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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微博是常用的社交媒体'但对于微博图片和文本相关性的研究还很少) 为研究中文图文微博相关性'

使用了三种方法计算图文微博相似度特征'并将其与图文微博文本特征(社会特征组合起来'采用三种机器学习

方法进行相关性分类) 实验结果表明'针对三种图文相似度特征计算方法'基于 O62<\CH的方法与基于 O62<%

U79C<<=AF的方法效果较好'基于余弦相似度的方法效果较差"而加入文本特征和社会特征后'相关关系识别结

果在三种机器学习算法上都有所提高) 综合考虑三种因素'使用 O62<%U79C<<=AF方法计算图文微博相似度特

征'将其与文本特征和社会特征相组合'采用.;神经网络进行相关关系识别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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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微博是人们最常用的社交媒体之一) 根据 W\\TW统计'

截至 !"#$ 年 $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4# 亿'中国手机网民规模

达 $4,$ 亿'微博的网民使用率为 *-u%DHHE!>>eee45AA=54ACH4

5A>DJeG0L?>DJe109F>DJeH?9F>!"#$")>;"!"#$")"**$'**'-'"*$*4

E<G&) 以前人们大多是分享纯文本的微博'而随着智能手机的

发展'使得随时随地拍照分享图片和情感成为可能) WDCA 等

人
,#-

在 !"#, 年的论文中提到有 ),u的用户使用手机作为他

们的拍照设备) 越来越多的微博用户喜欢在发送微博的时候

附上图片) bI等人
,!-

!"## 年的统计分析发现 ,$4*u的新浪

微博带有图片'而人们在浏览微博时更倾向于有图片的微博)

虽然图片在微博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但微博作为一个自由的

社交平台'其信息的发布相对比较随意'并非所有微博图片和

文本都是相关的) 研究图文相关性有助于提高对于图像语义

的研究'例如用户发微博时未能找到合适配图'利用图文相关

性研究即可为其找到与文本对应的最佳图片) 图文相关性研

究还有助于图像检索和图像标注等领域'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图像与文本间存在语义鸿沟'人们判断图像文本相关时'

并非使用图像的低层视觉特征'而是建立在对图像所描述对象

或事件语义理解的基础上'这种理解是来自于人们经验积累而

作出的推理和判断) 刘凯等人
,*-

利用深度玻尔兹曼机实现图

像与文本的低层次特征向高层次抽象概念的转变) WDCA 等

人
,--

先提取图片 PT̂:特征'对微博图片进行聚类'获取微博图

片的主题"然后将主题特征与微博其他特征结合起来'使用朴

素贝叶斯进行相关性分类) 除此之外'研究者们也提出了先使

用工具将图片转换为文本'然后进行相关性分析及检索) BCA

等人
,,-

使用维基百科语料研究了图片和文本的相关性'先使

用aKC2̂C8H提取图片标签'生成图片单词向量'再提取微博文

本单词向量'通过 QP+对两个单词向量进行转换映射到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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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词向量空间'在新的空间中计算图片文本的相关性)

对于没有主题的图文微博语料'使用传统的词袋模型很难

计算图片文本相关性) 本文首先统计了微博的文本特征和社

会特征"然后使用aKC2̂C8H提取图片标签'并使用三种方法计

算了图片标签和微博文本的相似度"最后将相似度特征作为基

本特征'与微博文本特征和社会特征进行组合'使用三种机器

学习算法进行相关性分类'并分析了各个特征对实验结果的影

响及其可能原因)

#"总体框架

图 # 是图文微博相关关系识别的总体框架) 它由数据获

取与预处理(多模态特征提取(相关性识别建模三个阶段组成)

#&数据获取与预处理

在数据的获取与预处理阶段'使用爬虫从网络上随机爬取

带有图片的新浪图文微博) 原始图文微博中包含冗余和噪声'

如存在一些重复的微博'有的微博文本偏短无意义) 去除重复

微博和文本长度小于 , 的微博'对于有多幅图的微博只取其中

一幅) 得到图文微博对以后'先制定相关关系标注标准'之后

使用众包技术对图文微博对进行人工标注)

