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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决策树探讨中国当代大学生情感素质下属各情感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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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决策树探讨中国当代大学生
情感素质下属各情感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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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念劬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上海，200234）
摘 要 为深入了解大学生情感素质及其下属情感的相互关系，本文在已有全国大学生情感素质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决策树算法对
大学生的情感素质及其下属情感（道德情感、生活情感、情绪智力）进行预测分类。结果表明：(1) 决策树可以有效地对大学生情
感素质下属各情感进行预测分类；(2) 按属性重要性提取规则，道德情感对情感素质影响最大，生活情感次之；责任感对道德情感
影响较大；自强感对生活情感有较强影响；理解他人情绪能力对情绪智力的影响较大。
关键词 决策树 C4.5 算法 大学生 情感素质

１

引言

策树对来华大学生的适应性进行了研究（王冬燕，

情感素质，就是个体在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下

钱锦昕，余嘉元，2012）；还有人使用决策树技术

经实践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基本的与人生各阶段

对留学生的生理学成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姚

的发展相应的、积极的情感心理特征（卢家楣等 ,

璐等，2015）。决策树算法原理以及对生成的规则

2009）。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对大学生的情感素质进

比较容易理解，有利于教育工作者做出规划和决策。

行了大规模调查，并用回归的方式分析了影响大学

另外对于大学生而言，属性变量一般比较固定，所

生情感素质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大学生情感素

建立的决策树比较稳定，不需要实时改变，这就有

质包含 2 层面 6 大类 33 种情感，其中道德、生活情

利于决策树算法在大学生情感素质中的应用。

感发展水平较高，而人际、审美、理智情感和情绪

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将数据集分为样本集和

智力等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人际关系、舆论关注、

检验集，把样本集作为数据源利用 Weka 生成决策

核心价值观认同度、自我要求、教养方式等因素会

树模型，并使用检验集对生成的决策树进行评估检

影响大学生情感素质的发展（卢家楣等 , 2017）。

验。主要研究目的：(1) 探讨决策树分类算法对中国

已有研究并未探讨情感素质内在结构之间的相互关

当代大学生情感素质能否进行有效的预测分类，并

系。为此，本文试图把数据挖掘技术引入我国当代

且提取分类规则；(2) 探讨情感素质下属各情感对情

大学生情感素质分析中来，通过数据挖掘算法对大

感素质的影响程度。

学生的情感素质进行预测分类，以冀为教育者培养
大学生的情感素质提供科学依据。
决策树 ( 杨学兵 , 张俊 , 2007；朱绍文等 , 2000)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是用于分类和预测的主要技术，它着眼于从一组无

本文的数据集来自《中国大学生情感素质问卷》

规则的数据中推理出决策树表示形式的分类规则，

对全国经济发达、较发达和欠发达 3 类地区 14 座

采用自顶向下的递归方式，在决策树的内部节点进

城市 100 所大学的 11982 大学生 ( 以有效问卷为准 )

行属性值的比较，并根据不同属性判断从该节点向

进行的大规模调查（卢家楣等 , 2017）。其中男生

下分支，在决策树的叶节点得到结论。决策树在教

5719 人，女生 6263 人；本科学校 7357 人，专科学

育心理学上已经有所应用，有人在大学生心理健康

校 4625 人。年龄主要集中在 18~23 岁。

评测中应用决策树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进行预测分

调查研究证实大学生的情感素质主要包括 2 个

析（吴小刚，周萍，彭文惠，2011）；有人利用决

层面 6 大类 33 种具体情感。这里 2 个层面是指本体

*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当代青年情感素质的现状、问题和对策研究”
（13JZD048）的资助，是其成果之一。
** 通讯作者：卢家楣。E-mail: lujiamei@vip.163.com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17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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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本体性情感组成

性层面和操作性层面。本体性层面指个体所具有的情
感本身，包含五大类：道德情感、理智情感、人际情

则该样本集的信息熵 (Entropy) 为
Entropy(S)=-

(1)

