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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了在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处执行的助理，

其接收指示用户和助理之间的初始对话的初始

用户输入的指示。助理解析初始用户输入以获得

初始命令，并识别对先前未与特定于用户的值相

关联的个人信息的初始引用。助理生成存储个人

信息的指示的与用户相关联的个人记录。助理接

收指示用户和助理之间的后续对话的后续用户

输入的指示。助理解析后续用户输入以获得后续

命令，并识别对存储在个人记录中的个人信息的

后续引用。助理基于存储在个人记录中的个人信

息执行后续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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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方法，包括：

由在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处执行的助理接收指示在计算设备的用户与所述助理之间的

初始对话的初始用户输入的指示；

由所述助理解析所述初始用户输入以识别初始命令；

由所述助理基于所述初始用户输入识别对先前未与特定于所述用户的值相关联的个

人信息的初始引用；

由所述助理生成与所述用户相关联的个人记录，所述个人记录存储所述个人信息作为

特定于所述用户的值；以及

由所述助理基于所述值执行所述初始命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由所述助理接收指示所述用户和所述助理之间的后续对话的后续用户输入的指示；

由所述助理解析所述后续用户输入以获得后续命令；

由所述助理基于所述后续用户输入识别对所述个人信息的后续引用；以及

由所述助理基于所述值执行所述后续命令。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由所述助理使所述计算设备输出对特定于所述用户的所述值的确认的请求；以及

由所述助理接收对特定于所述用户的所述值的用户确认。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生成所述个人记录包括：

根据指定多个字段的预定义模式，由所述助理创建所述个人记录；

由所述助理从所述多个字段中确定用于存储特定于所述用户的所述值的特殊字段；以

及

响应于确定所述特殊字段不与特定于所述用户的任何值相关联，由所述助理用特定于

所述用户的所述值填充所述特殊字段。

5.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由所述助理确定所述初始用户输入是公开请求还是个人请求，其中，对个人信息的所

述初始引用是响应于确定所述初始用户输入是个人请求而识别的。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响应于确定所述初始用户输入是个人请求，由所述助理解析与所述用户关联的所述个

人信息以获得所述个人信息，其中，对个人信息的所述初始引用是响应于确定所述个人信

息包括与所述个人信息关联的字段中的空或零值而识别的。

7.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响应于确定所述初始用户输入是公开请求，由所述助理执行公开搜索以获得用于执行

所述初始命令的信息。

8.根据权利要求5-7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由所述助理，响应于从所述初始用户输入识别一个或多个公开实体或公开内容，确定

所述初始用户输入是公开请求；以及

由所述助理，响应于从所述初始用户输入识别一个或多个私人实体或私人内容，确定

所述初始用户输入是私人请求。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私人实体或私人内容包括一个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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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家庭用语、人称代词、所述个人记录的字段。

10.根据权利要求1-9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由所述助理接收指示在所述用户和所述助理之间的后续对话的后续用户输入的指示；

以及

由所述助理解析所述后续用户输入以识别后续命令；

由所述助理基于所述后续用户输入识别用于修改所述个人信息的命令；

由所述助理基于所述后续用户输入修改特定于所述用户的所述值。

11.根据权利要求1-10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计算设备包括所述一个或多个

处理器、或一个计算系统包括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

12.一种计算设备，包括：

用户界面设备；

至少一个处理器；以及

至少一个存储器，包括指令，所述指令在被执行时使所述至少一个处理器提供助理，所

述助理被配置为：

从所述用户界面设备接收指示在所述计算设备的用户与所述助理之间的初始对话的

初始用户输入的指示；

解析所述初始用户输入以识别初始命令；

基于所述初始用户输入识别对先前未与特定于所述用户的值相关联的个人信息的初

始引用；

在所述至少一个存储器中生成存储特定于所述用户的值的与所述用户相关联的个人

记录；以及

基于所述值执行所述初始命令。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计算设备，其中，所述助理还被配置为：

接收指示在所述用户与所述助理之间的后续对话的后续用户输入的指示；

解析所述后续用户输入以获得后续命令；

基于所述后续用户输入识别对所述个人信息的后续引用；

从所述至少一个存储器中检索特定于所述用户的所述值；并且

由所述助理基于特定于所述用户的所述值执行所述后续命令。

14.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包括指令，所述指令在被执行时使计算设备的至少一个

处理器执行权利要求1-11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

15.一种系统，包括用于执行权利要求1-11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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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助理的个性化

背景技术

[0001] 一些计算平台可以提供用户界面，用户可以从该用户界面与虚拟计算助理(例如，

也称为“智能助理”或简称为“助理”)聊天、说话或以其它方式与其通信，以使助理输出有用

信息，响应用户需求或以其它方式执行某些操作以帮助用户完成各种现实世界或虚拟的任

务。当助理可以快速确定用户指令时，助理可以更自然地运行，并立即开始采取行动以完成

任务。不幸的是，每当助理需要特定信息来完成任务时，一些助理可能需要在多个(内部和

外部)信息源中重复搜索，或者引起附加用户输入。必须经常执行复杂且耗时的搜索或引起

附加用户输入，可能导致助理执行缓慢并在与助理的对话中引起暂停或犹豫。

发明内容

[0002] 在一个示例中，本公开涉及一种方法，该方法包括：由在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处执行

的助理接收指示计算设备的用户与助理之间的初始对话的初始用户输入的指示；解析初始

用户输入以获得初始命令；由助理基于初始用户输入识别对先前未与特定于用户的值相关

联的个人信息的初始引用；并且由助理生成存储个人信息的指示的与用户相关联的个人记

录。该方法还包括由助理接收指示用户和助理之间的后续对话的后续用户输入的指示；解

析后续用户输入以获得后续命令，由助理基于后续用户输入识别对个人信息的后续引用；

并且由助理基于存储个人信息的指示的与用户相关联的个人记录的指示，执行后续命令。

[0003] 在另一示例中，本公开涉及一种系统，其包括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和包括指令的存

储器，所述指令在被执行时使得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接收指示在计算设备的用户和助理

之间的初始对话的初始用户输入的指示；解析初始用户输入以获得初始命令；基于初始用

户输入识别对先前未与特定于用户的值相关联的个人信息的初始引用；并生成存储个人信

息的指示的与用户相关联的个人记录。指令在被执行时还使得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接收指示

用户和助理之间的后续对话的后续用户输入的指示；解析后续用户输入以获得后续命令，

基于后续用户输入识别对个人信息的后续引用；并且基于存储个人信息的指示的与用户相

关联的个人记录的指示，执行后续命令。

[0004] 在另一示例中，本公开涉及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其包括指令，所述指令在被

执行时使得系统的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接收指示计算设备用户和助理之间的初始对话的初

始用户输入的指示；解析初始用户输入以获得初始命令；基于初始用户输入识别对先前未

与特定于用户的值相关联的个人信息的初始引用；并生成存储个人信息的指示的与用户相

关联的个人记录。指令在被执行时还使得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接收指示用户和助理之间的后

续对话的后续用户输入的指示；解析后续用户输入以获得后续命令；基于后续用户输入识

别对个人信息的后续引用；并且基于存储个人信息的指示的与用户相关联的个人记录的指

示，执行后续命令。

[0005] 在另一示例中，本公开涉及一种系统，包括：用于接收指示计算设备的用户与助理

之间的初始对话的初始用户输入的指示的装置；用于解析初始用户输入以获得初始命令的

装置；用于基于初始用户输入识别对先前未与特定于用户的值相关联的个人信息的初始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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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装置；以及用于生成存储个人信息的指示的与用户相关联的个人记录的装置。该系统

还包括：用于接收指示用户和助理之间的后续对话的后续用户输入的指示的装置；在解析

后续用户输入以获得后续的命令时，用于基于后续用户输入识别对个人信息的后续引用的

装置；以及基于存储个人信息的指示的与用户相关联的个人记录的指示执行后续命令的装

置。

[0006] 在附图和以下描述中阐述了一个或多个示例的细节。根据说明书和附图以及权利

要求，本公开的其他特征、目的和优点将是显而易见的。

附图说明

[0007] 图1是示出根据本公开的一个或多个方面的执行示例虚拟助理的示例系统的概念

图。

[0008] 图2是示出根据本公开的一个或多个方面的被配置为执行示例虚拟助理的示例计

算设备的框图。

[0009] 图3是示出根据本公开的一个或多个方面的由执行示例虚拟助理的一个或多个处

理器执行的示例操作的流程图。

[0010] 图4是示出根据本公开的一个或多个方面的被配置为执行示例虚拟助理的示例计

算设备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通常，本发明的技术可使虚拟计算助理(例如，也称为“智能助理”或简称为“助

理”)能够在计算设备的用户和助理之间的持续对话期间自动获得与计算设备的用户相关

联的个人信息。助理可以自动保存助理在与用户的常规对话期间获得的信息的个人记录。

助理可以以结构化和语义的方式将信息存储为个人记录。维护个人记录可以使助理稍后能

够快速访问个人信息，而无需执行搜索或引出进一步的用户输入，以完成真实世界任务、虚

拟任务或以其它方式响应用户的即时或未来需求。

[0012] 在首先接收到来自用户的如此进行的明确许可之后，助理可以仅保留与用户相关

联的个人记录。因此，用户可以完全控制助理如何收集和使用关于用户的信息。在助理以个

人记录或其他形式存储个人信息之前，助理可以加密或以其它方式处理该信息以移除用户

的实际身份，从而从用户的个人记录中移除个人可识别信息。助理可以为用户提供修改或

从个人记录中移除信息的方式。以这种方式，用户可以完全控制助理保留的信息。

[0013] 个人记录中的每个条目可以与预定义模式相关联，当助理需要更多信息(例如，相

对于可以从用户输入提供的信息)时，助理可以快速解析该模式以更好地理解用户需求和

帮助用户完成任务。一旦个人信息被记录为特定于用户的个人记录或值，助理就可以使用

该信息(例如，使用该特定值)来完成任务。如果没有正在进行的任务，则助理可以向用户提

供助理将来如何使用该信息来帮助用户的示例。用户稍后可以要求助理忘记或修改该信息

(例如，通过改变特定于用户的值)。

[0014] 例如，在助理接收到指示用户同意向助理提供关于用户的个人信息的用户输入之

后，助理可以从指示助理执行任务的用户接收输入的指示(例如，语音、文本、电子邮件等，

但是为了简单起见，在本文中称为语音输入)。如果助理认为语音输入表明任务是更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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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如，打电话给“Mom(妈妈)”)或用户指定的个人信息偏好(例如，“call  MY  dentist(打

