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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弱监督预训练深度模型的微博情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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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微博情感分析对于商业事务和政治选举等应用非常重要。传统的做法主要基于浅层机器学习模型，对人

工提取的特征有较大的依赖，而微博情感特征往往难以提取。深度学习可以自动学习层次化的特征，并被用于解
决情感分析问题。随着新的深度学习技术的提出，Ａ．４ｆ１发现只要提供足够多的监督数据，就能训练出好的深度模
型。然而，在微博情感分析中，通常监督数据都非常少。微博中广泛存在着弱监督数据。该文提出基于弱监督数

据的“预训练一微调整”训练框架（ｄｉｓｔａｎｔ ｐｒｅｔｒａｉｎ—ｆｉｎｅｔｕｎｅ），使用弱监督数据对深度模型进行预训练，然后使用监
督数据进行微调整。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利用弱监督数据学习到一个初始的模型，然后利用监督数据来进一步

改善模型并克服弱监督数据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新浪微博数据上进行的实验表明，这种做法可以在监督数据
较少的情况下使用深度学习，并取得比浅层模型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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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自己对于各种商品或者政治人物的评价与看法，
１

引言

因此情感分析在商业事务及政治选举等应用中起到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情感分析领域效果最好的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的在网上表

方法是监督学习和半监督学习Ｅｌｉ，常用的模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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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向量机（ＳＶＭ）、逻辑回归等。然而，这些模型

引人了领域特定的信息。本文基于大规模的微博数

通常都是浅层模型，浅层模型依赖于人工提取的特

据进行了实验，并在人工标注的数据集上进行评价。

征，而且不能高效的表达数据中较为复杂的模式比Ｊ。

我们发现，由于引入了大规模的弱监督信息，模型效

人类表达情感的方式是复杂的，常常包含否定、双重

果相对于只使用监督数据取得了非常大的提升，本

否定及其他的语言模式，此外在微博中人们的语言

文提出的训练方式比简单的混合这两种监督信息进

表达也非常的不规范，因此微博情感特征往往很难

行训练的方式能进一步发挥深度模型的优势，从而

人工提取。相对于浅层模型，深度学习可以自动从

取得了更好的效果。

原始数据中学习层次化的特征，能够更高效的表达

本文的组织如下：第二节介绍常用的深度学习

数据中包含的复杂模式。因此，深度学习方法在情

模型以及训练方法；第三节主要介绍我们提出的

感分析领域的应用得到了广泛关注Ｌ３瑁ｊ。

Ｄｉｓｔａｎｔ—ＰＴ—ＦＴ框架；在第四节中，我们基于新浪微

深度模型通常很难训练。Ｈｉｎｔｏｎ等人Ｌ７０提出
贪婪的逐层无监督预训练（ｇｒｅｅｄｙ

ｌａｙｅｒ—ｗｉｓｅ

ｕｎｓｕ—

ｐｒｅ—ｔｒａｉｎ）的方式，利用无监督数据对深度

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博数据进行了相关实验并对结果进行分析；第五节
介绍情感分析与深度学习的相关工作；最后，对本文
进行总结。

模型进行初始化，从而降低了深度模型的训练难度。
近年来，随着新的深度学习技术的不断提出，比如

２深度神经网络与训练方法

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ｒ激活函数及ｄｒｏｐｏｕｔ训练方式等，人们发现
只要监督数据足够多，就能训练出一个好的深度模

