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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文本的语调与情绪含有上市公司管理层以及个体投资者表达的情感信息，并对股

票市场产生影响。通过词典重组和深度学习算法构建了适用于正式文本与非正式文本的金融

领域中文情绪词典，并基于词典构建了上市公司的年报语调和社交媒体情绪指标．构建的年报
语调指标和社交媒体情绪指标能有效地预测上市公司股票的收益率、成交量、波动率和非预期

盈余等市场因素，并优于基于其他广泛使用情绪词典构建的指标．此外，年报语调指标和社交
媒体情绪指标对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为文本大数据在金融市场的
应用提供了分析工具，也为大数据时代的金融市场预测和监管等活动提供了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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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大数据时代，越来越多的金融领域研究关注

了上市公司年报、新闻媒体报道和投资者社交媒

体发帖等文本中所包含的语调与情绪
［１］．语调和

情绪是上市公司管理层以及个体投资者情感和心

理活动的外在表达
［２，３］，并且能预测股票的收益、

波动以及成交量等重要的市场指标．对金融文本
的语调和情绪的研究，有助于为大数据时代背景

下金融市场预测和监管等活动提供决策支持，并

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建设数字中国”的发展目标服务．
构建语调和情绪指标的关键是情绪词典．

Ｌｏｕｇｈｒａｎ和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４］基于人工筛选提出了适
用于上市公司英文年报语调分析的词典，并发现

基于此词典构建的年报语调能显著预测年报发布

后股票的收益率、成交量和波动率．该词典在英文
文本语调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如：Ｆｅｌｄｍａｎ

等
［５］、Ｌｉｕ和 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６］、Ｒｏｇｅｒｓ等［７］

等研究均

使用了Ｌｏｕｇｈｒａｎ和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４］词典，分别构建了
年报、新闻报道、公司公告等文本的语调指标，并

发现了这些语调对股价的预测能力．另外有一部
分学者通过机器学习方法形成了情绪指标．
Ａｎｔｗｅｉｌｅｒ和 Ｆｒａｎｋ［３］选用 Ｙａｈｏｏ！财经论坛中的
１０００条样本发帖进行人工情绪分类，通过机器学
习方法计算训练样本中频繁出现的词汇在情感表

达上的先验概率，从而通过朴素贝叶斯学习方法

实现对非训练样本发帖的情绪提取，并构建了情

绪指标．中文社交媒体方面，Ｃｈａｎｇ等［８］
和部慧

等
［９］
选用东方财富股吧中的发帖，同样先人工判

断生成训练集，再用机器学习模型对股吧发帖进

行情绪分类．
尽管金融文本的语调和情绪相关工作已经开

展，但现有的词典还存在一些不足，有可能影响语

调和情绪指标的有效构建．首先，现有研究多采用
人工判别方法构建基于小样本的情绪词典．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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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构建的语调和情绪指标可能导致样本筛选和

判断标准不统一，研究结果无法复制等问题．其次，
在英文情绪词典研究中，Ｌｏｕｇｈｒａｎ和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４］的
词典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但对于中文情绪词典研
究来说，英文年报与中文年报在用词、表达方式等

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不能简单地将英文年报情绪

词典经过翻译后套用在中文年报的分析上，如谢

德仁和林乐
［１０］、汪昌云和武佳薇

［１１］
等均使用了

Ｌｏｕｇｈｒａｎ和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４］的词汇列表，但经过了手
工筛选，并进行了适用于中文的用词习惯和语境

的翻译工作．最后，还存在一些针对中文文本分析
的通用型词典，如：大连理工大学情感词汇本体

库、中国知网词库（ＨｏｗＮｅｔ）和清华大学褒贬意词
典等，他们的构成基于文学作品、媒体报道等，在

金融领域研究的适用性和准确性还存在疑问．以
中国沪深股票市场为例，“庄”字在其他领域并不

具备特殊的情绪和语调，但是在股票论坛上则含

有强烈的负面情感．综合来看，构建基于大样本、
标准化的金融领域中文情绪词典是目前金融文本

语调和情绪相关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构建了专门针对金融领

域的中文情绪词典，并发现基于词典构建的年报

语调和社交媒体情绪指标能有效地预测股票收益

率、波动率、成交量等因素的变化．具体而言，在年
报文本方面，本文利用词典重组方法，在现有广泛

使用词典的基础上提炼和构建了适用于金融领域

正式文本研究的情绪词典．利用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５年
间所有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共计１９９７０份），
结合Ｅｎｇｅｌｂｅｒｇ等［１２］

的语调判断方法区分单个年

报的正负面情绪．对３份现有通用型中文情绪词
典和Ｌｏｕｇｈｒａｎ和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４］情绪词典的中文翻
译版进行词语整合，并加入年报语料的分词结果

去重得到初始词典，然后运用带惩罚机制词频法

提取情绪词生成正式用语情绪词典．研究发现，根
据正式用语情绪词典构建的负面语调指标与上市

公司发布年报后的股票交易量、波动率及下季度

未预期盈余显著正相关．除年报文本之外，社交媒

体文本以非正式用语为主，正式用语情绪词典可

能不再适用，因此也构建了适用于金融领域非正

式文本研究的情绪词典．利用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６年间
雪球论坛用户发帖以及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７年间东方财
富网股吧发帖（共计８１３０多万条发帖），以８７８９条
带有情绪识别符号的股票论坛发帖为训练集，结

合长短期记忆（ｌｏｎｇ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ｍｅｍｏｒｙ，ＬＳＴＭ）模
型的深度学习算法，并运用带惩罚机制词频法生

成了非正式用语情绪词典．基于非正式用语情绪
词典构建的社交媒体情绪指标则能显著预测未来

股票的超额收益、波动率和成交量．这些结论说明
本文提出的两个情绪词典在提取年报语调和社交

媒体投资者情绪上是有效的．
此外，也将所构建的语调指标和情绪指标与

基于大连理工大学情感词汇本体库、中国知网词

库和清华大学褒贬意词典３个通用型情绪词典②

以及Ｌｏｕｇｈｒａｎ和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４］词典中文翻译版所
构建的语调指标和情绪指标进行比对，发现现有

广泛使用情绪词典③在构建金融文本语调和情绪

时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所构建的指标仅与少

量市场指标存在显著关系．而基于非正式用语情
绪词典构建的年报文本语调指标和基于正式用语

情绪词典构建的社交媒体情绪指标也没有很好的

预测作用，这说明正式金融文本和非正式金融文

本需要用不同的词典进行分析，故构建两个不同

的词典是有必要的．最后本文给出了所构建词典
的实际应用场景，用年报语调指标和社交媒体情

绪指标分别对个股的股价崩盘风险进行预测，发

现两个指标均对股价崩盘风险有较好的预测作

用，说明所构建的语调和情绪指标很好地表征了

上市公司管理层以及个体投资者的情感和心理

活动．
本文的贡献在 ３个方面：１）在研究工具上，

基于大样本和机器学习方法构建了两个分别适用

于金融领域正式文本和非正式文本研究的情绪词

典，为金融领域的中文文本分析提供了简易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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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大连理工大学情感词汇本体库：ｈｔｔｐ：／／ｉｒ．ｄｌｕｔ．ｅｄｕ．ｃｎ／Ｅｍｏｔｉｏｎ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ＨｏｗＮｅｔ情感分析用词语集：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ｅｅｎａｇｅ．
ｃｏｍ／ｈｔｍｌ／ｃ＿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清华大学褒贬意词典：ｈｔｔｐ：／／ｎｌｐ．ｃｓａｉ．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ｎ／ｓｉｔｅ２／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１３－ｖ１０
本文将现有的３个通用型情绪词典（大连理工大学情感词汇本体库、中国知网词库和清华大学褒贬意词典）以及 Ｌｏｕｇｈｒａｎ和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４］词典的中文翻译版本合称为“广泛使用情绪词典”．



调和情绪提取工具，有助于实现未来相关研究结

果的可重复性④．此外本文的词典构建方法避免
了人工判断和筛选情绪词所造成的偏差，词典构

建方法本身也具有可重复性⑤；２）在经济理论上，
本文基于情绪词典构建了中国市场的年报语调指

标和社交媒体情绪指标．一方面，发现语调和情绪
指标对股价的崩盘风险有很强的预测作用，这一

发现在前人研究中未曾涉及过．这一结果为股价
崩盘风险的相关研究增添了新的影响因素，有助

于加深对金融风险形成机理的理解，促进资本市

场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发现语调和情绪指标对股
票的超额收益、波动率、成交量等因素有显著的预

测作用．这些结果支持了已有的信息过度反应和
投资者情绪的相关理论，为这些理论补充了中国

沪深股票市场的证据；３）在构建指标上，对现有
广泛使用的情绪词典在金融领域的适用性进行了

测度，发现基于这些词典构建的年报语调和社交

媒体情绪指标不能准确表征公司管理层以及个体

投资者的情感，这些结果为本文基于金融领域专

用情绪词典构建语调和情绪指标的必要性提供了

支持，并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借鉴．

１　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１．１　情绪词典相关研究
英文文本情绪词典在国外已有多部，其中

Ｌｏｕｇｈｒａｎ和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４］发布的词典最有影响力，
他们从上市公司年报中提取了高频词，通过人工

