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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通过文本挖掘和情感分析的技术对新浪财经基金评论量化得到基金市场投资者情绪指标ꎬ并结

合上证基金指数的收益率ꎬ交易量ꎬ通过构建 ＶＡＲ 模型探究基金市场投资者情绪与收益之间的相关性ꎬ以此验证
投资者情绪的可靠性ꎮ 由于基金市场是股市的间接反映ꎬ投资者情绪会影响基金市场收益率ꎬ而基金市场收益率
不是情绪的格兰杰原因ꎮ 情绪可以反映市场波动ꎬ情绪与交易量互为格兰杰因果ꎮ 脉冲响应结果表明ꎬ投资者情
绪会对基金市场的收益率产生短期的影响ꎬ对交易量的影响却是长期的ꎮ
关键词: 文本挖掘ꎻ基金市场ꎻ投资者情绪
中图分类号:Ｆ８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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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传统金融理论认为市场是有效的ꎬ但是在现实

情况中ꎬ传统金融学的假设过于苛刻ꎬ理论也难以起
到指导作用ꎮ 学者们开始寻求突破ꎬ这种背景下产
生了行为金融理论ꎮ 行为金融学将心理学尤其是行
为科学的理论融入到金融学之中ꎬ近年来迅速发展
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ꎮ 投资者情绪理论最早由
Ｄｅｌｏｎｇ 提出ꎬ之后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ꎮ

影响机制ꎮ 利用这种相关关系对市场未来进行预
测ꎬ以期对投资者理性决策、促进市场健康运行有一
些启发ꎮ

２

２.１

文献综述
投资者情绪的定义
Ｄｅｌｏｎｇ 等(１９９０) 认为情绪以及有限套利的存

在ꎬ会导致资产价格经常偏离正常水平ꎬ因此ꎬ投资
者情绪是影响资本市场定价的系统性风险ꎮ Ｂａｋｅｒ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ꎬ新浪等平台会定期发布市

和 Ｗｕｒｇｌｅｒ(２００６) 将情绪定义为投资者基于对资产

场相关消息ꎬ而且越来越规范化ꎮ 股吧、微博等社交

未来现金流和投资风险的预期而形成的一种信念ꎬ

平台的网络舆论中ꎬ蕴含着非常有价值的投资者情

但这一 信 念 并 不 能 完 全 反 映 当 前 已 有 的 事 实ꎮ

绪ꎬ这些情绪可用于分析和理解当前中国金融市场

Ｂｒｏｗｎ 和 ｃｌｉｆｆ(２００４) 把情绪视为投资者对股票市场

表现ꎬ为投资者和国家相关部门提供决策支持ꎮ 目
前已有不少学者通过微博评论ꎬ东方财富网获取投
资者情绪ꎬ研究情绪与股市之间的关系ꎮ 采用计算
机自动地分析这些主观性文本表达的情感ꎬ也称为
目前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ꎬ这个方向就是文本情
感分析ꎮ
基金市场作为中国主体市场ꎬ通过研究基金市
场收益与情绪的相关关系ꎬ基金经理选股时是否受
到情绪的影响ꎮ 本文通过对投资者行为及心理状态
进行文本挖掘ꎬ研究基金市场与投资者情绪的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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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常静ꎬ硕士研究生ꎬ主要从事行为金融等方面的研究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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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乐观或悲观ꎮ 黄德龙等(２００９) 认为投资者情
绪包含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两部分ꎮ 分别是投资者
的投机性需求和对上市公司盈利前景的总体乐观程
度ꎮ 易志高等对情绪的认识是由于未来不确定性的
存在ꎬ投资者对于资产所能创造的未来现金流大小
及风险变化ꎬ当前很难做出准确的评估ꎬ只能对其形
成一种预期或信念ꎮ 而这种预期或信念除了与资产
基本面相关外ꎬ还与投资者自身的教育经历、投资经
验和知识、社会背景、所拥有信息、个性和偏好等密
切相关ꎬ是投资者对资产未来价值的一种“ 主客观”
综合评估ꎮ 因此ꎬ对于同一资产ꎬ不同的人会有不同
的信念ꎬ即称之为“ 情绪” ꎮ

２.２

投资者情绪的测度

投资者情绪测量是研究情绪问题的一个基本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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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ꎮ 目前情绪度量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２９