深度学习是近年来兴起的机器学习技术，并在

型。然而，在微博情感分析领域，获取大规模跨领域

很多领域取得突破。常用的深度模型包括深度神经

的监督数据通常非常困难。因此，如何在少量监督

网络（ＤＮＮ）、卷积神经网络（ＣＮＮ）和堆叠自编码器

数据情况下有效发挥深度模型的优势完成情感分析

（ｓｔａｃｋｅｄ

任务仍然是一个研究难题。

相关的深度学习技术。

互联网上广泛存在着弱监督数据（ｄｉｓｔａｎｔ

ＳＵ—

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比如，网络用户在发布文字的同时可能

ａｕｔｏ—ｅｎｃｏｄｅｒ）等。本章主要介绍和本文最

２．１深度神经网络

配上相应的表情符号或者打分信息。基于这些表情

深度神经网络（ＤＮＮ）是最常用的深度模型之

符号和用户打分，我们可以大概判断用户发布的文

一。ＤＮＮ是一个层次化结构，一个Ｋ层的ＤＮＮ包

字中所包含的情感倾向性。因此，弱监督数据是很

括输入层（Ｈ，）、隐藏层（Ｈ：～肝。）及输出层（ＨＫ）。

容易获得的，数据规模也比较大。它们可以作为监

ＤＮＮ的输入层接收一个固定维度的向量工∈Ｒ”“。

督数据的一种有效的补充。当然，弱监督数据也存

并输出到下一层，其中，规Ｈ。表示第是层的节点数。

在一些问题，首先，弱监督数据中容易包含噪声，其

隐藏层的输入是上一层的输出，其对输入进行一个

次，很多场景中的弱监督数据大部分是不区分领域

线性变换然后再执行逐元素的（ｅｌｅｍｅｎｔ—ｗｉｓｅ）非线

的，所以缺少领域特定的信息。因此，直接使用弱监

性函数，也就是激活函数，得到该层的输出ｈ。，传统

督数据训练得到的效果在具体领域的应用上效果也

的激活函数包括双曲正切（ｔａｎｈ）等，如式（１）所示。
ｈ女一ｔａｎｈ（Ｗ＾ｈＨ＋ｂ女）

不够好。

（１）

为了结合弱监督数据规模大和监督数据精度高

其中，ｗ。∈酞”一。“～。和ｂ。∈Ｒ”＾×１是第尼层的参

的优点来训练深度模型，本文提出了基于弱监督数

数。输出层是ｓｏｆｔｍａｘ层，输出每个类别的概率，即

据的“预训练一微调整”训练框架（ｄｉｓｔａｎｔ

式（２）：

ｐｒｅｔｒａｉｎ—

ｆｉｎｅｔｕｎｅ，ｄｉｓｔａｎｔ—ＰＴ—ＦＴ），首先使用弱监督数据对
深度模型进行预训练，得到一个初始的深度模型，然
后使用特定领域的少量监督数据对深度模型进行微

ｈＫ—ｓｏｆｔｍａｘ（ＷＫｈ Ｋ＿１＋ｂＫ）

（２）

ＤＮＮ通常使用随机梯度下降（ＳＧＤ）结合后向
传播（ＢＰ）的方式进行训练。

调整。这种方法是Ｈｉｎｔｏｎ等人提出的预训练思

在情感分析等常见文本分类任务中，每篇文档

想［７３和弱监督数据的结合，好处是既在深度模型的

可以先通过向量空间模型表达为一个固定维度的向

训练过程中有效利用了弱监督信息，又在对深度模

量，然后输入到ＤＮＮ中，所以ＤＮＮ输入层的节点

型进行微调整的过程利用监督数据进一步改善模

数就是所使用的词表的长度，ＤＮＮ的输出层上的每

型，对弱监督数据中包含的噪声进行更正的同时也

个节点对应一个类别，在本文中我们将微博情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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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任务定义为一个二分类问题，所以输出层的维度