筛选方式制作了年报语调词典（ＬＭ词典）．在 ＬＭ
词典建立之前，常用的还有 Ｈｅｎｒｙ［１３］词典、
ＨａｒｖａｒｄＩＶ４词典和 Ｄｉｃｔｉｏｎ词典．Ｔｅｔｌｏｃｋ［１４］采用
ＨａｒｖａｒｄＩＶ４词典提取了新闻报道语调，并和股
票市场相关联．Ｌｏｕｇｈｒａｎ和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１５］在文献综
述中指出上述３部词典存在的缺陷：Ｈｅｎｒｙ［１３］词
典存在词数少、缺失常用词的问题；ＨａｒｖａｒｄＩＶ４
词典中７５％的负面词在金融文档中并不具备负
面含义；Ｄｉｃｔｉｏｎ词典则是存在词语错误分类的问
题．相较而言，ＬＭ词典更为完备，更适用于金融

研究，也因此得到广泛的运用，Ｋｅａｒｎｅｙ和 Ｌｉｕ［１６］

甚至指出 ＬＭ词典在近期的研究中占据了主导
地位．

除公司年报之外，很多学者也将 ＬＭ词典运
用于分析新闻语调上．Ｄｏｕｇａｌ等［１７］

使用 ＬＭ词典
研究《华尔街日报》中“与市场同步专栏”语调．
Ｇａｒｃｉａ［１８］通过ＬＭ词典分析了《纽约时报》的财经
专栏语调．Ｌｉｕ和 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６］则是将《华尔街日
报》、《纽约时报》以及《道琼斯新闻》３家媒体的
报道内容结合起来分析语调．此外 Ｓｏｌｏｍｏｎ等［１９］

还研究了《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

报》和《今日美国》４家媒体的新闻语调对共同基
金的买入量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大量研究转向 Ｙａｈｏｏ！
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ｅｅｋｉｎｇＡｌｐｈａ，Ｔｗｉｔｔｅｒ等社交媒体，讨论
社交媒体中的投资者情绪．由于社交媒体所使用
语言的非正式性，此类研究大多构造小的训练

集
［３，２０］，然后通过传统的机器学习方法判断文本

情绪．此外，Ｃｈｅｎ等［２１］
通过使用 ＬＭ词典分析了

ＳｅｅｋｉｎｇＡｌｐｈａ论坛中投资者发帖的语调．而针对
社交媒体文本的权威金融情绪词典尚未出现，这

一研究方向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目前在金融领域的中文文本分析研究中，权

威的中文情绪词典还没有出现．一部分研究通过
传统机器学习的方法来判断情绪

［８，２２］．也有一些
研究将 ＬＭ的词典本土化，通过结合语境翻译和
人工筛选方式制作中文情绪词典

［１０－１１］．在缺乏权
威情绪词典条件下，还有很多研究通过人工大量

阅读方式判断文本情绪
［２３］．在已经公布的通用型

情绪词典方面，中文文本分析经常使用的情绪词

典主要包括大连理工大学信息检索研究室、中国

知网和清华大学自然语言处理与社会人文计算实

验室所提出的３部词典．其中大连理工大学信息
检索研究室的情感词汇本体库以大量情感语料为

基础，采用手工情感分类和自动获取强度两种方

法，从数据中提取情感信息，该情感词典含有

７７７３个负面词与８６１０个正面词．知网情感分析
用词语集发布于２００７年，含有１２５４个中文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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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本文词典对外公开，网址：ｈｔｔｐｓ：／／ｇｉｔｈｕｂ．ｃｏｍ／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２０２０／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Ｌｏｕｇｈｒａｎ和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４］词典也是基于人工筛选方法构建而成．与该词典相比，本文采用词典构建的方法避免了这一问题．



词与８３６个中文正面词．清华大学褒贬意词典则
含有４４６８个负面词与５５６７个正面词．但这３部
词典是否适用于金融领域的文本分析还尚未有研

究给出详尽的测试．唐国豪等［２４］
指出，在分析不

同领域文本内容时要选择适合的分类词典，对现

有情感词典的细分、改进和升级是十分必要的．
１．２　年报语调相关研究

上市公司公布的年报通常被认为含有丰富的

信息，年报的语调（特别是负面语调）经常被认为

是上市公司管理层对公司预期的表达．管理层通
过更悲观的语调来降低投资者对于未来公司经营

表现的预期，管理层语调也影响了公司股票的多

项市场指标．Ｌｏｕｇｈｒａｎ和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４］提取了上市
公司年报和其中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ＭＤ＆Ａ）部
分的正负面语调，发现年报中的负面语调与年报

发布后几个交易日的股票超额报酬率、异常交易

量、收益波动率以及未预期盈余显著相关．Ｆｅｌｄ
ｍａｎ等［５］

使用ＬＭ词典来研究年报和季报中管理
层讨论与分析板块语调的变化对金融市场造成的

影响，发现更为正面的表述将伴随着较高的股票

收益率．
综合来看，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年报语调与公司

的盈余预期相关，可以预测发布日后公司股票交易

特征．以最有代表性的 Ｌｏｕｇｈｒａｎ和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４］的
研究为例，发现年报语调与公司股票的超额收益、

交易量、收益波动率显著相关．这其中的原因在
于，投资者可以感受到年报的语调．当年报越悲观
时，将影响投资者对该公司的未来预期，产生过度

卖出股票的行为．且投资者对此信息的反应过度，
经常以较低的市场价格卖出股票．此外本期悲观
语调也会导致公司在未来产生更高的未预期盈

余，因此悲观语调也与下季度的未预期盈余显著

相关．在金融英文文本分析领域，已有ＬＭ词典可
以便利地进行情感分析．然而，金融中文文本分析
领域缺乏这样行之有效的词典．本文认为应针对
中文年报文本来选择合适的词典对其进行情绪的

量化，以达到足够的解释能力，据此提出如下

假设：

假设１　针对年报文本，基于中文正式用语
情绪词典构建的年报负面语调指标与年报发布后

上市公司股票的交易量、波动率及下季度未预期

盈余显著正相关；而基于广泛使用的情绪词典和

非正式用语情绪词典构造的年报语调指标无法完

全解释股票的交易量、波动率及下季度未预期

盈余⑥．
１．３　社交媒体情绪指标

社交媒体的出现为投资者发布信息、观点和

投资策略提供了渠道．社交媒体中的发帖是投资
者表达情绪的主要途径，因此也会对市场指标产

生影响⑦．虽然在早期的研究中，Ｔｕｍａｒｋｉｎ和
Ｗｈｉｔｅｌａｗ［２６］和Ｄａｓ和 Ｃｈｅｎ［２０］发现股吧论坛信息
不会对收益率产生影响，但是Ａｎｔｗｅｉｌｅｒ和Ｆｒａｎｋ［３］

使用朴素贝叶斯算法从雅虎财经（Ｙａｈｏｏ！ｆｉｎａｎｃｅ）
上的１５０万条发帖中提取看多和看空情绪之差作
为看涨情绪指标，结果发现看涨情绪指标与股票

收益率的正相关在统计学意义下显著，而投资者

情绪一致性指标与股票的成交量及波动率显著负

相关．随着互联网普及和投资者使用社交媒体发
布信息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中

投资者情绪显著影响了资产价格和其他交易指

标．Ｂｏｌｌｅｎ等［２７］
分析了Ｔｗｉｔｔｅｒ上的发帖并提取了

公众情绪，公众情绪与道琼斯指数的日收益率有

显著正相关关系．Ｃｈｅｎ等［２１］
分析ＳｅｅｋｉｎｇＡｌｐｈａ网

站中投资者发帖数据，发现投资者的发帖中含有

私有信息，可以显著预测未来股价，而情绪一致性

指标也可以显著预测未来股票的波动率和成交

量．段江娇等［２８］
对中国沪深股票市场东方财富股

吧论坛发帖进行了情绪提取，发现东方财富股吧

的发帖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股票日收益率与当

日论坛情绪显著正相关．杨晓兰等［２２］
也分析了新

浪财经博客中投资者情绪对对股市政策效应的

影响．
综合以上研究可以发现，现有文献在社交媒

体投资者情绪相关研究中已经取得了部分共识．
社交媒体发帖是投资者情绪的有效表达，由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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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由于本文根据Ｅｎｇｅｌｂｅｒｇ等［１２］的方法使用超额收益率作为判断年报正负语调的依据，因此基于正式用语情绪词典构建的年报语调指
标天然地满足语调和超额收益率的关系，故在此省略了针对超额收益率的假设检验．

关于社交媒体和其他类型互联网大数据对资产定价的影响，张学勇和吴雨玲［２５］给出了很好的综述．



成的看涨情绪指标与收益率显著正相关，且投资

者情绪一致性指标与交易量及波动率显著负相

关，即投资者情绪越不一致，交易量及波动率越

大．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２　在股票论坛中，基于中文非正式用

语情绪词典构建的投资者看涨情绪指标与股票超

额收益显著正相关，构建的情绪一致性指标与交

易量及波动率显著负相关．而基于广泛使用的情
绪词典和正式用语情绪词典构造的投资者情绪指

标无法满足以上关系．
１．４　股票价格崩盘风险相关研究

为了检验基于词典构建的年报语调指标和社

交媒体情绪指标，将这两个指标和股价崩盘风险

相关联，考察年报语调指标和社交媒体情绪指标

对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预测作用．从管理层
角度来看，股价崩盘的根源是管理层的捂盘行

