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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良好的旅游餐饮体验对提升城市旅游竞争力的意义不可小觑. 旅游餐饮文本记录了游客对旅游目的

地餐饮店的产品和服务的真实体验ꎬ文本内容海量且受时空约束较小ꎬ颇具一定的分析价值. 本文将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机

制( 注意力机制) 融合机器学习方法中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ꎬ旨在对餐饮文本背后的深层语义关联进行深度挖
掘ꎬ探寻影响游客积极餐饮体验的激励因素和消极餐饮体验的保健因素及其影响机制ꎬ这适用于旅游餐饮文本
自身特质. 通过注意力机制模型建构ꎬ发现影响游客对南京餐饮体验评价的保健因素由价格、区位交通和服务组
成ꎬ而激励因素则由口味、名气和文化环境组成. 另外ꎬ本文对注意力权重排序ꎬ优先解决权重较高因素ꎬ提升游
客餐饮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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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服务是城市 [１] 及城市旅游 [２] 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地方特色餐饮作为代表城市文化、风格等要素的

标签 [３] ꎬ也逐渐成为反映城市旅游发展水平的晴雨表 [４] . 随着体验经济的兴起ꎬ餐饮消费逐渐向精神性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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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转变 [５] ꎬ游客更加重视消费过程中的精神享受和社会归属感 [６] . 因此研究餐饮体验ꎬ对促进城市餐饮业
健康发展、扩大城市旅游影响力不可小觑 [７] .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用户规模的爆发性增长ꎬ大量游客在旅游线上平台 [８] 、微博 [９] 及博

客 [１０－１１] 发布对旅游目的地的点评、游记、攻略等文字信息. 相较于线下问卷和访谈数据ꎬ网络文本数据在
数据采集上受时空约束较小ꎬ且信息内容往往更加全面、深入地反映游客的真实想法. 因此ꎬ基于旅游网
络文本已成为当前国内外开展旅游研究的一大重要趋势 [１２－１５] .

目前基于 旅 游 网 络 文 本 的 研 究 主 要 是 对 旅 游 地 形 象 关 键 感 知 元 素 提 取 [１６－１９] 和 双 向 情 感 分

类 [２０－２３] . 研究方法主要是运用内容分析法ꎬ对网络游记词频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 这类研究在方法机理上
大多是对旅游文本高频词的频数统计 [２４－２６] ꎬ但是汉语博大精深ꎬ往往一词多义ꎬ并且一篇旅游餐饮文本往
往具有情感多元的特点ꎬ所以如何探寻文本背后的内在语义ꎬ准确发现游客对餐饮评价的真实情感ꎬ运用
智能数据分析手段对情感分类进行拆解ꎬ建立双向情感语义关联ꎬ是旅游餐饮文本分析亟待解决的重要问
题. 近年来ꎬ张郴等将该方法运用于对旅游地个性 [２７] 及形象感知的研究 [２８] ꎬ并提出了以该方法为支撑、线
上线下数据联动的旅游地三元空间思想 [２９] .

基于此ꎬ本研究建构融合注意力机制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ꎬ旨在对旅游餐饮文本背后的深层语义关联

进行深度挖掘ꎬ探寻影响游客积极餐饮体验的激励因素和消极餐饮体验的保健因素ꎬ并进行影响机制分
析ꎬ这适用于旅游网络文本自身特质. 当前餐饮体验研究在城市旅游竞争力提升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凸显ꎬ
提升游客对旅游目的地餐饮店的满意度ꎬ是提升城市形象、凸显城市特色ꎬ进而实现城市旅游吸引力的
关键.