感、生活情感和审美情感，每大类又包含若干具体情
感（见表 1）；操作性层面是指个体对情感的操作能力，
即情绪智力，包含四个具体的情感能力：理解他人情
绪的能力、调控他人情绪的能力、表达自己的情绪的
能力、调控自己情绪的能力（卢家楣等，2017）。
２.２ 决策树及 C４.５ 算法
决策树 (decision tree) 是数据挖掘中数据分类的
一种有监督的分类算法，通过学习样本集建立分类
函数或者分类模型，该函数或分类模型能够将数据
记录映射到某个类别，
从而可以用于数据预测分类。
决策树由决策节点、分支和叶子组成，以树型结构
( 二叉树或多分支树 ) 表示最终分类结果。树中每个
节点表示分析对象的某个属性，每个分支表示这个
属性的某个可能的取值，因此，从根节点到叶节点
就对应着一条合理规则，整棵树就对应着一组表达
式规则。规则通常以 if-then（如果 - 那么）的形式描述，
从决策树的根节点开始沿着一条路径所形成的属性
与属性值的合取项就构成了 if 部分，叶子节点所标
记的类别就构成了规则的 then 部分，即规则的结论。
通过构造决策树模型，提取有价值的分类规则，帮
助决策者做出准确的预测已经应用在很多领域。
目前国内外使用比较多的决策树算法是 C4.5

(1) 式 中 num=(Ci , S ) 表 示 样 本 集 S 中 属 于 类

Ci 的 样 本 数 目，|S | 表 示 样 本 集 S 的 样 本 总 数，
Entropy(S) 表示样本的纯度。
根据定义信息增益表示为使用特征属性分割样
本集而导致的期望熵值的降低，假设特征属性为 A，
样本集为 S，则信息增益表示为
（2）
Values(A ) 表示特征属性 A 所有可能值的集合，

S (V ) 是样本集 S 中特征属性值为 V 的子集。C4.5 算
法引入了分裂信息和信息增益率的概念，通过信息
增益和分裂信息两个指标计算出信息增益率。其中
分裂信息是用来衡量特征属性分裂数据的覆盖性和
均匀性，因此分裂信息实际上表示的是样本集 S 关
于特征属性 A 各个取值的熵，有公式：
（3）
S1 到 SC 中的 C 个值是特征属性 A 分割样本集
S 得到的 C 个样本子集，由上得到的信息增益率为
GainRation(S, A)=
（4）
信息增益率为分支产生的有用信息的比率，所
以信息增益率越大，包含的有用信息越多。
２.３ 数据处理

（Quinlan, 1993）。 它 是 基 于 ID3 算 法（Quinlan,

在数据挖掘的环节中，数据的预处理（刘明吉 ,

1986）的改进，即继承了 ID3 算法的优点，并做了

王秀峰 , 黄亚楼 , 2000; García, Luengo, & Herrera, 2015）

以下四点的改进：(1) 用信息增益率来选择属性，克

非常重要，没有高质量的数据，就没有高质量的挖掘

服了用信息增益选择属性时偏向取值多的属性的不

结果。数据预处理包括数据清洗、数据集成、数据变

足；(2) 在树构造过程中进行剪枝；(3) 完成对连续

换、数据规约等。首先把数据存储在 MySQL 数据库中，

属性的离散化处理；(4) 对不完整数据进行处理。

然后对属性数据的缺失值、错误值进行填补与修改。

C4.5 算法采用从上到下尽可能搜索决策树空间，

对于数据集中属性是连续型的数据，若存在缺失值则

不断回答
“哪一个特征属性会作为根结点”
这个问题，

用平均值来填补；对于数据集中属性是离散型的数据，

从而不断选择分类能力最好的特征属性作为根结点

若缺失则用出现频率最高的属性值填补。

迭代下去，每一个可能的特征属性的取值产生一个

《中国大学生情感素质问卷》包含道德情感、

分支，并将训练样本排到可能的分支下面，重复整

理智情感、审美情感、生活情感、人际情感、情

个过程，直到覆盖整个特征属性的取值。

绪智力 6 个分问卷。除情绪智力问卷外，均采用

假设样本集为 S，样本类别标号为，Ci = 1......n ，

Likert 6 点量表计分法，6 个等级依次为：1 表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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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2 表示有“有点符合”、3 表示“较符合”、

将 6 个分问卷的实际得分转换成 10 分制，文中所有

4 表示“较多符合”、5 表示“大多符合”、6 表示

数据都按 10 分制计分。本文用各个具体情感的项目

“完全符合”；情绪智力问卷采用 1 ～ 5 分的评分制，

平均分作为每一个因子的得分。基于此计分标准，

评分越高越好。为使各分卷的数据便于统一处理，

把各个具体情感依据得分情况分成五个等级（见表

表 ２ 情感等级划分标准

2）：“差”、“较差”、“一般”、“良好”和“优
秀”。六类情感中每类情感的得分以具体情感得分
和的均值计算，情感素质的得分由 33 个具体情感的
得分和的均值得到，并且把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划分
为 5 个等级（见表 2）。
利用 Weka 作为数据挖掘的工具，C4.5 算法在

