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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有的基于深度学习的情感原因发现方法往往缺乏对文本子句之间关系的建模，且存在学习过
程不易控制、可解释性差和对高质量标注数据依赖的不足。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结合规则蒸馏
的情感原因发现方法。该方法使用层次结构的双向门限循环单元(Bi-GRU)捕获词级的序列特征和子句之间
的潜层语义关系，并应用注意力机制学习子句与情感关键词之间的相互联系，同时结合相对位置信息和残
差结构得到子句的最终表示。在此基础上，通过知识蒸馏技术引入逻辑规则，从而使该模型具有一定的可
控性，最终实现结合逻辑规则的情感原因发现。在中文情感原因发现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显示，该方法达
到了目前已知的最优结果，F1 值提升约 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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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 Cause Extraction Combined with Regular Disti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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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zhen, Guangdong 518055, China)
Abstract: Existing deep learning-based emotion cause extraction methods often lack the ability of modeling
the latent seman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uses. Besides, these methods are totally uncontrollable, uninterpretable
and highly dependent on high-quality annotation data.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this paper proposes an
emotion cause extrac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rule distillation. In this method, a hierarchical bidirectional gated
recurrent unit (Bi-GRU) is used to capture the sequence features of the word level and the latent seman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lauses. The final representation of clauses is obtained by combining the position
information and the residual structure. Besides, the attention mechanism is applied to learn the latent seman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lause and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 Furthermore, an adversarial-based knowledge
distillation architecture is introduced to combine the logic rules and the deep neural network.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n the Chinese emotion cause extraction dataset show that proposed method outperforms the
state-of-the-art by 0.02 in F1.
Key words: emotion cause extraction；hierarchical attention network；domain knowledge；knowledge
disti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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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 着 互 联 网 的 飞 速 发 展 ， Twitter 、
Facebook 和微博等社交网络被广泛使用，因
而产生了大量蕴含丰富情感的文本内容，这
为文本情感原因发现工作提供了大量的研
究资源。
文本情感分析任务的主要目标是识别
出文本中蕴含的情感倾向性，但是在实际应
用中，往往需要挖掘更加丰富的情感信息。
以舆情监督为例，只知道舆论的倾向性并不
足以提供疏导民意的方案，如果能找到舆情
的来源或原因，就能提出更有针对性的解决
方案。情感原因发现这一任务的提出正是旨
在解决对情感“追根溯源”的问题，即找到
文本中触发情感表达的源头。下面给出一个
情感原因发现的例子。

例：<1>上午 10 时，<2>李世铭一家闻
讯后赶到侯马市公安局，<3>门口看到失而
复得的儿子，<4>一家人忍不住泪流满面。
该段文本包括四个子句，子句以逗号、
句号、分号等标点符号划分，其中粗体部分
为情感原因，下划线部分为情感关键词，情
感关键词所在句为情感中心句，情感原因发
现任务的目标是在给定情感关键词的情况
下识别包含情感原因的子句。例 1 中情感关
键词为子句<4>中的“泪流满面”
，情感原因
为子句<3>，在其他样例中情感原因可能为
多个子句。
目前，情感原因发现方法主要包括基于
规则和统计机器学习的方法以及基于深度
学习的方法。基于规则和统计机器学习的情
感原因发现方法[1-3]的主要思路是利用一些
语言学特征构建情感原因发现规则集，随后
对文本中的原因事件进行定位，或者将规则
匹配结果作为特征使用机器学习分类器分
类。此类方法的缺点是需要人工构造大量规
则集且制定的规则并不能完全覆盖所有的
语言现象，而且规则的指定、特征的提取和
筛选需要经验指导。同时，该方法还缺乏对
序列关系的建模，忽略了上下文语义信息。
基于深度学习的情感原因发现方法[4,5]使用

