情境信息，有效开展用户与商品间的相关性匹配，实现商品推荐与广

告投放的综合收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对于用户情境的感知有利于服务提供商为不同

用户提供定制化服务，增强用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例如，音乐软件可以根据用户情感

状态等情境信息，适时为情绪低落的用户推荐使其心情平复和愉悦的音乐，提高用户

的使用体验。 

1.1.2 !"#$%& 

根据经典的 SaD 用户模型（Static and Dynamic User Model）[10]和上下文分类法[2]，

本文将用户情境分为静态用户情境和动态用户情境（如图 1.2所示）。其中，静态用户

情境指生存周期较长的用户情境，包括年龄、性别、文化背景等；与之相对，动态用户

情境的生存周期较短，包括技能、偏好、情感状态等。相应地，对于用户情境的感知被

称为用户情境解析（user situation analytics）[9]，包含解析静态用户情境（即，静态用户

情境解析）和解析动态用户情境（即，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两个部分。 

 

 

图 1.2 用户情境分类 

用户情境解析作为现代软件的重要赋能技术，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如图 1.3 所

示，现有的用户情境解析方法主要是通过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统计学习、信息可视化

等技术从用户与软件的交互内容中解析出静态和动态用户情境。随着软件技术的发展，

用户与软件的交互内容日益多样化，包括文本、图片、音频、行为数据等。其中，文本

输入是用户与软件交互最常见和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基于交互文本（本文中指用户输

入的文本）的用户情境解析是软件工程[11][12]、万维网[13][14]、信息检索[15][16]、自然语言

处理[17][18]、泛在计算[19][20]、人机交互[21][22]等众多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本文也将聚焦

于基于交互文本的用户情境解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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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用户情境解析方法框架 

1.2 &'()*+ 

本节将从常见任务、数据收集、解析方法、评价方法四个维度对基于交互文本的用

户情境解析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具体而言，第 1.2.1节介绍基于交互文本的静态用户

情境解析（即，基于交互文本解析静态用户情境）的相关工作；第 1.2.2节介绍基于交

互文本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即，基于交互文本解析动态用户情境）的相关工作。 

1.2.1 '()*+,-./!"#$%& 

1.2.1.1 tuvw 

静态用户情境包括性别、年龄、文化背景、职业等生存周期较长的用户情境，许多

软件会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职业的用户有针对性地提供不同的

服务。本节以性别推断和年龄推断这两个常见静态用户情境解析任务为例进行阐述，

这两个任务具有较大的共性，在现有工作[23][24][25]中常被同时考虑。 

性别推断：性别的划分标准多样，常见的三种划分标准是按照生理性别划分、按照

性别认同[26]划分和按照性别角色[27]划分。但是，服务提供商一般不严格以这三种标准

对用户进行性别划分，而是直接以用户自我报告的性别作为其性别标签。服务提供商

可以从自我报告性别的用户中学习不同性别的特征，从而推断出其他用户的性别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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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应用中，许多服务提供商考虑到了用户性别的多元化，提供多种性别选项供用

户设置，例如，Facebook 提供了 71 种性别选项[28]。但是，学术界关于性别推断的工作

[29][23][24]通常遵循性别二元论[30]，将性别推断任务抽象为判断用户是女性或男性的二分

类问题。 

年龄推断：年龄是取值为整数的离散变量。但是，现有的年龄推断工作[25][31]通常将

年龄考虑为一种连续变量，从而将年龄推断任务抽象成回归问题。此外，部分研究将用

户按年龄段划分，从而将年龄推断任务抽象为分类问题。例如，Malmi 和 Weber[32]将用

户按照年龄划分为 18-32岁和 33-100岁两个类别；Zhang 等[33]参照 Levinson 的成年人

发展模型[34]，将用户按年龄划分为 14-18岁（少年期和青春期）、19-22岁（成年前期

到成年过渡期）、23-33岁（成年生活模式的建立和维护期）、34-45岁（成年早期）、

45-65岁（成年中期）和大于 65岁（成年晚期）六个类别。 

1.2.1.2 xyz{ 

为了开展静态用户情境解析，研究者需要收集一批用户的交互文本和其静态用户

情境标签，从而训练得到解析模型。常见的收集静态用户情境标签的方法包括：基于公

开数据集的方法、基于用户自述的方法和基于自动化推断的方法。 

基于公开数据集的方法：基于交互文本的静态用户情境解析是学术界的经典问题，

因此，有许多公开数据集可供研究者直接下载使用。例如，Sap 等[25]使用了 Schler 等[35]

公开的标注了用户性别、年龄的博客文本以及 Volkova 等[36]公开的标注了用户性别的

推特文本，作为性别推断和年龄推断任务的训练数据；Flekova 等[23]使用了 Burger 等公

开的标注了性别和年龄的推特用户，并根据这些用户的推特账号去爬取其推文，用于

开展性别推断和年龄推断任务。 

基于用户自述的方法：部分工作使用用户在社交媒体等平台上自述的静态用户情

境作为其标签。例如，Sap 等[25]收集了 1,520 个 Facebook 账户的性别、年龄信息及其

发布的文本，作为性别推断和年龄推断任务的测试数据；Filippova[37]收集了 YouTube

上部分账户的性别和年龄信息，并基于这些账户在 YouTube 上的评论文本开展性别推

断和年龄推断任务。 

基于自动化推断的方法：此外，部分工作使用自动化方法，从用户生成的内容或社

交网络信息中推断出其静态用户情境标签，作为模型训练时的金标准。例如，Zamal 等
[39]收集了推特上给出自己姓名的用户，将名属于 2011 年美国新生儿最常见的 100 种男

孩名的用户标注为男性，将名属于最常见的 100 种女孩名的用户标注为女性。Zhang 等

[33]和 Zamal 等[39]从推特上爬取了包含“happy yth brithday”的推文，以 y 作为被@的用户

的年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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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3456 

为了有效开展静态用户情境解析，研究者提出了大量的方法。现有方法大致可以

分为两种，包括基于现有工具的方法和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 

基于现有工具的方法：用户名是用户与软件系统交互产生的一种特殊文本，常见

应用软件（例如，社交软件、购物软件、问答软件等）都会要求用户设置用户名。用户

名的普遍存在衍生出了若干基于用户名的静态用户情境解析方法。基于用户名的方法

一般直接使用现有工具，无需收集数据和训练解析模型。例如，Karimi 等[13]整合了基

于照片的性别推断工具（Face++）[42]和基于用户名的性别推断工具（Sexmachine[40]和

Genderize[41]），提出了一种混合式性别推断方法；Lin 和 Serebrenik[43]使用了现有的两

款基于用户名的性别推断工具（genderComputer[44]和 Gender Guesser[45]）对软件开发者

问答平台上的用户开展性别推断。 

基于用户名的方法省时省力，且方便非计算机从业人士（例如，社会学研究者等）

开展相关工作。但是，此类方法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 适用范围的局限性：该局限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许多软件（例如，输入

法等）无需用户设置用户名，基于用户名的方法无法适用于此类软件；另一方

面，多数静态用户情境（例如，年龄等）较难通过用户名来进行推断。 

• 解析效果的局限性：用户名中包含的信息量十分有限，因此，基于用户名的方

法在解析效果上具有较大的局限性[13]。 

为了避免上述局限性，研究者提出了诸多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以从用户与软件的

交互文本中挖掘出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 基于机器学习的静态用户情境解析，通常涉及两类用户（即，

训练用户和测试用户），涵盖三个步骤（即，特征提取、模型训练和效果验证）。具体

而言，首先，通过特征工程从训练用户中构建、提取、选择出有效的特征；其次，以训

练用户的静态用户情境标签为金标准，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基于选择出的特征，训练得

到静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最后，使用测试用户验证训练得到的推断模型的效果。 

现有研究基于用户的交互文本，提取了多种特征，用于开展静态用户情境解析任务。

本节将主要介绍语法特征和文体特征这两类典型的特征，并综述相关工作。 

• 语法特征：常见的语法特征包括 n-grams 特征、词频特征和句法特征。N-grams 特

征以文本中连续出现的 n 个词作为特征，包括 unigrams 特征（即，n=1）、digrams 特

征（即，n=2）、trigrams 特征（即，n=3）等。对于 n-grams 特征的赋值通常有两种方

式：一，以是否存在该特征来二元赋值（存在记为 1，不存在记为 0）；二，基于该特

征在文本中出现的频率来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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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频特征指基于单词或短语出现的频率衍生出的一系列特征。虽然 n-grams 特征中

也会涉及到频率，但是词频特征不仅限于简单的 n-grams 特征。例如，TF-IDF（Term 

Frequency -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47]特征是典型的词频特征，其可以评估一个

单词或短语对于语料库中某条文本的重要程度。如果在某条文本中，一个单词的出现

频率较高，但是该单词在整个语料库中出现的频率较低，那么，对于该条文本，该单词

就会被赋予较高的 TF-IDF值。 

n-grams 特征和词频特征在静态用户情境解析工作中均被广泛使用。例如，Burger

等[29]以推特用户的显示名、全名、自我描述以及推文的字符层面和词层面的 n-grams 作

为特征，使用 SVM、Naive Bayes 和 Balanced Winnow[46]作为训练算法，得到了性别分

类模型；Zhang 等[33]基于推文的 n-grams 的 TF-IDF 特征设计了一套分类算法，得到了

年龄分类模型；Ciot 等[38]和 Zamal 等[39]以推特用户的 k-top unigrams、k-top digrams、

k-top trigrams、k-top hashtags 以及发推文、转推文、加 hashtag、加链接、提及别人的

频率等作为特征，使用 SVM 作为训练算法，得到性别分类模型。 

此外，句法特征也是常用的语法特征之一。例如，Johannsen 等[24]收集了多种语言

的用户在 Trustpilot 网站上的评论文本，并解析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用户的评论中句子

内部的依存关系，发现了多种性别、 年龄特定的模式，用于后期作为性别推断、年龄

推断的特征。 

• 文体特征：不同静态用户情境的用户在文体风格上有所差异。例如，Argamon 等

[48]发现，在英文写作中，女性更爱使用代词（pronoun），而男性更爱使用名词指定语

（noun specifier）。部分研究者利用了不同静态用户情境的用户在文体风格上的差异，

来开展静态用户情境解析工作。例如，Preotiuc-Pietro 等[49]发现，女性和男性在表达同

样的语义时，在词和短语的选择上有不同的偏好，并基于此发现使用 Naive Bayes 算法

设计了性别分类模型；Volkovn 和 Bachrach[50]基于用户在交互文本中所传达出的情绪

基调及其与周围环境情绪基调的差异，使用逻辑斯蒂算法训练得到性别、年龄、种族等

多种用户情境的分类器；Flekova 等[51]利用 Automatic Readability Index[52]、Coleman-Liau 

Index[53]、Gunning-Fog Index[54]等七项指标来度量交互文本的可读性，利用 Heylighen-

Dewaele 方法[55]来度量交互文本的文脉性，综合网络用语使用特征、文本明确性等其他

文体风格特征，使用线性回归算法和 SVM 算法训练得到了年龄回归模型。 

1.2.1.4 |}56 

为了评价静态用户情境解析方法的效果，需要首先确定其对应的解析任务所关注

的评价指标。其次，综合真实静态用户情境标签和解析得到的静态用户情境标签计算

出评价指标的值，与基线方法的计算值进行比较，以评价解析方法的效果。如前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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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静态用户情境解析任务通常被抽象为分类问题（例如，性别推断）和回归问题（例

如，年龄推断）。因此，本小节将综述分类问题和回归问题的常用评价指标。 

分类问题评价指标：分类问题的常用评价指标为准确率（accuracy）、精确率

（precision）、召回率（recall）和 F1值（F1-score）。为了方便介绍这些评价指标的含义

和计算方法，此处以性别推断的二分类问题为例，来进行阐述。在测试集中，每个用户

有真实的性别标签和解析模型推断出的性别标签。根据这两种标签的情况，测试集用

户可以分为四类: 

• 真实的性别标签为 Male，预测的性别标签为 Male，此类样本的数目记为 TM 

（True Male）; 

• 真实的性别标签为 Male，预测的性别标签为 Female，此类样本的数目记为 FF 

（False Female）; 

• 真实的性别标签为 Female，预测的性别标签为 Male，此类样本的数目记为 FM 

（False Male）; 

• 真实的性别标签为 Female，预测的性别标签为 Female，此类样本的数目记为

TF （True Female）。 

根据上述四类用户的数目，可以计算各项评价指标。 

• 准确率是分类问题中最常用的评价指标，用于评价被正确推断的用户占总体

用户的比例。其计算方式为： 

 !""#$!"% =
'( + '*

'( + ** + *( + '*
 (1.1) 

• 精确率评价了解析方法推断每种性别的用户的精确度。以男性用户为例，其

精确率表示被预测为男性的用户中真正属于男性的比例： 

 +$,"-.-/0 =
'(

'( + *(
 (1.2) 

• 召回率评价了解析方法对每种性别的用户的敏感度。以男性用户为例，其召

回率度量了所有男性用户中有多少被正确识别出来： 

 $,"!11 =
'(

'( + **
 (1.3) 

• 通常，单独看精确率和召回率很难判断一种解析方法的好坏。例如，当 A 方

法的精确率很高，但召回率很低，B 方法的精确率很低，但召回率很高时，

如果没有明确的任务需求（例如，追求某种性别用户的精确率），很难比较

A、B两种方法的优劣。因此，学术界采用 F1值，来综合考虑这两个指标，

其代表了精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数： 

 *1 − ."/$, = 2 ∗
+$,"-.-/0 ∗ $,"!11
+$,"-.-/0 + $,"!1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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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解析任务为多分类问题（例如，涉及到六个年龄段的用户年龄分类任务），评

价指标的计算方法可类比上述描述和定义。 

回归问题评价指标：回归问题的常见评价指标为平均绝对误差（MAE，Mean 

Absolute Error）、均方误差（MSE，Mean Squared Error）和均方根误差（RMSE，Root 

Mean Squared Error）。这三项指标均度量了预测的情境值与真实用户情境值之间的误差。 

假设测试集包含 n 个用户，第 i 个用户的真实情境值为%!，预测情境值为%!!，则  

 (67 =	
∑ |%" − %;"|#
"$%

0
 (1.5) 

 (<7 = 	
∑ (%" − %;")&#
"$%

0
 (1.6) 

 
?(<7 = 	@

∑ (%" − %;")&#
"$%

0
 (1.7) 

另外，部分研究中计算了解析情境值序列和真实情境值序列的相关系数[27]，以相

关系数的高低和显著性来评价解析效果的好坏。 

1.2.2 '()*+,-0/!"#$%& 

1.2.2.1 tuvw 

动态用户情境包括情感状态、兴趣喜好等生存周期较短的用户情境。其中，兴趣喜

好的解析通常基于用户的行为数据（例如，浏览行为[56]、点击行为[57]、购买记录[58]等）。

本节关注基于交互文本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常见任务为情感分析和情绪分析。情感

分析和情绪分析常被用于赋能软件内广告投放[59]、服务定制化[60]、商品推荐[61]等多种

应用场景。 

情感分析：情感（sentiment）是一种由感觉（feeling）引起的态度（attitude）、想

法（thought）或判断（judgement）[62]。学术界通常将情感分为正面、中立和负面三种

极性[63]，从而，将情感分析任务抽象为三分类问题。 

情绪分析：情绪（emotion）指的是主观上经历过的强烈感觉导致的意识反应[62]。

相较于情感，情绪更为复杂，迄今为止，关于情绪的分类暂无统一标准。心理学研究者

提出了许多经验和分析理论来分类情绪，例如 Shaver 框架[64]和 VAD 模型[65]。Shaver

框架是一种树结构情绪分类模型，树的第一层包含了六种主要情绪，即，爱（love）、

悲伤（sadness）、愤怒（anger）、喜悦（joy）、惊奇（surprise）和恐惧（fear）。该

分类法在现有研究[66][67][68][69]中被广泛使用。VAD 模型将情绪映射到二维空间中，其中

水平方向表示情绪的极性，即，效价（valence）[70]，垂直方向表示情绪的反应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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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唤醒度（arousal）[70]。根据该模型，情绪可以被表示成不同水平的效价和唤醒度的

组合。不论是采用 Shaver 框架还是 VAD 模型划分情绪，情绪分析问题均被抽象为分

类问题，即，从用户的交互文本中识别是否蕴含某种或某些情绪。 

1.2.2.2 xyz{ 

为了开展动态用户情境解析，研究者需要收集一批用户的交互文本和动态用户情

境标签，从而训练得到解析模型。常见的收集动态用户情境标签的方法包括基于公开

数据集的方法和基于标注的方法。 

基于公开数据集的方法：基于交互文本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是学术界的经典问题，

因此，有许多公开数据集供研究者下载使用。例如，Saif 等[71]综述了可用于情感分析的

八个公开数据集；Novielli 等[67]公开了可用于 Stack Overflow 用户情绪分析的数据集；

Ortu 等[69]公开了可用于 JIRA 问题追踪系统中情绪分析的三组数据集。此外，一些国际

研讨会（例如，计算语义分析研讨会 SemEval）也会经常公开一些数据集，供研究者在

其上开展研究并比拼效果。 

基于标注的方法：不同于静态用户情境标签，动态用户情境标签一般无法从用户

账号等自述信息中直接获取。因此，研究者通常采取人工标注的方法，收集交互文本对

应的动态用户情境标签。具体而言，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研究者自行标注数据[72]；

二，研究者线下招募参与者进行标注[73]；三，通过 AMT 等众包平台寻找参与者进行标

注[74]。第一种形式耗时耗力，第二种和第三种形式通常需要对标注者进行付费，成本

较高。因此，这种方法难以用于标注大规模的数据。为了克服该缺点，部分研究者采取

半监督式的标注方法。例如，Liu 等[75]将包含“:)”的推文认为是包含正面情感，将包含

“:(”的推文认为是包含负面情感。此种方法省时、省力、省成本，且方便收集大规模标

签数据。但是，得到的数据噪声较多，且按照“:)”等弱标签进行数据过滤，引入了数据

偏见（bias）。 

1.2.2.3 3456 

为了有效开展动态用户情境解析，研究者提出了诸多方法。现有方法大致可以分

为两种，包括基于现有工具的方法和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 

基于现有工具的方法：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任务的重要性催生出了一系列工具，这

些工具一般基于词典实现，根据交互文本中出现的词和短语来直接判断动态用户情境

标签，无需进行模型的训练。对于情感分析，部分基于词典的工具（例如，SentiStrength[76]、

NLTK[77]等）已经较为成熟，它们基于一系列被标注了情感极性和情感强度的单词和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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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来判断给定文本的情感极性。具体而言，SentiStrength 是一款基于评论数据的词典式

情感分类器，其核心是一个情感词汇强度表，包含 298 个正面单词和 465 个负面单词，

每个单词被赋予了情感的强度。除此之外，SentiStrength还包含了增强词汇表、否定词

汇表等。对于一个给定交互文本，SentiStrength会根据文本中包含的各单词的情感，综

合得到文本的总体情感极性。NLTK 一般用于分析社交媒体文本的情感，其核心是

VADER词典。VADER词典是基于 LIWC[78]、ANEW[79]和 GI[80]这三款情感分析工具的

词典，加上社交媒体中流行的字母缩写（例如，“LOL”）、俚语（例如，“giggly”）等

形成的一个新的适用于社交媒体的词典。相较于情感分析，其他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任

务（例如，情绪分析）的难度更大，因此，使用简单的基于词典的方法来开展其他任务

的工作相对较少。对于情绪分析，Thelwall[81]提出了 TensiStrength 工具，基于词典和预

设规则从社交媒体文本中识别压力和放松情绪，并未考虑其他情绪。 

总的来说，基于词典的方法操作简便，研究者可直接使用现有工具，无需训练解析

模型。因此，其在社会学等研究领域中至今仍被广泛使用。但是，在自然语言处理等计

算机研究领域中，该方法已非主流，其存在以下三种局限性： 

• 基于词典的工具一般针对情感分析等简单的用户动态解析任务，复杂的动态用

户情境较难通过该方法来进行解析。 

• 不同领域的用户的常用词汇不同，因此，固定的词典无法适用于不同领域的用

户。例如，软件工程领域的研究者将基于社交媒体数据得到的词典应用于软件

开发者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发现效果较差[82]。 

• 基于词典的工具较为简单，在解析效果上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大多数基于机器学习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方法首先提取交

互文本中的特征，然后基于特征训练得到解析模型。特征的定义和选取对于此类方法

的解析效果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常用特征包括语义特征、语法特征、文体特征。此外，

深度学习算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任务中，其不需要显式地定义和提

取特征，而是由深度学习网络从交互文本中自行学习隐式特征。下面，将围绕语义特

征、语法特征、文体特征和深度学习来综述相关工作。 

• 语义特征：语义特征指的是根据不同词汇的语义（例如，情感语义等），定义出

的对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任务有信息量的特征。常用的语义特征包括观点词、情感词、否

定词等。观点词和情感词指的是被认定为能表露出某种观点或情感的单词和短语，常

用观点词和情感词词典包括 SentiWordNet[83]、MPQA Opinion Corpus[84]、SentiStrength 

Corpus[85]等。否定词的使用影响了整个文本的语义。例如，Kiritchenko 等[86]发现，包

含正面词汇的句子中使用否定词通常会将句子的情感变成负面，包含负面词汇的句子

中加入否定词却往往不会改变句子的情感极性。因此，大量的情感分析研究关注了否

定词的使用情况[87][88][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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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法特征：常见的语法特征包括 n-grams 特征、词频特征、词性特征、依存关系

特征等。n-grams 特征和词频特征在第 1.2.1.3节中已做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词性

特征是基于交互文本中单词的词性（形容词、副词、动词等）衍生出来的特征。在实际

研究中，该类特征在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任务中的使用效果存在争议。以情感分析为例，

部分研究认为使用词性特征并不能提高分析效果[92]，但是，有一些研究表明使用词性

特征可以小幅度提高分析效果[91][93]。依存关系指的是文本中各单词之间的语法关系。

Nakagawa 等[94]基于交互文本中的依存关系特征，使用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 算法，

训练得到情感分类模型。 

• 文体特征：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中常用文体特征包括颜文字、加强词、缩写词、标

点符号等的使用情况。颜文字的主要功能是表达情绪，因此，经常被用于情感分析和情

绪分析中作为文体特征[95]。增强词指的是某些字母被大写或者重复以达到增强表达效

果的单词，这种文体风格也常被作为动态用户情境解析的特征[63]。缩写词（例如，

“OMG”）和标点符号（例如，感叹号）通常与情感、情绪的表达有关，是情感、情绪

分析常见的文体特征[96]。 

• 深度学习：在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任务中，卷积神经网络（CNN）和长短期记忆网

络（LSTM）等深度学习算法被验证可以取得较好的解析效果。例如，Shin 等[97]提出了

一套 CNN 加注意力机制的情感分析框架，在多个基准数据集上取得较好效果。相较于

CNN，LSTM 等循环神经网络具有循环特性，更适合处理文本等序列数据。因此，其在

基于交互文本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任务中的使用也更为广泛。例如，Feng 等[98]基于

LSTM 和注意力机制提出了一套情感分析框架。类似地，Felbo 等[99]提出了基于 LSTM

和注意力机制的迁移学习框架，利用大量包含绘文字的推文训练得到文本表征模型，

再将表征模型用于情感分析、情绪分析、讽刺分析等众多任务中，取得较好效果。 

1.2.2.4 |}56 

情感分析、情绪分析等常见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任务一般被归纳为分类问题。分类问

题的常见评价指标为准确率（accuracy）、精确率（precision）、召回率（recall）和 F1

值（F1-score）。这些指标的具体含义及计算方法在第 1.2.1.4节中已详细介绍，此处不

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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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01#!" 

通过对相关工作的综述，可以发现目前学术界对用户情境解析的关注度较高，在静、

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上都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和进展。但是，从静、动

态用户情境解析任务的特点来看，现有工作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现有的基于交互文本的静态用户情境解析具有较大的隐私风险。相较于情感

分析、情绪分析等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任务，一般来说，性别推断、年龄推断等静态用户

情境解析任务所利用的交互文本的体量更大。这种体量上的差异可以归因于静、动态

用户情境的生存周期差异。具体而言，情感、情绪等动态用户情境的生存周期较短，该

特性决定了动态用户情境解析只能基于用户在较短时间内产生的少量交互文本开展，

时效性较强。但是，性别、年龄等静态用户情境通常难以通过用户交互所产生的少量交

互文本片段就解析出来。考虑到这些静态用户情境的生存周期较长，静态用户情境解

析的时效性较弱，服务提供商往往收集用户在长时间内产生的大量交互文本进行解析，

以提高解析效果。这种对用户长时间内交互文本进行存储和处理的做法，增加了访问、

泄露用户敏感和隐私信息的风险。例如，Sap 等[25]公开的其用于性别推断的 7,137 种交

互文本特征[100]中，有 209 种可以在 mongabay[101]所公布的最流行的 1,000 个姓中找到，

有 507 种可以在 nameberry[102]所公布的最流行的 2,000 个名中找到。除了用户的真实姓

名外，部分特征还暗含了其他类型的敏感信息，包括“$”（交易信息）、“@yahoo.com”

（邮箱信息）、“http”（浏览网站信息）、日期、时间和诸多数字（例如，电话号码、

个人识别码、财务信息等）。 

二，现有的基于交互文本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主要针对英语和社交媒体领域，造成

了在其他语言、其他领域的人工标签数据的稀缺，因而解析效果不佳。这种稀缺状况

主要由动态用户情境解析的数据收集方式所导致。回顾第 1.2.2.2节，现有工作主要采

用基于公开数据集的方法和基于标注的方法，来收集标签数据。但是，一方面，因为现

有工作[96][98][99]大多基于英语文本和社交媒体文本开展，所以公开数据集也主要是针对

英语和社交媒体领域。另一方面，基于标注的方法耗时耗力，针对每种语言、每种领域

都人工标注大量的标签数据可行性较低。这些现实因素限制了在其他语言（例如，日

语）、其他领域（例如，软件工程领域）上的解析效果。下面，将从语言、领域这两个

方面来具体阐述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中尚待解决的问题。 

语言：据统计[103]，截至 2021 年 2月，互联网上 74.1%的用户为非英语用户。也就

是说，动态用户情境解析研究上的不平等（即，主要针对英语用户）将导致约四分之三

的互联网用户无法享受到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赋能的高质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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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打破这一现状，最直观的做法是开展跨语言动态用户情境解析，即，将标签充

足的语言（即，源语言，通常指英语）上学习到的知识迁移到标签稀缺的语言（即，目

标语言）上[104]。该做法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填补英语与目标语言之间的语言鸿沟。大

多数现有工作通过机器翻译来填补这一鸿沟。一种简单的做法是将目标语言的待解析

文本翻译成英语，然后直接应用英语的解析模型，或者将英语的标签数据翻译成目标

语言，然后基于翻译数据训练得到目标语言的解析模型[105]。 

近几年，随着深度学习的发展，基于机器翻译的跨语言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也进

行了革新。目前的常见做法[106][107]是：首先，将英语和目标语言的文本都表征到连续的

向量空间中；其次，通过机器翻译得到的伪平行文本从词层面或篇章层面对两种语言

进行表征对齐，从而形成统一的表征空间；最后，在统一表征空间内，使用英语的标签

数据训练得到目标语言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 

虽然上述基于机器翻译的方法听起来较为可行，但是其效果往往并不理想。具体

而言，其效果受限于语言差异（language discrepancy）[104]问题，即，不同语言在文本表

达模式上存在较大差异。但是，机器翻译只擅长捕获两种语言之间共性的表达模式，对

于语言个性的表达模式无法较好地处理[108]。以面向日语用户的情感分析为例，在开展

跨语言情感分析时，机器翻译可以保留英语和日语之间的共性表达模式（例如，日语

“怒っている”和其英语译文“angry”都表示愤怒，是一种负面情感），但是，对于部分日

语特定的情感表达模式却无法较好地保留。例如，在日语中，“湯水のように使う”形容

浪费，是一种典型的负面情感。但是，其英语译文“use it like hot water”丢失了情感信息，

是一种中立的表达。 

机器翻译在跨语言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中表现出的上述局限性，可以用其训练机制

来解释：机器翻译工具通常是基于平行语料训练得到的，而平行语料是为了捕获跨语

言共享的表达模式而构建的。因此，机器翻译工具在训练时往往单方面追求跨语言共

性的表达模式，未能保留语言特定的知识。为了弥补机器翻译的这种局限性，亟需一种

新的桥梁来填补英语和目标语言之间的语言鸿沟，这种桥梁不仅需要迁移语言之间的

共性知识，还需要能捕获语言特定的知识。 

领域：现有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工作主要面向社交媒体领域的用户开展。但是，由

于不同领域的用户的术语空间不同，基于社交媒体领域的用户交互文本训练得到的解

析模型很难泛化到其他领域。进而，学术界出现了众多领域特定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

工作，例如，面向金融领域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109]、面向交通领域的动态用户情境解

析[110]、面向软件工程领域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112]等。下面，将以面向软件工程领域用

户的情感分析任务为例，来揭示目前领域特定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工作存在的问题。 

作为 API、库（library）等软件制品的用户，软件开发者会在 Stack Overflow 等问

答平台上发表对这些制品的评价。对这些评价进行情感分析，有利于甄别相应制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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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进而便利软件开发过程中 API 推荐等任务的开展[72]。此外，开发者的情感状态

高度影响了其工作效率，负面的情感状态将导致其效率降低[68][111]。及时检测出开发者

的负面情感，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进行缓解，对软件开发生命周期中的利益相关者来

说，至关重要。为此，研究者提出了多种分析开发者情感状态的方法，其中，基于交互

文本的方法是主流[112][113]。 

软件工程领域的研究者早期大多直接使用现有的文本情感分析工具（例如，

SentiStrength、NLTK 和 Stanford CoreNLP）对开发者进行解析。但是，这些工具并非

面向软件工程领域提出，所以，无法提供可靠的结果。例如，Jongeling 等[112]发现，这

些工具对软件工程领域交互文本的解析结果与人工标注结果存在较大分歧。此外，Islam

和 Zibran[82]将 SentiStrength 应用到一个软件工程领域的数据集上，发现缺乏对软件开

发者术语的理解是造成 SentiStrength 效果较差的主要原因。例如，SentiStrength 认为

“super”、“support”、“resolve”等传达了正面情感，“error”和“block”等传达了负面情感。

可是，这些词均为软件工程领域的术语，开发者在使用时通常不带感情色彩。 

上述负面结果导致软件工程领域的研究者开始逐步发展领域定制化的情感分析方

法。具体而言，研究者人工构建了若干领域特定的标签数据[69][72][73][114]，并基于这些数

据训练得到定制化的解析模型[73][82][114]。但是，这些定制化模型在实际应用中效果仍不

理想。通过实验验证，Lin 等[72]认为目前尚无一种情感分析方法可以有效地解析软件工

程领域的交互文本。这种解析效果上的局限性可以归因于标签数据。具体而言，软件工

程领域的标签数据体量较小（仅有几千条），定制化的解析模型不可避免地缺乏对标签

数据之外的表达模式的理解。考虑到英语词汇量之大，标签数据的这种局限性影响较

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种直观的做法是人工标注更多的标签数据。但是，人工标注

耗时耗力，且容易出错，因此，亟需一种新方法，来为这一问题提供高效的解决方案。 

1.4 2345-. 