!&多模态特征提取

图文微博的多模态特征包括社会特征(文本特征和相似度

特征) 提取微博社会特征时'首先对微博进行预处理'而后提取

评论次数({标签等微博社会特征'并对特征进行归一化) 提取

微博文本特征时'文本长度特征可直接计算'其余特征需先进行

分词和词性标注'并去除停用词'而后根据标注的词性统计微博

的名词密度(动词密度等文本特征) 计算图文相似度特征时'首

先使用aKC2̂C8H提取微博图片标签"然后提取微博文本的名词

集合'通过百度翻译 +;T将其翻译成英文"最后使用余弦相似

度(O62<\CH和O62<%U79C<<=AF三种方法计算相似度特征)

*&相关性识别建模

在建模阶段'将图文相似度特征(文本特征和社会特征三

者进行组合'采用 .;神经网络(朴素贝叶斯和逻辑斯蒂回归

三种机器学习方法进行图文相关性识别的训练和测试'最后找

出较优的多模态特征组合并分析实验结果的影响因素)

$"多模态特征与特征组合

$&#"文本特征

微博中存在很多转发微博'例如图 ! 就是一条转发的图文

微博'其文本包括转发理由%#恭喜恭喜,强-$&和原微博文本

%#{小幸福{女o子'好'感恩 3杨 LL,作揖-,偷笑- $&) 本

文中统计的文本特征为原微博文本中的特征
,$-

) 得到原微博

文本后'首先对其进行预处理'去除话题%# {小幸福{$&(3

%#3杨LL$&和表情符%#,作揖- ,偷笑-$&"然后对预处理后

的微博文本进行分词(词性标注和去除停用词'本文使用坦福

工具包%DHHE!>>AJE4@H8AG62<4C<I>&进行这些预处理"最后统计

微博的文本特征)

微博文本特征包括文本长度(名词密度(动词密度(命名实

体密度等) 其中'命名实体又包括人名(地名(机构名(方位名

以及其他以名称为标志的实体) 名词密度是指微博正文中名

词在当前微博所有词中所占比例'动词密度和命名实体密度同

上) 最后得到了文本长度(名词密度(动词密度和命名实体密

度 - 维文本特征)

$&$"社会特征

对于转发微博'本文统计的是原微博中的社会特征'如图

! 中#张亮 PC8A$的微博) 微博社会特征有很多'不仅包括作者

信息(赞数量(转发数(评论数(话题%中文微博中话题是两个

#{$号之间的内容&(表情符 %在方括号中的中文'如 #,偷

笑-$&'还包括微博发布时间和发布微博的设备等) 图 ! 中的

图文微博示例中展示了上述社会特征
,'')-

)

为了便于统计分析'本文使用了微博中易于获取的一些社

会特征'包括赞(转发(评论(#3$({符号和表情符'如图 ! 中

的#赞,)##,,"-$ #原文转发,&'!*&-$ #原文评论,##!"&'-$

#3$#{小幸福{$ #,偷笑-$'对于后三个特征'只统计是否出

现'最后得到的社会特征有 $ 维)

$&%"相似度特征

相似度特征是指一条微博的图片与其文本的相似度) 本

文使用了三种方法计算相似度特征'分别是余弦相似度计算方

法(基于 O62<\CH的相似度计算方法和基于 O62<%U79C<<=AF

的相似度计算方法)

使用斯坦福工具包对微博正文进行分词和词性标注'只保

留普通名词) 将得到微博文本表示为名词集合'而后调用百度

翻译+;T将中文名词集合翻译成英文名词集合'结果表示为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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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表示第$个名词及其词频)

使用aKC2̂C8H提取图片标签) aKC2̂C8H是一个基于卷积

神经网络的图片特征提取和分类工具
,&'#"-

) 对于每幅图片'

aKC2̂C8H根据设置的参数0生成0个语义标签'并且标签是按

照可信度从大到小排列的) 一般 0大于 #" 的标签可信度就

小于 "4# 了'在本文中设置 0为 #") 图 * 是两组 aKC2̂C8H识

别图片的例子'本文列出了前五个识别结果) 可以看出 aKC2%

Ĉ8H对于物体的识别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对于人的识别效果较

差) 取 aKC2̂C8H识别的前 #" 个结果'将其表示为 Q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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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第$个词的可信度)

#&余弦相似度计算方法

余弦相似度是通过计算两个向量夹角来估计相似度) 余

弦相似度计算如式%#&所示)

@=7=J82=HLk56@=A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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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Q

#

表示微博文本集合"Q

!

