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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现有的文本讽刺识别研究通常只停留在句子级别的讽刺表达分类，缺乏考虑讽刺对象
对讽刺表达的影响。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一个新的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该
任务通过话题的引入，以话题作为讽刺对象，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建模讽刺表达。对
应地，本文构建了一个新的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数据集。这个数据集包含了謷謰謷个话
题，以及对应的謴謸謷謱个话题謭评论对组。在此基础上，基于提示学习和大规模预训练语
言模型，提出了一种面向话题的讽刺表达提示学习模型。在本文构建的面向话题讽刺
识别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表明，相比基线模型，本文所提出的面向话题的讽刺表达提
示学习模型取得了更优的性能。同时，实验分析也表明本文提出的面向话题的讽刺识
别任务相比传统的句子级讽刺识别任务更具挑战性。

关关关键键键词词词：：： 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 ；讽刺识别 ；提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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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譅譸譩譳譴譩譮譧 譲譥譳譥譡譲譣譨 譯譮 譳譡譲譣譡譳譭 譤譥譴譥譣譴譩譯譮 譧譥譮譥譲譡譬譬譹 譡譴譴譥譭議譴譳 譴譯 譲譥譣譯譧譮譩譺譥 譴譨譥 譳譥譮譴譥譮譣譥謭
譬譥譶譥譬 譳譡譲譣譡譳譴譩譣 譥譸議譲譥譳譳譩譯譮 警譲譯譭 譴譨譥 譣譯譮譴譥譸譴謬 護譨譩譣譨 譬譡譣譫譳 譯警 譴譨譥 譣譯譮譳譩譤譥譲譡譴譩譯譮 譯警 譴譨譥
譳譡譴譩譲譩譣譡譬 譯譢譪譥譣譴 譯譮 譴譨譥 譳譡譲譣譡譳譴譩譣 譥譸議譲譥譳譳譩譯譮謮 譔譨譥譲譥警譯譲譥謬 譔譨譩譳 議譡議譥譲 議譲譯議譯譳譥譳 譡 譮譥護 譴譯議譩譣謭
譯譲譩譥譮譴譥譤 譳譡譲譣譡譳譭 譤譥譴譥譣譴譩譯譮 譴譡譳譫謬 護譨譩譣譨 譣譡譮 譢譥譴譴譥譲 譵譮譤譥譲譳譴譡譮譤 譡譮譤 譭譯譤譥譬 譴譨譥 譳譡譲譣譡譳譴譩譣
譥譸議譲譥譳譳譩譯譮 譢譹 譩譮譴譲譯譤譵譣譩譮譧 譴譨譥 譴譯議譩譣譳 譡譳 譴譨譥 譳譡譴譩譲譩譣譡譬 譯譢譪譥譣譴譳謮 譃譯譲譲譥譳議譯譮譤譩譮譧譬譹謬 譴譨譩譳
議譡議譥譲 譣譯譮譳譴譲譵譣譴譳 譡 譮譥護 譤譡譴譡譳譥譴 警譯譲 譴譯議譩譣謭譯譲譩譥譮譴譥譤 譳譡譲譣譡譳譭 譤譥譴譥譣譴譩譯譮謬 護譨譩譣譨 譣譯譮譳譩譳譴譳 譯警
謷謰謷 譴譯議譩譣譳 譡譮譤 謴謸謷謱 譴譯議譩譣謭譣譯譭譭譥譮譴 議譡譩譲譳謮 譂譡譳譥譤 譯譮 譴譨譩譳 譤譡譴譡譳譥譴謬 譡 譴譯議譩譣謭譢譡譳譥譤 議譲譯譭議譴
譬譥譡譲譮譩譮譧 譭譯譤譥譬 譩譳 議譲譯議譯譳譥譤 譴譯 譤譥譡譬 護譩譴譨 譴譨譥 譴譯議譩譣謭譯譲譩譥譮譴譥譤 譳譡譲譣譡譳譭 譤譥譴譥譣譴譩譯譮 譢譡譳譥譤
譯譮 譴譨譥 譬譡譲譧譥謭譳譣譡譬譥 議譲譥謭譴譲譡譩譮譥譤 譬譡譮譧譵譡譧譥 譭譯譤譥譬 譡譮譤 議譲譯譭議譴 譬譥譡譲譮譩譮譧謮 譅譸議譥譲譩譭譥譮譴譡譬
譲譥譳譵譬譴譳 譯譮 譴譨譥 議譲譯議譯譳譥譤 譴譯議譩譣謭譯譲譩譥譮譴譥譤 譳譡譲譣譡譳譭 譤譡譴譡譳譥譴 譳譨譯護 譴譨譡譴 譯譵譲 議譲譯議譯譳譥譤 譴譯議譩譣謭
譢譡譳譥譤 議譲譯譭議譴 譬譥譡譲譮譩譮譧 譭譯譤譥譬 譯譵譴議譥譲警譯譲譭譳 譴譨譥 譢譡譳譥譬譩譮譥 譭譯譤譥譬譳謮 譓譩譭譵譬譴譡譮譥譯譵譳譬譹謬 譴譨譥
譩譮謭譤譥議譴譨 譡譮譡譬譹譳譩譳 譳譨譯護 譴譨譡譴 譴譨譥 議譲譯議譯譳譥譤 譴譯議譩譣謭譯譲譩譥譮譴譥譤 譳譡譲譣譡譳譭 譤譥譴譥譣譴譩譯譮 譴譡譳譫 譩譳 譭譯譲譥
譣譨譡譬譬譥譮譧譩譮譧 譣譯譭議譡譲譥譤 譴譯 譴譨譥 譴譲譡譤譩譴譩譯譮譡譬 譳譥譮譴譥譮譣譥謭譬譥譶譥譬 譳譡譲譣譡譳譭 譤譥譴譥譣譴譩譯譮謮

