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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背景 THE BACKGROUND

网络舆情产品基于特定行业，抓取

行业参与者的态度、观点、情感的

表达，成为行业快速分析、决策工具

面对变幻莫测，层出不穷的P2P平台和

用户都在困惑：哪些平台比较靠谱，各

2015年互联网金融深入人心，大批投资

者都将目光转向互联网金融的投资，P2P

行业的投资更是大幅增长

个平台的差别在哪里，如何快速做出选择



产品定位 ORIENTATION

P2P舆情产品定位1：“让用户快速了解P2P行业整体态势，并对各个品
牌特性与舆情导向进行综合了解，辅助用户借贷和投资决策”

万事开头难，作为一个刚接触P2P行业的用户，如何一剑在手快速准确
的入门P2P行业？如何了解各家P2P平台特性与用户评价？

当平台吸引大量行业入门者，各P2P平台如何利用P2P舆情产品？

P2P舆情产品定位2：“1.利用用户的首因效应，发布优惠活动，获取用户
好感，吸引用户       2.监测品牌舆情导向与用户情绪，及时控制情绪走向，
维护品牌形象”

问题1：

问题2：



产品特色 THE FEATURES

F e a t u r e

对各品牌重要指标进行简单易
懂、客观、主观的展示，辅助
决策者多方位比较决策

整合各个平台借贷计算器，
让借贷者一眼可知各个平台
借贷政策与利率，方便选取
合适的借贷平台与产品

为产品设置核心竞争力的个性化推荐算法
根据投资者风险类型与投资偏好，为投资者精准的
在千余种产品中推荐其适合的P2P理财产品

对抓取专家及网友投资建议
内容进行重要性分析并依据
帖子深度进行排序，为用户
展示精华入门投资建议，快
速了解P2P行业规则

分析投资者对各个品牌的情绪，预
测2016年网民对各个品牌的主导情绪
辅助各家平台进行品牌形象监控与
维护

一品在手，入门P2P不愁
桥连用户平台，双收共赢



产品结构图 STRUCTURE



产品开发过程 THE DEVELOP

科学的选取优质、公开的数据源，有效反映P2P行业的整体发展状态与各P2P品牌的发展状态
通过数据爬虫技术，在合理合法的条件下，获取有价值的公开数据源。
通过语义分析、情感分析等文本分析的方法，洞察政府、媒体与公众对于P2P行业的认知与态度
通过合理、友好的可视化界面进行展示

STE1

STE2

STE3

STE4

爬虫工具的选取
与爬取内容的确定

数据源的确定

爬取文本的结构化
与结构化文本的分析

确定分析结果的展示



 数据源 DATA SOURCES

网贷之家

网贷天眼

百度新闻

  知乎

百度贴吧

微博

融360

……

Ø 网贷数据研究院
Ø 对平台审查严格，

数据源真实可靠
Ø 每60秒采集一次数

据，数据更新快

Ø 权威的第三方机构
Ø 数据、事件曝光及时
Ø 社区帖子交互性强，

质量高

Ø 最大的中文新闻搜索网站
Ø 数据源包括500多权威网站
Ø 新闻种类、数量充足

Ø 行业领袖与名人聚集
Ø 讨论较专业、权威
Ø 数据量大，人群集中

Ø 百度搜索的强大导流作用
Ø 用户了解行业最早集中地
Ø 数据量多，话题种类多

Ø 热门话题公众号关注人多
Ø 人群集中、话题讨论热度高
Ø 话题热点时效性高

Ø 涵盖金融机构平台多
Ø 数据源广泛、数据量多
Ø 用户参与度高、数据真实

性强

微信公众
平台

Ø 一对多传播
信息到达率高
Ø 更贴近用户
Ø 信息推送迅速
实时更新



爬虫方法 METHOD

Gooseeker(集搜客)
     Python

Ø 翻页爬取
Ø 详情页爬取
Ø 关键词爬取

Ø 网贷之家：用户评论、行业数据及政策
Ø 网贷天眼：用户评论、行业数据及政策
Ø 主流财经媒体：P2P|网贷新闻标题及摘要
Ø 知乎：P2P|网贷话题及用户回复
Ø 百度贴吧：P2P|网贷话题及吧友回复
Ø 微博：热点话题及评论，平台公众号微博
Ø 融360：平台用户评论及用户印象

