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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用户画像”的阅读疗法模式研究∗

———以抑郁症为例

□韩梅花　赵景秀

　　摘要　针对目前抑郁症阅读疗法施治对象的选取样本过于单一,私密性差,不能及时发现潜

在患者,及时治疗的现状,提出了在大数据背景下基于“用户画像”的抑郁症阅读疗法新模式.该

模式首先根据“伯恩斯抑郁症清单(BDC)”的内容来构造抑郁情绪的种子词,然后基于机器学习

的方法,综合提炼用户网上行为和抑郁情绪的主观表露,构建用户抑郁情感词典.根据抑郁情感

词典分析用户微博文本,计算其抑郁情感指数,得到“用户画像”,进而推送相应的阅读治疗资源.
基于“用户画像”的阅读疗法模式大大突破了受众范围,便于准确把握诊断、治疗时机,使患者在

无意识状态下接受阅读治疗,减轻了患者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压力,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和重要的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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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阅读疗法通常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发展阅读疗

法,即阅读保健.只要我们承认人无完人,每个人性

格上都有缺陷,那么阅读疗法就适用于所有人.读

一读跟自己性格缺陷互补的书,对性格的发展、优化

和完善会有帮助,性格好了,凡事理性面对、心平气

和,乐观常在,忧戚不生,就会百病不侵.第二类是

临床阅读疗法,即阅读治疗.就是当真患病了,医生

在治病的过程中,配合药物和手术治疗,推荐一些

书,辅助治疗和康复,那就叫临床阅读疗法[１].也就

是说阅读疗法具有极为广泛的适应性,能够起到有

病辅助治疗,无病愉悦身心的功效.
在大数据时代,如果能够利用无所不在的网络

环境,根据用户在网上披露的情绪和行为,发现其不

良情绪倾向,针对早期病症实施阅读疗法,对维护人

们的心理健康,防止精神疾病的发生将大有裨益.

２　基于“用户画像”的抑郁症阅读疗法模式研究

２．１　基于“用户画像”的抑郁症阅读疗法模式

“用户画像”(UserProfile),即用户信息标签

化.是在大数据背景下,通过收集与分析用户的社

会属性、生活习惯、情绪倾向、消费行为等信息之后,
建立的精准的用户标签[２].

基于“用户画像”的抑郁症阅读疗法模式就是通

过互联网获取用户在网络上的情绪表达,综合提炼

用户网上行为和情绪极性的主观表露,利用用户无

意识状态下有关认知、情绪和行为的关键词进行特

征画像,计算其抑郁程度,然后针对症状推送阅读资

料的阅读疗法新模式.相比传统的阅读疗法活动,
通过互联网获取用户信息,进行“用户画像”和用于

治疗的阅读资料智能推送,能够更加精准、快速、广
泛地开展阅读治疗.

２．２　研究基于“用户画像”抑郁症阅读疗法模式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

２．２．１　基于“用户画像”抑郁症阅读疗法模式的社

会价值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预计到２０２０年,抑郁

症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人类第二大疾患.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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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自杀行为是其最可怕的症状表现.据数据显示,
当今我国抑郁症患者达到了３０００万人,仅有１０％
的人接受过正规治疗[３].有九成抑郁症患者没有就

诊,原因一是本人并不知道自己患上了抑郁症,再就

是担心被周围人歧视,拒绝就医,还有就是迫于经济

方面的压力难以就医.基于“用户画像”的抑郁症阅

读疗法模式,通过识别分析用户隐匿于大数据中的

负性情绪,进行“用户画像”,根据“用户画像”诊断用

户的抑郁倾向,并针对抑郁症状,及时推送阅读材

料,在潜移默化中纠正用户的认知,疏解用户的不良

情绪,达到疗愈的目的.整个诊断治疗过程处于人

机交互状态,自然性、私密性好,不会使患者产生畏

惧和排斥心理.基于“用户画像”的阅读疗法的优势

还在于,实现了受众范围的突破,能够使网络平台上

的用户都有得到诊断、治疗的可能.特别是,创新了

患者发现机制,能够在用户抑郁症状的初步表露中,
及时捕捉到相关信息,通过“用户画像”把握诊断和

治疗时机,而且诊断和治疗是在用户不自觉状态下

进行的,能够有效疏解患者的抑郁情绪,减轻患者治

疗的经济压力,患者通常会比较容易接受,治疗效果

也会因此提高.