Keywords: 譔譯議譩譣謭譯譲譩譥譮譴譥譤 譳譡譲譣譡譳譭 譤譥譴譥譣譴譩譯譮 謬 譓譡譲譣譡譳譭 譤譥譴譥譣譴譩譯譮 謬 譐譲譯譭議譴 譬譥譡譲譮譩譮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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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言言言

讽刺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通常使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对人或事进行揭露、批评或嘲
笑，在语言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关注 謨譇譩譢譢譳謬 謱謹謸謶謻 譇譩譢譢譳謬 謲謰謰謷謻 譋譲譥譵譺
譡譮譤 譇譬譵譣譫譳譢譥譲譧謬 謱謹謸謹謻 譋譲譥譵譺 譡譮譤 譃譡譵譣譣譩謬 謲謰謰謷謩。韦氏词典（譍譥譲譲譩譡譭 譗譥譢譳譴譥譲）0将讽刺定义
为譜使用与你真正想说的意思相反的词语，尤其是为了侮辱某人、表示愤怒或搞笑情绪。謢（the
use of words that mean the opposite of what you really want to say especially in order to insult
someone, to show irritation, or to be funny.）。从讽刺的定义可以看出，讽刺表达通常是针对
人、事物等讽刺对象而做出的语言表达。但目前大多数文本讽刺检测的研究局限于句子级别的
讽刺识别和分类 謨譊譯譳譨譩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謱謵譡謻 譋譵譭譡譲 譊譥譮譡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謲謰謻 識譩譯譮譧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謱謹謻 譌譯譵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謲謱謩，而忽略了讽刺对象对讽刺表达的影响。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网络
用户会对热点事件发表想法和评论，包括大量讽刺表达。其中大量评论都是基于特定事件产生
的。因此，仅从评论本身出发分析其中的讽刺信息，不足以准确全面地理解用户对特定事件的
实际情感。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从一种新的角度观察讽刺表达，提出一个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

由于目前尚未有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公开数据集，本文设计构建了一个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新
数据集。该数据集包含謷謰謷个话题以及对应的謴謸謷謱个样本。其中，每一个样本由一个话题和一个
评论组成。讽刺识别模型需要针对特定话题从句子的上下文中判断该评论是否为讽刺表达（讽
刺或非讽刺）。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基于提示学习（議譲譯譭議譴 譬譥譡譲譮譩譮譧），提出一种面向话题
的讽刺表达提示学习（譔譯議譩譣謭譏譲譩譥譮譴譥譤 譓譡譲譣譡譳譭 譐譲譯譭議譴 譌譥譡譲譮譩譮譧，譔譏譓譐譲譯譭議譴）模型。这一
模型通过针对话题设计提示模板，可以更好地从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型（議譲譥謭譴譲譡譩譮譥譤 譬譡譮譧譵譡譧譥
譭譯譤譥譬，譐譌譍）中理解句子对于话题的讽刺表达信息，从而判断该句子是否为讽刺句子。
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
（謱）本文首次以一种新的角度观察讽刺表达，并提出一种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
（謲）本文构建了一个新的数据集用于评估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通过数据的开源，更

好地推动这一问题的研究。
（謳）本文提出了一种面向话题的讽刺表达提示学习模型。该模型能有效建模面向话题的讽

刺识别任务，并取得比基线模型更优的性能。

2 相相相关关关工工工作作作

2.1 讽讽讽刺刺刺识识识别别别

句子级的文本讽刺识别旨在从句子中识别上下文的讽刺表达，判断句子是否为讽刺
句 謨譊譯譳譨譩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謱謵譢謩。一些早期的研究工作使用特征工程方法来謮提取了句子上下文中不
一致的情感表达，例如在上下文中搜索一组积极情感的动词和消极情感的表达 謨譒譩譬譯謋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謱謳謻 譂譡譭譭譡譮 譡譮譤 譓譭譩譴譨謬 謲謰謱謵謩、或构建词汇特征来确定不一致性 謨譄譡譶譩譤譯譶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謱謰謻
譇譯譮譺謓譡譬譥譺謭證譢謓譡譾譮譥譺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謱謱謻 譌譵譮譡譮譤譯 譡譮譤 譐譵譲護譡譲譩譡譮譴譩謬 謲謰謱謳謩，从而识别上下文的讽刺表达。
随后，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句子级讽刺识别任务中。例如 謨譐譯譲譩譡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謱謶謻

譍譡譪譵譭譤譥譲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謱謹謩采用预先训练的卷积神经网络（譣譯譮譶譯譬譵譴譩譯譮譡譬 譮譥譵譲譡譬 譮譥譴護譯譲譫譳，譃譎譎）
架构来提取上下文的情感和个性特征，用于文本讽刺识别。譚譨譡譮譧等人 謨謲謰謱謶謩利用双向门控递
归神经网络和池化神经网络来捕获推特内容和上下文信息，从而识别推特的讽刺表达信息。孙
等人 謨謲謰謱謶謩提出一种融合多特征的混合神经网络判别模型。该模型融合了譃譎譎和长短期记忆
网络（譬譯譮譧 譳譨譯譲譴謭譴譥譲譭 譭譥譭譯譲譹，譌譓譔譍），有效挖掘文本中深层次的语义信息，完成讽刺识
别。譔譡譹等人 謨謲謰謱謸謩引入注意力机制，结合神经模型对上下文的情感对比和不协调情感表达进
行建模，识别上下文的讽刺信息。識譩譯譮譧等人 謨謲謰謱謹謩提出一种结合自匹配网络、双向譌譓譔譍网络
和低阶双线性池方法的神经网络模型，从而学习单词对之间的不协调情感表达。在基于图网络
模型的讽刺识别研究中，譌譯譵等人 謨謲謰謲謱謩提出了一个基于依赖树和情感知识的情感依赖图网络
模型，可以学习上下文中复杂的情感依赖信息，挖掘讽刺表达。
此外，随着大规模预训练模型在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中取得的成功，也有研究工作将强大