分为训练ꎬ分类ꎬ和测试三个阶段ꎮ 通过对一个训练

一是直接指标法ꎮ 国外主要是投资者智慧指数

文档集进行人工标注类标签的方式构建分类模型ꎬ

和美国个体投资者协会指数ꎮ 中国现有的调查数据

然后计算机基于这种学习得到的关系模式自动将一

有央视看盘ꎬ好淡指数等ꎮ Ｂｒｏｗｎ 和 Ｃｌｉｆｆ(２００５) 用

篇文档归入所属类别ꎮ

投资者智慧作为情绪代理变量ꎬ证明了定价误差与

文本聚类:与文本分类不同的是ꎬ文本聚类没有

情绪成正比ꎮ 王美今和孙建军(２００４) 基于央视看

预先定义好的类别ꎬ是一种典型的无监督的机器学

盘指数构建情绪指标ꎬ构建了理论模型表明投资者

习方法ꎮ 文本聚类的目标是将文档集合分成若干个

情绪是影响收益的系统性因子ꎮ

簇ꎬ使得同一簇内文档内容的相似度尽可能地大ꎬ而

二是复合指标法ꎮ Ｂａｋｅｒ 和 ｗｕｒｇｌｅｒ(２００６) 将封
闭式基金折价率、股票换手率、ＩＰＯ 上市首日平均收

不同簇之间的相似度尽可能地小ꎬ并为每个簇给出
一个主题摘要ꎮ

益率、新股发行数量、股利溢价等在剔除宏观因素影

关联规则指的是寻找同一事物中不同变量同时

响的基础上进行主成分分析ꎬ得到综合投资者情绪

出现的规律性ꎮ 关联规则最初用于发现数据库中项

指标ꎮ 易志高采用封闭式基金折价ꎬＩＰＯ 数量ꎬ上市

或属性间的关系ꎬ在文本分析中指的是从文档集合

首日收益ꎬ消费者信心指数ꎬ新增投资者开户数等 ６

中找出不同词语之间的有意义的关系ꎮ

基本保持一致的变动趋势ꎮ

特定数据在将来某个时刻的取值情况ꎮ 如果考虑文

个单项指标构建ꎬ研究发现投资者情绪与股市走势

趋势预测是指通过对已有文档的分析ꎬ推测出

三是文本挖掘法ꎮ 目前这种方法越来越受到广

本数据的时间维度ꎬ那么文本数据可以看作一类特

泛关注ꎮ 网络发帖内容直观地刻画投资者的心理活

殊的时序数据ꎬ能够反映一段时间内文本主题的变

动ꎬ反映他们对市场的预期ꎬ可以作为衡量投资者情

化情况ꎬ因此用来预测下一时间段文本主题的发展

绪的代理变量ꎮ 此外ꎬ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评

变化趋势ꎮ

论获取更加方便ꎮ Ｋｉｍ(２０１４) 运用 ｐｙｔｈｏｎ 爬取雅虎

在研究广度上ꎬ目前文本挖掘研究涉及到计算

财经数据ꎬ利用词典法和贝叶斯两种方法构建情绪

机ꎬ企业经济ꎬ工程学ꎬ医学信息学ꎬ新闻传播学等多

指数ꎬ结果发现情绪对美国股市的影响不显著ꎮ 易

个学科ꎬ同时ꎬ情报分析、专利分析、情感分析、舆情

洪波等(２０１５) 对东方财富网主题发帖内容进行词

分析、热点发现、知识管理等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

频统计来构建情绪指数ꎬ结果表明投资者多空双方

热点话题ꎮ 在技术深度方面ꎬ国内研究局限于文本

情绪对交易市场成交量和收益率存在非对称影响ꎮ

分类、文本聚类等基本文本挖掘技术ꎬ而国外论文还

空方情绪对成交量的影响明显ꎬ多方情绪对收益率

广泛涉及了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在计算机领

的影响更明显ꎮ

域运用较广的研究方法ꎮ

２.３

文本挖掘

情感分析又称观点挖掘ꎬ一般应用文本分类技

文本挖掘是以文本型信息源作为挖掘对象ꎬ利

术对带有情感色彩的主观性文本进行处理ꎬ主要是

用定量计算和定性分析的办法ꎬ从中寻找信息的结

对媒体评论和产品评论的情感分析ꎮ Ｃｅｒｏｎ 通过对

构、模型、模式等隐含的具有潜在价值的新知识的过

Ｔｗｉｔｔｅｒ 上关于政治领导人和选举的帖子进行情感分

程ꎮ 由于文本类型数据的快速增长ꎬ文本挖掘的重

析ꎬ发现社会化媒体可以有效地监测舆情和预测民

要性也日益增加ꎮ

意ꎮ 叶强等提出了一种针对中文互联网客户评论的

文本挖掘的任务:

