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〇

(12) 按照专利合作条约所公布的国际申请
(19) 世界知识 组织

国 际 局
(10) 国际公布号

(43) 国际公布日
2014 年 12 月 18 日 (18.12.2014) WO 2014/198025 A 1

W P O P C T

(51) 国转 利分类号： (74) 代理人：北京 中眷威圣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G06F 17/30 (2006 (GENUINE WAYS INC) ；中 国北 京 市 东城 区东 四块

(21) 国际申请号： PCT/CN20 13/0771 18 玉 南 街 32 号 金 泰 银 丰 大 厦 三 层 ，Beijing 10006 1
(CN)

(22) 国际申请 日： 2013 年 6 月 10 曰 （10.06.2013)
(81) 指定国 （除另有指 明，要求每一种可提供 的国家保

(25) 申飾 言 : 中文 护 ）：AE, AG, AL, AM, AO, AT, AU, AZ, BA, BB, BG,
BH, BN, BR, BW, BY, BZ, CA, CH, CL, CN, CO, CR,

(26) 公布语言 : 中文 CU, CZ, DE, DK, DM, DO, DZ, EC, EE, EG, ES, FI, GB,

(71) 申请人 : 天津海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HYLANDA GD, GE, GH, GM, GT, HN, HR, HU, ID, IL, IN, IS, JP,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 [CN/CN]; KE, KG, KN, KP, KR, KZ, LA, LC, LK, LR, LS, LT, LU,

中国北京市西城 区裕 民东路 3 号京版信 息港 二层 , LY, MA, MD, ME, MG, MK, MN, MW, MX, MY, MZ,
NA, NG, NI, NO, NZ, OM, PA, PE, PG, PH, PL, PT, QA,Beijing 100029 (；CN )。
RO, RS, RU, RW, SC, SD, SE, SG, SK, SL, SM, ST, SV,

(72) 发明人；及 SY, TH, TJ, TM, TN, TR, TT, TZ, UA, UG, US, UZ, VC,

(7 1) 申请人 （仅对美 国 ) :牛合庆 (NIU, Heqing) [CN/CN]; VN, ZA, ZM, ZW 。

中国北京市西城 区裕 民东路 3 号京版信 息港 二层 , (84) 指定国 （除另有指 明，要求每一种可提供 的地 区保
Beijing 100029 (CN) 。 郝 蜜 龙 （HAO, Xilong) 护）：ARIPO (BW, GH, GM, KE, LR, LS, MW, MZ, NA,
[CN/CN]; 中 国北 京市 西城 区裕 民东路 3 号 京版 信 RW, SD, SL, SZ, TZ, UG, ZM, ZW), 亚 （AM, AZ,
息港 二 层 ，Beijing 100029 (CN ) 。 陈金玉 (CHEN, BY, KG, KZ, RU, TJ, TM), 欧洲 (AL, AT, BE, BG, CH,
Jinyu) [CN/CN]; 中国北京市西城 区裕 民东路 3 号京 CY, CZ, DE, DK, EE, ES, FI, FR, GB, GR, HR, HU, IE,
版 信 息 港 二 层 ，Beijing 100029 (CN) 。 丁 海 星 IS, IT, LT, LU, LV, MC, MK, MT, NL, NO, PL, PT, RO,
(DING, Haixing) [CN/CN]; 中国北京市西城 区裕 民东 RS, SE, SI, SK, SM, TR), OAPI (BF, BJ, CF, CG, CI, CM,
路 3 号京版信息港 二层，Beijing 100029 (CN )。 GA, GN, GQ, GW, KM, ML, MR, NE, SN, TD, TG) 。

[见续页 ]

(54) Title: METHOD AND SYSTEM FOR INFORMATION RETRIEVAL

(54) 发明名称 ：一种信 息检索的方法和系统

101

预先设 置对应 关系

102 101 Preconfiguration of a corresponding

根据信 息检索 目标构建可视化界面 relationship
102 Construction of a visual interface
based on an information retrieval objective