深度神经网络学习词语、句子和篇章的向量
化表示，并建模文本序列信息以及情感词和
文本之间的关系。然而，深度神经网络的训
练往往依赖于高质量标注数据，缺乏对人工
规则集等资源的有效利用。从以往的研究工
作中看到，仅在深度模型的基础上采用规则
后处理的方法不仅增加了预测过程的计算
复杂性，也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然而，深
度神经网络有着可解释性弱和可控性差等
缺点。
对以上缺点，本文提出一种结合规则蒸
馏 的 情 感 原 因 发 现 方 法 (Rule Distilled
Hierarchical Attention Network, RD-HAN)。
通过基于 Bi-GRU 的层次注意力网络模型对
文本序列建模，既能从正向词序和逆向词序
分别提取句子内部的语义信息，又能结合上
下文句子的语义特征，得到包含丰富语义信
息的文本编码。同时，通过注意力机制，在
文本建模的过程中根据各部分与情感关键
词的相关度赋予不同的注意力权重，从而使
得重要的语义特征能够被有效利用。同时，
在神经网络中引入情感原因发现早期研究
中人工提取的专家规则，利用规则指导神经
网络的学习，并利用知识蒸馏技术将逻辑规
则迁移到网络参数中。实验结果显示，相对
过去的基线模型，结合了位置向量和残差结
构的层次注意力网络模型取得了明显的性
能提升。在此基础上，引入规则蒸馏后的
RD-HAN 方法表现出了更好的性能。
本文将在第 1 节介绍情感原因发现和知
识蒸馏的相关工作，在第 2 节介绍结合规则
蒸馏的情感原因发现方法的模型结构和原
理，第 3 节对实验数据集进行介绍，并分析
实验结果，最后一节对本文的工作进行总结
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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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工作

现有的情感原因发现方法包括基于规
则集和机器学习的方法以及基于深度学习
的方法。Lee 等[1]提出了一个情感原因发现
人工规则集，并标注了第一个情感原因发现
语料库。利用该规则集，Lee 等[2]还提出了

一种基于规则匹配的情感原因发现方法，并
在上述语料上做了情感原因发现实验。以上
基于规则集的情感原因发现方法具有很好
的可解释性和可控性，但是需要人工构造规
则集。Gui 等[3]将规则集的匹配结果作为部
分特征，加上其他语言学特征使用多核
SVM 对情感原因子句进行分类，取得了不
错效果。Gui 等[4]首次将深度学习方法引入
情感原因发现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卷
积操作的深度记忆网络，对以后研究工作有
很大启发。Ding 等[5]认为除了文本内容之外，
相对位置和全局标签也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因此引入相对位置嵌入学习算法，很好的建
模了各个子句之间的位置关系，在 Gui 等人
提出的中文情感原因发现数据集 [6] 上达到
了目前最优的性能。余传明等[7]提出了一种
基于多任务学习的情感原因分析模型，将词
性标注作为辅助任务引入情感原因识别任
务，实验结果表明，采用多任务学习的策略
可以有效地缓解数据不平衡的问题，表现出
更好的性能。Hinton 等[8]在 2015 年提出了
知识蒸馏(Knowledge Distillation)，这是一种

将复杂网络模型学习到的参数迁移到简单
模型的框架。Hu 等[9]将一阶逻辑作为后验正
则化约束神经网络中文本的表示，并采用知
识蒸馏技术将包含逻辑规则的结构信息迁
移到网络权重中，并在情感分析和命名实体
识别任务上进行了验证。Liu 等[10]提出了一
种基于对抗模仿学习的知识蒸馏方法，首先
构建一个教师网络从真实标注中学习知识
表示，再利用对抗学习的方式训练一个学生
网络去模仿教师网络的输出，从而得到一个
只接受原始文本的事件抽取特征编码器。
现有的情感原因发现规则集中包含着
专家通过观察总结得到的领域知识，而基于
深度学习的情感原因发现方法可以从标注
文本中学习语义表示。为了将人工规则集中
的领域知识结合到深度学习模型中，使得模
型具有一定的可解释性，提出了一种结合规
则蒸馏的情感原因发现方法。该方法利用层
次注意力网络捕获文本子句内部的语义信
息以及子句-子句和子句-情感关键词之间的
潜层语义关系，在此基础上借助知识蒸馏技
术引入逻辑规则进行情感原因发现。

图 1 RD-HAN 情感原因发现方法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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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结合位置信息和残差结构的层次注意