针对现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用户情境解析方法。

泛在交互文本是计算机为中介的文本沟通中相对直观的视觉表达[115][116]，与传统交互

文本相互补充。常见的泛在交互文本包括颜文字和绘文字等。一方面，泛在交互文本被

世界各地用户广泛使用，且不同静态用户情境的用户在泛在交互文本的使用上存在差

异，启发本文在特定情况下使用泛在交互文本来代替传统交互文本，用于静态用户情

境解析，以降低用户隐私风险。另一方面，泛在交互文本常在文本交互中被用于表达情

感、情绪、语义等信息，启发本文使用泛在交互文本作为情感等动态用户情境的代理标

签，弥补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中特定语言、特定领域人工标签数据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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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针对基于传统交互文本的用户情境解析方法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

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用户情境解析方法框架，为静态用户情境解析中的隐私问题和动

态用户情境解析中的人工标签数据不足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对于静态用户情

境解析，该框架仅利用用户的泛在交互文本使用数据，从中提取显式特征，在特定情况

下代替基于传统交互文本的特征，降低了用户隐私风险；对于动态用户情境解析，该框

架从公共平台爬取大量包含泛在交互文本的数据，并从中提取泛在交互文本使用的隐

式特征，利用这些特征知识来弥补特定语言、特定领域人工标签数据的不足。该框架的

关键支撑技术（即，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1. 提出了基于监督学习的静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 EmoLens。EmoLens 仅依赖用

户交互产生的泛在交互文本，基于实证分析开展特征工程，从中提取出对静态

用户情境有区分度的用况特征，通过监督学习的方式训练得到静态用户情境解

析模型。本文以性别推断作为实例，基于来自 183 个国家的 134,419 个真实用

户的数据，验证 EmoLens 的解析效果。结果表明，EmoLens准确率可达 0.811，

比基线方法提升了约 24%，解析效果与基于传统交互文本的方法相当，并可泛

化到各语言用户上。 

2. 提出了基于迁移学习的跨语言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 ELSA。ESLA 从公共平

台爬取大量包含泛在交互文本的英语和目标语言数据，使用表征学习方法从中

提取泛在交互文本使用的隐式特征，再协同机器翻译将蕴含在这些特征中的知

识通过迁移学习的方式迁移到目标语言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中。本文以跨

语言情感分析作为实例，在涵盖了 3 种目标语言的 9项基准任务上，验证 ELSA

的解析效果。结果表明，ELSA平均准确率达到 0.840，显著超过现有方法，错

误率降低约 14%。 

3. 提出了基于迁移学习的领域特定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 SEntiMoji。SEntiMoji

从公共平台爬取大量包含泛在交互文本的社交媒体领域和目标领域数据，使用

表征学习方法从中提取泛在交互文本使用的隐式特征，再将蕴含在这些特征中

的知识通过迁移学习的方式迁移到目标领域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中。本文

以软件工程领域的情感、情绪分析为实例，采用现有的 20 项基准任务，验证

SEntiMoji 的解析效果。结果表明，SEntiMoji平均准确率达到 0.908，显著超过

现有方法，错误率降低约 21%。 

本文对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用户情境解析方法框架涉及的上述三项技术进行了工

具实现，合计包含 13 个 API，可供各类客户端调用。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6 

1.5 6378 

本文共分为六章，后续章节结构如下： 

第二章 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用户情境解析方法框架。介绍泛在交互文本及其特性，

阐述泛在交互文本为用户情境解析带来的新机遇，提出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用户情境

解析方法框架，并对其进行工具实现。 

第三章 基于监督学习的静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针对基于交互文本的静态用户情

境解析的隐私问题，提出基于监督学习的静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 EmoLens。此外，以

性别推断为实例，验证了 EmoLens 的效果。 

第四章 基于迁移学习的跨语言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针对基于交互文本的动态

用户情境解析的语言现状，提出基于迁移学习的跨语言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 ELSA。

此外，以跨语言情感分析为实例，验证了 ELSA 的效果。 

第五章 基于迁移学习的领域特定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针对基于交互文本的动

态用户情境解析的领域现状，提出基于迁移学习的领域特定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

SEntiMoji。此外，以软件工程领域的情感、情绪分析为实例，验证了 SEntiMoji 的效果。 

第六章 结束语。对本文研究工作进行总结，并讨论未来可能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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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现有的基于交互文本的用户情境解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本章提出了一种基

于泛在交互文本的用户情境解析方法框架。具体而言，本章将首先介绍泛在交互文本，

归纳其特性，阐述其为用户情境解析任务带来的机遇，然后介绍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

解析方法框架及其工具实现。 

2.1 91:;32 

泛在交互文本是计算机为中介的文本沟通中相对直观的视觉表达（visual 

expression）[115]，是一种超越传统交互文本的表现形式[116]。这种特殊的表现形式使得

用户与软件之间的文本交互变得更加生动表意，进而得到世界各地用户的喜爱，并成

为泛在计算和人机交互等领域的研究热点[115][116][117][118][119]。本节将介绍常见的泛在交

互文本，并为后续的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用户情境解析方法框架提供洞见。 

2.1.1 1234)*+, 

与传统交互文本一样，泛在交互文本也可通过输入法输入，继而被用于用户与各

类软件的文本交互过程中。如图 2.1 所示，常见泛在交互文本包括颜文字（emoticon）

和绘文字（emoji）[117][120]。下面，将具体阐述这两种泛在交互文本的区别。 

 

 

(a) 颜文字 emoticon 

 

(b) 绘文字 emoji 

图 2.1 常见泛在交互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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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文字是由 ASCII 字符组成的人造表情符号[117]。1982 年，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

Scott Fallman教授使用了冒号、连接符和半圆括号，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款颜文字“:-)”[115]。

受此启发，人们开始拼接键盘字符（例如，英文字母、标点符号和数字），来创造出各

种各样表达面部表情和情绪的颜文字。虽然目前部分输入法已内置自己设计的颜文字，

但是颜文字的设计至今并无统一规范，用户可以凭借个人灵感创造出自己喜欢的颜文

字。研究[121]表明，东方国家（日本、韩国等）用户更爱创造出垂直风格的颜文字（例

如，“T_T”和“ˆ_ˆ”），而西方国家（德国、法国等）用户更爱创造出水平风格的颜文字

（例如，“:)”和“:-[”）。但是，ASCII 字符有限的形态限制了颜文字的视觉表现能力，

使得颜文字很难用于描述复杂的物体或者语义。 

绘文字问世于 20世纪 90 年代后期，源起于日语 e（絵，“picture”）+moji（文字，

“character”），具体而言，指的是线上文本沟通中以彩色视觉图标显示的表意符号

（ideograms）和笑脸（smileys）[122]。相较于颜文字，绘文字由 Unicode统一编码，设

计更加规范和标准。此外，绘文字的表现内容也更为丰富，除了面部表情（例如，“!”

和“"”）外，还可以表示手势（例如，“#”和“$”）、职业（例如，“% ”和“&”）、物

体（例如，“'”和“☂”）、行为（例如，“) ”和“* ”）、地点（例如，“⛪”和“,”）等

多种语义。随着用户需求的不断增加，Unicode依然在不断更新和增加更多种类的绘文

字。截至 2021 年 2月，Unicode绘文字列表已更新至第 13.1 版[123]，包含了 1,317 种不

同的绘文字。绘文字的上述优点导致其被主流输入法普遍内置，并迅速被全世界各地

用户广泛喜爱[117]。研究[124]表明，绘文字的流行度已显著超过了颜文字。2015 年，牛

津词典更是将“!”绘文字评为年度词汇，认为其最能代表 2015 年世界的心情、风气与

关注点。2018 年，学术界也开始创办绘文字国际研讨会[125]，鼓励研究者致力于绘文字

的理解和应用相关的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新的泛在交互文本也在不断涌现。例如，部分研究者

[115][118]将贴纸（sticker）和表情包（meme）看作是继颜文字和绘文字后的下一代泛在交

互文本。贴纸由第三方专业设计师开发，并以成套形式发布在社交应用中供用户下载

使用；表情包则由用户根据自身经历或者从流行的文化制品（例如，电视节目、游戏视

频等）中获得灵感，自行设计。虽然两者与颜文字和绘文字一样，可以用于文本交互中，

令交互过程更加生动形象，但是，其泛在性却不如颜文字和绘文字。具体而言，贴纸和

表情包的应用场景受限，一方面，其一般只可用于特定的社交应用中；另一方面，其无

法与传统交互文本协同使用（即，出现一句话中），只能单独使用。鉴于贴纸和表情包

的泛在性不足，发展尚处于初期，本文不做过多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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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34)*+,-56 

基于现有研究，本文总结出了泛在交互文本的三种典型特性，包括泛在性、使用异

质性和多功能性。下面，将具体阐述这三种特性。 

2.1.2.1 ()l 

传统交互文本的使用具有语言特定（例如，各国语言）、文化特定（例如，俚语）、

领域特定（例如，各领域术语）等特点。相较之下，泛在交互文本具有更强的泛在性。

一方面，泛在交互文本被各语言、各文化背景的用户广泛使用。例如，Park 等[121]通过

分析 5,400 万推特用户在 2006 年至 2009 年与推特产生的交互文本，发现颜文字被各

国用户普遍使用；Lu 等[117]通过分析来自 212 个国家的 388万真实用户在 2015 年 9月

与移动设备的 4 亿次文本交互记录，发现绘文字被各国和各文化背景用户普遍使用。

另一方面，泛在交互文本也被各领域用户广泛使用。例如，Claes 等[126]和 Lu 等[127]发

现，颜文字和绘文字除了在社交媒体等领域流行外，也被软件工程领域的用户（即，软

件开发者）在 Mozilla 问题追踪平台、Apache 问题追踪平台、GitHub 软件项目托管平

台等众多平台上广泛使用。此外，泛在交互文本被各年龄用户和各性别用户广泛使用

[117]，且被证明，相较于传统交互文本，对文盲、半文盲等群体更为友好[118]。 

2.1.2.2 p/~�l 

泛在交互文本的泛在性并不代表各类用户对其使用具有同质性。相反地，现有研

究表明，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用户对泛在交互文本的使用偏好存在异质性。例如，

Park 等[121]发现，东方国家用户偏爱垂直风格的颜文字，西方国家用户偏爱水平风格的

颜文字；Lu 等[117]发现，法国用户偏爱心形绘文字，而其他国家用户偏爱脸形绘文字。

这些偏好差异被证明可以从文化差异的角度进行解释[117][129]，即，不同文化背景的用户

对泛在交互文本的使用偏好不同。此外，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性格的用户对泛在

交互文本的使用偏好也存在异质性。例如，Prada 等[130]发现，女性使用颜文字和绘文字

的频率高于男性；Oleszkiewicz 等[131]发现，年轻用户比年长用户更爱使用颜文字；Zhou

等[118]发现，年轻人和老年人对微笑绘文字的理解不同，因而使用场景也不同；Li 等[132]

发现，负责型、外向型用户偏爱传达积极情绪的绘文字，亲和型用户偏爱心形绘文字，

神经质型用户偏爱面部表情夸张的绘文字，这些差异被证明可以用大五人格理论[133]来

解释。另外，不同领域的用户对泛在交互文本的使用偏好也存在异质性。例如，Lu 等

[127]发现，社交媒体领域的用户更爱使用脸形和心形绘文字，而软件工程领域的用户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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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爱使用绘文字来表达领域内术语，例如，使用“-”表示软件项目的部署（deploy）

和启动（launch）。 

2.1.2.3 ÄÅÇl 

除了增强文本交互的有效性、趣味性和社交性[134]外，泛在交互文本还被证明具有

下述多种功能[116][135][136][137]： 

• 表达情绪，即，通过使用泛在交互文本来表达爱、喜悦等正面情绪或悲伤、愤

怒等负面情绪。例如，“放学了:)”中，“:)”表达了喜悦的情绪。 

• 增强表达，即，通过使用泛在交互文本来增强原先表达的语义。例如，“我好开

心:)”中，“:)”增强了“我好开心”所传达出的喜悦情绪。 

• 调节语气，即，通过使用泛在交互文本来调节语句的语气，使之变得更友好。

例如，“我希望你可以更认真些.”中，“.”调节了严肃的语气。 

• 表达幽默或讽刺，即，通过使用泛在交互文本来让语句变得更加生动有趣或讽

刺挖苦。例如，“你可真是个好孩子/”中，“/”表明该句为讽刺。 

• 表达亲密，即，通过使用泛在交互文本来拉近沟通双方的距离，让彼此觉得更

亲近。例如，“我想见你了0”中，“0”表达了亲密之意。 

• 描述内容，即，使用泛在交互文本来代替传统交互文本描述内容。因为颜文字

表意能力有限，该功能主要体现在绘文字的使用上。例如，“我1你”中，“1”

表示“爱”；“❌345”表示“没有圣诞礼物给你”。 

2.2 <=>? 

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特性，本文提出了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用户情境解析方法框

架。本节将阐述该框架的依据（第 2.2.1节），概述该框架的主要内容（第 2.2.2节），

并剖析该框架涵盖的技术路线（第 2.2.3节）。 

2.2.1 789: 

泛在交互文本的泛在性、使用异质性、多功能性为用户情境解析带来了新的机遇，

也为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用户情境解析方法的可行性提供了依据。下面，将从静态用

户情境解析和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两个方面具体阐述。 

泛在交互文本的泛在性和使用异质性为基于交互文本的静态用户情境解析带来了

机遇。基于交互文本的静态用户情境解析的隐私问题源于对用户在较长时间内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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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文本的存储和处理。相较于传统交互文本，泛在交互文本的隐私性较低，一般不会

包含邮箱信息、交易信息、电话号码、个人识别码、财务信息等敏感信息。因此，使用

泛在交互文本代替传统交互文本，作为静态用户情境解析的数据源，可以很大程度上

降低隐私风险。泛在交互文本的泛在性和使用异质性为这种做法的可行性提供了依据。

一方面，泛在交互文本的泛在性保证了其被各类用户在文本交互过程中广泛使用。因

此，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静态用户情境解析方法可以从各类用户的文本交互中较为容

易地提取出充足的泛在交互文本使用数据，用于解析其静态用户情境。另一方面，泛在

交互文本的使用异质性保证了不同静态用户情境的用户在泛在交互文本的使用上存在

差异。换言之，泛在交互文本的用况对于静态用户情境具有一定的区分度。因此，基于

泛在交互文本的静态情境解析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泛在交互文本的泛在性和多功能性为基于交互文本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带来了机

遇。基于交互文本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的人工标签不足问题源于现有工作主要基于特

定语言（即，英语）和特定领域（即，社交媒体领域）开展，造成了其他语言、其他领

域的人工标签数据较少。泛在交互文本的泛在性和多功能性启发本文使用其作为人工

标签的补充，为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提供了依据。一方面，泛在交互

文本的多功能性使得其在文本交互过程中常与传统交互文本协同出现，传达额外的情

感、情绪、语义等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弥补人工标签不足所带来的信息缺失。具体而言，

可以使用泛在交互文本作为情感等动态用户情境的代理标签，与少量的人工标签一起，

用于动态用户情境解析。另一方面，泛在交互文本具有泛在性，在各语言、各领域中广

泛存在。因此，以泛在交互文本作为代理标签的做法，可以广泛应用于各语言、各领域

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 

2.2.2 78;<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一套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用户情境解析方法框架，为

基于传统交互文本的静态用户情境解析中的隐私问题和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中的人工标

签数据不足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如图 2.2所示，根据不同类型的用户情境（即，

静态用户情境和动态用户情境），本框架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思路，即，基于泛在交互文

本的静态用户情境解析和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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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用户情境解析方法框架 

 

静态用户情境解析：如第 1.2.1.2节所述，静态用户情境标签数据可以通过公开数

据集、用户自述、自动化推断等多种方法获得，相较于动态用户情境标签数据，更为充

裕。因此，本文使用静态用户情境标签数据直接训练得到静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具体

而言，考虑到不同静态用户情境的用户在泛在交互文本使用上的异质性，将从用户生

成的交互文本中提取泛在交互文本使用的显式特征，用于解析年龄、性别、文化背景等

静态用户情境。虽然该方法只适用于用户使用了泛在交互文本的情况，但是，考虑到泛

在交互文本的泛在性，该方法的适用场景较为广泛。并且，相较于基于传统交互文本的

方法，该方法只使用了泛在交互文本，泛在交互文本一般不涉及用户敏感信息，因而降

低了用户隐私风险。 

动态用户情境解析：相较于静态用户情境解析，动态用户情境解析具有更高的时

效性，通常基于用户在较短时间内生成的交互文本开展。考虑到泛在交互文本的出现

频率，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无法直接使用泛在交互文本用况作为特征，需要考虑新的方

法思路。回顾第 1.3节所述，对于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任务，特定语言（非英语语言）、

特定领域（非社交媒体领域）的人工标签数据较少，造成解析效果不佳。考虑到泛在交

互文本的泛在性和在文本交互中传达额外的情感、情绪、语义等的多功能性，本文使用

泛在交互文本作为各语言、各领域中情感、情绪等动态用户情境的代理标签。具体而

言，从公共平台爬取不同语言、不同领域的大量泛在交互文本使用数据，从中提取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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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文本使用的隐式特征，再利用蕴含在这些特征中的丰富知识，弥补特定语言、特定

领域中人工标签数据的不足。 

2.2.3 =>?@ABC 

根据上述方法框架对于静态用户情境和动态用户情境的解析思路，本节将进一步

分析这些思路背后的挑战，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技术路线。 

2.2.3.1 &'()*+,-.>?/01234 

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静态用户情境解析从静态用户情境标签数据中提取显式特征，

训练得到静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该方法的核心挑战为如何从标签数据中提取出对静

态用户情境有区分度的显式特征，以及如何利用提取出的特征训练得到静态用户情境

解析模型。 

针对第一项挑战，本文提出了基于实证分析的特征工程。特征工程是把原始数据

转变为模型的训练数据的过程，其目的是获取更好的训练数据特征，从而提升机器学

习模型效果的上限。基于实证分析的特征工程，综合日常生活经验和现有研究中的发

现，人工假设可能的特征维度，并采用数据挖掘等手段开展实证分析，最终确定用于静

态用户情境解析的特征集合。 

针对第二项挑战，本文提出了基于监督学习的模型训练。具体而言，对于提取出的

显式特征，使用了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基于静态用户情境标签数据，调整模型的超参

数，使得静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具体地，为了支撑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静态用户情境解析，本文提出了一项关键

技术，即，基于监督学习的静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 EmoLens（第三章）。 

2.2.3.2 &'()*+,-.G?/01234 

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从公共平台爬取不同语言、不同领域的大

规模包含泛在交互文本的数据（即，无标签数据），从中提取泛在交互文本使用的隐式

特征，利用蕴含在这些特征中的知识，弥补特定语言、特定领域中人工标签数据的不

足。该方法的核心挑战为如何从大规模泛在交互文本使用数据中提取有效的隐式特征，

以及如何利用提取出的特征弥补人工标签数据的不足。 

针对第一项挑战，本文提出了基于泛在交互文本预测的表征学习，通过自动化而

非人工特征工程的方式，从大规模泛在交互文本使用数据中学习隐式特征。具体而言，

以泛在交互文本作为动态用户情境的代理标签，基于公共平台爬取到的大规模泛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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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本数据构建泛在交互文本预测任务，以训练得到的泛在交互文本预测模型作为表

征模型。通过上述过程，表征模型学习到了泛在交互文本使用的隐式特征及其中蕴含

的丰富动态用户情境知识。 

针对第二项挑战，本文提出了基于迁移学习的模型训练。迁移学习旨在利用具有

大量标签数据的任务（即，源任务），来解决相关的且标签数据稀缺的任务（即，目标

任务）。具体而言，使用基于源任务中大量标签数据预训练得到的模型，来开展目标任

务。假如源任务与目标任务高度相关，那么，源任务中的标签可以看作是目标任务的代

理标签，通过迁移学习，目标任务可以从源任务的标签数据中学习到丰富的知识（即，

源任务训练得到的模型中的参数），来弥补自身标签数据的不足。本文使用泛在交互文

本作为动态用户情境的代理标签，因而使用泛在交互文本预测作为动态用户情境解析

的源任务，实现迁移学习，即，将蕴含在泛在交互文本预测模型（即，表征模型）中的

动态用户情境知识迁移到最终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中。 

但是，为特定语言和为特定领域开展动态用户情境解析，具有不同的任务特性，因

而又具有不同的额外挑战。如第 1.3节所述，为打破现有基于交互文本的动态用户情境

解析主要针对英语用户开展的现状，学术界一般采用跨语言动态用户情境解析，即，将

标签充足的语言（源语言，通常指英语）上学到的知识迁移到标签稀缺的语言（目标语

言）上，从而训练得到用于解析目标语言动态用户情境的模型。该做法的挑战在于如何

填补英语与目标语言之间的语言鸿沟（即，捕获两语言之间共性的知识），且同时兼顾

语言差异问题（即，捕获目标语言个性的知识）。为打破现有基于交互文本的动态用户

情境解析主要针对社交媒体领域用户开展的现状，学术界探索了领域特定的动态用户

情境解析，即，为特定领域人工构建标签数据，并基于这些数据训练得到领域特定的动

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但是，人工标注耗时耗力，导致得到的标签数据量较小，如何在

此情况下取得较好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效果是一项挑战。 

本文从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的技术路线出发，面对特定语言、

特定领域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的不同挑战，有针对性地分别提出了具体技术，即，基于

迁移学习的跨语言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 ELSA（第四章）和基于迁移学习的领域特定

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 SEntiMoji（第五章）。 

2.3 -@A* 

为了使该方法框架能够更加便于实际应用，本文对其中涉及的三项技术基于 Python 

Flask框架进行了工具实现，具体包含 13 个 API（如表 2.1所示），可供各类客户端（例

如，服务器端、浏览器端、移动端等）直接调用。本节仅介绍每个 API 的功能、所需

参数及返回结果，以便读者对于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用户情境解析方法框架有宏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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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这些 API 背后的技术支撑（即，EmoLens、ELSA 和 SEntiMoji），将在后续章

节中详细介绍。 

 

表 2.1 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用户情境解析方法框架涉及的 API 

技术 API 描述 

基于监督学习的静

态用户情境解析技

术 

uploadStaticData() 
上传泛在交互文本用况及其静态用户情境标签，并

指定对应的静态用户情境 

updateModel() 训练指定静态用户情境的解析模型 

getStaticAttribute() 
根据上传的泛在交互文本用况和指定的静态用户

情境，返回解析得到的静态用户情境标签 

基于迁移学习的跨

语言动态用户情境

解析技术 

uploadLanguageData() 上传指定语言的无标签数据 

uploadLanguageDynamicData() 上传标签数据，并指定对应的语言和动态用户情境 

updateLanguageRepresentationModel() 训练指定语言的表征模型 

updateLanguageAnalyticsModel() 训练指定语言的指定动态用户情境的解析模型 

getLanguageDynamicAttribute() 
根据上传的用户文本及指定的语言和动态用户情

境，返回解析得到的动态用户情境标签 

基于迁移学习的领

域特定动态用户情

境解析技术 

uploadDomainData() 上传指定领域的无标签数据 

uploadDomainDynamicData() 上传标签数据，并指定对应的领域和动态用户情境 

updateDomainRepresentationModel() 训练指定领域的表征模型 

updateDomainAnalyticsModel() 训练指定领域的指定动态用户情境的解析模型 

getDomainDynamicAttribute() 
根据上传的用户文本及指定的领域和动态用户情

境，返回解析得到的动态用户情境标签 

 

基于监督学习的静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包含三个 API，实现了各静态用户情境的训

练数据上传、解析模型训练和标签预测三种主要功能。其中，模型训练、标签预测等基

于 scikit-learn[138]实现。 

• uploadStaticData() 

• 功能：上传系列用户的泛在交互文本用况及其静态用户情境标签，并指定

对应的静态用户情境，以便未来用于训练或更新对应的静态用户情境解析

模型。 

• 参数：包括 user_information 和 attribute两个参数。其中，user_information

包括用户的泛在交互文本用况、静态用户情境标签等信息；attribute指定了

对应的静态用户情境。例如，attribute指定为“gender”，那么上传的数据未

来将用于训练或更新性别推断模型。 

• 返回结果：如果数据上传成功，则返回成功的提示；否则，抛出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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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dateModel() 

• 功能：训练指定静态用户情境的解析模型。但是，若并无针对该静态用户

情境的标签数据，则不进行训练。 

• 参数：包括 attribute 参数，该参数指定了需要训练的静态用户情境解析模

型。例如，attribute指定为“gender”，则使用性别标签数据训练性别推断

模型。 

• 返回结果：如果模型训练成功，则返回成功的提示；否则，抛出异常。 

• getStaticAttribute() 

• 功能：上传用户的泛在交互文本用况，并指定要解析的静态用户情境，返

回解析出的静态用户情境标签。 

• 参数：与 uploadStaticData()一样，需要输入 user_information 和 attribute两

个参数，其中，user_information指定了用户的泛在交互文本用况，attribute

指定了需要解析的静态用户情境。 

• 返回结果：解析出的静态用户情境标签。例如，attribute指定为“gender”，

则返回解析出的性别标签。 

基于迁移学习的跨语言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包含五个 API，实现了各语言的无标

签数据（即，大规模包含泛在交互文本的文本交互数据）上传、各语言的各动态用户情

境对应的标签数据上传、表征模型训练、解析模型训练和标签预测五种主要功能。其

中，表征模型训练、解析模型训练、标签预测等基于 TensorFlow[139]实现。 

• uploadLanguageData() 

• 功能：上传指定语言的大规模无标签数据，用于未来训练表征模型。 

• 参数：包括 text 和 language两个参数。text 是无标签文本数据，language指

定了对应的语言。例如，指定 language 为“English”，则上传的无标签文本

数据未来将用于训练或更新英语的表征模型。 

• 返回结果：如果数据上传成功，则返回成功的提示；否则，抛出异常。 

• uploadLanguageDynamicData() 

• 功能：上传指定语言的指定动态用户情境所需的标签数据。由于 ELSA 的

输入数据要求（第四章中将具体介绍），此处需要上传指定动态用户情境

的英语标签数据及其在指定语言上的译文，即，双语标签数据。 

• 参数：包括 text、language、attribute三个参数。text 是双语标签数据，language

指定了语言，attribute指定了对应的动态用户情境。例如，language指定为

“French”，attribute指定为“sentiment”，则上传的数据未来将用于训练法

语的情感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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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结果：如果数据上传成功，则返回成功的提示；否则，抛出异常。 

• updateLanguageRepresentationModel() 

• 功能：训练指定语言的表征模型。但是，若并无针对该语言的无标签数据，

则不进行训练。 

• 参数：包括 language参数，指定了语言。例如，language指定为“French”，

则训练法语的表征模型。 

• 返回结果：如果表征模型训练成功，则返回成功的提示；否则，抛出异常。 

• updateLanguageAnalyticsModel() 

• 功能：训练指定语言的指定动态用户情境的解析模型。但是，若并无针对

该目标语言的该动态用户情境的双语标签数据，则不进行训练。 

• 参数：包括 language 和 attribute 两个参数。language 指定了目标语言，

attribute指定了需要训练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例如，language指定为

“French”，attribute 指定为“sentiment”，则训练法语的情感分析模型。 

• 返回结果：如果解析模型训练成功，则返回成功的提示；否则，抛出异常。 

• getLanguageDynamicAttribute() 

• 功能：上传收集的用户文本，并指定语言和需要解析的动态用户情境，返

回解析得到的动态用户情境标签。 

• 参数：与 uploadLanguageDynamicData()一样，需要输入 text、language 和

attribute三个参数，其中，text 传入用户文本，language指定该文本对应的

语言，attribute指定需要解析的动态用户情境。 

• 返回结果：解析出的动态用户情境标签。例如，attribute指定为“sentiment”，

则返回解析出的情感标签。 

基于迁移学习的领域特定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包含五个 API，实现了各领域的的

无标签数据上传、各领域的各动态用户情境的标签数据上传、表征模型训练、解析模型

训练和标签预测五种主要功能。其中，表征模型训练、解析模型训练、标签预测等基于

TensorFlow[139]实现。 

• uploadDomainData() 