１

文献综述

１.１

１.１.１
务

旅游餐饮体验研究
旅游餐饮概念界定

目前ꎬ比较权 威 的 旅 游 餐 饮 (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ｃａｔｅｒｉｎｇ) 概 念 是 指 为 旅 游 者 旅 行 游 览 过 程 中 提 供 的 餐 饮 服

[３０]

. 在传统的旅游六要素“ 食、住、行、游、购、娱” 中ꎬ“ 食” 排在了首位ꎬ故而“ 食” 是旅游中的重要环节ꎬ

研究旅游餐饮ꎬ对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提高城市竞争力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３１] . 不同于社会餐饮ꎬ旅游
餐饮的概念主要体现在地方特色性和全面性. 其中ꎬ旅游餐饮概念的全面性体现在它覆盖了所有旅游者
的饮食活动ꎬ贯穿于整个旅游行程之中ꎬ因此ꎬ对旅游餐饮的研究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１.１.２

旅游餐饮体验研究现状

有学者基于问卷分析法和数理统计分析方法ꎬ探讨了感官体验、情感体验、关联体验对品牌忠诚的影

响机制 [３２] . 这是基于线下问卷的方式展开. 还有学者基于线上餐饮评论文本ꎬ利用机器学习方法中的自

然语言处理技术ꎬ分析了大量在线餐饮评论ꎬ实证研究了餐饮店顾客价值的潜在影响因素与餐饮体验之间
的关系 [３３] . 目前在餐饮文本情感研究中ꎬ主要从情感极性和情感特征提取两方面展开ꎬ通过分析游客情
感ꎬ开展旅游餐饮体验研究ꎻ利用机器学习中的监督学习方法预测餐饮文本的情感极性. 但是有不同声音
提出ꎬ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只能判断出情感的极性而不能表达出情感倾向性的强烈程度ꎬ因此提出了将
ＴＦ￣ＩＤＦ 同情感词典相结合的情感分析算法. 情感分析任务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从因素纷杂、情感多元的
餐饮文本中提取出情感特征ꎬ所以也有研究从中文餐饮评论数据集中提取中文语义特征和文本情感
特征 [３４] .

１.２

１.２.１

机器学习的研究应用
机器学习在旅游网络文本分析中的应用

机器学习方法在旅游网络文本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对文本情感分析研究. 目前对旅游网络文本进行

情感分析是基于词典和基于机器学习方法 [３５] . 基于情感词典的计算方法ꎬ依赖人工设定的规则和情感词
典ꎬ当文本结构较复杂或包含未收录的情感词时ꎬ就会有一定的局限性ꎬ而机器学习方法不需要人工定义
规则ꎬ概括能力较强ꎬ能够应用于大规模的数据处理ꎬ同时可以对分析结果进行定量评价. 但是由于尚无
完善的旅游情感标注数据集ꎬ所以机器学习方法尚未在旅游文本情感分析中得到充分应用.
— ３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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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内容分析法中的简单词频统计分析相比ꎬ机器学习方法对旅游网络文本挖掘更加深入ꎬ能够发现文

本背后深层语义关联ꎬ也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体验感受. 但是旅游餐饮文本要素繁
杂ꎬ仅仅靠机器学习中的神经网络还无法进一步探寻影响游客对目的地餐饮体验背后的作用机制ꎬ因此还
需要借助注意力机制.

１.２.２

机器学习中注意力机制的研究应用

注意力机制在网络文本研究中ꎬ主要是将注意力机制和循环神经网络、卷积神经网络、双向门限循环

网络、双向长短时记忆网络结合ꎬ进行文本分类. 传统文本分类方法ꎬ可以归结为特征工程和分类器两个
部分ꎬ但是特征工程工作量较大ꎬ再加上近年来深度学习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表现优异ꎬ基于深度学习的
文本分类方法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除此之外ꎬ注意力机制在网络文本的特征提取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引入注意力机制ꎬ利用权重可视
化分析技术ꎬ可以更加直观地获取重要特征信息. 与此同时ꎬ基于注意力机制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在文本
特征提取目标任务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自注意力机制可以有效捕获文本内部的结构及依赖关系ꎬ进
行特征学习时提取到的特征含义将更加丰富ꎬ进一步对原始数据的特征信息进行更高层次的抽象ꎬ从而提
升模型性能ꎬ因此可以基于自注意力模型进行中文短文本情感分析.

２
２.１

研究模型建构
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工作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进行ꎬ本研究抓取了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的游记文本ꎬ并将其用文

档的形式ꎬ存储到本地文件夹. 去除重复的、文字较少、以图片为主的游记后ꎬ共得到 ６６８ 条游记. 因为本

研究属于监督训练模型ꎬ需要已经标注好的数据集ꎬ所以将 ３５１ 条游记文本作为训练集ꎬ并将其按照积极、
消极和中立的情感分类ꎬ进行手动标记ꎬ最后把剩余的 ３１７ 条游记文本作为测试集ꎬ即训练结束后用来测
试文本分类效果的文本集.