的预训练模型应用于讽刺识别任务中。譂譡譢譡譮譥譪譡譤等人 謨謲謰謲謰謩利用情感信息和上下文特征来改

©2022 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
根据《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许可出版

0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sarca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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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譂譅譒譔 謨譄譥譶譬譩譮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謱謹謩结构，使其可以有效识别文本中的讽刺表达。樊等人 謨謲謰謲謱謩针
对讽刺识别中较少利用上下文语境信息和修辞表达信息的不足，通过结合大规模预训练模
型譅譌譍譯 謨譐譥譴譥譲譳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謱謸謩，提出了基于多语义融合的反讽识别方法。上述研究工作在句子
级的讽刺识别任务中取得了较好性能，但是这些研究工作都是局限于句子级的文本讽刺识别，
忽略了讽刺表达中的讽刺对象和话题信息。

2.2 提提提示示示学学学习习习

随着譅譌譍譯 謨譐譥譴譥譲譳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謱謸謩、譂譅譒譔 謨譄譥譶譬譩譮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謱謹謩、譇譐譔謨譒譡譤警譯譲譤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謱謸謻
譒譡譤警譯譲譤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謱謹謻 譂譲譯護譮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謲謰謩等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型的发展，自然语言处理的研
究和应用很多趋向于以预训练语言模型为中心，在下游任务进行微调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近年
来，基于提示学习（議譲譯譭議譴 譬譥譡譲譮譩譮譧）的研究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其主要思想是通
过改造下游任务、增加专家知识，使任务输入和输出适合原始语言模型，从而获得更好的任务
效果。譐譥譴譲譯譮譩等人謨謲謰謱謹謩将关系抽取任务修改为填空题，在不修改预训练语言模型的情况下，
得到了比融合知识库更好的关系抽取性能。譓譨譩譮等人謨謲謰謲謰謩提出了一种基于梯度引导搜索的自
动方法：譁譕譔譏譐譒譏譍譐譔。该方法可以为一组不同的任务自动创建提示。与手动创建提示的
方法相比，譁譕譔譏譐譒譏譍譐譔的提示可以从掩码语言模型（譍譁譓譋譥譤 譬譡譮譧譵譡譧譥 譭譯譤譥譬，譍譌譍）
中获得更准确的事实知识。譓譣譨譩譣譫和譓譣譨譵譴譺譥謨謲謰謲謱謩基于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型，引入模式利用
训练（議譡譴譴譥譲譮謭譥譸議譬譯譩譴譩譮譧 譴譲譡譩譮譩譮譧，譐譅譔）方法。该方法是一种半监督的训练方法，将输入样
本重新设置为完形填空式短语，以帮助语言模型理解给定的任务。然后使用这些短语为大量未
标记的示例指定软标签。最后，在结果训练集上执行有监督训练。这类基于提示学习的方法通
过模板的引入，使得下游任务更好地匹配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型，在很多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中
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效果。受这些工作的启发，本文提出一种面向话题的讽刺表达提示学习模
型，该模型通过设计面向话题的提示模板，更好地解决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问题。

3 面面面向向向话话话题题题的的的讽讽讽刺刺刺识识识别别别任任任务务务

与句子级讽刺识别不同，本文提出了一种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这一任务通过话题的
引入，以话题为讽刺背景謯对象，判断文本是否为讽刺表达。例如表謱给出的讽刺表达示例。对
于同一个句子譜真的很优秀謢，样例謱是一个没有话题信息的文本句子，可以看出，单纯从句子的
上下文信息，难以判断该句子是否为讽刺表达。样例謲是带有话题的句子。可以看出，结合话题
信息可以很容易地判断该句子为讽刺句。而在样例謳给定的话题场景下，可以判断样例謳不是讽
刺句。这就意味着在面向话题的讽刺检测任务中，当针对的话题不同时，同一个句子也有可能
是不一样的讽刺标签。这就意味着必须深入结合话题信息，才能更好地判断句子是否为讽刺表
达。可以看到，与传统的句子级讽刺识别相比，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更贴切真实场景。
形式化定义：对于给定的输入x 謽 謨t, s謩，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旨在从评论s中挖掘针对话

题t的讽刺表达信息，从而判断s针对t的类别y为譜讽刺謢或譜非讽刺謢。

样样样例例例 话话话题题题 句句句子子子 标标标签签签

謱 謭 真的很优秀 ？
謲 美国两党被曝都曾花钱挖特朗普黑料 真的很优秀 讽刺
謳 男孩曾多次获得国家级竞赛奖项 真的很优秀 非讽刺

譔譡譢譬譥 謱謺 与话题相关的讽刺表达示例

4 面面面向向向话话话题题题的的的讽讽讽刺刺刺识识识别别别数数数据据据集集集

目前尚未有公开的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标注数据。为此，本文基于中文社交媒体文本，设
计并构建了一个新的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数据集。具体地，为了收集带有话题的讽刺表达文本
数据，本文从譜观察者謢1爬取带有话题的中文评论文本，形成初始数据。譜观察者謢是一个集新闻
传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于一体的新闻与评论一体化网站，反映了当前中国与世界各种思潮的
对抗，该网站具有新闻内容更新快、活跃用户多、用户对新闻事件评论多、用户之间讨论活跃
等特点。接下来本文详细介绍数据集的处理和标注过程。

1https://www.guanch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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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数数数据据据处处处理理理