• 功能：上传指定领域的大规模无标签数据，用于未来训练表征模型。 

• 参数：包括 text 和 domain两个参数。text 传入无标签文本数据，domain指

定了对应的领域。例如，指定 domain 为“SE”，则上传的无标签文本数据

未来将用于训练或更新软件工程领域的表征模型。 

• 返回结果：如果数据上传成功，则返回成功的提示；否则，抛出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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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loadDomainDynamicData() 

• 功能：上传指定领域的标签数据，同时指定对应的动态用户情境。 

• 参数：包括 text、domain、attribute三个参数。text 传入标签文本，domain

指定领域，attribute指定了对应的动态用户情境。例如，domain指定为“SE”，

attribute指定为“emotion”，那么上传的数据未来将用于训练或更新软件工

程领域的情绪分析模型。 

• 返回结果：如果数据上传成功，则返回成功的提示；否则，抛出异常。 

• updateDomainRepresentationModel() 

• 功能：训练指定领域的表征模型。但是，若并无针对该领域的无标签数据，

则不进行训练。 

• 参数：包括 domain参数，指定了领域。例如，domain指定为“SE”，则训

练软件工程领域的表征模型。 

• 返回结果：如果表征模型训练成功，则返回成功的提示；否则，抛出异常。 

• updateDomainAnalyticsModel() 

• 功能：训练指定目标领域的指定动态用户情境的解析模型。但是，若并无

针对该领域的该动态用户情境的标签数据，则不进行训练。 

• 参数：包括 domain 和 attribute两个参数。domain指定了领域，attribute指

定了需要训练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例如，domain指定为“SE”，attribute

指定为“emotion”，则训练软件工程领域的情绪分析模型。 

• 返回结果：如果解析模型训练成功，则返回成功的提示；否则，抛出异常。 

• getDomainDynamicAttribute() 

• 功能：上传收集的用户文本，并指定领域和需要解析的动态用户情境，返

回解析得到的动态用户情境标签。 

• 参数：与uploadDomainDynamicData()一样，需要输入 text、domain和 attribute

三个参数，其中，text 传入用户文本，domain指定领域，attribute指定需要

解析的动态用户情境。 

• 返回结果：解析出的动态用户情境标签。例如，attribute指定为“emotion”，

则返回解析出的情绪标签。 

2.4 BC 

本章介绍了泛在交互文本及其特性，为基于交互文本的用户情境解析提供了新的

洞见。进而，提出了一套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用户情境解析方法框架。该框架使用泛在

交互文本用况作为显式特征，通过监督学习得到静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缓解基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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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交互文本的方法所带来的隐私风险；以泛在交互文本作为动态用户情境的代理标签，

从公共平台上收集大量包含泛在交互文本的文本交互数据，通过表征学习从中提取泛

在交互文本使用的隐式特征，再通过迁移学习的方式将这些隐式特征中蕴含的丰富知

识迁移到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中，弥补特定语言、特定领域中人工标签数据的不足。

此外，对上述方法框架进行了工具实现，提供了 13 个 API，可供各类客户端直接调用。

接下来三章，将具体介绍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用户情境解析方法框架涵盖的三项关键

技术，即，基于监督学习的静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 EmoLens、基于迁移学习的跨语言

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 ELSA 和基于迁移学习的领域特定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

SEntiMoji，并对其进行实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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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介绍第二章提出的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用户情境解析方法框架中支撑静态用

户情境解析的核心技术，即，基于监督学习的静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 EmoLens。该技

术的核心思想是使用用户的泛在交互文本用况作为显式特征，通过监督学习的方式训

练得到静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避免基于传统交互文本的方法带来的隐私风险问题。

具体地，本章将阐述该技术的总体流程，以及其中涉及的关键步骤（即，基于实证分析

的特征工程和基于监督学习的模型训练），并实验验证其效果。 

3.1 DEFG 

基于监督学习的静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 EmoLens，可以根据用户的泛在交互文本

用况（即，模型的输入），解析其静态用户情境（即，模型的输出），其总体流程如图

3.1所示。 

 

 

图 3.1 基于监督学习的静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 EmoLens 

 

具体而言，EmoLens 包含以下四个步骤。 

• 用户数据收集：根据具体任务，收集一批带有静态用户情境标签的用户（例如，

对于性别推断任务，收集带有性别标签的用户）及其在一段时间内的泛在交互

文本使用数据。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32 

• 基于实证分析的特征工程：借助实证分析手段，开展特征工程，从泛在交互文

本使用数据中提取出对于静态用户情境具有区分度的特征。 

• 基于监督学习的模型训练：在上述两个步骤的基础上，建立基于泛在交互文本

用况的解析模型。具体而言，使用经典的机器学习算法（例如，线性回归、随

机森林、支持向量机等），通过监督学习的方式训练得到解析模型。 

• 静态用户情境解析：对于一个新的用户，提取其泛在交互文本用况特征，输入

训练得到的解析模型，即可推断对应的静态用户情境标签。 

接下来两节重点介绍 EmoLens 中的两个重要步骤（即，基于实证分析的特征工程

和基于监督学习的模型训练）的具体做法。 

3.2 HIAJKL#MN-O 

本章提出的静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 EmoLens中的特征工程，即为从用户的泛在交

互文本用况中提取出一组具有物理或统计意义的特征，以帮助有效区分不同静态用户

情境的用户。 

 

 

图 3.2 基于实证分析的特征工程流程 

 

具体而言，EmoLens使用了基于实证分析的特征工程来提取有效的泛在交互文本

用况特征，其流程如图 3.2所示。具体步骤如下： 

• 收集数据：收集不同静态用户情境的用户的泛在交互文本用况数据，用于后续

开展实证分析。 

• 确定维度：根据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或现有研究中的发现，假设不同静态用户情

境的用户在泛在交互文本使用的哪些方面可能会存在差异，并以此作为实证分

析的维度。 

• 实证验证：基于收集的数据，通过统计分析、数据挖掘、数据可视化等手段，

验证不同静态用户情境的用户在哪些维度上真正存在显著差异。 

• 确定特征：从存在显著差异的维度出发，定义对于静态用户情境解析任务可能

有效的特征集合。 

为了更好地阐述上述流程，本节以静态用户情境解析的典型任务性别推断为例，

通过基于实证分析的特征工程，提取出绘文字用况中对性别推断可能有效的特征。 

收集数据 确定维度 实证验证 确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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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D:EF 

本节所用的数据集通过 Kika 输入法收集。Kika 输入法以绘文字输入为主要功能，

支持 82 种语言和 Unicode发布的所有绘文字，被来自世界各地的上百万用户下载，是

Google Play手机应用市场 2015 年下载量最高的 25款应用之一。 

该数据集涵盖了 134,419 个自述了性别信息的活跃用户，以及这些用户在 2016 年

12月 4 日到 2017 年 2月 28 日之间产生的约 4亿条交互文本。统计表明，该数据集包

含了 1,356 种不同的绘文字，且涵盖的 83.9％的用户至少使用了一次绘文字。此外，该

数据集具有下述三个特点，确保了本节研究的可行性。 

• 首先，数据集中的的元信息（包括用户的性别和国家）由用户自愿报告，准确

率较高，有助于分析绘文字用况的性别差异，并为性别推断提供了标签数据。

但是，由于 Kika 输入法信息收集的局限性，该数据集只涵盖了二元性别（即，

女和男）。具体而言，在该数据集中，女性用户占 53％，男性用户占 47％。 

• 其次，该数据集涵盖了来自 183 个国家和地区的 58 种语言的用户，保证了用

户的多样性和代表性，并且为评估 EmoLens 在多种语言的用户上的效果提供

了可能。 

• 第三，由于输入法在系统级别运行，该数据集涵盖了各种应用软件中的交互文

本，而不是像现有工作[18][29][140]一样仅限于某一款应用软件（例如，推特）。

这使得研究结果更全面、更有代表意义，而不是只适用于推特等特定软件。 

用户隐私和道德考虑：该数据集是 Kika 输入法为了提升用户体验，通过明确的用

户协议以及严格的数据收集、传输和存储方式而收集的。本文在对数据的使用过程中

采取了谨慎的步骤来保护用户隐私并维护研究的道德规范。首先，这部分研究得到作

者所在机构的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其次，在提供给作者前，Kika 输入法对数据进行

了完全的匿名化处理；第三，数据在具有 HIPPA规范的私有云服务器上进行存储和处

理，并具有 Kika 输入法授权的严格访问权限。整个研究过程符合 Kika 公司的公共隐

私政策和数据挖掘研究领域常用的实践规范。 

3.2.2 GHI& 

本节将介绍基于收集的上述数据，如何确定分析维度和进行实证验证。具体地，从

使用频率、使用偏好、情感表达三个维度来比较女性和男性用户在绘文字用况上的差

异。下面，将阐述这三个维度的洞见和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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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1 p/ÉÑ 

现有研究[141][142]表明，在线下沟通中，女性比男性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更丰富。类

比到线上文本交互过程，泛在交互文本的功能和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类似。因此，男、

女用户在泛在交互文本的使用频率上也可能存在差异。 

本节使用包含绘文字的交互文本的比例（%emoji-msg），来度量绘文字的使用频

率。结果表明，女性的交互文本中 7.96%包含绘文字，男性的交互文本中 7.02%包含绘

文字。为了验证该差异的显著性，使用了 z检验[143]对这两个比例进行统计检验。结果

表明，女性用户的交互文本中包含绘文字的比例显著高于男性用户（p-value≪0.01）。 

为了进一步理解使用频率上的差异，计算了女性和男性用户的%emoji-msg 的用户

百分比累积分布图（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CDF）。如图 3.3所示，女性和男

性用户的累积分布曲线都很平滑，而女性的曲线相对来说更平坦，说明较高比例的女

性倾向于在更多的交互文本中使用绘文字。例如，43.9%的女性用户在超过 5%的交互

文本中使用了绘文字，相较之下，仅 29.2%的男性用户在超过 5%的交互文本中使用了

绘文字。 

 

 

图 3.3 男、女用户绘文字用况的累积分布 

 

为了确保上述结果的可靠性，将数据集分为三个月，并比较每个月中女性和男性

的%emoji-msg差异。三个月的统计检验结果和累积分布曲线均表明，女性用户使用绘

文字的频率高于男性用户。 

3.2.2.2 p/ÖÜ 

除了使用频率上的差异，本节深入探究了女性和男性用户在绘文字使用偏好上是

否存在差异。 

包含绘文字的交互文本所占的比例

男性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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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使用的绘文字：首先，比较女性和男性用户最常用的绘文字。如图 3.4所示，

女性和男性用户对不同绘文字的使用百分比均遵循长尾分布。女性用户最常用的 10 种

绘文字依次是!、❤、#、$、%、&、'、(、)和*；男性用户最常用的 10 种绘文

字依次是!、❤、#、$、%、)、&、(、+和'。可以发现，女性和男性最常用的绘

文字中有八种是重合的。 

但是，进一步地，从图 3.4 的分布中，可以观察到两个有趣的现象。第一，最流行

的绘文字!占男性用户绘文字总用量的 18.9%，占女性用户绘文字总用量的 22.1%。这

3.2%的差异是不可忽略的，甚至高于女性和男性第五常用的绘文字%的总用量。在!上

的使用差异造成了女性用户的绘文字使用分布更加偏斜。第二，尽管女性和男性用户

最常用的绘文字存在较大的交集，❤、#、)、&、'在女性和男性用户上的偏好排序

却是不同的。 

 

 

图 3.4 男、女用户最常用的 10 种绘文字 

 

有区分度的绘文字：从图 3.4中的第五个绘文字往后，女性和男性用户开始出现了

不同的偏好。本节将从这些不那么流行的绘文字入手，探究绘文字使用偏好上的性别

差异，找出与某些性别具有高度相关性的绘文字偏好。为了这一目的，使用了互信息

（mutual information，MI）来度量特定绘文字的用况与性别之间的互依赖（mutual 

dependence）。MI 越高的绘文字，在区分女性和男性用户上越具有信息量，即为更有

区分度的绘文字。具体而言，使用BC{1,0}来表示用户的性别（0表示女性，1表示男性），

使用HC{1,0}来表示一个用户是否使用了某绘文字（0表示未使用，1表示使用了）。则

绘文字 e 的 MI 可以使用以下公式来计算： 

 
(I(H; B) = KK+(L, %)'1/M

+(L, %)'
+(L)'+(%)'(∈*+∈,

 (3.1) 

其中，+(L)'和+(%)'指 x 和 y 的边际概率，+(L, %)'指 x 和 y 的联合概率。例如，

+(0,0)'表示绘文字 e从未被男性用户使用的概率。 

男性

女性

排名

使
用
百
分
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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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列出了 MI 最高的 10 种绘文字（即，对性别最具区分度的 10 种绘文字），

包括,、-、.等。此外，对于每种绘文字 e，计算了+(*,N!1,|,)和+((!1,|,)，分别

表示绘文字 e 的用户是女性和男性的概率。如第 3.2.1节所述，本节数据集中 53%的用

户是女性，47%是男性。因此，可以将+((!1,|,) > 0.47的绘文字定义为男性绘文字，

其他绘文字为女性绘文字。结果表明，女性绘文字的数目远多于男性绘文字，且表 3.1

所示的 10 种最具区分度的绘文字均为女性绘文字（即，使用了表 3.1 的绘文字的用户

更有可能是女性），这一结果与语言学领域的研究发现[29]一致。此外，本节也发现了

一些男性绘文字，例如，⚽、0和♂。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女性绘文字比男性绘文字更

加花哨和富有色彩。女性绘文字和男性绘文字的存在印证了女性和男性用户在绘文字

使用偏好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表 3.1 对男、女用户最具区分度的 10 种绘文字 

 

 

共现的绘文字：更进一步地，本将探究女性和男性用户最常一起使用的绘文字（即，

共现的绘文字）。为了研究绘文字的共现，为女性和男性用户分别创建了绘文字共现网

络。共现网络中的结点是绘文字，两结点间的边的权重使用点间互信息（point mutual 

information，PMI）来度量： 

 S(I(,%, ,&) = 1/M
+(,%, ,&)
+(,%)+(,&)

 (3.2) 

其中，+(,%)表示一条交互文本中包含绘文字,%的概率，+(,&)表示一条交互文本中

包含绘文字,&的概率，+(,%, ,&)表示一条交互文本中同时包含,%和,&的概率。 

在共现网络中，将每种绘文字和其 PMI 最高的五种绘文字连接，连接的边的权重

即为对应的 PMI值。然后，使用 Gephi[144]的社区检测算法，从女性和男性用户的绘文

Figure 2: Ten most used emojis by female and male users.

• Discriminative Emojis. From the 6th most popular emoji,
we start to see female and male users having di�erent preferences
for emojis. We need a more rigorous way to compare their choices
on the less popular emojis. More speci�cally, can we �nd emojis
that are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either gender?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use the Mutual Information (MI),
which measures the mutual dependence between the usage of a
certain emoji and the genders. Emojis with higher MIs are more
informative in distinguishing women from men or vice versa.

Let Y 2 {1, 0} denote the gender of a user (0 for female and 1 for
male). Let X 2 {1, 0} denote whether an emoji is used (x = 1) or not
(x = 0) by this user. The MI for each emoji e can be computed as

MI(X ;Y )e =
X

x 2X

X

2Y
p (x ,�)e log

p (x ,�)e
p (x )ep (�)e

,

where p (x )e , p (�)e are the marginal probabilities of x and y, and
p (x ,�)e is the joint probability of x and y. For example, p (0, 0)e is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emoji e is never used by a male user.

Table 1 lists emojis with the highest MIs, including (two
women holding hands), (birthday cake), (party popper), etc.
In addition, for each discriminative emoji e , we calculate p(Female|e),
the probability that a user of e is female, and p(Male|e), the proba-
bility that a user of e is male.

As mentioned in Section 3, 53% users in our data set are females
and the other 47% are males. We de�ne the emoji e as a male emoji
if p (Male |e ) > 0.47, otherwise a female emoji. Statistics show that
there are far more female emojis than male emojis, and the 10 most
informative emojis in Table 1 are all female emojis; such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ndings in linguistics literature [7]. In other words,
one is more likely to be a female if an emoji in Table 1, such as ,
is ever used by this user. We also �nd some male emojis such as

(soccer ball), (cigarette), and (male sign). By comparison,
we �nd that female emojis are fancier and more colorful than male
emojis, which meets the common interpretations of gender di�er-
ence. The existence of female emojis and male emojis evidences the
di�erent choice of emojis by female and male users, and suggests
the potential of inferring gender through such patterns.
• Co-Used Emojis. Going one step further, could we compare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 female and male use an emoji? Without
messing with di�erent languages, we examine a simple form of
context – the co-used emojis. What kind of emojis are frequently
co-used by females and males? Is there gender di�erence in such

Table 1: A selection of discriminative emojis, ranked by mu-
tual information with gender.

排名� MI� 绘文字e p(Male|e) p(Female|e)

1 0.0223 0.126 0.874
2 0.0160 0.236 0.764
3 0.0145 0.275 0.725
4 0.0139 0.232 0.768
5 0.0139 0.267 0.733
6 0.0120 0.225 0.775
7 0.0111 0.187 0.813
8 0.0104 0.310 0.690
9 0.0096 0.292 0.708
10 0.0094 0.203 0.797

co-usage patterns? To answer such questions, we construct a co-
occurrence network for female users and one for male users, re-
spectively. In both networks, the nodes are emojis, and an edge
between two emojis is measured by the Point Mutual Information
(PMI) [53], which is formulated as

PMI(e1, e2) = log
p (e1, e2)

p (e1)p (e2)
,

where p (e1) represents the probability that a message contains e1,
p (e2) represents the probability of e2, and p (e1, e2) represents the
probability that a message contains both emojis.

For this network, we connect each emoji to �ve other emojis that
have the largest positive PMI with it, with edges weighted by the
corresponding PMI values. By applying the community detection
functionality of Gephi4 (with resolution as 0.2), we identify 55
communities from the emoji co-occurrence network of female users
and 56 communities from the network of male users.5 The nodes
within one community have more connections (larger PMI) with
each other, while the nodes from di�erent communities have fewer
connections (lower PMI).

By comparing communities from the two networks, some inter-
esting �ndings can be made. For example, we �nd a sport-related
community with emojis like (soccer ball) and (basketball)
from both of the two networks. However, males tend to use such
emojis together with (sports medal) and (trophy), while fe-
male prefer to use them with (shower), (person taking bath)
and (bathtub). Such a result suggest that females and males
may be talking about “di�erent things” when they mention sports.
Another example is the frequent co-occurrence of clothes-, shoes-,
and bag-related emojis with (shopping bags) by female users,
which can not be observed from male users. These �ndings indicate
interesting di�erences in co-used emojis of female and male users.

4.3 Sentiment Expression
Emojis were originally designed to help express sentiments in a
compact and vivid way. Recent research also demonstrates that

4https://gephi.org/, retrieved on February 10, 2018.
5Due to the random initialization of the algorithm, di�erent runs can produce di�erent
communities. Our �ndings are consistent in di�erent ru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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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共现网络中分别检测出了 55 个和 56 个社区。同一个社区内的结点间有较强的连接

（即，更大的 PMI），不同社区内的结点间的连接则相对来说更弱（即，更小的 PMI）。 

通过比较女性和男性的绘文字共现网络，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例如，在两个

网络中都可以观察到运动相关的社区（包含⚽和1等绘文字）。但是，男性用户倾向于

将这类绘文字与2和3等一起使用，而女性用户更偏好将这类绘文字与4、5、6等一

起使用。这表明，女性和男性用户在提及运动时，也许在讨论不同的东西。另一个有趣

的例子是，女性用户经常将衣服和鞋子相关的绘文字与7一起使用，而男性用户的绘文

字共现网络中则观察不到该现象。这些发现均表明，女性和男性用户在共现的绘文字

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3.2.2.3 1áàâ 

心理学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情绪化，且更具表现力[145]。在线上文本交互中，

绘文字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表达情绪，因此，本节探究女性和男性用户在基于绘文字

的情感表达上是否存在一定的差异。 

为了得到绘文字的情感信息，本节基于每种绘文字在 Unicode 官网上的名字和注

释，使用 LIWC 情感分析工具[78]来计算其情感分数。LIWC 为每种绘文字计算出了一

个正面分数 posemo 和一个负面分数 negemo，本节将+/.,N/ > 0,M,N/的绘文字记为

正面绘文字，将+/.,N/ < 0,M,N/的绘文字记为负面绘文字。然后，分别计算了女性

和男性用户的正面绘文字和负面绘文字的用量比例，并使用 z 检验来度量两比例之间

的差异。考虑到此处使用了多重假设检验（multi-hypothesis test），本节使用了 Bonferroni

校正法[146]来调整 z 检验所获得的 p 值，以获得更严格和可靠的结果。统计结果显示，

女性比男性用户更爱使用正面绘文字（女性：50.87%，男性：50.25%，p-value≪0.01）

和负面绘文字（女性：10.11%，男性：9.42%，p-value≪0.01），这与心理学中认为女

性比男性更情绪化的观点[145]一致。 

除了总体用量比例外，本节深入探究了女性和男性用户在典型的情绪化绘文字（即，

脸形绘文字和心形绘文字）上的用况。本节数据集涵盖了 69 个脸形绘文字和 15 个心

形绘文字，这 84个绘文字占了女性绘文字总用量的 75.8%和男性绘文字总用量的 75.5%。

事实上，这两类绘文字完美契合了线下沟通中的两种典型场景：一，女性被证明在线下

沟通中具有更多的面部活动[141][142][147]。在线上文本交互中，脸形绘文字通过眼睛、眉

毛或嘴巴的形状来强调了面部活动，不同的形状传达了不同的情绪和语义，例如，开心

（*）、失落（8）、愤怒（9）等。二，女性被证明更爱在日常生活中表达爱意[148][149][150]。

在线上文本交互中，心形绘文字通过心的颜色和形状（例如，:、;、<等）直接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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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女性用户相较于男性用户，会使用更多的脸形和心形绘文

字？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节计算了女性和男性用户的脸形和心形绘文字的用量比例。

结果显示，女性比男性用户显著更爱使用脸形绘文字（女性：58.17%，男性：56.11%，

p-value≪0.01），这一发现与线下沟通相关的研究结果[141][142][147]一致。但是，男性却比

女性用户显著更爱使用心形绘文字（女性：17.62%，男性：19.41%，p-value≪0.01），

这与心理学中认为女性更乐于在生活中表达爱意的观点[148][149][150]相反。该发现暗示，

尽管男性在线下生活中不擅长表达爱意，但是在线上文本交互中则更乐于表达。总的

来说，通过本节的探究，可以发现，女性和男性用户在绘文字的情感表达上存在一定的

差异。 

3.2.3 5JKL 

经过上述探究，可以发现，女性和男性用户在泛在交互文本的使用频率、使用偏好

和情感表达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基于这些差异，本节对应地设计了 3组合计 1,370

个特征（如表 3.2所示），并为每个用户分别提取了这些特征。这些特征虽然是以绘文

字和性别推断为实例提取的，但是可以直接复用到其他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静态用户

情境解析任务中。因此，表 3.2所列特征并未特定到绘文字。 

表 3.2 用于静态用户情境解析的泛在交互文本用况特征 

特征维度 特征数目 特征描述 

使用频率 9 

泛在交互文本总体使用频率、在一条交互文本中使用泛在交互文本

的平均/最大/中位数目、只包含泛在交互文本的交互文本比例、只包
含一个泛在交互文本的交互文本比例、包含多个不连续泛在交互文

本的交互文本比例、包含多个连续泛在交互文本的交互文本比例、包

含重复的相同泛在交互文本的交互文本比例 
使用偏好 1,356 每种泛在交互文本的用量占所有泛在交互文本用量的比例 

情感表达 5 

正面泛在交互文本的用量比例、负面泛在交互文本的用量比例、包含

正面泛在交互文本的交互文本比例、包含负面泛在交互文本的交互

文本比例、同时包含正面泛在交互文本和负面泛在交互文本的交互

文本比例 

 

下面，将具体介绍这 3组特征： 

使用频率：第 3.2.2.1节的结果显示，女性用户更爱在文本交互中使用绘文字，这

促使本节将泛在交互文本使用频率作为特征。但是，仅使用%emoji-msg（即，泛在交互

文本总体使用频率）作为特征是不够的，会错失泛在交互文本用况中许多频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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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特征。例如，用户可能在一条交互文本中使用多个泛在交互文本，可以是重复相同

的泛在交互文本，或者使用不同的泛在交互文本。此外，用户有时使用泛在交互文本构

成了整个交互文本的内容。这些模式可能与用户使用泛在交互文本的意图相关[151]。为

了完全捕获泛在交互文本使用频率相关的这些模式，本节构造了 9 个特征。除了泛在

交互文本总体使用频率外，其余 8 个特征如下：  

首先，对于每条包含泛在交互文本的交互文本，计算其中使用的泛在交互文本数

目，并按用户汇总这些数目。具体而言，对于每个用户，计算包含泛在交互文本的交互

文本中泛在交互文本数目的平均/最大/中位数。然后，识别在某些模式下使用泛在交互

文本的交互文本，并计算这些交互文本所占的比例。具体而言，这些模式包括交互文本

中只包含泛在交互文本、包含单个泛在交互文本、包含不连续的泛在交互文本、包含多

个连续的泛在交互文本和包含重复的相同泛在交互文本。  

使用偏好：第 3.2.2.2节的结果显示，女性和男性用户在绘文本的使用偏好上存在

一定差异。因此，在性别推断任务中，用户对不同泛在交互文本的用量比例可能是具有

信息量的。为此，本节计算每个泛在交互文本的用量占泛在交互文本总用量的比例作

为特征。占比越高的泛在交互文本，用户对其偏好程度越大。为此，可以从本节数据集

中提取 1,356 个特征用于后续性别推断。此外，第 3.2.2.2 节中还发现了女性和男性用

户有不同的绘文字共现模式。但是，此模式导致的特征数目较多，为了避免过拟合，本

文在模型中未使用此类模式。  

情感表达：第 3.2.2.3节的结果显示，女性和男性用户在绘文字的情感表达上存在

一定差异。据此，本节考虑了以下 5 个特征。对于每个用户，计算正面泛在交互文本和

负面泛在交互文本的用量比例、包含正面泛在交互文本的交互文本比例、包含负面泛

在交互文本的交互文本比例、同时包含正面泛在交互文本和负面泛在交互文本的交互

文本比例。 

3.3 HIPQRS#TUVW 

基于收集的用户数据和提取的特征数据，可以通过监督学习的方式训练得到静态

用户情境解析模型。具体而言，训练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确定训练算法：根据静态用户情境解析任务确定训练算法。对于分类任务，选用常

用的分类算法；对于回归任务，选用常用的回归算法。以分类任务为例，可以使用 Ridge

分类算法（Ridge Classifier）、随机森林算法（Random Forest Classifier）、梯度提升分

类算法（Gradient Boosting Classifier）、支持向量机分类算法（Support Vector Machine 

Classifier）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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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评价指标：根据静态用户情境解析任务确定评价指标。对于分类任务，使用准

确率、精确率、召回率、F1值等指标；对于回归任务，选用平均绝对误差、均方误差、

均方根误差等指标。 

调整模型超参数：基于用户数据、训练算法、评价指标，可以训练得到推断模型。

例如，可以直接使用 scikit-learn[152]包中实现的算法和其默认超参数（hyper-parameter），

训练得到常见分类器。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优化模型的超参数，以获得更佳的解

析效果。为了优化超参数，可以在训练数据上，开展五折交叉验证。具体而言，将训练

数据随机划分为五等份，每次选取四份作为训练数据，剩余一份作为测试数据，五次度

量不同超参数设置下评价指标的值。最后，选取评价指标最优的情况下的超参数设置

作为最终的超参数设置，使用全部训练数据训练得到解析模型。但是，每种机器学习算

法超参数众多，且超参数的取值也无法尽数穷举，一般需要根据经验来确定待调整的

参数及其取值范围。 

3.4 AXXJ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基于监督学习的静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 EmoLens 的效果，本

节以基于绘文字的性别推断为实例，开展实验验证。性别推断是静态用户情境解析的

典型任务，绘文字是典型的泛在交互文本，以基于绘文字的性别推断作为实例，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 

3.4.1 MNH-OP 

具体而言，本节验证如下几个问题： 

问题 1.1：EmoLens 在性别推断上的总体效果如何？ 

问题 1.2：EmoLens 能否适用于各语言用户？ 

问题 1.3：EmoLens 对于绘文字使用不频繁的用户，解析效果如何？ 

问题 1.4：EmoLens 与基于传统交互文本的方法相比，解析效果如何？ 

3.4.2 GNQR 

首先，介绍实验中的设置，包括实验使用的数据集（第 3.4.2.1节）、基线方法（第

3.4.2.2节）、评价指标（第 3.4.2.3节）、模型设置（第 3.4.2.4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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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1 xy{ 

本节使用第 3.2.1 节中 Kika 输入法收集的用户数据，来开展性别推断。为了获得

更可靠的结果，在回答问题 1.1 和问题 1.2 时只考虑至少有 100次包含绘文字的文本交

互的用户。然后，筛选出的 39,372 个用户被随机划分为两个数据集，即，包含 31,872

个用户的训练集和包含 7,500 个用户的测试集。在回答问题 1.3 时，以绘文字使用频次

少于 100 的用户作为测试集。在回答问题 1.4 时，因为现有基于传统交互文本的性别推

断方法主要针对英语文本开展，所以选用了 4,156 个英语用户作为实验对象。 

需要注意的是，本数据集除了包含用户输入的绘文字外，同样包含了用户的其他

交互文本数据。但是，此类文本数据仅被用于两种途径：一，推断用户的语言，以便验

证 EmoLens 在各语言用户上的效果（即，问题 1.2）；二，复现现有的基于传统交互文

本的性别推断方法，以便回答问题 1.4。关于数据收集、传输、存储、处理中的隐私和

道德考虑在第 3.2.1节中已做阐述，此处不再赘述。 

3.4.2.2 &ä56 

对于问题 1.1、1.2 和 1.3，使用统一猜测（Uniform guess）作为简单基线方法，即，

推断测试集中全部为男性或全部为女性，使用两种情况下较高的评价指标值作为基线。 

对于问题 1.4，使用 Sap 等[25]提出的基于传统交互文本的方法作为基线方法。该方

法基于不同性别的英语用户在 Facebook、推特和博客上的词用况，提取出对性别具有

区分度的词作为特征，并且被证明在社交媒体用户上性别推断准确率可达到 91.9%。 

3.4.2.3 |}ãå 

本节选用准确率（accuracy）来衡量测试集中被正确推断的用户比例。此外，考虑

了在男性和女性用户上的精确率，即被推断为男性的用户中真正是男性的比例

（precision_M）和被推断为女性的用户中真正是女性的比例（precision_F）。采用这两

种精确率指标的原因是，在真实应用（例如，在线广告[153]）中，常为模型具有把握的

用户提供定制化服务，为模型不确定的用户提供通用服务，以节省广告投放费用。因

此，对于性别推断任务而言，获得高的精确率极为重要。 

3.4.2.4 çéèê 

本节使用 Ridge分类算法（Ridge）、随机森林算法（RF）、梯度提升分类算法（GBC）

和支持向量机分类算法（SVC）作为训练算法，以第 3.2.2节中提取的 1,370 种特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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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训练特征，训练得到基于绘文字的性别推断模型。这些算法涵盖了线性算法、基于树

的算法、支持向量机算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模型训练过程中，一方面，使用 scikit-learn中的默认超参数训练得到 Ridge、RF、

GBC、SVC 的基础版分类器；另一方面，使用五折交叉验证的方法在训练集上进行调

参（调参方法详见第 3.3 节），得到优化版分类器。具体而言，对于 Ridge，调整了

regularization strength 和 normalization参数；对于 RF 和 GBC，调整了树的数目和树的

最大深度；对于 SVC，调整了 dual、penalty 和 penalization参数。 

3.4.3 GNST 

3.4.3.1 ëí 1.1ìEmoLens)lîïñó.òôöaõúù 

表 3.3报告了各机器学习算法和基线方法在测试集上的推断效果。结果显示，即使

使用默认的超参数，使用绘文字的五种算法在准确率、男性精确率和女性精确率上也

全部优于基线。这表明，男、女用户绘文字用况存在差异，且差异足以用于推断性别。 

 

表 3.3 基于绘文字的性别推断的效果（括号中为调参后的效果） 

 

 

借助调参，GBC 算法可以取得最高的准确率以及女性精确率，而 RF 取得最高的

男性精确率。GBC 的准确率高达 0.811，超过基线方法的 24％。此外，尽管数据集中

性别分布非常不平衡（即，65.3％的女性用户和 34.7％的男性用户），但 GBC 的男、

女性精确率仍然相当均衡，表明了模型推断效果的合理性。 

3.4.3.2 ëí 1.2ìEmoLensÇûü/'†F"/0ù 

由于自然语言处理的复杂性，现有的基于传统交互文本的方法通常面临跨语言通

用性的挑战。例如，基于英语文本训练得到的模型很难推广到日语等语言上[38]。相比

Learning Pa�erns of Emoji Usage From Demographic Perspectives Conference’17, July 2017, Washington, DC, USA

Table 2: Machine learning models trained with default
hyper-parameters outperform baseline. Performances with
optimal hyper-parameters in parentheses.