电话给我的牙医)”)而不是更公开自然的特性(例如，“tell  me  who  won  the  college 

football  championship  last  night(告诉我昨晚谁赢得了大学橄榄球锦标赛)”或“find 

me  A  dentist  nearby(为我找到附近的牙医)”)，助理可以解析、搜索或以其它方式分析先

前存储的个人记录，以快速确定完成由语音输入指定的任务所需的信息(例如，指示与用户

具有母亲关系的人的信息)。如果助理未能从用户的个人记录中获得必要信息，则助理可以

自动参与与用户的对话(例如，请求附加语音或文本输入)，直到助理获得缺失信息。在获得

缺失的信息后，助理可以将缺失的信息添加到个人记录中，使得在需要响应未来的用户输

入时快速且容易地获得缺失的信息。

[0015] 以这种方式，在与用户的日常对话期间，示例助理可以自动从用户输入中收集示

例助理推断完成未来任务可能需要的个人信息。本说明书中使用的术语“对话”指的是计算

设备的用户与在计算设备处执行或可从计算设备访问的助理之间的常规交互，而不是在初

始设置、安装、第一次使用等期间可能发生的交互。换句话说，当用户正在执行除设置助理

之外的任务时，用户在日常使用助理期间发生对话。这里使用的对话不是指用户作为设置

app的一部分回答问题或提供用户界面的预设字段。

[0016] 示例助理可以将个人信息保留为个人记录，以使示例助理能够在与用户的对话中

快速检索信息。因此，虽然每次这些其他助理的任务是响应特定用户需求时，其他助理可能

需要在多个(内部或外部)信息源中重复搜索，或引出附加用户输入，示例助理可能能够通

过依靠个人记录来回忆关于用户的个人信息以及在不必搜索多个信息源的情况下对于用

户立即发生的事情来更快地确定用户需要什么，开始采取行动以满足需求。因此，示例助理

可以支持计算设备和/或系统比其他助理更快地完成任务和/或更快地响应用户输入的能

力。通过更快地执行，示例助理可以最小化与用户的对话中的暂停或犹豫，其可以使得与助

理的交谈看起来自然、不那么笨拙并且对于用户更加期望。

[0017] 贯穿本公开，描述了其中仅在计算设备从计算设备的用户接收分析信息的许可的

情况下计算设备和/或计算系统分析与计算设备和计算设备的用户相关联的信息(例如，场

境(context)、位置、通信、联系人、聊天对话、语音对话等)的示例。例如，在下面讨论的情况

中，在计算设备或计算系统处执行的助理能够收集或可以使用与用户相关联的信息之前，

可以向用户提供机会以提供输入以控制助理(或者计算设备和/或计算系统的其他程序或

特征)是否可以收集和利用用户信息或指示计算设备和/或计算系统是否和/或如何可以接

收可能与用户相关的内容。另外，某些数据可以在由助理或底层计算设备和/或计算系统存

储或使用之前以一种或多种方式加密和/或处理，从而移除个人可识别信息。例如，可以处

理用户的身份，使得不能确定关于用户的个人可识别信息，或者获得位置信息时可以一般

化用户的地理位置(例如，到城市、邮政编码或州，而不是坐标位置或物理地址)，使得无法

确定用户的特定位置。因此，用户可以控制如何收集关于用户的信息并由助理和执行助理

的底层计算设备以及计算系统使用。

[0018] 图1是示出根据本公开的一个或多个方面的执行示例虚拟助理的示例系统的概念

图。图1的系统100包括经由网络130与搜索服务器系统180和计算设备110通信的助理服务

器系统160。虽然系统100被示为分布在助理服务器系统160、搜索服务器系统180和计算设

备110之间，但在其他示例中归因于系统100的特征和技术可以由计算设备110的本地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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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部执行。类似地，助理服务器系统160可以包括某些组件，并执行在以下描述中另外归

因于搜索服务器系统180和/或计算设备110的各种技术。

[0019] 网络130表示用于在计算系统、服务器和计算设备之间传输数据的任何公共或专

用通信网络，例如，蜂窝、Wi-Fi和/或其他类型的网络。助理服务器系统160可以经由网络

130与计算设备110交换数据，以提供当计算设备110连接到网络130时计算设备110可访问

的虚拟助理服务。助理服务器系统160可以经由网络130与搜索服务器系统180交换数据，以

访问由搜索服务器系统180提供的搜索服务。计算设备110可以经由网络130与搜索服务器

系统180交换数据以访问由搜索服务器系统180提供的搜索服务。

[0020] 网络130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网络集线器、网络交换机、网络路由器或任何其他网

络设备，它们可操作地相互耦合，从而提供服务器系统160和180与计算设备110之间的信息

交换。计算设备110、助理服务器系统160和搜索服务器系统180可以使用任何合适的通信技

术在网络130上发送和接收数据。计算设备110、助理服务器系统160和搜索服务器系统180

均可以使用相应的网络链路可操作地耦合到网络130。将计算设备110、助理服务器系统160

和搜索服务器系统180耦合到网络130的链路可以是以太网或其他类型的网络连接，并且这

种连接可以是无线和/或有线连接。

[0021] 助理服务器系统160和搜索服务器系统180表示任何合适的远程计算系统，例如能

够向诸如网络130的网络发送信息和从其接收信息的一个或多个桌面型计算机、膝上型计

算机、大型机、服务器和云计算系统等。助理服务器系统160托管虚拟助理服务(或至少提供

对其的访问)。搜索服务器系统180托管搜索服务(或至少提供对其的访问)。在一些示例中，

助理服务器系统160和搜索服务器系统180表示通过云提供对其相应服务的访问的云计算

系统。

[0022] 计算设备110表示单独的移动或非移动计算设备。计算设备110的示例包括移动电

话、平板计算机、膝上型计算机、桌面型计算机、服务器、大型机、机顶盒、电视、可穿戴设备

(例如，计算机化手表、计算机化眼镜、计算机化手套等)、家庭自动化设备或系统(例如，智

能恒温器或家庭助理设备)、个人数字助理(PDA)、游戏系统、媒体播放器、电子书阅读器、移

动电视平台、汽车导航或信息娱乐系统或被配置为执行或访问虚拟助理并经由网络(例如，

网络130)接收信息的任何其他类型的移动、非移动、可穿戴和不可穿戴计算设备。

[0023] 助理服务器系统160和/或搜索服务器系统180可以经由网络130与计算设备110通

信，以使计算设备110能够访问由助理服务器系统160提供的虚拟助理服务和/或向计算设

备110提供对搜索服务器系统180提供的搜索服务的访问。在提供虚拟助理服务的过程中，

助理服务器系统160可以经由网络130与搜索服务器系统180通信，以获得用于向虚拟助理

服务的用户提供信息以完成任务的搜索结果。

[0024] 在图1的示例中，助理服务器系统160包括远程助理模块122B和用户信息数据存储

124B。远程助理模块122B可以将用户信息数据存储124B维护为助理服务器系统160经由网

络130(例如，向计算设备110)提供的虚拟助理服务的一部分。计算设备110包括用户界面设

备(UID)112、用户界面(UI)模块120、本地助理模块122A和用户信息数据存储124A。本地助

理模块122A可以将用户信息数据存储124A维护为在计算设备110本地执行的虚拟助理服务

的一部分。远程助理模块122B和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统称为助理模块122A和122B。本地

数据存储124A和远程数据存储124B可以统称为数据存储124A和12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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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模块120、122A、122B和182可以执行使用驻留在计算设备110、助理服务器系统160

或搜索服务器系统180之一中和/或执行的软件、硬件、固件或硬件、软件和固件的混合描述

的操作。计算设备110、助理服务器系统160和搜索服务器系统180可以用多个处理器或多个

设备执行模块120、122A、122B和182。计算设备110、助理服务器系统160和搜索服务器系统

180可以将模块120、122A、122B和182执行为在底层硬件上执行的虚拟机。模块120、122A、

122B和182可以作为操作系统或计算平台的一个或多个服务来执行。模块120、122A、122B和

182可以作为在计算平台的应用层处的一个或多个可执行程序来执行。

[0026] 计算设备110的UID  112可以用作计算设备110的输入和/或输出设备。UID  112可

以使用各种技术来实现。例如，UID  112可以用作使用存在敏感输入屏幕的输入设备，存在

敏感输入屏幕例如是电阻式触摸屏、表面声波触摸屏、电容式触摸屏、投射电容式触摸屏、

压敏屏幕、声脉冲识别触摸屏或另一存在敏感显示技术。

[0027] UID  112可以用作使用麦克风技术、红外传感器技术或用于接收用户输入的其他

输入设备技术的输入设备。例如，UID  112可以使用内置麦克风技术来检测UI模块120和/或

本地助理模块122A处理以完成任务的语音输入。作为另一示例，UID  112可以包括可以从计

算设备110的用户接收触觉输入的存在敏感显示器。UID  112可以通过检测来自用户的一个

或多个手势(例如，用户用手指或触笔触摸或者指向UID112的一个或多个位置)来接收触觉

输入的指示。

[0028] UID  112可以用作输出(例如，显示)设备并将输出呈现给用户。UID  112可以用作

使用任何一个或多个显示设备的输出设备，显示设备例如是液晶显示器(LCD)、点阵显示

器、发光二极管(LED)显示器、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显示器、电子墨水或能够向计算设备

110的用户输出可视信息的类似的单色或彩色显示器。UID  112可以用作使用用于向用户输

出信息的扬声器技术、触觉反馈技术或其他输出设备技术的输出设备。UID  112可以呈现与

由本地助理模块122A和/或远程助理模块122B提供的虚拟助理相关的用户界面(例如、用户

界面114)。UID  112可以呈现与在计算设备110处执行和/或可从计算设备110访问的计算平

台、操作系统、应用和/或服务(例如，电子邮件、聊天、在线服务、电话、游戏等等)的其他特

征相关的用户界面。

[0029] UI模块120可以管理与UID  112和计算设备110的其他组件的用户交互，包括与助

理服务器系统160交互，以便经由UID  112提供助理服务。UI模块120可以使UID  112输出用

户界面，例如用户界面114(或其他示例用户界面)，因为计算设备110的用户查看输出和/或

在UID  112处提供输入。UI模块120和UID  112可以当用户与用户界面交互时、在不同时间以

及当用户和计算设备110处于不同位置时接收来自用户的输入(例如，语音输入、手势输入

等)的一个或多个指示。UI模块120和UID  112可以解释在UID  112处检测到的输入，并且可

以将关于在UID  112处检测到的输入的信息中继到本地助理模块122A和/或在计算设备110

执行的一个或多个其他相关联的平台、操作系统、应用和/或服务。以例如使计算设备110执

行功能。

[0030] UI模块120可以从在计算设备110处执行的一个或多个相关联的平台、操作系统、

应用和/或服务和/或一个或多个远程计算系统诸如服务器系统160和180接收信息和指令。

另外，UI模块120可以充当在计算设备110处执行的一个或多个关联平台、操作系统、应用

和/或服务与计算设备110的各种输出设备(例如，扬声器、LED指示器、音频或触觉输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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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之间的中介以用计算设备110生成输出(例如，图形、闪光、声音、触觉响应等)。