103 103 Compilation of visual interface i to
将可视化界面根据对应 关系 an information retrieval formula based on

编译成信 息检索公式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104 Search based o the information
retrieval formula

104

根据信息检 索公式进行检索

图 1 /Fig.l

(57) Abstract: Provided are a method and system for information retrieval. The method comprises configuring a corresponding rela
tionship, on one side whereof are feature nodes within a visual interface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feature nodes, and on the other
side whereof are retrieval units within an information retrieval formula and logic operations between the retrieval units. A visual in -
terface i s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an information retrieval objective, and comprises the feature nodes and their interconnections.
The feature nodes within the visual interface and their interconnections are compiled into an information retrieval formula according
to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and a search i s conducted according to this formula. Applying the present technical solution, users
can construct complex retrieval formulae, and in particular can retrieve retrieval units of specific types, thereby reducing the diffi -
culty for users of constructing retrieval formulae, expanding information retrieval functionalities and improving information retrieval
efficiency.

(57) 摘要：
[见续页 ]



根据细则 4.17 的声明： 本国际公布：
- 发 明人资格(细则 4.17(iv)) - 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 3))。

本发 明提 供了一种信息检索的方法和 系统 ，该方法包括设置对应关系 ，所述对应关系 的一方是可视化 界面 中
的特征节 点及特征节点之 间的连接 ，所述对应关系 的另一方是信 息检索 公式 中的检索单元及检索单 元之 间逻
辑运算 ；根据信息检索 目标构建可视化界面 ，所述可视化界面 中包括特征节 点及特征节 点之 间的连接 ；将可
视化界面 中的特征节点及特 征节点之 间的连接 ，根据所述 对应关 系，编译成信息检索公式；根据信 息检索公
式，进行检索 。采用 了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 ，用户可 以构造复杂的检索公式 ，尤其可 以对某种类型的检索单元
进 行检索 ，从而 降低 了用户构建检索公式的难度 ，扩展 了信息检索 的功能，提高 了信 息检索的效率 。



一种信 息检 索的方法和 系统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信 息检 索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信 息检 索的方法和 系统 。

背景技术

随着信 息时代的到来，人 们 进入 了信 息的海洋。在海量的信 息面前 ，人

们反 而无所适从 ，很难在短 时间内找到 自己所需的信 息。然而计算机技术和

网络技术的发展 ，给信 息检 索领域提供 了某种程度上的帮助 ，人们可以构建

自己所需的检 索策略 ，并利用计算机技术和 网络技术，来获取正确的信 息。

所谓检 索策略 ，就是在分析检 索提 问的基础上 ，确定检 索的数据 源、检

索的用词 ，并明确检 索词之 间的逻辑关系和查找步骤 的科学安排 。检 索公式

( 即检 索用词与各运算符 的组配成的表达式 ）就是狭义上的检 索策略 。

检 索过程 中的首要环节 ，就是要 明确检 索需求，第一步如果搞错 了，就

谈不上最后检 索结果的正确性 。由于用户对 自己的需求 ，特别是潜在 的、模

糊 的需求并不总是非常明确 ，因此需要进行分析 ，以求得一个完整而明确的

表达。

在构造检 索公式过程 中，要 涉及到许 多方面的知识与技 能。诸如 ，用户

对检 索课题 的明确程度 ，对检 索课题 的分析 ；对数据 源及其 系统特性和功能

的掌握 ；编制逻辑检 索公式的技巧以及调整检 索公式的方法等方面都会影响

用户检 索的整体效果。因此 ，制定检 索公式是一种非常专业的工作 ，构造一

个合适的、有效的检 索公式对 于非专业人 员是非常 困难 的。

发 明 内容

本发 明的 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点和不足 ，提供一种信 息检 索的方

法和 系统 ，通过可视化 的方式帮助用户构造检 索公式，从 而提 高信 息检 索的

效率。

本发 明的一个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信 息检 索的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