If 道德情感 =“一般” and 生活情感 =“良好”
and 理智情感 =“差” then 情感素质 =“一般”；
If 道德情感 =“优秀” and 生活情感 =“良好”
then 情感素质 =“优秀”；
If 道德情感 =“优秀” and 生活情感 =“较差”
and 理智情感 =“一般” then 情感素质 =“良好”；

Weka 中名为 J48。随机选取 80% 的数据即 9586 条数

……

据作为样本集构建决策树，剩下 20% 的数据即 2396

规则分析：

条数据作为检验集来评估此次决策分类的效果。

由图 1 所得的规则可做如下分析预测：按属性
重要性提取规则，6 大类情感中道德情感和生活情

３ 研究结果

感位于决策树的一二两层，对情感素质的影响相对

３.１ 道德情感对情感素质的影响最大，生活情感次之

于其它因子较大。
当道德情感和生活情感都为
“较差”

首先以道德情感、理智情感、人际情感、生活

时，情感素质表现出“较差”；当道德情感为“优秀”

情感、审美情感和情绪智力 6 大类情感作为输入，

并且生活情感为“良好”时，情感素质表现为“优秀”
；

情感素质为输出，建立的决策树如图 1 所示（由于

当道德情感为“较差”并且生活情感为“优秀”时，

生成的决策树较大，文中给出的所有决策树模型都

情感素质不会很高，表现出“一般”的水平；而当

是选取较优的一部分）。

道德情感为“优秀”，生活情感为“较差”，理智
情感为“一般”时，情感素质也不会很低，表现出“良
好”的水平。由此可见，道德情感对情感素质的影
响最大，生活情感对情感素质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３.２ 责任感对道德情感的影响较大
由 3.1 结论可知，道德情感对情感素质的影响最
大，再以道德情感为分类属性，分析道德情感的下属
情感对道德情感的分类预测情况，决策树如图 2 所示。

图１

以情感素质为分类目标的决策树

由图 1 所提取的规则如下：
If 道德情感 =“较差” and 生活情感 =“较差”
then 情感素质 =“较差”；
If 道德情感 =“较差” and 生活情感 =“优秀”
then 情感素质 =“一般”；
If 道德情感 =“一般” and 生活情感 =“一般”
then 情感素质 =“一般”；

图２

以道德情感为分类目标的决策树

提取分类规则：
If 责任感 =“较差” and 公平感 =“较差” then
道德情感 =“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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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责任感 =“较差” and 公平感 =“优秀” then
道德情感 =“一般”；
If 责任感 =“一般” and 公平感 =“差” and 公
益感 =“一般” then 道德情感 =“较差”；
If 责任感 =“一般” and 公平感 =“差” and 公
益感 =“优秀” then 道德情感 =“一般”；
If 责任感 =“优秀” and 奉献感 =“较差” and
公平感 =“较差” then 道德情感 =“一般”；
If 责任感 =“优秀” and 奉献感 =“优秀” 公平
感 =“差” then 道德情感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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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自强感 =“良好” and 自尊感 =“较差” then
生活情感 =“一般”;
If 自强感 =“良好” and 自尊感 =“一般” and
乐观感 =“较差” then 生活情感 =”良好”;
If 自强感 =“良好” and 自尊感 =“一般” and
乐观感 =“良好”and 珍爱感 =“差”then 生活情感 =”
一般”;
If 自强感 =“优秀” and 乐观感 =“优秀” then
生活情感 =“优秀”;
……

……

规则分析：

规则分析：

由图 3 所得的规则可知：自强感对情感素质的

从图 2 所得的规则中可知：责任感对道德情感

影响相对于其他因子较大。当自强感为“差”时，

的影响较大，公平感、奉献感次之。责任感为“较差”