模型
评价指标

Accuracy Precision_M Precision_F
Ridge 0.702 (0.718) 0.726 (0.702) 0.699 (0.721)
RF 0.718 (0.758) 0.702 (0.838) 0.721 (0.743)
GBC 0.780 (0.811) 0.769 (0.775) 0.784 (0.826)
SVC 0.713 (0.741) 0.729 (0.717) 0.711 (0.747)
基线 0.653 0.347 0.653

di�erence of emoji usage by female and male users is su�ciently
large so that it can be utilized to infer the gender.

With optimal hyper-parameters, GBC achieves the best accuracy
and precision of female users, and RF obtains the best precision
of male users. GBC achieves an accuracy as high as 0.811, which
outperforms the baseline by 24%. Additionally, although the gen-
der distribution is quite unbalanced (i.e., 65.3% female users and
34.7% male users), the precision_M and precision_F of GBC are quite
balanced, indicating a relatively fair prediction model.

5.4 Generalizing to Speci�c Languages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es, existing text
based approaches often face the challenge of generalizability across
languages. For example, models trained based on English text can
hardly generalize to other languages, such as Japanese [13].

The advantage of using emojis is that they can be used in di�er-
ent languages. Now that our model is trained without any textual
information, can it be applied to di�erent languages and predict the
gender without even knowing a word? Beyond the overall perfor-
mance, we would like to see how our model perform on each indi-
vidual language.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identify the languages
used by users in the test set with the tool Language Identi�cation,8
and evaluate model performance in di�erent languages.

We select 10 non-English languages with the most users, i.e.,
Spanish, Portuguese, Tagalog, French, Italian, Arabic, Indonesian,
Malay, German, and Thai. The 10 languages cover four language
families de�ned by ISO 6399 and can be considered as a reason-
able representative of the language systems. Spanish, Portuguese,
French, Italian, and German belong to Indo-European; Arabic be-
longs to Afro-Asiatic; Tagalog, Indonesian, and Malay belong to
Austronesian; and Thai belongs to Tai-Kadai. The languages in
di�erent language families are genetically unrelated and geograph-
ically dispersed.

We construct 10 test sets with users of a speci�c non-English
language in each set and a test set with only English-speaking users
as well. By applying the GBCmodel with optimal hyper-parameters
on the 11 test sets, we �nd satisfactory accuracy, precision_M, and
precision_F for all the languages. As demonstrated in Table 3, our
model signi�cantly outperforms the baseline. For example, the
accuracy in Italian users is 0.841, 27% higher than the baseline. In
addition, the precision_M and precision_F are well balanced in each
8https://pypi.python.org/pypi/langid, retrieved on February 10, 2018.
9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ISO_639-1_codes, retrieved on February 10,
2018.

language. For example, the ratio of men and women in Thai users is
0.273:0.727, while our model achieves a precision_M of 0.750 and a
precision_F of 0.819, which further supports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emoji patterns for both female and male users in a speci�c language.

An interesting �nding can be observed from Arabic users. Emojis
are extremely predictive for male users, for the precision_M is as
high as 0.854, 54% higher than the baseline. However, the precision_F
is only 0.690, the lowest in all the 11 languages. A possible explana-
tion might be the cultural e�ect on self-presentation online [61],
such as stricter self-censored behaviors for certain genders.

To sum up, the solid performance of the gender inference model
on the 10 non-English languages suggests the advantage of the
emoji-based approach over text-based models, the generalizability
across languages. Although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emoji usage
patterns varies in di�erent languages due to complex reasons, most
results still support the robustness of the approach.

5.5 Discussion
5.5.1 Performance on Relatively “Silent” Users

Recall that we selected users who have more than 100 messages
containing emojis. We next loosen the restriction in the test set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our model on relatively “silent” users.
In speci�c, we select users with [80,100), [60,80), [40,60), [20,40),
and [1,20) emoji messages to construct test sets and perform the
pre-trained GBC model with optimal hyper-parameters on these
sets. The number of users in these sets are 4,206, 5,515, 7,511, 12,662,
and 43,309, respectively.

Results are shown in Table 4 with comparison to baseline. Along
with the decrease of emoji messages of users, our model shows
a slight decrease in accuracy. Similar to �ndings in previous text-
based studies [12, 18, 69], the fewer messages a user sends, the
less accurately one can infer their gender. Nevertheless, the emoji-
based model still outperforms the baseline in every user group,
suggesting that emoji usage patterns are predictive for genders
even for relatively “silent” users.

5.5.2 Feature Importance
In the gender inference task, we consider the emoji usage pat-

terns of individuals, so we add some complex features such as
multiple nonconsecutive emojis and multiple consecutive emojis. To
calculate features like this, we need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nd
e�ort. In coarse-grained data set such as our Country Data that
only records emojis used by users, we can not distinguish whether
emojis are consecutively used or not. On the other hand, to capture
usage patterns about sentimental emojis, we need to turn to their
o�cial annotations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o explore whether
our gender inference approach can still work with limited infor-
mation, we train the models with only the bag-of-emojis features
and compare the performance with the original models.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in Table 7. In most situations, the performance
of models with bag-of-emojis is exactly worse than the original
models. However, the performance gap is trivial. Under the default
hyper-parameter setting, the accuracy of Ridge, RF, and SVC with
bag-of-emojis models are just 0.002, 0.001, and 0.008 lower than the
models with all features. Using GBC algorithm, the bag-of-emojis
model even achieves a 0.001 higher accuracy than the one with
all features. Under the optimal hyper-parameters, the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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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泛在交互文本被不同语言的用户广泛使用，因而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性别推断

模型可以直接应用到不同语言的用户上。 

为了验证EmoLens在不同语言用户上的推断效果，本节使用Language Identification

工具[154]识别测试集中用户的语言。然后，选择了用户数最多的 10 种非英语语言，即，

西班牙语（Spanish）、葡萄牙语（Portuguese）、菲律宾语（Tagalog）、法语（French）、

意大利语（Italian）、阿拉伯语（Arabic）、印尼语（Indonesian）、马来语（Malay）、

德语（German）和泰语（Thai）。这 10 种语言涵盖了 ISO 639[155]定义的四种语系（language 

family）。具体而言，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属于印欧语系（Indo-

European）；阿拉伯语属于亚非语系（Afro-Asiatic）；菲律宾语、印尼语和马来语属于

南岛语系（Austronesian）；泰语属于壮侗语系（Tai-Kadai）。不同语系的语言在传承

发展上不相关，并且使用地域较为分散。本节涵盖了四种语系的 10 种语言，验证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 

从测试集中筛选出英语和上述 10 种语言的用户，对应地构建了 11 个测试集。通

过在这 11 个测试集上应用调参后的 GBC 模型，可以发现，EmoLens 在所有语言上都

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准确率、男性精确率和女性精确率。如表 3.4 所示，GBC 模型明显

优于基线。例如，在意大利语用户上取得的准确率为 0.841，超过基线方法的 27％。另

外，在每种语言上都取得了较为均衡的男、女性精确率。例如，尽管泰语用户中性别分

布较为不均衡，即，男性和女性的比例为 0.273：0.727，但是，GBC 模型取得的男、女

性精确率较为均衡（男性精确率为 0.750，女性精确率为 0.819）。这进一步表明了在不

同语言中，泛在交互文本对于静态用户情境都具有一定的推断能力。 

 

表 3.4 基于绘文字的性别推断模型在不同语言用户上的效果（括号中为基线） 

 

 

Table 4: Model performance in di�erent languages, majority guess baseline in parentheses.

语言 语系 评价指标
Accuracy Precision_M Precision_F

English Indo-European 0.824 (0.684) 0.744 (0.316) 0.857 (0.684)
Spanish Indo-European 0.828 (0.653) 0.794 (0.347) 0.843 (0.653)
Portuguese Indo-European 0.841 (0.665) 0.825 (0.335) 0.846 (0.665)
Tagalog Austronesian 0.793 (0.664) 0.770 (0.336) 0.800 (0.664)
French Indo-European 0.775 (0.645) 0.727 (0.355) 0.794 (0.645)
Italian Indo-European 0.841 (0.661) 0.793 (0.339) 0.863 (0.661)
Arabic Afro-Asiatic 0.764 (0.555) 0.854 (0.555) 0.690 (0.445)
Indonesian Austronesian 0.756 (0.617) 0.745 (0.383) 0.760 (0.617)
Malay Austronesian 0.756 (0.618) 0.758 (0.382) 0.756 (0.618)
German Indo-European 0.783 (0.617) 0.852 (0.383) 0.761 (0.617)
Thai Tai-Kadai 0.808 (0.727) 0.750 (0.273) 0.819 (0.727)

gender without even knowing a word? Beyond the overall perfor-
mance, we would like to see how our model perform on each indi-
vidual language.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identify the languages
used by users in the test set with the tool Language Identi�cation,7
and evaluate model performance in di�erent languages.

We select 10 non-English languages with the most users, i.e.,
Spanish, Portuguese, Tagalog, French, Italian, Arabic, Indonesian,
Malay, German, and Thai. The 10 languages cover four language
families de�ned by ISO 6398 and can be considered as a reason-
able representative of the language systems. Spanish, Portuguese,
French, Italian, and German belong to Indo-European; Arabic be-
longs to Afro-Asiatic; Tagalog, Indonesian, and Malay belong to
Austronesian; and Thai belongs to Tai-Kadai. The languages in
di�erent language families are genetically unrelated and geograph-
ically dispersed.

We construct 10 test sets with users of a speci�c non-English
language in each set and a test set with only English-speaking users
as well. By applying the GBCmodel with optimal hyper-parameters
on the 11 test sets, we �nd satisfactory accuracy, precision_M, and
precision_F for all the languages. As demonstrated in Table 4, our
model signi�cantly outperforms the baseline. For example, the
accuracy in Italian users is 0.841, 27% higher than the baseline. In
addition, the precision_M and precision_F are well balanced in each
language. For example, the ratio of men and women in Thai users is
0.273:0.727, while our model achieves a precision_M of 0.750 and a
precision_F of 0.819, which further supports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emoji patterns for both female and male users in a speci�c language.

An interesting �nding can be observed from Arabic users. Emojis
are extremely predictive for male users, for the precision_M is as
high as 0.854, 54% higher than the baseline. However, the precision_F
is only 0.690, the lowest in all the 11 languages. A possible explana-
tion might be the cultural e�ect on self-presentation online [19],
such as stricter self-censored behaviors for certain genders.

To sum up, the solid performance of the gender inference model
on the 10 non-English languages suggests the advantage of the
emoji-based approach over text-based models, the generalizability
across languages. Although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emoji usage

7https://pypi.python.org/pypi/langid, retrieved on February 10, 2018.
8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ISO_639-1_codes, retrieved on February 10,
2018.

Table 5: Prediction performance of userswith di�erent num-
bers of emoji-messages, baseline in parentheses.

# of emoji-msg Metrics
Accuracy Precision_M Precision_F

[80,100) 0.748 (0.618) 0.709 (0.382) 0.766 (0.618)
[60,80) 0.744 (0.619) 0.692 (0.381) 0.770 (0.619)
[40,60) 0.712 (0.587) 0.672 (0.413) 0.635 (0.587)
[20,40) 0.675 (0.555) 0.635 (0.445) 0.707 (0.555)
[1,20) 0.608 (0.548) 0.595 (0.452) 0.664 (0.548)

patterns varies in di�erent languages due to complex reasons, most
results still support the robustness of the approach.

5.5 Discussion
Recall that we selected users who have more than 100 messages
containing emojis. We next loosen the restriction in the test set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our model on relatively “silent” users.
In speci�c, we select users with [80,100), [60,80), [40,60), [20,40),
and [1,20) emoji messages to construct test sets and perform the
pre-trained GBC model with optimal hyper-parameters on these
sets. The number of users in these sets are 4,206, 5,515, 7,511, 12,662,
and 43,309, respectively.

Results are shown in Table 5 with comparison to baseline. Along
with the decrease of emoji messages of users, our model shows
a slight decrease in accuracy. Similar to �ndings in previous text-
based studies [7, 12, 43], the fewer messages a user sends, the less
accurately one can infer their gender. Nevertheless, the emoji-based
model still outperforms the baseline in every user group, suggest-
ing that emoji usage patterns are predictive for genders even for
relatively “silent” users.

6 EMOJI VS. TEXT
We have demonstrated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emoji usage patterns
for gender inference by comparing the performance of emoji-based
models with a naive baseline, i.e., the majority guess. While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emoji-based models outperform the naive baseline,
a more interesting question is how they compare with the state-of-
the-art text-based models. Most of these models are trained using
English messages in social media like Facebook and Twitter.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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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阿拉伯语用户上可以观察到一个有趣的发现。绘文字对于男性用户而言，

具有极高的推断能力，男性精确率为 0.854，高出基线的 54％。但是，女性精确率仅为

0.690，是 11 种语言中最低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文化对在线自我表现的影响[156]，即，

阿拉伯文化可能使得阿拉伯语女性在线上沟通中压抑自己的女性特征行为。  

基于绘文字的性别推断模型在 11 种语言上的良好效果表明，与基于传统交互文本

的方法相比，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方法具有一定的优势。一方面，可以适用于各种语言

的用户；另一方面，在各语言用户上均可取得不错的解析效果。 

3.4.3.3 ëí 1.3ìEmoLens°'¢,£p/§É•./0¶34öaõúù 

在问题 1.1 和 1.2 中，选择了至少有 100 次包含绘文字的文本交互的用户。此处，

放宽测试集的用户限制，以评估基于绘文字的性别推断模型在相对“沉默”的用户上的

可行性。具体来说，选择包含[80, 100)、[60, 80)、[40, 60)、[20, 40]和[1, 20)条绘文字交

互文本的用户构造了五个测试集，分别包含 4,206、5,515、7,511、12,662 和 43,309 个

用户。然后，将调参后的 GBC 模型应用到这些测试集上，推断效果展示于表 3.5中。

随着用户绘文字交互文本的减少，模型的准确性略有下降。这与此前基于传统交互文

本的研究[25][29]中的发现一致，即，用户发送的文本越少，推断其性别的准确性就越低。

尽管如此，EmoLens 仍然在每个测试集上都超过了基线，这表明，泛在交互文本，对

于相对沉默的用户，也可以有效地开展静态用户情境解析。 

 

表 3.5 基于绘文字的性别推断模型在相对沉默的用户上的效果 

 

3.4.3.4 ëí 1.4ìEmoLensß&'®©*+,-.56™´¶34öaõúù 

现有的基于传统交互文本的性别推断方法主要基于英语文本开展。例如，Sap 等[25]

从不同性别的英语用户在 Facebook、推特和博客上的词用况，提取出对性别具有区分

Conference’17, July 2017, Washington, DC, USA Z. Chen et al.

Table 3: Model performance in di�erent languages, majority guess baseline in parentheses.

Language Language Family Metrics
Accuracy Precision_M Precision_F

English Indo-European 0.824 (0.684) 0.744 (0.316) 0.857 (0.684)
Spanish Indo-European 0.828 (0.653) 0.794 (0.347) 0.843 (0.653)
Portuguese Indo-European 0.841 (0.665) 0.825 (0.335) 0.846 (0.665)
Tagalog Austronesian 0.793 (0.664) 0.770 (0.336) 0.800 (0.664)
French Indo-European 0.775 (0.645) 0.727 (0.355) 0.794 (0.645)
Italian Indo-European 0.841 (0.661) 0.793 (0.339) 0.863 (0.661)
Arabic Afro-Asiatic 0.764 (0.555) 0.854 (0.555) 0.690 (0.445)
Indonesian Austronesian 0.756 (0.617) 0.745 (0.383) 0.760 (0.617)
Malay Austronesian 0.756 (0.618) 0.758 (0.382) 0.756 (0.618)
German Indo-European 0.783 (0.617) 0.852 (0.383) 0.761 (0.617)
Thai Tai-Kadai 0.808 (0.727) 0.750 (0.273) 0.819 (0.727)

Table 4: Prediction performance of userswith di�erent num-
bers of emoji-messages, baseline in parentheses.

# of emoji-msg 评价指标
Accuracy Precision_M Precision_F

[80,100) 0.748 (0.618) 0.709 (0.382) 0.766 (0.618)
[60,80) 0.744 (0.619) 0.692 (0.381) 0.770 (0.619)
[40,60) 0.712 (0.587) 0.672 (0.413) 0.635 (0.587)
[20,40) 0.675 (0.555) 0.635 (0.445) 0.707 (0.555)
[1,20) 0.608 (0.548) 0.595 (0.452) 0.664 (0.548)

Table 5: Predictive power of bag-of-emojis features and all
features. The performance is reported under default hyper-
parameter settings, followed by performance with optimal
hyper-parameters in parentheses.

Model Features Metric
Accuracy Precision_M Precision_F

Ridge Bag-of-emojis 0.700 (0.718) 0.725 (0.707) 0.697 (0.720)
All features 0.702 (0.718) 0.726 (0.702) 0.699 (0.721)

RF Bag-of-emojis 0.717 (0.757) 0.691 (0.828) 0.722 (0.743)
All features 0.718 (0.758) 0.702 (0.838) 0.721 (0.743)

GBC Bag-of-emojis 0.781 (0.806) 0.767 (0.769) 0.786 (0.821)
All features 0.780 (0.811) 0.769 (0.775) 0.784 (0.826)

SVC Bag-of-emojis 0.705 (0.716) 0.703 (0.571) 0.706 (0.836)
All features 0.713 (0.741) 0.729 (0.717) 0.711 (0.747)

di�erences are 0, 0.001, 0.005, and 0.025 under the two feature set-
tings.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bag-of-emojis feature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 de�ned features in the gender inference
task. Although the combination of other features can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in most situations, the improvement is not obvious.
In some cases where we only know users’ preferences for each
emojis without any other information, our emoji-based approach
still works.

5.5.3 Emoji vs. Text
We have demonstrated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emoji usage pat-

terns for gender inference by comparing the performance of emoji-
based models with a naive baseline, i.e., the majority guess. While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emoji-based models outperform the naive
baseline, a more interesting question is how they compare with the
state-of-the-art text-based models. Most of these models are trained
using English messages in social media like Facebook and Twitter.
For example, Sap et al. [69] derived predictive lexicon for genders
from word usage on Facebook, Twitter, and in blogs. This lexicon is
reported to achieve an accuracy of 91.9% on the same type of users.

In this section, we compare the performance of our emoji-based
models with prediction models built based on textual content [69]
(referred as text model). To construct a comparable data set, we
select users that meet the following criteria. First, each user must
be an English speaker as identi�ed by the Language Identi�cation
tool. Second, each user must have at least 50 emoji messages in
total. Such criteria can make sure that we have enough data for
each user.

We �nally select 4,156 users and randomly divide them into the
training set (3,306 users) and test set (850 users) with their English
messages. In speci�c, the test set includes 564 female users (66.4%)
and 286 male users (33.6%). For fair comparison, we implement the
following four models and compare their performance:

• First, we apply the released model by [69]10 (referred as the
released text model) on test users. This model was trained
on over ten thousand English users and demonstrated to be
well generalizable across social media domains.

• Second, to ensure a fair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ext model
and the emoji model, we train bothmodels with the same data.
Following the procedure described in [69], we compute the
unigram frequency over the aggregate set of messages from
each user as features and apply SVM with a linear kernel
and L1 regularization to train the model that only considers
text. We name this model the retrained text model.

• Third, we train the emoji model on the same training set
(with the GBC algorithm).

10http://www.wwbp.org/lexic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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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词典。本小节中，将 EmoLens 与 Sap 等[25]提出的基于传统交互文本的模型进行比

较。 

为了构建可比较的数据集，选择了由 Language Identification 工具识别出的英语用

户。然后，筛选出至少有 50次文本交互包含绘文字的用户，确保为模型训练提供足够

的数据。最终，剩余的 4,156 个用户被随机划分为训练集（3,306 个用户）和测试集（850

个用户），测试集中包含 564 位女性用户（66.4％）和 286 位男性用户（33.6％）。为

了全面的比较，此处实现以下四个模型，并比较其效果： 

• 首先，将 Sap 等[25]发布的模型[100]（称为公开的传统文本模型）应用于测试用

户。该模型基于一万多名英语用户的文本进行训练，并被证明在社交媒体领域

效果较好。 

• 其次，为了确保基于传统交互文本和基于绘文字的方法之间的公平比较，使用

相同的数据训练两个模型。具体而言，按照 Sap 等[25]的描述，使用 3,306 个训

练用户的交互文本重新训练得到了新的模型（称为重训的传统文本模型）；使

用 3,306 个训练用户的绘文字用况训练得到了新的绘文字模型（称为绘文字模

型） 

• 最后，为了探究引入特定语言的语义是否可以进一步提升基于绘文字的模型的

效果，此处根据绘文字的语义最近邻居词，而不是其官方名字和注释，重新计

算了其情感分数。具体而言，遵循现有工作[120]，应用最先进的嵌入算法LINE[157]，

并使用其二阶接近度来获取每个绘文字的最近邻居词。然后，使用每个绘文字

的最近邻居词的 LIWC 情感分数的平均值作为其新的情感分数，并对应的更新

绘文字模型的特征，得到的新绘文字模型称为语义绘文字模型。注意，文本在

此处的唯一作用是推断绘文字的语义（即，计算其最近邻居词），而性别推断

仍然仅基于绘文字。 
 

表 3.6 基于传统交互文本和基于绘文字的方法的效果对比（括号中为调参后的效果） 

 

 

Learning Pa�erns of Emoji Usage From Demographic Perspectives Conference’17, July 2017, Washington, DC, USA

• Finally, wewould like to see if incorporating language-speci�c
semantics helps the emoji model. Speci�cally, we recompute
the sentiment scores of emojis based on their semantic near-
est neighbors instead of their o�cial descriptions. Based on
our previous work [2], we apply a state-of-the-art embedding
algorithm, LINE [75], and use its second-order proximity to
obtain the nearest neighbor words of each emoji. The new
sentiment score is estimated as the mean sentiment scores
of the nearest neighbors of the emoji. This model is referred
as the semantic emoji model. Notice that the only contri-
bution of textual content is to infer the semantics of emojis,
and the gender inference model is still only based on emojis.

Except for the released text model, the other three models are all
trained using both the default hyper-parameters and optimal hyper-
parameters on the training set. The way to optimize the hyper-
parameters are the same as described in Section ??. Test results of
the four models are illustrated in Table 6, and we summarize our
�ndings as follows:

• Released text model vs. retrained text model. Under the de-
fault hyper-parameter settings, the released text model can
have a high accuracy of 0.800, while the result of the re-
trained text model is only 0.718. One possible reason is that
the released text model is built upon a large-scale training
corpus which might have a di�erent distribution of the data
used to retrain and test the text model.

• Emoji model vs. retrained text model. When trained on the
same data set, the emoji model and the retrained text model
can obtain similar accuracy (0.736 vs. 0.718) under the default
hyper-parameter settings. The emoji model has a higher
precision_F, unless exhaustive hyper-parameter search is
applied. In contrast, the retrained text model has a higher
precision_M. Such a result suggests that the prediction power
of emoji model is comparable to the state-of-the-art text-
based model in predicting gender. Hyper-parameter tuning
brings in a larger improvement for the text model than for
the emoji model, which is reasonable as the text model has
a much higher degree of freedom.

• Emoji model vs. semantic emoji model. As expected, the
semantic emoji model with language-speci�c semantics per-
forms better. This encouraging result suggests that the per-
formance of the emoji model can be improved with language-
speci�c knowledge (not necessarily the textual content in
the message). One may expect that other contexts of the
language, such as country and culture, may further improve
the emoji model, which we leave for future studies.

6 MACRO ANALYSIS: COUNTRY
DIFFERENCE IN EMOJI USAGE

In this section, we extend our analysis to the country level. Al-
though emojis can be ubiquitously used as a simple language, we
are interested in whether users from di�erent countries have similar
or di�erent preferences in using emojis.

Table 6: Performance of gender inference models under de-
fault hyper-parameter settings, followed by performance
with optimal hyper-parameters in parentheses.

模型 评价指标
Accuracy Precision_M Precision_F

公开的传统文本模型 0.800 0.693 0.858
0.718 (0.855) 0.871 (0.794) 0.706 (0.885)重训的传统文本模型

绘文字模型 0.736 (0.758) 0.728 (0.744) 0.738 (0.761)
0.739 (0.769) 0.746 (0.747) 0.738 (0.775)语义绘文字模型

基线 0.664 0.336 0.664

6.1 Emoji Preference
We �rst look at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emojis in di�erent coun-
tries. In Table 7, we summarize the top 10 most frequently used
emojis in the top 10 countries ranked by their users.11 We also
calculate the proportion of messages that contain emojis. Prelimi-
nary results show that variance of emoji usage does exist among
countries. We can �nd that users from France are more likely to
use emojis, i.e., 19.8% of messages involve at least one emoji, a
signi�cantly higher ratio than the users from other 19 countries.
It is interesting to see that the top 10 emojis in France are also
quite di�erent from those used by other countries, i.e.,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use emojis related to hearts, while users from other
countries prefer emojis related to faces.

Besides the di�erence in using the popular emojis, we are also
interested in the di�erence at the long tail. Characterizing such
di�erence is not straightforward, since the distributions of the long-
tail emojis are small and trivial. Therefore, we group similar emojis
together and quantitatively characterize the di�erence between
groups. More speci�cally, we group the emojis using the anno-
tation tags associated with each emoji. The Unicode Consortium
provides the o�cial annotations for each emoji. These annotations
are represented as simple tags, thus a natural way for grouping is to
put emojis with the same tag together. For each tag, we aggregate
the occurrences of all emojis belonging to it as the tag’s popularity
score. We �lter the tags and keep those whose popularity scores
are larger than 2 million. We also �lter countries and keep those
with at least 2 million emoji occurrences. Finally, we have 141 tags
and 38 countries.