主观情感自动判别方法ꎬ消费者据此可以了解其他

文本预处理:文本预处理的目的就是使得文本

用户的态度倾向ꎬ做出更好的购买决策ꎮ

数据结构化ꎬ从而方便利用现有的数据挖掘技术对
其进行分析ꎮ 文本预处理的过程包括分词、特征表
示、特征提取等一系列操作ꎮ
文本分类:文本分类是指按照预先定义好的类
别ꎬ为文档集合中的每个文档确定一个或者几个类
别ꎮ 文本分类是一个有监督的机器学习过程ꎬ一般

２.４

投资者情绪与金融市场
目前大部分文献研究投资者情绪与股票市场收

益率 之 间 存 在 互 动 关 系ꎮ 如 蒋 玉 梅 和 王 明 照
(２０１０) 研究表明情绪与短期市场收益正相关ꎬ与长
期市场收益负相关ꎬ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产生系
统性影响ꎮ 杨阳和万迪昉(２０１０) 实证分析结果表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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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国投资者情绪对股票市场的收益无显著影响ꎬ
而股票收益却对投资者情绪的作用显著:牛市阶段

月 ２８ 日ꎬ共 １ ９６５ 个交易日ꎬ研究对象为基金市场ꎬ
日交易量和日收益率数据来源于 ｗｉｎｄ 资讯ꎮ

股票收益与情绪正相关ꎬ而熊市阶段则为负相关ꎮ

文本挖掘构建情绪流程:

刘丽文和王镇 (２０１６) 发现基于公司特征、 交易特

３.１

在情绪乐观期的收益均大于在情绪悲观期的收益ꎬ

网信息的程序或者脚本ꎮ 通过分析互联网的组织结

且各类型股票组合的收益在不同情绪期下也差异较

构ꎬｗｅｂ 页面的超链接关系结构及 ｗｅｂ 文档的内部结

大ꎬ说明投资者情绪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股票

构从 ｕｒｌ 目录路径结构中对文本进行挖掘ꎮ 新浪财

组合的收益ꎮ 当然ꎬ也有学者认为可以用情绪来解

经网页市场划分明确完整ꎬ而且布局规整ꎬ便于文本

释股市异象ꎮ 吕东锴和蒋先玲(２０１３) 尝试用情绪

爬取及分析ꎮ 因此文本内容来源于新浪财经基金市

来解释 ＩＰＯ 溢价ꎬ即 ＩＰＯ 发行价与 ＩＰＯ 溢价之间存

场的基金评论版块ꎮ 采用 Ｒ 软件的 ｒｖｅｓｔ 包ꎬＸＭＬ

在显著负相关关系ꎮ

包ꎬ编写程序从网页源代码中批量获取文本数据ꎮ

征、所属行业这三个维度划分的各种类型股票组合

采用 Ｔｏｂｉｔ 模型发现 ＩＰＯ 发行价越低ꎬ个人投资
者持股比例越高ꎬ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低ꎮ 正是