设置对应 关系，所述对应 关系的一方是可视化界 面中的特征节点及特征



节点之 间的连接 ，所述对应 关系的另一方是信 息检 索公 式中的检 索单元及检

索单元之 间逻辑运算；

根据信 息检 索 目标构建可视化界面，所述可视化界面中包括特征节点及

特征节点之 间的连接 ；

将可视化界 面中的特征 节点及特征 节点之 间的连接 ，根据所述对应 关

系，编译成信 息检 索公 式；

根据信 息检 索公 式，进行检 索。

优选地 ，所述特征节点 包括逻辑节点和识别模 式节点，逻辑节点用于表

示逻辑运 算，识别模 式节点用于表示检 索单元 ，一个逻辑节点对应 不少于一

个逻辑节点和/或不少于一个识别模 式节点。

优选地 ，识别模 式节点和/或逻辑节点通过线条指向 自己参与的逻辑节

点。

优选地 ，所述逻辑节点 包括与、或 、非和异或节点，不同的逻辑节点采

用不同的图标表示。

优选地 ，所述识别模 式节点是文本 、图像 、音频和/或视频数据 。

优选地 ，所述识别模 式节点是数据类型 。

优选地 ，所述数据类型是文本 、图像 、音频和/或视频。

优选地 ，所述数据类型是联 系方式、命名 实体 、句型 、句式、情绪或者

语种 。

优选地 ，对于识别模 式节点是数据类型的，通过添加标签或者采用预设

的图标进行识别。

本发 明的另一个 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信 息检 索的系统 ，包括显示装置、输

入装置、数据库 、编译装置和检 索装置 ，其 中，

显示装置用于显示可视化界 面，所述可视化界 面根据信 息检 索 目标构

建 ，包括特征节点及特征节点之 间的连接 ；

输入装置用于输入可视化界面中的特征节点及特征节点之 间的连接 ；

数据库用于存储对应 关系，所述对应 关系的一方是可视化界面中的特征

节点及特征节点之 间的连接 ，所述对应 关系的另一方是信 息检 索公式中的检

索单元及检 索单元之 间逻辑运 算；

编译装置用于将可视化界面中的特征节点及特征节点之 间的连接 ，根据



所述对应 关系，编译成信 息检 索公式；

检 索装置用于根据信 息检 索公 式，进行检 索。

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 '

而无需编写复杂的检 索公式，因此可以构造复杂的检 索公式，尤其可以对某

种类型的检 索单元进行检 索，从 而降低 了用户构建检 索公式的难度 ，扩展 了

信 息检 索的功能，提 高了信 息检 索的效率。

附图说 明

图 1 为本发 明技术方案 中的信 息检 索的流程 图；

图 2 为本发 明实施例一的可视化界面示意图；

图 3 为本发 明实施例二 的可视化界面示意图；

图 4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信 息检 索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 实施 方 式

