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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用户画像的方法及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获取用户画像的方法及系

统，其中，方法包括，获取用户的当前对话输入，

并挖掘当前对话输入中与用户画像相关的相关

信息；对相关信息按照预先设定的分类标准进行

类别划分；根据相关信息的类别确定画像信息提

取方式；根据画像信息提取方式对当前对话输入

进行画像信息提取，并按图谱存储方式进行存

储，以获取用户画像。本发明提供的获取用户画

像的方法及系统，在获取用户的当前对话输入

后，挖掘当前对话输入中与用户画像相关的相关

信息，并根据预先建立的分类标准，对相关信息

进行分类，并依据相关信息的类别，对画像信息

提取方式进行判断，以采用恰当的提取方式对当

前对话输入进行画像信息提取，以实现获取更加

实时准确的用户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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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获取用户画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步骤S1：获取用户的当前对话输入，并挖掘所述当前对话输入中的与用户画像相关的

相关信息；

步骤S2：对所述相关信息按照预先设定的分类标准进行类别划分；

步骤S3：根据所述相关信息的类别确定画像信息提取方式；所述画像信息提取方式包

括，离线提取方式和在线提取方式；

步骤S4：根据所述画像信息提取方式对所述当前对话输入进行画像信息提取，并按图

谱存储方式进行存储，以获取用户画像；

所述分类标准包括，易变性分类标准和显隐性分类标准；

其中，所述易变性分类标准将所述相关信息分为三类，长期信息，中期信息，短期信息；

所述显隐性分类标准将所述相关信息分为二类，显式表达信息，隐式表达信息；

所述根据所述相关信息的类别确定画像信息提取方式，具体包括，

在所述相关信息的类别为显式表达信息且为短期信息时，采用在线提取方式；

在所述相关信息的类别为显式表达信息且为中期信息，且所述相关信息的权重高于预

设阈值时，采用在线提取方式；

在所述相关信息的类别为显式表达信息且为中期信息，且所述相关信息的权重低于预

设阈值时，采用离线提取方式；

在所述相关信息的类别为显式表达信息且为长期信息，且所述相关信息的权重高于预

设阈值时，采用在线提取方式；

在所述相关信息的类别为显式表达信息且为长期信息，且所述相关信息的权重低于预

设阈值时，采用离线提取方式；

在所述相关信息的类别为隐式表达信息时，采用离线提取方式，对于隐式表达信息，采

用的是离线提取方式进行画像信息的提取，且该画像信息的提取会根据挖掘周期来对相关

信息进行评估；

其中，所述相关信息的权重为根据所述相关信息对用户画像的影响程度预先设定的

值。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获取用户画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图谱存储方式包括，

属性，三元组，标签。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获取用户画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述画像信息提

取方式对所述当前对话输入进行画像信息提取，并按图谱存储方式进行存储，具体包括，

在所述画像信息提取方式为在线提取时，对所述当前对话输入进行画像信息提取，并

按图谱存储方式进行存储；

在所述画像信息提取方式为离线提取时，根据所述相关信息的预设挖掘周期对所述当

前对话输入进行画像信息提取，并按图谱存储方式进行存储。

4.一种获取用户画像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用户画像相关信息挖掘模块：用于获取用户的当前对话输入，并挖掘所述当前对话输

入中的与用户画像相关的相关信息；

信息分类模块：用于对所述相关信息按照预先设定的分类标准进行类别划分；

提取方式确定模块：用于根据所述相关信息的类别确定画像信息提取方式；所述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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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提取方式包括，离线提取方式和在线提取方式；

用户画像获取模块：用于根据所述画像信息提取方式对所述当前对话输入进行画像信

息提取，并按图谱存储方式进行存储，以获取用户画像；

所述分类标准包括，易变性分类标准和显隐性分类标准；

其中，所述易变性分类标准将所述相关信息分为三类，长期信息，中期信息，短期信息；

所述显隐性分类标准将所述相关信息分为二类，显式表达信息，隐式表达信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获取用户画像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图谱存储方式包括，

属性，三元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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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用户画像的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计算机处理技术，尤其涉及一种获取用户画像的方法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在人机对话系统中，对话系统获取用户画像(例如，喜好，星座，性别等用户信息)

的详细程度反映了该对话系统对用户的了解程度。随着对话系统对用户画像逐渐深入的了

解，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人机对话，最终加深用户和对话系统之间的信任程度，并建立人机

