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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电商平台热水器的消费者需求及产品数据挖掘分析 

 

摘要：本文对三大电商平台、六大热水器品牌和五大热水器类型的评

论数据通过数据清洗、数据集成和融合、数据变换、数据规约等方法

进行了预处理；在此基础上，使用情感词典和语义规则进行极性累加，

进行评论的情感分析；最后采取了消费者决策的 AHP-FCE（层次分析

法与模糊综合评判）分析，结合参考百度指数及 F-IDF评论词频得出

的分层评判及模糊综合评判的数值化求解，最终得出对某一种类热水

器品牌差异化评分，并得出及探究了各热水器品牌类型的用户购买原

因和差异化卖点，实现数据挖掘后对数据的实际应用。 

 

关键词：数据预处理、情感分析、层次分析、模糊评判 

 

 

 

 

 

 

 

 

 

 



泰迪杯大学生数据挖掘竞赛论文报告                                              www.tipdm.org 

 第 2 页 

 

Data mining analysis based on water heaters consumer 

demand and product of e-commerce platforms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comments data from top three electric 

commercial platforms, top six water heater brands and top five 

water heater types to implement data preprocessing through data 

cleaning, data integration and fusion, data changing, and data 

Statute. This paper uses emotional dictionary and semantic rules to 

implement sentiment analysis by the method of Polar cumulative. 

And then, this paper uses Baidu index and frequency of F-IDF 

comments to achieve the numerical solution of layered evaluation 

and fuzzy synthetic evaluation, reaches the score of a certain type 

of water heater brand differences, explores the user purchased 

causes and differences of selling of different water heater brands 

and implemen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data mining.  

 

Key words: Data Preprocessing，Sentiment  Analysi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Fuzzy 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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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目标 

本次数据挖掘通过火车头和八爪鱼两个软件实现，通过对三大电商平

台、六大热水器品牌和五大热水器制热类型的热水器进行价格、型号、评论

时间、评论数据的挖掘，获取到电商平台数据后，对数据进行处理，剔除造

假数据和无意义数据。对处理过后的数据进行分析，运用情感分析方法分析

评论数据，发掘用户情感倾向，进一步分析个热水器产品的优势和劣势、差

异化买点和用户个性化需求。 

二、 分析方法与过程 

(一 ) 总体流程 

 
数据获取：通过火车头和八爪鱼两个软件实现，通过对三大电商平台、六

大热水器品牌和五大热水器制热类型的热水器进行价格、型号、

评论时间、评论数据的挖掘。 

数据处理：通过简单的对评论数据去重以后，对接下来的数据进行数据清

理，以此对含噪、错误、确实、冗余的数据进行处理；在数据

集成和融合的基础上，再对数据进行数据变换以此使数据规范

化；最后对数据进行数据规约，并以可视化呈现。 

数据分析：采用了情感分析和 AHP-FCE 分析法。情感分析主要通过情感词

典和语义规则的方法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极性累加；

AHP-FCE 分析首先对购买的决策层级进行划分，再对 AHP 进

行定性描述，最后对购买决策 FCE 进行综合评判。 

(二 ) 具体步骤 

1. 数据获取 

根据中国网商行情系统数据，截至 2014 年 6 月，我国电商平台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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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销售市场份额情况如下图所示，天猫商城、京东商城和苏宁易购位列电

商平台销售市场份额前三，其中天猫商城占整个市场份额的 46.7%，京东

商城占 37.8%，苏宁易购占 8.7%，其余 6.8%是其他电商平台（国美、易

迅等）所占市场份额。 

由于销售市场份额前三的电商平台所占市场份额之和已达到所有电

商平台销售市场份额的 90%以上，所以我们的数据主要从天猫商城、京东

商城和苏宁易购采集，并且采集的数据具有足够的代表性。 

 

 

 

 

 

 

 

 

 

其次，根据品牌划分，我国电商平台的热水器品牌市场份额中，万家

乐、美的、海尔、万和、阿里斯顿和能率六个品牌位列市场份额前六，总

计占电商平台市场份额的 81.6%，所以在数据采集时，主要采集天猫、京

东、苏宁易购三大电商平台中，该六个品牌的热水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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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淘宝指数数据，在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5 月期间，各种类型的