稀缺。一方面，精确的人工标注的监督数据往往获

是２。在本文的工作中，ＤＮＮ是我们使用的基本深

取代价较大；另一方面，情感分析还面临一个领域适

度模型。然而，本文提出的框架并不局限于此模型。

应问题，主要是因为情感的表达在不同的领域有不

２．２贪婪的逐层无监督预训练

同的模式，不同领域之间情感词的使用可能有很大
的不同，而且同一个情感词在不同领域可能表达完

包括ＤＮＮ在内的很多深度模型的训练难度很

全相反的情感，这要求我们针对不同的领域标注不

高，一方面，训练过程求解的是一个非凸的优化问

同的数据。这些因素都给大规模获取监督数据带来

题，容易陷入局部最优解；另一方面，深度模型通常

很大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工作提出使

表达能力很强，很容易过拟合。Ｈｉｎｔｏｎ等人［７３提出

用弱监督数据［１１‘１６］。

贪婪的逐层无监督预训练的算法，首先利用浅层的

弱监督数据是指数据的监督信息并不是由严格

无监督的受限玻尔兹曼机（ＲＢＭ）从输入层到输出

的人工标注得到的，而是通过一些其他的相关信息

层逐层对深度模型的参数进行预训练，从而将深度

推断出来的。比如，在微博客网站中，网站提供表情

模型的参数初始化到一个合适的地方，然后再使用

符号的功能，用户发布文字消息的时候常常伴随着

传统的监督训练方法对模型参数进行进一步的优

一个表达内心情绪的表情符号，通过表情符号我们

化，也就是微调整。分析表明，利用无监督的数据对

可以推断文字所表达的情感极性；在商品评论网站

深度模型的训练起到了很好的正则作用［８］。这种方

中，用户评论信息也常常伴随着商品评分，根据评分

法降低了深度学习模型的训练难度，使得深度模型

也可以推断用户评论的情感极性。这种数据在互联

取得更好的效果，在早期的深度学习中起到了重要

网上大量存在，获取难度比人工标注的数据低很多，

的作用。

因此可以轻易地获得大规模的弱监督数据。于是，

２．３

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ｒ和ｄｒｏｐｏｕｔ

我们可以考虑使用大规模的弱监督数据来训练深度
模型。

近年来，新的深度学习技术被不断提出，Ｇｌｏｒｏｔ

然而，弱监督数据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这些

等人［９３提出使用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ｒ函数作为激活函数，ｒｅｃｔｉ—

数据包含大量的噪声，这些噪声会对模型的训练带

ｔｉｅｒ的函数形式是．厂（ｚ）一ｍａｘ（ｏ，ｚ）。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ｒ相

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其次，这些数据通常比较杂乱，

对于ｔａｎｈ、ｌｏｇｉｓｔｉｃ等传统激活函数，在优化上更有

没有针对特定的情感领域，所以也没有体现领域特

优势，它能使ＳＧＤ过程中参数的梯度更好的后向传

定的信息。因此，单独使用弱监督数据进行模型训

播。此外，Ｈｉｎｔｏｎ等人口叩还提出了ｄｒｏｐｏｕｔ的训

练并不能取得足够好的效果。

练方式，在训练中随机对网络节点进行丢弃（ｄｒｏｐ），
这种方式可以有效的减轻神经网络的过拟合。
人们发现，只要监督数据足够多，直接使用ｒｅｃ—

为了有效的利用大量的弱监督数据及每个领域
中少量的监督数据进行深度模型的训练，本文借鉴
了第三节中介绍的预训练策略，提出了基于弱监督

ｔｉｆｉｅｒ结合ｄｒｏｐｏｕｔ就能训练出好的深度模型，而不

数据的“预训练一微调整”训练框架（ｄｉｓｔａｎｔ

需要进行无监督预训练过程［９］。然而，在情感分析

ＦＴ）。之前的预训练方法是基于无监督数据的，只

中，监督数据通常较为稀缺，但是大规模弱监督数据

能利用数据本身的一些结构信息。ｄｉｓｔａｎｔ

则容易获得。弱监督数据和监督数据有着同样的格

使用弱监督数据来进行预训练：首先基于弱监督数

式，可以使用同样的训练方法（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ｒ和ｄｒｏｐｏｕｔ）

据训练得到初始的深度模型，然后在此模型的基础

进行深度神经网络的训练，但是，弱监督数据并不能

上再使用每个领域特定的监督数据进行微调整。弱

直接替代监督数据。因此，本文将预训练的思想和

监督数据和监督数据有着同样的格式，可以采用和

弱监督数据结合起来，提出了基于弱监督数据的“预

监督数据一样的训练方法。因此，ｄｉｓｔａｎｔ ＰＴ—ＦＴ框

训练一微调整”框架。

架的实现就是先使用弱监督数据对模型训练到一定

ＰＴ—

ＰＴ—ＦＴ

程度后，再采用监督数据继续进行训练，具体算法见

３基于弱监督数据的“预训练一微调整”
训练框架

算法１。此外，由于弱监督数据量非常大，因此不需
要再进行无监督数据的预训练。
算法１

在微博情感分析的场景中，监督数据通常比较

万方数据

ｄｉｓｔａｎｔ ＰＴ—ＦＴ

输入：弱监督数据Ｄａ，监督数据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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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ｌ收集弱监督数据时使用的表情符号