之间的情感纽带，例如，用户以前表达过“我喜欢吃川菜”，人机对话系统将用户的此喜好记

录下来，某一天用户问：附近有什么好吃的餐馆，人机对话系统就可以更有针对性地给用户

推荐附近评分较好的川菜馆。

[0003] 现有的用户画像提取系统大体上分为三种：在线提取系统，离线提取系统，混合提

取系统(即，离线方式与在线方式相结合的提取系统)。

[0004] 用户画像在线提取系统为：在人机聊天过程中，实时处理和用户聊天的内容，提取

用户画像的信息。但是，在线提取系统需要对用户的每一句话进行实时分析，对系统的处理

压力较大。而且随着记录的用户信息越来越多，出于对时效性的考虑，往往不会结合多天的

聊天内容进行信息提取，而导致许多持续性信息的遗漏。

[0005] 用户画像离线提取系统为：先存储人机聊天的内容，然后离线挖掘出用户的信息，

以补全用户画像。但是，用户画像离线提取系统的实时性不如在线提取系统，且对于易变的

用户信息处理往往不及时，导致答非所问等情况。让用户感觉对话系统很笨，不够智能。

[0006] 用户画像混合提取系统为：结合在线提取和离线提取两种方法对用户画像进行提

取。但是，现有的混合提取系统在对用户信息进行提取时，往往对在线提取和离线提取没有

明确的切分标准，导致离线和在线提取的界限不清晰。要么，导致在线提取压力较大，要么，

导致信息获取不及时，答非所问。而记录过时、错误的用户信息在某些时候比不记录用户此

项信息带来的危害要更大。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获取用户画像的方法及系统，对聊天内容中

的与用户画像相关的相关信息建立分类标准，并依据分类标准对相关信息进行分类，从而

根据相关信息的类别，判断出合适的画像信息提取方式，对画像信息进行提取，以实现获取

更加实时准确的用户画像。

[0008]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是：

[0009] 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获取用户画像的方法，包括，获取用户的当前对话输入，

并挖掘当前对话输入中的与用户画像相关的相关信息；对相关信息按照预先设定的分类标

准进行类别划分；根据相关信息的类别确定画像信息提取方式；根据画像信息提取方式对

当前对话输入进行画像信息提取，并按图谱存储方式进行存储，以获取用户画像。

[0010] 进一步地，图谱存储方式包括，属性，三元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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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地，画像信息提取方式包括，离线提取方式和在线提取方式。

[0012] 进一步地，分类标准包括，易变性分类标准和显隐性分类标准；其中，易变性分类

标准将相关信息分为三类，长期信息，中期信息，短期信息；显隐性分类标准将相关信息分

为二类，显式表达信息，隐式表达信息。

[0013] 进一步地，根据相关信息的类别确定画像信息提取方式，具体包括，在相关信息的

类别为显式表达信息且为短期信息时，采用在线提取方式；在相关信息的类别为显式表达

信息且为中期信息，且相关信息的权重高于预设阈值时，采用在线提取方式；在相关信息的

类别为显式表达信息且为中期信息，且相关信息的权重低于预设阈值时，采用离线提取方

式；在相关信息的类别为显式表达信息且为长期信息，且相关信息的权重高于预设阈值时，

采用在线提取方式；在相关信息的类别为显式表达信息且为长期信息，且相关信息的权重

低于预设阈值时，采用离线提取方式；在相关信息的类别为隐式表达信息时，采用离线提取

方式；其中，相关信息的权重为根据相关信息对用户画像的影响程度预先设定的值。

[0014] 进一步地，根据画像信息提取方式对当前对话输入进行画像信息提取，并按图谱

存储方式进行存储，具体包括，在画像信息提取方式为在线提取时，对当前对话输入进行画

像信息提取，并按图谱存储方式进行存储；在画像信息提取方式为离线提取时，根据相关信

息的预设挖掘周期对当前对话输入进行画像信息提取，并按图谱存储方式进行存储。

[0015] 另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获取用户画像的系统，包括，

[0016] 用户画像相关信息挖掘模块：用于获取用户的当前对话输入，并挖掘当前对话输

入中的与用户画像相关的相关信息；信息分类模块：用于对相关信息按照预先设定的分类

标准进行类别划分；提取方式确定模块：用于根据相关信息的类别确定画像信息提取方式；

用户画像获取模块：用于根据画像信息提取方式对当前对话输入进行画像信息提取，并按

图谱存储方式进行存储，以获取用户画像。

[0017] 进一步地，图谱存储方式包括，属性，三元组，标签。

[0018] 进一步地，画像信息提取方式包括，离线提取方式和在线提取方式。

[0019] 进一步地，分类标准包括，易变性分类标准和显隐性分类标准；其中，易变性分类

标准将相关信息分为三类，长期信息，中期信息，短期信息；显隐性分类标准将相关信息分

为二类，显式表达信息，隐式表达信息。

[0020] 本发明提供的获取用户画像的方法及系统，在获取用户的当前对话输入后，挖掘

当前对话输入中的与用户画像相关的相关信息，并根据预先建立的分类标准，对相关信息

进行分类，并依据相关信息的不同类别，对画像信息提取方式进行判断，以采用恰当的提取

方式对当前对话输入进行画像信息提取，以实现获取更加实时准确的用户画像。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获取用户画像的方法的流程图；