爬虫工具 爬虫规则 爬取内容



数据预处理 TEXT PREPROCESSING

1、JAVA程序对抓取所得XML文档（出处、时间、内容）进行自动读取，写入文本文档；

2、利用中科院分词系统ICTCAS进行分词和词性标注；

3、去除停用词。

XML文档 文本文件 分词文本

自动读取

JAVA程序

分词&词性标注

ICTCLAS

去停用词

StopWordsTable

待分析文本



文本分析

对抓取的文本主要进行三方面的分析：1.确定关键词  2.对文本中的情感倾向进行分析，并针对抓取的用户文本进行
用户主导情绪的分析，更加深入的挖掘文本中隐含的信息  3.对2015年P2P行业热点事件，通过确定词表进行频率的统
计，找出10大年度热点事件，帮助用户浏览全年主导事件

分析P2P行业认知关键词
  与各P2P品牌关键词

分析用户对各P2P品牌
 情感倾向与主导情绪

确定行业十大热点事件

三大目标

SEMANTIC ANALYSIS



文本分析 THE KEY WORDS

关键词提取  

                         ---- 用于对文本进行聚类，提取认知关键词，快速了解外界对P2P行业认知观点

1、文本聚类  利用经典主题模型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对P2P行业文本建模，Gibbs抽样算法求解模型

参数，用文档主题分布向量θ计算文本相似度，k-means聚类分析。（对同一类别的文档进行文本摘要与关键词提取）

2、文本摘要及关键词提取   张华平博士的NLPIR平台采用交叉信息熵计算每个候选词的上下文条件熵，在把握文章

中心思想的基础上，提取出若干个代表文本语义内容的词汇或短语。通过获取授权并实现KeyExtract_API ，提取关键词

并生成文本摘要。

LDA模型隐含主题的拓扑结构示意图



文本分析 THE KEY WORDS

关键词分析结果：

政策认知关键词

行业认知关键词

用户认知关键词



文本分析 EMOTION ANALYSIS

情绪分析

        挖掘2015年公众对于P2P行业的主导情绪，并预测未来主导情绪，情绪影响决策，为决策作支撑，使各P2P平台及时

发现公众情绪，并进行控制，维护品牌形象

 主导情绪 在情绪感染和情绪一致性效应的作用下，网络用户的情绪会呈现出爆发现象，并有一种情绪起主导作用，
 主导情绪会触发其他情绪的产生，并驱动用户发布、转发、评论等信息行为。我们用因果贝叶斯网络来学习P2P舆
 情中的情绪特征量及用户行为特征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祖先父节点的识别来确定主导情绪。

林鸿飞中文情
感词汇本体库

乐/好/怒/哀/惧/恶
/惊7种情绪属性集 影响规律

因果贝叶斯网络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待分析文本 情绪分析 主导情绪分析



文本分析 EMOTION ANALYSIS

情绪分析过程

(⑴)划分时间窗口。按照时间顺序将属于同一时间窗口的微博消息汇集起来。

(2) 对单条微博进行情绪分析。依次判定微博特征词集中的词属于7种情绪类型中的哪一种，记录其强度，再

判定它的情感极性是正还是负，如果是负向的话，取其极性的相反数，这样每条微博都可形成一个7维空间

情绪向量

(3) 对同一时间窗口内的微博进行情绪分析。以(2)中得到的向量为基础，将同一时间窗口内的微博向量进行

加法运算，则每个时间窗口通过情绪分析最终也得到一个7维空间向量 V{乐,好,怒,哀,惧,恶,惊}。

然后，基于matlab BNT工具箱中的learn_struct_k2( ) 和learn_struct_mcmc( ) 方法编写matlab程序，进行

贝叶斯网络结构的学习，识别出主导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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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分析 EMOTION ANALYSIS

拍拍贷舆情情绪分析
贝叶斯网络图

你我贷舆情情绪分析
贝叶斯网络图



文本分析

热点事件分析------行业热点事件自动识别，使用户一键回顾一年大事件

HOT  EVENT



文本分析

行业热点事件结果展示：

HOT  EVENT



数据分析 DATA   ANALYSIS

1.行业热度分析：爬取网贷之家与网贷天眼公开的2015年度P2P行业的成交额，投资者与借贷者
等参与人数等数据进行数据分析，辅导决策者了解未来P2P行业的热度走势