输出：模型参数０。

１．随机初始化参数口刊，使用Ｄ。训练得到吼。
２．使用吼作为参数初始化及参数先验，使用

正倾向

Ｄ。训练得到０。
负倾向

３．返回臼。

哈哈、偷笑、嘻嘻、鼓掌、ｇｏｏｄ、爱你、心、给力、赞、
威武、呵呵、太开心
泪、汗、抓狂、挖鼻屎、怒、衰、蜡烛、可怜、委屈、
生病

此外，为了更好的利用预训练得到的初始模型，
我们也提出了另一种模型参数正则化的方式。正则

为了评价实验结果，我们手工标注了５ ０００条

化是机器学习中用于控制模型过拟合的方法，从概

微博，主要包括“三星”、“翡翠”和“保险”三个领域。

率的角度，正则化可以认为是一种对于模型参数的

每一条消息由三个标注者进行标注并最终投票决

先验知识。通常使用的正则包括Ｌ２正则（也称为

定。然而，某些领域存在正、负类别严重不平衡的问

权重衰减，ｗｅｉｇｈｔ ｄｅｃａｙ）。Ｌ２正则意味着人们对模

题。最终，我们使用“三星”这个领域来进行评价，这

型参数的先验知识是模型参数服从高斯分布。通常

个领域共包含了１ ７００条正、负类别平衡的标注数

我们认为该高斯分布的均值是０，方差是通过超参

据。我们把标注数据随机划分成８００条、４００条和

数来手工调整的。参数的优化目标为式（３）。

５００条，分别作为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
（３）

我们首先使用ＩＣＴＣＩ。ＡＳ①对以上所有的消息

其中，０为模型参数。在ｄｉｓｔａｎｔ ＰＴ—ＦＴ框架

进行了分词。然后采用和文献［３３类似的方式，根据

中，我们提出以预训练阶段得到的模型参数作为微

单词的文档频率（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选取在整个

调整阶段模型参数的高斯先验的均值，也就是期望

数据集中出现最频繁的５ ０００个单词作为词表，将

约束微调整阶段的参数不要偏离预训练阶段得到的

文档表示为一个５ ０００维的二值向量，如果单词在

参数太远。实验中，我们把两种Ｌ２正则方式结合

文档中出现，则该单词对应的维度的值为１，否则

使用，也就是优化目标为式（４）。

为０。

ａｒｇｍｉｎ口ｌｏｓｓ（口）＋Ａ

ａｒｇｍｉｎ口ｌｏｓｓ（臼）＋Ａ

０ ０１ ｉ

００１１；＋Ａ川０一Ｏａ忙

（４）

４．２参数设置

其中，０ａ为弱监督数据预训练得到的模型初始
我们使用的网络结构为［５

参数。

０００，２００，２００，

２００，２］，也就是输入层有５ ０００个节点，三个隐层各
４

实验

有２００个节点，输出层有两个节点。这是一种常用
的网络结构，由于更大的隐层节点数会给计算量带

本节先介绍我们使用的微博数据集，然后介绍

来很大的增加，而在初始实验中，我们发现隐层节点

ＤＮＮ的参数设置及不同的基准方法。在第一个实

数设置到２００以后，模型的效果并没有明显的改善，

验中我们将对比各种模型和训练方式的效果，最后

因此我们并没有使用更大的网络。

展示了数据规模对结果的影响。
４．１

数据集

我们使用ＳＧＤ结合ＢＰ的方式来对网络进行
训练，每批数据的大小（ｂａｔｃｈ ｓｉｚｅ）设置为１０，输入
层不采用ｄ－ｕｐｏｕｔ，所有隐层的ｄｒｏｐｏｕｔ概率设置为