模型框架

力编码器

引言中说明了情感原因发现是一个子
句级别的分类问题，现有的情感原因发现方
法通常将子句看作独立个体，通过学习子句
的语义表示及子句-情感关键词之间的语义
关系对子句进行分类。此种方法忽视了子句
级别的上下文语义信息，此外，基于深度神
经网络的编码器存在依赖标注数据和可控
性差的缺点。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结合规
则蒸馏的情感原因发现方法(RD-HAN)，该
方法整体框架如图 1 所示。
该方法分为三个步骤：
1) 采用结合位置信息和残差结构的
层次注意力编码器对输入文档进行语义编
码和规则角色编码，并将语义编码与逻辑规
则编码拼接，得到文本的最终向量表示。通
过将文本的最终向量表示送入分类器可以
得到预测概率分布。此外，为了得到教师编
码器𝐸𝑇 和分类器 C，本文使用规则标签将概
率分布映射到规则约束下的概率子空间，并
使用真实标签和规则约束后的概率来训练
模型。
2) 固定分类器，使用真实标签训练一
个只接受文本输入的学生编码器𝐸𝑆 。
3) 交替训练辨别器 D 和学生编码器，
辨别器的训练目标是分辨教师编码器和学
生编码器的输出，而学生编码器的训练目标
是尽量“骗过”辨别器，即让自己的输出尽
量接近教师编码器的输出。

图 2 给出结合位置信息和残差结构的层
次注意力编码器的整体框架图。为了综合考
虑子句与情感表达的语义信息以及上下文
关系，本文使用层次 Bi-GRU 捕获词级的序
列特征和子句之间的潜层语义关系。为了更
好地建模情感关键词与其他词之间的关系，
本文使用注意力机制学习子句与情感关键
词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情感原因发现任务中，
子句与情感中心句之间的相对位置是一个
重要的信息，因此本文引入相对位置编码向
量来获取子句与中心句之间的相对位置信
息。此外，为了有效地结合句子本身的语义
信息和上下文信息，本文采用残差结构来得
到子句的最终表示。
词序列编码器：情感原因发现任务中，
将情感关键词文本记作𝑢 ∈ 𝑅 𝑞×𝑑 ，其中𝑞为
文本长度， 𝑑为词向量维度。情感原因子句
记作c𝑖 = [𝑤𝑖,1 , 𝑤𝑖,2 , … , 𝑤𝑖,𝑝 ] ∈ 𝑅 𝑝×𝑑 ，其中i表
示第i个子句，𝑝为子句长度，𝑤𝑖,𝑗 代表维度
为𝑑的词向量。词向量使用 Word2Vec 的
skip-gram 方法在中文情感原因发现数据集
上进行预训练。然后，使用 Bi-GRU 网络建
模，得到词序列的上下文表示ℎ𝑖 ，如公式(1)
所示。
ℎ𝑖 = [ℎ𝑖,1 , ℎ𝑖,2 , … , ℎ𝑖,𝑝 ]
= 𝐵𝑖𝐺𝑅𝑈([𝑤𝑖,1 , 𝑤𝑖,2 , … , 𝑤𝑖,𝑝 ])

(1)

词注意力：该部分的目的是使用注意力
机制建模情感关键词与其他词之间的关系，
以此来提取文档中每个子句的语义信息。在

图 2 结合位置向量和残差结构的层次注意力编码器

Q-K-V 注意 力机 制中 ，情 感表 达文 本为
Query，情感原因子句是 Key 和 Value，分别
由 Bi-GRU 对原始输入编码得到。
𝑄 = 𝐵𝑖𝐺𝑅𝑈(𝑢)
(2)
𝐾𝑐𝑖 = 𝑉𝑐𝑖 = ℎ𝑖
(3)
然后，根据公式(4)得到子句中每个词语
对情感表达的注意力权重𝛼。
𝛼 = 𝐴𝑡𝑡𝑒𝑛𝑡𝑖𝑜𝑛(𝑄, 𝐾𝑐𝑖 , 𝑉𝑐𝑖 )
=

𝑄𝐾𝑐𝑖 𝑇
√𝑑

(4)

𝑉𝑐𝑖

其中𝑑是词向量的维度。最后通过公式(5)得
到具有情感注意力倾向的子句语义表达s𝑖 。
𝑠𝑖 = 𝛼 𝑇 ℎ𝑖 = ∑ 𝛼𝑗 ℎ𝑖𝑗
𝑗

(5)