３.２

网络爬虫
网络爬虫是按照一定的规则ꎬ自动地抓取万维

文本预处理
文本预处理的目的就是使得文本数据结构化ꎬ

由于低发行价股票投资以个人投资者为主ꎬ个人投

从而方便利用现有的数据挖掘技术对其进行分析ꎮ

资者易受投资者情绪影响ꎬ高估股票价值ꎬ增加非理

文本预处理的过程包括分词、特征表示、特征提取等

性投资需求ꎬ才导致了“ 发行价溢价异象” 产生ꎮ 汪

一系列操作ꎮ 词汇是文本情感分析的基础ꎬ篇章的

昌云和武佳薇(２０１５) 采用文本分析技术构建媒体

情感分析要由词汇来实现ꎬ因此需要对句子进行分

语气作为情绪的代理变量ꎬ研究结果表明ꎬ负面媒体

词ꎮ 在此过程中ꎬ使用 ｊｉｅｂａＲ 包对中文文本进行分

语气能够更好地解释 ＩＰＯ 抑价率、首日换手率以及

词ꎮ 同时为了简化操作ꎬ运用 ｔｍ 包对语料库进行清

超募比例ꎮ ＺＸ Ｎｉꎬ ＤＺ ＷａｎｇꎬＷＪ Ｘｕｅ(２０１５) 研究

洗ꎬ去除不必要的标点符号ꎬ数字及英文字母ꎮ

发现投资者情绪在 １ 月至 ２４ 月对股市的影响都是显

３.３

系ꎬ体现了长期反转效应和短期动量效应ꎮ 中国股

向性质的词ꎮ 通常情况下ꎬ情感词有褒义和贬义两

民有明显的认知偏差和投机倾向ꎮ

类倾向性ꎮ 情感词抽取和判别既是词汇级情感分析

著的ꎮ 短期内为正向影响ꎬ６ 个月及以后为负向关

情感词抽取
情感词又称极性词、评价词语ꎬ特指带有情感倾

有少许文献开始探讨投资者情绪对期货市场的

的基础工作ꎬ 更是句子级和 篇 章 级 情 感 分 析 的 基

影响ꎬ如陈志毅(２０１７) 采用主成分构建期货市场情

础ꎮ 基于词所代表的金融情感色彩及专业投资者对

绪指标ꎬ研究发现投资者情绪、沪深 ３００ 指数和沪深

市场的看法ꎬ 人工筛选建立了积极( 市场看多) 、 消

了沪深 ３００ 指数期货价格对沪深 ３００ 指数的影响ꎬ削

全面ꎬ准确的优点ꎮ

３００ 指数期货价格三者相互影响ꎬ 投资者情绪增强
弱了沪深 ３００ 指数对沪深 ３００ 指数期货价格的影
响ꎮ

由于目前尚没有研究基金市场与投资者情绪的
文献ꎬ所以本文利用行为金融学的相关理论研究基
金市场情绪与收益间联动关系ꎮ 主要贡献在于 １)

极( 市场看空) 情绪词典ꎮ 词典法具有获取情感词
３.４

构建市场情绪( 频数)
对每个交易日构建一个相对应的情绪指标ꎮ 分

别对对网页爬取下来的每日文本中积极ꎬ消极情绪
单词进行频数统计ꎬ计算每日情绪得分ꎮ
采用文本挖掘的方法批量获取新浪财经基金评

利用网络评论的内容作为投资者情绪的数据ꎬ然后

论内容ꎬ对该文本数据进行量化分析ꎬ 构建情绪指

情感分析对评论本文进行分析ꎬ最终对基金市场情

标ꎮ 人工筛选法建立金融情绪词典ꎬ分为积极情感

绪指标进行度量ꎬ２) 利用 ＶＡＲ 模型ꎬ研究基金市场

词典和消极情感词典ꎮ 积极情感词典包含 ２９６ 个关

情绪与收益率之间的相互关系ꎮ

３

数据选取及处理
研究的样本区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键词ꎬ消极情感词典包含 ３４２ 个关键词ꎮ

在金融情感词典的基础上ꎬ对每日文本内容的

单词进行匹配并统计频数ꎬ以此来构建情绪指标ꎮ
部分词典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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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积极情感词典
消极情感词典

部分金融情感词典

金指数的收盘价ꎮ

暴增ꎬ利好ꎬ扭转颓势ꎬ跳升ꎬ狂飙ꎬ看多ꎬ
攀升ꎬ上扬
暴跌ꎬ低迷ꎬ跌停ꎬ连降ꎬ卖空ꎬ陷入困境ꎬ
骤减ꎬ亏损额

４

４.１

实证检验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２

根据情绪词典对挖掘文本进行频数统计ꎬ以此
构建情绪指数:Ｓｅｎｔ ｔ ＝

ｆｒｅ ｐａｓꎬｔ － ｆｒｅ ｎｅｇꎬｔ

ｒｅｔ
ｓｅｎｔ

ｆｒｅ ｐｏｓꎬｔ ＋ ｆｒｅ ｎｅｇꎬｔ

ｖｏｌ

其中 ｆｒｅ ｐｏｓꎬｔ 表示当天文本中表示积极情感的单
词的频数ꎬｆｒｅ ｎｅｇꎬｔ 表示当天所有文本中代表消极情
感的单词的频数ꎮ
基金市场的交易量和收益率数据来自于上证基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０.０００３
－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６５