２.２

数据预处理
由于从携程、途牛、马蜂窝这三个旅游在线平台爬取的旅游文本中包含的数字、符号等无用信息会对

模型构建造成干扰ꎬ所以需对其文本预处理. 本研究首先用 Ｐｙｔｈｏｎ 的正则表达式进行文本去噪ꎬ然后进行
分词处理ꎬ使用 Ｐｙｔｈｏｎ 中的 ｊｉｅｂａ 分词包ꎬ将文本中的一句话划分为若干个相互不关联的词语. 中文分词
后ꎬ文本中出现的所有词语都会被划分ꎬ而有些没有实际意义的词会加大后续工作量ꎬ所以还需引入停用
词优化分词的实际效果.

２.３

模型建构
数据预处理之后ꎬ引入卷积神经网络作为本次的研究模型. 采用基于注意力机制的卷积神经网络ꎬ模

型有 ２ 条路径ꎬ每条路径配 １ 个注意力机制ꎬ两者在中间层会共享一些基础的特征语义表达ꎬ具体如图 １
所示. 此模型有 ２ 个通道:正 / 非正文本集合、负 / 非负文本集合.

图１
Ｆｉｇ １

— ３４ —

基于注意力机制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建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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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ꎬ选取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 中的“ Ｓｋｉｐ￣ｇｒａｍ” 模型. 尽管“ Ｓｋｉｐ￣ｇｒａｍ” 的训练时间相对“ ＣＢＯＷ” 模型较长ꎬ但

它在数据量较少或生僻词含量较多的情况下ꎬ会使经过多次调整得到的词向量具有更高的准确度ꎬ因此比
较适合餐饮文本.

然后ꎬ构建卷积神经网络模型. 第 １ 层是输入层ꎬ该层的任务是将词向量组成句子矩阵. 由于文本短

语义信息较少ꎬ因此在不同的输入层调用了 ２ 种不同方式训练的词向量ꎬ这种方式能够获取更多的语义信
息. 第 ２ 层是卷积层ꎬ该层的任务是对输入的矩阵通过卷积核进行卷积运算ꎬ一般会选择多种尺寸卷积核
对输入矩阵进行卷积运算ꎬ以便获取较多语义单元信息. 其特征计算公式如式(１) 所示:

∑

１:ｎ －ｈ ＋ １

ｃ ｉ ＝ ( Ｗ ×Ｔ ｉ:ｉ＋ｈ－１ ) ꎬ

(１)

式中ꎬＷ 为卷积核矩阵ꎬＴ ｉ:ｉ＋ｈ－１ 表示文本矩阵的第 ｉ 至 ｉ ＋ｈ － １ 行ꎬ输出的是 Ｃ( ( ｎ － ｈ ＋ １) × ｋ) 特征矩阵ꎬ如式
(２) 所示:

Ｃ ＝ ｆ( ( ｎ －ｈ ＋ １) ×ｋ ＋ｂ) ꎬ

(２)

式中ꎬｆ 为激活函数ꎬｆ( ｘ) ＝ ｍａｘ(０ꎬｘ) ꎬｂ 为偏置项. 第 ３ 层是池化层ꎬ该层的任务是以局部代表性元素代表
该区域特征达到特征降维的效果. 第 ４ 层是全连接层ꎬ该层的任务是将池化层输出的特征组合成最终的
特征向量. 将输入按照滤波器的顺序组合成特征向量ꎬ输出全连接至 ｓｏｆｔ￣ｍａｘ 决策层. 最后 １ 层是 ｓｏｆｔ￣ｍａｘ

层ꎬｓｏｆｔ￣ｍａｘ 是一个概率分类器ꎬ可以根据概率 Ｐ 进行类别分类. 该层的输入是全连接的特征向量ꎬ输出是
判断的类别ꎬ计算公式如式(３) 所示:

Ｐ ＝ ＳｏｆｔＭａｘ( Ｗ ｃ ｖ ＋ｂ ｃ ) .