层得到最终的输出概率𝑦𝑖 ，见公式(8)，其中
𝑊是权重矩阵。
𝑦𝑖 = 𝑠𝑜𝑓𝑡𝑚𝑎𝑥(𝑊 ∙ 𝑟𝑖 )
(8)
最后，具有最高概率的标签作为最终的
分类结果。
2.2 结合规则角色编码的文本表示方法
情感原因发现的早期研究方法主要基
于人工提取的规则，通常一条包含情感表达
和情感原因的文本包含以下几个重要元素：
1)情感词 K，2)线索词 I，3)情感对象 E，4)
情感原因事件 C。这些元素也称作规则角色。
基于规则的情感原因发现方法就是通过情
感词和线索词来定位情感对象并最终发现
情感原因。

图 3 规则角色编码示例

句序列编码器：该层的目的是捕捉子句
之间的上下文信息。本文使用 Bi-GRU 对句
子向量序列建模，由公式(6)得到每个子句的
上下文向量表示[𝑚1 , 𝑚2 , … , 𝑚𝑛 ]，其中𝑛为情
感原因子句的数目。
[𝑚1 , 𝑚𝑖 , … , 𝑚𝑛 ] == 𝐵𝑖𝐺𝑅𝑈([𝑠1 , 𝑠2 , … , 𝑠𝑛 ])
(6)
由于上下文向量𝑚𝑖 同时包含了子句的
语义信息和上下文信息，当文本序列较长时
可能出现梯度消失或梯度爆炸的情况，所以
将上下文向量𝑚𝑖 与子句的原始向量𝑠𝑖 拼接
作为最终的语义向量。此外，在情感原因发
现的相关研究中发现子句与情感关键词所
在句的相对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因
此将相对位置编码为𝑝𝑖 作为子句位置的向
量表示。最终，将语义向量与位置向量拼接
得到子句的表示𝑟𝑖 ，见公式(7)。
𝑟𝑖 = 𝑚𝑖 ⊕ 𝑠𝑖 ⊕ 𝑝𝑖
(7)
分类器：文本情感原因发现本质上是一
个分类任务，所以模型最后一层是分类器。
情感原因发现任务中分类的目标是子句，所
以直接将子句的表示经由分类器和 softmax

以图 3 为例，如果在情感词(泪流满面)
的前面出现了线索词(看到)，在情感词与线
索词之间存在名词情感对象(一家人)，则线
索词与情感对象之间的事件(失而复得的儿
子)为情感原因事件，包含该情感原因事件
的子句为情感原因句。
基于规则的方法通过用各种规则去匹
配文本来确定情感原因句，本文采用 Lee 等
[1]
提出的线索词和规则。以往的将神经网络
与规则结合的方法一般是用规则对神经网
络的预测结果进行后处理，以此来修正部分
预测错误的标签。但是，由于规则匹配本身
的准确率有限，这种方法可能会使模型总体
性能下降。因此，本文不采用这种后处理的
方式。
为了将规则嵌入到神经网络模型中，可
以将规则角色进行编码。具体来说，对于某
个文本，首先对其进行规则匹配，确定每个
词对应的规则角色，然后对每种规则角色指
定不同的编码，以此得到每个词的规则角色
编码。