考虑到数据集的规范性、通用性以及可扩展性，本文根据以下方面筛选待标注数据：

• 为确保数据的规范性，在话题选取过程中屏蔽掉包含敏感词语、讽刺表达比例低、攻击性
强等话题。

• 因为过长的句子会影响模型对讽刺表达的学习能力，因此过滤掉长度超过謲謰謰个词语的长文
本数据。

• 以话题謭评论对来构建一个数据样本，并过滤掉重复的话题謭评论对。

• 过滤掉数据中的特殊符号、网页地址等与语义信息无关的信息。

这样可以得到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初始数据。其中，每一条数据样例由一个评论和对应的
话题组成。

4.2 数数数据据据标标标注注注

在数据标注过程中，针对每一条数据样例，由謵名标注者进行独立标注。整个标注过程持续
了謴个月。对于标注结果不一致的样例，通过多数投票机制获得最终的类别标签。同时，在标注
过程中，为了提升数据集的质量，标注者丢弃了原始数据中约謲謰謥的噪音数据。包括：

• 评论和话题内容不相关的数据。
• 评论带有敏感词语、攻击性词语等表达的数据。
• 謵名标注者都难以通过话题和评论内容判断类别标签的数据。

此外，因为话题通常是有明确的主题，并且有规范的信息表达，而从社交平台中爬取到的
某些原始话题会存在噪音。因此，本文在标注过程中对原始话题进行了修正，包括：

• 删除不合适的断句，例如表謲话题謱中的譜外交部回应謢。

• 删除话题中的冗余信息，例如表謲话题謲中的譜又一个！謢。

• 重新组织话题表述，使话题更通顺，例如表謲话题謳中前后两个分句缺少的因果关系连接
词譜造成謢。

Id 原原原话话话题题题 修修修改改改后后后话话话题题题

謱 新西兰禁止运营商使用华为謵譇技术 外交部回应 新西兰禁止运营商使用华为謵譇技术
謲 又一个！萨尔瓦多与台湾譜断交謢 萨尔瓦多与台湾譜断交謢
謳 英国曼彻斯特发生恐怖爆炸袭击 謲謲死謵謹伤 曼彻斯特发生恐怖爆炸袭击造成謲謲死謵謹伤

譔譡譢譬譥 謲謺 话题处理示例

样样样例例例 话话话题题题 评评评论论论 类类类别别别

謱 美国驱逐舰又撞船了 真会玩，在海上开譜碰碰船謢 讽刺
謲 中国首款譒證譓譃謭譖高性能家电芯片在青岛诞生 加油 非讽刺

譔譡譢譬譥 謳謺 讽刺标注结果示例

受现有的句子级讽刺识别研究工作的启发 謨譊譯譳譨譩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謱謵譢謻 識譩譯譮譧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謱謹謻 譌譯譵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謲謱謩，本文针对每一个话题謭评论对组成的样例标注为譜讽刺謢或譜非讽刺謢类别，类别标签标
注举例如表謳所示。因此，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中每一条标注样例可以表示为謨t, s, y謩，其
中y为该样例的类别标签。
为了保证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具有更合理的评估结果，本文尽可能使每一个话题

都包含讽刺样本和非讽刺样本。同时，为了避免因样本类别分布过于不平衡而导致无效
的模型训练，本文从标注好的数据集中随机挑选样本，构建平衡譜讽刺謢和譜非讽刺謢两个类
别数据分布的数据集。最终得到一个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譔譯議譩譣謭譏譲譩譥譮譴譥譤 譓譡譲譣譡譳譭 譄譥譴譥譣謭
譴譩譯譮，譔譯譓譡譲譣譡譳譭）标注数据集。该数据集包含謴謸謷謱个由话题謭评论对组成的样本，其中话题
有謷謰謷个。数据集在各个类别下的样本分布情况如表謴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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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讽讽刺刺刺样样样本本本 非非非讽讽讽刺刺刺样样样本本本 总总总计计计

样本数量 謲謴謳謶 謲謴謳謵 謴謸謷謱

样本占比（謥） 謵謰謮謰謱 謴謹謮謹謹 謱謰謰

譔譡譢譬譥 謴謺 譔譯譓譡譲譣譡譳譭数据集的数据分布

5 面面面向向向话话话题题题的的的讽讽讽刺刺刺表表表达达达提提提示示示学学学习习习模模模型型型

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的主要难点是需要结合特定话题，判断评论针对该话题是否为讽
刺表达。因此，本文借助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型的优势，设计面向话题的讽刺表达提示模板，
目的是让模型更好地从预训练语言模型中学习面向话题的讽刺表达知识。如图謱所示，本文提出
的面向话题的讽刺表达提示学习（譔譏譓譐譲譯譭議譴）模型主要由三个模块组成：謱）面向话题的讽
刺表达模板构造。根据输入的话题和评论构造面向话题的讽刺表达提示模板；謲）标签词预测。
通过预训练语言模型给模板中的譜譛MASK譝謢位置预测标签词；謳）模型训练。根据训练数据对模
型进行训练优化。接下来，本节将详细介绍譔譏譓譐譲譯譭議譴模型的各个模块。