我们从新浪微博中收集了从２０１３—０５一０１到

０．５。学习速率是根据验证集的效果动态调整的，在

２０１３—０６—３０两个月的消息数据，共２亿条消息。为

预训练阶段每训练１０ ０００批数据或者在微调整阶

了获取弱监督信息，我们使用新浪微博提供的表情

段每训练完一遍所有监督数据之后，如果验证集效

符号。新浪微博提供了几十种不同的表情符号，表

果变差，则对学习速率进行衰减（乘以０．８）。在预

达人类各种各样的情绪。这里我们把情感分析定义

训练阶段结束后，我们根据验证集上的最好效果，选

为一个二分类问题，也就是给定一条微博判断其情

择相应的模型再继续进行微调整阶段的训练。我们

感是正倾向还是负倾向。因此我们手工提取了２０

对模型参数同时采用了前述的两种Ｌ２正则方式。

个具有较明确的正、负情感倾向的表情符号，见表

这些超参数都是根据验证集进行调节的，预训练阶

１。我们从所有消息中随机选取了１６０万条（正、负

段和微调整阶段使用的是不同的超参数。

各８０万条）包含正、负倾向表情符号的消息作为我
们的弱监督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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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

据的“预训练一微调整”训练框架。

４．３基准方法

以上前三种训练方式都分别针对所有模型进行
为了验证ｄｉｓｔａｎｔ ＰＴ—ＦＴ的效果，我们选择了
一些基准方法进行对比。从模型的角度，我们选择
线性ＳＶＭ和ＬＲ作为基准模型，这些都是情感分类
中常用的模型，我们使用了ＬＩＢＬＩＮＥＡＲ①的模型
实现。从训练方式的角度，我们对比了以下四种训

训练，最后一种方式用于训练ＤＮＮ。我们使用分类

准确率一堑黼粼铲㈤

准确率作为评价指标，即式（５）。

４．４实验结果分析

练方式。
不同模型及训练方式的情感分类准确率如图１

（１）ｌａｂｅｌ：只使用监督数据进行训练。
（２）ｄｉｓｔａｎｔ：只使用弱监督数据进行训练。

所示。我们发现单独使用弱监督数据直接训练得到

（３）ｌａｂｅｌ＋ｄｉｓｔａｎｔ：把弱监督数据和监督数据

的模型已经取得了和小规模监督数据相近的准确

直接合并作为训练数据，由于弱监督数据和监督数

率，这说明在缺少监督数据的情况下，弱监督数据的

据的规模差别太大，我们按一定倍数复制监督数据，

确是一个有效的替代。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复制的倍数也是作为超参数进行人工调整的。

虽然使用了大量的弱监督数据，模型效果依然只相

（４）ｄｉｓｔａｎｔ

ＰＴ—ＦＴ：本文提出的基于弱监督数

当于少量的监督数据的，这也说明弱监督数据存在
很大的噪声，其质量比起监督数据还有较大的差距。

９４

１

蠢ＬＲ

９３叫
●ＳＶＭ
９２

１

９ｌ

１

Ｉ）ＮＮ

醉９０ １
落

翅８９ Ｊ
８８

１

８７

Ｉ

８

６．１

８５＿
８４一
ａｂｅｌ

图１

ｄｉｓｔａｎｔ

ｌａｂｅｌ＋ｄｉｓｔａｎｔ

不同模型及训练方式的情感分类准确率

在只使用监督数据的时候，ＬＲ、ＳＶＭ和ＤＮＮ

以有效的相互辅助。

的效果差别不大，而ＤＮＮ的表达能力强很多，因此

在使用了本文提出的ｄｉｓｔａｎｔ ＰＴ—ＦＴ训练框架

在小规模数据情况下，ＤＮＮ的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

之后，ＤＮＮ的效果进一步得到提升并更加显著的超

发挥。然而，在只使用弱监督数据的情况下，尽管数

过了浅层模型。这说明在微调整的过程中，监督数

据规模很大，ＤＮＮ的效果提升依然不明显，我们认

据对深度模型的训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能够帮助

为这是由弱监督数据和目标领域数据之间存在的差

克服深度模型对噪声等其他因素的过拟合，从而提

异，以及弱监督数据中存在的噪声导致的，深层模型由

升了深度模型的效果。这种方式和直接把弱监督数

于具有较强的拟合能力，反而可能过分拟合了弱监督

据及监督数据混合到一起之后进行训练的方式

数据中存在的噪声，而简单的模型抗噪声能力更强。

相比，尽管利用了同样的信息，但是效果却有很大不

尽管弱监督数据和监督数据单独训练的结果都
不是太好，但是如果我们把两者合并起来训练，不管

同，因此，ｄｉｓｔａｎｔ ＰＴ—ＦＴ框架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两
种数据。

是浅层模型还是深度学习模型效果都能有很大的提
升，所以，弱监督数据和监督数据各有利弊，两者可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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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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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ｄｉｓｔａｎｔ ＰＴ—ＦＴ训练框架对深度模型
有很大的效果提升，而且在大规模数据的情况下，深