表示微博图片标签集合"% 为

Q

#

和Q

!

并集中词的个数"@=7=J82=HL表示图文相似度'下同)

!&基于O62<\CH的相似度计算方法

O62<\CH是;2=A5CH6A大学研发的一种基于认知语言学的

英文词典'可以用来计算词汇的语义相似度
,##'#!-

) 图片和文

本的相似度计算如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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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A%HC27

$

'HC27

A

&表示基于 O62<\CH的词汇语义相似度

度量词项HC27

$

与HC27

A

之间的语义相似性"/

$

表示微博文本第

$个词的词频"<

A

表示aKC2̂C8H识别第A个标签的可信度)

*&基于O62<%U79C<<=AF的相似度计算方法

O62<!ZC5是Y66FJC发布的开源神经网络工具包%DHHE@!>>

56<C4F66FJC4567>E>e62<!KC5>&'可以通过训练将词映射成E维

实数向量'通过词间距离%如余弦相似度(欧氏距离等&计算词

的语义相似度) 本文从英文维基百科语料%DHHE@!>><I7E@4e=]=%

7C<=8462F>CAe=]=>J8HC@H>CAe=]=%J8HC@H%E8FC@%82H=5JC@417J490!& 中

选取了!"万篇文章'并使用O62<!ZC5将每个词表示为一个*""

维的向量) 通过向量与向量之间的余弦距离可以计算词语与词

语间的相似度%式%*&&'式%-&表示计算图文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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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J

A

和A;<J

A

分别对应HC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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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的 *"" 维向量) /

$

和

<

A

意义同式%!&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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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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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组合

本文提取了三类特征'即前文所述的图文相似度特征(文

本特征与社会特征'分别使用B(:与 P来表示) 其中'图文相

似度特征使用向量余弦(O62<\CH和O62<%U79C<<=AF三种方法

来计算得到'本文分别使用 BW(B\和 BU来表示) 从图 ! 微

博示例可以看出'社会特征的#评论$与#转发$数一般很大'为

避免特征之间因数值差异大而导致部分特征被吞噬的问题'同

时也为了降低特征计算复杂度'对各类特征使用式%,&进行归

一化处理)

H8AD%N& k

*

N

n*

nN

*

N

l*

nN

%,&

为分析各种图文相似度特征(文本特征(社会特征的组合

对图文相关关系识别的影响'本文将图文相似度特征'即 BW(

B\和BU作为基本特征'依次与文本特征和社会特征组合'共

形成九组组合的特征'如表 # 所示)

表 #(特征组合

特征组合 描述

BW 向量余弦相似度

B\ O62<\CH相似度

BU O62<%U79C<<=AF相似度

BWlP 向量余弦相似度与社会特征

B\lP O62<\CH相似度与社会特征

BUlP O62<%U79C<<=AF相似度与社会特征

BWlP l: 向量余弦相似度(社会特征与文本特征

B\lP l: O62<\CH相似度(社会特征与文本特征

BUlP l: O62<%U79C<<=AF相似度(社会特征与文本特征

((各类特征组合及其相对权重由式%$&给出) 基于统计实

验结果和训练经验'其中 "最佳取值为 #S!'4和<分别为 #S*)

Yk" mGl%# n"&C

Yk4mGl<mC l%# n4n<& m? %$&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语料

本文使用社会媒体爬虫程序'从新浪微博上随机收集了

#! """ 条带图片的图文微博对%从 !"#* 年 - 月 !- 日开始'新

浪微博支持每条微博附带多幅图片'本文为了便于研究'只取

其中一幅&) 很多图文微博都是转发自别人的) 对于这种微

博'只保留原微博的文本和图片'不同用户转发了同一条图文

微博则被视为相同微博) 去除重复微博和文本长度小于 , 的

微博后得到 & &-! 条图文微博)

实验数据利用众包技术进行人工标注'标注标签有两个'