[0022] 图2是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获取用户画像的系统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通过具体的实施例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但是，应当理解为，这些实施例仅仅是

用于更详细具体地说明之用，而不应理解为用于以任何形式限制本发明。

说　明　书 2/5 页

5

CN 106599060 B

5



[0024] 实施例一

[0025] 结合图1，本实施例提供的获取用户画像的方法，包括，

[0026] 步骤S1：获取用户的当前对话输入，并挖掘当前对话输入中的与用户画像相关的

相关信息；

[0027] 步骤S2：对相关信息按照预先设定的分类标准进行类别划分；

[0028] 步骤S3：根据相关信息的类别确定画像信息提取方式；

[0029] 步骤S4：根据画像信息提取方式对当前对话输入进行画像信息提取，并按图谱存

储方式进行存储，以获取用户画像。

[0030]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获取用户画像的方法，在获取用户的当前对话输入后，挖掘

当前对话输入中的与用户画像相关的相关信息，并根据预先建立的分类标准，对相关信息

进行分类，并依据相关信息的不同类别，对画像信息提取方式进行判断，以采用恰当的提取

方式对当前对话输入进行画像信息提取，以实现获取更加实时准确的用户画像。

[0031] 优选地，图谱存储方式包括，属性，三元组，标签。

[0032] 本实施例中，一个属性对应一个值，例如，用户的性别，年龄。一个用户可以具有多

个标签，例如，用户是天气关注者，用户是体育爱好者。三元组的存储结构为<Userid，

relation，entity>，其中，Userid为用户的唯一标示，一个用户可以对应多个relation，一

个relation可以对应多个entity。例如，用户喜欢玫瑰，则相应的三元组为<用户，喜欢，玫

瑰>，用户也可以同时喜欢西瓜，且其对应的三元组为<用户，喜欢，西瓜>，用户也可以同时

讨厌核桃，且其对应的三元组为<用户，讨厌，核桃>。此外，本实施例中，随着人机对话系统

不断与用户进行交谈，用户画像中的属性，三元组和标签可不断扩充，而且，随着用户画像

中的属性，三元组和标签的不断扩充，对话系统可以深刻地理解用户，从而走向懂用户的终

极目标。

[0033] 优选地，画像信息提取方式包括，离线提取方式和在线提取方式。

[0034] 进一步优选地，分类标准包括，易变性分类标准和显隐性分类标准；其中，易变性

分类标准将相关信息分为三类，长期信息，中期信息，短期信息；显隐性分类标准将相关信

息分为二类，显式表达信息，隐式表达信息。

[0035] 本实施例中，易变性分类标准是根据信息本身的易变程度进行划分。对于容易发

生变化的信息，例如，用户的喜怒哀乐，生活轨迹等，这些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而且结果多

样，这些属于短期信息；而对于一些不太容易发生变化的信息，例如用户的职业，工作单位，

工作地点，家庭住址等，这些信息不太易变，且即使发生变化，也能稳定较长一段时间，这类

信息属于中期信息；而对于永远都不会发生变化的信息，例如，用户的出生日期，出生地，星

座等，这些信息是不变的，属于长期信息。

[0036] 此外，本实施例中，显隐性分类标准是根据信息表达的程度进行划分。对于用户直

接表达的信息，例如，“我喜欢看美剧”这类用户信息属于显式表达信息；而对于某些没有直

接表达出来的用户信息，例如，用户经常查询天气信息，用户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是天气关

注者，且需要分析用户多天、多轮的聊天记录才能挖掘出来，这类信息属于隐式表达信息。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实际情况当中，用户的“隐式表达”往往更加准确。因为在和对话系统

建立良好的情感纽带之前，用户可能不会将自己的隐私暴露出来，甚至故意表达出错误的

信息。这时候通过“显式表达”挖掘出来的信息并不可靠。所以“隐式表达”的用户信息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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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给“显式表达”的用户信息进行纠错。从而不断改善用户画像。