具体来说，假设用层次注意力模型得到
的每个词的语义向量为𝑥𝑠𝑖 ，用规则角色编码
得到的规则向量为𝑥𝑟𝑖 ，那么该词的最终向量
表示为：

在预训练阶段，首先训练编码器ET 和分
类器𝐶，损失函数如下：
𝑁

1

𝐿 𝑇 (𝛩) = − ∑(𝐿1 + 𝐿2 )
𝑁

𝑥𝑖 = 𝑥𝑠𝑖 ⊕ 𝑥𝑟𝑖

(9)
其中，⊕指对两个向量进行拼接，这两个向
量都将在训练过程中更新。
2.3 基于对抗学习的知识蒸馏训练方法
假设有输入变量𝑥 ∈ 𝒳 和目标变量
𝑦 ∈ 𝒴，由于情感原因发现是一个二分类问
题 ， 故 𝒴 =△2 是 二 维 的 概 率 空 间 ， 而
𝑦 ∈ {0,1} ∈ 𝒴则是类别标签。在得到训练样
本集合𝐷 = {(𝑥𝑛 , 𝑦𝑛 )}𝑁
𝑛=1 的情况下，利用 2.1
节中基于层次注意力机制的文本编码器，通
过有监督学习方法，可以得到一个分类模型
𝑝𝜃 (𝑦|𝑥)。
假设有一组逻辑规则，定义为：
𝑅 = {(𝑅𝑙 , 𝜆𝑙 )}𝐿𝑙=1 ，这里𝑅𝑙 是输入-目标空间
(𝒳, 𝒴)中的第𝑙个规则，而𝜆𝑙 ∈ [0, ∞]是第𝑙个
规则的置信度，𝜆𝑙 = ∞表明这是一个强规则。
假设给定一组样本(𝑋, 𝑌) ⊂ (𝒳, 𝒴)，在一个
神经网络中，通过 Softmax 层可以得到预测
概率向量，记为𝜎𝜃 (𝑥)，其中𝜃为需要训练的
参数。通常，神经网络训练过程是通过样本
预测概率和真实标签迭代更新参数𝜃。为了
引入规则标签信息。在训练过程中对网络输
出施加规则标签约束，这使得原本的概率分
布𝑝𝜃 被映射到了受规则约束的子空间𝑞。
为了编码器在学习的过程中自动学到
规则知识，即将规则“消化”在模型参数中，
借助知识蒸馏技术，将规则约束下训练得到
的网络当做教师网络(Teacher Network)，用
𝑓𝜃 (𝑥)来表示其输出的概率预测向量，其中θ
为训练参数。为了隐式地学到规则信息，需
要训练一个学生网络(Student Network)，学
生网络只接受语义向量输入而不需要额外
的规则信息。传统的知识蒸馏方法使用 KL
散度来更新学生网络，但是在实际应用中，
以 KL 散度约束的知识蒸馏更新方法往往难
以取得期望的效果[11]，所以本文采用 Liu 等
[10]
提出的基于对抗的知识蒸馏训练方法，如
图 1 所示。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教师编
码器构建阶段、学生编码器构建阶段和对抗
学习阶段，其中前两个阶段为预训练阶段。

𝑛=1

𝐿1 = (1 − 𝜇)ℓ(𝑦𝑛 , 𝑓𝛩𝑇 (𝑥𝑛 ))

(10)

𝐿2 = 𝜇ℓ (𝑞𝑛 , 𝑓𝛩𝑇 (𝑥))
其中𝛩包含编码器𝐸𝑇 和分类器 C 的所有参数；
ℓ为损失函数，本文中使用交叉熵损失函
数; 𝑦𝑛 是样本真实标签；𝑞𝑛 是规则约束后的概
率子空间；𝜇 是调和系数，用来平衡两个目
标的重要度。这一步是对𝐸𝑇 和 C 同时训练。
接下来，将冻结分类器 C，然后连接编
码器𝐸𝑆 和分类器 C，构建一个纯文本输入的
情感原因发现模型。损失函数如下：
𝑁

1
𝐿𝑆 (𝛩𝑆 ) = − ∑ ℓ(𝑦𝑛 , 𝑓𝛩𝑆 (𝑥𝑛 ))
𝑁

(11)

𝑛=1

其中，𝛩𝑆 指学生网络编码器的参数，𝑓𝑆 (𝑥𝑛 )是
学生网络 S 对样本的预测概率。
最后冻结编码器𝐸𝑇 和编码器𝐸𝑆 ，将教师
编码器𝐸𝑆 的输出当做正例，将学生编码器𝐸𝑆
的输出当做负例来训练辨别器 D。此时的交
叉熵损失函数如下：
𝑁

1
𝐿𝐷 (𝛩𝐷 ) = − ∑ [log(𝐷(𝑓𝛩𝑇 (𝑥𝑛 )))
𝑁
𝑛=1

(12)

+ log(1 − 𝐷(𝑓𝛩𝑆 (𝑥𝑛 )))]

其中，𝛩𝐷 是辨别器 D 的参数。在对抗训练
的阶段，学生编码器𝐸𝑆 将要尽量“骗过”辨
别器 D，即让自己的输出尽量接近教师编码
器𝐸𝑇 的输出，而辨别器 D 则要尽量去辨别
这两个编码器的输出。公式(11)为第二个环
节的损失函数，而第一个环节的损失函数如
下：
𝑁

1
𝐿𝑎𝑑𝑣 (𝛩𝑆 ) = ∑ log(1 − 𝐷(𝑓𝑆 (𝑥𝑛 )))
𝑁
𝑛=1

(13)
𝑁

=−

1
∑ log(𝐷(𝑓𝑆 (𝑥𝑛 )))
𝑁
𝑛=1

而后将公式(11)与公式(13)联合，得到
学生编码器𝐸𝑆 的损失函数为：

原因子句。
𝐿𝑆−𝑎𝑑𝑣 (𝛩𝑆 ) = 𝐿𝑆 (𝛩𝑆 ) + 𝜋 ∗ 𝐿𝑎𝑑𝑣 (𝛩𝑆 )