话题： t

评论：s
PLM

模板构造

输⼊ 输出

模型训练

s 是对 t 的讽刺吗？ [MASK] 0.7是
否 0.3

标签词

譆譩譧譵譲譥 謱謺 面向话题的讽刺表达提示学习（譔譏譓譐譲譯譭議譴）模型框架图

5.1 面面面向向向话话话题题题的的的讽讽讽刺刺刺表表表达达达模模模板板板构构构造造造

为了使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更适合预训练语言模型，本文基于 謨譓譨譩譮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謲謰謻
譓譣譨譩譣譫 譡譮譤 譓譣譨譿譵譴譺譥謬 謲謰謲謱謩等工作提出的基于提示学习的模型，以前缀提示（議譲譥謌譸 議譲譯譭議譴）模
板的形式针对输入样本构造面向话题的讽刺表达模板。因此，本文基于预训练语言模型的掩码
语言模型（譭譡譳譫譥譤 譬譡譮譧譵譡譧譥 譭譯譤譥譬）来对譜譛MASK譝謢标记位置进行词语填补。使用掩码语言模
型的优势在于，通过掩码语言模型，可以基于大规模的预训练语料，利用非掩码区域的特征来
为掩码位置譜譛MASK譝謢预测出合适的词语，从而预测出合适的类别标签。所构造的面向话题的
讽刺表达模板定义如下：

xprompt 謽 s是对t的讽刺吗？譛MASK譝 謨謱謩

基于此，可以得到输入样例的面向话题的讽刺表达模板。接下来，需要借助预训练语言模
型（譐譌譍）对譜譛MASK譝謢位置进行类别标签词预测，从而识别该样例是否为讽刺表达。

5.2 标标标签签签词词词预预预测测测

针对给定输入謨t, s謩的模板譜xprompt 謽 s是对t的讽刺吗？譛MASK譝謢，本文使用譂譅譒譔中文预
训练语言模型（譂譅譒譔謭譢譡譳譥 譃譨譩譮譥譳譥）謨譄譥譶譬譩譮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謱謹謩作为预训练语言模型对输入样例进行
建模。模型的输入表示为：

x 謽 譛CLS譝xprompt譛SEP 譝 謨謲謩

随后，将输入表示输入到譂譅譒譔预训练语言模型M中，以掩码语言模型的方式通过语言模
型M预测譜譛MASK譝謢位置的类别标签词分布：

PM謨譛MASK譝|x謩 謽 M謨x謩 謨謳謩

这里，为了使提出的譔譏譓譐譲譯譭議譴模型简单且具有更强的通用性，本将词语譜是謢和譜否謢作
为模型的类别标签词。即，标签词集合V 謽 {是,否}，分别对应譜讽刺謢类别和譜非讽刺謢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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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美国驱逐舰又撞船了
评论：美国⼈真会玩，在海
上开“碰碰船”
类别：讽刺

是对

的讽刺吗？ [MASK]美国驱逐舰又撞船了

美国⼈真会玩，在海上开“碰碰船”
1是

否 0

标签词

讽刺

模板构造

⾯向话题的讽刺表达模板在提⽰学习中的作⽤⽰例

PLM

譆譩譧譵譲譥 謲謺 面向话题的讽刺表达模板在提示学习中的作用示例

图 謲给出了一个面向话题的讽刺表达模板在提示学习中的作用示例。如图謲所示，借助面向话题
的讽刺表达模板，模型针对该输入样本，可以更好地从预训练语言模型中学习到譜譛MASK譝謢位
置的标签词为譜是謢，对应譜讽刺謢类别。

5.3 模模模型型型训训训练练练

基于上述的预训练语言模型M，可以得到譛MASK譝位置预测为标签词集合中每一个标
签词v的概率分布。这里，为了将单词的概率映射到标签的概率上，本文定义了一个映射器
（譶譥譲譢譡譬譩譺譥譲）将标签词集合V中的词语映射到类别分布空间Y中，即f 謺 V 7→ Y。因此，对于输
入样本x预测出标签词v 7→ y的类别分布P 謨y|x謩计算如下：

P 謨y|x謩 謽 g
(
PM謨譛MASK譝 謽 v|x謩

)
謨謴謩

其中，g謨·謩为将标签词的概率转换为类别标签概率的函数。因此，对于本文设计的标签词集
合V，输入样本x的预测类别标签定义为：

譡譲譧譭譡譸 譞y 謽 譡譲譧譭譡譸
y∈Y

PM謨譛MASK譝 謽 vy|x謩 謨謵謩

其中，譞y为预测类别分布。vy为类别标签y对应的标签词。随后，基于训练数据，通过最小
化交叉熵损失对提出的譔譏譓譐譲譯譭議譴模型进行训练和优化：

L 謽 −
N∑
i=1

L∑
j=1

yji 譬譯譧譞y
j
i 謫 λ||謂||2 謨謶謩

其中，N为训练集大小。L为类别数量。yi和譞yi分别代表训练样本i的真实类别和预测类别
分布。謂为模型中所有的可训练参数。λ为L2正则化系数。

6 实实实验验验

本文在构建的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新数据集（譔譯譓譡譲譣譡譳譭数据集）上进行实验和分析。
通过与现有的讽刺识别基线模型和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型进行对比实验，评估本文提出
的譔譏譓譐譲譯譭議譴模型在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的性能。同时，通过实验和分析，评估本文提出
的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新任务的研究价值和挑战性。

6.1 实实实验验验数数数据据据与与与参参参数数数设设设置置置

为了评估本文提出的譔譏譓譐譲譯譭議譴模型在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中的性能，本文首先
对譔譯譓譡譲譣譡譳譭数据集进行数据划分。对于每一条标注数据xi 謽 謨si, ti, yi謩，文本将其随机地分配
给训练集、验证集或测试集。其中，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的比例为：謶謺謲謺謲。基于此，可以
得到譔譯譓譡譲譣譡譳譭数据集的在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上的数据集合，数据统计如表謵所示。
在实验中，本文采用譊證譅譂譁分词工具对文本进行中文分词处理2。对于本文提出

的譔譏譓譐譲譯譭議譴模型，使用譂譅譒譔中文预训练语言模型（譂譅譒譔謭譢譡譳譥 譃譨譩譮譥譳譥）謨譄譥譶譬譩譮 譥譴 譡譬謮謬

2https://github.com/fxsjy/jie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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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标标签签签 训训训练练练集集集样样样本本本数数数 验验验证证证集集集样样样本本本数数数 测测测试试试集集集样样样本本本数数数