[0031] 搜索模块182可以针对被确定为与搜索模块182自动生成(例如，基于与计算设备

110相关联的场境信息)或搜索模块182从助理服务器系统160或者计算设备110接收(例如，

作为虚拟助理代表计算设备110的用户完成的任务的一部分)的搜索查询相关的信息执行

搜索。搜索模块182可以基于搜索查询进行因特网搜索，以从各种信息源(例如，搜索服务器

系统180本地或远程存储的)识别与搜索查询相关的信息(例如，天气或交通状况、新闻、股

票价格、体育比分、用户时间表、交通时间表、零售价格等)。在执行搜索之后、搜索模块182

可以将从搜索返回的信息(例如，搜索结果)输出到助理服务器系统160或计算设备110。

[0032] 在图1的示例中，用户界面114是与计算设备110访问的虚拟助理服务(例如，由助

理服务器系统160的本地助理模块122A和/或远程助理模块122B提供)相关联的图形用户界

面。在一些示例中，用户界面114可以是可听用户界面。如图1所示，用户界面114示出了计算

设备110的用户与在计算设备110处执行或可由计算设备110访问的虚拟助理之间的对话的

文本。用户界面114可以包括各种形式的虚拟助理信息，诸如可听声音、振动、文本、图形、内

容卡、图像等。UI模块120可以使UID  112基于数据UI模块120经由网络130从助理服务器系

统160接收的数据来输出用户界面114。UI模块120可以接收用于呈现用户界面114作为来自

助理服务器系统160和/或本地助理模块122A的输入的信息(例如，音频数据、文本数据、图

像数据等)，以及来自助理服务器系统160和/或本地助理模块122A的用于在UID112处用户

界面114内呈现信息的指令。

[0033] 计算设备110的本地助理模块122A和助理服务器系统160的远程助理模块122B可

各自执行本文描述的类似功能，用于自动执行助理，该助理被配置为在用户和助理之间的

对话期间获得与计算设备的用户相关联的个人信息。远程助理模块122B和用户信息数据存

储124B表示示例虚拟助理的服务器端或云实施方式，而本地助理模块122A和用户信息数据

存储124A表示示例虚拟助理的客户端或本地实施方式。

[0034] 模块122A和122B每个可以包括相应的软件代理，其被配置为作为智能个人助理执

行，其可以为个人诸如计算设备110的用户执行任务或服务。模块122A和122B可以基于用户

输入(例如，在UID  112处检测到)、位置感知(例如，基于场境)和/或访问来自各种信息源的

(例如，在计算设备110、助理服务器系统160本地存储的，或通过搜索服务器系统180提供的

搜索服务获得的)其他信息的能力(例如，天气或交通状况、新闻、股票价格、体育比分、用户

时间表、交通时间表、零售价格等)执行这些任务或服务。模块122A和122B可以执行人工智

能和/或机器学习技术，以代表用户自动识别和完成一个或多个任务。

[0035] 由远程助理模块122B和本地助理模块122A提供的相应助理可以在执行操作以支

持与计算设备110的用户的对话的过程中自动创建、生成或以其它方式维护在对话期间获

得的信息的个人记录，并分别以结构化和语义方式将个人记录存储为特定于用户的值作为

用户信息数据存储124B和用户信息数据存储124A。数据存储124B和124A可以分别使得由远

程助理模块122B和本地助理模块122A执行的相应助理能够快速访问个人信息(例如，特定

于用户的值)以完成现实世界的任务、虚拟任务或以其它方式响应计算设备110的用户的即

时或未来需求。为了便于描述，主要从本地助理模块122A执行的角度描述本公开的技术。

[0036] 助理模块122A和122B可以将用户信息数据存储124A和124B维护为助理模块122A

和122B一起或单独地提供给计算设备110的虚拟助理服务的一部分。助理模块122A和1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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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助理可以在执行支持与计算设备110的用户的对话的操作的过程中，维护从对话中

自动剔除信息的个人记录，并以结构化和语义的方式将个人记录存储为用户信息数据存储

124A和124B。数据存储124A和124B可以使助理模块122A和122B执行的助理能够快速访问个

人信息以完成现实世界任务、虚拟任务或以其它方式响应计算用户设备110的即时和/或未

来需求。

[0037] 在首先接收到来自用户的如此进行的明确许可之后，助理模块122A和122B可以仅

保留与计算设备110的用户相关联的个人记录。因此，用户可以完全控制助理如何收集和使

用关于用户的信息。例如，在保留与计算设备110的用户相关联的个人记录之前，助理模块

122A和122B可以使UI模块120经由UID  112呈现用户界面，其请求用户选择框、单击按钮、陈

述语音输入或以其它方式向助理模块122A和122B解释的用户界面提供特定输入作为对助

理模块122A和122B收集和利用用户个人信息的明确肯定同意。

[0038] 助理模块122A和122B可以加密或以其它方式处理被维护为个人记录的信息，以在

将个人信息存储在数据存储124A和124B之前移除用户的实际身份。例如，可以由助理模块

122A和122B处理该信息，使得当存储在数据存储124A和124B时，从用户的个人记录中移除

任何个人可识别信息。

[0039] 助理模块122A和122B可以使UI模块120经由UID  112呈现用户界面，计算设备110

的用户可以从UID  112从存储在数据存储124A和124B的个人记录中修改或移除信息。例如，

用户界面可以提供区域，计算设备110的用户可以在此提供输入的，以向助理模块122A和

122B传送用于修改或移除特定个人信息的命令。以这种方式，计算设备110的用户可以完全

控制助理模块122A和122B在数据存储124A和124B处保留的信息。

[0040] 由数据存储124A和124B存储的个人记录中的每个条目可以与预定义模式相关联，

该预定义模式可以由助理模块122A和122B快速遍历或解析，以找到助理模块122A和122B当

前需要以了解用户需求并帮助用户完成任务的信息。一旦个人信息被记录为特定于用户的

一个或多个值，助理模块122A和122B就可以快速使用存储在数据存储124A和124B中的信息

来完成任务。如果不存在正在进行的任务，则助理模块122A和122B可以向用户(例如，经由

用户界面114)提供助理如何使用该信息在将来帮助用户的示例。用户稍后可以在UID  112

处提供输入以命令助理模块122A和122B忘记或修改该信息。

[0041] 由数据存储124A和124B存储的值可以是文本值(例如，人名、地点名称、实体的其

他文本描述符)、数值(例如，年龄、身高、体重、其他生理数据、其他与实体相关联的数字信

息)或指向特定于用户的值的指针(例如，用户知识图中的实体在存储器中的位置、地址簿

中的联系人在存储器中的位置等)。换句话说，特定于用户的值可以采用许多形式并且特定

于由记录模式定义的个人记录的字段。该值可以指示特定于用户的实际信息，或者可以是

对可以从其检索特定于用户的信息的位置的引用。

[0042] 在助理模块122A和122B接收到UID  112检测到的指示用户同意向助理模块122A和

122B提供关于用户的个人信息的用户输入的指示之后，助理模块122A和122B可以接收来自

UI模块120的用户输入的指示(例如，自然语言语音或文本输入)，其包括用于使助理模块

122A和122B做某事的指令。如果用户输入指示它是更个性化的请求(例如，打电话给“Mom”)

而不是更公开的请求(例如，“tell  me  who  won  the  college  football  championship 

last  nigh(告诉我谁昨晚赢得了大学橄榄球锦标赛)”)，则助理模块122A和122B可以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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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遍历先前存储在数据存储124A和124B中的个人记录，以快速确定完成用户输入指定的任

务所需的信息。相反，如果用户输入指示它是更公开的请求而不是更私密的请求，则助理模

块122A和122B可以将用户输入或其一部分(例如，作为搜索查询的指示)发送到搜索服务器

系统180以使搜索模块182执行搜索与用户输入有关的信息。

[0043] 可以采用各种方法来确定用户输入是否建议相对于公开数据的个人数据。例如，

在用户输入中引用的内容或实体的类型诸如家庭术语、人称代词可以是对个人数据感兴趣

的信号。与存储的诸如人名和位置等的个人数据的匹配也可以表示用户对个人数据的兴

趣。相反，对输入内容的检查可能表明相对于个人数据的偏离，例如对公开实体(例如，运动

队、公开兴趣点、名人等)的引用。还考虑了用于预测用户对相对于公开信息的个人的兴趣

的其他技术，包括利用用户历史、消除过程和机器学习方法等。

[0044] 在一些示例中，助理模块122A和122B可以在创建个人记录之前确定用户输入是公

开请求还是个人请求。换句话说，助理模块122A和122B可以通过首先确定用户输入是否是

个人请求来抢占识别对个人信息的初始引用。

[0045] 例如，助理模块122A和122B可以响应于从用户输入(例如，运动队、名人姓名、餐

馆、地理位置、一般想法或主题等等)识别一个或多个公开实体或公开内容来确定用户输入

是公开请求。相反，助理模块122A和122B可以响应于从初始用户输入识别一个或多个私人

实体或私人内容(例如，联系人列表中的非名人或人的姓名、人称代词、家庭用语、个人记录

中字段的特定名称或同义词等)确定用户输入是私人请求。

[0046] 响应于确定初始用户输入是个人请求，助理模块122A和122B可以解析与用户相关

联的个人记录以获得个人信息。相反，响应于确定初始用户输入是公开请求，助理模块122A

和122B可以使搜索模块182执行公开搜索以获得用于执行命令的信息。

[0047] 响应于确定初始用户输入是个人请求，助理模块122A和122B可以解析与用户相关

联的个人记录以获取个人信息，并且响应于确定个人记录包括与个人信息相关联的字段中

的空值或零值而识别对个人信息的初始引用。换句话说，在确定用户请求的性质上是个人

的并且不是公开的之后，助理模块122A和122B可以搜索用户的个人记录以获得满足请求所

需的信息并且响应于识别没有与所需信息相关联的特定用户值，助理模块122A和122B可以

识别该请求以及第一示例或对个人信息的初始引用。

[0048] 在用户输入包括对更多个人信息的引用并且因此是更私密的请求的情况下，如果

助理未能成功地从存储在数据存储124A和124B的用户的个人记录中获得必要信息，则助理

模块122A和122B可以自动地使UI模块120经由UID  112输出文本或音频以与用户交谈(例

如，以请求附加的语音或文本输入)，直到助理模块122A和122B从附加用户输入获得缺失的

信息。在从附加用户输入获得缺失信息时，助理模块122A和122B可以将缺失信息添加到存

储在数据存储124A和124B中的个人记录，使得在响应未来用户输入时可以快速且容易地获

得信息。

[0049] 在操作中，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接收UI模块120在UID  112处检测到的用户输入