(３)

最后ꎬ引入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机制. 数据源( Ｓｏｕｒｃｅ) 本质可以理解为由一系列的键值对<ＫｅｙꎬＶａｌｕｅ>组成ꎬ通过

给定目标查询元素 Ｑｕｅｒｙ 并计算 Ｑｕｅｒｙ 与各个键( Ｋｅｙ) 间的相关性或相似性ꎬ由此得到每个键( Ｋｅｙ) 对应
值( Ｖａｌｕｅ) 的权重系数ꎬ然后对所有值加权求和ꎬ即可得到注意力的数值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ꎬ计算可形式化表示为: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ＱｕｅｒｙꎬＳｏｕｒｃｅ) ＝

３

ｌｅｎ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ＱｕｅｒｙꎬＫｅｙ ｉ ) ×Ｖａｌｕｅ ｉ
∑
ｉ＝１

(４)

结果与讨论

３.１

保健因素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ꎬ保健因素由价格、区位交通和服务组成ꎬ具体结果如表 １ 所示. 本文首先将人工标记

的“ 负和非负” 的训练集通过卷积神经网络模型进行学习ꎬ然后对测试文本分类ꎬ分类效果如图 ２ 所示. 从
图 ２ 可以看出ꎬ训练集的准确率在不断上升ꎬ可以达到 ９７％的准确率ꎬ而验证集ꎬ即从训练集中随机抽取

２０％的文本组成的文本集ꎬ准确率也可以达到 ７０％左右ꎬ并且训练集的损失率是在不断降低( 见图 ３) .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保健因素

组成要素

价格

餐饮价格、人均消费

区位交通

地理位置、交通方式

服务

卫生环境、态度

图２
Ｆｉｇ ２

基于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机制的保健因素及组成要素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到的词汇及权重

价格 ０.１２５ ８ꎻ人均 ０.１０８ ２ꎻ贵 ０.０１９ ４

位置 ０.０８８ ６ꎻ地铁 ０.０３５ １ꎻ距离 ０.０２５ ９

卫生 ０.０５３ ０ꎻ新鲜 ０.０１８ １ꎻ干净 ０.０１６ ７ꎻ耐心 ０.００９ ８ꎻ筷子 ０.００８ ９ꎻ热情 ０.００７ ７ꎻ亲切 ０.００７ ５

图３

保健文本分类准确率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ｒａｔｅ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ｔｅｘ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 ３

保健文本分类损失率

Ｌｏｓｓ ｒａｔｅ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ｔｅｘ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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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将属于保健因素的文本融合在一起ꎬ引入注意力机制模型ꎬ选取权重排名前 ３２ 位的词汇ꎬ结合

表 １ 和图 ４ 可以看到ꎬ“ 价格” 的权重为 ０.１２５ ８ꎬ在所有的词汇中是最高的ꎬ“ 人均” 和“ 贵” 的权重分别为

０.１０８ ２ 和 ０.０１９ ４ꎬ并且“ 人均” 的权重在所有词汇的排序中位列第二ꎬ因此本文根据这 ３ 个词汇将其归为
餐饮价格和人均消费. 由于指向的都是和价格有关ꎬ所以第 １ 个保健因素就是价格. 从中可以看出ꎬ游客

在旅游的过程中比较在意的是经济因素ꎬ大家首先会去关注价格ꎬ追求性价比更高的餐饮店或者小吃店ꎬ
如果觉得实际花费和餐饮体验不匹配ꎬ或是价格比较贵ꎬ高于心理预期ꎬ就容易产生不满情绪. 从以下选
取的部分游记内容便可以得到佐证. 例如ꎬ游客在游记中写道:“ 其实就是四川钵钵鸡的做法ꎬ穿成一串串
卖ꎬ价格适中ꎬ但像我们这种食量还是很容易吃成一顿主食的预算的. ” “ 粉丝吃到嘴里很有弹性ꎬ里面的
鸭肠鸭血什么的也没有异味ꎬ应该洗得比较干净ꎬ现在是越来越贵ꎬ份量越来越少了. ”