(14)

其中，𝜋是超参数，用来平衡两个损失函数。
实际训练中，以往的实验表明过去常用
的交替更新策略会产生不均衡的效果，比如
辨别器性能太强，所以学生编码器𝐸𝑆 很难
“骗过”它，导致训练无法进行。于是本文
将采用动态适应的学习策略，学生编码器𝐸𝑆
正常迭代更新，同时预先设定一个判别器阈
值，判别器 D 的参数仅在其判别准确率较低
时更新。这样可以保证学生编码器不会因为
判别器性能过高而无法学习参数。具体算法
如下所示：
算法 1 动态适应学习算法
输入：训练数据𝐷 = {(𝑥𝑛 , 𝑦𝑛 )}𝑁
𝑛=1 ;预训练后
的𝐸𝑇 , 𝐸𝑆 ，𝐷，𝐶
1 固定𝐸𝑇 和𝐶
2

根据公式(14)更新𝐸𝑆

3

如果𝐷的准确率低于阈值则根据公式
(12)更新𝐷

4

重复 2-3 直到收敛

输出：对抗学习强化后的𝐸𝑆

3.2 实验设置
本章提出模型的超参数设置如下：所有
子句的文本截断长度为 41(如果过长则截断，
过短则用“<PAD>”标签填充)；词向量由
在该语料上使用 Word2Vec 中的 skip-gram 方
法预训练的 300 维词向量初始化，在训练的
初始阶段以 0.0001 的学习率微调；所有
Bi-GRU 的隐层维度均为 300 维。训练时，
使用 Adam 优化器，学习率(learning rate, lr)
设置为 3×10-4, 梯度以及梯度平方的运行
平均值的系数(𝛽)设置为(0.9,0.999)，数值计
算 稳 定 项 ( 𝜖 ) 为 1 × 10-8 ， 权 重 衰 减 系 数
(weight decay)为 1×10-5。训练数据的批次
大小(batch size)为 16，采用了提前停止策略
(early stopping)，容忍度为 5 个训练周期
(epoch)。
通过实验验证，在 Lee 等[1]提出的 15
条规则中选取了 8 条有效规则。规则置信度
λ均设置为 0.95，在规则约束学习的对抗训
练阶段，调和参数π = 1 − 0.9𝑡 ，其中𝑡为训
练轮次，初始值为 0.1，随着训练过程逐渐
升高。
3.3 对比模型

3

实验与分析

3.1 实验数据
本文使用的实验数据为中文情感原因
发现数据集[6]。该数据集的统计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文情感原因发现数据集总体统计

项目

数量(条)

占比

文档

2,105

-

子句

11,799

-

情感原因

2,167

-

含一条原因的文档

2,046

97.20%

含两条原因的文档

56

2.66%

含三条原因的文档

3

0.14%

该数据集共收集 2105 个文档，包含
11799 条子句，其中有 2167 条子句为情感原
因所在句。绝大多数的文档只含有一条情感

为了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将提出的模型
与如多种基准模型进行比较，具体如下：
RB(Rule-based method)：Lee 等在 2010
年工作中提出的基于规则匹配情感原因发
现方法[1]。
CB(Commonsense-based method)：此方
法为 Russo 等在 2011 年提出的基于情感常
识库匹配的方法，Gui 等将情感认知词典引
入此方法，并在中文情感原因发现数据集上
进行了复现[6]。
RB+CB+ML(Machine Learning) ： Gui
等在中文情感原因发现数据集上结合了基
于规则匹配以及常识库匹配方法从数据中
抽取特征，并结合机器学习算法进行分类[6]。
Multi-kernel：Gui 等使用基于多核(多
项式核函数与修改后的卷积核函数以“相乘”
方式结合)支持向量机分类器的事件驱动的
极限方法[6]。
Memnet：Gui 等提出的基于层级注意
力记忆网络进行情感原因发现方法[4]。