２．２．２　基于“用户画像”的抑郁症阅读疗法模式的

可行性

理论上的可行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

认知图式.所谓图式,是人脑中已有的知识经验的

网络.社会知觉的基础是被认知事物本身的属性,
但认知者的主观因素也会对社会知觉的过程和结果

产生重要影响[４].抑郁症患者经历较多的负性生活

事件,加之敏感、过于内向等人格特点,使他们较易

形成负性认知图式,在对外界信息进行编码时,也更

多采用负性图式[５].抑郁症个体或抑郁症易感人群

长期存在的这种负性图式,使他们习惯于以一种消

极的、歪曲的方式选择性加工、编码、解释输入的信

息,而缺乏对事件具体细节的认知,致使抑郁个体出

现对信息的负性解释、选择性注意负性事件、特异性

选择负性提取线索等情况.这种偏重负性信息的指

向性会在对自身、他人、事物和社会的认知中无意识

地流露.随着网络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用户在社交

网络上分享自己的观点或体验,有意或无意地展露

个人社会行为和内心体验.通过捕捉其在社交网络

中关于认知、情绪及行为的描述中经常出现的负性

词汇,就可以进行“用户画像”,计算其抑郁程度.比

如,在２０１６年２月份自杀的上海某高校教师的新浪

微博中,短期内出现了“焦虑”“罪”“错”“辞别”“扭
曲”“孤寂”“忧伤”“冲突”“亡灵”“沉滞”“惧怕”“压
抑”“责罚”“平庸”“邪恶”“恐惧”“太累”“死”“黑暗”
“笼罩”“没办法”“怕”“凄凉”“孤独”“自责”“失望”“
痛苦”“惊惧”等大量的抑郁情感词汇,表明他的抑郁

情绪积累浓重,具有显著的抑郁倾向,通过“用户画

像”技术,完全能够在线分析出他的这种情绪变化,
通过及时向他推送有针对性的阅读资料,持续进行

干预治疗,疏解其内心的抑郁情绪,避免其自杀悲剧

的发生是有可能的.
技术上的可行性:大数据技术和机器学习技术

的发展,使得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综合提取用户的

网上行为以及情感极性词的无意识流露,对其进行

画像,并根据画像情况进行抑郁症发生发展的预测

和诊断,具有了技术上的现实可行性.同样利用现

有的信息推送技术,由相关专业人员组成研究团队

对阅读治疗抑郁症的文献信息、临床验方进行分析

研究,找出与用户相关性最大的治疗方案,有针对性

地推送给用户也是切实可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将
认知计算机科技、阅读治疗研究成果与循症治疗、大
数据结合起来,能够在高效诊疗、用户认知关怀和用

户健康管理等方面提供独特的价值.
伦理、法规的许可性:网络用户在微博上发表的

内容是面向大众的公开表述,不是在私人空间中的

私密信息,分析这些公开信息并不侵犯其隐私;根据

分析结果,向表露出抑郁情绪的用户推送疏解其不

良情绪的阅读治疗资料,是一种善意的行为,也不会

构成对用户隐私的侵犯.各种合法的数据平台,也
都有对用户隐私保护的相关承诺,例如新浪微博平

台 “微博服务使用协议”的第１７款:“为提高用户

的微博服务使用感受和满意度,用户同意无偿授权

微博平台以任何形式(商业或非商业)将基于用户的

操作行为对用户数据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从而进

一步优化微博服务.”[６]第４８款:“用户同意微博平

台在提供微博服务过程中以各种方式投放各种商业

性广告或其他任何类型的商业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在微博平台网站的任何页面上投放广告),并且,用
户同意接受微博平台通过电子邮件、私信或其他方

