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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背景下文本语料预处理技术项目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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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计算机智能化技术发展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有条件利用智能设备进行网上娱乐活动。但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

评论区会出现一些不文明、不理智的发言。本项目将通过对于不文明用语的及时识别和屏蔽，降低用户在网络上与其他用

户起冲突的可能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网络不文明现象可能给被攻击用户造成的负面心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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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价值和意义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智能设备已经逐渐成

为了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智能设备在

网络上通过各种软件进行线上社交活动，而在这个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网络不文明用语现象。软件上的发布动

态、评论、转发、聊天等功能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更方便地

进行思想交流的平台。但与此同时，网络的匿名性也导致

了各类网络不文明现象的频发。言语上口无遮拦的攻击谩

骂对网络环境和被攻击者的心理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对于攻击者本人正确的思想道德培养也有一定的阻碍。[1]

如今，国内人工 + 机器的不文明用语审核方式虽已在

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识别效率，但仍无法赶上用户创造网络

用语的速度，识别的准确度难以得到提升。且目前的机器

识别方式仍较死板，只能通过简单的文本比对机械地识别

出某个字或某个词，不能联系前后文本完整地识别出语句

的准确含义，因此有时会导致原本不存在不文明用语的文

本被错误地识别、屏蔽，给用户的线上交流带来一定困扰，

也降低了用户的软件使用体验。而真正使用了不文明语言

的文本也可能因为使用了替代词而没有被及时识别屏蔽，

破坏了良好的网络语言环境。本项目将通过文本预处理、

建立语料库、不文明用语库等方式，使用相似性比较，聚

类分析等文本挖掘技术，实现对不文明用语更高速、更准

确的识别处理。

本项目的意义可以体现在用户、网络平台、社会及人工

智能发展四个方面：首先，对用户而言，本项目将通过对

于不文明用语的及时识别和屏蔽，降低用户在网络上与其

他用户起冲突的可能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网络不文

明现象可能给被攻击用户造成的负面心理影响，同时能有

效避免为防止踩中屏蔽词只能使用替代词进行交流的情况，

增强用户的沟通效率，提升用户的软件使用体验，为交流

双方提供一个更加健康的网络环境；其次，对有用户留言、

评论、转发等各类功能的网络平台而言，本项目能为其提

供更高效的用户留言管理方法和策略，创建良好的网络语

言环境，减少人工审核不文明用语的成本。同时也能为用

户创造一个更优秀、更文明的线上交流平台，提升用户的

使用体验，使得用户愿意更频繁地使用该平台进行线上交

流，为平台增加收益。本项目也能帮助平台通过某一词汇

的提及度了解用户对于某一话题的关注度，为网络平台业

务开展和话题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增强平台对网络话题

趋势的掌握度，更清晰地了解用户喜好，为软件的功能提

升提供方向，吸引更多用户，最终达成良性循环；再次，

对社会而言，网络肩负着引导舆论、成风化人的职责，使

用文明规范的语言文字是传承文明、传播文化的基本要求。

本项目能够减少网络上不文明用语的出现频率，从而减少

不文明用语对社会风气产生的不良影响。同时，对于网络

上数量庞大的未成年用户而言，一个文明和谐的网络语言

环境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起到良性引导的作用。也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线上的语言暴力给用户的身心所带来的

危害；最后，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而言，人工智能本就是在

不断学习中成长，通过对互联网上大量的语言识别样本进

行学习意味着能够使人工智能更精确地识别出当前文本的

真实语义，甚至识别出带有更强烈的情感色彩的调侃、讽

刺等语气的文本含义，避免错误的识别屏蔽，达到优化用

户体验的目的。提升人工智能在语言识别方面的成长进度，

为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打下基础。

2 项目设计

2.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项目灵感来源于大一上学期我们在思想政治课上研究

的课题——上海市大学生对于网络道德的认识。该研究通

过向大学生发放纸质问卷和电子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采

取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发放问卷。研究目的在于从整体上探

究大学生对于网络道德的认知程度，从人们对于网络持有的

意识态度、网上行为规范、评价选择等方面设计问卷。同时，

结合了校内校外随机采访辅助前期调研，侧重对访问者在网

上冲浪时对于不文明或具有煽动性的言论的真实感受。同时

请大学生对于制止网络暴力给予适当的建议。希望通过丰富

的问卷内容体现出大学生真实的心理状态，从而进一步探究

解决网络暴力以及网络不文明现象的有效手段。

2.2 样本的概况及分布

本次研究在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等学校共发放 150 份

★基金项目：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项目号：S202011047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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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调查问卷，有效问卷 112 份。在性别比例上，参与调