ConvMS-M：Gui 等提出的基于卷积的
层级注意力记忆网络情感原因发现方法 [4]。
PAE-DGL：Ding 等提出的结合相对位
置和全局标签的情感原因发现方法[5]。
CANN：Li 等提出的基于协同注意力网
络的情感原因发现方法[12]。
HAN: Yang 等提出的层次注意力网络
[13]
。
HAN(Ours)：本文提出的结合相对位置
和残差结构的层次注意力网络模型。
RD-HAN：本文提出的以教师网络的输
出和真实标签为学习目标基于对抗训练得
到的学生网络模型。
3.4 实验结果及分析
本文实验均取 90%的数据作为训练集，
10%的数据作为测试集，取 25 次独立实验
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最终的实验结果，对比实
验结果与分析如下：
不同方法性能对比：首先比较不同方法
在中文情感原因发现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
如表 2 所示。
表 2 不同方法性能对比

模型

P

R

注意力模型 CANN 相比，
该模型在准确率、
召回率和 F1 值指标上均有提升。这说明，
本文提出方法在融合了规则知识和文本表
示的情况下，取得了比只基于规则或文本表
示学习的方法更优的性能。
与当前最优的 CANN 模型相比，本文
提出的基模型 HAN(Ours)在准确率、召回率
和 F1 值上均有提升，在此基础上，结合规
则蒸馏的 RD-HAN 模型由于规则标签的引
入使得准确率有所下降(不到 1 个百分点)，
但是同时将召回率提升了约 3 个百分点，最
终在 F1 值上提升了约 2 个百分点。这说明
了本文提出的结合位置向量和残差结构的
层次注意力网络在情感原因发现上有不错
的表现，而基于对抗的规则蒸馏方法又通过
引入逻辑规则带来了进一步的性能提升。
不同规则引入方式的对比：为了评估本
文提出的规则蒸馏方法的有效性，在基模型
HAN(Ours)的基础上对不同规则的引入方
式进行对比实验，实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不同规则引入方式对比

模型
F1

P

R

F1

HAN(Ours)

0.7771

0.6897

0.7304

0.7276

0.7208

0.7242

RB

0.6712

0.5247

0.5890

HAN(Ours)+P

CB

0.2672

0.7130

0.3887

RD-HAN(T)

0.7665

0.7158

0.7403

RB+CB+ML

0.5921

0.5307

0.5597

RD-HAN(S)

0.7706

0.7203

0.7446

Multi-kernel

0.6588

0.6927

0.6752

Memnet

0.5922

0.6354

0.6131

ConvMS-M

0.7076

0.6838

0.6955

PAE-DGL

0.7619

0.6908

0.7242

CANN

0.7721

0.6891

0.7266

HAN

0.7232

0.6605

0.6904

HAN(Ours)

0.7771

0.6897

0.7304

RD-HAN

0.7706

0.7203

0.7446

可以看到，本文提出的 RD-HAN 模型
在准确率、召回率和 F1 值上都明显超过了
传统的基于规则和机器学习的方法，也超过
了大多数的深度学习方法。相对于基于规则
的方法(RB)，该模型的 F1 值高出了约 15 个
百分点；相对于多核 SVM(Multi-kernel)的方
法，该模型的 F1 值高出将近 7 个百分点。
与目前已知的在中文情感原因发现数据集
上达到当前最优(state-of-the-art)性能的协同

HAN(Ours)+P 是指在 HAN(Ours)基础
上加入规则后处理的方法，即利用规则标签
修改模型预测标签的简单处理方式。
RD-HAN(T)指直接引入规则嵌入的教师网
络模型。可以看到，如果直接对模型进行规
则后处理，即 HAN(Ours)+P 方法，在提高
召回率的同时也损失了更多的准确率，因为
规则匹配本身的准确率有限，会带来大量的
错误正样本(False Positive)现象。换而言之，
使用简单的后处理方法反而拖累了模型的
整体性能。而采用规则嵌入的 RD-HAN(T)
方法以更低的准确率下降代价提升了召回
率，使得最终 F1 值相较于 HAN(Ours)上升
了约 1 个百分点。基于对抗学习的知识蒸馏
方法使得学生网络可以直接学习规则嵌入
后的编码结果而不需要引入规则约束，即
RD-HAN(S)方法，能够在降低模型复杂度，