式向用户发送商品促销或其他相关商业信息.”[７]这

些条款都明确了平台使用用户数据的相关约定.而

第６款,则专门阐述其隐私保护政策.总之,基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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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技术对用户情绪表露进行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

向其推送有益于身心健康的阅读治疗资料,在伦理、
法规层面也是可行的.

３　基于“用户画像”的抑郁症阅读疗法模式的构建

基于“用户画像”的抑郁症阅读疗法主要涉及以

下５个环节:
(１)构建抑郁情感词典:建立一个描述抑郁情绪

的词汇集合,每个词汇都有一个体现抑郁情绪强度

的权重.首先根据“伯恩斯抑郁症清单(BDC)”的内

容来构造抑郁情绪的种子词,通过 TFＧIDF方法或

者聚类方法,扩充种子词,形成能刻画抑郁情绪的抑

郁情感词典.
(２)获取用户情感词词袋:读取用户博文,使用

Jieba分词工具,对用户博文进行中文分词,将用户

博文切分成词汇,形成词袋.
(３)提取文本特征:遍历词袋,如果情感词典中

有词袋中的词汇,则记录该词及其权重,得到文本的

抑郁情绪特征向量.
(４)“用户画像”:对(３)得到的用户博文的抑郁

情绪特征向量的各个分量加权求和,求得其抑郁情

感指数.该指数如果大于某一设定的阈值,则用户

具有抑郁情绪,完成“用户画像”.
(５)推送治疗:根据(４)中计算出的用户抑郁指

数的大小,选择具有治疗作用的阅读资料,向用户

推送.

３．１　构建抑郁情感词典

情感词典是对文本进行情感分析的基础.人们

在文本表达中所选择的词汇,不仅能反映出其性别、
年龄等人口学特征,还能折射其动机、人格和社会地

位等心理或社会特质,每个词汇都体现出表达者的

情感定向,不可避免地带有表达者的主观倾向,体现

出表达者当时的情绪心境,是研究文本情感和主观

感受的重要线索.目前已经开发出了一些汉语情感

词典,比如«台湾大学情感词典»«中文网络情绪词

典»和«中文基础情感词词典»等.借助于这些已有

的情感词典,国内研究者已经成功地针对网络在线

文本进行了多项情感分析研究,如对网络评论的语

义倾向性分析研究[８],对宾馆评论的情感分析研

究[９],对新闻媒体褒贬值的计算并据此预测股市的

波动 研 究[１０],对 网 上 产 品 评 价 信 息 的 分 析 研 究

等[１１].但是由于所构建的这些情感词库多是正负

性的简单二分,缺乏对复杂多样的人类情绪现象的

深入洞察,尤其没有专门用于分析人类抑郁情绪的

词典.因此,构建一个基于网络博文的抑郁情感词

典是必不可少的,该情感词典应结合情绪结构理论

或情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通过一段时间内累积的

情绪能推断其主观感受体现出的抑郁情绪状况,快
速识别出患者文本中所表达的情绪.

基于“用户画像”的抑郁症阅读疗法是通过分析

网络用户在网上的行为和网络博文中的情感倾向,
建立用户的抑郁情感指数,根据抑郁情感指数形成

“用户画像”,也即分析用户的网络情绪.如何建立

正确的“用户画像”,构建合理的抑郁情感词典是其

中的最重要步骤.
抑郁情感词典是带有抑郁情感色彩的词或词组

的集合,这些词可以是形容词,也可以是副词、名词

或者动词,是进行抑郁情感分析的基础.抑郁情感

词典的建设可以通过先确立抑郁种子词,再使用人

工手动添加和机器学习获得新抑郁情感词结合的方

法,对种子词进行扩充,最终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抑

郁情感词典.

