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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LP 模型的影评情感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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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对互联网电影资料库（Internet Movie Database，IMDb）内的影评文字进行情感分析并保证较高的准
确率，提出了基于多层感知机（multilayer perceptron，MLP）模型的情感分析算法。通过使用 Keras 内置的
Tokenizer 模块建立字典，利用字典将影评文字进行预处理后，通过 Keras 框架构建 MLP 模型并训练，对训练
后模型的准确率进行评估，最后对测试集的影评进行情感分析。测试结果显示，训练后的模型对影评情感分
析具有较高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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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motion analysis of film review based on
MLP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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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emotion of film review in Internet Movie Database (IMDb) and ensure
high accuracy, an emotion analysis algorithm based on multilayer perceptron (MLP) model is proposed.
The built-in Tokenizer module of Keras is used to build a dictionary, and the film review text is
preprocessed by the use of the dictionary. MLP model is build through the Keras framework and trained,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trained model is evaluated, finally the emotion analysis of film review in the test
set is performed.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ined model has a high accuracy in the emotion analysis of
film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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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情感分析又称意见挖掘，它是一种情感判断类别技术。情感分析技术[1]根据分析对象的区别也有不

同的分类，有的是根据一段文本分析出作者的情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即文本情感分析技术[2]，有的
则是根据图文信息来进行情感分类，即图文信息情感分类技术[3]。NASUKAWA 等[4]在 2003 年发表了最
初的情感分析技术研究的相关论文。这项技术的使用可以极大地提高人们对事物的理解效率，其应用领
域也很广泛。例如在购物网站上，人们一般会通过平台发表对商品的评价，商家可以利用情感分析技术
快速地处理这些评价数据，以此来对客户对所购买商品的使用体验有一个总体的了解，从而作出更好的
营销策略。还有一些炒股者使用情感分析技术来获知大众对于某家公司、某个行业的看法态度来选择买
卖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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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技术

1.1

M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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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P 即人工神经网络，其结构分别由多个神经元组成的输入、输出
和隐藏这三层模块构成[5]。在 MLP 中的各个神经元都有与之相连接的其
他个体以供神经元之间的数据传播。
由图 1 可知，MLP 每层都相互联系，除输入层外，每一层的输出为
f (WX+b)，其中，X 为向量，表示上一层的值，W 为对应层权重，b 为
对应层偏置，f 为激活函数。使用激活函数解决了神经元之间线性关系
较强的问题，并增强了神经网络的灵活性，使其应用范围更广。
1.2

反向传播算法

图1
Fig. 1

MLP 结构

Architecture of MLP

反向传播算法[6]是训练人工神经网络的常见方法，并与优化器结合使用。作为一种有监督的学习方
法，使用时必须输入特征值与标签。进行训练时，训练数据被分为多批，每读取一批数据进行一次反向
传播算法训练。数据被处理后产生的特征值被送入模型，训练得出输出值，再与其标签真实值通过损失
函数计算误差，优化器根据误差对模型的权重和偏差进行更新，模型最终得到优化。流程如图 2 所示。

2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模型训练和测试所用数据来自 IMDb，现为亚马逊旗下网站。IMDb 共有 50 000 条影评数据，其中

一半为训练数据，另一半为测试数据，所有影评数据均用“正面评价”或“负面评价”进行标记。由于
IMDb 内的影评全部是由文字组成，而深度学习模型只能接受数字数据，所以必须建立一个字典将文字
转换为数字。因为影评数据量太大，有些不常见的文字会不利于训练模型，通过读取训练数据，找出出
现次数最多的 5 000 个英文单词并将其放入字典中，在字典中每个英文单词都有相对应的一个数字。在
使用字典进行数据转换时，由于每一条影评文字长度不固定，为使转换后的数字数据能够送入模型进行
训练，将转换后的数字列表进行长度统一化处理，处理原则为长度大于 300 的数字列表，将截去数字列
表前面的数字，对于长度不足 300 的数字列表将在数字列表前补 0，使其长度为 300.

3

模型训练与测试

3.1

模型构建与训练
先通过 Keras 框架提供的 Tokenizer 模块建立一个字典，通过字典将文字数据处理为数字列表，再将

数字列表转换为向量列表以供 MLP 模型训练。训练流程图如图 3 所示。
嵌入层：将数字列表转换为对应 32 维向量列表。仿照文献[7]的实验另添加 Dropout 函数，以避免过
度拟合。
平坦层：数字列表每一项有 300 个数字，每一个数字转换为 32 维的向量，转换为平坦层的神经元有
9 600 个。
隐藏层：共有 256 个神经元，激活函数定义为 relu.
输出层：共有一个神经元，输出为 1 代表正面评价，0 代表负面评价，激活函数定义为 sigmoid[8].
使用反向传播算法进行训练，将 25 000 条训练数据的 80%划为训练数据，其余 20%划为验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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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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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反向传播算法流程图

Fig. 3

Flow chart of back propagation algorithm

训练流程图

Training flow chart

先用 compile 方法对训练模型进行设置，设置损失函数参数为 binary_crossentropy，优化器选定为 adam[9]，
评估模型标准为准确率。使用 model.fit 进行训练，共训练 9 个周期，每一批次处理 300 条数据。为验证
字典大小和统一处理后的数据列表长度对准确率造成的影响，添加了字典容量为 5 000，数据列表长度为
100 的对照组 1，以及字典容量为 2 000，数据列表长度为 300 的对照组 2. 两个对照组和实验组训练后的
准确率结果如图 4～图 6 所示。

图4
Fig. 4

图5

对照组 1 准确率执行结果

Accuracy implementation results of control group 1

Fig. 5

对照组 2 准确率执行结果

Accuracy implementation results of control group 2

由图 4～图 6 可知，随着训练周期增长，两个对照组和实验组训练准确率一直在增加，但实验组的
验证准确率要平均高于两个对照组。通过对比可得出，字典容量或数据列表长度增加，验证准确率也会
随之增加。
3.2

模型准确率测试
利用测试数据集评估模型的准确率，最终得出对照组 1 和对照组 2 模型的准确率分别为 0.822 5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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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6 9，实验组模型的准确率为 0.861 4. 通过结果可
得出，字典容量或数据列表长度增加，模型的测试准
确率也会增加。

4

结论
通过实验验证了 MLP 模型对影评进行情感分析

的可行性，字典的容量和统一处理后的数据列表长度
会影响模型的情感分析准确率，若字典的容量或数据
列表长度增加，模型的准确率也会随之增加。理论上
可以通过改变参数进行多次实验找到更为合适的参
数值，从而进一步提高情感分析的准确率。

图6
Fig. 6

实验组准确率结果

Accuracy results of experimenta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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