下面结合 附图对本发 明的具体 实施方式进行详细描述。但本发 明的实施

方式不限于此。

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主要是通过设置可视化界面与信 息检 索公式之 间的对

应 关系，使得用户可 以只构建可视化界 面的中特征节点及其之 间的线条 ，就

可以根据前述的对应 关系，编译成信 息检 索公式，完成信 息检 索。

图 1 为本发 明技术方案 中的信 息检 索的流程 图。如 图 1 所示，该信 息检

索的流程 包括以下步骤 ：

步骤 101 、预先设置对应 关系。该对应 关系的一方是可视化界 面中的特

征节点及特征节点之 间的连接 ，该对应 关系的另一方是信 息检 索公式中的检

索单元及检 索单元之 间逻辑运 算。

可视化界 面中，包括若干个独立的特征节点，这些特征节点通过线条进

行连接 。

其 中特征节点 包括逻辑节点和识别模 式节点两类节点，识别模 式节点的

作用则是表示信 息检 索公式中的检 索单元 ，也就是传统信 息检 索公式中的检

索词 （关键词 ），逻辑节点的作用是表 示信 息检 索公 式中各个检 索单元之 间



的逻辑运 算，逻辑节点 包括与 、或 、非和异或等表示不 同逻辑运算的节点，

不同的逻辑节点采用不 同的图标表示，例如 "与 " 逻辑节点可以采用 " X " ,

"或 " 逻辑节点采用 "+" , "非 " 逻辑节点采用 " 一 "，等等。

这种可视化界面中，总体结构是树状的，从一个根节点 （也是逻辑节点 ）

发散 出去 ，该根节点就是表示最终的信 息检 索 目标。一个逻辑节点对应一个

或者多个的逻辑节点和/或一个或者多个的识别模 式节点，这些识别模 式节点

和/或逻辑节点通过线条指向 自己参与的逻辑节点。

步骤 102 、根据信 息检 索 目标构建可视化界面，该可视化界面中包括特

征节点及特征节点之 间的连接 。

当用户开始进行信 息检 索时，首先确认 自己的信 息检 索 目标 ，然后根据

该信 息检 索 目标 ，选择所需的逻辑节点和识别模 式节点，再将这些特征节点

采用线条 的方式连接起 来，就完成 了信 息检 索可视化界 面的构建。

为 了扩展和提 高信 息检 索的功能和效率 ，本发 明技术方案 中，对逻辑节

点和识别模 式节点的内容和形式都进行 了扩展 ，下面举 出几个可视化界面例

子力口以 说 明。

实施例一 ，用户希望检 索到 "西门子公 司在 1995 年生产的冰箱或者冰

拒 的型号 " ，这就是用户的信 息检 索 目标 了，如何构建这个信 息检 索 目标对

应 的可视化界面呢。

首先分析这个信 息检 索 目标 ，可以找 出需要检 索的识别模 式节点，包括

"西门子 " 、 "1995 年，，、"冰箱 " 、"冰拒 " 和 "型号 " ，为 了提 高查全率 ，考

虑到 "西门子 " 是一件德 国公 司，其原名为 "SIEMENS" , 这个 "SIEMENS"

也可 以 作为识别模 式节点。

其 次 找 出这 些 识 别模 式 节 点 之 间 的逻 辑 运 算 关 系 ， " 西 门子 " 与

"SIEMENS" 之 间是 "或 " 的关系，"冰箱 " 与 "冰拒 " 之 间是 "或 " 的关

系，" "西 门子 " 或 "SIEMENS"" , "1995 年 " 、" "冰箱 " 或 "冰拒"" 、"型号 "