的指示，其指示用户同意本地助理模块122A利用并存储关于用户的个人信息。响应于从用

户接收到同意的指示，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从UI模块120接收来自用户的语音输入的指

示，其指示本地助理模块122A使计算设备110执行操作以执行任务以“telephone  Mom(打电

话给妈妈)”。例如，用户界面114示出了由本地助理模块122A识别并且作为响应被输出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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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或经由UID  112作为音频输出的语音输入的转录。

[0050] 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解析、遍历或以其它方式分析语音输入(例如，使用自然语

言处理或执行其他语音识别技术)以从语音输入识别单词“Mom”。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确

定“Mom”可以指定对用户来说是个人的(例如，从单词mom的性质)并且值得保留以执行将来

的命令的人的通用或描述性身份。响应于未能识别任何先前创建的具有涉及“Mom”、mom、

mother或其某些同义词的字段的个人记录，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在数据存储124A处创建

用于存储关于名为“Mom”的个人联系人的信息的个人记录供将来访问。本地助理模块122A

可以根据用于存储与个人联系人相关联的信息的预定义模式在数据存储124A处创建记录。

也就是说，个人记录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通用“姓名字段”，其开始为未填充的或者是不特

定于用户的值(例如，具有零值或空值或通用占位符)。个人记录可以包括“关系字段”，其指

定该人与用户之间的关系。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使用特定于用户的值自动填充关系字

段，诸如单词“mom”、“mother(母亲)”、parent(父母)、指示该人是用户的妈妈的某个其他同

义词。

[0051] 在一些示例中，在本地助理模块122A不具有用户的个人信息的结构化/语义记录

的情况下(例如，因为本地助理模块122A未成功解析用户的初始输入并且正确识别单词

“Mom”)，助理可以执行搜索(例如，在计算设备110外部例如在因特网上，或者在计算设备

110本地例如通过用户的先前聊天历史、搜索历史等)以尝试找到该信息。在通过搜索找到

信息时，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将该新信息添加到数据存储124A处的记录。

[0052] 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通过使UI模块120经由UID  112输出音频或文本“sure ,I 

can  help  you  with  that...(当然，我可以帮助你……)”来参与与用户的对话。因为本地

助理模块122A可能刚刚为用户识别为“Mom”的该个人联系人创建个人记录，所以记录可能

不完整。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执行搜索(例如，在对计算设备110本地或远程存储的地址

簿的条目中)以试图确定可以被识别为“Mom”的特定人的身份以努力进一步填充该个人记

录。但是，搜索可能无法返回可能被识别为“Mom”的特定人员的任何结果。例如，如果用户母

亲的电话号码没有存储在地址簿中标有“Mom”或其某个同义词的联系人条目下，则本地助

理模块122A可能无法识别名为“Mom”的特定人的任何身份，并且因此将对“Mom”的引用视为

对先前未与特定于用户的值相关联的个人信息的初始引用。

[0053] 在未能获得“Mom”的身份之后，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请求用户在UID  112处提供

附加输入，其可以帮助本地助理模块122A识别当用户提到“Mom”时用户所指的特定人的电

话号码。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通过使UI模块120通过UID  112输出音频或文本“but  I 

can't  seem  to  find  a  record  for  your  mother,what  is  her  name？(但是我似乎无法

为你的母亲找到记录，她的名字是什么？)”来继续与用户的对话。

[0054] 用户可以说出单词“Kat”，并且计算设备110可以经由UID  112接收说出的单词Kat

作为附加语音输入。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响应于用户说“Kat”接收来自UI模块120的附加

语音输入的指示，并使UI模块120输出语音输入“Kat”的转录以便在UID  112显示。

[0055] 基于附加输入的指示，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确定“Mom”指的是名为“Kat”的人并

且进一步用名称“Kat”填充创建的记录的姓名字段。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例如在与计算

设备110的用户相关联的地址簿的条目中执行后续搜索，以将在地址簿中识别的特定人的

姓名确定为“Ka t”。响应于确定与计算设备110的用户相关联的地址簿包括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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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erine”的两个或更多个联系人，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将名为Katherine的两个或更

多个联系人中的每一个视为与姓名“Kat”的潜在匹配。

[0056] 为了确定用户已知两个或更多个Katherine中的哪一个为“Mom”，本地助理模块

122A可以自动推断出与用户共享相同姓氏的名为“Katherine”的联系人是当用户提到

“Mom”时被引用的特定人。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通过使得UI模块120和UID  112输出请求

用户确认的文本或音频来要求用户确认也与用户共享相同姓氏的“Katherine”是当用户引

用“Mom”时引用的特定人的假设是正确的。

[0057] 响应于从UI模块120接收到指示计算设备的用户已经肯定该假设的用户输入的指

示(例如，由计算设备110的用户提供的当用户声明单词“Yes(是)”时的语音输入)，本地助

理模块122A可以注释初始创建并存储在数据存储124A中的记录的姓名字段，以存储指示用

户的母亲是名字是“Katherine”、有时称为“Kat”、并且共享与用户相同的姓氏的人。本地助

理模块122A可以通过使UI模块120和UID  112输出指示本地助理模块122A已经创建记录以

存储在地址簿中的条目与用户的妈妈之间的关联的文本或音频来向用户提供反馈。

[0058] 在一些示例中，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能做出不正确的假设。例如，本地助理模块

122可以从UI模块120接收指示计算设备的用户已拒绝该假设的用户输入的指示(例如，由

计算设备110的用户提供的当用户声明单词“No(否)”时的语音输入)(例如，如果用户和用

户的母亲不共享姓氏——这可能是姓氏之间的共性是由于结婚而不是出生权的情况)。响

应于接收到拒绝该假设的用户输入的指示，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跟进附加问题以引出用

户母亲的身份并最终一旦确定了用户母亲的身份则注释初始创建并存储在数据存储124中

的记录的姓名字段。

[0059] 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执行一个或多个操作以完成由原始语音输入指定的任务

(例如，“telephone  Mom”)。例如，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使计算设备110执行电话应用以拨

打存储在与计算设备110的用户相关联的地址簿中的、在其名字是Katherine并且其姓氏与

用户相同的条目下的电话号码。

[0060] 在为用户的妈妈创建个人记录之后，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再次从UI模块120接

收来自用户的引用“Mom”的语音输入的指示。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针对“Mom”快速解析或

遍历存储在数据存储124A中的个人记录的模式，并快速识别先前创建的提供关于用户认为

是他的母亲的人的信息的个人记录。因此，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不需要在计算设备110本

地或远程存储的多个信息源中执行本地或全局搜索，以确定“Mom”的身份。与引用未包含在

个人记录中的数据的用户输入相比，用户输入引用存储在数据存储124A中的先前创建的个

人记录中包含的数据时，本地助理模块122A在响应于用户输入时可具有快得多的响应时

间。

[0061] 以这种方式，在与用户的日常对话期间，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自动识别并保留

本地助理模块122A推断完成未来任务可能需要的特定个人信息。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将

个人信息维护为在数据存储124A处以结构化和语义方式存储的个人记录，以便在本地助理

模块122A处于与用户的会话中时能够将来快速检索信息。

[0062] 在上述方法提供的几个益处中，有：(1)可以减少设备对调用个人数据的用户输入

进行操作的处理复杂度和时间；(2)私人数据可以存储在本地，减少了对于在用户设备上用

于私人数据的复杂和消耗内存的传输安全协议的需要；(3)特定数据与用户首选的查询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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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相关联，减少了对用户设备进行查询重写和其他计算复杂数据检索的需求，并提高了结

果的准确性；以及(4)可以减少网络使用，因为可以从本地存储器而不是网络资源获得本地

助理模块需要访问的数据。

[0063] 虽然其他助理可能需要在多个(内部或外部)信息源中重复搜索，或者引出附加用

户输入，但每次这些其他助理的任务是响应特定用户需求时，根据本公开的助理可能能够

更快地通过依靠个人记录来回忆关于用户的个人信息以及对于用户在不必搜索多个信息

源的情况下立即发生的事情来确定用户需要什么，开始采取行动以满足需求。因此，根据本

公开的助理可以支持计算设备和/或系统比其他助理更快地完成任务和/或更快地响应用

户输入的能力。通过更快地执行，示例助理可以最小化与用户的对话中的暂停或犹豫，其可

以使得与助理的交谈看起来自然、不那么笨拙并且对于用户更加期望。

[0064] 图2是示出根据本公开的一个或多个方面的被配置为执行示例虚拟助理的示例计

算设备的框图。以下将图2的计算设备210描述为图1的计算设备110的示例。图2仅示出了计

算设备210的一个特定示例，并且计算设备210的许多其他示例可以在其他实例中使用，并

且可以包括示例计算设备210中包括的组件的子集，或者可以包括图2中未示出的附加组

件。

[0065] 如图2的示例中所示，计算设备210包括用户界面设备(USD)212、一个或多个处理

器240、一个或多个通信单元242、一个或多个输入组件244、一个或多个输出组件246以及一

个或多个存储组件248。USD  212包括显示组件202、存在敏感输入组件204、麦克风组件206

和扬声器组件208。计算设备210的存储组件248包括UI模块220、助理模块222、搜索模块

282、一个或多个应用模块226、场境模块230和用户信息数据存储224。

[0066] 通信信道250可以互连组件212、240、242、244、246和248中的每一个以用于组件间

通信(物理地、通信地和/或可操作地)。在一些示例中，通信信道250可以包括系统总线、网

络连接、进程间通信数据结构或用于传送数据的任何其他方法。

[0067] 计算设备210的一个或多个通信单元242可以通过在一个或多个网络(例如，图1的

系统100的网络130)上发送和/或接收网络信号，经由一个或多个有线和/或无线网络与外

部设备(例如，图1的系统100的助理服务器系统160和/或搜索服务器系统180)通信。通信单

元242的示例包括网络接口卡(例如，诸如以太网卡)、光学收发器、射频收发器、GPS接收器

或可以发送和/或接收信息的任何其他类型的设备。通信单元242的其他示例可以包括短波

无线电、蜂窝数据无线电、无线网络无线电以及通用串行总线(USB)控制器。

[0068] 计算设备210的一个或多个输入组件244可以接收输入。输入的示例是触觉、音频

和视频输入。在一个示例中，计算设备210的输入组件242包括存在敏感输入设备(例如，触

敏屏幕、PSD)、鼠标、键盘、语音响应系统、相机、麦克风或用于检测来自人或机器的输入的

任何其他类型的设备。在一些示例中，输入组件242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传感器组件、一个