分别是相关和不相关) 相关标签主要根据下面五种情况进行

标注'分别是名词相关(命名实体相关(动词相关(文字相关(场

景相关) 例如在图 -%8&%9&中'文本中出现#老爷爷$#乌龟$

等名词'在图片中也有对应的实物'是名词相关"在%8&与%<&

中'文本中出现的#阿布力克木.买买提$#陈晓$是命名实体'

图片中对应有#人$'是命名实体相关"在%5&中'文本中出现动

词#打嗝$'图片中的这个#人$也有打嗝的动作'是动词相关"

在%9&中图片和文本都描述了#老爷爷遛乌龟$这个场景'所以

%9&也有场景相关) 最后得到 , &,! 条相关和 * &&" 条不相关

的图文微博)

在标注的同时'统计了各种相关情况在相关图文微博中所

占比例) 每个相关图文微博可能会有多种相关情况'如图 -

%9&的图文微博既有名词相关'也有场景相关) 各种相关占所

有相关图文微博百分比如图 , 所示) 从图 , 可以看出'微博中

名词相关的有 -'4*u'文字相关的有 **4$u'这两种占了图文

微博相关的大部分"剩余三种相关中'命名实体相关占#,4-u'

动词相关占 &4!u'场景相关占 -4!u)

.)-$!. 计算机应用研究 !"#'年(



%&$"评判标准

如表 ! 所示'本文相关性标签有相关和不相关两个) 以平

均Y%7C8@I2C值作为相关关系识别结果的的评判指标'计算方

法如式%'& j%&&所示)

Rx:2ICk

"

" l4

'Gx:2ICk

"

" l<

'Rx 8̂J@Ck

O

<lO

'Gx 8̂J@Ck

O

4lO

%'&

Yx:2ICk

! mRx:2ICmGx:2IC

Rx:2IClGx:2IC

'Yx 8̂J@Ck

! mRx 8̂J@CmGx 8̂J@C

Rx 8̂J@ClGx 8̂J@C

%)&

Y%7C8@I2Ck

%" l<& mYx:2ICl%4lO& mYx 8̂J@C

" l4l<lO

%&&

式%'&中的Rx:2IC(Gx:2IC(Rx 8̂J@C(Gx 8̂J@C分别代表相

关图文微博的准确率(相关图文微博的召回率(不相关图文微

博的准确率(不相关图文微博的召回率) 式%)&中的 Yx:2IC

代表相关图文微博的 ^值'Yx 8̂J@C代表不相关图文微博的 Y

值) Y%7C8@I2C是平均Y值'计算如式%&&所示)

表 !(二值分类列表

类别 预测为相关的 预测不相关的

预测相关的 " <

预测不相关的 4 O

%&%"实验结果

本文使用OC]8实现模型进行图文微博相关性的分类'随

机取 '"u数据训练'*"u数据进行测试
,#*'#--

) 实验采用 .;(

\8=KC.8LC@和Q6F=@H=5BCF2C@@=6A 这三种机器学习分类算法)

表 * j, 中 BW(B\(BU分别表示使用余弦相似度(O62<\CH(

O62<%U79C<<=AF计算得到的图文相似度特征'C为社会特征'?

为文本特征) 实验目的有三个!8&比较三种计算图文相似度

特征的方法"9&验证各个特征对图文微博相关性的影响'并分

析此影响的可能原因"5&找出哪种特征组合下图文相关关系

识别效果最好)

表 *(基于56@=AC特征相关性分类结果

76<CJ

56@=AC

BW BWlP BWlP l:

.; "4--& "4,$$ "4$-*

\8=KC.8LC@ "4*"' "4,)& "4$*&

Q6F=@H=5BCF2C@@=6A "4--& "4,') "4$-!

表 -(基于O62<\CH特征相关性分类结果

76<CJ

O62<\CH%98@C<

B\ B\lP B\lP l:

.; "4$#, "4$!' "4$,#

\8=KC.8LC@ "4,,# "4,&# "4$--

Q6F=@H=5BCF2C@@=6A "4,&) "4$!$ "4$-,

表 ,(基于O62<%U79C<<=AF特征相关性分类结果

76<CJ

O62<%U79C<<=AF

BU BUlP BUlP l:

.; "4$"* "4$!) "4$,!