这四者之 间是 "与 " 的关系。因此需要 "或 " 和 "与 " 的逻辑节点。

然后 ，用线条 （如带箭头的线条 ）将这些识别模 式节点和逻辑节点进行

连接 。

如 图 2 所示，该可视化界面中的结构是树状的，所以构建起 来的流程是

与上述分析 的流程正好相反 。首先从预先设置的逻辑节点中，选择 "与 " 节



点，作为根节点 2。

在根节点 （"与" 节点 ）下面的一层，有四个结果参与 "与" 运算，分

别是 " "西门子" 或 "SIEMENS"" , "1995 年" 、" "冰箱" 或 "冰拒"" 、"型

号，，, 其中 " "西门子" 或 "SIEMENS" " 是 "西门子" 和 "SIEMENS" 之间

进行 "或 " 运算，需要选择第一 "或 " 节点 21 , 在第一 "或 " 节点之 下 ，连

接的是识别模式节点 "西门子" 211 和识别模式节点 "SIEMENS" 212, 作

为第二层；" "冰箱" 或 "冰拒 " " 是 "冰箱" 和 "冰拒 " 之 间进行 "或 " 运

算，需要选择第二 "或 " 节点 22, 在第二 "或 " 节点之 下 ，连接的是识别模

式节点 "冰箱" 221 和识别模式节点 "冰拒" 22 , 同样是第二层。另外两个

识别模式节点 "1995 年" 23 和 "型号" 24, 属于第一层，直接与根节点连

接。

然后再用带箭头的线条，将各 自参与逻辑运算的识别模式节点或者逻辑

节点指向对应的逻辑节点，这样就形成 了信息检索的可视化界面。

为了提高信息检索的查全率或者查准率，还可以增加识别模式节点，比

如文本、图像、音频或者视频等。如果用户在检索 "西门子公司在 1995 年

生产的冰箱或者冰拒的型号" 时，已经有 了一些需要找的冰箱或者冰拒的图

像，则可以用这些图像作为识别模式节点，将这些图像的识别模式节点先指

向 "或 " 的逻辑节点，再将这个新增加的逻辑节点指向第二 "或 " 逻辑节点

22, 这样就可以找到 "西门子公司在 1995 年生产的与这些图像相 同的设备

的型号" 了，即使 目标文件中并没有 出现 "冰箱" 或者 "冰拒 " 的词汇。

同时，在逻辑运算关系中，还可 以增加其他逻辑运算，例如用户在检索

"西门子公司在 1995 年生产的冰箱或者冰拒的型号" 时，希望只检索出西

门子公司 自己生产的冰箱或者冰拒，要排除那些西门子 OEM 或者 ODM 其

他公司的冰箱或者冰拒的文件，则可以增加 "非" 逻辑节点，通过增加 "OEM"

和 "ODM" 两个识别模式节点，并将这两个识别模式节点指向 "或 " 逻辑

节点，该 "或 " 逻辑节点指向 "非" 逻辑节点，最后指向根节点，这样就可

以将那些西门子从其他公司 OEM 或者 ODM 来的冰箱或者冰拒的文件排除

在 目标文件中，提高了信息检索结果的查准率，降低 了用户阅读工作量。

实施例二，用户希望检索到 "西门子公司生产的冰箱或者冰拒的型号，

并将这些冰箱或者冰拒的型号，按照年份进行排序 " ，对于用户的这个信息



检 索 目标 ，如何构建这个信 息检 索 目标对应 的可视化界 面呢。

首先分析这个信 息检 索 目标 ，可以找 出需要检 索的识别模 式节点，包括

"西门子 " 、 "SIEMENS" "冰箱 " 、"冰拒 " 和 "型号 " 这些识别模 式节点，

但是如何反 映年份呢，因为如果检 索出来的一份文件 中，并没有年份 的信 息，

对于该信 息检 索 目标来说是无用的，而现在又没有 限定在哪些年份 中，同时

也不能将所有 的年份通过 "或 " 的运 算放入可视化界面中。

这时就需要采用数据类型 ，而不是具体 的数据作为识别模 式节点 了。对

于上述没有具体年份 的信 息检 索 目标 ，可以增加年份数据类型作为一个识别

模 式节点 ，代替具体 的年份数据 。

另外 ，对于上述的信 息检 索 目标 ，如果一些文件 中没有 "型号" 两个字 ，

而有型号数据 ，则也可能无法检 出，因此可以增加型号数据类型作为一个识

别模 式节点，代替具体 的型号数据 。

在此基础上 ，构建可视化界 面的步骤与实施例一类似 ，最后得到的结果

如 图 3 所示。在根节点 3 ( "与 " 节点 ）下面的一层 ，有 四个结果参与 "与 "