讽刺 謱謴謶謴 謴謸謶 謴謸謶
非讽刺 謱謴謶謱 謴謸謷 謴謸謷
总计 謲謹謲謵 謹謷謳 謹謷謳

譔譡譢譬譥 謵謺 譔譯譓譡譲譣譡譳譭数据集的数据统计信息

謲謰謱謹謩作为预训练语言模型编码器，将输入样本编码成謷謶謸维的向量。L2正则化系数λ设置
为謰.謰謰謰謰謱。譄譲譯議譯譵譴设置为謰.謱。模型采用譁譤譡譭算法作为参数优化器，学习率设置为謰.謰謰謰謰謲，
权重衰减系数设置为謰.謰謰謲。批量大小譍譩譮譩謭譢譡譴譣譨设置为謳謲。

6.2 评评评估估估指指指标标标

在模型评估中，本文采用精确率（譐譲譥譣譩譳譩譯譮）、召回率（譒譥譣譡譬譬）、譆謱值（譆謱謭譳譣譯譲譥）以及
准确率（譁譣譣譵譲譡譣譹）综合评估模型在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分析任务中的性能。因为面向话题的
讽刺识别任务主要关注模型是否能正确识别出样本中的讽刺表达，同时区分非讽刺表达。基
于此，本文设定譜讽刺謢类别为正例（譐譯譳譩譴譩譶譥），譜非讽刺謢类别为反例（譎譥譧譡譴譩譶譥）。因此，准
确率表示预测正确的样本占所有样本的比例；精确率表示预测为譜讽刺謢的样本中有多少是真正
的譜讽刺謢样本；召回率表示针对原来的样本而言，样本中的譜讽刺謢类别样本有多少被预测正确
了；譆謱值则综合精确率和召回率的结果。各评估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准确率 謽
TP 謫 TN

TP 謫 TN 謫 FP 謫 FN
謨謷謩

精确率 謽
TP

TP 謫 FP
謨謸謩

召回率 謽
TP

TP 謫 FN
謨謹謩

譆謱值 謽
謲×精确率×召回率
精确率謫召回率

謨謱謰謩

其中，譔譐（譔譲譵譥 譐譯譳譩譴譩譶譥）表示预测类别和实际类别都为譜讽刺謢。譆譐（譆譡譬譳譥 譐譯譳譩譴譩譶譥）
表示预测类别为譜讽刺謢，而实际类别为譜非讽刺謢。譆譎（譆譡譬譳譥 譎譥譧譡譴譩譶譥）表示预测类别为譜非讽
刺謢，而实际类别为譜讽刺謢。譔譎（譔譲譵譥 譎譥譧譡譴譩譶譥）表示预测类别和实际类别都为譜非讽刺謢。

6.3 对对对比比比模模模型型型

在实验中，本文选取以下基线模型作为本文提出的譔譏譓譐譲譯譭議譴模型的对比模型：

• BiLSTM：使用一个双向的譌譓譔譍譳 謨譈譯譣譨譲譥譩譴譥譲 譡譮譤 譓譣譨譭譩譤譨譵譢譥譲謬 謱謹謹謷謩分别学习句子和
目标的隐藏层表示，最终将隐藏表示拼接作为讽刺识别的分类特征。

• MIARN 謨譔譡譹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謱謸謩：句子级别的讽刺识别模型。使用基于注意的神经网络模型，
分别对评论和话题进行讽刺表达的不一致性学习，最终将隐藏层表示拼接作为讽刺识别的
分类特征。

• ADGCN 謨譌譯譵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謲謱謩：句子级别的讽刺识别模型。基于外部情感知识的图网络模
型，通过学习情感的不一致性挖掘上下文的讽刺表达。本文使用譁譄譇譃譎分别对话题和评
论进行建模，最终将隐藏表示拼接作为讽刺识别的分类特征3。

• BERT 謨譄譥譶譬譩譮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謱謹謩：原始的譂譅譒譔中文预训练语言模型譂譅譒譔謭譢譡譳譥 譃譨譩譮譥譳譥，该模
型使用譜譛CLS譝s譛SEP 譝t譛SEP 譝謢作为模型输入。

• ADGCN-BERT 謨譌譯譵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謲謱謩：譁譄譇譃譎的变种，编码器使用譂譅譒譔謭譢譡譳譥 譃譨譩譮譥譳譥。

• PET 謨譓譣譨譩譣譫 譡譮譤 譓譣譨譿譵譴譺譥謬 謲謰謲謱謩：基于譓譣譨譩譣譫和譓譣譨譵譴譺譥 謨謲謰謲謱謩的提示学习研究工
作，使用譜譛CLS譝s譛SEP 譝t譛SEP 譝这是譛MASK譝謢构建模板输入到譂譅譒譔謭譢譡譳譥 譃譨譩譮譥譳譥中，预
测譛MASK譝位置是譜讽刺謢或譜非讽刺謢。

3其中中文情感词得分来自BosonNLP：http://bosonnl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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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于譂譩譌譓譔譍、證譁譎、譍證譁譒譎和譁譄譇譃譎这四种非譂譅譒譔基线模型，本文使
用譓譨譥譮等人 謨謲謰謱謸謩提出的譃譨譩譮譥譳譥 譗譯譲譤 譖譥譣譴譯譲譳中文词向量对词语进行词向量初始化。