\8=KC.8LC@ "4,& "4,&# "4$*)

Q6F=@H=5BCF2C@@=6A "4,)# "4$#, "4$-$

((从表 * j, 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出'三种计算图文相似度方

法中'基于O62<%U79C<<=AF和基于O62<\CH的方法效果相近'

余弦相似度方法较差) 原因是百度翻译得到的词与 aKC2̂C8H

提取到的标签可能并不相同'只是语义上相关'而余弦相似度

方法无法解决同义词(近义词(上下位词的语义问题) 例如

aKC2̂C8H识别的标签中有#小狗$'而微博文本中未出现这个

词'但是有#动物$'此种情况余弦相似度计算结果要远低于

O62<\CH%98@C<和O62<%U79C<<=AF方法) aKC2̂C8H提取的标签

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无用标签'如图 *%9&中有识别到#J6IEC$

%放大镜&'而图片中对应的是#@IAF8J@@$ %太阳镜&'这种错误

标签对余弦相似度方法影响很大'但是对于 O62<\CH和 O62<%

U79C<<=AF方法影响较小'因为O62<\CH和O62<%U79C<<=AF方

法计算得到的是微博名词与 aKC2̂C8H标签之间相似度最大的

一组)

使用单一图文相似度特征时'最好的结果是基于 O62<%

\CH方法计算 B特征'并使用 .;神经网络进行分类'Y%7C8%

@I2C值为 "4$#,) 这个结果相对较低'主要原因有两个!aKC2%

Ĉ8H对微博图片的识别效果较差'对物品之类的识别较好'而

对图像中的命名实体(动作(场景和文字的识别较差'如图 *

识别出了#藏獒$和#太阳镜$'但没有识别出人和人的动作'

在本文的图文微博语料中'物品是由名词表示的'而名词相

关的图文微博只占相关图文微博的 -'4*u'因此使用相似度

特征进行相关性分类时结果相对较低"微博文本的不规范

性'微博是一个自由的社交平台'其上催生了很多变异的微

博语言'例如#YY我刚收到了斑竹的妹儿$'这里#YY$是#哥

哥$的谐音'#斑竹$是#版主$的谐音'而#妹儿$是#U%78=J$

的谐音变异词) 这些变异语言导致了微博分词和命名实体

识别的不准确性'O62<\CH也难以计算出这些词和图片标签

的真实相似度)

在增加文本特征和社会特征以后'相关性识别结果有明显

的提升) 使用 .;神经网络作为分类模型'将余弦相似度(

O62<\CH和O62<%U79C<<=AF计算得到的 B特征和文本特征(

社会特征组合以后'Y%7C8@I2C值分别提高了 "4#&-("4"*$ 和

"4"-&) 赞(转发和评论对图文微博相关性有提高的可能原因

是图文相关的微博质量更好'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 带有

.&-$!.第 &期 颜(杰'等!面向微博图文相关关系识别的多模态特征组合研究 (((



( (

#{$标签的微博是话题微博'一般是各个组织的官方微博发布

的'其图片和文本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名词密度和命名实体密

度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微博文本中的物体%人或者物&在微博

信息中所占比例'而标注结果显示一半以上的图文微博是名词

或者命名实体相关的'故而这两个特征对相关关系识别有积极

影响)

从实验结果可以得出'使用O62<%U79C<<=AF方法计算图文相

关性特征'并加入文本特征和社会特征'使用.;神经网络进行图

文微博相关关系识别效果最好'得到Y%7C8@I2C值为 "4$,!)

'"结束语

针对图文微博相关性识别问题'本文收集了无类别的微博

图文数据'对其进行人工标注) 首先使用三种方法计算图片文

本相似度特征'然后将其与文本特征(社会特征进行不同组合'

采用三种机器学习方法对其进行相关关系识别"最后得出结

论!基于O62<%U79C<<=AF方法计算出的图文相似度特征与文

本特征(社会特征的组合在 .;神经网络上的识别效果最佳)

未来工作将继续收集图文微博数据'使用半监督方法提高图文

微博相关性分类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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