热水器的销售市场份额占比如上图所示，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即热式热

水器位列前三，紧随其后的分别是空气能热水器和太阳能热水器，以上五

种热水器类型占到了整个市场的 94.27%。因此，在采集数据时，我们选

择了以上五种类型的热水器进行评论采集，使得采集的数据具有充分的代

表性。 

2.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是数据分析过程中最花费时间、最乏味的,但也是最重要的一

步.该步骤处理得当，可以有效地提升数据质量，减轻下一步工作量，并作

为数据精准分析的基础.本文数据处理的过程主要分为以下几步： 

1) 数据粗处理 

在充分采集三个电商平台相关数据的基础上，获取了海量而驳杂的数

据。出于评论内容真实有效的考虑，在整个数据集中，本文选取了三个无

效属性进行并集删除操作（A∪B∪C），分别为： 

A. 评论项为空 

B. 评论不含中文 

C. 不含关键词的评论 

作为预处理之前的粗处理，京东、天猫和苏宁三个平台的平均去除率

在 7.3%左右。 

2) 数据预处理 

a)数据清洗 

与资讯，微博不同，商品评论文本的噪声更少，除了粗处理去除的无

效数据，主要就在于商家恶意刷的重复评论。在对文本的进一步观察和相

应网站的考证基础上，再次发现了大量短时间内不断重复的虚假评论。基

于层次分析法的模型，采用凝聚层次聚类的算法，对整个数据集中的五个

相关联的属性进行交集删除操作（A∩B∩C∩D∩E）,分别为： 

A. 评论时间（不同评论相隔 60s 以内） 



泰迪杯大学生数据挖掘竞赛论文报告                                              www.tipdm.org 

 第 4 页 

 

B. 评论内容（100%相似度） 

C. 相同平台 

D. 相同品牌 

E. 相同型号 

三家电商平台热水器的清洗结果见表 1： 

 

电商平台 京东 天猫 苏宁 

平均去重率 36.4% 39.7% 90.0%以上 

b) 数据集成和融合 

本文的集成合并多家电商平台中采集到的多个热水器品类数据，存放

到一个一致的数据存储中。本文的融合仅限于数据层的数据融合,即把数据

融合的思想引入到数据预处理的过程中,加入数据的智能化合成,产生比单
一信息源更准确、更完全、更可靠的数据进行估计和判断。按照模式集成

和对象匹配的原则，通过对数值属性的相关系数 Rab（见公式 1）的判定

检测冗余，按照统一的构造集成融合，进而提升其后挖掘过程的准确度和

速度。 

 

 

 

其中,n是数据集样本个数， 分别是元组i中a和b的值， 

分别是a和b的均值； 

分别是a和b的标准差。 

c)数据变换 

本文进行数据变换的目的在于将多维数据压缩成较少维数的数据,消

除不同平台各型号热水器数据在时间、空间、属性及精度等特征表现方面

的差异。这类方法虽然对原始数据都有一定的损害,但其结果往往具有更大

的实用性，主要步骤如下： 

数据平滑去噪,使连续数据离散化,增加粒度数据聚集对数据进行汇

总；数据概化减少数据复杂度,用 excel 中的分类汇总使各数据落入指定条
目区域属性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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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数据规约 

本文用数据规约技术得到数据集的规约表示，主要通过数据立方体聚

集、属性子集的分类选择得到更易于处理的文本数据，且不损伤原始数据

的完整性。 

三、 结果分析 

1. 评论情感分析 

已采集的数据中，评论所体现的复杂信息含有很多隐藏价值，本文在

此从情感分析的角度对其进行挖掘。与传统较长的文本（新闻、博客、微

博等）不同，商品的评论信息文本简短，字数一般在 10-30 字左右，语句

随意，一条评论语句中除了文字信息，还穿插着标点符号商品评论的这些

特征对文本的情感分析会产生一定影响，通常一条评论的情感与它所含符

号的情感也是相符的。例如~表达的一般是正面的情感。 

本文采用基于情感词典和基于语义规则的两种方法，对处理后的评论

进行情感分析。 

1) 基于情感词典的方法 

词典资源是基于情感词典方法的前提，本文使用台湾大学 ntusd（简

体中文 2810 正面词语 + 8276 负面性词语）和HowNet 评价词词典（9,193 

个中文评价词语/短语）作为词库，然而词库有褒贬分类，但是没有标注情

感极性强度。本文把褒义词语的情感极性值设为 0.7，贬义词语情感极性
值设为-0.7，作为评判基准，采用极性累加的算法进行估算。 

基于情感词典的方法首先对每条评论进行分词、词性标注等预处理，

然后依据情感词典判断每条商品评论中出现的所有情感词以及强度，并采

用极性累加的方法来计算每条评论的情感极性，算法如下： 

 