6.4 面面面向向向话话话题题题的的的讽讽讽刺刺刺识识识别别别实实实验验验结结结果果果

为了评估本文提出的譔譏譓譐譲譯譭議譴模型在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中的有效性，本文
在譔譯譓譡譲譣譡譳譭数据集上与基线模型进行了对比实验，实验结果如表謶所示。从表中结果可以
看出，本文提出的譔譏譓譐譲譯譭議譴模型在所有的评估指标上都取得了最佳性能。这显示了本文
提出的譔譏譓譐譲譯譭議譴模型在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中的有效性。与句子级讽刺识别对比模型
（譍證譁譒譎、譁譄譇譃譎和譁譄譇譃譎謭譂譅譒譔）相比，本文提出的譔譏譓譐譲譯譭議譴模型在所有评估指标
上都取得了大幅度的提升。这表明，单纯的句子级讽刺识别模型并不能很好地处理面向话题
的讽刺识别任务，而本文提出的譔譏譓譐譲譯譭議譴模型借助话题信息的建模，可以更好地解决面向
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另一方面，基于譂譅譒譔的模型相比基于传统词向量的模型总体上取得
更优的性能。这说明在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中，使用更强大的预训练语言模型在学习讽
刺表达时能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此外，相比现有基于提示学习的模型（譐譅譔），本文提出
的譔譏譓譐譲譯譭議譴模型在所有评估指标上的性能都取得了提升，其中准确率提升了謱謮謰謶謥，譆謱值提
升了謱謮謷謶謥。这说明，在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中，通过面向话题来设计讽刺表达的提示学
习模板，可以更好地针对话题来学习评论上下文中的讽刺表达信息，从而取得更优的性能。

模模模型型型 准准准确确确率率率 精精精确确确率率率 召召召回回回率率率 F1值值值

譂譩謭譌譓譔譍 謶謳謮謷謲 謶謱謮謶謵 謷謲謮謵謵 謶謶謮謶謵
譍證譁譒譎 謨譔譡譹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謱謸謩 謶謵謮謳謲 謶謳謮謲謵 謷謴謮謱謲 謶謸謮謲謵
譁譄譇譃譎 謨譌譯譵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謲謱謩 謶謵謮謹謰 謶謳謮謱謶 謷謶謮謵謰 謶謹謮謱謹
譂譅譒譔 謨譄譥譶譬譩譮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謱謹謩 謶謹謮謶謶 謶謷謮謲謶 謷謴謮謷謹 謷謰謮謸謳

譁譄譇譃譎謭譂譅譒譔 謨譌譯譵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謲謱謩 謷謰謮謵謷 謶謸謮謹謳 謷謵謮謱謰 謷謱謮謸謸
譐譅譔 謨譓譣譨譩譣譫 譡譮譤 譓譣譨譿譵譴譺譥謬 謲謰謲謱謩 謷謰謮謷謰 謶謷謮謵謷 謷謵謮謷謸 謷謱謮謴謴

譔譏譓譐譲譯譭議譴 71.76 70.02 76.68 73.20

譔譡譢譬譥 謶謺 模型在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上的性能（謥）

6.5 不不不同同同模模模板板板对对对实实实验验验性性性能能能的的的影影影响响响

为了分析本文提出的譔譏譓譐譲譯譭議譴模型在使用不同模板的提示学习对性能带来的影响，本文
以非面向话题和面向话题两个角度来构建模板，针对譔譏譓譐譲譯譭議譴模型设计了以下变种。

謱）非面向话题的模板：

• xprompt 謽 s譛SEP 譝t譛SEP 譝这是譛MASK譝表达：该模板采用完形填空提示（譣譬譯譺譥 議譲譯譭議譴）模
板，预测譛MASK譝位置是譜讽刺謢或譜非讽刺謢。

• xprompt 謽 s譛SEP 譝t譛SEP 譝这是讽刺吗？譛MASK譝：该模板采用前缀提示模板，预
测譛MASK譝位置是譜是謢或譜否謢。

謲）面向话题的模板：

• xprompt 謽 针对t的评论s是譛MASK譝表达：该模板采用完形填空提示模板，预测譛MASK譝位
置是譜讽刺謢或譜非讽刺謢。

• xprompt 謽 s针对t是譛MASK譝表达：该模板采用完形填空模板，预测譛MASK譝位置是譜讽
刺謢或譜非讽刺謢。

表 謷给出了不同模板在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上的实验性能。从表中结果可以看出，针
对话题构建面向话题的讽刺表达提示模板在所有评估指标上都取得了比非面向话题的模板更好
的性能。这说明，在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中，针对话题来设计讽刺表达提示模板可以更好
地从预训练语言模型中挖掘出关于话题的语言知识，从而能更好地根据评论文本学习面向该话
题的讽刺识别特征信息，取得更优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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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模模板板板 准准准确确确率率率 精精精确确确率率率 召召召回回回率率率 F1值值值

xprompt 謽 s譛SEP 譝t譛SEP 譝这是譛MASK譝表达 謷謰謮謸謶 謶謸謮謶謲 謷謶謮謴謳 謷謲謮謳謱
xprompt 謽 s譛SEP 譝t譛SEP 譝这是讽刺吗？譛MASK譝 謷謰謮謹謲 謶謹謮謴謹 謷謵謮謶謱 謷謲謮謴謲

xprompt 謽针对t的评论s是譛MASK譝表达 謷謱謮謳謷 謶謹謮謹謳 謷謶謮謲謲 謷謲謮謹謴
xprompt 謽 s针对t是譛MASK譝表达 謷謱謮謶謰 70.35 謷謶謮謱謳 謷謳謮謱謳