３．１．１　确立抑郁情感词典种子词

首先确立体现抑郁情绪的种子词.由于我国目

前没有这方面的明确标准,可参考美国新一代心理

治疗专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伯恩斯(DavidD

Burns)博士设计的抑郁症自我诊断表“伯恩斯抑郁

症清单(BDC)[１２]”的内容来构造抑郁情绪的种子

词.这份清单共有１５项,具体内容如下:
(１)悲伤:你是否一直感到伤心或悲哀?
(２)泄气:你是否感到前景渺茫?
(３)缺乏自尊:你是否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或自以

为是一个失败者?
(４)自卑:你是否觉得力不从心或自叹比不上

别人?
(５)内疚:你是否对任何事都自责?
(６)犹豫:你是否在做决定时犹豫不决?
(７)焦躁不安:这段时间你是否一直处于愤怒和

不满状态?
(８)对生活丧失兴趣:你对事业、家庭、爱好或朋

友是否丧失了兴趣?
(９)丧失动机:你是否感到一蹶不振做事情毫无

动力?
(１０)自我印象可怜:你是否以为自己已衰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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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魅力?
(１１)食欲变化:你是否感到食欲不振或情不自

禁地暴饮暴食?
(１２)睡眠变化:你是否患有失眠症或整天感到

体力不支、昏昏欲睡?
(１３)丧失性欲:你是否丧失了对性的兴趣?
(１４)臆想症:你是否经常担心自己的健康?
(１５)自杀冲动:你是否认为生存没有价值,或生

不如死?
围绕这１５个方面的内容,同时考虑在国内大多

数抑郁症患者感受到的主要不是情绪方面的症状,
而是头痛、头晕、腹胀、心悸、身体疼痛等躯体症状,
初步构建抑郁情绪的种子词,如:“酸痛”“头疼”“没
有食欲”“头昏脑胀”“胸闷”“心慌”“真累”“没劲”“无
聊”“死”“废物”“无能”“烦心”“郁闷”“痛苦”“内疚”
“嫌弃”“崩溃”“无聊”“焦虑”等.

３．１．２　基于机器学习构建抑郁情感词典

人工建立情绪词库费时费力,所含的词汇较少,
而且存在评分者偏差.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利
用某种资源,通过机器学习的方法挖掘文本中的情

绪特征,自动或半自动化地建立词库已成为主流方

法.通过对已知抑郁症病人的文字表达资料(日志、
博客等)使用 TFＧIDF(词频－逆向文档频率)方法进

行统计分析,得出资料中重要的高频词,然后分析这

些高频词和种子词的同义或反义关系,根据词语的

语义相似度计算词语的抑郁情感权值,获得新的抑

郁情感词,扩充种子情感词,形成抑郁情感词典.

TFＧIDF是一种统计方法,用以评估一字词对于

一个文件集或一个语料库中的其中一份文件的重要

程度.其中词频 (TermFrequency,TF)指的是某

一个给定的词语ti 在文件di 中出现的频率,也叫单

文本词频.第i个词汇在第j个文件中的词频tfi,j

＝ ni,j

∑
k
nk,j

.其中,ni,j为词语ti 在文件di 中的出现次

数,nk,j为文件di 中第k个词出现的次数,∑
k
nk,j则为

文件di 中所有词的出现次数之和.
逆文 档 频 率 (InverseDocumentFrequency,

IDF)idfi＝log |D|
|{j:ti∈dj}|＋１

,

其中,|D|为文档总数,|{j:ti∈dj}|为包含词

语ti 的文档数目.如果该词语不在语料库中,就会

导致被除数为零,因此一般情况下使用|{j:ti∈dj}|

＋１.亦即逆文档频率是由总文档数除以包含该词

语的文档数,再将得到的商取对数得到的一个量值,
它是一个词语普遍重要性的度量,是表征这个词汇

的重要性的权值.