不论其他情感表现如何，
生活情感不会表现的很好。

时，公平感对道德情感具有一定的决定性作用，当

如当自强感为“差”，自尊感为“良好”时，乐观

公平感为“差”或者“较差”，道德情感为“较差”，

感为“一般”，生活情感表现出“较差”的等级，

当公平感为“优秀”，道德情感为“一般”，但是

即使乐观感为“优秀”，生活情感也表现出“一般”；

由于受责任感“较差”的影响，道德情感都不会很高；

同样当自强感为“良好”或“优秀”时，生活情感

责任感为“优秀”时，奉献感和公平感都为“较差”

也不会表现的很差。当自强感为“良好”，自尊感

时，道德情感也不会太差，表现出“一般”水平。

为“较差”，生活情感也不会很差，表现出“一般”

３.３ 自强感对生活情感的影响较大

水平；当自强感为“优秀”，乐观感也为“优秀”时，

由 3.1 建立的决策树可看出，生活情感对情感
素质的影响次之，自强感、自立感、自尊感、珍爱感、
幸福感、乐观感分别作为输入属性，生活情感作为
输出属性，建立决策树（见图 3）。

则可以预测生活情感为“优秀”。
３.４ 理解他人情绪能力对情绪智力的影响较大
对情感素质的操作性层面即情绪智力建立决策
树，以理解他人情绪能力、调控他人的情绪能力、
表达自己的情绪能力、调控自己的情绪能力作为决
策树的输入属性，情绪智力为输出属性。决策树模
型如图 4 所示。

图３

以生活情感为分类目标构建决策树

提取规则如下：
If 自强感 =“差” and 自尊感 =“较差” then 生
活情感 =“较差”;
If 自强感 =“差” and 自尊感 =“良好” and 乐
观感 =“一般” then 生活情感 =“较差”;
If 自强感 =“差” and 自尊感 =“良好” and 乐
观感 =“优秀” then 生活情感 =“一般”;

图４

以情绪智力为分类目标构建决策树

提取规则如下：
If 理解他人情绪 =“较差” and 调控他人情绪
=“较差” and 调控自己情绪 =“一般” then 情绪智
力 =“较差”;
If 理解他人情绪 =“较差” and 调控他人情绪
=“较差” and 调控自己情绪 =”优秀” then 情绪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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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分析：

If 理解他人情绪 =“一般” and 表达自己情绪
=“优秀” then 生活情感 =“一般”;

从生成的决策树模型和提取的规则可知，理解
他人情绪对整体的情感智力的影响较大，调控他人

If 理解他人情绪 =“一般” and 表达自己情绪

和表达自己的情绪次之。在理解他人情绪和调控他

=“较差” and 调控自己情绪 =“优秀” then 情绪智

人情绪为“较差”水平及以下，可以预测其情绪智

力 =“一般”;

力不会很高，表现出一般及以下水平；当理解他人

If 理解他人情绪 =“优秀” and 表达自己情绪

情绪为“优秀”时，情绪智力的表现也不会低，表

=“较差” and 调控他人情绪 =“较差” then 情绪智

现出一般及以上水平。

力 =“良好”;

３.５ 模型评估

If 理解他人情绪 =“优秀” and 表达自己情绪

建立的决策树模型可信度如何，需要使用检验

=“良好” and 调控自己情绪 =“差” then 情绪智力

集对其检验测试，即利用以上生成的决策树模型对

=“良好”;