For each of the 38 countries, we normalize the popularity scores
by the emoji usage to make them comparable. We also compute
the normalized popularity scores using aggregated data from all
countries. Then, we examine if a country could use certain tags
signi�cantly more or less than average. We conduct a two-sided
z-test [21] to compare the popularity score of each tag and country
with that of the aggregated score. We assign a +1(or -1) to the
country-tag pair if the country uses that tag more (or less) than
average at 0.05 signi�cance level, and 0 otherwise. In this way, we
calculate a 141-dimensional vector {+1, 0, 1}141 for each country.
With these vectors, we calculate the similarity score between every
two countries as the inner product of the corresponding vectors.
The larger the similarity score is, the more similar pattern the two
countries share in using emojis. We then perform a hierarchical
11We prepare a Website reporting the results of all the 212 countries in the Country
Data, please visit http://www.liuxuanzhe.com/emojiuniverse/getEmojiMessag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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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公开的传统文本模型外，其他三个模型都使用了默认超参数和调优超参数进

行训练，调参的方法参照第 3.3节中的描述。这四个模型的测试效果如表 3.6所示，基

于这些结果，有下述发现： 

• 公开的传统文本模型 vs. 重训的传统文本模型：在默认的超参数设置下，公开

的传统文本模型可以取得 0.800 的高准确率，而重训的传统文本模型的准确率

仅为 0.718。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公开的传统文本模型虽然基于大规模的训练

语料，但其训练语料的数据分布和用于测试的数据的分布不同。 

• 绘文字模型 vs. 重训的传统文本模型：基于相同的训练集时，绘文字模型和重

训的传统文本模型在默认的超参数设置下，可以获得相当的准确率（即，0.736

和 0.718）。除非采用详尽的超参数搜索，否则，绘文字模型具有较高的女性精

确率。相反，重训的传统文本模型具有更高的男性精确率。这样的结果表明，

绘文字模型的推断能力与传统文本模型相当。与绘文字模型相比，超参数调整

对传统文本模型带来的改进更大。考虑到传统文本模型具有更高的自由度，这

一现象是合理的。 

• 绘文字模型 vs. 语义绘文字模型：富含语言特定的语义的语义绘文字模型，相

较于普通的绘文字模型，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这一结果表明，可以通过使用

特定语言的知识（不一定是交互文本内容），来进一步提高绘文字模型的效果。 

3.5 BC 

本章介绍了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静态用户情境解析的关键技术 EmoLens，该技术

仅依赖于用户输入的泛在交互文本，缓解了现有基于传统交互文本的方法带来的隐私

风险问题。具体而言，EmoLens 使用用户的泛在交互文本用况作为特征，通过监督学

习的方式训练得到静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其核心步骤为基于实证分析的特征工程和

基于监督学习的模型训练。此外，以性别推断这一典型的静态用户情境解析任务为实

例，基于 Kika 输入法收集的大规模真实用户数据，验证了该技术的效果。实验结果表

明，EmoLens 的解析准确率可达 0.811，相比于基线方法，提升了约 23%，且解析效果

与基于传统交互文本的方法相当，并可泛化到不同语言的用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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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提出的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用户情境解析方法框架的基础上，本章介绍

针对基于交互文本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的语言现状所提出的关键技术，即，基于迁移

学习的跨语言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 ELSA。 

如第 1.3节所述，为打破现有基于交互文本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主要针对英语用户

开展的现状，学术界开始探索跨语言动态用户情境解析，即，将标签充足的语言（源语

言，通常指英语）上学到的知识迁移到标签稀缺的语言（目标语言）上，从而训练得到

用于解析目标语言动态用户情境的模型。该做法的挑战在于如何填补英语与目标语言

之间的语言鸿沟（即，捕获两语言之间共性的知识），且同时兼顾语言差异问题（即，

捕获目标语言个性的知识）。 

针对上述挑战，在跨语言动态用户情境解析的设置下，ELSA采用了泛在交互文本

充当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中动态用户情境的代理标签，同时充当两语言之间的桥梁。具

体而言，泛在交互文本表达情感、情绪、语义等的多功能性启发本文使用其作为情感等

动态用户情境的代理标签；泛在交互文本各语言流行的泛在性启发本文为每种语言学

习泛在交互文本赋能的表征模型。学习得到的两语言的表征模型中，既蕴含了跨语言

的泛在交互文本使用模式，又蕴含了语言特定的泛在交互文本使用模式。跨语言的泛

在交互文本使用模式可以与机器翻译一起作为桥梁，捕获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共性知

识，填补语言之间的鸿沟；语言特定的泛在交互文本使用模式可以帮助捕获语言个性

的知识，缓解跨语言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中的语言差异问题。 

具体而言，ELSA首先分别构建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泛在交互文本预测任务，学习

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中泛在交互文本与传统交互文本如何一起使用，得到两语言各自特

定的表征。其次，通过机器翻译技术的辅助，整合这些表征，通过迁移学习的方式，预

测源语言中丰富的动态用户情境标签。区别于现有工作借助机器翻译强制对齐两语言

表征的做法[106][107]，ELSA 学习到的两语言表征，不仅捕获了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共

性的知识，也学习到了语言特定的知识，使得表征和下游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任务不

再被源语言的知识所主导。 

本章将具体介绍 ELSA 的工作流程，重点阐述其中涉及的关键步骤，并实验验证

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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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DEFG 

遵循过往跨语言动态用户情境解析工作[106][107]，ELSA考虑篇章层面的动态用户情

境解析。为了更好地阐述 ELSA 的工作流程，首先介绍其中涉及到的数据。在 ELSA 的

跨语言动态用户情境解析设置下，除了英语的标签篇章（LS），还用到了大规模富含泛

在交互文本的英语无标签数据（US）和目标语言无标签数据（UT）。这类无标签数据可

以较为容易地从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爬取到。本章将 US和 UT中包含泛在交互文本的

那部分文本交互数据分别记做 ES和 ET。 

基于这些数据，ELSA 的任务为，仅依赖英语的标签篇章（即，LS）以及英语和目

标语言的无标签数据（即，US、UT、ES和 ET），训练得到可以目标语言的动态用户情境

解析模型。最终，使用目标语言的小规模标签篇章（LT），来验证得到的动态用户情境

解析模型的效果。 

 

 

图 4.1 基于迁移学习的跨语言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 ELSA 

 

ELSA 工作流程如图 4.1所示，包含以下 10 个具体步骤：在步骤 1 和步骤 2中，

为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分别学习句表征模型。具体地，对于每种语言，从推特上收集大规

模推文，使用 Word2Vec，采用无监督学习的方式学习词向量。基于这些词向量，通过

预测推文中的泛在交互文本来学习更高层面的句表征。学习句表征的过程即为动态用

户情境解析的源任务构建过程，其中，泛在交互文本可以看作是动态用户情境的代理

标签。步骤 3 使用谷歌翻译将英语标签篇章翻译成目标语言。步骤 4 和 5 将英语篇章

和翻译篇章逐句输入到步骤 1 和步骤 2 得到的表征模型中，以获得每种语言的句表征。

然后，步骤 6 和步骤 7 整合得到的句表征，为训练篇章得到两个紧凑的篇章表征。步

骤 8 使用两个篇章表征作为特征，预测每个训练篇章的动态用户情境标签，从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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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最终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在测试阶段，对于一个新的目标语言篇章，将其翻

译成英语，并按照先前步骤获得篇章表征（步骤 9）。最终，基于这些篇章表征，可以

使用训练得到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推断测试篇章的动态用户情境标签（步骤 10）。 

下面三节，将围绕泛在交互文本赋能的语言表征、基于迁移学习的模型训练、目标

语言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三个部分来详细阐述上述过程。 

4.2 91:;32YZ#[\]N 

ELSA 在训练得到最终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前，需要学习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

篇章表征。直觉上，可以简单使用现有的词向量技术来构造词表征，再通过求取篇章中

所有词的词表征的平均值，得到篇章表征。但是，这样的表征方法无法捕获源语言和目

标语言中的动态用户情境相关的知识。 

因为泛在交互文本在各语言中被广泛用于表达情感、情绪等动态用户情境信息，

ELSA使用泛在交互文本预测作为工具，学习富含动态用户情境知识的表征。具体而言，

以泛在交互文本作为动态用户情境的代理标签，通过预测 ES 和 ET中每条句子包含的

泛在交互文本，学习句表征模型。为了学习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各自特定的知识，上述表

征学习过程为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分别开展。 

 

 

图 4.2 基于泛在交互文本预测的表征学习模型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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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学习的模型架构如图 4.2所示。首先，使用无标签推文预训练得到词向量（即，

词向量层）。其次，将每个词表征成向量，使用堆叠的双向 LSTM层和注意力层来将词

向量编码成句表征。注意力层借助跳连接（skip-connection）算法[158]，使用词向量层和

两个 LSTM 层一同作为其输入，使得整个训练过程中模型内信息无阻碍流动。最终，

通过最小化 softmax 层的输出错误，来学习模型的参数。下面，将具体阐述模型细节。 

词向量层（Word Embedding Layer）：词向量层基于 US或 UT使用 skip-gram 算法

[159]预训练得到，可以将每个词映射到连续的向量空间中。通过词向量层，经常出现在

相似上下文中的词会被表征成相似的向量，从而捕获了词的语义信息。 

双向 LSTM 层（Bi-Directional LSTM Layer）：作为一种特殊的循环神经网络，

LSTM[160]尤其适合处理文本这种序列数据。在每一步（即，每个词），LSTM使用当前

输入和过往步骤中的知识来更新隐层的状态。为了解决传统循环神经网络的梯度消失

问题[161]，LSTM 引入了门的机制来决定何时以及如何更新隐层的状态。具体而言，每

个 LSTM 单元包含一个记忆细胞和三个门（即，输入门、遗忘门和输出门）[162]。其中，

输入门和输出门分别控制了记忆细胞的输入流和输出流；记忆细胞存储了网络的状态，

每个记忆细胞有一个自循环，其权重由遗忘门控制。 

ES或 ET中每个句子可以表示为(x, e)，其中 x = [d1, d2, …, dL]，表示移除泛在交互

文本后的交互文本对应的词向量序列，而 e 对应着句子中包含的泛在交互文本。在步

骤 t 时，LSTM按照如下方式进行网络中结点状态的计算： 

 -(.) = UVW"L(.) +X"ℎ(.0%) + Z"[ (4.1) 

 \(.) = UVW1L(.) +X1ℎ(.0%) + Z1[ (4.2) 

 /(.) = UVW2L(.) +X2ℎ(.0%) + Z2[ (4.3) 

 "(.) = \.⨀"(.0%) + -(.)⨀^!0 ℎ VW3L(.) +X3ℎ(.0%) + Z3[ (4.4) 

 ℎ(.) = /(.)⨀tan ℎV"(.)[ (4.5) 

其中 x(t)、 i(t)、 f(t)、o(t)、c(t)及 h(t)分别表示 LSTM 在步骤 t 的输入向量、输入门状

态、遗忘门状态、输出门状态、记忆细胞状态及隐层状态；W、U、b分别表示循环权

重、输入权重及偏差项；⨀表示元素积。为了获取每个词的上下文信息，ELSA使用双

向 LSTM 来对词序列进行编码。对于每个词 di，将前向和后向 LSTM 得到的向量直接

连接得到其表征 hi。计算方法如下： 

 hibb⃗ = d<'(bbbbbbbbbbb⃗ (e"), - ∈ [1, d] (4.6) 

 hib⃖b = d<'(b⃖bbbbbbbbbb(e"), - ∈ [d, 1]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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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 jhibb⃗ , hib⃖bk (4.8) 

注意力层（Attention Layer）：ELSA 使用跳连接算法连接词向量层和两个双向

LSTM层作为注意力层的输入。因而，句子中的第 i 个词表征为如下的 ui： 

 #" = [e" , ℎ"%, ℎ"&] (4.9) 

其中，di、hi1及 hi2分别表示第 i 个词在词向量层、第一个双向 LSTM 层和第二个

双向 LSTM 层中的表征。由于不是每个词都对预测泛在交互文本和解析动态用户情境

起到相同的作用，此处引入了注意力机制[163]，来决定每个词的重要性。第 i 个词的注

意力值可以按照如下方式进行计算： 

 
!" =	

,L+	(X4#")
∑ ,L+	(X4#5)6
5$%

 (4.10) 

其中，Wa 为注意力层的权重矩阵。进而，输入的句子可以表征为其中包含的所有

词的加权平均，每个词的权重为其注意力值： 

 
l =K!"#"

6

"$%
 (4.11) 

Softmax层（Softmax Layer）：句表征接着转移到 softmax层，返回概率向量 Y。
概率向量 Y 中的每个元素表示输入的句子包含某个特定泛在交互文本的概率。具体而

言，概率向量 Y 的第 i 个元素可以按照如下方式进行计算： 

 
%" =	

,L+	(l7m" + Z")
∑ ,L+	(l7m5 + Z5)8
5$%

 (4.12) 

其中，T表示矩阵转置，m"表示第 i 个权重，Z"表示第 i 个偏差项，K表示泛在交互

文本的种类数。最后，通过最小化概率向量 Y 以及输入句子中包含的泛在交互文本对

应的 one-hot向量之间的交叉熵，来学习模型的参数。参数学习后，可以通过提取注意

力层的输出，来表征输入的句子。经过上述过程，倾向于和相同泛在交互文本共同出现

的句子会被表征成相似的向量，继而容易被认为蕴含了相同的动态用户情境。考虑到

动态用户情境标签数据量较少，泛在交互文本赋能的句表征模型训练完成后，其参数

在下游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的训练过程中不再被调整，以防止过拟合。 

4.3 HI^_RS#TUVW 

基于预训练的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句表征模型，可以进一步学习篇章表征，并以迁

移学习的方式来训练得到最终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52 

首先，对于每个英语篇章n9 ∈ d9，使用预训练的英语句表征模型来表征其中每个句

子。其次，整合这些句表征得到一个紧凑的篇章表征。因为不同句子对整个篇章的动态

用户情境有着不同的重要性，此处同样采用了注意力机制来聚合篇章中的句表征。每

个篇章表征记为 rs，篇章中的句表征记为 vi，篇章表征 rs的计算方法如下： 

 
$: =Ko"l"

;

"$%
 (4.13) 

 
o" =	

,L+	(X<l")
∑ ,L+	(X<l5);
5$%

 (4.14) 

其中，Wb为注意力层的权重矩阵，而o"为篇章中第 i 个句子的注意力值。然后，使

用谷歌翻译将 DS翻译成目标语言（记为 DT），并采用相同的方法，使用目标语言的句

表征模型得到翻译篇章的向量表征 rt。连接英语篇章和翻译篇章的表征得到最终的篇

章表征 rc = [rs, rt]，rc蕴含了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动态用户情境知识，保证了解析模型

不被英语标签篇章的知识所主导。最后，将 rc输入到额外的 softmax层，来预测 DS的

真实动态用户情境标签。通过最小化对于输入篇章预测的概率向量及其真实标签的向

量表征之间的交叉熵，学习得到目标语言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 

4.4 `a[\#bcdefghL 

当接收到一个 LT中的无标签篇章，首先将其翻译成英语。基于训练得到的英语和

目标语言的表征模型，原篇章和翻译篇章被表征为 rt和 rs。进而，可以将接收到的篇章

表征为[rs, rt]，并输入解析模型，得到推断的动态用户情境标签。 

4.5 AXXJ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基于迁移学习的跨语言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ELSA的效果，

本节以基于绘文字的跨语言情感分析为实例，开展实验验证。情感分析是动态用户情

境解析的典型任务，跨语言情感分析也是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106][107][164]，以绘文字这

一典型的泛在交互文本开展跨语言情感分析作为实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4.5.1 MNH-OP 

具体而言，本节验证如下几个问题： 

问题 2.1：ELSA 与现有跨语言情感分析方法相比，效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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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2：绘文字在 ELSA 的跨语言情感分析中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问题 2.3：ELSA 对于训练数据的数量的敏感度如何？ 

问题 2.4：ELSA 的效果能否泛化到多种类型的文本？ 

4.5.2 GNQR 

首先，介绍实验中的设置，包括实验使用的数据集（第 4.5.2.1节）、ELSA实现细

节（第 4.5.2.2节）、基线方法（第 4.5.2.3节）、评价指标（第 4.5.2.4节）等。 

4.5.2.1 xy{ 

为了验证 ELSA 在跨语言情感分析上的效果，如第 4.1节所述，需要英语和目标语

言的标签数据（即，LS和 LT）以及英语和目标语言的大规模无标签数据（即，US、UT、

ES和 ET）。 

具体而言，标签数据（即，用于训练 LS的和用于测试的 LT）来自 Prettenhofer 和

Stein[164]创建的亚马逊评论数据集[165]。该数据集在现有跨语言情感分析研究[106][107][164]

中被广泛使用，其涵盖了四种语言（即，英语、日语、法语和德语）和三种类别（即，

书籍、DVD 和音乐）的评论数据。对于每种语言和类别的组合，该数据集包含了 1,000

条正面评论和 1,000条负面评论。本节选用英语作为源语言，其他三种语言作为目标语

言。因此，可以在合计九个任务（即，三种目标语言和三个类别的组合）上验证 ELSA

的效果。对于每个任务，可以使用 2,000条相应类别的英语标签评论来训练，使用 2,000

条相应类别的目标语言标签评论来测试。该数据集还提供了测试数据的译文供 ELSA

使用，所以本节仅需使用谷歌翻译将英语评论翻译成目标语言。 

为了获得无标签数据 US和 UT，本节收集了 2016 年 9月至 2018 年 3月间的一批

英语、日语、法语和德语推文。所有收集到的推文被用于训练词向量。因为绘文字在推

特上被广泛使用[124]，本节从这些收集到的推文中直接提取包含绘文字的推文（即，ES
和 ET），用于学习泛在交互文本赋能的句表征模型。对于每个语言，提取了包含该语

言中最流行的 64 种绘文字的推文。因为许多推文包含多个绘文字，对于每条推文，对

于其中包含的不同绘文字创建单独的样本，使得本节的绘文字预测任务是一个单标签

分类问题，而不是复杂的多标签分类问题。例如，“I love you❤❤=”可以拆分为两条

样本，即，（“I love you”，“❤”）和（“I love you”，“=”）。 

针对上述数据，采用如下步骤来进行预处理。首先，移除无标签数据中所有的转推

和包含URL的推文，以保证每个词出现在其原始上下文中，其语义不依赖于外部内容。

其次，将标签数据和无标签数据都进行切词、转换成小写形式，并且将有冗余字母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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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缩短为其简洁形式（例如，将“cooooool”转换为“cool”）。因为日语不是由空格

来分隔单词，此处使用 MeCab切词工具[166]来切分日语篇章。此外，使用特殊的标记来

代替提及（@）和数字。最终，无标签数据的统计情况如表 4.1所示。 

表 4.1 推文和包含绘文字的推文的数量 

语言 英语 日语 法语 德语 

原始推文 39.4M 19.5M 29.2M 12.4M 

包含绘文字的推文 6.6M 2.9M 4.4M 2.7M 

4.5.2.2 ¨≠ÆØ 

本小节介绍 ELSA 的实现细节。首先，在原始推文上使用窗口大小（window-size）

为 5 的 skip-gram 算法来训练得到词向量，初始化词向量层。在表征模型学习阶段，词

向量层被进一步微调。该阶段，为了避免过拟合，对于词向量层使用了系数为 10-6 的

L2正则化，并在 softmax层前引入了 dropout层（dropout率设置为 0.5）。双向 LSTM

的隐单元为 1024 个（每个方向 512 个）。此外，将包含绘文字的推文按照 7：2：1 的

比例随机划分为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设置 mini-batch 为 250，epoch 为 50，使用

早停法（early stopping）[167]基于验证集上的表现来调整模型参数。使用 Adam 算法[168]

来优化模型，动量（momentum）参数设置为 0.9 和 0.999。原始学习率设置为 10-3。在

训练最终情感分类器的阶段，随机选择 90%的标签数据作为训练集，剩余的 10%作为

验证集，用于调整模型参数。 

4.5.2.3 &ä56 

为了验证 ELSA 的效果（即，问题 2.1），本节选用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现有方法

作为基线方法，包括 MT-BOW、CL-RL 和 BiDRL。 

• MT-BOW[164]基于英语标签数据，使用词袋作为特征，训练得到线性分类器。

使用谷歌翻译将目标语言数据翻译成英语，将线性分类器直接应用到译文上。 

• CL-RL 是 Xiao 和 Guo[106]提出的词层面对齐的表征学习方法。该方法首先对英

语和目标语言分别训练出一套表征空间，然后通过机器翻译生成一些伪平行词

对，并让每个平行词对中的两个词拥有相同的表征。通过平行词对的表征对齐，

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形成了统一的表征空间。对于每个英语标签篇章，提取其中

每个词的词表征，通过求取词表征的平均值得到篇章表征。最后，以篇章表征

作为特征，使用 SVM 算法训练得到情感分类器。由于英语和目标语言在统一

的表征空间内，目标语言的交互文本表征后也可直接使用该情感分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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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DRL 是 Zhou 等[107]提出的篇章层面对齐的表征学习方法。其使用谷歌翻译创

建了伪平行篇章，并强制伪平行篇章共享相同的表征。此外，定义了一些附加

规则来让不同情感的篇章在表征空间中距离变远，让语义差别大但是情感极性

相同的篇章被表征得相似。基于学习出来的篇章表征空间，英语标注篇章及其

平行篇章同时被表征，作为模型特征，使用 Logistic 算法训练得到情感分类器。

对于目标语言交互文本，将其和其英语译文都表征化作为特征，即可应用得到

的情感分类器进行分类。 

此外，本文选用了 ELSA 的三个变体（即，N-ELSA、T-ELSA 和 S-ELSA）作为基

线方法，通过将这三个变体与 ELSA 进行效果对比，来探究绘文字如何影响 ELSA 的

效果（即，问题 2.2）。下面，介绍这三种变体。 

• N-ELSA移除了英语和目标语言端的绘文字预测阶段，直接使用两个注意力层

来实现从词表征到句表征和从句表征到篇章表征的转换。N-ELSA 模型中未使

用任何绘文字使用数据。 

• T-ELSA 移除了英语端的绘文字预测阶段，保留了目标语言端的绘文字赋能的

表征学习。其将英语标签篇章翻译成目标语言，并基于目标语言的表征模型训

练得到了情感分类器。T-ELSA只利用了目标语言中的绘文字使用数据。 

• S-ELSA 移除了目标语言端的绘文字预测阶段，保留了英语端的绘文字赋能的

表征学习，并基于英语标签篇章训练得到情感分类器。对于目标语言篇章，首

先将其翻译成英语，然后使用训练得到的英语情感分类器进行分类。S-ELSA只

利用了英语中的绘文字使用数据。 

4.5.2.4 |}ãå 

因为基准数据集中正面和负面样本的分布相当均衡，本节遵循过往研究[107]，使用

准确率（accuracy）作为评价指标。过往研究[107]将现有方法（即，MT-BOW、CL-RL 和

BiDRL）在相同的训练集和测试集上进行了效果测评。为了直接复用这些研究中报报告

的效果，本节使用了与它们相同的训练集和测试集设置。但是，这样一来，无法获得每

种方法在单个样本上的分类结果，因此，无法使用 McNemar 检验[169]等方法，来检验

ELSA 与现有方法之间效果差异的显著性。为此，将 ELSA使用不同的随机初始值跑了

十轮，并计算十轮的平均准确率和标准差，以获得更可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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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GNST 

4.5.3.1 ëí 2.1ìELSAß≠∞EF"1á±456™´¶öaõúù 

表 4.2展示了ELSA与现有跨语言情感分析方法（即，MT-BOW、CL-RL和BiDRL）

在九个基准任务上的准确率。如表 4.2所示，ELSA 在九个任务上的表现均优于现有方

法，平均准确率达到 0.840，现有方法的平均准确率最高为 0.814。转换为错误率，ELSA

与现有方法的错误率分别为 0.160 和 0.186，即，ELSA 较现有方法错误率降低了约 14%。 

表 4.2 ELSA 和现有方法在九个基准任务上的准确率（括号中为标准差） 

 

 

具体来看，每种方法在日语任务上的表现均差于在法语和德语任务上的表现。根

据 ISO 639[155]定义的语言系统，英语、法语和德语属于相同的语系（即，印欧语系），

而日语属于日语系。换言之，法语和德语与英语的相似之处更多，将英语文本翻译成法

语和德语，并把英语中的情感知识传递给它们更加容易。因此，日语任务相较于法语和

德语任务，难度更大，现有方法均无法取得 0.8 以上的准确率。然而，ELSA 在日语的

音乐任务上取得了 0.808的准确率，在日语的DVD任务上的准确率也接近 0.8（0.791）。

在日语的书籍任务上所取得的 0.783 的准确率也不可忽视，相较于现有方法的最佳表现

（0.732），提升了 0.051。此外，尽管法语和德语任务相较于日语任务而言更简单，现

有方法无一可以取得 0.85 以上的准确率。相比之下，ELSA 可以在法语和德语的所有

任务上均取得 0.85 以上的平均准确率。 

下面，进行更详细的效果比较，以便更加深入地证实 ELSA 的优势。如表 4.2 所

示，基于表征学习的方法（CL-RL、BiDRL 和 ELSA）在大多数任务上效果优于 MT-

BOW。这样的结果得益于表征学习将词表征为连续语义空间中的高维向量，克服了传

统词袋方法的特征稀疏问题。进一步，观察到篇章层面的表征学习方法（BiDRL 和 ELSA）

超过了词层面的表征学习方法 CL-RL。这表明，将篇章层面的信息引入表征比专注于

As many Tweets contain multiple emojis, for each Tweet, we create
separate examples for each unique emoji used in it to make the
emoji prediction a single-label classi�cation task instead of more
complicated multi-label classi�cation.

We then conduct the following preprocessing procedures for
the documents. We remove all Retweets, and Tweets that contain
URLs, to ensure that words appear in their original contexts and
that the meaning of the Tweets do not depend on external content.
Then we tokenize all the texts (including reviews and Tweets) into
words, convert them into lowercase, and shorten the words with
redundant characters into their canonical forms (e.g., “cooooool” is
converted to “cool”). As Japanese words are not separated by white
spaces, we use a tokenization tool called MeCab [2] to segment
Japanese documents. In addition, we use special tokens to replace
mentions and numbers. The processed emoji-Tweets provide the
ES and ET datasets, whose statistics are presented in Table 1.

4.2 Implementation Details
We learn the initial word embeddings using the skip-gram model
with the window-size of 5 on the raw Tweets. The word vectors
are then �ne-tuned during the sentence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phase. In the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phase, to regularize our model,
L2 regularization with parameter 10�6 is applied for embedding
weights. Dropout is applied at the rate of 0.5 before the softmax
layer. The hidden units of bi-directional LSTM layers are set as 1,024
(512 in each direction). We randomly split the emoji-Tweets into the
training, validation, and test sets in the proportion of 7:2:1. Accord-
ingly, we use early stopping [17] to tune hyperparameters based
on the validation performance through 50 epochs, with mini-batch
size of 250. We used the Adam algorithm [35] for optimization, with
the two momentum parameters set to 0.9 and 0.999, respectively.
The initial learning rate was set to 10�3. In the phase of training the
sentiment classi�er, for exhaustive parameter tuning, we randomly
select 90% of the labeled data as the training set and the remaining
10% as the validation set. The whole framework is implemented
with TensorFlow [11].

4.3 Baselines and Accuracy Comparison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ELSA, we employ three representa-
tive baseline methods for comparison:

MT-BOW uses the bag-of-words features to learn a linear clas-
si�er on the labeled English data [50]. It uses Google Translate to
translate the test data into English and applies the pre-trained clas-
si�er to predict the sentiment polarity of the translated documents.

CL-RL is the word-aligned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method pro-
posed by Xiao and Guo [58]. It constructs a uni�ed word representa-
tion that consists of both language-speci�c components and shared
components, for the source and the target languages. To establish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it leverages Google Trans-
late to create a set of critical parallel word pairs, and then it forces
each parallel word pair to share the same word representation. The
document representation is computed by taking the average over
all words in the document. Given the representation as features, it
trains a linear SVM model using the labeled English data.

Table 2: The accuracy of ELSA (standard deviations in paren-
theses) and baseline methods on the nine benchmark tasks.

     语言� �������类别 MT-BOW CL-RL BiDRL ELSA

Japanese
Book 0.702 0.711 0.732 0.783 (0.003)
DVD 0.713 0.731 0.768 0.791 (0.004)
Music 0.720 0.744 0.788 0.808 (0.005)

French
Book 0.808 0.783 0.844 0.860 (0.002)
DVD 0.788 0.748 0.836 0.857 (0.002)
Music 0.758 0.787 0.825 0.860 (0.002)

German
Book 0.797 0.799 0.841 0.864 (0.001)
DVD 0.779 0.771 0.841 0.861 (0.001)
Music 0.772 0.773 0.847 0.878 (0.002)

BiDRL is the document-aligned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method
proposed by Zhou et al. [62]. It uses Google Translate to create la-
beled parallel documents and forces the pseudo parallel documents
to share the same embedding space. It also enforces constraints to
make the document vectors associated with di�erent sentiments
fall into di�erent positions in the embedding space. Furthermore,
it forces documents with large textual di�erences but the same
sentiment to have similar representations. After this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process, it concatenates the vectors of one document in
both languages and trains a logistic regression sentiment classi�er.

As the benchmark datasets have quite balanced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views, we follow the aforementioned studies to use ac-
curacy as an evaluation metric. All the baseline methods have been
evaluated with exactly the same training and test data sets used in
previous studies [62], so we make direct comparisons with their
reported results. Unfortunately, we cannot obtain the individual
predictions of these methods, so we are not able to report the sta-
tistical signi�cance (such as McNemar’s test [25]) of the di�erence
between these baselines and ELSA. To alleviate this problem and
get robust results, we run ELSA 10 times with di�erent random ini-
tiations and summarize its average accuracy and standard deviation
in Table 2, as well as the reported performance of the baselines.