运 算，分别是 " "西 门子 " 或 "SIEMENS"" , 年份数据类型 、" "冰箱 " 或 "冰
拒"" 、 " "型号 " 或型号数据类型 " 。

其 中 " " 西 门子 " 或 "SIEMENS" " 是 " 西 门子 " 和 "SIEMENS" 之 间

进行 "或 " 运 算，需要选择 第三 "或 " 节点 3 1 , 在第三 "或 " 节点之 下，连

接 的是识别模 式节点 "西门子 " 311 和识别模 式节点 "SIEMENS" 312, 作

为第二层 ； " "冰箱 " 或 "冰拒 " " 是 "冰箱 " 和 "冰拒 " 之 间进行 "或 " 运

算，需要选择第四 "或 " 节点 32, 在第四 "或 " 节点之下，连接 的是识别模

式节点 "冰箱" 321 和识别模 式节点 "冰拒 " 322, 同样是第二层 。

年份数据类型 33 作为识别模 式节点 ，直接与根节点连接 ，作为第一层 。

为 了与 "年份 " 这两个字形成的识别模 式节点相 区分 ，采用##限定起来，表

示只要是 出现 了年份类型的数据 ，比如 1995 年 、2000 年等 ，就算检 中。

" "型号 " 或型号数据类型 " 是 "型号 " 和型号数据类型之 间进行 "或 "