[0037] 优选地，根据相关信息的类别确定画像信息提取方式，具体包括，在相关信息的类

别为显式表达信息且为短期信息时，采用在线提取方式；在相关信息的类别为显式表达信

息且为中期信息，且相关信息的权重高于预设阈值时，采用在线提取方式；在相关信息的类

别为显式表达信息且为中期信息，且相关信息的权重低于预设阈值时，采用离线提取方式；

在相关信息的类别为显式表达信息且为长期信息，且相关信息的权重高于预设阈值时，采

用在线提取方式；在相关信息的类别为显式表达信息且为长期信息，且相关信息的权重低

于预设阈值时，采用离线提取方式；在信息的类别为隐式表达信息时，采用离线提取方式；

其中，相关信息的权重为根据相关信息对用户画像的影响程度预先设定的值。

[0038] 进一步优选地，根据画像信息提取方式对当前对话输入进行画像信息提取，并按

图谱存储方式进行存储，具体包括，在画像信息提取方式为在线提取时，对当前对话输入进

行画像信息提取，并按图谱存储方式进行存储；在画像信息提取方式为离线提取时，根据相

关信息的预设挖掘周期对当前对话输入进行画像信息提取，并按图谱存储方式进行存储。

[0039] 本实施例中，对于隐式表达信息，采用的是离线提取方式进行画像信息的提取，且

该画像信息的提取会根据挖掘周期(例如，7天)来对相关信息进行评估，例如，当用户连续7

天查询天气情况，则认为该用户为天气爱好者，从而给该用户一个“天气关注者”的标签，如

此，后续可以每天将当地天气推送给用户。此外，也可以取消天气推送，本实施例不做具体

限定。

[0040] 实施例二

[0041] 结合图2，本实施例提供的获取用户画像的系统，包括，

[0042] 用户画像相关信息挖掘模块1：用于获取用户的当前对话输入，并挖掘当前对话输

入中的与用户画像相关的相关信息；

[0043] 信息分类模块2：用于对相关信息按照预先设定的分类标准进行类别划分；

[0044] 提取方式确定模块3：用于根据相关信息的类别确定画像信息提取方式；

[0045] 用户画像获取模块4：用于根据画像信息提取方式对当前对话输入进行画像信息

提取，并按图谱存储方式进行存储，以获取用户画像。

[0046]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获取用户画像的系统，在获取用户的当前对话输入后，挖掘

当前对话输入中的与用户画像相关的相关信息，并根据预先建立的分类标准，对相关信息

进行分类，并依据相关信息的不同类别，对画像信息提取方式进行判断，以采用恰当的提取

方式对当前对话输入进行画像信息提取，以实现获取更加实时准确的用户画像。

[0047] 优选地，图谱存储方式包括，属性，三元组，标签。

[0048] 本实施例中，一个属性对应一个值，例如，用户的性别，年龄。一个用户可以具有多

个标签，例如，用户是天气关注者，用户是体育爱好者。三元组的存储结构为<Userid，

relation，entity>，其中，Userid为用户的唯一标示，一个用户可以对应多个relation，一

个relation可以对应多个entity。例如，用户喜欢玫瑰，则相应的三元组为<用户，喜欢，玫

瑰>，用户也可以同时喜欢西瓜，且其对应的三元组为<用户，喜欢，西瓜>，用户也可以同时

讨厌核桃，且其对应的三元组为<用户，讨厌，核桃>。此外，本实施例中，随着人机对话系统

不断与用户进行交谈，用户画像中的属性，三元组和标签可不断扩充，而且，随着用户画像

中的属性，三元组和标签的不断扩充，对话系统可以深刻地理解用户，从而走向懂用户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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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目标。

[0049] 优选地，画像信息提取方式包括，离线提取方式和在线提取方式。

[0050] 进一步优选地，分类标准包括，易变性分类标准和显隐性分类标准；其中，易变性

分类标准将相关信息分为三类，长期信息，中期信息，短期信息；显隐性分类标准将相关信

息分为二类，显式表达信息，隐式表达信息。

[0051] 本实施例中，易变性分类标准是根据信息本身的易变程度进行划分。对于容易发

生变化的信息，例如，用户的喜怒哀乐，生活轨迹等，这些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而且结果多

样，这些属于短期信息；而对于一些不太容易发生变化的信息，例如用户的职业，工作单位，

工作地点，家庭住址等，这些信息不太易变，且即使发生变化，也能稳定较长一段时间，这类

信息属于中期信息；而对于永远都不会发生变化的信息，例如，用户的出生日期，出生地，星

座等，这些信息是不变的，属于长期信息。

[0052] 此外，本实施例中，显隐性分类标准是根据信息表达的程度进行划分。对于用户直

接表达的信息，例如，“我喜欢看美剧”这类用户信息属于显式表达信息；而对于某些没有直

接表达出来的用户信息，例如，用户经常查询天气信息，用户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是天气关

注者，且需要分析用户多天、多轮的聊天记录才能挖掘出来，这类信息属于隐式表达信息。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实际情况当中，用户的“隐式表达”往往更加准确。因为在和对话系统

建立良好的情感纽带之前，用户可能不会将自己的隐私暴露出来，甚至故意表达出错误的

信息。这时候通过“显式表达”挖掘出来的信息并不可靠。所以“隐式表达”的用户信息还可

以给“显式表达”的用户信息进行纠错。从而不断改善用户画像。

[0053] 尽管本发明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描述，明显地，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

条件下，可进行各个条件的适当变化。可以理解，本发明不限于所述实施方案，而归于权利

要求的范围，其包括所述每个因素的等同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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