As illustrated in Table 2, ELSA outperforms all three baseline
methods on all nine tasks. Looking more closely, the performance
of all methods in Japanese sentiment classi�cation is worse than
in French and German tasks. According to the language systems
de�ned by ISO 639 [10], 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 belong to the
same language family (i.e., Indo-European), while Japanese belongs
to the Japonic family. In other words, French and German are more
in common with English, and it is expected to be easier to translate
English texts into French and German and transfer the sentiment
knowledge from English to them. Therefore, in fact, Japanese tasks
are most di�cult and none of the previous methods have been able
to achieve an accuracy above 0.8. It is encouraging to �nd that ELSA
achieves an accuracy of 0.808 on the Japanese music task and an
accuracy close to 0.8 (0.791) on the Japanese DVD task. The 0.783
accuracy on the book task is also non-negligible as it improves on
the best existing model by almost 7 percent. In addition, although
the French and German tasks are a little easier than the Japanese
ones, none of the existing approaches can achieve an accuracy over
0.85 on any of the six tasks. However, our approach can achieve a
mean accuracy higher than 0.85 on all of the six tasks.

Next, we compare the resultsmore thoroughly and further demon-
strate the advantages of our approach. As is shown, the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approaches (CL-RL, BiDRL, and ELSA)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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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的词更有效。最后，可以发现 ELSA 在所有任务上准确率均超过了 BiDRL。为了

缩小语言之间的差距，BiDRL 仅利用了伪平行文本来学习两种语言之间共性的情感模

式。相比之下，除了伪平行文本，ELSA还从英语和目标语言的绘文字使用数据中学习

了丰富的知识。一方面，作为泛在的情感载体，绘文字在各语言中被用来表达共性的情

感模式，这种共性的情感模式可以补充伪平行文本的知识；另一方面，绘文字语言特定

的使用模式帮助 ELSA 学习了语言特定的知识，从而有利于对目标语言文本开展情感

分析。 

4.5.3.2 ëí 2.2ì¢,£) ELSA.EF"1á±4≤≥¥.µ/∂∑∏ù 

为了进一步探究绘文字在 ELSA 的跨语言情感分析中所做的贡献，本节进行了系

列实验，从总体效果、表征效力、文本理解三个角度来探究绘文字的作用。 

 

表 4.3 ELSA 和其变体在九个基准任务上的准确率 

 
 

总体效果：为了度量绘文字如何影响跨语言情感分析，一个直观的想法是移除

ELSA 中的绘文字预测部分，将简化后的模型与 ELSA 进行效果对比。为此，本节将

ELSA 与 N-ELSA、T-ELSA 和 S-ELSA 对比，四种方法在基准数据集上的准确率如表

4.3所示。结果表明，ELSA 在九个任务上效果均超过了 N-ELSA。N-ELSA仅比统一猜

测的方法（50%）稍好。这可能是因为 N-ELSA仅从伪平行文本中学习到共性的模式，

并未有效地引入目标语言特定的情感信息。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仅使用 2,000条标签

数据不足以训练出一个如此复杂的神经网络模型，导致了过拟合。 

为了验证这两种假设，将英语和目标语言的标签数据混合，从中随机选取了 2,000

条样本作为训练集，剩下的 2,000条样本作为测试集。除此之外，所有实验设置保持不

变。在此情况下，N-ELSA 在所有任务上的平均准确率可以达到了 77%，这表明过拟合

outperform the shallow method MT-BOW on most tasks. This is
reasonable as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approaches embed words
into high-dimensional vectors in a continuous semantic space and
thus overcome the feature sparsity issue of traditional bag-of-words
approaches. Furthermore, we observe that the document-level repre-
sentation approaches (BiDRL and ELSA) outperform the word-level
CL-RL. This indicates that incorporating document-level informa-
tion into representations is more e�ective than focusing on indi-
vidual words. Finally, ELSA outperforms the BiDRL on all tasks. In
order to narrow the linguistic gap, BiDRL leverages only pseudo
parallel texts to learn the common sentiment patterns between
languages. Besides the pseudo parallel texts, ELSA also learns from
the emoji usage in both languages. On the one hand, as a ubiquitous
emotional signal, emojis are adopted across languages to express
common sentiment patterns, which can complement the pseudo
parallel corpus. On the other hand, the language-speci�c patterns
of emoji usage help incorporate the language-speci�c knowledge
of sentiments into the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which can bene�t
the downstream sentiment classi�cation in the target language. As
a next step, we explore the role of emojis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with a more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4.4 The Power of Emojis
To further evaluate the contribution of emojis in ELSA, we con-
duct subsequent experiments to investigate the e�ects of emoji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i.e., overall performance, e�ectiveness of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and text comprehension.

4.4.1 Overall Performance. To understand how emojis a�ect cross-
lingual sentiment classi�cation in general, a straightforward idea
is to remove the emoji-prediction phase and compare simpli�ed
versions of ELSA:

N-ELSA removes the emoji-prediction phase of both languages
and directly uses two attention layers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word vectors to the �nal document representation. There is
no emoji data used in this model.

T-ELSA removes the emoji-based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on
the English side. It uses the emoji-powered representations for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translates labeled English documents into the
target language to train a sentiment classi�er for the target language.
This model only leverages emoji usage in the target language.

S-ELSA removes the emoji-based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in
the target language. It uses the emoji-powered representations of
English and trains a sentiment classi�er based on labeled English
documents. Document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are �rst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then classi�ed. This model only leverages emoji
usage in the source language (i.e., English).

Test accuracy of these models is illustrated in Table 3. We �nd
that ELSA outperforms N-ELSA on all nine tasks. N-ELSA is only a
little better than uniform guess (50%) since it learns the common
patterns between languages only from pseudo parallel texts and
does not incorporate sentiment information e�ectively. An alterna-
tive conjecture is that 2,000 reviews are insu�cient to train such a
complex model, which may have led to the problem of over-�tting.

To test between the two hypotheses, we mix up the labeled re-
views in English and in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randomly select

Table 3: Performance of ELSA and its simpli�ed versions.

语言� �������类别 N-ELSA T-ELSA S-ELSA ELSA

Japanese
Book 0.527* 0.742* 0.753* 0.783
DVD 0.507* 0.756* 0.766* 0.791
Music 0.513* 0.792* 0.778* 0.808

French
Book 0.505* 0.821* 0.850* 0.860
DVD 0.507* 0.816* 0.843* 0.857
Music 0.503* 0.811* 0.848* 0.860

German
Book 0.513* 0.804* 0.848* 0.864
DVD 0.521* 0.790* 0.849* 0.861
Music 0.513* 0.818* 0.863* 0.878

*表示ELSA和其简化版本之间的表现差异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2,000 examples from the mixed set for training and use the remain-
ing samples as a new test set. All other settings of the experiment are
kept the same except for the new train/test split. Trained and tested
in this way, the accuracy of N-ELSA becomes acceptable, with an av-
erage accuracy of 0.777 on all tasks. This indicates that over-�tting
might not have been the major reason, while language discrepancy
might be. Indeed, N-ELSA can still work well if we e�ectively in-
corporate cross-language sentiment information into the training
process. More speci�cally, the original N-ELSA is dominated by
English sentiment information learned from pseudo parallel texts
and fails to generalize to the target language correctly. When we
input the sentiment information (labeled documents) of both Eng-
lish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into the model, performance improves.
Unfortunately, in a cross-lingual sentiment classi�cation setting,
we can not acquire enough label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Emojis
help the model capture generalizable sentiment knowledge, even if
there is no labeled example for training in the target language.

In addition, ELSA also consistently achieves better accuracy
compared to T-ELSA and S-ELSA on all tasks (McNemar’s test [25]
is performed and the di�erences are all statistically signi�cant at
the 5% level). The superiority of ELSA shows that only extract-
ing sentiment information from one language is not enough for
the cross-lingual sentiment task and that incorporating language-
speci�c knowledge for both languages is critical to the model’s
performance. Indeed, S-ELSA fails to capture sentiment pattern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T-ELSA falls short in extracting trans-
ferable sentiment patterns from English (indicating that emojis are
still bene�cial even if there are sentiment labels in a language).

4.4.2 E�ectiveness of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To better under-
stand the sentiment information learned through the emoji usage,
we then conduct an empirical experiment at the word representa-
tion level. Recall that after the word embedding phase, each individ-
ual word can be represented by a unique vector and that these word
vectors are then �ne-tuned in the emoji-prediction phase. Next,
we would like to evaluate whether sentiment information is bet-
ter captured by the new word representations under the e�ects of
emojis. We sample 50 English words with distinct sentiments from
the MPQA subjectivity lexicon [1] based on their frequencies in
our corpus. These words are manually labeled in terms of positive
or negative polarity from MPQA, and we regard these labels as the
ground-truth for further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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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一个主要问题，语言差异问题也许才是。具体而言，原始的 N-ELSA 主要是被

伪平行文本中的英语情感信息所支配，该信息无法正确迁移到目标语言上去。但是，当

英语和目标语言的情感信息（即，标签数据）一同输入模型，模型的表现就明显提升。

不过，在跨语言情感分类设置中，无法在目标语言上获得足够的标签数据。在此情况

下，绘文字可以帮助模型抓住了目标语言特定的情感信息。 

此外，在所有任务上，ELSA 同样显著优于 T-ELSA 和 S-ELSA。McNemar检验结

果显示，ELSA 和这两种方法的表现差异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ELSA 的优越性

说明，单从一种语言中提取情感信息对跨语言情感分类而言是不够的，需要为模型引

入两种语言各自的情感信息。具体而言，S-ELSA 未学习到目标语言的情感模式，T-

ELSA 未从英语中学习到可迁移的情感信息，继而两者表现均落后于 ELSA。 

表征效力：为了更好地理解从绘文字使用数据中学习到的情感信息，下面开展词

层面的实证分析。回顾 ELSA 的工作流程，在词表征阶段后，每个词都被表征成了一

个独特的向量，即，词向量。此处想要验证在绘文字的作用下，词向量是否蕴含了情感

信息。为此，从MPQA 情感词典[170]中采样了 50 个具有情感极性且在本节数据集中频

繁出现的英语单词。这些词在 MPQA 情感词典中被标注了情感极性，可作为金标准供

分析使用。进一步地，探究 ELSA 能否将所选出的 50 个词中相同情感极性的词表征成

相似的向量。 

为了衡量词向量的相似度，本节计算了词向量间的 cosine 相似值。基于 cosine 相

似值，使用层次聚类方法来将 50 个选出的词进行聚类，并将可视化结果展示于图 4.3。

图中使用单元格的颜色深浅来表示对应的两个词的 cosine 相似值大小。单元格颜色越

深，对应的两个词的相似度越大。 

图 4.3(a)使用了所选的 50 个词的 Word2Vec表征进行聚类。结果显示，不同情感的

词无法通过聚类而显式区分开。例如，在图 4.3(a)的右下角，“generous”和“picky”这两

个情感极性相反的词被表征得相似。这表明，简单的 Word2Vec 方法无法有效地捕获词

之间的情感关系。 

相反地，图 4.3(b)将所选的 50 个词按照绘文字赋能后得到的词向量进行聚类，可

以观察到两个明显的聚类，其中，左上角的聚类包含了正面的词汇，右下角的聚类包含

了负面的词汇。图中只有正面词汇“sure”被错误地聚类到负面词汇中去。通过检查该词

在本节数据集中的上下文，发现其经常与正面和负面的词一起使用，使得其情感极性

不清晰。这种几乎聚类正确所有词的结果表明，绘文字使用数据是捕获情感信息的有

效途径，而这样的情感信息对于情感分类任务来说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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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所选词的 Word2Vec 的表征的聚类 

 
(b) 所选词的绘文字赋能的表征的聚类 

图 4.3 绘文字对表征效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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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LSA 导致的的词和句的注意力分布 

 

 
(b) ELSA 导致的词和句的注意力分布 

图 4.4 实例研究：绘文字对文本理解的作用 

 

文本理解：最后，探究绘文字赋能的表征是如何有利于文本理解的。为此，选取了

一个被 N-ELSA 分类错误但被 ELSA 分类正确的典型样本，其来自日语任务的测试数

据。此处，选取了该样本的英语译文片段用于展示。如图 4.4所示，尽管整个篇章表达

了对某唱片集的不满，但是，由于翻译质量的问题以及篇章的复杂组成形式，很难直接

从其中单个句子中识别出这种不满。例如，当只考虑第三句话时，作者似乎在表达一种

积极的态度。但是，事实上，在第四句和第六句中，作者表达了明显的负面态度。 

图 4.4展示了 N-ELSA 和 ELSA 在该样本的词和句的注意力分布情况，该分布表明

了两个模型如何理解该样本篇章，以及其各自分类结果背后的逻辑。此处使用背景颜

色的深浅来表明在每个句子中不同词的注意力值。一个词的背景色越深，其在所属句

子中被赋予的注意力越高。此外，每个句子的左边列出了其在篇章中的注意力值。图

4.4(b)中还列出了 ELSA 为每个句子预测的前三种绘文字。 

首先分析图 4.4(a)，以探究 N-ELSA如何处理该篇章中的情感信息。在词层面，N-

ELSA更专注“song”、“album”等中性词，而不是蕴含情感的词汇。在句层面，N-ELSA

将较高的注意力放在了第五句。但是，第五句并没有表达出明显的负面情绪。 

相反地，在引入绘文字后，ELSA 能够按照合理的逻辑来理解该篇章（如图 4.4(b)

所示）。具体而言，ELSA 将注意力放在了蕴含情感的形容词（例如，“interesting”和“not 

possible”）和转折连词（例如，“however”）上，继而较好地识别出每句话中的情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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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 ELSA 为每句话预测的绘文字来进一步佐证。除了本节数据集中最流行的!

表情外，ELSA 为第四句和第六句预测了%和>，暗示了这两句话中作者的负面情感；

为第三句话预测了?和&，暗示了第三句话蕴含正面情绪。此外，在句层面，ELSA专

注于第四句和第六句，将较少的注意力放在蕴含正面情感的第三句。因此，可以看出，

绘文字将额外的知识引入了文本理解，从而使得注意力机制更加有效。 

4.5.3.3 ëí 2.3ìELSA°'π∫xy.xª.ºáΩõúù 

ELSA使用了大规模数据训练而成，本小节想要探究 ELSA 对训练数据数量的敏感

度，即，当训练数据的规模变小时，ESLA 能否仍然表现较好。首先，探究无标签数据

的规模对 ELSA 的影响。英语表征模型，一旦训练完成，可以被面向任何目标语言的

跨语言情感分类模型复用。因此，此处只减少目标语言的无标签数据（即，推文和包含

绘文字的推文），并观察 ELSA 在基准数据集上的效果变化。具体而言，使用了 80%、

60%、40%和 20%的推文来重新训练目标语言的表征模型，并保持最终的监督训练过程

不变，结果如图 4.5(a)、(b)和(c)所示。对于日语任务，当减少无标签数据的规模，模型

的表现稍微变差。具体而言，当使用 20%和 100%的无标签数据进行训练时，在日语的

三个任务上的准确率差异分别是 0.021、0.014 和 0.018；对于法语和德语任务，当改变

无标签数据的规模时，准确率浮动小于 0.01。更重要的是，ELSA只使用 20%的无标签

数据，就可以在九个基准任务上表现优于所有现有方法。这表明，当目标语言在推特上

并不被频繁使用时，ELSA仍然可以适用。 

此外，尽管相较于其他语言，英语的标签数据更多，但是，总体上，英语标签数据

也并不充裕。因此，如果一个模型可以仅利用少量的英语标签数据就可以表现较好，那

这样的模型是具有价值的。为了检验 ELSA 是否具有这样的价值，此处将 ELSA 所用

的英语标签数据减少为原来数据量的 80%、60%、40%和 20%。如图 4.5(d)、(e)和(f)所

示，当英语标签数据减少时，ELSA 的准确率仅稍微下降。即使只剩 20%的标签数据

（即，400 条英语标签篇章），ELSA 仍然可以在所有基准任务上表现优于使用 2,000

条标签篇章进行训练的现有方法。这表明，由于大规模绘文字使用数据的赋能，ELSA

对于人工标签的依赖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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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无标签数据：日语任务 

 

(d) 英语标签数据：日语任务 

 

(b) 无标签数据：法语任务 

 

(e) 英语标签数据：法语任务 

 

(c) 无标签数据：德语任务 

 

(f) 英语标签数据：德语任务 

图 4.5 ELSA 的准确率随训练数据的数据量变化的变化情况 

 

4.5.3.4 ëí 2.4ìELSA.öaÇû(æ¥Äø¿é.,-ù 

现有的跨语言情感分析研究[106][107][164]大多使用亚马逊评论数据集来验证方法的效

果。为了与这些工作比较，本节也采用了该数据集作为主要实验对象。但是，其他类型

的文本（例如，社交媒体文本）上的情感分析也同样重要。为了验证 ELSA 的效果能够

泛化到其他类型的文本上，本小节将 ELSA 应用到典型的社交媒体文本（即，推文）

上。因为推文简短且非正式，对其进行情感分析被认为是一项挑战[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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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推文上的跨语言研究工作较为有限，此处只使用 Deriu 等[172]最近提出的针对

推文的 MT-CNN 方法作为基线方法。MT-CNN 同样依赖于机器翻译和大规模无标签推

文，其首先训练英语的情感分类器，再将分类器应用到目标语言的英文译文上。训练英

语情感分类器的过程包括以下三个步骤：1）和 ELSA 一样，使用原始推文训练词向量；

2）以“:)”和“:(”作为弱标签，提取包含这些弱标签的推文，使用多层 CNN 模型来微调

词向量；3）使用英语标签推文训练得到情感分类器。Deriu 等[172]和本文一样使用了法

语和德语推文，因此，此处使用法语和德语作为目标语言，来比较 MT-CNN 和 ELSA。 

表 4.4 爬取到的标签推文的数据规模 

数据集 语言 正面 中立 负面 
训练集 英语[173] 5,101 3,742 1,643 
验证集 英语[174] 1,038 987 365 

测试集 
法语[175] 987 1,389 718 
德语[176] 1,067 4,441 1,573 

 

Deriu 等[172]使用的标签推文以推文 ID 的形式公开，部分推文现在已经无法爬取到，

所以，此处不直接将 ELSA 在爬取到的推文上的效果与 Deriu 等[172]公布的结果进行对

比。为了开展公平的比较，本文在爬取到的标签推文上复现了MT-CNN 方法。基于 MT-

CNN[172]和 ELSA 的预训练表征模型，使用了相同的英语标签推文来训练、验证和测试

两方法。此处使用的英语、法语和德语的标签推文的数据规模如表 4.4所示。根据数据

分布，使用统一猜测作为简单基线方法可以在法语和德语任务上分别取得 0.451 和

0.628 的准确率。 

表 4.5 MT-CNN 和 ELSA 在法语和德语推文上的准确率 

语言 ELSA MT-CNN Uniform Guess 
法语 0.696 0.535* 0.451* 
德语 0.809 0.654* 0.628* 

*表明 ELSA 与基线方法之间的表现差异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MT-CNN 和 ELSA 在法语和德语任务上的准确率如表 4.5所示。两种方法均优于统

一猜测，且 ELSA 在法语和德语任务上取得了比MT-CNN 高 0.161 和 0.155 的准确率。

尽管此处使用了相同的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来比较 MT-CNN 和 ELSA，但是，两

方法所用的表征模型不同，有可能是表征模型的差异导致了两方法的准确率不同。具

体而言，如果 ELSA使用了更多的无标签推文来训练表征模型，那么，ELSA 的高准确

率也许只是得益于其无标签数据的规模更大。为了打消这一疑虑，参照 Deriu 等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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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发现其使用了 300M原始推文和 60M 包含“:)”和“:(”的推文。相比之下，ELSA仅

使用了 81M原始推文和 13.7M 包含绘文字的推文。考虑到“:)”和“:(”这类颜文字在推特

上使用频率显著低于绘文字[124]，尽管 MT-CNN使用的弱标签数据大约是 ELSA 的 4.4

倍，但是其使用的弱标签数据将需要从远多于 ELSA 使用的原始推文的 4.4 倍的推文

中提取。这表明，ELSA 不仅准确率显著高于 MT-CNN，且对训练数据的需求更低。 

4.6 BC 

本章介绍了针对基于交互文本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的语言现状所提出的关键技术，

即，基于迁移学习的跨语言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 ELSA。该技术使用泛在交互文本充

当英语和目标语言中的动态用户情境的代理标签，同时和机器翻译一起充当两语言之

间的桥梁。具体而言，ELSA 通过表征学习从英语和目标语言的泛在交互文本使用数据

中学习隐式特征。跨语言的泛在交互文本隐式特征与机器翻译一起，填补了语言之间

的鸿沟；语言特定的泛在交互文本隐式特征，缓解了跨语言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中的语

言差异问题。然后，通过迁移学习将这些特征中蕴含的知识迁移到目标语言的动态用

户情境解析模型中，弥补了目标语言人工标签数据的不足。最后，以跨语言情感分析这

一跨语言动态用户情境解析的典型任务为例，验证了 ELSA 的效果。实验结果表明，

ELSA 在 9 个基准任务上平均准确率达到 0.840，显著超过现有方法，错误率降低约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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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提出的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用户情境解方法框架的基础上，本章介绍针

对基于交互文本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的领域现状所提出的关键技术，即，基于迁移学

习的领域特定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 SEntiMoji。 

如第 1.3节所述，为打破现有基于交互文本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主要针对社交媒体

领域用户开展的现状，学术界出现了众多领域特定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工作，即，为特

定领域人工构建标签数据，并基于这些数据训练得到领域特定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模

型。但是，人工标注耗时耗力，导致得到的标签数据量较小，如何在此情况下取得较好

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效果是一项挑战。 

针对上述挑战，在领域特定动态用户情境解析的设置下，SEntiMoji利用了泛在交

互文本在文本交互中表达情感、情绪、语义等的多功能性，使用其作为情感等动态用户

情境的代理标签。泛在交互文本被各领域广泛使用的泛在性使得其使用数据可以被轻

易收集，从而弥补非社交媒体领域（即，目标领域）动态用户情境人工标签数据的不足。 

具体而言，与 ELSA 一样，SEntiMoji 使用泛在交互文本作为动态用户情境的代理

标签，因而使用泛在交互文本预测作为动态用户情境解析的源任务。尽管泛在交互文

本被各领域用户使用，但是，相较于其他领域（例如，软件工程领域），社交媒体领域

中的泛在交互文本使用数据更为丰富[127]。因此，SEntiMoji 同时使用了目标领域和社交

媒体领域中的泛在交互文本使用数据，来构建源任务。目标领域中的泛在交互文本使

用数据可以帮助弥补目标领域中动态用户情境人工标签数据的不足；社交媒体领域中

的泛在交互文本使用数据可以帮助解析模型学习领域间共通的动态用户情境知识。基

于上述泛在交互文本使用数据，SEntiMoji首先建立泛在交互文本预测任务，学习得到

文本表征。其次，文本表征被作为特征，预测目标领域中真实的动态用户情境标签，从

而学习得到目标领域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通过这些表征，蕴含在泛在交互文本

使用数据中的动态用户情境知识从泛在交互文本预测任务，通过迁移学习的方式进入

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中，弥补了目标领域中动态用户情境人工标签数据的不足。 

本章将具体介绍 SEntiMoji 的工作流程，重点阐述其中涉及的关键步骤，并实验验

证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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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DEFG 

为了更好地阐述 SEntiMoji 的工作流程，首先介绍其中涉及的数据。在 SEntiMoji

的领域特定动态用户情境解析设置下，使用了社交媒体领域中大量的无标签数据（记

为 US），且 US中包含大量的泛在交互文本使用数据（记为 ES）。US可以轻易地从推特

等社交媒体平台获取。此外，使用了目标领域中的泛在交互文本使用数据（记为 ET）
以及少量的标签数据（记为 LT）。 

基于上述数据，SEntiMoji 的任务为，使用社交媒体领域和目标领域的无标签数据

（即，US、ES和 ET），基于目标领域少量的标签数据（即，LT），来训练得到目标领域

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并验证其解析效果。 

 

 

图 5.1 基于迁移学习的领域特定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 SEntiMoji 

 

SEntiMoji 的工作流程如图 5.1 所示，主要包含基于社交媒体的表征学习、泛在交

互文本赋能的领域表征、基于迁移学习的模型训练和目标领域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四

个步骤。下面，对这四个步骤简要介绍。 

• 基于社交媒体的表征学习：首先，从社交媒体平台收集大量包含泛在交互文本

的交互文本数据（即，US和 ES），使用第 4.2节中介绍的表征学习方法，学习

得到社交媒体领域的表征模型。大量的泛在交互文本使用数据 ES 可以帮助模

型学习到领域间共通的动态用户情境知识。 

• 泛在交互文本赋能的领域表征：其次，收集目标领域中的泛在交互文本使用数

据 ET，用于微调上述社交媒体领域的表征模型，以引入目标领域特定的动态用

户情境知识，得到目标领域的表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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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迁移学习的模型训练：再次，以目标领域的表征模型和少量的标签数据 LT，

开展迁移学习。具体而言，使用目标领域的表征模型获得标签数据的表征作为

特征，训练得到目标领域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 

• 目标领域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最后，对于一条新的目标领域输入数据，按照

先前步骤获得表征，基于该表征可以使用目标领域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推

断输入数据的动态用户情境标签。 

SEntiMoji 采用两阶段表征学习（即，训练得到社交媒体领域的表征学习模型，再

用目标领域的数据进行模型微调），而不是直接将社交媒体领域和目标领域的数据进

行混合，同时用于训练得到表征模型。其原因是，社交媒体领域的数据（即，US和 ES）
体量较大，混合训练模式下，针对各种目标领域开展表征学习，都需要将 US和 ES重复

用于训练，耗时耗力；相较而言，两阶段表征学习模式下，只需要一次使用 US和 ES训

练得到社交媒体领域的表征模型，后续就可供各目标领域直接调用和微调。 

由于基于社交媒体的表征学习在第 4.2节中已详细介绍，下面三节，将围绕泛在交

互文本赋能的领域表征、基于迁移学习的模型训练、目标领域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三

个部分来详细阐述上述过程。 

5.2 91:;32YZ#ij]N 

SEntiMoji使用泛在交互文本预测作为目标领域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的源任务。为

了提高源任务和目标任务的相关性，泛在交互文本预测也将在目标领域上下文中开展。

为此，SEntiMoji 收集了目标领域的泛在交互文本使用数据，用于微调社交媒体领域的

表征模型，以注入目标领域特定的知识，得到目标领域的表征模型。本文将上述过程称

为泛在交互文本赋能的领域表征，其具体流程如图 5.2所示。 

 

 

图 5.2 泛在交互文本赋能的领域表征流程 

下面将详细阐述图 5.2中涉及的三个关键步骤，即，数据收集和处理、扩展词向量

以及微调表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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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收集和处理：首先，需要从目标领域的公开平台中收集大量无标签数据。

以软件工程领域为例，可以通过 GitHub 软件项目托管平台、Stack Overflow 问

答平台、JIRA 问题追踪平台等多种途径收集无标签数据。其次，按照社交媒体

领域的表征模型的预测目标，对收集到的无标签数据进行预处理。具体而言，

过滤得到包含表征模型预测的泛在交互文本的数据，即为 ET。 

• 扩展词向量：不同领域往往具有不同的术语空间，因此，社交媒体领域的表征

模型可能无法涵盖到目标领域的术语。在此情况下，表征模型会将未涵盖到的

术语当做未知词来处理，因而导致这些术语中蕴含的领域知识丢失。为了解决

这一问题，SEntiMoji 扩展了社交媒体领域的表征模型的词汇列表。具体而言，

基于 ET 找出不包含在社交媒体领域的表征模型的词向量层中的词（out-of-

vocabulary，OOV），从而有针对性地扩展词向量层。但是，将所有的 OOV都

添加到词向量层是不必要的，其原因如下：一方面，这将限制模型在计算资源

受限情况下的适用性；另一方面，许多 OOV 对于最终的解析任务帮助不大

[177][178]。因此，SEntiMoji 将 OOV按在 ET中的出现频率降序排列，选取较为频

繁出现的 OOV 加入到词向量层中，并对其随机初始化。 

• 微调表征模型：最后，基于 ET，使用 chain-thaw 算法[99]来微调扩展后的表征模

型的参数。Chain-thaw 算法每次只微调模型中的一层，并保持其他层冻结，从

而减少过拟合风险。具体而言，整个微调过程需要将表征模型微调六次，流程

如图 5.3所示。图中从左到右展示了六次微调的不同设置，每次微调时被冻结

的层以灰色表示。首先，微调 softmax 层；其次，从词向量层开始向上逐层微

调，即，依次微调词向量层、第一个双向 LSTM层、第二个双向 LSTM层、注

意力层；最后，微调模型中的所有层。每次微调，使用 ET在表征模型上开展泛

在交互文本预测，通过最小化模型输出与真实结果之间的交叉熵来调整模型参

数。整个微调过程结束后，即可得到目标领域的表征模型。 

 

图 5.3 Chain-thaw 算法微调表征模型的流程（灰色层表示被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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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HI^_RS#TUVW 

基于目标领域的表征模型，可以得到目标领域的文本表征，这些表征蕴含了大规

模泛在交互文本使用数据中的动态用户情境知识。SEntiMoji 以迁移学习的方式将这些

知识迁移到目标领域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中，即，基于这些表征来开展目标领域

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任务。 

具体而言，首先，将目标领域的表征模型的 softmax层替换成一个 m维的 softmax

层，其中，m指的是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涉及的类别数目；其次，基于替换后的模型，使

用目标领域少量的标签数据 LT，构建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任务，按照图 5.3 所示的流程