其中： 为一条微博中所含的情感词； 

为一个情感词的情感极性； 

为一条评论的情感极性； 

若结果大于零，评论为褒义倾向， 

若结果小于零，表明结果为贬义倾向，否则为中性。 

2) 基于语义规则的方法 

考虑到基于情感词典的方法有着明显的缺点：对独立的词语来进行分

析的，也就是把词语从句子中孤立出来，忽略词语的前后联系。简单举例，

海尔的热水器不好，只提取情感词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孤立地分析情感
词，并不能完全正确地反映评论信息的情感倾向，必须将语句的联系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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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来，才能够提高分析的准确度。因此，在词语情感计算的基础上，本文

同时也着眼于语句中能够改变词语情感倾向或者情感强度的修饰副词等。

将会改变词语极性强度的修饰副词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否定词，它会改变

极性倾向，比如上个例子的“不”就是反义；第二类是程度词，它会改变

极性强度，如“比较”、“非常”等。 

同时，简短的评论文本有其自身的特征，本文只考虑最高频出现的消

息文本中的符号，如“!”、“~”等符号，其他对评论文本的情感极性没有

什么影响的，不予以考虑。 

3) 基于 PMI-IR算法与搜索引擎结合进行分类 

使用 PMI-IR 算法，以情感词语为中心,通过搜索引擎返回的结果来计

算文本中的情感要索和背景情感词之间的点互信息值,从而对文本进行情

感分类，方便下一步情感词汇的整合。 

a)情感词汇 

情感词是判断电热水器评论文本是否具有情感倾向的一个重要特征。

根据人们留言习惯和大量语料分析得知，人们在商品评论中反馈大多是通

过情感词的形式实现的，情感词的褒贬也通常代表这句子的褒贬。 

通常情况下商品评论文本中都是比较简单的句子，情感词的倾向很多

时候决定了商品评论的情感倾向，情感词的数量和情感强度对每条商品评

论的情感倾向有较大的影响，因此仍然采用极性累加的方法，即通过情感

词极性累加的公式 2 来计算每条商品评论的情感极性。 

b) 细分程度副词语态 

情感词典分析用词表中提供了程度级别词语，本文以此为基础，参

考商品评论评论中高频出现的词汇添加人工整理的程度副词表，把程度副

词分为三个级别。第一级的程度词对所修饰的情感词的情感强度大大加

强，例如“极”、“最”；第二级的程度词对所修饰的情感词的情感强度是
加强作用，如“很”、“非常”。第三级的程度词对所修饰的情感词的情感

强度是削弱作用，如“有些”、“稍微”。三个级别程度词对所修饰情感词

的情感强度扩大倍数分别设置为第一级 2 倍、第二级 1.5 倍、第三级 0.5 

倍。 

倘若句子中情感词语前面有程度词修饰，那么被修饰的情感词语的情

感强度必然发生改变，进而会影响到这个句子的情感强度。一个程度副词

后面可以有多个情感词，同样一个情感词也可以被多个程度副词所修饰。

本文处理程度副词的方法是把情感强度加到其后修饰的第一个情感词上，

情感强度 

对情感词 w_i 的影响因子σ定义为： 

 

其中： 为程度副词的情感强度扩大倍数。 

c)增加否定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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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不想、不会、不要、没有”等 30 个常见否定词 

作为否定副词表，并将其极性强度设置为-1。 

例如“没有配套的上门安装服务，虽然热水器很好”，在情感词前面加

上否定词“没有”，整个句子的情感极性就会发生改变。本文处理否定词的

方法是将否定加到其后的第一个情感词上，当一个情感词前面出现不只一

个否定词时，根据否定词出现的次数来判断情感词的极性。出现奇数次则

情感词的极性逆转，否则情感词的极性不发生改变。所以，否定词对情感

词 w_i 的影响因子 ϵ 定义为： 

 

d) 增加符号的影响 

很多买家在发布评论时喜欢加上一些表符号，比如“~”表示褒扬，“…”