０.２５

１０.３

－ ０.０７６
－ ０.９０

９.１６１

０.２５

１.００

８.３７６

从上表可以看出ꎬ我们把投资者情绪指数限定
在 － １ 至 ＋ １ 这个区间内ꎬ投资者情绪均值为负值ꎬ

金指数ꎬ日交易量和日收益率分别采用对数成交量

表明中国资本市场牛短熊长ꎬ投资者情绪低落期长

和对数收益率来进行计算ꎬ即:ｖｏｌ ｔ ＝ ｌｎ( ｖｏｌｕｍｅ ｔ )

于高涨期ꎬ这与已有研究一致ꎮ 情绪与交易量的标

ｒ ｔ ＝ ｌｎ( Ｐ ｔ ) － ｌｎ( Ｐ ｔ － １ )

其中 ｖｏｌｕｍｅ ｔ 为 ｔ 日上证基金指数的交易量ꎬＰ ｔ

准误相同ꎬ进一步表明情绪可以反映出市场交易量
的波动ꎮ

为 ｔ 日上证基金指数的收盘价ꎬＰ ｔ － １ 为 ｔ － １ 日上证基

图１

收盘价、收益率、投资者情绪及成交量序列

从收盘价与情绪指标走势图来看ꎬ在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基金市场收盘价上涨的同时ꎬ市场

动ꎮ 投资者情绪与收盘价总体保持一致ꎮ
收益率与情绪的一致关系主要表现在波动上ꎮ

情绪呈现积极状态ꎮ ４ 月之后短暂下跌的过程中ꎬ

继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波动较大的收益率之后ꎬ２０１１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底出现回升迹象ꎬ表明情绪对市场价格

状态ꎮ 观察投资者情绪与交易量ꎬ可以明显看到在

情绪指标 总 体 为 负ꎬ 但 是 有 上 升 的 趋 势ꎬ 市 场 在
有起到先行指标的作用ꎮ 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股市持续下跌的过程ꎬ 情绪不太明朗ꎮ 伴随着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收盘价节节攀升ꎬ情绪呈现剧烈波

年收益率小幅波动ꎬ可以看到市场情绪是呈现消极
２０１５ 年 ７ꎬ８ 月份交易量呈现异常增长时ꎬ投资者情
绪也存在异常波动ꎬ情绪可以反映出市场波动ꎮ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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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平稳性检验:收益率和情绪指标在 １％ 的水平

下平稳ꎬ在所研究样本期间ꎬ交易量有过短暂的剧烈
波动ꎬ但是仍然在 ５％ 水平下显著ꎮ
表３

脉冲响应函数
对投资者情绪、 收益率和交易量做 ＶＡＲ 模型ꎬ

滞后阶数确定为 ６ꎮ 进一步分析该 ＶＡＲ 模型的脉冲
响应图ꎮ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表

变量

ＡＤＦ 值

Ｐ值

ｒｅｔ

－ １１.３３３
－ ６.９１９１

０.０１

ｓｅｎｔ

０.０１

－ ３.６２４２

ｖｏｌ

４.３

４.５

０.０３０３４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表明至少存在三个协整关系ꎬ投

资者情绪ꎬ基金市场收益率与基金市场交易量间存
在着长期关系
表４

协整检验结果表

ｔｅｓｔ

ｒ < ＝ ２
ｒ < ＝ １
ｒ ＝ ０

图２

７４.５５

５１１.７５

１４００.９７

１０ｐｃｔ
６.５

１５.６６
２８.７１

５ｐｃｔ

１ｐｃｔ

８.１８

１１.６５

３１.５２

３７.２２

１７.９５

２３.５２

情绪受到冲击对收益的脉冲响应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ꎬ当基金市场的情绪受到一单
位正向冲击时ꎬ收益在第一期产生最大的正向的响
应ꎬ约为 ０.００２１ꎻ之后开始回落ꎬ最终趋近于零ꎮ 这
和行为金融的理论是相符的ꎬ当市场上的投资者情
绪为积极的时候ꎬ人们更乐意投资ꎬ收益率为正ꎬ反