微调模型的参数；最后，得到目标领域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 

5.4 `aij#bcdefghL 

当接收到一条新的目标领域数据，只需将该数据输入第 5.3节得到的目标领域的动

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即可得到推断的动态用户情境标签。 

5.5 AXXJ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基于迁移学习的领域特定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 SEntiMoji

的效果，本节以基于绘文字的软件工程领域的情感分析和情绪分析为实例，开展实验

验证。情感分析和情绪分析是动态用户情境解析的典型任务，也是软件工程领域的热

点问题[68][69][72][73][113][114]。 

5.5.1 MNH-OP 

具体而言，本节验证如下几个问题： 

问题 3.1：SEntiMoji 与软件工程领域现有情感分析方法相比，表现如何？ 

问题 3.2：SEntiMoji 与软件工程领域现有情绪分析方法相比，表现如何？ 

问题 3.3：哪种训练数据对于 SEntiMoji 的效果贡献较大？ 

5.5.2 GNQR 

首先，介绍实验中的设置，包括实验使用的数据集（第 5.5.2.1节）、基线方法（第

5.5.2.2节）、评价指标（第 5.5.2.3节）和具体设置（第 5.5.2.4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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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1 xy{ 

SEntiMoji 需要社交媒体领域和目标领域（即，软件工程领域）中大量无标签数据

用于训练表征模型，以及目标领域少量的标签数据用于训练最终的用户情境解析模型。

下面，将分别介绍本节所用的无标签数据、情感分析基准数据集（即，情感分析标签数

据）、情绪分析基准数据集（即，情绪分析标签数据）。 

无标签数据：Felbo 等[99]公开了一款绘文字预测模型 DeepMoji，该模型基于 566亿

条推文训练而成，可直接作为表征模型。为避免重复收集英语推文，本节直接微调

DeepMoji，注入软件工程领域特定的知识。为了获取软件工程领域的无标签数据，本节

使用 Lu 等[127]收集的 GitHub数据集，该数据集包含了 GitHub中约 10亿条开发者沟通

数据，即，问题（issues）、问题评论（issue comments）、拉取请求（pull requests）和

拉取请求评论（pull request comments）数据。 

对于 GitHub数据，需要进行预处理。具体而言，使用 NLTK[77]进行切词，并将所

有词转换为小写形式；移除标点符号、非字母字符；为减少情感信息的丢失，参照 Hasan

等[179]提供的颜文字列表保留颜文字；将 URL、邮件地址、引用、代码片段、数字和提

及替换成特殊符号，例如，每个代码片段都被替换为“[code]”；利用正则表达式识别

有冗余字母的单词，并缩短为其简洁形式。基于预处理后的 GitHub数据，获得了 809,918

条包含绘文字的GitHub文本，并为每条文本中的每个不同的绘文字单独创造一条样本。

因为本节需要在 DeepMoji 的基础上进行模型微调，所以，此处只需保留包含 DeepMoji

预测的 64 种绘文本的样本，合计 1,058,413条。 

此外，在微调 DeepMoji 的过程中，需要扩展词向量，以增加软件工程领域的常用

术语。为此，将从 GitHub数据中筛选出的 OOV按照出现频次降序排列，并选择了最

常出现的 3,000 个词进行添加，这些词的出现频次占所有 OOV 出现总频次的 68.89%。 

除了无标签数据外，本节采用了九个具有代表性的标签数据集作为基准数据集，

涵盖了软件工程领域不同平台的文本。这九个数据集都是专门为软件工程领域的情感

分析和情绪分析任务创建的。 

情感分析基准数据集：对于情感分析任务，本节采用了五个基准数据集，包括 JIRA

数据集、Stack Overflow数据集、Code Review数据集、Java Library数据集和 Unified-

S数据集。下面，将简要介绍每个数据集。 

• JIRA数据集[69][180]起初包含了 JIRA 问题追踪平台上提取的 5,992条问题评论，

其作者将其分割为三个部分，即，Group-1数据、Group-2数据和 Group-3数据。

因为本节要使用的基线方法之一 SentiStrength-SE 是基于 Group-1 数据发展而

来的，为了保证比较的公平性，此处将 Group-1 数据从 JIRA 数据集中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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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 Group-2 和 Group-3 数据被标注了情绪标签，即，love、joy、surprise、

anger、sadness、fear 或 neutral。与此前工作[68][113]一致，本节将 love 和 joy映

射为正面情感，将 anger、sadness 和 fear 映射为负面情感。由于 surprise 的情

感二义性，将 surprise 标签从数据集中去除。对于 Group-2 数据，其作者给出

了三个标注者对每条样本的情绪标注结果。如果一条样本被至少两个标注者标

注了正面（或负面）的情绪标签，此处就将这条样本判定为正面（或者负面）。

在此标准下，无法匹配任何一种情感标签的样本被去除。对于 Group-3 数据，

其作者了整合标注结果，直接给出了每条样本的最终情绪标签。在去除了

surprise 标签后，此处继续去除了没有情绪标签或者包含相反情感极性的情绪

标签的样本。最终，JIRA数据集包含 2,573条样本，其中，42.9%是正面样本，

27.3%是中立样本，29.8%是负面样本。 

• Stack Overflow 数据集[73][181]包含了 Stack Overflow 上提取的 4,423 条交互文

本，涵盖了该平台的四种文本类型，即，问题、回答、问题评论和回答评论。

其数据源是 Stack Overflow dump中 2008 年 7月到 2015 年 9月的文本全集。

为了保证各类样本的均衡性，其作者基于 SentiStrength 对这些文本的情感分析

结果，选取了 4,800条样本。然后，三名标注者为每条样本进行独立标注，被

标注了相反情感极性的样本被去除，剩余的样本按照多数表决的策略确定情感

标签。最终，Stack Overflow数据集包含 4,423条样本，其中，34.5%是正面样

本，38.3%是中立样本，27.2%是负面样本。 

• Code Review 数据集[114][182]包含了来自 20 个流行的开源软件项目的代码审查

仓库中的 1,600 条代码审查评论。其原先包含了 2,000 条评论，每条评论被标

注者标注为正面、负面或中立。基于标注结果，这 2,000条评论的情感分布是：

7.7%的正面、19.9%的负面、72.4%的中立。由于分布的严重不均匀，其作者随

机去除了部分中立样本，并将剩余的中立样本和正面样本合并为非负面样本。

最终，Code Review数据集包含 1,600条样本，其中，24.9%是负面样本，75.1%

是非负面样本。 

• Java Library数据集[72][183]包含了 Stack Overflow 上提取的 1,500条关于 API 的

句子。每条句子被两名标注者标注了情感强度，其中-2 代表强负面，-1 代表弱

负面，0 代表中立，1 代表弱正面，2 代表强正面。标注完成后，其作者解决标

注冲突，并确定每条句子的情感标签。最终，Java Library数据集包含 1,500条

样本，其中，8.7%是正面样本，79.4%是中立样本，11.9%是负面样本。 

上述四个数据集的统计数据见表 5.1。除了这四个数据集，本节还创建了一个统一

的数据集来进一步验证 SEntiMoji 的效果。具体而言，因为 JIRA数据集、Stack Over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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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Java Library数据集都涵盖了三类情感极性，本节将这三个数据集合并，得到

统一数据集，即，Unified-S数据集。 

 

表 5.1 软件工程领域情感分析基准数据集 

数据集 # 
情感极性 

正面 中立 负面 
JIRA 2,573 1,104 (42.9%) 702 (27.3%) 767 (29.8%) 
Stack Overflow 4,423 1,527 (34.5%) 1,694 (38.3%) 1,202 (27.2%) 
Code Review 1,600 1,202 (75.1%) 398 (24.9%) 
Java Library 1,500 131 (8.7%) 1,191 (79.4%) 178 (11.9%) 

 

情绪分析基准数据集：对于情绪分析任务，本节采用了四个基准数据集，包括 JIRA-

E1 数据集、SO-E 数据集、JIRA-E2 数据集和 Unified-E 数据集。其中，JIRA-E1 数据

集、SO-E数据集和 Unified-E数据集是基于 Shaver框架[64]标注创建的，而 JIRA-E2数

据集是基于 VAD 模型[65]标注创建的。下面，将简要介绍每个数据集。 

• JIRA-E1数据集[68][184]是基于前述 JIRA数据集原先的 5,992条样本过滤得到的

新数据集。如上文所述，JIRA 数据集原先被分割为三个部分：Group-1 数据、

Group-2数据和 Group-3数据。因为本节要使用的基线方法之一 DEVA利用了

SentiStrength-SE基于Group-1数据得到的启发式经验，为了保证比较的公平性，

此处不考虑 Group-1 数据。此外，Group-2 数据的分布极不均匀（例如，其中

只有三条样本被标签为 surprise），机器学习模型很难由此得到有效的分类器。

因此，与先前工作[185][186]一致，此处去除了 Group-2数据，仅使用 Group-3数

据用于情绪分析任务。Group-3数据涉及四种情绪，即，love、joy、sadness 和

anger。对于每种情绪，Group-3 包含 1,000 条标注了是否蕴含该情绪的样本。

标注了 love、joy、sadness 和 anger 的样本在其各自对应的 1,000条样本中分别

占比 16.6%、12.4%、32.4%和 30.2%。 

• SO-E数据集[67][187]与 Stack Overflow数据集是同一个数据集，包含了相同的样

本。不同的是，SO-E 数据集中的标签是情绪而非情感极性。具体而言，SO-E

数据集包含了 4,800 条样本，涉及六种情绪，即，love、joy、anger、sadness、

fear 和 surprise。每条样本都被标注了是否蕴含每一种情绪，共计 1,959条样本

至少蕴含一种情绪。在 SO-E数据集中的 4,800条样本中，25.4%被标注了 love，

10.2%被标注了 joy，18.1%被标注了 anger，4.8%被标注了 sadness，2.2%被标

注了 fear，0.9%被标注了 su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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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RA-E2数据集[188][189]包含了 JIRA问题追踪平台上提取的1,795条问题评论。

区别于 JIRA-E1数据集，JIRA-E2数据集是基于 VAD 模型标注的，VAD 模型

将情绪表示成不同水平的效价和唤醒度的组合。具体而言，JIRA-E2数据集涉

及四种情绪，即，excitement（正效价和高唤醒度）、stress（负效价和高唤醒

度）、depression（负效价和低唤醒度）和 relaxation（正效价和低唤醒度）。首

先，其作者基于关键词从 JIRA 问题追踪系统中收集了 2,000 条可能蕴含效价

和唤醒度的样本。其次，雇佣标注者基于每条样本的效价和唤醒度，为其标注

情绪。在标注过程中，标注者移除了 205条无法达成一致的样本。剩余的 1,795

条样本中，22.9%被标注为 excitement，12.6%被标注为 relaxation，14.0%被标

注为 stress，16.1%被标注为 depression，34.3%被标注为中立。 

上述三个数据集的统计数据见表 5.2 和表 5.3。除了这三个数据集，本节还创建了

一个统一的数据集来进一步验证 SEntiMoji 的效果。具体而言，因为 JIRA-E1数据集和

SO-E 数据集都涉及 love、joy、anger 和 sadness 这四种情绪，本节将这两个数据集合

并，得到统一数据集，即，Unified-E数据集。类似于 JIRA-E1数据集，Unified-E数据

集包含了四份子集，每份子集关注一种情绪，包含 JIRA-E1 数据集中对应于这种情绪

的 1,000条样本以及 SO-E数据集的 4,800条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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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Benchmark Datasets Used for Emotion Detection: Based on Shaver Framework

数据集 # 情绪分布
Love Joy Anger Sadness Fear Surprise

JIRA-E1 4*1,000 166 (16.6%) 124 (12.4%) 324 (32.4%) 302 (30.2%) — —
SO-E 4,800 1,220 (25.4%) 491 (10.2%) 882 (18.4%) 230 (4.8%) 106 (2.2%) 45 (0.9%)
.

Table 4. A Benchmark Dataset Used for Emotion Detection: Based on VAD Model

Dataset # Emotion distribution
Excitement Relaxation Stress Depression Neutral

JIRA-E2 1,795 411 (22.9%) 227 (12.6%) 252 (14.0%) 289 (16.1%) 616 (34.3%)

The SO-E dataset17 [78] is the same dataset as the Stack Over!ow dataset, where raters annotated
each sample using both emotional labels and sentiment polarity. Speci"cally, SO-E dataset contains
4,800 posts and focuses on six emotions, including love, joy, anger, sadness, fear, and surprise. Each
post was annotated with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each emotion. Finally, 1,959 posts received at
least one emotion label. Among the 4,800 samples, 25.4% were labeled with love, 10.2% joy, 18.1%
anger, 4.8% sadness, 2.2% fear, and 0.9% surprise.

The JIRA-E2 dataset18 [50] contains 1,795 issue comments extracted from the JIRA issue tracking
system. Di#erent from the JIRA-E1 dataset, JIRA-E2 dataset is created based on VAD model [50],
where emotions are represented as combinations of di#erent levels of valence and arousal. Specif-
ically, JIRA-E2 dataset involves four emotions, i.e., excitement (positive valence and high arousal),
stress (negative valence and high arousal), depression (negative valence and low arousal), and
relaxation (positive valence and low arousal). First, its authors used a keyword-based searching
method to collect 2,000 samples that were likely to contain valence and arousal from the corpus
of the JIRA issue tracking system. Then they employed three coders to annotate each sample with
one emotional state based on its valence and arousal level. During the annotation process, 205
issue comments are discarded, since coders cannot achieve an agreement on the emotions per-
ceived in them. Among the remaining 1,795 comments, 22.9% were labeled with excitement, 12.6%
relaxation, 14.0% stress, 16.1% depression, and 34.3% neutral.

We summarize the statistics of above three datasets in Table 3 and Table 4. Besides them, we also
create a uni"ed dataset for emotion detection. Since JIRA-E1 and SO-E share four classes (i.e., love,
joy, anger, and sadness), we merge the two datasets into a new dataset, i.e., the Uni!ed-E dataset.
Speci"cally, similar to JIRA-E1, Uni"ed-E contains four subsets. Each subset is for one emotion
and contains the corresponding 1,000 samples in JIRA-E1 and all the 4,800 samples in SO-E.

4.3 Evaluation Metrics
In line with previous studies [50, 61], we measure the performance of each method in terms of the
precision, recall, and F1-score of each sentiment/emotion class as well as the overall accuracy.

Precision represents the exactness of one method. The precision of a given sentiment/emotion
class c is measured as:

precision@c =
#right predicted samples belonging to class c

#total samples predicted as class c
, (6)

17https://github.com/collab-uniba/EmotionDatasetMSR18.
18https://"gshare.com/s/277026f0686f7685b7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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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分析基线方法：本节采用了四个现有情感分析方法作为基线方法，包括

SentiStrength、SentiStrength-SE、SentiCR 和 Senti4SD。其中，SentiStrength 并不是针对

软件工程领域提出的，但却被证明在软件工程领域最为流行[82]。下面，将具体介绍每

种方法。 

• SentiStrength[76]是一款开箱即用的情感分析工具，它是基于日常英语文本，而

非软件工程领域中普遍存在的科技文本而学习得到的。具体而言，SentiStrength

包含了一个内置的词典，词典中的词和短语被赋予了不同的情感强度。对于每

一段输入文本，SentiStrength 可以根据该文本在其内置词典中的覆盖程度，来计

算出一个正面情感分数和一个负面情感分数。基于这两者之和，SentiStrength给

出一个三元分数，即，1（正面）、0（中立）、-1（负面）。 

• SentiStrength-SE[82]是一款改编自 SentiStrength 的软件工程领域特定的情感分

析工具。具体而言，其作者首先将 SentiStrength 应用于 JIRA数据集的 Group-1

数据上，分析错误样本及其原因，并通过调整 SentiStrength 的内置字典来引入

软件工程领域特定的知识，以尽可能多地解决识别出的错误，最终得到了

SentiStrength-SE。 

• SentiCR[114]是一款监督学习式情感分析方法，起初被提出用于分析代码评审的

情感极性。其使用词袋的 TF-IDF 作为特征，使用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训练得到

情感分类器。 

• Senti4SD[73]是一款分析软件开发者沟通文本的监督学习式情感分析方法。其利

用了三类特征，包括词典特征（基于 SentiStrength 的内置词典计算得到）、关

键词特征（例如，uni-grams 和 bi-grams 特征）和语义特征（基于大规模 Stack 

Overflow 文本训练的词向量计算得到）。最后，使用 SVM 算法训练得到情感

分类器。 

情绪分析基线方法：本节采用了四种现有情绪分析方法作为基线方法，包括 DEVA、

EmoTxt、MarValous 和 ESEM-E。这四种方法都是针对软件工程领域的情绪分析任务提

出的。下面，将具体介绍每种方法。 

• DEVA[188]是一款面向软件工程领域提出的基于字典的情绪分析工具，可以检测

excitement、stress、depression 和 relaxation 这四种情绪。具体而言，其利用了

两个现有的唤醒度词典（即，通用词典 ANEW[190]和软件工程特定的词典

SEA[191]）和一个现有的效价词典（即，SentiStrength-SE内置的词典）。另外，

为了进一步提升效果，DEVA 整合了 SentiStrength-SE 的所有启发式知识。 

• EmoTxt[186]是一款针对软件工程领域情绪分析任务提出的监督学习方法。其利

用四类特征，包括 uni-grams 和 bi-grams 特征（基于 TF-IDF）、情绪词典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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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WordNet Affect[192]）、礼貌度特征（基于 Danescu 等[193]实现的工具）

和心境特征（基于 De Smedt 等[194]实现的工具），并使用 SVM 算法训练得到

情绪分类器。 

• MarValous[195]是一款用于检测软件工程领域相关交互文本中是否蕴含了

excitement、stress、depression 和 relaxation 的监督学习方法。其利用了包括 n-

grams、感叹词、感叹号等七种特征。其中，感叹词特征等是针对该方法所涉及

的四种情绪专门设计的。最后，使用机器学习算法训练得到情绪分类器。 

• ESEM-E[196]是一款针对软件工程领域情绪分析任务提出的监督学习方法。其利

用了 uni-grams和 bi-grams作为特征，使用机器学习算法训练得到情绪分类器。 

SEntiMoji 的变体方法：SEntiMoji 基于三类数据，即，用于训练 DeepMoji 的推文

数据、用于领域微调的 GitHub数据和用于最终训练得到 SEntiMoji 的标签数据。为了

度量这三类数据对 SEntiMoji 效果的贡献，本节采用了 SEntiMoji 的七种变体作为基线

方法，包括 SEntiMoji-G1、SEntiMoji-G2、SEntiMoji-T、T-80%、T-60%、T-40%和 T-

20%。下面，将具体介绍每种变体。 

SEntiMoji-G1 与 SEntiMoji 使用了一样的模型架构。不同的是，SEntiMoji-G1 使

用 GitHub 数据直接训练得到表征模型，而不是通过微调 DeepMoji 而得到。为了公平

比较，SEntiMoji-G1 和 SEntiMoji选用了相同的 64 种绘文字，并采用相同的迁移学习

方式来训练得到情感/情绪分类器。与 SEntiMoji 相比，SEntiMoji-G1仅基于 GitHub数

据和标签数据，未利用推文数据。 

另外，由于 SEntiMoji-G1 并未使用预训练的 DeepMoji，因此，实际上，在绘文字

的选择上并无约束。为了更好地捕获 GitHub 数据中的情感表达知识，此处引入了

SEntiMoji 的新变体 SEntiMoji-G2，其利用了 GitHub中最常用的 64 种绘文字。具体来

说，SEntiMoji-G2 和 SEntiMoji-G1 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绘文字的选择。 

SEntiMoji-T 是 SEntiMoji 的另一个变体，其与 SEntiMoji 的区别在于，SEntiMoji-

T 使用了 DeepMoji，直接迁移学习得到最终的情感/情绪分类器，并不使用 GitHub 数

据。因此，SEntiMoji-T仅能从标签数据中获得领域特定知识。 

T-80%、T-60%、T-40%和 T-20%是 SEntiMoji-T 的变体，它们与 SEntiMoji-T 的

区别在于标签数据的用量。这四种方法分别随机选取了 80%、60%、40%和 20%的

SEntiMoji-T使用的标签数据，用于训练得到情感/情绪分类器，其余设置保持不变。 

5.5.2.3 |}ãå 

与现有工作[72][188]一致，本节使用整体准确率（accuracy）以及每个情感/情绪类别

的精确率（precision）、召回率（recall）和 F1值（F1-score）来评价每种方法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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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部分数据集（例如，Java Library数据集）类别分布极不均衡，本节使用了

适用于该情况的宏平均指标[197]。具体而言，采用了宏精确率（macro-precision）、宏召

回率（macro-recall）和宏 F1值（macro-F1），这三项指标分别计算了所有类别上的精

确率、召回率和 F1值的平均值。例如，当考虑识别文本中是否蕴含某种情绪的二分类

问题时，其宏精确率/宏召回率/宏 F1 值指的是两个相应类别（即，蕴含该情绪和不蕴

含该情绪）上所取得的精确率/召回率/F1值的平均值。 

为了进行综合的比较，本节基于上述所有评价指标报告了验证结果。但是，研究者

和从业者可以根据自身应用场景有侧重地关注部分评价指标。例如，在精确度比较重

要的场景下开展情感分析任务，则需要更多地关注不同方法的精确度水平。 

5.5.2.4 ¡ôèê 

本节将介绍验证的具体设置，包括五折交叉验证设置、数据集应用设置、统计检验

设置以及各方法实现细节。 

五折交叉验证设置：为了公平比较，对于每个基准数据集，本节使用相同的五折交

叉验证设置来测试每种方法。具体而言，将每个基准数据集随机划分为五等份，以便测

试每种方法五次。每次，选取一份数据作为测试集，剩余的四份数据作为训练集，使用

训练集训练得到每种方法对应的情感/情绪分类器，并将其应用到测试集上。在此设置

下，计算了五次每种方法在上述每个评价指标上的表现，并展示五次的平均值。 

数据集应用设置：下面，介绍关于数据集的应用设置细节。 

• DEVA 和 MarValous旨在检测 excitement、stress、depression 和 relaxation四种

情绪。因此，本节仅在 JIRA-E2数据集上将它们与其他方法进行比较。 

• 本节将 JIRA数据集、Stack Overflow数据集、Java Library数据集和 Unified-S

数据集考虑为三分类问题，即，将文本分类为正面、负面或中立。因为 Code 

Review数据集只涉及两个类别（即，负面和非负面），其被当做二分类问题。

此外，因为 JIRA-E2数据集涉及四种情绪，其被当做五分类问题，即，将文本

分类为 excitement、relaxation、stress、depression 或 neutral。 

• JIRA-E1 数据集和 Unified-E 数据集均包含四个子集，每个子集针对一种特定

情绪。例如，在针对 joy 的子集中，每条样本被标注为蕴含 joy 或不含 joy。遵

循前人工作[68][186]的做法，本节将这两个数据集均考虑为四个二分类任务。在

每个任务中，只考虑一种情绪，并使用这种情绪对应的数据子集，训练得到判

断文本中是否蕴含该情绪的二分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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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E 数据集涉及六种情绪，且每条样本被标注了不止一种情绪标签。为了解

决这种复杂的多标签分类问题，本节使用二元相关法（binary relevance method）
[198]，即，将多标签分类转换为为每个标签独立训练一个二分类器。二元相关法

是解决多标签分类问题的常见做法[198]。与先前工作[186]一致，本节将 SO-E 数

据集考虑为六个二分类任务。在每个任务中，只考虑一种情绪，并使用整个 SO-

E数据集来训练得到判断文本中是否蕴含该情绪的二分类器。 

统计检验设置：本节使用了诸多指标来从多角度评价每种方法的效果，因此，很难

基于不同方法在某一种指标上的效果来判断其优劣。为了检验不同方法的效果是否存

在显著差异，本节使用了非参数的 McNemar 检验[169]。该检验并不要求数据呈正态分

布，在相关工作[199]中被采用。 

因为本节在若干数据集上同时将 SEntiMoji 与现有方法进行比较（即，采用了多重

假设检验），有更大概率可以观察到 SEntiMoji 在至少一个数据集表现得比至少一种现

有方法好[200]。为了提升对结果的自信度，需要对每个单独的比较设置更严格的显著性

阈值。为此，使用了 Benjamini-Yekutieli 法[200]对检验结果进行校正。 

各方法实现细节：为了提高本节验证的可复现性，下面将具体阐述各基线方法、

SEntiMoji及其变体的实现细节。 

• 对于 SentiStrength、SentiStrength-SE 和 DEVA，直接使用其公开工具。 

• 对于 SentiCR 和 Senti4SD，使用其作者开源的脚本。其中，对于 SentiCR，使

用其作者推荐的梯度提升树算法，进行复现。 

• 对于 EmoTxt，同样使用了其作者开源的脚本。此外，EmoTxt 在训练阶段提供

两种数据采样设置，即，DownSampling 设置和 NoDownSampling 设置。

DownSampling 设置随机采样训练数据，使得每个类别的样本数都和最小类别

的样本数相同；NoDownSampling 设置不改变训练数据的分布。本节采取了这

两种设置来训练 EmoTxt，并分别记做 EmoTxt-Down 和 EmoTxt-No。 

• 对于 ESEM-E，因为其代码并未开源，本节按照其论文[196]中的描述复现了该方

法，并使用其作者推荐的 SVM 算法作为训练算法。 

• 对于 MarValous，尽管其代码并未直接开源，但是其作者公开了 Python脚本的

编译文件[201]。因此，本节使用了 uncompyle[202]工具来反编译这些文件，从而

获得 MaValous 的训练脚本，并使用其作者推荐的 SVM 算法作为训练算法。 

• 对于 SEntiMoji、SEntiMoji-T、T-80%、T-60%、T-40%和 T-20%，本节基于预

训练的 DeepMoji 来实现，并通过 chain-thaw 方法来微调模型参数。在微调过

程中，按照 Felbo 等[99]的推荐，使用 Adam 优化器，当梯度的范数超过 1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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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裁剪，将训练被替代层时的学习率设置为 10-3，将微调预训练层时的学习

率设置为 10-4。 

• 对于 SEntiMoji-G1/2，在表征学习阶段，采用了和 DeepMoji 相同的超参数设

置，使用 GitHub数据从头训练得到表征模型；然后，在迁移学习阶段，使用和

SEntiMoji 相同的步骤和参数设置来微调表征模型。 

5.5.3 GNST 

5.5.3.1 ëí 3.1ìSEntiMojiß¬√ƒ≈IJ≠∞1á±456™´¶à≠õúù 

为了回答问题 3.1，本节将SEntiMoji与现有的四款情感分析方法（即，SentiStrength、

SentiStrength-SE、SentiCR 和 Senti4SD）在 JIRA数据集、Stack Overflow数据集、Code 

Review数据集、Java Library数据集和 Unified-S数据集上进行比较，并将结果展示于

表 5.4。对于每个数据集和每个评价指标的组合，表中高亮了最佳结果。 

基于表 5.4，可以观察到 SEntiMoji 在大多数的指标上取得了最佳结果。就 macro-

F1 而言，SEntiMoji 在五个基准数据集上平均高于现有方法 0.036。下面，对结果进行

具体分析。 

首先，将 SEntiMoji 与使用最为广泛的 SentiStrength进行比较。SentiStrength 是一

种通用的，而非软件工程领域定制的情感分析工具。就 macro-F1 而言，SEntiMoji 在五

个基准数据集上分别比 SentiStrength 高 0.154、0.060、0.168、0.185 和 0.078。相比之

下，在 Stack Overflow数据集上两者的差距较不明显，仅为 0.060。该“异常”可以归因

于 Stack Overflow数据集的创建过程。具体而言，Calefato 等[73]根据 SentiStrength 计算

的情感得分对原始收集的样本进行采样，导致 SentiStrength 在这些自己选择出来的样

本（即，Stack Overflow数据集）上分类更容易。 

其次，将 SEntiMoji 与软件工程领域现有的定制方法（即，SentiStrength-SE、SentiCR

和 Senti4SD）进行比较。总的来说，SentiCR 在三种现有方法中表现最好，其可以在除

Stack Overflow 和 Unified-S数据集之外的每个数据集上取得最高的 accuracy 和 macro-

F1。在 Stack Overflow数据集和 Unified-S数据集上，其表现比 Senti4SD稍差。Senti4SD

在这两个数据集上表现较好，是合理的：因为 Senti4SD使用的语义特征是基于大规模

Stack Overflow 语料训练得到的，所以其在处理 Stack Overflow 数据集和 Unified-S 数

据集中的 Stack Overflow 样本时，比 SentiCR 具备更多的知识。由于 SentiCR总的来说

比其他现有的定制方法更具优势，下面，将 SEntiMoji 与 SentiCR进行比较。 

相较于 SentiCR，SEntiMoji 在 62 个指标中的 54 个上获得了更好的结果。就 macro-

F1 而言，SEntiMoji 在所有基准数据集上的表现均优于 SentiCR，平均提升了 0.044。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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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SEntiMoji 可以达到更高的 accuracy水平。例如，在 JIRA数据集上，SEntiMoji 和

SentiCR 的 accuracy分别为 0.904 和 0.872。换言之，其错误率分别为 0.096 和 0.128。

这表明，在 JIRA 数据集上，与 SentiCR 相比，SEntiMoji 可以减少 25%的错误。进一

步地，发现 SentiCR 和 SEntiMoji 间的表现差距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明显。例如，就

precision 而言，SEntiMoji 与 SentiCR 的表现差异在 Java Library 数据集上明显大于在

其他数据集上。这种现象可以归因于不同数据集的预处理方法。以 Stack Overflow数据

集和 Code Review数据集为例，两者在创建过程中，其作者都进行了样本筛选，使得样

本的分布相对均衡[73][114]，因而对其进行情感分类也变得更加容易。在这种较为容易的

情况下，SentiCR 和 SEntiMoji 无法表现出明显的效果差异。与这些数据集相比，Java 

Library 数据集的分布较为不平衡，即，79.4％的样本都是中立样本。在此情况下，

SEntiMoji 可以在保持与现有方法相似的 recall 水平的同时，在正面和负面样本上将

precision 提高 0.296 和 0.183，证明了 SEntiMoji 的优越性。 

最后，为了验证 SEntiMoji 在情感分析任务上的优越性在统计意义上是否显著，对

于每个数据集，将 SEntiMoji 与每个基线方法的分类结果进行 McNemar检验，检验结

果如表 5.5所示。结果表明，在所有基准数据集上，SEntiMoji都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优于现有方法。 

5.5.3.2 ëí 3.2ìSEntiMojiß¬√ƒ≈IJ≠∞1∆±456™´¶à≠õúù 

为了回答问题 3.2，本节将 SEntiMoji与现有五款情绪分析方法（即，DEVA、EmoTxt-

Down、EmoTxt-No、MarValous 和 ESEM-E）在 JIRA-E1数据集、SO-E数据集、JIRA-

E2数据集和 Unified-E数据集上进行比较。如第 5.5.2.4节所述，本节仅在 JIRA-E2数

据集上测试 DEVA 和 MarValous，且将 JIRA-E1数据集、SO-E数据集和 Unified-E数

据集分别考虑为四个、六个和四个二分类任务。 

所有方法的表现如表 5.6所示。对于每个数据集和每个评价指标的组合，表中高亮

了最佳结果。为了节约空间，对于 JIRA-E1 数据集、SO-E 数据集和 Unified-E 数据集

上的每个任务，只报告待检测情绪的 precision、recall、F1-score 以及总体的 accuracy、

macro-precision、macro-recall 和 macro-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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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SEntiMoji 与软件工程领域现有情感分析方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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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SEntiMoji 与软件工程领域现有情感分析方法的 McNemar 检验结果（括号中为校正后

的 p值） 

 

 

基于表 5.6，可以观察到 SEntiMoji 在大多数的指标上取得了最佳结果。尤其，

SEntiMoji 在所有任务上均取得了最高的 accuracy，在 15 个任务中的 14 个上取得了最

高 macro-F1。就 macro-F1 而言，SEntiMoji 在各任务上平均超过现有方法 0.036。下面，

对结果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将 SEntiMoji 与 DEVA 和 MarValous进行比较。就 JIRA-E2数据集上的 19

个指标而言，SEntiMoj 均超过了 DEVA。考虑到 DEVA 和 SEntiMoji 的 accuracy 是

0.830 和 0.886，其错误率分别是 0.170 和 0.114。换言之，与 DEVA 相比，SEntiMoji 可

以减少 32.9％的错误。类似地，SEntiMoji 可以在 JIRA-E2数据集的 19 个指标中的 18

个上超过 MarValous。 

其次，将 SEntiMoji 与 EmoTxt-Down进行比较。EmoTxt-Down 的一个明显优势是，

在 JIRA-E1 数据集和 SO-E 数据集的 10 个任务中的七个上取得了最高的 recall。这可

以归因于，EmoTxt-Down 通过采样训练数据保证了各类别均衡。相比之下，SEntiMoji

基于不均衡数据训练，因此，倾向于将测试样本预测为占比较大的类别（即，没有情

绪）。在这种情况下，SEntiMoji 无法找到与 EmoTxt-Down 一样多的情绪样本，导致

recall 偏低。但是，EmoTxt-Down 的缺点也很明显，其对情绪样本的 precision 通常远

低于 SEntiMoji。例如，在 SO-E数据集的 sadness检测任务中，SEntiMoji 在 sadness 样

本上取得的 precision 是 EmoTxt-Down 结果的三倍以上。EmoTxt-Down 的这一缺点同

样归因于其采样策略。由于 JIRA-E1 和 SO-E数据集中缺少情绪样本，为了实现各类别

的分布均衡，EmoTxt-Down 需要过滤掉大量非情绪样本。这使得 EmoTxt-Down缺乏关

于非情绪样本的知识，加大了将非情绪样本判断为蕴含情绪的可能性，继而导致情绪

样本的 precision 较低。相比之下，SEntiMoji 可以在 precision 和 recall 之间取得更好的

平衡（即，更高的 F1-score）。 

Emoji-Powered Sentiment and Emotion Detection from So�ware Developers’ Communication Data 1:19

Table 6. McNemar’s statistics between the results of SEntiMoji and other existing senti-
ment detection methods on di�erent datasets, with adjusted ?-values in parentheses.