提高可控性的同时，也带来了性能上的提升。
不同蒸馏方式的对比：为了验证对抗训
练的作用，本文引入知识蒸馏技术中常用的
基于 K-L 散度的训练方法作为对比，将基于
K-L 散度训练得到的教师网络和学生网络
分别记为 RD-HAN(T)-KL 和 RD-HAN(S)
-KL，将基于对抗训练得到的教师网络和学
生网络记作 RD-HAN(T)-Adv 和 RD-HAN(S)
-Adv，对比结果见表 4。
表 4 不同蒸馏方式的对比

模型

P

R

F1

RD-HAN(T)-Adv

0.7665

0.7158

0.7403

RD-HAN(S)-Adv

0.7706

0.7203

0.7446

RD-HAN(T)-KL

0.7661

0.7137

0.7389

RD-HAN(S)-KL

0.7658

0.7123

0.7381

结果表明，使用基于 KL 散度的知识蒸
馏策略训练得到的学生网络并不能有效地
学习到教师网络的信息，其在准确率、召回
率和 F1 值上相比教师网络均有下降。因此，
基于对抗的知识蒸馏训练方法是有效的。
模型结构消融实验：为了评估本文提出
的基础模型 HAN(Ours)中各部分的贡献，本
文对该模型的不同结构组成进行了消融实
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上下文向量送入分类器之前不拼接句向量。
结果显示，与原始的 HAN(Ours)相比，
在情感原因发现任务中引入位置向量和残
差结构给模型性能带来了大约 4 个百分点的
提升。若不使用预训练词向量，模型的性能
会受到较大的影响，F1 值下降了 2 个百分
点。注意力机制的引入可以建模情感原因子
句和情感表达句之间的关系，这为模型的分
类性能带来了约 1 个百分点的提升，这说明
该机制的引入是有必要的。如果忽略子句的
上下文信息，模型的性能将大幅下降，F1
值下降了约 5 个百分点。如果不引入位置嵌
入向量(Position Embedding)，模型的 F1 值
将会下降 5 个百分点之多，这表明相对位置
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在句子编码层引入残差
结构对模型的性能提升有一定的帮助(约 0.4
个百分点)。
注意力机制作用分析：为了检验注意力
机制的作用，采用了热力图工具将模型训练
过程中的注意力权重矩阵可视化，如图 4 所
示，对其进行定性的研究。

表 5 HAN(Ours)结构消融实验对比

模型

P

R

F1

HAN

0.7232

0.6605

0.6904

HAN(Ours)

0.7771

0.6897

0.7304

-word2vev

0.7405

0.6859

0.7117

-attention

0.7641

0.6829

0.7207

-hierarchy

0.6899

0.6833

0.6837

-position

0.7377

0.6544

0.6932

-highway

0.7626

0.6958

0.7269

其中 HAN 指原始的 HAN 模型，与
HAN(Ours)相比缺少了位置向量和残差结
构；-word2vev 指不用预训练的词向量而是
随机生成词向量；-attention 指在模型第一层
不引入注意力机制；-hierarchy 指不用层级
结构的 HAN(Ours)模型，
即用第一层的 GRU
输出的句子向量加上注意力机制直接进行
分类；-position 指在第二层句向量不拼接位
置向量；-highway 指在模型得到第二层输出

图 4 注意力权重矩阵可视化

该样例中，情感表达句为“李某觉得十
分委屈”，分词后为“李某”，“觉得”，“十
分”，“委屈”；情感原因句为“曹某对李某
进行殴打”，分词后为“曹某”，“对”，“李
某”，“进行”，“殴打”。图 4 中纵轴代表前
者，横轴代表后者，各矩阵块的颜色代表其
横纵坐标轴上的两个词之间的相关性，颜色
越深表示越相关。可以看到，图中绝大多数
词之间并无明显的相关性，两句中的“李某”
由于是同一个词，且模型使用的词向量是上
下文无关的，即词向量相同，所以该模块颜
色最深。另外情感原因句中的“殴打”与情
感表达句中的“委屈”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所以在该
模型建模的过程中，能够更加“关注”
这个词的语义，从而正确地将该句分类为情
感原因句。这一可视化分析结果支持了实验
中关于注意力机制的消融实验结论，显示引
入注意力机制是合理且有效的。
错例分析：为了进一步分析模型预测错
误的原因，从实验结果中选取了部分错例进

具备研究群体情感原因发现问题的条件，在
后续的工作中将针对这样的问题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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