tf－idfi,j＝tfi,j×idfi,j,某一特定文档内的高

词语频率,以及该词语在整个文档集合中的低文档

频率,可以产生出高权重的 TFＧIDF.因此,TFＧIDF
倾向于过滤掉常见的词语,保留重要的词语.这种

方法的主要思想是如果某个词或短语在一篇文章中

出现的频率 TF高,并且在其他文章中很少出现,则
认为此词或者短语具有很好的类别区分能力,适合

用来分类,也就可以作为情感词.
计算出文档中每个词的 TFＧIDF值之后,按照

大小进行排序,选取其中值最高的几个作为候选词.
将得到的候选词与基础情感词典逐个扫描,判断是

否为已有情感词,如果属于已有情感词则结束,否则

将候选词加入到词典中.
聚类分析是一种自动、快速实现文本信息挖掘

的有效方式.通过对抑郁情感词聚类,可以实现抑

郁情感词的自动识别,自动获取语料中的抑郁情感

向量作为其情感特征.在训练文本集中,采用如下

的半监督聚类算法获得用种子词表示的词类:
(１)分词:对训练文本集中的文本进行分词,去

掉停用词及连词、代词、冠词等,得到分词集U ＝
wd１,wd２,,wdn{ } .

(２)指 定 抑 郁 情 绪 种 子 词 集 V ＝
ewd１,ewd２,,ewdn{ } ,其中ewdi(i＝１,,n)是

体现抑郁情绪较重的情感词.
(３)聚类:对种子词集V 中的每一个种子词

ewdi(i＝１,,n),分别计算它与分词集U 中每一

个词ewdi(i＝１,,n)的相关指数Cor(ewdi,wdj),
如果Cor(ewdi,wdj)大于某给定的阈值,则将词

wdj 归入种子词ewdi 表示的词类,否则继续计算

种子词ewdi 与U 中下一个词的相关指数.直到V
中所有种子词都计算完毕,得到由种子词表示的词

类.对相关指数高的,给予较高的权值,低的给予较

低的权值.词的相关度由互信息(MutualInformaＧ
tion)度量[１３]:

Cor(ewdi,wdj)＝ n(αλ－μβ)２
(α＋μ)(β＋λ)(α＋β)(μ＋λ)

其中,n表示训练语料中文本总数,α表示ewdi 出现

且wdj 也出现的文本频数,β表示ewdi 出现但w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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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现的文本频数,μ表示wdj 出现但ewdi 不出现

的文本频数,λ是ewdi 与wdj 均不出现的文本数.
(４)词类权重计算:以词类所含信息量作为该词

类权重,并用种子词权重表示该词类权重.种子词

ewdi 的权重按式(２)计算:

ρ(ewdi)＝∑p(wdij)logp(wdij)
其中ρ(ewdi)表示种子词ewdi 的权重,p(wdij)表
示种子词ewdi 的第j个元素的概率分布.ρ(ewdi)
值越大,表明它们之间的相关度越大.设定权重阈

值,选取权重大于阈值的词作为候选词,将得到的候

选词与基础情感词典逐个扫描,判断是否为已有情

感词,如果属于已有情感词则结束,否则将候选词加

入到词典中.

３．２　根据词典分析用户抑郁情绪—“用户画像”
随着 Web２．０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用户乐于在

互联网上分享自己的观点或体验,使得社交网络成

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在社交网络

上的种种行为特征,体现了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
思想、运动轨迹等.在社交网络产生的海量数据中,
感情失意、生活不顺、事业不顺等用户情绪往往有着