为
［２９，３０］．由于管理层和投资者之间存在委托代理

冲突．管理层出于自身薪酬、职业生涯、建立帝国
以及晋升等考虑，在信息披露中经常会报喜不报

忧，如果好消息和坏消息均随机出现，并且管理者

均及时披露两类消息，即消息分布是对称的，则股

票回报的分布也对称．然而，大量研究表明，管理
者披露坏消息和好消息分布并不对称．管理层存
在捂盘坏消息的行为倾向，即管理者更倾向于隐

瞒或推迟披露坏消息而加速披露好消息，坏消息

随时间的推移在公司内部不断积累，由于公司对

坏消息的容纳存在上限，一旦累积的负面消息超

过了这个上限，坏消息将集中释放出来，进而对公

司股价造成极大的负面冲击并最终崩盘．基于以
上原因，公司年报的负面语调指标应该与未来股

价崩盘风险负相关，即负面语调越弱（正面语调

越强），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越大．
从投资者角度来看，投资者在公司负面信息

集中释放之前可能通过一些渠道（投资者可能有

自身的私有信息渠道
［３１］．即便投资者是非知情

者，通过对其他投资者公开交易的学习，也可以从

中推断出部分知情者知晓的信息
［３２］）提前得知了

公司的负面消息．在无摩擦市场中，投资者可以通

过卖空股票，使悲观预期提前进入股票价格，从而

降低股价的崩盘风险
［３３］．但由于中国市场的卖空

机制并不完善，卖空交易的总量很小，主要参与者

为机构投资者，个体投资者很少参与到这一过程

中．此外由于制度设计缺陷，本身股价崩盘风险大
的股票没有进入融券名单，这导致卖空机制很难

发挥作用，甚至加剧了崩盘风险的上升
［３４］．因此

在中国沪深股票市场，投资者即便提前知晓了公

司的负面消息，其悲观预期更多地是通过论坛和

社交媒体而非市场交易来表达．基于以上原因，社
交媒体中投资者的负面情绪应该与未来股价崩盘

风险正相关，即负面情绪越强（正面情绪越弱），

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越大．综合以上两点，本文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３　构建的负面年报语调指标与股票未
来的股价崩盘风险显著负相关，且构建的社交媒

体看跌情绪指标与股票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显著

正相关．

２　语调和情绪指标构建

构建金融文本语调和情绪指标的关键是情绪

词典，故首先构建用于年报语调分析的正式用语

情绪词典和用于社交媒体投资者情绪分析的非正

式用语情绪词典．词典的构建思路如下：在正式用
语情绪词典构建方面，参照 Ｅｎｇｅｌｂｅｒｇ等［１２］

的方

法选取年报发布［０，＋３］日累积超额收益率作为
判断正负面年报的依据 （Ｅｎｇｅｌｂｅｒｇ等［１２］

认为该

方法可以有效地避免人工判断文本信息所带来的

偏差）．然后采用词典重组法，综合大连理工大学
情感词汇本体库、中国知网词库、清华大学褒贬意

词典和 Ｌｏｕｇｈｒａｎ和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４］词典中文翻译
版⑧４部词典，并加入年报语料的分词结果去重
得到初始词典，然后使用带惩罚机制词频法提取

情绪词生成正式用语情绪词典，最后基于情绪词

典采用词袋模型构建年报语调指标．在非正式用
语情绪词典构建方面，考虑到社交媒体中普遍使

—０３—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１年５月

⑧ 本文两位作者协同３位会计学专业的研究生共同对该词典进行了中文翻译．因英文单词可能对应多个中文释义，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要
求翻译者先列出所有认为正确的译法，再对这３份各自独立完成的翻译稿综合考虑后得到 Ｌｏｕｇｈｒａｎ和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４］词典的中文翻译．
其中包括２３３７个负面词和３５３个正面词．



用表情符号（如 Ｅｍｏｊｉ等）来表达发帖者的情绪，
筛选出了使用表情符号并明确表达了情绪的发帖

作为训练样本⑨，以此来排除人工分类社交媒体

发帖带来的偏差．然后采用长短期记忆网络模型
的深度学习算法分析股票论坛上的帖子情绪瑏瑠，

并使用带惩罚机制词频法提取情绪词典．同样基
于词典采用词袋模型构建社交媒体情绪指标．最
终形成的正式用语情绪词典含有１６３３个负面词
和３５９２个正面词，非正式用语情绪词典则含有
９６５个负面词和９１２个正面词．附录表１列出正
式用语情绪词典和非正式用语情绪词典正负面各

３０个高频词语．可以发现，与正式用语情绪词典
中的词相比，非正式用语情绪词典较口语化且情

绪更加突出．具体构建细节如下．
２．１　正式用语情绪词典与年报语调指标构建

上市公司年报中所披露的信息其语调相对于社

交媒体往往更加隐晦．下面给出了年报文本样例，其
中标黑单词是情绪表达的关键词，而本文的词典构

建方法就是将标黑的单词提取出来．样例如下：
挑战方面：一是茅台酒市场拓展还需进一步

加强；二是国内中、低端白酒市场竞争异常激烈，

酱香系列酒市场竞争力不强，对公司业绩的贡献

度有待提高．风险方面：一是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二是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增大；三是

打假保知任重道远（来源：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

公司２０１５年年度报告）．
本文首先依据年报发布［０，＋３］日的累计正

负收益率，将年报分为正负面情绪两类，样本数据

涵盖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５年共１９９７０份年报，其中累
计收益率为正的有１２４７５份，累计收益率为负的
有７３８３份，累计收益率为零（停牌）的有１１２份，
其中收益为零的年报不进入提取情绪词典的数据

样本中．然后综合大连理工大学情感词汇本体库、
中国知网词库、清华大学褒贬意词典和 Ｌｏｕｇｈｒａｎ
和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４］词典中文翻译版，筛选出现在年报

中的各词典所包含的词，并加入使用中科院汉语

词法分析系统（ＩＣＴＣＬＡＳ）瑏瑡对年报语料的词汇切
分结果去重作为初始词典．最后依照带惩罚机制
词频法计算初始词典中待选负面词调整后的词频

数值，如下式所示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ｎ＝
ｗｎ，Ｎ
∑
ｎ
ｗｎ，Ｎ
× １

１＋
ｗｎ，Ｐ
∑
ｎ
ｗｎ，Ｐ

（１）

式中ｗｎ，Ｎ为待选负面词 ｎ在收益为负的年报集
合 Ｎ中的出现次数；ｗｎ，Ｐ为待选负面词在收益
为正 的年报集合 Ｐ中出现的次数．待选负面情
绪词的频度随着其在负面年报集合出现的比重

ｗｎ，Ｎ
∑
ｎ
ｗｎ，( )

Ｎ

增加，同时也随着其在正面年报集合出

现的 比 重
ｗｎ，Ｐ
∑
ｎ
ｗｎ，( )

Ｐ

下 降． 通 过 惩 罚 机 制

１

１＋
ｗｎ，Ｐ
∑
ｎ
ｗｎ，









Ｐ
的引入，带惩罚机制词频法从总体

层面上衡量了待选词的负面程度．根据带惩罚机
制词频法计算得到的数值排序并生成正式用语情

绪词典的负面词表．基于同样的逻辑，可以得到正
式用语情绪词典的正面词表瑏瑢．

基于正式用语情绪词典，使用词袋模型

（ｂａｇｏｆｗｏｒｄｓ）构建年报的负面语调指标，命名
为：正式用语词典语调（Ｉｎｄｅｘ），计算如下式

Ｉｎｄｅｘｉ＝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ｉ－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ｉ＝
∑
ｎ
ｗｎ，ｉ

ｔｏｔａｌｗｏｒｄｉ
， （２）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
∑ｐ
ｗｐ，ｉ

ｔｏｔａｌｗｏｒｄｉ
式中ｗｎ，ｉ为负面词ｎ在年报 ｉ中出现的次数；ｗｐ，ｉ

—１３—第５期 姚加权等：语调、情绪及市场影响：基于金融情绪词典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标注训练集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帖子有多个表情符号的情况，而多个表情符号会使得该帖子的情绪较为模糊，本文剔除了这种类型的帖子．
ＬＳＴＭ的深度学习需要将文本分词后以向量形式进行编码，因此更适用于具有短文本特性的论坛发帖．而年报属于长文本，难以有效
地将整份年报编码并训练整个神经网络，故本文不使用ＬＳＴＭ来构造正式用语词典．以ＬＳＴＭ为代表的深度学习算法在金融实证研究
中已经有初步应用，详见苏治等［３５］．
中科院汉语词法分析系统（ＩＣＴＣＬＡＳ）：ｈｔｔｐ：／／ｉｃｔｃｌａｓ．ｎｌｐｉｒ．ｏｒｇ／．ＩＣＴＣＬＡＳ系统是当前中文分词领域准确率（高达９８％）表现优秀的系统．
为了得到正式用语情绪词典的正面词表，只需把式（１）中的符号ｎ，Ｎ，Ｐ分别替换成ｐ，Ｐ，Ｎ．