或多个位置传感器(GPS组件、Wi-Fi组件、蜂窝组件)、一个或多个温度传感器、一个或多个

移动传感器(例如，加速度计、陀螺仪)、一个或多个压力传感器(例如，气压计)、一个或多个

环境光传感器以及一个或多个其他传感器(例如，红外接近传感器、湿度计传感器等)。其他

传感器(仅举几个其他非限制性示例)可包括心率传感器、磁力计、葡萄糖传感器、嗅觉传感

器、罗盘传感器、步进计数器传感器。

[0069] 计算设备110的一个或多个输出组件246可以生成输出。输出的示例是触觉、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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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视频输出。在一个示例中，计算设备210的输出组件246包括存在敏感显示器、声卡、视频

图形适配器卡、扬声器、阴极射线管(CRT)监视器、液晶显示器(LCD)或用于向人或机器生成

输出的任何其他类型的设备。

[0070] 计算设备210的UID  212可以类似于计算设备110的UID  112，并且包括显示组件

202、存在敏感输入组件204、麦克风组件206和扬声器组件208。显示组件202可以是屏幕，在

该屏幕处通过USD  212显示信息，而存在敏感输入组件204可以检测显示组件202处和/或附

近的对象。扬声器组件208可以是扬声器，UID  212从该扬声器播放可听信息，而麦克风组件

206可以检测在显示组件202和/或扬声器组件208之处和/或附近提供的可听输入。

[0071] 虽然被示为计算设备210的内部组件，但是UID  212还可以表示与计算设备210共

享数据路径以用于发送和/或接收输入和输出的外部组件。例如，在一个示例中，UID  212表

示位于计算设备210(例如，移动电话上的屏幕)内并且物理连接到计算设备210的外部封装

的计算设备210的内置组件。在另一示例中，UID  212表示位于计算设备210的包装或外壳物

理外部并且与计算设备210的包装或外壳物理分离的计算设备210的外部组件(例如，与计

算设备210共享有线和/或无线数据路径的监视器、投影仪等)。

[0072] 作为一个示例范围，存在敏感输入组件204可以检测在显示组件202的两英寸或更

小的范围内的对象例如手指或触笔。存在敏感输入组件204可以确定检测到对象的显示组

件202的位置(例如，[x，y]坐标)。在另一示例范围中，存在敏感输入组件204可以检测相距

显示组件202六英寸或更小的对象，并且其他范围也是可能的。存在敏感输入组件204可以

使用电容性、电感性和/或光学识别技术确定由用户的手指选择的显示组件202的位置。在

一些示例中，存在敏感输入组件204还使用如关于显示组件202所描述的触觉、音频或视频

刺激向用户提供输出。在图2的示例中，PSD  212可以呈现用户界面(诸如图1的图形用户界

面114)。

[0073] 扬声器组件208可以包括内置于计算设备210的外壳的扬声器，并且在一些示例

中，可以是内置于可操作地耦合到计算设备210的一组有线或无线耳机的扬声器。麦克风组

件206可以检测在UID  212之处或附近发生的可听输入。麦克风组件206可以执行各种噪声

消除技术以从检测到的音频信号去除背景噪声并将用户语音与检测到的音频信号隔离。

[0074] 计算设备210的UID  212可以检测二维和/或三维手势作为来自计算设备210的用

户的输入。例如，UID  212的传感器可以检测在UID  212的传感器的阈值距离内的用户的移

动(例如，移动手、手臂、笔、触笔等)。UID  212可以确定移动的二维或三维矢量表示，并将矢

量表示与具有多个维度的手势输入(例如，挥手、捏、拍手、笔划等)相关联。换句话说，UID 

212可以检测多维手势，而不需要用户在UID  212输出信息用于显示的屏幕或表面之处或附

近做出手势。相反，UID  212可以检测在传感器之处或附近执行的多维手势，该传感器可以

或可以不位于UID  212输出信息用于显示的屏幕或表面附近。

[0075] 一个或多个处理器240可以实现与计算设备210相关联的功能和/或执行与计算设

备210相关联的指令。处理器240的示例包括应用处理器、显示控制器、辅助处理器、一个或

多个传感器集线器以及被配置为用作处理器、处理单元或处理设备的任何其他硬件。模块

220、222、226、230和282可以由处理器240操作以执行计算设备210的各种动作、操作或功

能。例如，计算设备210的处理器240可以检索并执行由存储组件248存储的使得处理器240

执行操作模块220、222、226、230和282的指令。这些指令在由处理器240执行时可以使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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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210在存储组件248内存储信息。

[0076] 计算设备210内的一个或多个存储组件248可以存储用于在计算设备210的操作期

间进行处理的信息(例如，计算设备210可以存储在计算设备210处的执行期间由模块220、

222、226、230和282访问的数据)。在一些示例中，存储组件248是临时存储器，这意味着存储

组件248的主要目的不是长期存储。计算设备210上的存储组件248可以被配置用于作为易

失性存储器短期存储信息，因此如果断电则不保留存储的内容。易失性存储器的示例包括

随机存取存储器(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SRAM)以及本领

域中已知的其他形式的易失性存储器。

[0077] 在一些示例中，存储组件248还包括一个或多个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在一些示例

中，存储组件248包括一个或多个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存储组件248可以被配置