４.４

之亦然ꎮ

格兰杰因果检验
表５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

原假设

Ｆ 统计量

ｒｅｔｕｒｎ 不是 ｓｅｎｔ 的格兰杰原因

０.０９７２

ｓｅｎｔ 不是 ｒｅｔｕｒｎ 的格兰杰原因
ｖｏｌ 不是 ｓｅｎｔ 的格兰杰原因
ｓｅｎｔ 不是 ｖｏｌ 的格兰杰原因

８.９４８７
４.７１３

１５.３３７

Ｐ值
０.７５５３

０.００２８１１

０.０３００６
９.３０Ｅ － ０５

首先查看变量间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 因果关系ꎬ 为建模
图３

提供合理性ꎮ 由上表可以看出ꎬ情绪指数是收益率
的格兰杰原因ꎬ但是基金收益率变动对情绪没有显

情绪受到冲击对交易量的脉冲响应图

著影响ꎮ 结果不同于股票市场收益率与情绪互为格

从图中可以看出ꎬ当基金市场的情绪受到一单

兰杰因果ꎬ这可能是因为基金市场是股市的一个间

位正向冲击时ꎬ交易量产生正向的响应ꎬ在第五期达

接反映ꎬ投资者情绪可以影响市场收益率ꎬ基金市场

到最大ꎬ约为 ０.０１２ꎮ 这和行为金融的理论是相符

机构投资者居多ꎬ收益率对情绪的影响不显著ꎮ 情
绪和交易量互为 Ｇｒａｎｇｅｒ 因果ꎬ 投资者情绪会影响
到交易量的变动ꎬ交易量大小也会影响市场情绪ꎬ交

的ꎬ当市场上的投资者情绪为积极的时候ꎬ人们更乐
意投资ꎬ交易量随之变大ꎬ又由于“ 羊群效应” ꎬ投资
者间存在跟风行为ꎬ 因此这 个 正 向 的 影 响 是 持 续

易量变动可以间接反映投资者情绪ꎬ情绪也可以反

的ꎮ 当市场情绪为消极时ꎬ交易量也会减少ꎮ

映交易量的波动ꎮ 因果检验表明文本挖掘技术构建

５

的情绪指标是可靠的ꎬ可以代表基金市场上投资者
情绪ꎮ

总结与建议
基于网络评论分析的投资者情绪对基金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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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量和收益率都有显著影响ꎬ投资者情绪是基金
市场收益率的格兰杰原因ꎬ情绪受到一单位冲击后ꎬ
对收益率会产生正的影响ꎬ两期后逐渐趋于零ꎮ 投
资者情绪与基金市场交易量互为格兰杰因果ꎮ 情绪
受到冲击后ꎬ交易量会产生长期正的响应ꎮ 情绪对

[７]
[８]

于交易量冲击的响应也是长期的ꎮ
本文证实了基金市场投资者情绪与基金市场收
益率和交易量间的联动关系ꎬ结果支持行为金融理
论ꎬ投资者非理性情绪实际上会影响资产的价格ꎮ
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在参考网络评论进行投资
时ꎬ应该了解情绪会对自身以及管理者投资策略的
影响ꎬ由此改进自己的投资方式ꎮ 监管者加强对网
络论坛的监管ꎬ防止不法分子操纵舆论影响投资者ꎬ
尤其是情绪的转变可能引起的市场泡沫及非理性繁
荣ꎮ
中文文本挖掘一方面要重视基本理论与框架的
研究ꎬ另一方面要重视针对汉语本身的研究ꎬ要研究
中文文本的构成特点与特征提取机制ꎬ只有在对中
文文本的分析技术取得进展后才能为后面的知识挖
掘提供强有力的支持ꎮ 此外ꎬ文本挖掘不应局限于
分类、聚类等简单知识的发现ꎬ可以探索更丰富的知
识挖掘方法ꎬ如语义规则发现、趋势分析、主体跟踪
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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