譔譏譓譐譲譯譭議譴 71.76 謷謰謮謰謲 76.68 73.20

譔譡譢譬譥 謷謺 不同模板的性能（謥）对比

6.6 不不不同同同比比比例例例训训训练练练数数数据据据的的的性性性能能能分分分析析析

为了评估训练数据样本数量对本文提出的譔譏譓譐譲譯譭議譴模型的性能影响，基
于譂譅譒譔、譐譅譔和所提出的譔譏譓譐譲譯譭議譴模型使用不同比例的训练数据集合进行了对比实验，
结果如图謳所示。从图中结果可以看出，相比于原始的譂譅譒譔模型，基于提示学习的譐譅譔和本文
提出的譔譏譓譐譲譯譭議譴模型在各个比例的训练数据下都取得了更优的性能。这也进一步显示了提示
学习在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中的有效性。此外，本文提出的譔譏譓譐譲譯譭議譴模型在不同大小的
训练数据下性能都始终优于譂譅譒譔和譐譅譔，特别是在仅使用謲謰謥謭謶謰謥的训练数据时提升尤为显
著。这说明本文提出的譔譏譓譐譲譯譭議譴模型由于设计了面向话题的讽刺表达提示模板，能更好地从
预训练语言模型中针对话题学习上下文中的的讽刺表达信息，因此在缺少训练数据时也能取得
令人满意的性能。

准
确
率
（
%
）

F1
值
（
%
）

训练集⽐例（%） 训练集⽐例（%）

譆譩譧譵譲譥 謳謺 使用不同比例训练数据的实验结果

样样样例例例 话话话题题题 评评评论论论

謱 三位大妈偷走巨型烧烤炉，被抓时正在买食材 中国大妈们真厉害！

謲 马克龙访美与特朗普互动存在分歧 好甜蜜，羡慕这样的爱情。

謳 特朗普当着一屋子大学生的面说：我超爱贷款 謡 真棒，好潇洒的美国人！

譔譡譢譬譥 謸謺 典型的面向话题的讽刺样本示例

6.7 话话话题题题样样样例例例分分分析析析

本文提出的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分析任务相比传统的句子级讽刺识别任务，引入了讽刺表
达中的话题对象。因此，本文进一步通过典型的讽刺样例来分析话题对讽刺识别的作用。

表 謸给出三个典型的面向话题的讽刺表达样例，可以看出，仅从评论的内容都难以判断这
三个样例是否为讽刺表达，因为评论中的上下文只表达了单向的积极情感，没有体现出讽刺表
达中的情感不一致描述。而当结合话题信息后，可以看出，这三个样例都是讽刺表达样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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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样例謱，话题中的譜大妈偷走巨型烧烤炉謢是负面的。因此，结合评论中的譜大妈们真厉害謢可
以判断出该样例是讽刺样本。同样地，对于样例謲和样例謳，话题中的阴影部分内容都是带有负
面情绪的表达，通过结合评论中的描述，可以推断出样例謲和样例謳也是讽刺样本。可以看出在
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中，话题的内容对于判断样本是否为讽刺表达是至关重要的。这充分
显示了本文提出的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的合理性和研究价值。此外，从典型样例也可以看
出，解决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不仅仅需要针对话题和评论挖掘上下文的语义信息，还需要
对话题和评论的上下文信息进行匹配，挖掘话题和评论中重要内容的联系（图謸中对应背景颜色
的文字描述）。这也意味着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相比句子级的讽刺识别任务具有更强的挑
战性。

6.8 错错错误误误样样样例例例分分分析析析

从表 謶中结果可以看出，所有的模型在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中的性能指标都没能超
过謸謰謥，这也侧面反映了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的挑战性和研究价值。为了进一步分析任务
数据中的挑战性，本文对提出的譔譏譓譐譲譯譭議譴模型的错误样本进行了分析，并将错误分类的样本
大致归类为以下类型：

謱）需要一定的背景知识才能了解话题和评论所表达的内容。例如以下例子，其正确类别标
签为譜讽刺謢：
话话话题题题：：：又一国际巨头将撤离深圳！留下超謱謰万平米土地谁接盘？
评评评论论论：：：你说的很有道理，深圳只是个小县城
该例子中譜深圳謢是一个大都市，而不是譜小县城謢，因此模型需要加入额外的背景知识才能

更好地对其内容进行学习，得出正确的分类结果；
謲）评论中带有缩写或非正规用词。例如以下例子，其正确类别标签为譜讽刺謢：
话话话题题题：：：萨尔瓦多与台湾譜断交謢
评评评论论论：：：恭喜菜菜，真的快譜独謢了！
该例子中的譜菜菜謢指的是譜蔡英文謢。因此，模型需要将这些词语映射为正规用词才能准确

理解评论中的上下文信息表达，得出正确的分类结果；
謳）评论中带有隐喻表达的词语。例如以下例子，其正确类别标签为譜讽刺謢：
话话话题题题：：：因缺少备件，德国海军潜艇全部趴窝
评评评论论论：：：譜工匠謢们累了，要休息啦！
该例子中评论内容将譜德国海军謢比喻成譜工匠謢，因此需要将隐喻表达跟话题中的事物对应

起来才能识别样本的讽刺表达信息，得出正确的分类结果。
因此，针对上述的错误样例分析，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探索在模型中融入话题和评

论中所讨论事物的背景知识、对评论文本中涉及的实体进行识别和共指消解、对样本中的隐喻
表达进行识别和对齐等技术，以进一步提升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的性能。

7 结结结论论论

针对现有的讽刺识别研究通常只针对句子级别来挖掘上下文的讽刺表达信息，但忽略了讽
刺表达的话题背景或讽刺对象的不足，本文提出一个新的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该任务
通过引入话题信息作为讽刺表达的对象，使讽刺识别的研究更贴切真实场景且更具挑战性。
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面向话题的讽刺标注数据集，以推动这一研究的开展。此外，为了解
决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本文基于提示学习，提出了一种面向话题的讽刺表达提示学习
（譔譏譓譐譲譯譭議譴）模型。与一系列基线模型的对比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譔譏譓譐譲譯譭議譴模型
在面向话题的讽刺识别任务中取得了最佳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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