数据分析 DATA   ANALYSIS



数据分析 DATA ANALYSIS

品牌关注度分析结果：



数据分析 DATA ANALYSIS

3.入门精华帖
                           ------  进入一个页面便知P2P行业规则的前世今生

   
对从财经新闻网站、网贷之家论坛、精华帖，知乎问答上爬去的有关P2P投资建议讨论的帖子，进
行分析，分别从帖子的阅读量，评论数，帖子在原网站的第几层级页面三个维度，对爬取到的帖子
进行重要度排序，并人工根据帖子的内容，依据认知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使用户进入一个页面就
能了解P2P行业投资的前世今生，充分考虑如何为一个刚入门使用者创造获取信息的便利性



P 2 P理财产品个性化推荐算法 RECOMMEND

 潜在因子（Latent Factor)算法
                                表示不同的用户对于产品不同属性偏好，为用户个性化推荐理财产品

1.设计用户投资偏好问卷，根据问卷得出用户的投资元素偏好，一共分为四维，分别为安全性偏好、
投资收益率偏好，投资期限偏好、决策依赖度偏好

 2.建立产品元素矩阵，对产品的指标进行量化，从四个维度对产品进行衡量，分别为安全性、期限

性、收益性，与产品用户评价倾向性得分

用户偏好因
子

安全性偏好 收益率偏好 投资期限偏
好

决策依赖度

用户A 0.9 0.7 0.5 0.8

产品元素 安全性 收益率 期限性 用户评价得
分

产品B 45 23 12 45

产品C 30 34 15 55



P 2 P理财产品个性化推荐算法 RECOMMEND

潜在因子—用户矩阵

利用产品矩阵与用户偏好矩阵，得到用户对某个理财产品的偏好程度：
用户A对产品的偏好=产品的安全性*用户A对安全性的偏好+产品的收益得分*用户A对收益性
的偏好+产品的收益得分*用户A对收益性的偏好+产品的好评得分*用户A对他人评价的依赖度

Eg:用户A对产品B与C的得分

产品C与产品B相比，我们向用户A推荐产品C

算法验证：我们在爬取到的各种理财产品中有正对性的抽取30个样本，然后针对20名测试者，分别填写
问卷与选取心怡的理财产品，进行测试

安全性 收益性 期限性 评价得分 总分

产品B 40.5 16.1 6 36 98.6

产品C 27 23.8 7.5 44 102.3



P 2 P理财产品个性化推荐算法 RECOMMEND

根据您的投资偏好，我们为您推荐的理财
产品为：
                  陆金所-国联惠富三号
                  易贷网-债权质押借款
                      宜人贷-宜定赢



产品的可视化展示 VISUALIZATION

欢迎访问我们的主页！

http://simplywenjing.github.io/2016Project/P2P-Opinion-Analysis-System/index.html



产品价值 VALUE

B

A

C

通过行业政策，行业整体热度，全年行业大事
件，行业关键词四部分清楚简单的可视化展示，
使用户在浏览时快速对p2p行业热度产生清晰的
了解，明白p2p行业的投资优势与投资前景

通过大量用户文本分析，得出用户在评价p2p品牌
时最关心的一些指标，并结合用户较易理解，看
懂的指标进行展示，使用户能够对主流p2p品牌的
客观指标产生一个直观的纵向对比，另一方面主观
指标的展示也能清晰的了解其他网友对p2p品牌的
态度，并能够个性化为用户在千余种产品中推荐合适
用户偏好的理财产品

通过对抓取的大量用户评价文本与投资行业人士
给出的建议文本，选取用户点赞量，转发量，
浏览量较高的文本信息形成帖子展示给用户，省
去用户到各个信息网站搜集信息与鉴别，筛选信息
的工作量



总结致谢 SUMMARY

我们的成果来源于团队中每一位成员共同努力付出，没有这一群相互帮助，相互体谅，无比
融洽的伙伴，我们无法完成这一个完整作品的设计到实施，半个月的过程中，我们各自还有
彼此的任务，但是为了一个目标，我们都认真付出着，感谢这一次比赛不光让我们收获了经
验与知识，更收获了这一份浓厚的友谊，我们是掘金小队，掘取着有关付出与友谊的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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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团队介绍:掘金小队
王  娜    大连理工大学
杜冰竹    大连理工大学
谷文静    大连理工大学
谢晓珊    大连理工大学
彭  振    大连理工大学

谢谢各位老师的收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