为存储比通常由易失性存储器存储的信息量更大的信息量。存储组件248还可以被配置用

于作为非易失性存储空间长期存储信息并且在电源开/关循环之后保留信息。非易失性存

储器的示例包括磁性硬盘、光盘、软盘、闪存或电可编程存储器(EPROM)或电可擦除和可编

程(EEPROM)存储器的形式。存储组件248可以存储与模块220、222、226、230和282以及数据

存储224相关联的程序指令和/或信息(例如，数据)。存储组件248可以包括被配置为存储数

据或与模块220、222、226、230和282以及数据存储224相关联的其他信息的存储器。

[0078] UI模块220可以包括图1的计算设备110的UI模块120的所有功能，并且可以执行与

UI模块120类似的操作，用于管理计算设备210例如在USD  212提供的用户界面(例如，用户

界面114)，用于促进计算设备110的用户与助理模块222之间的交互。例如，计算设备210的

UI模块220可以从助理模块222接收包括用于输出(例如，显示或播放音频)助理用户界面

(例如，用户界面114)的指令的信息。UI模块220可以通过通信信道250从助理模块222接收

信息，并使用该数据来生成用户界面。UI模块220可以通过通信信道250发送显示或可听输

出命令和相关联的数据，以使UID  212在UID  212处呈现用户界面。

[0079] 在一些示例中，UI模块220可以接收在UID  212处检测到的一个或多个用户输入的

指示，并且可以将关于用户输入的信息输出到助理模块222。例如，UID  212可以检测来自用

户的语音输入，并将关于语音输入的数据发送到UI模块220。

[0080] UI模块220可以将语音输入的指示发送到助理模块222以进一步解释。助理模块

222可以基于语音输入确定检测到的语音输入表示对于助理模块222执行一个或多个任务

的用户请求。

[0081] 应用模块226表示在计算设备210处执行并且可从计算设备210访问的所有各种单

独的应用和服务，其可以由诸如助理模块222的助理访问，以向用户提供信息和/或执行任

务。计算设备210的用户可以与与一个或多个应用模块226相关联的用户界面进行交互，以

使计算设备210执行功能。可以存在许多应用模块226的示例，其包括健身应用、日历应用、

搜索应用、地图或导航应用、运输服务应用(例如，公开汽车或火车跟踪应用)、社交媒体应

用、游戏应用、电子邮件应用、聊天或消息传递应用、因特网浏览器应用或可以在计算设备

210处执行的任何和所有其他应用。

[0082] 计算设备210的搜索模块282可以代表计算设备210执行集成搜索功能。搜索模块

282可以由UI模块220、应用模块226中的一个或多个和/或助理模块222调用以代表它们执

行搜索操作。当被调用时，搜索模块282可以执行搜索功能，诸如生成搜索查询并基于生成

说　明　书 13/23 页

16

CN 109804366 A

16



的搜索查询跨各种本地和远程信息源来执行搜索。搜索模块282可以将执行的搜索的结果

提供给调用组件或模块。也就是说，搜索模块282可以响应于调用命令将搜索结果输出到UI

模块220、助理模块222和/或应用模块226。

[0083] 场境模块230可以收集与计算设备210相关联的场境信息以定义计算设备210的场

境。具体地，场境模块210主要由助理模块222用来定义指定计算设备210的物理和/或虚拟

环境的特性以及在特定时间的计算设备210的用户的、计算设备210的场境。

[0084] 如贯穿本公开所使用的，术语“场境信息”用于描述可由场境模块230用来定义计

算设备和计算设备用户可能会在特定时间体验的虚拟和/或物理环境特性的任何信息。场

境信息的示例很多并且可以包括：由计算设备210的传感器(例如，位置传感器、加速度计、

陀螺仪、气压计、环境光传感器、接近传感器、麦克风和任何其他传感器)获得的传感器信

息、由计算设备210的通信模块发送和接收的通信信息(例如，计算设备210的通信模块发送

和接收的基于文本的通信、可听通信、视频通信等)以及与在计算设备210处执行的应用相

关联的应用使用信息(例如，与应用相关联的应用数据、因特网搜索历史、文本通信、语音和

视频通信、日历信息、社交媒体帖子和相关信息等)。场境信息的其他示例包括从计算设备

210外部的发送设备获得的信号和信息。例如，场境模块230可以经由计算设备210的无线电

或通信单元接收从位于商家的实际位置之处或附近的外部信标发送的信标信息。

[0085] 助理模块222可以包括图1的计算设备110的本地助理模块122A的所有功能，并且

可以执行与用于提供助理的本地助理模块122A类似的操作。在一些示例中，助理模块222可

以在本地(例如，在处理器240处)执行以提供助理功能。在一些示例中，助理模块222可以作

为到计算设备210可访问的远程助理服务的接口。例如，助理模块222可以是到图1的助理服

务器系统160的远程助理模块122B的接口或应用编程接口(API)。

[0086] 类似于图1的系统100的数据存储124A和124B，用户信息数据存储224可以存储由

助理模块222创建的个人记录，其包括助理模块222在用户与助理模块222提供的助理之间

的对话期间已经获知的关于计算设备210的用户的信息。除了由场境模块230和/或搜索模

块282提供的任何信息之外，助理模块222还可以依赖于存储在数据存储224中的信息来执

行助理任务。

[0087] 包含在数据存储224中的信息可以以结构化和语义方式存储。例如，响应于在UID 

212处检测到语音输入“my  name  is  john(我的名字是john)”，助理模块222可以在数据存

储224处生成包含由字符串“john”填充的姓名字段的记录(例如，(name,john))。除了姓名

字段之外，助理模块222还可以使得由数据存储224存储的记录还包括在接收到语音输入时

从场境模块230接收的场境信息(例如，诸如日期、计算设备210的位置和其他场境信息之类

的信息)。

[0088] 作为另一示例，在用户与助理模块222提供的助理之间的聊天对话期间，用户可以

在UID  212处提供输入，该输入被UID  212识别为文本串“I'm  a  reference  clerk  at  the 

local  library(我是当地图书馆处的参考文员)”。助理模块222可以接收文本串的指示，并

在数据存储224处创建包含职业字段的个人记录。助理模块222可以使用从用户输入推断的

类型和位置来填充职业字段。例如，职业领域可以包括作为“reference  clerk”的类型引用

和作为实体“Springfield  Ohio  Public  Library(斯普林菲尔德俄亥俄州公共图书馆)”的

就业地点引用(例如，(occupation,\type  reference  clerk)和(place  of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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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ty  Springfield_Ohio_Public_Library)。助理模块222可以利用针对那些底层语义的

明确定义的、标准化的和一致的信息表示来填充由数据存储224存储的个人记录的字段。

[0089] 助理模块222可以识别在与用户的对话期间获得的信息可以与传达更广泛结构的

常规模式相关联。如果助理模块222还没有从用户那里引出填充更广泛结构的所有字段所

需的信息，则助理模块222可以根据具有空或空占位符的更宽结构创建记录。随着助理模块

222越来越多地与用户交谈，助理模块222可以在数据存储224处填充个人记录的字段以使

得将来的交互更容易和更快。

[0090] 例如，助理模块222可以根据指定人们除了姓名之外经常具有出生日期、住家位置

和就业地点的规则来操作。响应于对输入“my  name  is  john(我的名字是john)”做出响应

而在数据存储224处生成个人记录，助理模块222可以使UID  212输出“hi  john ,nice  to 

meet  you,where  do  you  work？(嗨，john，很高兴见到你，你在哪里工作？)”，并存储由UID 

212接收的作为结果的用户响应，构建对助理模块222正在帮助的用户的更完整的理解。根

据这样的辅助信息启发来操作，助理模块222可以被引导来通过助理模块222在其下操作的

规则而输出进一步的启发。这样的规则可以包括关于特定辅助特性的重要性和/或流行度、

最近是否已经向用户询问过这些问题和他们过去是否倾向于回答它们等等的规则。

[0091] 在操作中，计算设备210的用户可以在UID  212处提供以相对自发的方式指示助理

模块222的语音输入。例如，用户可能提供作为“my  name  is  john”、“I  have  two  cats  and 

a  dog(我有两只猫和一只狗)”、“I 'm  a  reference  clerk  at  the  local  library”、“I 

like  baseball,and  my  favorite  team  is  the  Red  Sox(我喜欢棒球，我最喜欢的球队是

红袜队)”和“my  brother's  name  is  Ted(我兄弟的名字是Ted)”等的语音输入。

[0092] 在一些示例中，助理模块222可以作为正在进行的任务的一部分从计算设备210的

用户获取信息。例如，计算设备210的用户可以将语音输入提供为“what's  traffic  like 

today(今天的交通如何)”，并且助理模块222可以使UI模块220和UID  212输出“I  can 

check  that  for  you,where  do  you  work？(我可以为你检查它，你在哪里工作？)”的可听

或者图形指示。计算设备210的用户还可以提供语音输入以向助理模块222询问“what 's 

going  on  in  the  world？(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并且本地助理模块222可以使UI模块220

和UID  212输出“where  do  you  prefer  to  get  your  news  from？(你更喜欢从哪里获取新

闻？)”的可听或图形指示

[0093] 在一些示例中，本地助理模块222可以访问可以提供对于信息助理模块222完成任

务需要的信息的合理但未经证实的答案的其他信息(诸如可以由应用模块226和/或场境模

块230维护或可以不维护的地址簿、位置历史、通信等)。例如，如果用户要求到工作的交通，

则与用户相关联并由应用模块226的导航应用维护的位置历史可以包含指示用户每天开车

到哪里的证据。助理模块222可能会使用该目的地询问“I  can  check  that  for  you.From 

your  location  history  it  looks  like  you  work  at  the  Springfield  Library .Is 

that  right？(我可以为你检查它。从你的位置历史，看起来你在斯普林菲尔德图书馆工作。

是吗？)”该信息可以来自助理已被授权访问的各种源，包括位置历史、搜索或浏览活动、电

子邮件、聊天或与助理或其他实体、社交网络或与用户相关联的其他服务的其他通信。

[0094] 助理模块222可以对从用户引出的信息进行改进以解决歧义。例如，可以存在例如

两个当地图书馆，并且助理模块222可以提示用户指示哪一个是正确的。或者用户的名字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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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具有同音异义词，并且助理模块222可以经由UID  212输出信息以询问正确的拼写是哪

个。助理模块222可以使UI模块220在UID  212处提供视觉元素，诸如备选列表、具有图钉的

地图或具有附加区分细节的图片/卡以确定最有用和准确的答案。一旦提供并理解了个人

信息，助理模块222就可以将个人信息作为一个或多个个人记录存储在数据存储224。

[0095] 如果适当，助理模块222可以使用刚刚存储在数据存储224中的信息来完成任务。

例如，助理模块222可以使UI模块220在UID  212处输出声明“Ok,I’ll  remember  you  work 

there.The  traffic  looks  heavy  today,it  will  take  40minutes  to  get  to  work(Ok，

我会记得你在那里工作。今天的交通看起来很繁忙，需要40分钟才能到达工作)”的可听或

图形指示。

[0096] 在一些示例中，如果没有正在进行的任务，则助理模块222可以提供助理模块222

如何使用最近存储在数据存储224处的信息以在将来时间帮助用户的示例。例如，助理模块

222可以使UI模块220在UID  212处输出声明“Ok,I’ll  remember  you  like  the  lions,do 

you  want  me  to  send  you  the  scores  when  they  play？(Ok，我会记得你喜欢狮子，你想

让我在他们玩的时候给你发送得分吗？)”或者“Ok,I'll  remember  your  brother's  name 

is  Ted.From  now  on,you  can  say'call  my  brother'to  reach  him(Ok，我会记得你兄弟

的名字是Ted。从现在开始，你可以说'打电话给我兄弟'来联系他)”的可听或图形指示。在

一些示例中，助理模块222可以识别何时使用诸如“my  brother(我的兄弟)”、“work(工作)”

和“my  dog(我的狗)”的个人引用，并且基于存储在数据存储224处的信息替换正确的个人

解释，使得助理模块222可以准确和成功地完成任务。

[0097] 助理模块222可以向计算设备210的用户提供选择使得助理模块222忘记或修改存

储在数据存储224处的信息的机会。例如，助理模块222可以识别由UI模块220和UID  212检

测到的陈述短语“forget  that  I  work  at  the  library(忘记我在图书馆工作)”、“I've 

changed  my  name  to  John  Smith(我已经把我的名字改为John  Smith)”或“I  don't  like 

baseball  anymore(我不再喜欢棒球了)”或者“what  have  I  told  you  about  my  friend 

Peter(我告诉过你我的朋友彼得的什么)”并随后说“please  forget  all  of  that(请忘记

所有这些)”的语音命令。响应于这样的命令，助理模块222可以改变存储在数据存储224中

的个人记录以移除由移除命令指定的信息。助理模块222还可以提供设置菜单或其他图形

用户界面，用户可以从中定制或手动移除存储在数据存储224中的特定信息。

[0098] 助理模块222还可以管理关于存储在数据存储224中的数据的冲突。例如，如果用

户先前提供了输入“my  name  is  Jon(我的名字是Jon)”，然后稍后提供输入“my  name  is 

Jonathan(我的名字是Jonathan)”，则助理模块可以：(a)将“Barb”和“Barbara”存储为特定

于该用户的用户姓名的值，(b)要求用户澄清，例如他是否希望将一个姓名存储为昵称的

值，覆盖一个姓名的值等；(c)检查外部资源以确定使用哪个数据；(d)遵循某个其他预定义

协议，诸如始终用新数据覆盖旧数据的默认值；等等。

[0099] 助理模块222可以利用助理模块222从各种信息源收集的信息自动补充存储在数

据存储224中的信息。换句话说，虽然助理模块222在一些示例中可以从计算设备210的用户

引出进一步的信息以填充在数据存储224处的个人记录中的空字段，但是在一些示例中，助

理模块222可以包含搜索模块282和场境模块230以填充各条信息。例如，助理模块222可以

使用助理模块222从地址簿、位置历史、电子邮件或消息、社交媒体帐户或可通过搜索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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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场境模块230和/或一个或多个应用模块226访问的任何其他信息源获得的信息填充个