表示无语或不满等，本文将常用表情符号分为正向和负向两类。一般情况

下，如果一条 包含表情符号，将正向和负向符号转化为上文程度

副词中的第三级词汇，再加以进行计算。 

4) 情感极性计算 

综合考虑上述几个特征，使用公式 3 对评论信息的情感倾向值

Polarity(T ) 进行计算： 

=  

若 Polarity(T ) 计算结果大于零，表明评论信息为褒义倾向，若结果小

于零，表明评论信息为贬义倾向，否则为中性。 

5) 主客观判断 

因为本文立足于无监督学习的方法，将采取人工检验的结果进行二次

检验。本文将处理的不同子属性进行整理，分散给学校不同专业背景的成

绩正常的学生进行人工主客观判断，采用分级制度，用 0（不确定）、1（基

本确定）、2（确定）、3（非常确定）对结果进行标注，来达到主客观判断

的目的。 

以预处理的一条子属性结果为例，对京东-能率-燃气热水器进行分析。

首先进行分词，词性标注等预处理，然后分别采用上文介绍的基于情感词

典的方法和基于语义规则的方法分析处理评论，最后分别得到正面、负面

和中性的评论数目，并且通过上文的主客观程度判断方法，计算 2 种方法

的准确率（P）。实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方法 

类别 

情感词典 增加语义规则 

自动识别数 正确数 准确率 自动识别数 确数 准确率 

能率

GQ-1150FE 

189 107 56.4% 189 128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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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率
GQ-1350FE 

3050 1818 59.6% 3050 2086 68.4% 

能率

GQ-1650FE 

2519 1484 58.9% 2519 1683 66.8% 

能率

GQ-1070FE 

2315 1356 58.6% 2315 1525 65.9% 

能率

GQ-1180 

AFE 

1699 980 57.7% 1699 1147 67.5% 

能率

GQ-1680 

AFE-A 

129 79 61.3% 129 90 70.0% 

能率

GQ-1380C

AFE 

91 46 50.2% 91 59 65.1% 

由表 2 可以看出，结合基于语义规则分析的方法相对于基于情感词典

的方法在准确度方面有了明显的提升，极性累加的算法对于简短的热水器商
品评论的情感的自动判断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准确率，可以对用户在选择

商品所查看评论的大体情感反馈中起到辅助决策的作用，具有实际商业应用

的价值。  

2. 消费者决策的 AHP-FCE 分析 

1) 方法介绍 

AHP(Analytical Hierachy Process,应用层次分析法) 是匹兹堡大学 T. 

L. Saaty教授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提出对定性问题进行定量分析的一种

渐变灵活的多准则决策方案，其特点在于把复杂问题中的各种因素通过划

分为相互联系的有序层次，使之条理化，根据对有一定客观现实的主观两

两比较，把专家意见和分析者的客观判断结果直接有效的结合起来，而后

利用数学方法计算每一层元素相对重要性次序的权值，最终通过所有层次

间的总排序计算所有元素的相对权重并进行排序从而分析消费者决策。 

FCE(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模糊综合评判) 20 世纪 80 年

代初，我国模糊数学领域的汪培庄教授提出了综合评判模型，并通过广大

实际工作者的不断的补充发展，衍生出的适用于各种领域的评判方法。模

糊综合评判的过程可简述为:决策者将价目标看成是由多重因素组成的因素

集 U,再设定这些因素所能选取的评审等级，组成评语的评判集合 V,分别求

出各单一因素对各个评审等级的模糊矩阵，然后根据各个因素在评价中的
权重分配，通过模糊矩阵合成，求出评价的定量值。 

但是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AHP 中的能够准确的对决策定性，但其决

策过程过程需要经过大量数据比对来最终通过概率确定权重；而 FCE 中虽

然有很好的定量评价但是无法很好地对决策定性。因此我们通过对二者的

结合来寻求更加完善的问题解决方案。 

AHP-FCE 模型需要经历以下三个步骤： 

① 划分因素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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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应用 AHP 构造消费者心理的隶属函数和因素权集合 