据，观察不同弱监督数据规模的影响，实验结果见
图２。

度模型的效果明显优于浅层模型。

在图２（ａ）中，不管在有没有弱监督数据的情况
下，监督数据量的增加都能稳定的提升最终效果，这

４．５数据规模对结果的影响

说明为了得到较高的准确率，监督数据的作用是弱

本节中，我们分析数据的不同规模对最终结果

监督数据无法替代的。在监督数据较少的情况下，

的影响。我们先使用所有的弱监督数据，观察不同

弱监督数据的作用是很大的，利用了弱监督信息的

监督数据规模的影响，然后，我们使用所有的监督数

模型效果明显高于仅使用监督数据的模型。

９５

９４

９０

９２

８５

９０

槲

斛

羹８０

羹８８

７５

８６

７０

８４

６５

８２
５０

０．１Ｍ

２００

０．４Ｍ

监督数据大小

弱监督数据大小

（ａ）

（ｂ）

１．６Ｍ

图２数据规模对结果的影响

在图２（ｂ）中，我们发现在仅仅使用弱监督数据

验发现深度模型抽取到的特征具有更好的跨领域

的情况下，随着数据规模的增长，ＤＮＮ的表现并不

性。文献［４］使用ＤＢＮ结合主动学习的策略进行

是非常稳定。然而，在结合了监督数据之后，ＤＮＮ

情感分类。文献［９］首次将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ｒ节点的神经网

的最终效果随着弱监督数据规模的增长而稳定增

络用于情感分析，并取得很好的效果。这几个工作

长，这也说明监督数据的引入可以有效的克服弱监

仍然是基于无监督的数据进行特征提取或者预训

督数据可能引入的噪声等问题，从而能够更好的利

练。文献［６，１９］中尝试利用弱监督数据进行深度模

用大规模的弱监督数据。

型的训练，文献［６］利用弱监督信息指导ＤＢＮ进行
文档表达学习，学习得到的表达可以作为特征用于

５相关工作

情感分类。文献［１９］利用弱监督信息指导单词表达
的学习，让学到的单词表达可以包含情感信息。

为了解决情感分析中获取监督数据困难的问题，
Ｇｏ等人Ｌｌｕ首先提出使用推特上的弱监督数据来训

６总结和未来工作

练情感分析模型，发现弱监督数据是情感分析模型很
好的训练数据源。紧接着又涌现出一批基于弱监督

深度模型越来越广泛的被用于包括图像和语音

数据的情感分析工作［１ ２’１５］，这些工作都是直接利用弱

识别在内的很多应用中，并取得当前最好效果。训

监督数据作为训练数据，文献［１６］指出弱监督数据存

练深度模型在情感分析领域面临的问题是很难得到

在大量噪声的问题，并尝试结合使用弱监督数据与监

大规模的监督数据。为解决该问题，本文提出了基

督数据，他们使用监督数据训练一个用于情感分析的

于弱监督数据的“预训练一微调整”训练框架，首先使

语言模型，然后使用弱监督数据对语言模型进行平滑。

用弱监督数据预训练深度模型，然后再使用监督数

近年来，深度学习越来越多的被应用于文本表
达学习Ｌｌ

７‘１

据对其进行微调整。基于大规模微博数据的实验表

８］及情感分析１３“６’９‘１９］。文献［３］采用了堆

明，使用本文提出的训练方式，能够更好的结合弱

叠自编码器作为特征提取器并在无监督的数据上进

监督和监督这两种数据的优势，使深度模型取得比

行训练，基于抽取到的特征利用ＳＶＭ进行分类，实

浅层模型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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