“ 位置” 和“ 地铁” 的权重分别为 ０.０８８ ６ 和 ０.０３５ １ꎬ在所有词汇中位居前列ꎬ说明它们是餐饮保健因

素中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除此之外ꎬ权重为 ０.０２５ ９ 的“ 距离” 也是影响因素之一ꎬ说明游客会在意餐饮
店的地理位置是否优越、交通方式是否便捷ꎬ因此可以将区位交通归纳为第 ２ 个保健因素. 对于外地游客
来说ꎬ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ꎬ如果餐饮店的位置偏僻、距离地铁站较远ꎬ或是为了吃到心心念念的美食ꎬ但
由于距离太远ꎬ只能放弃计划ꎬ这样可能就会心生不满.

“ 卫生” 的权重较高ꎬ为 ０.０５３ ０ꎬ在所有的词汇中位列第四ꎬ还有“ 新鲜” “ 干净” “ 筷子” 词汇ꎬ权重分别

为 ０.０１８ １、０.０１６ ７、０.００８ ９ꎬ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ꎬ卫生环境是游客较为看重的ꎬ尤其是饮食的卫生状况ꎬ
例如菜品是否新鲜干净、碗筷消毒措施有没有做好. 另外ꎬ“ 耐心” “ 热情” 和“ 亲切” 反应的都是一种服务
态度ꎬ对于餐饮业来说ꎬ保持耐心、亲切、热情的服务态度ꎬ是每一个服务人员必须具备的ꎬ这些都是游客评
价餐饮店好坏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 而上述提到的卫生也是服务的一部分ꎬ所以将服务作为第 ３ 个保健
因素ꎬ服务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游客对餐饮店的意象感知和情感评价.

图４
Ｆｉｇ ４

３.２

保健因素被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到的前 ３２ 位词汇权重

Ｔｈｅ ｔｏｐ ３２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激励因素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ꎬ激励因素由口味、名气和文化环境组成ꎬ具体结果如表 ２ 所示. 本文首先将人工标记

的“ 正和非正” 的训练集通过卷积神经网络模型进行学习ꎬ然后对测试文本分类ꎬ分类效果如图 ５ 所示. 从
图 ５ 可以看出ꎬ训练集的准确率在不断上升ꎬ可以达到 ９８％的准确率ꎬ而验证集准确率也可以达到 ９０％左
右ꎬ并且训练集的损失率也是在不断降低( 见图 ６) .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激励因素

组成要素

口味

特色餐饮、人气餐饮

名气

网络评价、老字号

文化环境

格调、文化氛围

— ３６ —

基于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机制的激励因素及组成要素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到的词汇及权重

淮扬菜 ０.０９７ ０ꎻ火锅 ０.０９２ ２ꎻ农家乐 ０.０２３ ８ꎻ清真 ０.０１４ １ꎻ
烧烤 ０.００９ ３ꎻ自助餐 ０.００８ １

好评 ０.０３８ ９ꎻ名不虚传 ０.０１９ ０ꎻ老字号 ０.００８ ３ꎻ老店 ０.００７ ２ꎻ网红 ０.００７ ２
精致 ０.０４２ ５ꎻ独特 ０.０３９ ３ꎻ风格 ０.０３７ ２ꎻ民国 ０.０２５ ９ꎻ明清 ０.０１６ ４

张旭辉ꎬ等:城市旅游餐饮体验的注意力机制模型建构———基于机器学习的网络文本深度挖掘



图５
Ｆｉｇ ５

图６

激励文本分类准确率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ｒａｔｅ ｏｆ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ｘ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 ６

激励文本分类损失率

Ｌｏｓｓ ｒａｔｅ ｏｆ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ｘ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本研究将属于激励因素的文本融合在一起ꎬ引入注意力机制模型ꎬ选取权重排名前 ３２ 位的词汇. 结合