③对所求结果进行综合评判 

本次所建立模型需要经过两次模糊评判。 

2) 模型建立 

i. 模型概述 

使用 AHP 与 FCE 对电商平台上热水器的购买决策分析。 

 

ii. 层次划分及指标权重的建立 

本次数据挖掘处理所涉及到的变量有：电商平台，热水器功能，热水

器品牌，为了说明其中 

我们从存在竞争关系的品类中，选取定元和不定元，得出我们需要分

析的问题为 

① 同一品牌同一型号在不同电商平台的决策 

② 相同功能，不同品牌的用户决策 

③相同品牌，不同功能的用户决策 

根据不同的定元选取，需要建立不同的层次划分： 

首先以体系 a 入手 

用户电商平台热水器购买指标体系的建立体系假设 

a：以用户购买同品牌同一产品分析 

 

用户购买同款热水器 

天猫 京东 苏宁 

 

 

优惠力度 安装方便 售后服务 运送速度 

二级评判 

一级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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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因素权重的确定： 

本次选取本次与处理后的评论数据，并从评论数据中提取关键字的方法来确认各

个评判指标中两两比较生成的对比程度，构造判断矩阵 

 

矩阵的元素 代表 与 相比的重要程度，一般采用Saaty提出的 1-9 标度方法： 

 

确定权值 

计算各指标的权值 

1) 计算判断矩阵每一行元素的乘积  

 

2) 计算 的 n次方根  

 

3) 权重计算，向量归一化 

 

4) 一致性检验 

偏差的一致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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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当 CR 小于 0.1，矩阵一致性被认可 

5) 分析评判矩阵 

对于可能分析到的 

① 对天猫用户购买热水器判断矩阵的因素权值计算 

百度指数 

 
     

 1.000  0.308 0.334 0.216 

0.084 

 3.247  1.000  1.086 0.701 

0.271 

 2.994  0.921  1.000  0.645 

0.250 

 4.630  1.550  1.550  1.000  

0.400 

 

F-IDF 评论权重 
 

     

 1.000  2.272 0.612 0.738 

0.247 

 0.440  1.000  0.269 0.325 

0.109 

 1.634  3.717  1.000  1.206 

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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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5  0.829  0.829  1.000  

0.241 

 

② 对京东用户购买热水器判断矩阵的因素权值计算 

百度指数 
 

     

 

1.000  0.635  0.666  0.196  
0.107 

 

1.575  1.000  1.081  0.308  
0.170 

 

1.502  0.925  1.000  0.285  
0.159 

 

5.102  3.509  3.509  1.000  
0.564 

 

F-IDF 评论权重 

 
     

 

1.000  2.873  0.718  0.958  
0.287 

 

0.348  1.000  0.250  0.333  
0.100 

 

1.393  4.000  1.000  1.320  
0.399 

 

1.044  0.758  0.758  1.000  
0.213 

 

③ 对苏宁用户购买热水器判断矩阵的因素权值计算 

百度指数 

 
     

 1.000  0.322 0.349 0.163 

0.076 

 3.106  1.000  1.085 0.506 

0.235 

 2.865  0.922  1.000  0.466 

0.216 

 6.135  2.146  2.146  1.000  

0.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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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DF 评论权重 

 
     

 1.000  2.66 0.526 0.763 

0.241 

 0.376  1.000  0.198 0.287 

0.091 

 1.901  5.051  1.000  1.451 

0.458 

 1.311  0.689  0.689  1.000  

0.211 

 

 

④ 对三种电商平台所提供的判断矩阵进行因素权值计算 

百度指数 

 
    

 

1.000  2.517  0.227  0.220 

 

0.397  1.000  0.090  0.110 

 

4.405  11.111  1.000  0.670 

 

 

F-IDF 评论权重 
 

    

 1.000  1.397  0.144  

0.165 

 0.716  1.000  0.103  

0.128 

 6.944  9.709  1.000  

0.706 

 

 

6) 综合指数数据得出综合权值向量 

天猫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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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用户 

 

苏宁用户 

 

对三种电商平台重要程度的二级综合评判 

 

 

iii. 热水器购买决策的模糊综合评判 

1) 应用最大隶属原则综合考虑相关因素，进行等级和类别评判。 

① 建立评判因素集 U  

相应的评判因素集为       

取上一节的五个一级评判指标作为一级评判因素集，即： 

 

取三种电商平台作为二级评价因素集，即： 

 

② 评语集 V及因素在 V上的隶属度  

将评判一级因素集合的评语分为五级，及评论集 

 