人记录中的缺失字段。为了不减慢助理服务的执行，助理模块222可以延迟补充存储在数据

存储224中的个人记录，直到与用户的对话中断为止。

[0100] 图3是示出根据本公开的一个或多个方面的由执行示例虚拟助理的一个或多个处

理器执行的示例操作的流程图。下面在图1的系统100的上下文中描述图3。例如，根据本公

开的一个或多个方面，当在计算设备110的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处执行时，本地助理模块122A

可以执行操作300-380。并且在一些示例中，根据本公开的一个或多个方面，远程助理模块

122B在助理服务器系统160的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处执行时可以执行操作300-380。仅出于说

明的目的，下面在图1的计算设备110的上下文中描述图3。

[0101] 在操作中，计算设备110可以接收初始用户输入的指示，其指示计算设备的用户与

助理之间的初始对话(300)。例如，计算设备110的用户可以在UID  112处提供语音输入，该

语音输入由本地助理模块122A接收为“when  does  our  dentist  open(我们的牙医何时开

门)”。

[0102] 计算设备110可以解析初始用户输入以获得初始命令(310)。例如，本地助理模块

122A可以使用自然语言处理和/或机器学习技术来确定语音输入指示对与商业(例如，我们

的牙医)相关的信息(例如，开放时间)的请求。

[0103] 在解析初始用户输入以获得初始命令时(310)，计算设备110可以基于初始用户输

入识别对先前未与特定于用户的值相关联的个人信息的初始引用(320)。例如，本地助理模

块122A可以将“our  dentist”识别为可能在数据存储124A处维护的个人记录中值得保留的

一条个人信息的指示符。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快速解析数据存储124A的模式，并确定在

数据存储124A处不存在与用户相关联的牙医的记录。作为响应，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确

定“dentist”先前没有与特定于用户的任何值(例如，个人记录)相关联。

[0104] 在一些示例中，计算设备110可以通过确定在用户和助理之间的任何先前对话期

间未引用对个人信息的引用来识别对先前未与特定于用户的值相关联的个人信息的初始

引用。在其他示例中，虽然可能已经先前进行引用，但是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能没有认为引

用足够重要到要将该个人信息记录为个人记录的一部分，因此本地助理模块122A存储的值

可以对应于零、空或其他非特定于用户的默认值。

[0105] 计算设备110可以接收来自用户的同意以使用和存储个人信息(330)。例如，在上

述交互之前，或者响应于识别潜在的个人信息，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使UI模块120请求来

自用户的许可以存储和利用在与本地助理模块122A和用户的交互期间获得的个人信息。应

当理解，计算设备110可以在每次本地助理模块想要使用或存储个人信息之前不要求用户

同意。例如，如果计算设备110每年一次、一天一次或甚至仅一次(例如，在初始产品购买、设

置等之后)接收同意，则计算设备110可以将该事先同意视为将来使用和存储个人信息的同

意。作为用户如何提供同意的一个示例，用户可以提供语音输入“yeah  that 's  ok  to 

store  information  about  me(是，可以存储关于我的信息)”，并且响应于语音输入，本地

助理模块122A可以开始在数据存储122A上存储关于用户的个人记录。

[0106] 计算设备110可以通过向用户提出确认同样的问题来确认对个人信息的初始引用

(335)。换句话说，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使UI模块120和UID  112输出用于确认特定于用户

的值的请求，并且接收用户对特定于用户的值的确认。也就是说，由于数据存储122A中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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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户牙医的记录，因此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使UI模块120和UID112输出问题“who  is 

your  dentist？(谁是你的牙医？)”的文本或音频。

[0107] 响应于输出问题，计算设备110可以从用户接收说明“my  dentist  is  Dr.Smiley 

Dentist(我的牙医是Dr.Smiley牙医)”的语音输入。响应于语音输入，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

以确定用户的牙医“Dr.Smiley  Dentist”并且使UI模块120和UID  112输出作为声明“Got 

it,your  dentist  is  Dr.Smiley  Dentist  in  Springfield  USA(明白了，你的牙医是美国

斯普林菲尔德的Dr.Smiley牙医)的文本或音频的确认”。

[0108] 计算设备110可以生成存储个人信息的指示的与用户相关联的个人记录(340)。例

如，为了保留本地助理模块122A获得的关于用户牙医的了解，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在与

计算设备110的用户相关联的个人信息的新的或已经存在的数据结构中创建字段以存储关

于用户的牙医的信息。换句话说，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根据指定用于存储关于人、地点、

事物或其他实体的信息的多个字段的预定义的模式创建个人记录。

[0109] 当创建个人记录时，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从多个字段中确定用于存储特定于用

户的值的特殊字段，并且响应于确定特殊字段与特定于用户的任何值不相关联，本地助理

模块122A可以用特定于用户的值填充特殊字段。例如，响应于确定牙医字段包括空值、零值

或者否则不包括特定于用户的任何值，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在个人记录的牙医字段存储

足够的信息以当用户他或她引用其“牙医”时，使本地助理模块122A能够快速确定计算设备

110的用户正在引用什么。例如，牙医字段可以包括商业名称、到在线信息的链接(例如，网

站)、地址、电话号码等。

[0110] 在生成用户牙医的记录时，计算设备110可以结束完成与初始用户输入相关联的

任务。例如，由于初始用户输入是来自用户的对于关于他或她的牙医的开门时间的信息的

请求，因此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剔除存储在个人记录中的用于营业时间的与用户牙医相

关联的信息。响应于识别开门时间，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使UI模块120和UID  112输出牙

医诊所的营业时间的指示(例如，“your  dentist  is  open  at  7AM  today-would  you  like 

to  telephone  the  office？(你的牙医今天上午7点开门——你想要给办公室打电话

吗？)”)。

[0111] 计算设备110可以接收指示用户和助理之间的后续对话的后续用户输入的指示

(350)。例如，在稍后的时间点，计算设备110的用户可以在UID  112处提供再次由本地助理

模块122A接收为“what's  the  traffic  like  to  get  to  the  dentist(到牙医那里的交通

如何)”的语音输入。在一些示例中，可能已经接收到后续用户输入作为接收初始用户输入

的指示的一部分。例如，作为初始用户输入的一部分接收的后续用户输入可以是命令

“remind  me  to  call  them  to  cancel  my  appointment(提醒我呼叫他们以取消我的预

约)”。因此，本地助理模块122A接收的整个输入可以是“when  does  our  dentist  open ,

remind  me  to  call  them  to  cancel  my  appointment(我们的牙医何时开门，提醒我呼叫

他们以取消我的预约)”。

[0112] 计算设备110可以解析后续用户输入以获得后续命令(360)。例如，本地助理模块

122A可以使用自然语言处理和/或机器学习技术来确定语音输入指示对于与商业(例如，牙

医)相关的信息的请求(例如，估计的旅行时间)，或者如上所述，用于设置用户呼叫商业的

提醒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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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3] 在解析后续用户输入以获得后续命令之时或之后，计算设备100可以基于后续用

户输入识别对个人信息的后续引用(370)。例如，由于“牙医”在没有某些背景的情况下是模

糊的(世界上有许多牙医诊所，而不仅仅是一个)，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解析数据存储

124A的个人记录以查看用户是否具有牙医。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识别先前响应于先前语

音输入而创建的个人记录，并且从个人记录中识别用户牙医诊所的位置。

[0114] 计算设备110可以基于存储个人信息的指示的与用户相关联的个人记录的指示来

执行后续命令(380)。例如，本地助理模块122A可以调用搜索服务器系统180的搜索模块182

以确定从计算设备110的当前位置到用户牙医诊所的位置的行程的估计持续时间。本地助

理模块122A可以从搜索服务器系统180接收行程的估计持续时间的指示。本地助理模块

122A可以使UI模块120使用UID  112输出估计持续时间的可听和/或图形指示为“Traffic 

is  moderate-it  will  take  you  approximately  17minutes  if  you  leave  now  to 

travel  from  your  current  location  to  Dr.Smiley  Dentist  in  Springfield  USA(交

通适中——如果你现在离开，从你现在的位置前往美国斯普林菲尔德的Dr.Smiley牙医大

约需要17分钟)”

[0115] 图4是示出根据本公开的一个或多个方面的被配置为执行示例虚拟助理的示例计

算系统的框图。以下将图4的助理服务器系统460作为图1的助理服务器系统160的示例进行

描述。图4仅示出了助理服务器系统460的一个特定示例，并且助理服务器系统460的许多其

他示例可以在其他实例中使用，并且可以包括示例性助理服务器系统460中包括的组件的

子集，或者可以包括图4中未示出的附加组件。

[0116] 如图4的示例中所示，助理服务器系统460包括一个或多个处理器440、一个或多个

通信单元442以及一个或多个存储组件448。存储组件448包括助理模块422、搜索模块482、

场境模块430和用户信息数据存储424。

[0117] 处理器440类似于图2的计算系统210的处理器240。通信单元442类似于图2的计算

系统210的通信单元242。存储设备448类似于图2的计算系统210的存储设备248。通信信道

450类似于图2的计算系统210的通信信道250，并且因此，可以互连组件440、442和448中的

每一个以用于组件间通信。在一些示例中，通信信道450可以包括系统总线、网络连接、进程

间通信数据结构或用于传送数据的任何其他方法。

[0118] 助理服务器系统460的搜索模块482类似于计算设备210的搜索模块282，并且可以

代表助理服务器系统460执行集成搜索功能。即，搜索模块482可以代表助理模块422执行搜

索操作。在一些示例中，搜索模块482可以与外部搜索系统诸如搜索服务器系统180接口连

接以代表助理模块422执行搜索操作。当被调用时，搜索模块482可以执行搜索功能，例如生

成搜索查询和基于生成的搜索查询跨各种本地和远程信息源执行搜索。搜索模块482可以

将执行的搜索的结果提供给调用组件或模块。也就是说，搜索模块482可以将搜索结果输出

到助理模块422。

[0119] 助理服务器系统460的场境模块430类似于计算设备210的场境模块230。场境模块

430可以收集与诸如图1的计算设备110和图2的计算设备210的计算设备相关联的场境信

息，以定义计算设备的场境。场境模块430可以主要由助理模块422和/或搜索模块482使用，

以定义对接和访问由助理服务器系统160提供的服务的计算设备的场境。场境可以指定计

算设备的物理和/或虚拟环境的特性和在特定时间的计算设备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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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0] 助理模块422可以包括图1的本地助理模块122A和远程助理模块122B以及图2的计