为正面词ｐ在年报ｉ中出现的次数；ｔｏｔａｌｗｏｒｄｉ为
年报ｉ的总词数．
２．２　非正式用语情绪词典与社交媒体情绪指标

构建

使用２０１１－０４－０８～２０１６－０４－２２所有关
于中国上市公司在雪球论坛上的用户发帖，以及

东方财富网股吧２０１０－０５－０１～２０１７－０９－３０
所有关于上市公司的发帖，共计８１３０多万条．在
网络股票论坛中，用户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与其他

用户交流，其中附带有明显表情符（Ｅｍｏｊｉ）的文
本将使得帖子情绪显而易见．Ｄｅｒｋｓ等［３６］

也指出

社交媒体用户一般会以表情符表达自身情感，因

此明确的情绪识别符号可以作为用户发帖情绪的

判别标准，并且避免由人工判断发帖情绪分类造

成的偏差．例如：
屋漏偏逢连夜雨，踩雷＄中兴通讯（ＳＺ００００６３）＄，

又缝本周大Ａ癫痫躺地板，组合下跌５％ （来

源：雪球论坛）．
本文首先通过用户在发帖或回帖时所加入的

表情：［笑］（ ）、［大笑］（ ）、［哭泣］（ ）

和［怒了］（ ）等明确的情绪识别符号，选出带

有明显情绪特征的帖子作为样本瑏瑣，并删除了内

容含有广告等噪音的帖子，最终筛选出８７８９个股
票论坛发帖作为深度学习算法的训练样本．

本文采用的深度学习算法为 ＬＳＴＭ网络，是
递归神经网络（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ＲＮＮ）
的特殊变体．传统ＲＮＮ在处理时序高度相关问题
时，因其每次循环更新参数时，都把预测误差前向

和反向传播以得到对误差的修正，但同时也存在

梯度消失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ｖａｎｉｓｈｉｎｇ）和 梯 度 爆 炸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ｅｘｐｌｏｄｉｎｇ）问题，即当梯度前向和反向
传播来优化神经网络的参数时，梯度太小或太大

（大于１）导致传播过程中因多次相乘使得对误差
的修正最终变为０或无限大，从而无法继续优化
神经网络的参数．因此，ＬＳＴＭ在每一个神经网络
中加入了３个控制门（ｇａｔｅ）：输入门（ｉｎｐｕｔｇａｔｅ）、

输出门（ｏｕｔｐｕｔｇａｔｅ）及遗忘门（ｆｏｒｇｅｔｇａｔｅ）．输入
门决定当前时序的新数据有多少要进入当前神经

网络，输出门决定当前神经元有多少信息要进入

下一个神经网络，遗忘门则决定上一个时序的信

息有多少要进入当前神经网络，通过这３个门的
控制，能够有效缓解梯度消失和梯度爆炸问题．在
处理时序高度相关的问题上，例如：机器翻译、对

话生成和文本情绪分析等问题，ＬＳＴＭ有着优异
的表现．此外，中文词汇在文本中所含有的情绪，
往往会受到上下文的影响，使得整体句子的情绪

表现有所不同，而 ＬＳＴＭ能够很好地捕捉词与词
之间的相依性．文本中某个单词可能与前后第二
至三个单词有关，但离前后第十个单词已没有太

大的关系．因此通过ＬＳＴＭ的３个控制门，适当地
遗忘较远的信息和加强邻近的信息，能够使得模

型更准确、更高效地捕捉上下文的信息．该模型在
本文数据分类中的准确率达到８７％瑏瑤．本文使用
训练好的ＬＳＴＭ模型对两个论坛上每一个发帖的
正负面情绪进行了分类．将相同情绪的帖子归为
一类并分词，计算每个词的带惩罚机制词频法的

数值，根据此数值进行排序，最后生成非正式用语

情绪词典．
在非正式用语情绪词典的基础上，参照Ａｎｔｗｅｉｌｅｒ

和Ｆｒａｎｋ［３］的方法，构建了看涨情绪指标和情绪
一致性指标，分别命名为非正式用语词典情绪

（Ｂｕｌｌｉｓｈｎｅｓｓ）和非正式用语词典情绪一致性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计算如下式

Ｂｕｌｌｉｓｈｎｅｓｓｉ，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ｔ－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ｉ，ｔ

ｔｏｔａｌｗｏｒｄｉ，ｔ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ｉ，ｔ＝１－ １－Ｂｕｌｌｉｓｈｎｅｓｓ２ｉ，槡 ｔ

（３）

式中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ｔ为公司ｉ在ｔ日的全部帖子中正面
词占总词数的比例；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ｉ，ｔ为公司ｉ在ｔ日的全
部帖子中负面词占总词数的比例．Ｂｕｌｌｉｓｈｎｅｓｓｉ，ｔ反
映了股票ｉ在ｔ日的看涨情绪，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ｉ，ｔ的最
大值是１，即一致看涨或者一致看跌，最小值为０，
即情绪分歧度最大．

—２３—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１年５月

瑏瑣

瑏瑤

为了确保帖子的情绪识别符号和文字表达相一致，本文还是对样本进行了人工筛查，删除了识别符表达情感不明确的样本．
计算方法为：首先将有标注的帖子分成１０等份，并用其中９份训练ＬＳＴＭ．用训练完成的ＬＳＴＭ预测剩下一份的情绪，并与标注结果对
比，从而计算出准确率．按以上步骤重复进行１０次，然后计算１０次准确率的平均值．



３　实证检验

３．１　年报负面语调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和回归结果

检验年报负面语调指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

于ＣＳＭＡＲ数据库．按照假设１，回归模型中所使
用的解释和被解释变量、变量名及其相关含义或

计算公式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名及其含义和计算公式说明

Ｔａｂｌｅ１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含义或计算公式

被解释变量

超额收益率 　年报发布后［０，＋３］日累积收益率减去同期市场累积收益率

异常成交量
　年报发布后［０，＋３］日平均交易量除以发布前［－６５，－６］日平

均交易量取自然对数

波动率 　年报发布后的［＋６，＋２５２］日对数收益率的波动率

未预期盈余
　年报发布后下一份季报的每股盈余减去上一年该季度季报的每

股盈余

解释变量

　语调 ／情绪 　基于各词典构建的年报语调和投资者情绪指标

市值 　年报发布前一天的流通股市值，取自然对数

换手率
　年报发布前［－２５２，－６］天的平均交易量除以发布当天的在外

流通股数，取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账面市值比 　年报发布前一天的账面市值比，取自然对数

机构投资者 　年报发布前一季度的机构投资者比例

前期异常收益 　年报发布前一个月的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三因子模型α

预测分歧 　股票分析师对该季度的每股盈余预测的标准差，除以该季度末股价

预测修正
　年报发布前股票分析师对于该季度的每股盈余预测的平均值的

月度变动

　　表２对回归模型的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

样本数据涵盖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５年共 １４３３９份年
报瑏瑥．除了基于本文提出的正式用语情绪词典所
构建的负面语调指标外，也基于其他词典参照式

（２）构建了负面语调指标，分别是大连理工大学
词典语调、知网词典语调、清华大学词典语调、ＬＭ

词典语调、非正式用语词典语调，其中本文对 ＬＭ

情绪词典进行中文翻译并构建指标 ＬＭ词典语
调，而非正式用语词典语调是基于本文的非正式

用语情绪词典所构造的年报情绪指标．从表２的
结果来看，大连理工大学词典语调总体上较为悲

观且语调波动较大．此外，控制变量中年报发布前
一个月股票异常收益（前期异常收益）的均值为

负，表示在本文研究样本中，年报发布之前的公司

股价存在负的异常收益．

表３为各年报负面语调指标相关系数表，其
中本文提出的正式用语情绪词典形成的负面语调

指标与其他词典构建的负面语调指标存在显著的

正向关系（相关系数０．１７１～０．４２２之间）．正式用
语词典语调和非正式用语词典语调之间的相关系

数只有０．１７１，表明正式用语词典和非正式用语
词典囊括的词语差别较大．此外，大连理工大学词
典语调和清华大学词典语调的相关系数（０．８０４）

为最大，表明大连理工大学情感词汇本体库与清

华大学褒贬意词典在捕捉年报语调的效果方面差

异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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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瑥 本文用于提取正式用语情绪词典的年报有１９９７０份，因被解释变量缺失的缘故，用于实证分析的年报样本只有１４３３９份．



表２　年报语调回归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２Ｓｕｍｍａｒ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ｔｈａｔａｒ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ｏｎ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ｆｉｌｉｎｇｓ

变量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异常成交量 １４２４４ ０．１０２ ０．３３９ －１．４８１ ３．９０６