表 ２ 和图 ７ 可以看出ꎬ权重为 ０.０９７ ０ 的“淮扬菜” 在所有词汇中位列第二ꎬ“火锅” 以 ０.０９２ ２ 的权重紧随其
后ꎬ“农家乐”的权重 ０.０２３ ８ 也较高ꎬ“清真”“烧烤”“自助餐”的权重分别为 ０.０１４ １、０.００９ ３、０.００８ １. 对于众
多旅游者来说ꎬ如果到了一个具有特色的城市ꎬ却没有品尝当地的美味ꎬ就如同没有去过一样. 当游客领略过
南京古城的文化之后ꎬ紧接着就是对南京当地的美食的探索. 在南京可以品尝到正宗的淮扬菜ꎬ体验农家乐
餐厅及清真餐厅ꎬ这些特色餐饮会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 而对于有的游客来说ꎬ吃到火锅、烧烤、自助餐这样
的人气餐饮就心满意足ꎬ获得了超出期望的餐饮体验ꎬ产生积极情绪. 所以本文将特色餐饮和人气餐饮归纳
为口味ꎬ作为第 １ 个激励因素.

文本将“ 名气” 归为第 ２ 个激励因素. 从结果来看ꎬ权重为 ０.０３８ ９ 的“ 好评” 、０.０１９ ０ 的“ 名不虚传” 及

０.００７ ２ 的“ 网红” 指向的是网络评价.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ꎬ人们喜欢将餐饮体验发布到线上平台ꎬ这
将成为还未前去“ 打卡” 的人们的重要参考标准. 评论内容的好评越多ꎬ就越容易被青睐ꎬ这正是游记中
“南京小吃ꎬ中国四大小吃之一ꎬ位列之首. 盐水鸭、麻辣小龙虾、鸭血粉丝汤等特色美食颇受大众的好评”

的体现. 除此之外ꎬ网红餐饮店对于增加游客满意度也会额外加分ꎬ就像游记中描述的“ 老门东网红小吃
都聚在一起ꎬ在 Ｌ 型的巷子里ꎬ门前都排队好长. 老公费了好大的功夫帮我买了:小郑烧饼所有口味都来
一个、蓝老大糖粥、 梅花糕、 黄勤记凉粉、 小鱼锅贴、 肉 燕 等 等” . 另 外ꎬ 权 重 为 ０. ００８ ３ 的 “ 老 字 号” 和

０.００７ ２ 的“ 老店” 也是影响因素之一ꎬ因为一些标有“ 老字号” 的传统老店ꎬ也会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

“精致” 的权重为 ０.０４２ ５ꎬ位列第五ꎬ“ 独特” “ 风格” “ 民国” 分别以 ０.０３９ ３、０.０３７ ２、０.０２５ ９ 的权重紧

随其后. 餐饮店的格调和文化氛围会给游客带来意外之喜ꎬ产生积极情绪. 菜品好吃固然重要ꎬ餐饮店的
装潢和风格同样不容忽视. 如果餐饮店装潢很精致ꎬ就很容易让游客产生积极情绪. 除此之外ꎬ权重为

０.０１６ ４ 的“ 明清” 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ꎬ明清文化氛围在餐饮店建筑风格中的体现ꎬ将会给每一位外
地游客对文化底蕴深厚、历史和现代化并存的南京留下深刻印象. 综上所述ꎬ本文将文化环境归为第 ３ 个
激励因素.

图７
Ｆｉｇ ７

４

激励因素被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到的前 ３２ 位词汇权重

Ｔｈｅ ｔｏｐ ３２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结论
(１) 本研究通过构建双因素机制模型ꎬ将游客对旅游餐饮的体验情感分为积极、中立、消极三个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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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ꎬ由此发现由负、非负组成的保健因素和正、非正组成的激励因素两个层面ꎬ突破了“ 二元对立” 传统
情感分析思路ꎬ发现了不同层级下的影响体验元素及其影响机制.

(２) 本研究使用的基于注意力机制的机器学习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ꎬ可以较好地展现文本背后的深

层语义和内在隐含关联ꎬ发现保健因素由价格、区位交通和服务构成ꎻ激励因素由口味、名气和文化环境
构成.

(３) 借助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机制ꎬ本文根据要素的权重大小进行排序ꎬ发现价格是保健因素中平均权重最高的

因素ꎬ之后是区位交通和服务ꎻ口味是激励因素中平均权重最高的因素ꎬ之后是名气和文化环境. 通过优
先解决权重较高的要素ꎬ可以更全面和更有针对性地为城市旅游地餐饮管理提供实用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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