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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的方法 

        当前互联网已成为公众获取信息、表达观点的重要平台，也
带来社会舆情事件易发生的风险，通过对网络舆情走势的提前预
测，能够准确判断热点事件的发展态势，为政府相关部门应对舆
情危机提供参考。针对单一预测模型预测精度不高和社交媒体对
舆情走势影响较大的问题，提出融合微博热点分析和LSTM神经网
络的舆情预测方法。首先利用网络爬虫和PyTorch机器学习平台构
建了用于舆情时序数据分析的网络舆情预测系统；在此系统内，
考虑微博的强时效性，采用网络热点分析技术，计算微博热度分
值；改进LSTM网络，设计由2个隐含层组成的MH-LSTM预测模型
。将MH-LSTM模型用于舆情事件百度指数的定量预测中，通过实
验验证了模型的正确性，并证实了该预测模型拥有较好的预测效
果。 

1.  网络舆情预测系统架构 

       基于爬虫技术和PyTorch平台构建用于舆情时序数据分析的网络
舆情预测系统。系统由3部分组成：数据采集与存储、模型训练、
模型部署与应用。 

3. MH-LSTM模型结构 

        MH-LSTM神经网络模型（Microblog Hotspot-Long Short-Term 

Memory）由单向LSTM和双向LSTM（Bidirectional LSTM，Bi-

LSTM）两个隐含层组成，在保留LSTM网络特性的同时，降低由
于训练样本较少而产生过拟合的风险。 

 

 

 

 

 

 

 

 

 

 

 

 

 

 

 

         

 

 

 

 

图2. MH-LSTM模型结构 

        根据舆情预测的特点，模型第一个隐含层的输入包括四部分：
百度指数BaiduIndex、微博热度总分值HotScore、时间偏移量△T

、上一时该隐含层的输出。 

ℎ𝑡
1 = 𝜎(𝑊1[ℎ𝑡−1

1 , BaiduIndex𝑡 ,HotScore𝑡 , ∆T]) 
        其中：ℎ𝑡

1表示第1个隐含层t时刻的输出，W1表示第1个隐含层
的权重向量，BaiduIndext表示t时刻的百度指数，HotScoret表示t时
刻微博热度总分值，△T表示时间偏移量。 

        模型第2个隐含层的输入包括两部分：同一时刻上一隐含层的
输出和同一隐含层上一时间片的输出： 

ℎ𝑡
2 = 𝜎(𝑊2[ℎ𝑡−1

2 ,𝐻𝑡
1]) 

        其中：ℎ𝑡
2表示第2个隐含层t时刻的输出，W2表示第2个隐含层

的权重矩阵，𝐻𝑡
1表示t时刻第1个隐含层到第2个隐含层的输入向量

。 

        模型的损失函数是预测误差平方和与模型权值参数的平方和之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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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n为样本个数，h(xi)表示输入样本xi时模型的预测输出，
yi为样本xi的标签，m为模型权重个数，𝑤𝑗

2表示第j个权重的平方。 

4. MH-LSTM模型的训练步骤 
(1) 定义MH-LSTM网络结构，根据公式定义损失函数，设置每一层
网络节点的舍弃率为0.2，设置优化器为自适应矩估计； 

(2) 根据公式计算HotScore，BaiduIndex来源于百度网站； 

(3) 每一步处理时间序列中的一个时刻。将当前输入（BaiduIndext

、HotScoret、△T）和前一时刻输出（ht-1）传入MH-LSTM网络结
构，计算得到当前输出（ht）； 

(4) 根据当前输出和实际值计算误差，通过优化器反向传播求解，
更新模型参数； 

(5) 重复上述步骤直至算法收敛。 

实验 
1. 数据介绍 

        以2019年发生的“重庆保时捷女车主打人事件”、“996工
作制事件”、“黑洞照片首发事件”三起热点事件为训练样本
，以“山东大学学伴事件”为测试样本，用训练样本训练模型
优化参数，用测试样本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实验数据
主要包括：百度指数、微博热度分值、时间偏移量。 

        网络舆情的发展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且复
杂的变化特点，传统基于统计学和数学方程的方法很难取得较
好的预测结果。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社交媒体信息成为
提高预测精度的积极补充。基于网络爬虫技术和PyTorch机器学
习平台构建了针对舆情时序数据分析的网络舆情预测系统。从
预测模型和数据扩充两方面进行改进，提出融合微博热点分析
和深度学习的新的预测方法——MH-LSTM，该方法结合实时性
的微博数据和权威性的百度指数进行网络舆情发展趋势预测，
与PSO-BPNN模型、LSTM模型的对比实验验证MH-LSTM模型
的正确性和优越性。预测结果有助于政府对舆情信息的控制和
引导，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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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微博热度计算 

        在已知热点信息的前提下，定义微博热度分值由转发数、评论
数、点赞数的权重累加得到： 

HotScore𝑖 = α ∗转发数+ 𝛽 ∗评论数+ 𝛾 ∗点赞数 

        舆情热点的形成基本服从二八定律，即对于网络舆情传播造成
重大影响的是头部20%的意见领袖；决定整个舆情事件传播规模的
，是为数不多的人气媒体和权威网络平台。因此，根据关键词采集
热点微博无须穷尽所有，对50个关键词匹配的微博进行热点分析，
根据热度分值排序，取前10个累加，得到微博热度总分值，如下： 

HotScore = 𝐻𝑜𝑡𝑆𝑐𝑜𝑟𝑒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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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2. 实验结果 

        将MH-LSTM神经网络模型与粒子群优化BP神经网络模型（
PSO-BPNN）、传统LSTM神经网络模型进行对比分析。 

        利用MATLAB 2015a构造PSO-BPNN模型；依托网络舆情预
测系统，构造LSTM模型、MH-LSTM模型进行对比实验。从拟
合性和预测精度来看，相比于PSO-BPNN模型，LSTM模型和
MH-LSTM模型的预测结果表现得更加优秀，LSTM模型和MH-

LSTM模型的预测结果与真实值拟合得较好，预测结果更接近真
实值；由于BP神经网络存在容错性差、学习不稳定等缺点，粒
子群算法的自身局限性容易陷入局部最优，导致PSO-BPNN模型
的预测结果稳定性较差，浮动较大，预测精度上也有所欠缺。 

图1.网络舆情预测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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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各模型预测结果对比 

        计算预测值yi与实际值ti的相对误差（Relative Error，RE）
和平均相对误差（Mean Relative Error，MRE）。LSTM模型的
MRE为0.1027，MH-LSTM模型的MRE为0.0725，都要优于PSO-

BPNN模型的MRE（0.1513）。相比于LSTM模型，MH-LSTM模
型加入了微博热度分值来修正模型，平均能够降低相对误差3.02

个百分点，说明微博热点分析对舆情趋势预测有积极的影响。
从相对误差曲线图中可以看出MH-LSTM模型的大部分相对误差
都在10%以下，部分时间点的预测值误差接近0，预测结果整体
较为稳定。因而得出结论：MH-LSTM模型能够更好的描述时间
序列发展过程，具有较强的非线性拟合能力，能够很好地对舆
情事件发展进行定量预测。 

图4.各模型相对误差对比 

  
PSO-BPNN模型  LSTM模型 MH-LSTM模型 

平均相对误差  0.1513  0.1027  0.0725 

表1.各模型MRE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