波动率 １２７５８ ０．５０１ ０．１５３ ０．１１７ ３．１２９

未预期盈余 １３９０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７７ －１．１３０ ０．０５０

正式用语词典语调 １４３３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３

大连理工大学词典语调 １４３３９ －０．０７０ ０．０１１ －０．１３５ －０．０１５

知网词典语调 １４３３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１

清华大学词典语调 １４３３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８１ －０．００１

ＬＭ词典语调 １４３３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７

非正式用语词典语调 １４３３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９

市值 １４３３９ ２２．４８８ ０．９７９ １８．９２１ ２７．８７６

换手率 １４３３９ －３．７９２ １．１８１ －１０．１２６ －０．６３４

账面市值比 １４３３９ －１．１９０ ０．２９４ －１．５３６ －０．８４５

机构投资者 １４３３９ ０．０４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８８７

前期异常收益 １４３３９ －０．２４３ ０．１３０ －０．６９７ １．１９５

预测分歧 １４３３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５ ０ ０．４４８

预测修正 １４３３９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７ －０．２６４ ０．５３３

表３　各年报负面语调指标相关系数表

Ｔａｂｌｅ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ｔｏｎ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变量名
正式用语

词典语调

大连理工大学

词典语调

知网

词典语调

清华大学

词典语调

ＬＭ

词典语调

非正式用语

词典语调

正式用语词典语调 １．０００

大连理工大学词典语调 ０．４２２ １．０００

知网词典语调 ０．２３８ ０．４１７ １．０００

清华大学词典语调 ０．３９１ ０．８０４ ０．２４５ １．０００

ＬＭ词典语调 ０．４０６ ０．１１６ ０．１３２ ０．０９６ １．０００

非正式用语词典语调 ０．１７１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２ ０．０９４ ０．０３２ １．０００

　　　　注：表示在５％的水平下显著．

　　参照Ｌｏｕｇｈｒａｎ和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４］的实证方法及
控制变量的选择，使用 ＦａｍａＭａｃＢｅｔｈ［３７］的两阶
段回归来解决最小二乘回归存在的残差相关性，

并经过 ＮｅｗｅｙＷｅｓｔ滞后一阶方法调整异方差和
自相关．ＦａｍａＭａｃｂｅｔｈ两阶段回归第一步是对于
每一年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最小二乘回

归，得到估计参数，将每个参数视为整体参数的样

本值；第二步为对第一步的所有参数求平均值，计

算整体数据的估计参数．

表４为各情绪词典构建的年报负面语调指标

对交易量、波动率及下季度未预期盈余的回归结

果瑏瑦．结果表明，正式用语情绪词典构建的年报负

面语调与交易量、波动率及下季度未预期盈余显

著正相关．实证结果与 Ｌｏｕｇｈｒａｎ和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４］

中所述一致，即年报语调越悲观，未来的交易量与

—４３—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１年５月

瑏瑦 控制变量包括ｌｎＳｉｚｅ（市值），ｌｎＴｕｒｎｏｖｅｒ（换手率），ｌｎ（Ｂ／Ｍ）（账面市值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ｗｎ（机构投资者），ＰｒｅＦＦＡｌｐｈａ（前期异常收
益），Ａｎａｌｙｓｔ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预测分歧），Ａｎａｌｙｓｔ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ｓ（预测修正），各变量定义参见表１．回归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因
版面关系，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被省略．



波动率越大，同时，下季度未预期盈余也越大．年
报负面语调和交易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年报中有更

多的负面词，即越悲观，随后的交易量也越大．年
报负面语调与波动率显著正相关，即年报中有更

多的负面词，在年报发布后的收益波动率也越大．
而年报负面语调与下季度未预期盈余的显著正相

关关系表示管理层在年报中使用更多的负面词来

降低外界对该公司的预期，从而在未来有更大的

未预期盈余．此外控制变量前期异常收益，预测分
歧和预测修正与未预期盈余有显著关系，即公司过

去有更好的表现、分析师预测分歧度越大与分析师

预测改变程度越小时，未来的未预期盈余越大．
表４　交易量、波动率和未预期盈余与各年报语调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４Ｔｈ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ｔｏｎ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ｏｎｔｒａｄｉｎｇｖｏｌｕｍｅ，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异常成交量 波动率 未预期盈余

正式用语词典语调
５．９４８

（２．０１）

３．８７８

（２．４０）

１．１３２

（２．１５）

大连理工大学词典语调
－０．０４６

（－０．３７）

０．９３１

（１．５１）

０．２４６

（２．２８）

知网词典语调
－１．９８７

（－１．２７）

－１．８７６

（－１．４８）

０．６９８

（１．８０）

清华大学词典语调
０．０５３

（０．２４）

１．１９８

（１．６０）

０．３５６

（２．９５）

ＬＭ词典语调
３．２０１

（１．８８）

１．０６５

（１．５１）

１．００１

（１．６２）

非正式用语词典语调
０．５５９

（０．８０）

０．６９３

（０．７５）

－０．２４７

（－１．６８）

　　　　　　　　　注：括号中是ｔ值； 表示１０％显著， 表示５％显著， 表示１％显著．

　　在表４中，其他５个词典所衡量的年报负面
语调除了大连理工大学词典语调和清华大学词典

语调与下季度未预期盈余显著正相关以及 ＬＭ词
典语调与交易量显著正相关之外，其余回归结果

皆不显著．非正式用语词典语调对于交易量、波动
率及下季度未预期盈余的回归结果皆不显著．在
本文提出的正式用语情绪词典与非正式情绪用语

词典中，以非正式用语情绪词典为例：单词“春

天”被分类在正面词下，而单词“春天”如果在年

报中出现，却不带有任何的情绪．同样地，在 ＬＭ
中比较了ＨａｒｖａｒｄＩＶ４词典与该研究所提出的情
绪词典，例如：单词“ｔａｘ”在 ＨａｒｖａｒｄＩＶ４的类别
为负面词，但如果年报中出现“ｔａｘ”则不带有任
何情绪．类似情况在本文构建的正式用语和非正
式用语情绪词典中并不少见．如上所述，回归结果
也验证了不同类型的文本须使用相应的情绪词

典，否则可能无法有效衡量文本语调或投资者情

绪．表４的回归结果满足本文的假设１．

３．２　社交媒体情绪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和回归
结果

附录表２为检验非正式用语词典有效性所使
用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本文使用２０１１－０４－
０８～２０１６－０４－２２日在雪球论坛以及２０１０－０５－
０１～２０１７－０９－３０在东方财富网股吧关于中国上市
公司瑏瑧的用户发帖，同样也基于其他词典构建了

针对论坛文本的情绪指标与情绪一致性指标．附
录表３为通过各词典构建的看涨情绪与情绪一致
性的相关系数表．在看涨情绪指标上，非正式用语
词典与大连理工大学情感词汇本体库、中国知网

词典、清华大学褒贬意词典及 ＬＭ情绪词典中文
翻译版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说明非正式用语情

绪词典与其他４个词典在股票论坛文本数据的看
涨情绪指标构建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在情绪一致
性指标上，非正式用语词典与其他词典存在显著

的正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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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瑧 包括上证Ａ股，深证Ａ股主板和创业板股票．



表５为基于非正式用语词典的社交媒体投资
者看涨情绪指标以及情绪一致性指标对股票超额

收益、成交量和波动率的最小二乘法回归的实证

结果瑏瑨．可以发现非正式用语词典情绪与超额收
益、交易量及波动率显著正相关，这些结论与

Ａｎｔｗｅｉｌｅｒ和 Ｆｒａｎｋ［３］的结果一致，也与 Ｂｏｌｌｅｎ
等
［２７］
和Ｃｈｅｎ等［２１］

等文献的结论保持了一致性．
这一结果也符合段江娇等

［２８］
在东方财富网股票

论坛的样本中发现的投资者看涨情绪与当日股票

收益率显著正相关的现象．此外非正式用语词典
情绪一致性与超额收益、交易量及波动率显著负

相关，说明投资者情绪越不一致，超额收益、交易

量及波动率越高，这与Ａｎｔｗｅｉｌｅｒ和Ｆｒａｎｋ［３］、Ｃｈｅｎ
等
［２１］
的结果相一致．表５结果说明本文构建的非

正式用语情绪词典在中文社交媒体文本中的应用

是有效的．
表５　超额收益、交易量及波动率与非正式词典构建的社交媒体情绪指标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５Ｔｈ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ｗｉ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ｎｔｒａｄｉｎｇｖｏｌｕｍｅ，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超额收益率 异常成交量 波动率

非正式用语词典情绪
０．００１

（２．１７）

０．１２８

（２．４４）

０．００１

（２．１４）

非正式用语词典情绪一致性
－０．００１

（－３．０８）

－０．１４９

（－２．００）

－０．００１

（－２．１３）

市值
－０．００１

（－６．８１）

－０．００１

（－７．２２）

－０．０４０

（－２．０８）

－０．０４２

（－２．１６）

０．０００

（６．５２）

０．００１

（６．８５）

换手率
－０．００１

（－５．０２）

－０．００１

（－４．８６）

０．０６７

（３．４０）

０．７４４

（３．２９）

０．０００

（８．７０）

０．００１

（９．０６）

账面市值比
０．０００

（２．６９）

０．０００

（３．０４）

０．０５５

（２．５１）

０．０５４

（２．４３）

－０．０００

（－５．６４）

－０．００１

（－５．９８）

常数项
０．０１２

（５．０８）

０．０１４

（５．６４）

１．１５７

（２．６８）

１．１１９

（２．５８）

－０．００４

（－３．０１）

－０．００４

（－３．０９）

样本量 ５６４８８７ ５６４８８７ ５６４８２２ ５６４８２２ ５６４８８６ ５６４８８６

调整Ｒ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１０２ ０．１０３

　　　　　注：括号中是ｔ值； 表示１０％显著， 表示５％显著， 表示１％显著．

　　 表６为基于其他词典构建的投资者看涨情
绪指标与投资者情绪一致性指标的回归结果，与

表５的回归方法一致，因版面关系，本文省略了控
制变量，仅列出关键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正
式用语词典情绪、大连理工大学词典情绪、清华大