查的男生占 20%，女生占 80%。其中大一学生为本次研究

着重调查的对象，占据 80%。另外还有 14.67% 的大二学生，

2.67% 的大三学生和 1.33% 的大四学生参与了调查。

2.3 理论综述

当下，大学生是使用网络最频繁、耗时最多的社会群

体之一。根据数据统计，62.67% 的大学生平均每天会花费

4 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在网络上，而在其中，有 68% 的大学

生会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社交媒体上，可见网上交流是大部

分大学生必不可少的社交手段，如今常用的社交媒体包括

在全国甚至全球关于娱乐休闲生活信息分享交流的平台。

通过数据显示，82.67% 和 80% 的大学生把微信和 QQ 作为

常用的社交软件。此外，还有 44%、10.67% 和 5.33% 的大

学生分别把微博、贴吧和直播网站这样具有互动性、透明性、

公开性的网上交流平台作为常用的社交软件。其中的互动

性就体现在媒体会为那些看到信息的人提供自由评论的区

域，让他们发表看法，这样的设计让互不相识的人通过网

络建立起了联系，为网上冲浪增添了许多乐趣。

但是人们对待同一事物的看法不可能完全相同，有时

候针对某个观点难免会起纷争。通过问卷调查的数据，

41.34% 的大学生无法做到在阅读完信息后理性地判断内容

的真实性再转发评论，从而导致某些不慎或者过激的言论

成为扰乱网络秩序的源头，网络暴力也由此而生。

据调查，超过四分之一的大学生遭受过网络暴力，其

中有 17.33% 的大学生以个人行为代替报警或举报维权进行

回击，而 9.33% 的大学生只选择默默忍受或不予理睬。可

见对于网络暴力的迫害，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能采用正确

的渠道合理地进行解决。有专家指出，网络暴力会带来道

德绑架、舆论嘲讽、虚假信息和侵犯隐私四种危害。如果

没有有效的手段来治理网络暴力，势必会对大学生乃至所

有网民产生严重的影响。

为了营造和谐的网上交流环境，相关的平台为用户设

置了举报系统。当读者浏览到垃圾营销、涉黄信息、人身

攻击、有害信息以及违法信息时，可以按类型向平台进行

投诉，平台的工作人员也会马上进行反馈。

针对这一点，我们小组设计了相关问题来调查大学生

是否能有效利用此类举报系统。

经数据统计，面对不良信息只有 45.33% 的大学生能够

理性地举报所有他们认为的不良信息，多数大学生只是看

心情举报，少数则是不予理睬或是凑个热闹，这表明只有

一半不到的大学生能有效利用平台设置的举报系统。大部

分的大学生理应具备识别网络暴力的能力，但为什么这类

系统不能被大学生完全利用到位？提出疑问后，我们紧接

着就大学生面对网络暴力所持有的态度展开调查。

根据数据显示，超过四分之一的大学生面对网络暴力

表示无所谓、看热闹或是低估了网络暴力带来的伤害。由

此可见，从用户角度来说，平台设置的举报系统一定程度

上可以惩治发表不良言论的人，但还有一大批未能被举报

的用户成为漏网之鱼，同时，仍有一部分人因为对待网络

暴力的态度不同而未能及时制止使得事态恶化；从平台自

身来说，举报系统的不完善同样会让部分用户利用平台的

漏洞，不断散播不良信息，这两点让网络暴力的问题无法

得到有效的根治。

所以，为了打造更加文明的网络环境，我们小组决定

从用户发布信息的源头探究在信息发布栏里加入文本分析

的技术，通过文本预处理、建立语料库、不文明用语库等

方式，使用相似性比较、聚类分析等文本挖掘技术，对评

论者发表的留言、评论进行识别，提取文本特征，计算其

与不文明用语语料的相似性。从而能够相对快速、准确地

对用户留言进行及时的处理，识别其中的不文明用语并通

过限制发文、信用打分等方式对留言者进行标识和评价，

从而起到一定的警告作用。

3 项目方案

3.1 项目的主要问题

3.1.1 评论数据的收集以及数据的处理

我们需要大量的数据建立屏蔽词的语料库与是否屏蔽

的数据库，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获取大量真实可靠的清洁

数据，而数据的处理方式需要运用大量实践去建立初步模

型决定采用的预处理方式，是本次项目的重难点，需要我

们运用数据科学知识找到最有效的途径。

3.1.2 建立文明用语的语料库

为了实现屏蔽机制，我们需要将网络上的各种语言分

类为文明用语、不文明用语和侮辱性用语。因为数据较为

庞大且存在大量的俚语、隐晦语、网络用语、符号等，如

果要全面准确地识别隐藏其中的不文明用语，需要合适的

文本分析挖掘方法。

3.1.3 网络环境维护方案优化策略

在识别了是否需要屏蔽数据之后，我们需要采取一种

相对合适的方式来优化，例如直接屏蔽、将屏蔽部分的不

文明用语替换成文明用语，并对用户进行警告，设置一定

限度的禁言措施。但过度的警告措施会引起用户反感，所

以需要大量数据来确定措施的力度对用户的影响，在维护

网络环境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证用户对平台的驻留。

3.2 拟解决途径

3.2.1 数据的采集

我们准备选取当下在大学生中较热门的网站，比如微

博、易班，在这些以评论作为主要交流方式的平台上可以

更简单地获取信息，且网站中较大的流量可以获得更庞大

的数据，为之后建立数据库和处理数据打下基础。运用爬

虫作为搜集数据的工具可以快速准确地搜集到大量数据，

