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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词袋模型和TF-IDF的短文本分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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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然语言处理是人工智能领域中的一个热门方向，而文本分类作为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关键技术受到专家

学者的广泛关注。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海量的文本踊跃出来。文本越来越多，通过人工对文本进行分类的成本越来
提取文本特征，进行文本分类研究，最终可以使短文本以较高的正确率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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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本文针对短文本分类问题，使用词袋模型从词向量中提取词频矩阵，删除停止词与低频词。再使用TF-IDF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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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 is a hot field 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Text categorization,as
a key technology in NLP,has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experts and scholars.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networks,massive texts have come out enthusiastically.As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texts,it becomes more and more
expensive to classify them manually.In this paper,we use the bag of words model to extract the word frequency matrix from
the word vectors and delete the stop words and low-frequency words.Then TF-IDF algorithm is used to extract text features
and conduct text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so that the short text can be classified with high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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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本文研究基于句子的词频特性和tf-idf特征，使用一种基

近年来，受到计算机技术高速发展，以及大量文本在互

于词袋模型和TF-IDF的短文本分类方法。该方法使用词袋模

联网领域出现的影响，网络文本资源呈指数级增长。面对这

型从词向量中提取词频矩阵，将tf-idf特征作为短文本分类的

些规模甚为庞大，并且类型极为多样的文本数据，如何精准

一个重要特征，用以解决现有短文本分类问题。

划分文本类型，已直接关系到信息检索系统的性能，其发挥

2 词袋模型(Bag of words)
Bag of Words，也称作“词袋”。它用于描述文本的一

着关键性影响。
文本分类技术在自然语言处理中所占比重成分越来越

个简单数学模型，也是常用的一种文本特征提取方式 [5] 。在

高，许多研究人员对文本分类技术的研究变得尤为重视。文

信息检索中，词袋模型假定对于一个文本，忽略其次序和语

本分类任务可以拆分为特征工程和分类器，完成数据到信息

法，仅仅当作是该文本中若干个词汇的集合。该文本中，每

[1]

和信息到知识的过程 。词袋模型不考虑文本内各词间的上下

个词汇都是互不相关的，每个词汇的出现都不依赖于其他词

文关系，只考虑所有词所占的权重，权重则与文本内词的出现

汇。也就是说，文本中任意一个单词不管出现在任意哪个位

[2]

频率相关 。文本特征选择方法较多，其中TF-IDF可以有效评

置，都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6]。

估特定字词对于一个文本集或一个语料库中的重要程度[3,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1202458/61403109)；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F2017021).

文本分析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将文本转换成数值形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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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就可以在上面使用机器学习算法进行训练。机器学习算法

需要减少他们的权重并衡量这些罕见词汇。这有助于识别出

需要处理数值形式的数据，以便它们能够分析数据并且提取

对每个文档都独一无二的单词，从而制定一个独特的特征向

有用的信息。词袋模型从文档的所有单词中提取特征单词，

量。某一特定词语IDF的求解途径为，总文件数量÷包含此词

并且用这些特征项矩阵建模。这就使得每一份文档可以描述

语的文件数量，然后把两者相除所得值取对数即为IDF，具体

成一个词袋。而且只需要记录单词的数量，语法和单词的顺

公式为：

序都可以忽略。

(2)

一个文档的单词矩阵是一个记录出现在文档中的所有单
词的次数。因此，一份文档能被描述成各种单词权重的组合

式(2)中：|D |代表语料库内文件总量；|{j :t i ∈d j }|代表包含

体。通过设置条件，可以筛选出更有意义的单词。顺带，还

t i 此词语的文件数量(也可理解为n i ,不等于零的文件数量)。若

可以构建出现在文档中所有单词的频率直方图，这就是一个

此词语t i 未在语料库内，就会出现除数等于零的结果，所以，
通常使用1+|{j :t i ∈d j }|。

[7]

特征向量。这个特征向量被用于文本分类 。

3 TF-IDF模型(TF-IDF models)

m

最后，TF-IDF的值是这两个值的乘积值：
(3)

co

TF-IDF模型是一类应用广泛的加权技术，经常被用来
进行信息检索和数据挖掘。TF(Term Frequency)是词频的简

某特定文件中的高词语频率，结合此词语于文件集合内

称，可理解为文本内词汇出现的频率，逆文本频率的缩写为

的低文件频率，能够生成高权重的TF-IDF [11]。故而，TF-

IDF，即一个词语普遍关键性的度量[8]。

IDF倾向于将常用的词语过滤掉，将重要词语保留下来。

出现，即TF较高，同时甚少出现于其他文章内，那么判定该

4 实验分析(Experiment analysis)

z.