学词典情绪、ＬＭ词典情绪与交易量显著正相关，
该结果和非正式用语情绪词典的看涨情绪与交易

量的关系一致．然而，正式用语词典情绪、知网词
典情绪、大连理工大学词典情绪、清华大学词典情

绪、ＬＭ词典情绪与超额收益和收益波动率的关系
与已有文献的结论相异，也与非正式用语词典的

结果不一致．此外，在投资者情绪一致性的回归结

果中，正式用语词典情绪一致性、知网词典情绪一

致性、大连理工大学词典情绪一致性、清华大学词

典情绪一致性、ＬＭ词典情绪一致性均与非正式用
语情绪词典结果一致．总体来看，其他词典并不能
同时解释超额收益、交易量及波动率．考虑到股票
论坛上的帖子并非全部使用金融领域独特的非正

式情绪词汇，因此其他词典使用在非正式用语的

文本上，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释能力．但是这些
结果不能全部满足已经发现的社交媒体情绪的相

关规律，构建的指标在收益率预测效果上也不及

本文所构建的非正式用语情绪词典．总体来看，
表５和表６的结果与本文假设２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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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瑨 非正式文本词典相关的回归变量计算，是把每个交易日作为信息发布日ｔ，计算方法沿用了表１的定义．本文在此部分沿用了表１中的
部分控制变量，包括ｌｎＳｉｚｅ（市值），ｌｎＴｕｒｎｏｖｅｒ（换手率）和ｌｎ（Ｂ／Ｍ）（账面市值比），各变量定义参见表１，回归控制了公司固定效应和
时间固定效应．



表６　超额收益、交易量及波动率与基于其他词典的社交媒体情绪指标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６Ｔｈ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ｏｎｅｘｃｅｓｓｒｅｔｕｒｎ，ｔｒａｄｉｎｇ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超额收益率 异常成交量 波动率

正式用语词典情绪
－０．００１

（－２．４１）

０．３６８

（９．３４）

－０．００２

（－１８．５０）

大连理工大学词典情绪
－０．００１

（－４．７０）

０．３９１

（９．１９）

－０．００４

（－３３．３８）

知网词典情绪
－０．００１

（－８．７３）

－０．３５２

（－９．２７）

－０．００３

（－３０．７２）

清华大学词典情绪
０．０００

（０．４２）

０．４８６

（１１．９７）

－０．００３

（－２６．４３）

ＬＭ词典情绪
－０．００１

（１．８２）

０．２７６

（８．２４）

－０．００２

（－１６．５７）

正式用语词典情绪一致性
－０．００３

（－１１．１９）

－０．６６８

（－１３．１５）

－０．００２

（－２１．３０）

大连理工大学词典情绪一致性
－０．００３

（－１０．７１）

－０．７２０

（－１２．０５）

－０．００４

（－２６．０７）

知网词典情绪一致性
－０．００４

（－１５．２７）

－１．０６６

（－２０．７７）

－０．００４

（－２９．７８）

清华大学词典情绪一致性
－０．００３

（－８．４９）

－０．６２０

（－１１．８９）

－０．００３

（－２６．１６）

ＬＭ词典情绪一致性
－０．００２

（－８．６８）

－０．５７２

（－１０．６６）

－０．００２

（－１７．８０）

　　　　　　　注：括号中是ｔ值； 表示１０％显著， 表示５％显著， 表示１％显著．

３．３　稳健性检验
基于本文的两个情绪词典所构建的年报负面

语调和社交媒体情绪指标分别与 Ｌｏｕｇｈｒａｎ和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４］和Ａｎｔｗｅｉｌｅｒ和Ｆｒａｎｋ［３］的结论保持
一致．然而这些良好的表现可能来自于：１）词典
本身是采用样本内数据构建；２）在正式用语词典
的构建过程中，采用累计收益率作为判断标准，而

这一判断标准本身有可能导致词典是样本内累计

收益率与成交量等指标相关关系的表征，而非年

报语调本身的特征．基于以上两个考虑，采用样本
外数据进行了词典的有效性检验．通过这一检验，
可以说明词典对非样本内文本数据进行情绪分类

的有效性，同时也可以排除正式用语词典是“样

本内累计收益率与成交量等指标相关关系”表征

的可能性．

在样本外检验中，另外选取２０１６年及２０１７年
中国上市公司年报共９９９１份和２０１６－０４－２３～
２０１８－０６－２８雪球论坛上的４７．３万余条用户发
帖．实证结果如表７．Ａ组结果显示，正式用语情绪
词典构建的年报负面语调在样本外与交易量、波

动率及下季度未预期盈余显著正相关，因此说明

正式用语情绪词典是年报语调的特征，而非样本

内累积收益率与成交量等指标相关关系的表征．
Ｂ组结果显示，非正式用语情绪词典构建的投资
者看涨情绪与超额收益、交易量及波动率显著正

相关，且非正式用语情绪词典构建的投资者情绪

一致性与超额收益、交易量及波动率显著负相关．
综合来看样本外检验结果与样本内检验结果一

致，证明了本文构建的情绪词典、年报语调和社交

媒体情绪指标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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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样本外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７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ｏｕｔ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组：年报语调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异常成交量 波动率 未预期盈余

正式用语词典语调
６．１２７

（２．６２）

４．１２８

（２．１５）

１．３７６

（２．４７）

市值
０．０２６

（２．０２）

－０．０１２

（－３．２６）

０．００２

（２．１６）

换手率
５．７６８

（１１．２１）

０．６６２

（３．６４）

－０．０１９

（－５．１５）

账面市值比
０．０２６

（３．８９）

－０．０３６

（２．０２）

０．００７

（１．１０）

机构投资者
０．４１６

（０．９７）

－０．１５７

（－１．１４）

０．１４９

（３．８６）

前期异常收益
０．１２６

（１．２８）

０．０２０

（０．５８）

０．０７１

（２．２０）

预测分歧
０．６０２

（２．２０）

预测修正
－０．５６１

（－３．８１）

常数项
－０．１０６

（－３．４３）

０．３７６

（８．１９）

－０．０６６

（－５．００）

样本量 ９５７６ ９４８１ ９８１２

调整Ｒ２ ０．７２６ ０．３７８ ０．０６２

Ｂ组：论坛投资者情绪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超额收益率 异常成交量 波动率

非正式用语词典情绪
０．００１

（２．４２）

０．１３１

（２．６９）

０．００１

（２．５８）

非正式用语词典情绪一致性
－０．００１

（－３．２５）

－０．１５２

（－２．０９）

－０．００１

（－２．３７）

市值
－０．００１

（－５．９６）

－０．０００

（－６．０１）

－０．０３７

（－１．９８）

－０．０４１

（－２．１４）

０．０００

（５．６６）

０．００１

（５．７０）

换手率
－０．００１

（－４．３４）

－０．００１

（－４．０２）

０．０６２

（３．０７）

０．７０１

（３．１０）

０．０００

（７．８３）

０．００１

（８．８７）

账面市值比
０．０００

（２．１０）

０．０００

（２．６９）

０．０５１

（２．４９）

０．０５３

（２．３９）

－０．０００

（－４．９６）

－０．００１

（－５．７４）

常数项
０．０１１

（４．７６）

０．０１２

（４．２８）

１．１０６

（２．０４）

１．１０７

（２．３９）

－０．００４

（－２．９７）

－０．００４

（－２．８６）

样本量 ４７２６６５ ４７２６６５ ４７２６０５ ４７２６０５ ４７２６４７ ４７２６４７

调整Ｒ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３

　　　　　　　注：括号中是ｔ值； 表示１０％显著， 表示５％显著， 表示１％显著．

　　同时，本文将正式用语情绪词典与非正式用
语情绪词典合并，并且在年报及股票论坛数据上

进行检验，结果如表８．合并词典语调为基于合并
词典所构建的年报负面语调指标，该指标与交易

量、波动率及下季度未预期盈余显著正相关．合并
词典情绪是基于合并词典所构建的投资者看涨情

绪指标，其与超额收益、交易量及波动率显著正相

关．合并词典情绪一致性则是基于合并词典所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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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情绪一致性指标，其与超额收益、交易量及波动

率显著负相关．基于合并词典的检验结果与分开词
典检验的结果相一致，但检验结果的显著性整体上

有所下降．年报文本及股票论坛文本就内容上来说

差异较大，因此建议分别使用正式用语情绪词典和

非正式用语情绪词典来分别捕捉文本情绪．其他如
媒体报道等文本，其内容用语介于正式用语及非正

式用语之间，对于此类文本建议使用合并词典．
表８　基于合并词典的年报语调与投资者情绪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８Ｔｈ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ｔｏｎｅａｎｄ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ｅ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Ａ组：年报语调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