算设备210的助理模块222的所有功能。助理模块422可以执行与远程助理模块122B类似的

操作，用于提供可通过助理服务器系统460访问的助理服务。也就是说，助理模块422可以充

当可由通过网络与助理服务器系统460进行通信的计算设备访问的远程助理服务的接口。

例如，助理模块422可以是到图1的助理服务器系统160的远程助理模块122B的接口或API。

[0121] 用户信息数据存储424类似于图2的用户信息数据存储224，并且被配置为存储由

助理模块422创建的个人记录，其包括助理模块422在用户与助理模块422提供的助理之间

的对话期间已经获知的关于计算设备的用户的信息。除了由场境模块430和/或搜索模块

482提供的任何信息之外，助理模块422可以依赖于存储在数据存储424的信息以执行助理

任务。

[0122] 例如，以下表示图1的计算设备110的用户和由助理模块422提供的助理之间的各

种场景。对于每个场景，在用户和助理之间存在一些初始的信息交换，并且提供一个或多个

示例，指示这将如何影响用户的体验。

[0123] 条款1.一种方法，包括：由在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执行的助理接收指示计算设备的

用户与助理之间的初始对话的初始用户输入的指示；助理解析初始用户输入以识别初始命

令；由助理基于初始用户输入识别对先前未与特定于用户的值相关联的个人信息的初始引

用；由助理生成与用户相关联的个人记录，该个人记录存储个人信息作为特定于用户的值，

并且由助理基于特定于用户的值执行初始命令。

[0124] 条款2.如条款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由助理接收指示用户和助理之间的后续对话

的后续用户输入的指示；助理解析后续用户输入以获得后续命令；由助理基于后续用户输

入识别对个人信息的后续引用；并且由助理基于特定于用户的值执行后续命令。

[0125] 条款3.如条款1-2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还包括：由助理使计算设备输出用于确认

特定于用户的值的请求；并且由助理接收用户对特定于用户的值的确认。

[0126] 条款4.如条款1-3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生成个人记录包括：由助理根据指

定多个字段的预定义模式创建个人记录；由助理从多个字段中确定用于存储特定于用户的

值的特殊字段；以及，响应于确定特殊字段不与特定于用户的任何值相关联，由助理用特定

于用户的值填充特殊字段。

[0127] 条款5.如条款1-4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还包括：由助理确定初始用户输入是公开

请求还是个人请求，其中，对个人信息的初始引用是响应于确定初始用户输入是个人请求

而识别的。

[0128] 条款6.如条款5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响应于确定初始用户输入是个人请求，由助

理解析与用户关联的个人信息以获得个人信息，其中，对个人信息的初始引用是响应于确

定个人信息包括与个人信息关联的字段中的空或零值而识别的。

[0129] 条款7.如条款5-6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响应于确定初始用户输入是公开

请求，由助理执行公开搜索以获得用于执行初始命令的信息。

[0130] 条款8.如条款5-7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还包括：由助理响应于从初始用户输入识

别一个或多个公开实体或公开内容，确定初始用户输入是公开请求；以及，由助理响应于从

初始用户输入识别一个或多个私人实体或私人内容，确定初始用户输入是私人请求。

[0131] 条款9.如条款8所述的方法，其中，一个或多个私人实体或私人内容包括一个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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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家庭用语、人称代词、个人记录的字段。

[0132] 条款10.如条款1-9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还包括：由助理接收指示在用户和助理

之间的后续对话的后续用户输入的指示；以及，助理解析后续用户输入以识别后续命令；由

助理基于后续用户输入识别用于修改个人信息的命令；由助理基于后续用户输入修改特定

于用户的值。

[0133] 条款11.如条款1-10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计算设备包括所述一个或多

个处理器或一个计算系统包括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

[0134] 条款12.一种计算设备，包括：用户界面设备；至少一个处理器；以及，至少一个存

储器，包括指令，指令在被执行时使至少一个处理器提供助理，所述助理被配置为用于：从

用户界面设备接收初始用户输入的指示，初始用户输入指示在计算设备的用户与助理之间

的初始对话；解析初始用户输入以识别初始命令；基于初始用户输入识别对先前未与特定

于用户的值相关联的个人信息的初始引用；在至少一个存储器中生成存储特定于用户的值

的、与用户相关联的个人记录；以及，基于值执行初始命令。

[0135] 条款13.如条款12所述的计算设备，其中，助理还被配置为：接收指示在用户与助

理之间的后续对话的后续用户输入的指示；解析后续用户输入以获得后续命令；基于后续

用户输入识别对个人信息的后续引用；从至少一个存储器中检索特定于用户的值；并且，由

助理基于特定于用户的值执行后续命令。

[0136] 条款14.如条款12-13中任一项所述的计算设备，其中，助理还被配置为：在用户界

面设备处输出用于确认特定于用户的值的请求；并且从用户界面设备接收对特定于用户的

值的用户确认。

[0137] 条款15.如条款12-14中任一项所述的计算设备，其中，助理还被配置为：根据指定

多个字段的预定义模式创建个人记录；从多个字段确定用于存储特定于用户的值的特殊字

段；并且响应于确定特殊字段不与特定于用户任何值相关联，使用特定于用户的值填充特

殊字段。

[0138] 条款16.如条款12-15中任一项所述的计算设备，其中，响应于确定初始用户输入

是个人请求，由助理解析与用户关联的个人信息以获得个人信息，其中，响应于确定个人信

息包括与个人信息关联的字段中的空或零值，识别对个人信息的初始引用；并且响应于确

定初始用户输入是公开请求，执行公开搜索以获得用于执行初始命令的信息。

[0139] 条款17.如条款12-16中任一项所述的计算设备，其中，计算设备包括移动电话、平

板计算机、计算机化手表、家庭助理设备、电视、服务器、膝上型计算机、游戏系统或汽车系

统。

[0140] 条款18.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包括指令，指令在被执行时使得助理服务器系

统的至少一个处理器：从移动计算设备接收初始用户输入的指示，初始用户输入指示在计

算设备的用户与助理之间的初始对话；解析初始用户输入以识别初始命令；基于初始用户

输入识别对先前未与特定于用户的值相关联的个人信息的初始引用；生成与用户相关联的

个人记录，个人记录存储个人信息作为特定于用户的值；以及，基于特定于用户的值执行初

始命令。

[0141] 条款19.如条款19所述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其中，指令在被执行时还使得至少

一个处理器：接收指示家庭自动化设备的用户和在家庭自动化设备上执行的助理之间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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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对话的后续用户输入的指示；解析后续用户输入以获得后续命令；基于后续用户输入识

别对个人信息的后续引用；从至少一个存储器中检索特定于用户的值；并且由助理基于特

定于用户的值执行后续命令。

[0142] 条款20.如条款19所述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其中，移动计算设备的用户是家庭

自动化设备的用户。

[0143] 条款21.一种计算设备，包括用于执行条款1-11中任一项的方法的装置。

[0144] 条款22.一种计算设备，包括至少一个处理器和至少一个存储器，存储器包括在被

执行时使至少一个处理器执行条款1-11中任一项的方法的指令。

[0145] 条款23.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包括指令，指令在被执行时使得计算设备的至

少一个处理器执行条款1-11中任一项的方法。

[0146] 条款24.一种计算设备，包括用于执行条款1-11中任一项的方法的装置。

[0147] 条款25.一种计算系统，包括至少一个处理器和至少一个存储器，存储器包括在被

执行时使至少一个处理器执行条款1-11中任一项的方法的指令。

[0148] 条款26.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包括指令，指令在被执行时使得计算系统的至

少一个处理器执行条款1-11中任一项的方法。

[0149] 在一个或多个示例中，所描述的功能可以硬件、软件、固件或其任何组合来实施。

如果以软件实施，那么所述功能可作为一个或多个指令或代码存储于计算机可读介质上或

经由计算机可读介质传输，且由基于硬件的处理单元执行。计算机可读介质可以包括计算

机可读存储介质，其对应于诸如数据存储介质的有形介质，或者包括便于例如根据通信协

议将计算机程序从一个地方传送到另一个地方的任何介质的通信介质。以这种方式，计算

机可读介质通常可以对应于(1)有形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其是非暂时性的，或(2)通信介

质，诸如信号或载波。数据存储介质可以是可由一个或多个计算机或一个或多个处理器访

问以检索用于实现本公开中描述的技术的指令、代码和/或数据结构的任何可用介质。计算

机程序产品可包括计算机可读介质。

[0150] 作为示例而非限制，这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可包括RAM、ROM、EEPROM、CD-ROM或

其他光盘存储器、磁盘存储器或其他磁存储设备、闪存或可用于以指令或数据结构的形式

存储所需的程序代码并且可由计算机访问任何其他存储介质。而且、任何连接都适当地称

为计算机可读介质。例如，如果使用同轴电缆、光纤电缆、双绞线、数字订户线(DSL)或无线

技术诸如红外线、无线电和微波从网站、服务器或其他远程源传输指令，则同轴电缆、光纤

电缆、双绞线、DSL或无线技术诸如红外、无线电和微波都包含在介质的定义中。然而，应该

理解，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和数据存储介质不包括连接、载波、信号或其他瞬态介质，而是

相反针对非瞬态有形存储介质。这里使用的磁盘和光盘包括光盘(CD)、激光光盘、光盘、数

字多功能光盘(DVD)、软盘和蓝光光盘，其中，磁盘通常以磁性方式再现数据，而光盘通过激

光光学地再现数据。上述的组合也应包括在计算机可读介质的范围内。

[0151] 指令可以由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执行，一个或多个处理器例如是一个或多个数字信

号处理器(DSP)、通用微处理器、专用集成电路(ASIC)、现场可编程逻辑阵列(FPGA)或其他

等效集成或离散逻辑电路。因此，这里使用的术语“处理器”可以指前述结构或适合于实现

本文所述技术的任何其他结构的任何一种。另外，在一些方面，可以在专用硬件和/或软件

模块内提供本文描述的功能。而且，这些技术可以在一个或多个电路或逻辑元件中完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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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0152] 本发明的技术可在各种装置或设备中实施，各种装置或设备包括无线手持机、集

成电路(IC)或IC集(例如，芯片集)。各种组件、模块或单元在本公开中被描述以强调被配置

为执行所公开的技术的设备的功能方面，但不一定需要由不同的硬件单元实现。而是，如上

所述，各种单元可以组合在硬件单元中，或者由包括如上所述的一个或多个处理器的互操

作硬件单元的集合结合合适的软件和/或固件提供。

[0153] 已经描述了各种实施例。这些和其他实施例在所附权利要求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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