将二级因素集合的评语同样分为五级 

 

根据 Satty 提出 1-9标度方法，相应的等级矩阵值 

 

③ 进行多层次模糊综合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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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中个元素 u,即各个评价项目包含不同的子因素，其影响权重不同，将其表现为

U上的一个模糊子集 A，U中元素 u 对 A 的隶属度，有 

 且  

对评判矩阵 R做加权模型 

 

求多级评判的 时，加权评判模型 B 构成次级评判矩阵 并对次级  归一化得  

④ 综合评价系数 

 

2) 样本提取及数据采集 

从预处理后的某一个热水器评论集（见附件）分层提取有效评论集合。 

 

3) 进行一级评判 

选取一种热水器（以能率燃气热水器为例）在三种电商平台的评论结果 

该热水器在天猫的对其各因素的评价集 频数如下表 

因素集 U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优惠) 
3534 4507 1007 904 105 

(安装) 
1755 2877 4632 1247 207 

(售后) 
2043 1756 4672 2561 507 

(配送) 
1454 2716 2704 1720 104 

令 ,且 S为每行评论总数（行归一化处理），得出因素集 单

因素集评判矩阵 

 

则对第一种热水器 的第一级综合评判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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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进行二级评判 

将上述计算结果 B作为二级评判时的评价矩阵  

第一种热水器的综合评判结果 

 

 
将综合评判结果归一化得 

 

综合价值系数 

 

5) 同理，对不同产品运用综合评判得出 

万和： 

 

万家乐： 

 

史密斯： 

 

 

从评价结果得知，运用 AHP-FCE 对不同品牌的燃气热水器的评判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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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 2014 年燃气热水器市场份额，基本可以得出本次评判结果符合大众消费心

理。 

iv. 基于百度指数的用户需求倾向性分析 

 

结合百度指数中的热点新闻分析：以空气能为代表的更为高能效、清洁、安

全的热水器将获得更多的政策性支持，并迎来新一轮的发展。 

 

对一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以四季为区间：从全国的范围来看，人们在春夏两

季的需求比较平淡，在秋冬两季的需求量开始猛增，商家可以针对消费需求衡量

营销的主要时间和金钱投入比例，以达到最大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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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月度的数据进行分析，按周为区间划分：分析发现，一般情况下的峰值都

为周六或者周日，结合人们的购买习惯，商家可以把营销的重点细分，更多精力

放在周末 

 
结合百度知道的关键词提问分析：商家可以此针对自己的商品找出需要改进

的问题，不断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生产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泰迪杯大学生数据挖掘竞赛论文报告                                              www.tipdm.org 

 第 19 页 

 

从地域和品牌的角度来分析：不同品牌可以结合自身情况，从地域的角度来

调整自己的推广策略，从而提升广告投放的准度，同时市场份额在某些地域比较

低的商家也可以学习该地区市场份额最高的竞争对手的模式，进一步开发市场 

 
从人群属性的角度来分析：从目标年龄，性别的属性来划分，在不同人群集

聚地做更为精准的推广 

 

四、 结论 

本文是团队三人两周以来对于电商平台热水器消费者需求的数据挖掘分

析这一命题，从认知到应用方法解决全程的总结。 

文章可分为三个部分，也正好体现团队合作的三个阶段： 

1. 从数据挖掘的实现方法入手，结合运用八爪鱼、火车头等数据挖掘工具，

通过直接获取和官方数据二次挖掘得出原始数据；之后进行的数据粗、

预处理，筛选有效数据并以此评判三个电商平台的差异化，对分析后期

处理数据的提供了良好条件。 

2. 情感分析阶段，本文参考极限累加方法，基于情感词典和语义规则按照

情感词的成分进行数值转化，对褒贬、中性词提取分析，并把情感强度

转化为分析每条评论的情感数值。通过统计学方法对情感分析结果的检

验，基本满足置信区间。 

3. 在对用户需求分析方面，我们采取建立评价体系的数学建模思想，结合

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判的优点，对热水器选购构建一级和二级评价

指标，结合参考百度指数及 F-IDF 评论词频得出的分层评判及模糊综合

评判的数值化求解，最终得出对某一种类热水器品牌差异化评分，并得

出及探究了各热水器品牌类型的用户购买原因和差异化卖点，实现数据

挖掘后对数据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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