新的没有经过分类的数据进行预测分类。这里使用

……

分类正确率来评估，使用检验集作为数据源，利用
表 ３ 分类的正确率

图 1、图 2、图 3、图 4 的决策树分别对检验集进行

最大因素。自强感是指克服困难，积极进取以求获得

分类，得到分类的正确率（表 3）。

自我发展的情感。从责任感和自强感的定义，我们

从表 3 可以看出建立的决策树模型对测试检验

不难看出这两个情感都体现了个体积极向上、自我

集的分类正确都在 86% 以上，具有良好的可信度。

完善的内部动机。而这种强烈的内部动机会泛化到

因此认为，在当代中国大学生情感素质下属各情感

生活的方方面面，促进其它情感的发展，进而表现

的分类预测中，
可以使用决策树对其进行预测分类，

出对道德、生活情感乃至总体情感素质的有效预测。

且分类效果较好。

４ 讨论

此外，情绪智力决策树还表明理解他人情绪的
能力能有效预测大学生的情绪智力。善于理解他人
情绪的个体既体现了对情绪的敏感度又体现了对情

上述研究表明，决策树能够有效地对大学生情感

绪的准确认知能力。这有助于个体在情绪调控和情

素质及其下属各情感进行预测分类。首先，它不要求

绪的适应性表达中有良好的表现，从而拥有更高的

数据之间的线性关系以及分布状况，且能够同时处

情绪智力。

理数据型和常规型属性，对数据的要求比较低。其次，

总之，对于在校大学生而言，想要培养他们的

对缺失值不敏感，可以处理不相关特征数据，在相

情感素质，教育工作者可以有针对性的培养其道德

对短的时间内能够对大型数据源做出可行且效果良

情感和生活情感，而提高道德情感和生活情感又可

好的结果。最后决策树得出的树形结构规则简单容

以重点关注道德情感中的责任感和生活情感中的自

易理解，不需要相关领域的知识就能够很好的理解。

强感的培养；对情绪智力的培养则应以理解他人情

通过建立的决策树模型和提取的规则可以发现，
道德情感和生活情感可以有效地预测大学生的总体
情感素质。其中，道德情感指个体根据一定的社会
道德规范评价自己和他人行为时产生的一种内心体
验；生活情感指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生活进行

绪的能力培养为重。

５ 结论
（1）决策树可以有效地对大学生情感素质下属
的各情感进行预测分类，且分类效果较好；

评价时产生的一种内心体验。通过道德情感决策树，

（2）按着属性重要性提取规则，道德情感对情

我们发现责任感是预测道德情感的最大因素。责任

感素质的影响最大，生活情感次之；责任感对道德

感是指对自己份内的事勇于承担并尽力完成的情感。

情感的影响较大；自强感对生活情感有着较强的影

而生活情感决策树则表明自强感是预测生活情感的

响；理解他人情绪能力对情绪智力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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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Decision Tree to Explore the Interrelations of
Affective Diatheses in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Miao Lianfen, Lu Jiamei, Wu Haitao, Huang Jifeng, Chen Nianqu
（Shanghai Norn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Affective diathesis refers to the individual’s emotional psychological quality. The college students’ affective diathesis questionnaire has
six sub-questionnaires including thirty-three different kinds of affects. A large-scale investigation on the affective diathesis was administered to
11982 college students involving 100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14 major cities. With the purpose of more convenient,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affective diathesis of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used the decision tree algorithm to predict the affective diathesi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ir
subordinate affections based on the research above.
Decision tree is a 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 for data classification in the field of data mining. Through the approach of creating a classification
function or classification model by learning the sample set, the function or classification model can map data records to one category, which can be
used for the prediction of data classification. The decision tree consists of decision nodes (also called root nodes), branches (approach decision), and
leaves (finally result), making themselves into a tree structure, which represents the final classification result (each approach represent one kind of
result). In the present study, each node in the tree represents a property of the analysis object such as moral affectivity, self-improvement affectivity and
so on. More over, each branch represents a possible value for this attribute. Therefore, the approach from the root node to the leaf node corresponds
to a reasonable rule. These rules are usually described in the form of If-the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attribute and the value of attribute formed along
the path from the root node of the decision tree constitutes the part that represents “if”, then the category marked by the leaf node forms the “then”
part of the rule, which draw the conclusion of the rule. The specific affectivity and various affectivities based on the score it has got is divided into five
grades, which from bad to good is "worse", "poor", "general", "good", "excellent". Actually, the data set is divided into a sample set and a test set, and
the software called Weka can generate a decision tree model by using the sample set as a data source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ributes. At
the same time Weka uses the test set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generated decision tree is suitable for the fact that the result of classification matches the
expected. This paper established the decision tree model for affective diathesis, including moral affectivity, life affectivity and affective intelligence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1) Decision tree can effectively predict the affective diathesis of college students as well as their subordinate affectivity, and could
achieve a better classification effect than that before. (2) According to the extraction rule of attribute importance, the moral affectivity has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the affective diathesis than the other, and the life affectivity follows; The responsibility affectivity has a quite impact on moral affectivity
to some degree; Self-improvement affectivity has a stronger influence on the emotional affectivity than many other affectivity; Finally, The capability
of understanding others’ affectivity has a quite impact on affective intelligence.
In short,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cultivate their affective diathesis, educators can target cultivating their moral feelings and emotional life. And to
improve moral affection and life affection, we can focus on responsibility and self-improvement affections respectively. To develop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he most important ability was the ability of understanding others’ emotion.
Key words decision tree, C4.5 algorithm, college students, affective diathes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