异常成交量 波动率 未预期盈余

合并词典语调
５．０１２

（１．８０）

３．０７６

（２．０６）

１．５６６

（２．１１）

市值
０．０３３

（３．６４）

－０．０１７

（－２．０７）

０．００２

（２．４６）

换手率
６．４０７

（１４．８６）

０．７２２

（３．６２）

－０．０２１

（－６．８３）

账面市值比
０．０３６

（４．７８）

－０．０５０

（－４．６６）

０．００７

（１．３０）

机构投资者
０．３９８

（０．９５）

－０．１６０

（－１．１４）

０．１５３

（３．７７）

前期异常收益
０．１２７

（１．２５）

０．０２２

（０．５９）

０．０７２

（２．０９）

预测分歧
０．６３４

（２．１７）

预测修正
－０．５６０

（－３．８１）

常数项
－０．１０１

（－２．６８）

０．４３３

（８．７６）

－０．０７６

（－５．５４）

样本量 １４２４４ １２７５８ １３８９８

调整Ｒ２ ０．７１０ ０．３１２ ０．０５２

Ｂ组：论坛投资者情绪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

超额收益率 异常成交量 波动率

合并词典情绪
０．００２

（２．１８）

０．１１９

（１．９９）

０．００２

（２．２１）

合并词典情绪一致性
－０．００１

（－１．８２）

－０．１０２

（－１．８３）

－０．００１

（－１．８４）

市值
－０．００１

（－５．２７）

－０．００１

（－８．６９）

－０．０４１

（－２．１１）

－０．０４３

（－２．１７）

０．００１

（６．９５）

０．００１

（５．７５）

换手率
－０．００１

（－４．６４）

－０．００１

（－５．２７）

０．０６５

（３．１４）

０．７５９

（３．７７）

０．０００

（７．２６）

０．００１

（８．１２）

账面市值比
０．０００

（２．５４）

０．０００

（３．１３）

０．０５０

（２．３９）

０．０５９

（２．９３）

－０．０００

（－４．５８）

－０．００１

（－４．６２）

常数项
０．０１３

（５．２６）

０．０１６

（５．８８）

１．１７９

（２．９７）

１．１７９

（３．０８）

－０．００６

（－４．７４）

－０．００７

（－５．１２）

样本量 ５６４８８７ ５６４８８７ ５６４８２２ ５６４８２２ ５６４８８６ ５６４８８６

调整Ｒ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１０１ ０．１０１

　　　　　　　　注：括号中是ｔ值； 表示１０％显著， 表示５％显著， 表示１％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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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股价崩盘风险预测
为了进一步说明基于词典构建的年报语调指

标和社交媒体情绪指标是上市公司管理层以及个

体投资者情感和心理活动的表征，将这两个指标

和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相关联．根据假设３，负
面年报语调与股票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显著负相

关，且社交媒体看跌情绪与股票未来的股价崩盘

风险显著正相关．由于上文构建的是社交媒体看
涨情绪指标，而此处检验更关心投资者看跌情绪

的积累是否导致股价崩盘，因此在检验过程中将

看涨指标更换为看跌指标（非正式用语词典看跌

情绪），计算方法为每支股票日发帖的负面词比

例减去正面词比例．如果假设３成立，上文构建的
社交媒体看跌情绪指标应该与未来的股价崩盘风

险显著正相关．
为检验以上假设，首先构建了股价崩盘风险

的代理变量．Ｂａｏ等［３８］
给出了多种股价崩盘风险

的度量指标，参照他本文首先通过式（４）的残差
部分εｉ，ｔ估计了公司净日收益率Ｗｉ，ｔ

ｒｉ，ｔ＝βｉ＋β１，ｉｒｍ，ｔ－１＋β２，ｉｒｊ，ｔ－１＋β３，ｉｒｍ，ｔ＋
β４，ｉｒｊ，ｔ＋β５，ｉｒｍ，ｔ＋１＋β６，ｉｒｊ，ｔ＋１＋εｉ，ｔ （４）

式中ｒｉ，ｔ为ｉ公司第ｔ日的收益率；ｒｍ，ｔ为市场指数
（上证综指或深成指）第ｔ日的收益率；ｒｊ，ｔ为ｉ公
司所属行业 ｊ（Ｗｉｎｄ二级行业指数）第 ｔ日的收
益率．而公司净日收益率 Ｗｉ，ｔ＝ｌｎ（１＋εｉ，ｔ）．本
文使用以下 ３个指标度量季度股价崩盘风
险（ＣｒａｓｈＲｉｓｋ）
１）崩盘风险１（ＣＲＡＳＨ）为公司净日收益率

减去公司当季净日收益率均值与３．０９倍标准差
之差的季度累计和．
２）崩盘风险２（ＮＣＳＫＥＷ）为季度内公司日

净收益率的负偏态系数，计算式为

ＮＣＳＫＥＷｉ，ｔ＝
－［ｎ（ｎ－１）３／２∑Ｗ３

ｉ，ｔ］

（ｎ－１）（ｎ－２）（∑Ｗ２
ｉ，ｔ）

３／２
（５）

３）崩盘风险３（ＤＵＶＯＬ）为收益率上下波动
率，用来捕捉股价崩盘风险的上下波动．对于每季
度每个上市公司，定义净收益率小于均值的交易

日为下跌日，净收益率高于均值的交易日为上涨

日．分别计算出下跌日和上涨日净收益率的标准
差，得出下跌波动率和上涨波动率．最后，以

ｌｎ（下跌波动率 ／上涨波动率）作为每季度每个上
市公司的ＤＵＶＯＬ指标．

在得到上市公司的季度股价崩盘风险后，将

本年度年报语调指标和本季度社交媒体情绪指标

分别和下季度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相关联．选取样
本期为２００３年 ～２０１５年中国上市公司年报和
２０１１年第２季度至２０１８年第２季度雪球论坛上的
用户发帖为样本，分别构建基于正式用语情绪词

典的年报负面语调指标，以及基于非正式用语情

绪词典的季度社交媒体看跌情绪指标．回归方程
如下式

ＣｒａｓｈＲｉｓｋｉ，ｔ＋１＝β０＋β１Ｉｎｄｅｘｉ，ｔ＋β２Ｃｔｒｌｉ，ｔ＋
μｉ＋νｔ＋１＋εｉ，ｔ＋１ （６）

式中ＣｒａｓｈＲｉｓｋｉ，ｔ＋１表示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分别
为股价崩盘风险的 ３个代理指标 ＣＲＡＳＨ、
ＮＣＳＫＥＷ和 ＤＵＶＯＬ；Ｉｎｄｅｘｉ，ｔ分别为正式用语词
典语调和季度非正式用语词典看跌情绪；Ｃｔｒｌｉ，ｔ
为控制变量，包括机构投资者占比、账面市值比

和本季度的 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三因子模型 α；μｉ为公
司固定效应；νｔ＋１为季度固定效应；εｉ，ｔ＋１为残差
项．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在公司层面进行了聚类
处理．

实证结果如表９．Ａ组给出了基于正式用语
情绪词典构建的年报负面语调指标对公司股价崩

盘风险的预测结果．结果显示，年报负面语调指标
与下季度的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显著负相关，说明

年报表达的悲观预期程度越高，公司管理层越倾

向于公布负面消息，因此公司未来发生股价崩盘

风险的概率越低．Ｂ组给出了基于非正式用语情
绪词典构建的社交媒体看跌情绪指标对公司股价

崩盘风险的预测结果．结果显示，社交媒体看跌情
绪指标与下季度的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显著正相

关，因此说明社交媒体上投资者情绪越低，投资者

对公司前景越悲观，但是由于投资者无法获得卖

空途径，悲观情绪难以在交易中释放，导致公司未

来发生股价崩盘风险的概率越高．综合来看表９
的结果和假设３一致，证明了本文构建的年报语
调指标和社交媒体情绪指标准确表征了上市公司

管理层以及个体投资者的情感和心理活动，具有

较好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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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年报语调，社交媒体投资者情绪与股价崩盘风险

Ｔａｂｌｅ９Ｔｈ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ｔｏｎｅａｎｄ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ｎｃｒａｓｈｒｉｓｋ

Ａ组：年报语调回归结果

变量
崩盘风险１ 崩盘风险２ 崩盘风险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正式用语词典语调
－１．５８５ －１．３１８ －６．７８４ －６．１５０ －１０．６１１ －８．２６６

（－３．５７） （－３．１９） （－３．０５） （－２．８５） （－２．７３） （－２．２８）

机构投资者
－０．５３９ －０．４９２ －０．７２８

（－３．０３） （－３．９７） （－２．７０）

账面市值比
０．９３６ ０．２７７ ０．１８５

（１．４２） （１．３６） （１．３３）

前期异常收益
－６．４２５ －１６．８８８ －２９．５８３

（－５．１１） （－８．１２） （－８．７４）

常数项
－７．９４５ －６．５２０ －９．１０９ －８．３７１ －１１．７１１ －１１．２８１

（－１４．１０） （－１４．０７） （－１３．８３） （－１３．２５） （－１５．１８） （－１５．０９）

样本量 ２４３３０ ２４３３０ ２４３３０ ２４３３０ ２４３３０ ２４３３０

调整Ｒ２ ０．７１９ ０．７５９ ０．２３８ ０．３２０ ０．２７６ ０．３８４

Ｂ组：论坛投资者情绪回归结果

变量
崩盘风险１ 崩盘风险２ 崩盘风险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非正式用语词典看跌情绪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３ ０．２５７ ０．１５１ ０．２８４ ０．１７１