此模型的核心思想为：若某短语(或词)于一篇文章内多次

4.1 实验数据集

本文基于词袋模型和TF-IDF的短文本分类研究使用

短语(或词)具备良好类别区分性能，在分类方面具备适用性。

20newsgroups数据集当作训练数据集。此数据集是用来进行

的频率。后者IDF的核心思想为：若包含词条t 的文档愈少，

信息检索研究、文本挖掘与文本分类的国际标准数据集的其

即n 愈小，IDF则愈大，那么表示，词条t 在分类区分方面能力

中之一，其所含的新闻组文档数量大约为20 000，被均匀划

突出。若某一类文档C内有m 个文档均内含词条t ，而非此类文

分成20个主题各异的新闻组集合，部分集合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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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TF-IDF为TF*IDF。其中，TF代表文档内词条出现

档内所含t 的文档量合计是k ，很明显，n (包含t的全部文档量)

表1 训练数据集键值对

为上述m 、k 之和。当m 大的时候，n 也大，按照IDF公式得到

Tab.1 Training data set key value pairs

的IDF的值会小，就说明该词条t 类别区分能力不强。然而客
观情况是，若一个词条频繁出现于一个类的文档内，那么表

键

值

talk.politics.misc

Politics

rec.autos

Autos

rec.sport.hockey

Hockey

sci.electronics

Electronics

sci.med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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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此词条可很好体现这个类的文本属性，对于此类词条，应
赋予其较高权重，同时可将其当作此类文本的特征词，用来
和其他类文档作鉴别[9]。

在某指定文件内，可将TF理解为某给定词语于此文件内
出现的频率。此数值为词数归一化处理的结果，即对向量长
度实施缩放处理，全部元素的合计值等于1，由此避免它偏向
长文件(相较短文件，同一词语在长文件内的词数可能更高，
而与此词语是否重要无关)。就在某一特定文件内的词语t i 而
言，可通过下式来体现其重要性：

表1中的key值对应Scikit-learn库中数据集的名字，
value为分类名称。
测试数据集如表2所示。
表2 测试数据集

(1)

Tab.2 Test data set
测试数据集

在式(1)内，符号n i ,j 代表t i 此词在d j 此文件内出现的次数，
那么上式分母表示d j 内全部字词出现次数的合计值[10]。
IDF为逆文本频率的简称，将其作为度量来评估一个词语
是否具有普遍重要性。计算词频时，假定所有的单词都是同

Be sure to take medicine when you are ill
The player made a mistake in passing the ball
Be sure to fasten your seat belt when you drive a car

等重要的。但是不能只依赖每个单词出现的频率，因为像and
和the这样的词出现很多次。为了平衡这些常见词语的频率，

Sensing technology has been well applied in this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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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实验过程

3

的文本数据会越来越多，对于文本分类的研究也就越来越重

本文实验使用基于Python的机器学习库Scikit-learn，采
用20newsgroups数据集作为训练集，具体过程如图1所示。

要。使用词袋模型和TF-IDF算法模型能够精确地对短文本进
行分类，极大地简化了人力劳动。因此可为文本的分类提供
更为可靠的数据和方法支持。
下一步工作将在改进的TF-IDF算法基础上建立一个效率
更高的文本分类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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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实验结果

本文中的实验，先用20newsgroups训练数据集对分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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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训练，通过对训练数据集使用词袋模型和TF-IDF模型，
得到训练后的分类器。接着用测试数据集对此分类器进行实
验，得出的实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实验结果

Tab.3 Experimental result
实验结果

Input sentence:Be sure to take medicine when you are ill
Predicted category:Medicine
Input sentence:The player made a mistake in passing the ball
Predicted category:Hockey
Input sentence:Be sure to fasten your seat belt when you drive a car
Predicted category:Autos
Input sentence:Sensing technology has been well applied in this device
Predicted category:Electronics

通过表3可以看出，经过训练的分类器对于每个用于测试
的句子都做出了正确的分类。

5 结论(Conclusion)
随着计算机硬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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