逻辑运算 ，所以需要选择第五 "或 " 节点 34, 在第五 "或 " 节点之下，连接

的是识别模 式节点 "型号" 341 和识别模 式节点型号数据类型 342, 作为第

二层 。同样识别模 式节点型号数据类型采用##限定起来，表示只要是 出现 了

型号类型的数据 ，就算检 中，并非必须 出现 "型号，，两个字。



这种数据类型的识别模式节点 ，可 以根据用户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设

定。

数据类型的识别模式节点可以是文本类型、图像类型、音频类型或视频

类型等。比如在实施例二中，用户需要检 出的文件 中，必须包含产品图像 ，

否则无用，则可以增加 图像数据类型作为一个识别模式节点，并指向根节点，

这样检 出的 目标文件 中，都必须有 图像 ，那些没有 图像的文件则不会被检 出。

数据类型的识别模式节点也可以是联 系方式类型、命名实体类型、句型

类型、句式类型、情绪类型或者语种类型等。比如在实施例二中，用户需要

检 出的文件都是对产品进行评价的，则可以增加情绪类型识别模式节点，这

样检 出的 目标文件 中，都必须有情绪的字眼或者意思。

上述这些数据类型的识别模式节点为 了与其字面进行 区分，需要采用预

设 的标签或者 图标进行表示，当然表示的方法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要进行设

置。

步骤 103、将可视化界面中的特征节点及特征节点之间的连接 ，根据步

骤 101 中预设的对应关系，编译成信息检索公式。

例如实施例一的可视化界面，根据对应关系，可 以编译成如下信息检索

公式= ( ( 西门子 or SIEMENS )and 1995 年 and ( 冰箱 or 冰拒 ）and 型号 ）。

在 这 个信 息检 索公 式 中 ，可视 化 界 面 中的识 别模 式节 点 西 门子 、

SIEMENS, 1995 年 、冰箱、冰拒、型号都成为 了检索单元或者检 索词 ，逻

辑节点 "与" 、"或 " 则成 了逻辑运算符 ，而线条的指向则成为括号，表示哪

些检索单元参与哪个逻辑运算。

而实施例二的可视化界面，根据对应关系，可以编译成如下信息检 索公

式= ( ( 西 门子 o r SIEMENS ) and #年份# and ( 冰箱 or 冰拒 ) and ( 型号 or

#型号# )。

步骤 104、编译后的信息检索公式则是可以直接运算的，因此根据获得

的信息检 索公式，进行检索。

需要指 出的是，识别模式节点和逻辑节点还 可 以 包括其他的方式。

为了实现上述流程 ，本发明的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信息检索的系统，如

图 4 所示，该信息检索系统包括显示装置 401 、输入装置 402 、数据库 403 、

编译装置 404 和检索装置 405 。



其 中，显示装置显示可视化界 面，可视化界面根据信 息检 索 目标构建 ，

包括特征节点及特征节点之 间的连接 。

输入装置输入可视化界 面中的特征节点及特征节点之 间的连接 。

数据库存储对应 关系，该对应 关系的一方是可视化界面中的特征节点及

特征节点之 间的连接 ，该对应 关系的另一方是信 息检 索公式中的检 索单元及

检 索单元之 间逻辑运算。

编译装置将可视化界面中的特征节点及特征节点之 间的连接 ，根据该对

应 关系，编译成信 息检 索公式。

检 索装置用于根据信 息检 索公 式，进行检 索。

由于编译装置完成的编译 步骤是根据预先设置的对应 关系将用户构建的

可视化界 面转换成信 息检 索公 式，这一步骤对于用户来说 ，是无需关心的，

因此用户可以根据 自己的信 息检 索 目标可视化地构建任意复杂的检 索公式，

既降低 了用户构建检 索公式的难度 ，又提 高了信 息检 索的效率 ，而且数据类

型作为一种检 索单元的引入 ，大大扩展 了信 息检 索的功能。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 明较佳 的实施方式，但本发 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

实施例的限制 ，其他 的任何未背 离本发 明的精神 实质与原理下所作 的改变、

修饰 、替代 、组合 、筒化 ，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 包含在本发 明的保护

范围之 内。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信 息检 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

设置对应 关系，所述对应 关系的一方是可视化界 面中的特征节点及特征

节点之 间的连接 ，所述对应 关系的另一方是信 息检 索公 式中的检 索单元及检

索单元之 间逻辑运算；

根据信 息检 索 目标构建可视化界面，所述可视化界面中包括特征节点及

特征节点之 间的连接 ；

将可视化界 面中的特征 节点及特征 节点之 间的连接 ，根据所述对应 关

系，编译成信 息检 索公 式；

根据信 息检 索公 式，进行检 索。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信 息检 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特

征节点 包括逻辑节点和识别模 式节点 ，逻辑节点用于表示逻辑运算，识别模

式节点用于表示检 索单元 ，一个逻辑节点对应不少于一个逻辑节点和/或不少

于一个识别模 式节点。

3、根据权利要求 所述的一种信 息检 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识别模

式节点和/或逻辑节点通过线条指向 自己参与的逻辑节点。

4、根据权利要求 2 或者 3 所述的一种信 息检 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逻辑节点 包括与 、或 、非和异或节点，不 同的逻辑节点采用不 同的图标

表示。

5、根据权利要求 2 或者 3 所述的一种信 息检 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识别模 式节点是文本 、图像 、音频和/或视频数据 。

6、根据权利要求 2 或者 3 所述的一种信 息检 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识别模 式节点是数据类型 。

7、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一种信 息检 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数

据类型是文本 、图像 、音频和/或视频 。

8、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一种信 息检 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数

据类型是联 系方式、命名 实体 、句型 、句式、情绪或者语种 。

9、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一种信 息检 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对于识

别模 式节点是数据类型的，通过添加标签或者采用预设 的图标进行识别。

10、一种信 息检 索的系统 ，其特征在于，包括显示装置 、输入装置、数



据库 、编译装置和检 索装置，其 中，

显示装置用于显示可视化界 面，所述可视化界 面根据信 息检 索 目标构

建 ，包括特征节点及特征节点之 间的连接 ；

输入装置用于输入可视化界面中的特征节点及特征节点之 间的连接 ；

数据库用于存储对应 关系，所述对应 关系的一方是可视化界面中的特征

节点及特征节点之 间的连接 ，所述对应 关系的另一方是信 息检 索公式中的检

索单元及检 索单元之 间逻辑运 算；

编译装置用于将可视化界面中的特征节点及特征节点之 间的连接 ，根据

所述对应 关系，编译成信 息检 索公式；

检 索装置用于根据信 息检 索公 式，进行检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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