（２．２５） （２．３９） （４．９２） （２．７０） （４．６２） （２．３７）

机构投资者
－０．３４４ －０．２７５ －０．４２７

（－２．６７） （－２．０５） （－２．５１）

账面市值比
０．６０８ ０．０４９ ０．０７１

（６．８１） （１．０２） （１．２４）

前期异常收益
－４．２９５ －１５．４８８ －１６．３５４

（－１５．４２） （－１６．５４） （－１６．３９）

常数项
－１．５３０ －１．７７７ －１．５３７ －１．５９４ －２．０３２ －２．１３５

（－８８．７４） （－４１．４７） （－６２．０９） （－４７．７６） （－７３．６１） （－５４．９５）

样本量 １９８３９ １９８３９ １９８３９ １９８３９ １９８３９ １９８３９

调整Ｒ２ ０．６０９ ０．６３３ ０．０７５ ０．１７３ ０．０９７ ０．１９２

　　　　　注：括号中是ｔ值，表示１０％显著，表示５％显著，表示１％显著

４　结束语

本文构建了中国沪深股票市场的年报语调和

社交媒体情绪指标，并发现年报语调和社交媒体

情绪指标可以显著预测公司股票未来的收益率、

波动率、成交量和未预期盈余，对股价崩盘风险指

标也有良好的预测作用．在语调和情绪指标构建

过程中，基于词典重组和深度学习算法（ＬＳＴＭ）
构建了适用于金融领域研究的中文情绪词典，包

括正式用语情绪词典和非正式用语情绪词典，其

中正式用语情绪词典适用于公司年报等正式文本

的语调分析，而非正式用语情绪词典则适用于社

交媒体等非正式文本的情绪分析．检验了所构建
语调和情绪指标的回归结果与现有的年报语调和

投资者情绪相关理论的符合程度，并与根据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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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情绪词典所构建的语调和情绪指标结果进

行了对比，主要结论如下．
１）基于正式用语情绪词典构建的年报负面

语调与交易量、波动率及下季度未预期盈余显著

正相关，说明了年报语调与年报发布之后的股票

市场表现有相关性，证明本文构建的正式用语情

绪词典，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年报语调指标是

有效的．
２）基于非正式用语情绪词典构建的社交媒

体看涨情绪指标与超额收益、成交量、波动率正相

关，构建的情绪一致性指标与超额收益、交易量及

收益波动率显著负相关，证明本文构建的非正式

用语情绪词典，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交媒体

情绪指标是有效的．
３）现有广泛使用的情绪词典在金融领域正

式用语文本和非正式用语文本上的语调和情绪提

取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在金融领域研究

中构建专业情绪词典是有必要的．
４）作为对年报语调与社交媒体情绪指标的

应用，研究发现基于本文词典构建的年报负面语

调与社交媒体看跌情绪指标可以显著预测上市公

司的股价崩盘风险，证明语调和情绪指标是上市

公司管理层以及个体投资者的情感和心理活动的

准确反映．
本文提出的两个情绪词典，除了应用在年报

和股票论坛之外，还有潜力对分析师报告、财经新

闻、微博中财经类发帖等文本进行分析，进而构建

相关的语调和情绪指标．此类型的研究在国内目
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两个词典在未来金融领域

的中文文本分析研究中有较好的应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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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ｃｔｅｄ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ｍａｒｋｅ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ｉｎｄｉｃｅｓｍａｄｅｂｙｏｔｈｅｒｃｏｍｍｏｎｌｙｕｓｅｄｓｅｎｔｉ
ｍｅｎｔｌｅｘｉｃｏｎｓ．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ｏｕｒｔｏｎ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ｆｉｌｉｎｇｓａｎｄ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ｐｒｏｘｉｅ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ｈａｖ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ｃｒａｓｈｒｉｓｋ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ｒｍｓ．Ｔ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ｎ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ｔｏｏｌｆｏｒ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ｉ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ｏｆｆｅｒｓ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ｉ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ｂｉｇｄａｔａｅｒ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ｔｏｎｅ；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ｍａｒｋｅｔｉｍｐａｃ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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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１　部分正式用语情绪词典及非正式用语情绪词典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Ｔａｂｌｅ１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ｗｏｒｄ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正式用语情绪词典：

负面

风险 亏损 违反 损害 舞弊 严重 约束 手段 坏帐 负担

越权 不道德 毁损 异常 谴责 严峻 委靡 困顿 失利 守旧

不健全 仿造 倒闭 侮辱 压制 冒进 刁难 危害 压迫 低迷

正面

平稳 崛起 精神 和谐 突出 合格 力争 透明 成熟 迅速

倾心 保密 清晰 积极性 严正 丰硕 乐观 从优 信誉 充实

不屈 威信 完备 创新 勇气 飙升 富余 干劲 庆祝 强悍

非正式用语情绪词典：

负面

垃圾 下跌 回调 割肉 套牢 风险 减持 抛售 可悲 低迷

向下 跌破 无耻 狗屎 利空 困顿 可笑 跳空 倒霉 赔钱

烂股 小人 绝望 卑鄙 压制 不值 草包 担心 丢脸 烦心

正面

涨停 崛起 胜利 献花 发财 暴涨 战斗机 稳赚 过瘾 幸运

黑马 赚翻天 爽歪歪 止跌 恭喜 开心 舒服 漂亮 牛股 完美

赚大 期待 好样 创新 勇气 神奇 明智 成功 飙升 支持

附表２　投资者情绪回归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Ｔａｂｌｅ２Ｓｕｍｍａｒ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ｅｓ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超额收益率 ５６９１９８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７７ －０．８１５ ０．５５６

异常成交量 ５６９１３３ １．３７８ １３．２３５ －４５．１４４ ２２０２．６４５

波动率 ５６９１９７ ０．０６４ ０．０４０ ０ ０．２７１

非正式用语词典情绪 ５６４８９２ －０．４０３ ０．３４０ －１ １

正式用语词典情绪 ４６１４２５ ０．４１６ ０．５２２ －１ １

大连理工大学词典情绪 ５４５７７９ ０．２６７ ０．４２６ －１ １

知网词典情绪 ４６２３９２ ０．３２３ ０．５５１ －１ １

清华大学词典情绪 ４９６２１６ ０．４９３ ０．４７７ －１ １

ＬＭ词典情绪 ５５２１３７ ０．０１２ ０．１４６ －１ １

非正式用语词典情绪一致性 ５５７２６１ ０．４５５ ０．３１５ ０ １

正式用语词典情绪一致性 ４６１４２５ ０．３８１ ０．４１４ ０ １

大连理工大学词典情绪一致性 ５４５７７９ ０．１９２ ０．３０８ ０ １

知网词典情绪一致性 ４６２３９２ ０．３５６ ０．４１９ ０ １

清华大学词典情绪一致性 ４９２２１６ ０．３７９ ０．３７８ ０ １

ＬＭ词典情绪一致性 ５５２１３７ ０．３２３ ０．４０６ ０ １

市值 ５６９２０１ ２２．６１３ ０．９６８ １８．９５９ ２８．１４４

换手率 ５６９１９９ －３．５５０ ０．９８９ －１１．５１２ －０．２４３

账面市值比 ５６９２０１ －１．４６９ ０．８２９ －９．８７３ １．６９３

—５４—第５期 姚加权等：语调、情绪及市场影响：基于金融情绪词典



附表３　投资者看涨情绪与情绪一致性相关系数表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Ｔａｂｌｅ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ｂｕｌｌｉｓｈ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变量
非正式用语

词典情绪

正式用语词典

情绪

大连理工大学

词典情绪

知网词典

情绪

清华大学

词典情绪

ＬＭ词典
情绪

非正式用语词典情绪 １．０００

正式用语词典情绪 ０．１０７ １．０００

大连理工大学词典

情绪
－０．１４２ ０．５３４ １．０００

知网词典情绪 －０．０３５ ０．２２５ ０．５１２ １．０００

清华大学词典

情绪
－０．０３１ ０．６６３ ０．６４０ ０．１７７ １．０００

ＬＭ词典情绪 －０．０２１ ０．４７７ ０．５０４ ０．５１９ －０．０３７ １．０００

变量
非正式用语词

典情绪一致性

正式用语词典

情绪一致性

大连理工大学

词典情绪一致性

知网词典情

绪一致性

清华大学词典

情绪一致性

ＬＭ词典情绪
一致性

非正式用语词典

情绪一致性
１．０００

正式用语词典

情绪一致性
０．１７８ １．０００

大连理工大学词典

情绪一致性
０．３１５ ０．４０９ １．０００

知网词典情绪

一致性
０．１５２ ０．４２８ ０．４１６ １．０００

清华大学词典

情绪一致性
０．１３３ ０．５７２ ０．４８３ ０．３５９ １．０００

ＬＭ词典情绪
一致性

０．４４１ ０．４６８ ０．４７２ ０．４３６ ０．５０６ １．０００

　　　　注：表示在５％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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