丰富的表达.比如中国最大的社交网络平台———微

博平台中的女性用户,她们热衷于在微博平台上分

享个人生活,宣泄生活中的各种情绪表达.这些情

绪表达有的是文字,有的是表情符号.表情符号可

以作为重要的情绪线索,来提高文本情绪分类问题

的精度[１４－１８].为了研究分析人们的抑郁情绪表达,
我们可以通过网络爬虫获取某一用户的微博文本,
利用Jieba分词工具,将文本分词,去除停用词和

“＠、V、＃、http://”等与情感无关的字符,得到词

袋.遍历词袋,如果情感词典中有词袋中的词汇,则
记录该词及其权重,形成文本抑郁情绪特征向量.
最后对该特征向量的各分量作加权求和运算,获得

该用户的抑郁情绪指数,形成该用户的“用户画像”.

３．３　根据“用户画像”自动推送阅读治疗的资源

中医认为,利用“情志相胜”原理选取适当的图

书阅读,能够达到疗愈功效.在引导读者情绪方面,
几乎所有的书刊都具有一定的作用,而心理咨询、人
生哲理、小说等类书刊的作用较大.人的心理系统

通过阅读的方式保持适度的开放,可以保持和外界

的信息交流,让内心的能量流动循环起来,减少迟滞

感造成的抑郁情绪.社交媒体同样也能够帮助用户

对负面情绪进行调节.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一些功

能,例如用户间沟通、信息搜索以及娱乐活动,都能

对用户的情绪产生积极影响[１９],并且用户从其朋友

处获得的积极反馈,能够协助他们构筑自尊心以及

社交能力[２０].当我们在微博平台分析出具有抑郁

情感的用户,完成“用户画像”后,可以根据其抑郁情

感指数的高低,向其推送具有治疗功能的文字资料,
用户通过阅读这些内容,在心理上能够产生:共鸣—
认同—净化—领悟这么一系列的递进心理过程,使
自身的不良情绪得以宣泄,心理郁结得以疏通,认知

水平得以提高,从而达到一定的治疗效果.

４　结论

本文提出的大数据背景下基于“用户画像”的阅

读疗法,一方面在实践上为阅读疗法开创了一个与

时俱进的新方向.通过提取用户无意识状态下有关

认知、情绪和行为的关键词进行特征画像,能够客

观、准确地反应用户的抑郁症状,进而针对症状制定

相应的阅读治疗方案.“用户画像”还提前了发现患

者的时间,能够在患者初步表现出抑郁症状时,就把

握住治疗时机,契合了中医上的治未病原理,会收到

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的效果.另一方面,基于大数据

的“用户画像”模式阅读疗法实践,必然会进一步丰

富阅读疗法的新理论,使阅读疗法研究随着时代的

进步而获得更深入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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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BibliotherapyModelBasedonUserProfile
———TakeDepressionasanExample

HanMeihua　ZhaoJingxiu

Abstract:Inthispaper,anewmodeofbibliotherapyfordepressionbasedonuserprofileisputforward
inviewofthecurrentsituationofdepressionbibliotherapywithweaknesssuchassamplesselectedtoosimＧ
ple,poorinprivacy,andunabletodetectandtreatpotentialpatientsinatimelymanner．Thismodefirst
constructedtheseedwordsofdepressivemoodaccordingto“TheBurnsDepressionChecklist(BDC)”,and
thenbasedonthemachinelearningmethod,comprehensivelyrefinedthesubjectiverevealingofusersonＧ
linebehavioranddepressivemoodtoconstructtheusersdepressedemotionaldictionary．Accordingtothe
depressedemotionaldictionarytoanalyzeusersblog,calculatethedepressionemotionalindex,gettheusＧ
erprofile,andthenpushthecorrespondingbibliotherapyresources．Thebibliotherapymodebasedonthe
userprofileexceededtheaudiencescope,accuratelygraspthetimingofdiagnosisandtreatment,sothat
patientscouldacceptbibliotherapyinanunconsciousstate,soastoreducethepatientsdoublepressureof
economicandspirit．

Keywords:Bibliotherapy;BigData;Depression;UserProfile;Emotional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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