减少人工搜集的难度。

3.2.2 数据预处理

首先对于被爬取的数据需要过滤污染数据，去除重复数

据，并去除无关消息，得到较为干净的数据。中文语料数据

大多为短文本或长文本。通过 jieba 和 HanLP 等较为简单的

中文分词器与词性注解的方式将较为长的文本分为我们需要

的词，运用去停止词、特征提取、TF-IDF 权值计算等方式，

将文本留言转化成数据向量，使用文本相似性计算，Logistic

（下转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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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等分析方法，将其与留言特征语料库中的样本数

据进行比较分析，从而识别出不文明用语。[2-3] 基于 Python

的内环境，可以运用现阶段我们在 Python 上的学习经验。

3.2.3 文明语料库的建立

我们初步采用人工采集与数据分类的方式建立文明语

料库，采集了约 500+ 的屏蔽词。并使用线上问卷的形式向

大学生群体征集希望被屏蔽的语料，通过数据查重的形式，

将重复数据清除。

3.2.4 网络环境的维护以及优化方案

参考我们小组曾经参与的“关于大学生网络道德问题

调查问卷”，将问卷面向的对象扩展为群众，了解不同年

龄段人群对于不文明用语及当下由网络不文明现象引发的

社会热点的印象和看法，在此基础上增加受访者对于各类

不文明用语的的容忍度与希望惩处的力度。在数据库建立

之后接受使用者增加新出现屏蔽词，提高数据库维护的效

率，使之更人性化地维护网络环境。除此之外我们希望可

以通过词意解析的方式，将屏蔽词去除并替换成文明用语

表达原有的意思。

4 项目特色与创新点

此项目是基于时下网络暴力造成的抑郁症和自杀的已

成为热点话题的案例，针对网络环境净化热点问题采取的

解决措施。进入新世纪以来，互联网带给我们的生活和工

作上的改变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持续增加的，由于互联网

的介入，工作效率越来越高、生活的便利性越来越大，但

随之而来的是互联网不断发展之下网络环境的有待改善。

随着网络用户不断增多，网络上的不文明行为也逐渐增加，

由此而导致的网络暴力事件也屡见不鲜，希望能通过此项

目阻止此类行为的发生，打造一个更文明的网络交流环境。

对大数据进行科学研究，建立文明用语语料库，活用

专业技术。建立文明用语语料库，针对大学生这个特殊群体，

体现该年龄层用语特色，随时更新导入网络流行用语和游

戏用语，从词汇、短句应用，语言习惯，措辞方面便捷有

效地阻止不文明用语的出现，并给出一定的预警和管理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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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取原则为布设在工程影响范围以外的的永久建筑物上，

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基准点为热电厂院内冷却塔基础和

原防护网基础（桥梁工程平面控制点）。基准点周围做防

护标记，防止热电厂操作机械磕碰及人为损坏导致基准点

失效。

加载之前的监测点标高；每级加载后监测点标高；加

载至 100% 后每隔 24h 监测点标高；卸载 6h 后监测点标高。

通过各监测点位的标高计算各点的沉降量、沉降差及沉降

速度。在预压过程中对支架的沉降进行监测并记录。

在全部加载完成后的支架预压监测过程中，当满足下

列条件之一时，应判定支架预压合格：各监测点最初 24h

的沉降量平均值小于 1mm；各监测点最初 72h 的沉降量平

均值小于 5mm。

对支架的代表性区域预压监测过程中，当不满足上述

规定时，应查明原因后对同类支架全部进行处理，处理后

的支架重新选择代表性区域进行预压，并满足上述规定。

综合支架变形、混凝土的收缩徐变以及温度变化产生

的变形、预应力作用、预制箱梁架设后的梁板荷载等因素，

提前设置预拱度，为支立模板的标高提供依据。

与传统的施工方案相比，本文提出的现浇盖梁施工技

术方案具有以下主要特点（见图 2）：

（1）节省了机械和人工成本、缩短了工期。利用既有

承台作为承载基础。

（2）降低了施工过程中安全风险。

（3）提高了周转率，降低了施工、管理成本。钢构支

架安拆均采用汽车吊整体吊装、拆卸，操作简单快捷，其装、

拆需时短，周转速度快，可有效的减少支架、设备配置数量。

（4）充分利用了空间钢结构整体性好的特点，采用部

分构件定型，部分联接件可旋转伸缩的钢构件来进行盖梁

支架拼装连接。[4]

3 结语

城市高架桥是城市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

高架桥的施工过程中做好城市高架桥大悬臂支架技术的应

用，对于确保高架桥的施工质量及施工效率十分重要，文

章在分析城市高架桥支架技术的基础上，对如何做好城市

高架桥支架技术的施工与应用进行了分析阐述，对此类桥

梁的施工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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