SentiStrength SentiStrength-SE SentiCR Senti4SD
JIRA 231.843 (0.000) 62.510 (0.000) 23.616 (0.000) 85.708 (0.000)
Stack Over�ow 95.394 (0.000) 128.548 (0.000) 76.963 (0.000) 38.686 (0.000)
Code Review 102.202 (0.000) 55.840 (0.000) 7.320 (0.025) 19.711 (0.000)
Java Library 160.160 (0.000) 69.522 (0.000) 20.556 (0.000) 40.786 (0.000)
Uni�ed-S 377.202 (0.000) 154.756 (0.000) 99.070 (0.000) 91.187 (0.000)

注:�该表格中所有报告结果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5.1 RQ1: How does SEntiMoji perform compared to existing sentiment detection
methods in SE?

To answer RQ1, we compare SEntiMoji with four existing sentiment detection methods (i.e., Sen-
tiStrength, SentiStrength-SE, SentiCR, and Senti4SD) on �ve benchmark datasets (i.e., JIRA, Stack
Over�ow, Code Review, Java Library, and Uni�ed-S datasets). We summarize the performance of
all the methods in Table 5. For each combination of dataset and metric, we highlight the best result
with shading.

Analysis: At a glance of the results in Table 5, we observe that SEntiMoji can achieve the best
performance on most metrics. In terms of macro-F1, it can outperform existing methods with an
average increase of 0.036 on the �ve datasets. Next, we analyze the results thoroughly.
We �rst compare SEntiMoji with the most widely used SentiStrength, which is an o�-the-shelf

sentiment detection tool without any SE-customized e�orts. On JIRA, Stack Over�ow, Code Review,
Java Library, and Uni�ed-S datasets, the macro-F1 obtained by SEntiMoji is 0.154, 0.060, 0.168, 0.185,
and 0.078 higher than that obtained by SentiStrength, respectively. By comparison, the di�erence
on the Stack Over�ow dataset is the smallest, only 0.060. This “outlier”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creation process of the Stack Over�ow dataset. Calefato et al. [10] created this dataset by sampling
the originally collected posts based on their sentiment scores computed by SentiStrength. It is
easier for SentiStrength to correctly classify the samples selected by itself, which thus results in
a relatively small performance gap between SEntiMoji and SentiStrength on the Stack Over�ow
dataset.
Then we want to compare SEntiMoji with the SE-customized methods (i.e., SentiStrength-SE,

SentiCR, and Senti4SD). In general, SentiCR performs the best among the three existing methods
as it can achieve the highest accuracy and macro-F1 on each dataset except the Stack Over�ow and
Uni�ed-S datasets. On the Stack Over�ow and Uni�ed-S datasets, it performs slightly worse than
Senti4SD. Similarly, Islam and Zibran [49] also found that Senti4SD can achieve the highest accuracy
on Stack Over�ow dataset. It is reasonable that the semantic features used by Senti4SD are extracted
based on the embeddings trained on a large scale Stack Over�ow corpus, and thus Senti4SD is
more knowledgeable than SentiCR when dealing with Stack Over�ow posts in Stack Over�ow
and Uni�ed-S datasets. As SentiCR has an obvious advantage over other existing SE-customized
methods in general, we then just compare SEntiMoji with it.
Compared to SentiCR, SEntiMoji obtains a better result in 54 out of 62 metrics. In terms of

macro-F1, SEntiMoji outperforms SentiCR on all the datasets, with an average increase of 0.044.
Similarly, SEntiMoji can achieve a higher accuracy level. For example, on the JIRA dataset, the
accuracy scores obtained by SEntiMoji and SentiCR are 0.904 and 0.872, respectively. In other words,
their error rates are 0.096 and 0.128, respectively. It indicates that SEntiMoji can reduce 25% of the
samples misclassi�ed by SentiCR on the JIRA dataset. In addition, when carefully inspecting the

ACM Trans. Softw. Eng. Methodol., Vol. 1, No. 1, Article 1. Publication date: Januar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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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SEntiMoji 与软件工程领域现有情绪分析方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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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比较 SEntiMoji 与 EmoTxt-No。在几乎所有指标上，SEntiMoji 都可以超

过 EmoTxt-No。EmoTxt-No 的主要缺点是 recall低（尤其是在 JIRA-E1 和 SO-E数据

集上）。例如，在 JIRA-E1数据集的 love检测任务中，EmoTxt-No 在 love 样本上的

recall仅为 0.066，而 SEntiMoji取得的 recall 为 0.674。在 SO-E数据集的 surprise检

测任务中，EmoTxt-No 甚至无法区分 surprise 样本和非 surprise 样本，从而将所有测

试样本均归为非 surprise。①EmoTxt-No 在这两个数据集上的低 recall 可以归因于数据

集中情绪样本的稀缺，这种稀缺导致了 EmoTxt-No缺乏关于情绪样本的知识，从而

只能正确识别出少量情绪样本。相比之下，SEntiMoji 是基于富含情绪信息的大规模

绘文字数据训练得到的，所以可以有效缓解这一问题。 

 
① 因为所有测试样本都被分类为非 surprise，无法为 surprise 类别计算出 precision 和 F1-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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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SEntiMoji 与软件工程领域现有情绪分析方法的 McNemar 检验结果（括号中为校正后

的 p值） 

 

 

最后，将 SEntiMoji 与 ESEM-E进行比较。尽管在 SO-E数据集的 surprise 任务中，

ESEM-E取得的 macro-F1值比 SEntiMoji 高，但是，在其他所有任务中，其 macro-F1

均低于 SEntiMoji。此外，在所有任务中，SEntiMoji 的 accuracy均高于 ESEM-E。 

为了验证 SEntiMoji 在情绪分析任务上的优越性是否显著，对于每个数据集，将

SEntiMoji 与每个基线方法预测出的结果进行 McNemar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5.7所示。

结果表明，SEntiMoji 在除 JIRA-E1数据集的 joy检测任务以及 SO-E数据集的 fear 和

surprise 检测任务以外的所有任务中，都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优于现有情绪分析

方法。在 JIRA-E1数据集中，被标注为 joy 的样本仅占 12.4%，远少于被标注为其他三

种情绪的样本。这样的样本分布导致了 JIRA-E1数据集上的 joy检测任务极其困难，就

连 SEntiMoji也无法取得显著超过现有方法的表现。类似地，fear检测和 surprise检测

是 SO-E 数据集上最难的两个任务，因为标注为这两类情感的样本只占总样本的 2.2%

和 0.9%。以 SO-E数据集上的 surprise检测任务为例，考虑到超过 99%的样本被标注为

非 surprise，该检测任务极其困难。在此情况下，EmoTxt-No 甚至无法正确识别任何一

条 surprise 样本。虽然 SEntiMoji 不像 EmoTxt-No 一样表现得如此之差，但也无法取得

显著超过现有方法的表现。 

5.5.3.3 ëí 3.3ì«øπ∫xy°' SEntiMoji.öa»T…gù 

SEntiMoji 在绝大多数基准数据集上显著超过现有方法，本节将深入探究其效果背

后的原因（即，哪种训练数据对 SEntiMoji 的效果贡献较大），给未来的研究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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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SEntiMoji 在 JIRA-E1 数据集的 joy 检测任务以及 SO-E 数据集的 fear 检测和

surprise 检测任务上没有显著超过现有方法，此处不考虑这三个任务。在其余任务上，

比较了 SEntiMoji及其变体的表现，以度量不同训练数据的贡献。 

GitHub数据 vs. 推文数据：首先，将 SEntiMoji 与 SEntiMoji-G1、SEntiMoji-G2 和

SEntiMoji-T进行比较，以度量 GitHub数据和推文数据的贡献。这四种方法使用了相同

的模型架构和相同的标签数据，仅在表征模型的学习过程中使用了不同的外部数据。

具体而言，SEntiMoji 使用推文数据学习了通用的情感知识，并使用 GitHub 数据学习

了软件工程的领域知识；相比之下，SEntiMoji-G1 和 SEntiMoji-G2 仅使用 GitHub 数

据，而 SEntiMoji-T仅使用推文数据。这四种方法在情感分析和情绪分析任务上的表现

报告于表 5.8 和表 5.9。此外，为了评估表现差异的显著性，采用了McNemar检验，比

较了 SEntiMoji-G1、SEntiMoji-G2 和 SEntiMoji-T 与 SEntiMoji，检验结果如表 5.10所

示。下面，将具体分析比较结果。 

情感分析结果的分析：如表 5.8所示，SEntiMoji-T取得了与 SEntiMoji 相当的结果，

在五个基准数据集上，相较于 SEntiMoji，SEntiMoji-T 的 macro-F1平均下降仅 0.013。

在 Unified-S数据集上，SEntiMoji-T 甚至取得了比 SEntiMoji更高的 macro-F1。统计检

验的结果也表明，SEntiMoji 和 SEntiMoji-T表现相当。如表 5.10所示，在五个情感分

析的基准数据集上，SEntiMoji和 SEntiMoji-T之间的表现差异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 

相比之下，SEntiMoji-G1 和 SEntiMoji-G2 较 SEntiMoji 而言，表现下降更为明显。

具体而言，就 macro-F1 而言，SEntiMoji-G1 和 SEntiMoji-G2 相较于 SEntiMoji，平均

下降 0.091 和 0.174，是 SEntiMoji-T 下降量的 7 倍和 13 倍。此外，SEntiMoji-G1 和

SEntiMoji-G2 失去了基于绘文字的方法在 Java Library 数据集的 precision 上的优势。 

具体而言，SEntiMoji-G1 和 SEntiMoji-G2 在 Java Library数据集的负面样本上所取得的

precision分别为 0.489 和 0.311，远低于 SEntiMoji（0.729）和 SEntiMoji-T（0.734）所

取得的 precision。此外，表 5.10中的检验结果表明，在五个情感分析的基准数据集上，

SEntiMoji均可显著优于 SEntiMoji-G1 和 SEntiMoji-G2（p-value= 0.000）。 

情绪分析结果的分析：如表 5.9所示，SEntiMoji-T 与 SEntiMoji 在情绪分析任务上

取得了相当的结果。就 macro-F1 而言，SEntiMoji-T 在三个任务上表现优于 SEntiMoji，

平均提高了 0.008；在剩余的九个任务上，SEntiMoji-T 的表现稍差，但是，与 SEntiMoji

相比，macro-F1平均下降仅 0.009。表 5.10中的检验结果进一步表明，在 12 个情绪分

析任务中的 11 个上，SEntiMoji 和 SEntiMoji-T 之间的表现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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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SEntiMoji 与 SEntiMoji-G1/G2/T 在软件工程领域情感分析任务上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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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SEntiMoji 与 SEntiMoji-G1/G2/T 在软件工程领域情绪分析任务上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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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SEntiMoji 与 SEntiMoji-G1/G2/T 的 McNemar 检验结果（括号中为校正后的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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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SEntiMoji-T 与 T-80%/60%/40%/20%在软件工程领域情感分析任务上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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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SEntiMoji-T 与 T-80%/60%/40%/20%在软件工程领域情绪分析任务上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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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SEntiMoji-T 与 T-80%/60%/40%/20%的 McNemar 检验结果（括号中为校正后的 p值） 

 

相比之下，SEntiMoji-G1 和 SEntiMoji-G2 的表现明显差于 SEntiMoji。例如，在

JIRA-E2数据集上，SEntiMoji-G1 和 SEntiMoji-G2取得的 macro-F1 为 0.596 和 0.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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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比 SEntiMoji低 0.267 和 0.294。此外，表 5.10中的检验结果表明，SEntiMoji 在 12

个情绪分析任务中的 11 个上表现显著优于 SEntiMoji-G1/G2。 

上述对情感分析和情绪分析结果的分析表明，SEntiMoji-T 可以获得与 SEntiMoji 相

当的表现，而 SEntiMoji-G1/2 的表现明显差于 SEntiMoji。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推文

数据比 GitHub数据对 SEntiMoji 的贡献更大。 

标签数据的贡献：下面，度量标签数据的贡献。为此，将 SEntiMoji-T及其变体（即，

T-80％、T-60％、T-40％和 T-20％）进行比较，以验证模型的表现是否随标签数据的减

少而下降。这五种方法均仅使用推文数据进行表征模型学习，并且仅从标签数据中学

习软件工程的领域知识，唯一的区别是它们使用的标签数据的数量不同。这些方法在

情感分析和情绪分析任务上的表现汇总于表 5.11 和表 5.12。此外，为了评估表现差异

的显著性，采用了McNemar检验，比较了 T-80％、T-60％、T-40％和 T-20％与 SEntiMoji-

T，检验结果如表 5.13所示。下面，将具体分析比较结果。 

情感分析结果的分析：表 5.11列出了 SEntiMoji-T及其变体在情感分析任务上的表

现。可以观察到，当使用 80％的标签数据时，T-80％表现与 SEntiMoji-T 相当。就 macro-

F1 而言，T-80％在 Code Review数据集上甚至比 SEntiMoji-T取得了更好的结果（尽管

仅提升 0.011）；在 Unified-S数据集上，SEntiMoji-T 和 T-80％取得的 macro-F1 相同；

在其余三个数据集上，T-80％的表现略逊于 SEntiMoji-T，平均下降 0.01。但是，当使

用 20％的标签数据进行训练时（即，T-20％），表现明显下降。一方面，在几乎所有

指标上，T-20％的表现都比 SEntiMoji-T差。另一方面，就 macro-F1 而言，T-20％相较

于 SEntiMoji-T平均下降了 0.056。 

为了直观地理解减少标签数据的数量所带来的表现差异，下面基于表 5.13 中的检

验结果展开进一步分析。在情感分析的每个基准数据集上，SEntiMoji-T 和 T-80％之间

的表现差异在统计意义上均不显著，这与上文观察到的这两种方法表现相当的结论一

致。在 JIRA数据集和 Code Review数据集上，直到剩下仅 20％的标签数据，效果才会

变得显著差。但是，在 Stack Overflow数据集和 Unified-S数据集上，即使保留了 60％

的标签数据，效果也会显著变差，并且随着标签数据的减少，变体与 SEntiMoji-T 的表

现差距越来越大。 

情绪分析结果的分析：表 5.12列出了 SEntiMoji-T及其变体在情绪分析任务上的表

现。可以观察到，T-80％可以取得与 SEntiMoji-T 相当的表现，这与上文在情感分析任

务中的发现是一致的。具体地，就 macro-F1 而言，SEntiMoji-T 在五个任务中的表现优

于 T-80％，而 T-80％在七个任务中的表现优于 SEntiMoji-T。在许多任务中，即使仅使

用 20％的标签数据，T-20％表现仍可与 SEntiMoji-T 相当。例如，在 JIRA-E1数据集的

sadness 检测任务中，SEntiMoji-T 和 T-20％取得的 macro-F1 为 0.873 和 0.872，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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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 的微小差距。但是，在某些任务上，使用少量的标签数据可能会导致表现显著下

降。例如，在 JIRA-E1 数据集的 anger 检测任务上，T-20％所取得的 macro-F1 比

SEntiMoji-T低 0.087。 

最后，基于表 5.13，分析 SEntiMoji-T 与其变体的 McNemar检验结果。在 12 个情

绪分析任务的 11 个中，去除了 60％的标签数据（即，T-40％）仍可取得与 SEntiMoji-

T 相当的表现。此外，在五个任务中，即使去除 80％的标签数据（即，T-20％），表现

仍然相当。 

基于以上对情感分析和情绪分析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一定数量的标签数据对于

某些任务（例如，Stack Overflow 数据集和 Unified-S 数据集上的情感分析任务）至关

重要。但是，在大多数任务上，大量的推文数据和较少的标签数据的结合就能够获得令

人满意的结果，这表明了推文数据包含的通用情感知识的重要性。 

5.6 BC 

本章介绍了针对基于交互文本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的领域现状所提出的关键技术，

即，基于迁移学习的领域特定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 SEntiMoji。该技术使用社交媒体

领域和目标领域的泛在交互文本使用数据，缓解目标领域动态用户情境人工标签数据

不足的问题。具体而言，SEntiMoji首先通过表征学习从社交媒体领域和目标领域的泛

在交互文本使用数据中学习隐式特征，其次通过迁移学习将这些特征中蕴含的知识迁

移到目标领域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中。最后，以软件工程领域的情感、情绪分析任

务作为领域特定动态用户情境解析的典型实例，验证了 SEntiMoji 的效果。实验结果表

明，SEntiMoji 在 20 个基准任务上，解析效果均显著优于 15 个基线方法，平均准确率

达到 0.908，错误率降低约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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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L 

6.1 23-.kC 

本文关注基于交互文本的用户情境解析，具体而言，包括基于交互文本的静态用

户情境解析和动态用户情境解析。通过对相关研究工作的系统总结，归纳出现有技术

存在一定的问题：现有基于交互文本的静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对大量用户交互文本进

行存储和处理，增加了访问和泄露用户隐私的风险；现有基于交互文本的动态用户情

境解析技术主要针对特定语言（即，英语）和特定领域（即，社交媒体领域），造成了

在其他语言和其他领域的人工标签数据稀缺，继而解析效果不佳。针对上述问题，本文

提出了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用户情境解析方法框架及其关键技术，并实现了一组API，

可供各类客户端调用。 

一方面，泛在交互文本被世界各地用户广泛使用，且不同静态用户情境的用户在

泛在交互文本的使用上存在异质性。本文使用泛在交互文本在特定情况下代替传统交

互文本，用于静态用户情境解析，以降低隐私风险。具体而言，提出了基于监督学习的

静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 EmoLens。EmoLens 基于实证分析开展特征工程，从用户的泛

在交互文本使用数据中提取出对静态用户情境具有区分度的显式特征，使用机器学习

算法，采用监督学习的方式训练得到静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 

另一方面，泛在交互文本在各语言、各领域的文本交互过程中常被用于表达情感、

情绪、语义等信息。本文使用泛在交互文本作为各语言、各领域中的情感等动态用户情

境的代理标签，有效缓解了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中非英语和非社交媒体领域人工标签数

据不足的问题。具体而言，提出了基于迁移学习的跨语言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 ELSA

和基于迁移学习的领域特定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技术 SEntiMoji。ELSA 和 SEntiMoji 从

公共平台爬取大量包含泛在交互文本的数据，通过表征学习的方式从中提取泛在交互

文本使用的隐式特征，再通过迁移学习的方式将蕴含在这些特征中的知识迁移到目标

语言、目标领域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模型中。 

本文开展了一系列实验，验证了上述三项技术的效果。具体而言，系统性的对比实

验分析表明，本文提出的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用户情境解析方法，在静态用户情境解

析任务上，降低用户隐私风险的同时，可以取得和基于传统交互文本的技术相当的表

现；在动态用户情境解析任务上，可以克服特定语言、特定领域人工标签数据不足的问

题，取得显著超过现有技术的解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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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lm-.no 

在本文基础上，下一步的研究构想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实证分析泛在交互文本的更多特性。本文提出的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用户情境

解析方法框架的洞见来自于泛在交互文本的泛在性、使用异质性、多功能性等特性。未

来考虑通过对公开社交媒体数据进行分析或者与输入法等产业界应用开展进一步合作，

实证挖掘泛在交互文本的更多特性，并基于这些特性有针对性地优化基于泛在交互文

本的用户情境解析方法。此外，可以考虑对于新生代泛在交互文本（例如，贴纸、表情

包等）的特性分析和利用。 

2. 结合前沿深度学习技术，提升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静态用户情境解析的效果。

本文为了提取对于静态用户情境具有区分度的特征，采用了基于实证分析的特征工程，

然后使用传统机器学习算法开展训练。在下一步研究中，为了进一步提升解析效果，可

以考虑结合前沿深度学习技术，开展特征工程。 

3. 定性分析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的错误样例，有针对性地提升

其解析效果。未来考虑收集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动态用户情境解析方法在跨语言、领

域特定解析任务中错误分类的样本，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提炼和归纳出错误的原因，

并基于这些原因探索有针对性的机器学习技术，从而提升解析效果。 

4. 在真实环境和应用中部署基于泛在交互文本的用户情境解析的关键技术，开展

用户实验。本文虽然使用了大规模的真实用户数据，但大部分实验还是通过线下验证

的形式开展。因此，可以考虑将所提技术集成到一些具体的应用（例如，输入法应用等）

中，然后招募志愿者使用这些应用，进一步验证本文所提技术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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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震鹏，1994 年 12 月生于江苏省南通市。2012 年 9 月考入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

术学院，2016 年 7月本科毕业并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和经济学学士学位；2016 年 9月进

入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攻读理学硕士学位，2018 年 9月

硕转博，攻读理学博士学位至今。 

研究生期间，获评 20余项校级及以上奖学金和荣誉： 

• 2021 年，北京市优秀毕业生 

• 2021 年，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 

• 2020 年，北京大学“学生五·四奖章” 

• 2020 年，北京大学“学生年度人物” 

• 2020 年，国家奖学金 

• 2020 年，华为奖学金 

• 2020 年，北京大学优秀共产党员 

• 2020 年，北京大学三好学生标兵 

• 2020 年，北京大学校长奖学金 

• 2020 年，北京大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 2019 年，微软学者 

• 2019 年，国际万维网大会（WWW）最佳论文奖 

• 2019 年，国家奖学金 

• 2019 年，北京大学校长奖学金 

• 2019 年，唐立新奖学金 

• 2019 年，北京大学学术创新奖 

• 2019 年，北京大学三好学生 

• 2018 年，电科十四所国睿奖学金 

• 2018 年，北京大学学术创新奖 

• 2018 年，北京大学三好学生标兵 

• 2018 年，北京大学校长奖学金 

• 2017 年，国家奖学金 

• 2017 年，北京大学三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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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譞哲, 陈震鹏, 沈晟, 陆璇, 马郓, 黄罡. 一种基于 emoji 的跨语言情感分析方法

和装置. 申请号 201810678889.7（已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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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一句“你好”，2021 年一句“再见”，九年燕园青春，弹指一瞬。往昔时光虽

已走远，但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却铭记于心。回顾这九年，离不开老师、同学、朋友、家

人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聊表寸心，以示感激。 

感谢杨芙清院士。作为中国软件工程领域的开拓者，您为中国软件工程事业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感谢您创建了北京大学软件工程所，让我可以在国内一流的研究团

队中，与优秀的同侪一起，从事科学研究、领略科研魅力。 

感谢我的导师梅宏教授。九年前本科入学时，您作为院长将我带入信息科学技术

学院的大门。三年前，有幸作为您的学生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您成为我在科研道路上的

引路人。您的悉心培养与指导帮助我快速成长，您的一丝不苟、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让

我终生受益。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和鼓励，我将一生铭记于心。 

感谢我的协助指导老师刘譞哲副教授。从我大二进组到如今博士即将毕业，您在

我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早期，您手把手带着我前行，细致入微地对我进行指导，为

我的科研之路保驾护航。后来，您鼓励我做自己想做的研究，培养我独立科研的能力。

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我将继续以您为榜样，砥砺前行。 

感谢黄罡教授。作为实验室的掌舵人，您带领着我们在学术汪洋中乘风破浪。每次

和您讨论，都会被您的深刻见解所折服，您看待问题的深度与广度让我敬佩。每当迷茫

时，找您聊天，您总是能高瞻远瞩地为我指点迷津，带我走出困境。感谢您一直以来的

信任与帮助，未来我也将带着您的期许，继续努力。 

感谢密歇根大学的梅俏竹教授、北京大学的谢涛教授和北京邮电大学的王浩宇副

教授。和您们合作，得您们指导，我感到无比幸运，您们的无私帮助使我的科研之路更

加顺畅。 

感谢谢冰教授、胡振江教授、陈向群教授、周明辉教授、张颖研究员、熊英飞副教

授、赵海燕副教授、陈鸿婕副教授、孙艳春副教授、邹艳珍副教授等软件工程研究所的

各位老师。感谢您们在我博士期间给予我的帮助和指导，让我不断进步。 

感谢马郓、陆璇、柳熠、李豁然、徐梦炜、艾苇、余美华、蔡华谦、张舒汇、姜佳

君、王博、张洁、朱家鑫、陈俊洁等师兄师姐，感谢沈晟、曹雁彬、姚惠涵、胡子牛、

刘渊强、谷典典、吴恺东、罗超然、张溯、田得雨、杨程旭、韩佳良、郑舒宇、赵宇昕、

王启鹏、温金凤、刘恺博、林福气等实验室的同学们、师弟师妹们，感谢娄一翎、王潮、

梁晶晶、武健宇、高恺、周建祎、曾有为、刘兆鹏、谭鑫、孙泽宇、王冠成、陈潇漪、

任路遥、何昊等软件工程所的朋友们，感谢施顶立、何娴、梁锦涛等燕园结识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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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们在我的生活、学习、科研等方方面面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愿你们一切顺利，愿

我们友谊长存。 

感谢熊校良老师、杨森老师、牟晓晨老师、贺凌老师、李子奇老师、吴扬老师等学

院的师长们，感谢您们对我的信任，将学院的许多学生工作交由我负责，锻炼了我的组

织管理能力，同时，感谢您们一直以来对我工作的支持。感谢 2016级本科计算机 4班

的全体同学，有幸担任你们的辅导员，与你们一起成长四年，我感到无比幸福。感谢研

究生计算机软件 1 班的全体同学，感谢你们五年来对我工作的支持，希望我们这个班

集体在新任班长的带领下更上一层楼。 

感谢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感谢你们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爱，并且一直以来

做我最坚强的后盾，伴随我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