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479199.3

(22)申请日 2019.06.04

(71)申请人 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510670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

科翔路11号

    申请人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72)发明人 石嘉豪　陈柔伊　王宏　张志彬　

周育忠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三环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44202

代理人 麦小婵　郝传鑫

(51)Int.Cl.

G06Q 10/10(2012.01)

G06N 3/04(2006.01)

G06N 3/08(2006.01)

G06K 9/6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科技项目数据报告的提交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科技项目数据报告的提

交系统，包括：用户客户端、防火墙、WEB服务器、

初查单元、数据整理单元和数据存储服务器，用

户客户端用于用户登录软件的操控界面，且用户

客户端通过WEB服务器连接初查单元；防火墙用

于对可信度较低的数据进行查杀和隔离；初查单

元包括检测单元和输送单元，检测单元用于对提

交的科技项目数据进行检测识别，输送单元的信

号输出端分别连接数据整理单元和用户客户端；

数据整理单元用于对初查后的科技项目数据进

行分类整理；数据存储服务器用于存储分类整理

后的科技项目数据。本发明公开的一种科技项目

数据报告的提交系统，能够提高科技项目报告的

审核效率，降低审核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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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科技项目数据报告的提交系统，包括：用户客户端、防火墙、WEB服务器、初查单

元、数据整理单元和数据存储服务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客户端用于用户登录软件的操

控界面，且用户客户端通过WEB服务器连接初查单元，用于提交科技项目数据；

所述防火墙用于对科技项目数据中可信度较低的数据进行查杀和隔离；

所述初查单元包括检测单元和输送单元，检测单元用于对提交的科技项目数据进行检

测识别，输送单元的信号输出端分别连接数据整理单元和用户客户端，用于传输检测后的

科技项目数据；

所述数据整理单元用于对初查后的科技项目数据进行分类整理；

所述数据存储服务器用于存储分类整理后的科技项目数据。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科技项目数据报告的提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单元

的检测内容包含数据查重和错别字，且检测单元还包括卷积神经网络模型。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科技项目数据报告的提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卷积神经

网络模型还包括识别模块子单元和深度训练学习子单元，深度训练学习子单元用于对现有

技术中的科技项目数据以及文字文化进行深度学习训练，并生成用于识别的网络模型，识

别模块子单元用于根据网络模型对提交的数据进行计算识别。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科技项目数据报告的提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深度训练

学习子单元包括采集模块、存储模块和深度学习训练模块，采集模块用于通过互联网采集

现有的科技项目数据，且采集模块的信号输出端连接存储模块的信号接收端，用于对采集

后的数据进行存储，深度学习训练模块用于对存储模块中的数据进行学习训练生成模型。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科技项目数据报告的提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采集模块

采用网络爬虫，网络爬虫与互联网的传输线路中连接有滤波器，所述存储模块采用固态硬

盘。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科技项目数据报告的提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整理

单元包括聚类分析单元，具体为K-KEANS算法，K-KEANS算法接受输入量K。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科技项目数据报告的提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K-KEANS

算法，具体包括：

从n个数据对象任意选择K个对象作为初始聚类中心；

分别计算每个对象到各个聚类中心的距离，把对象分配到距离最近的聚类中；

所有对象分配完成后，重新计算K个聚类的中心；

与前一次计算得到的K个聚类中心进行比较；

输出聚类结果并存入数据存储服务器中。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科技项目数据报告的提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与前一次

计算得到的K个聚类中心进行比较时，当聚类中心发生变化时再次分别计算每个对象到各

个聚类中心的距离，把对象分配到距离最近的聚类中，聚类中心未发生变化时，输出聚类结

果并存入数据存储服务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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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科技项目数据报告的提交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科技项目数据提交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科技项目数据报告的提交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科技项目是指以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为内容而单独立项的项目，其目的在于解决

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科学技术问题。

[0003] 本发明人在实施本发明的过程中发现，现有的科技报告递交存在以下技术问题：

[0004] 科技项目申报需要向相关部分进行递交，因缺乏专业研发项目管理人员，存在数

据存储杂乱，没有按相同领域、时间进行归纳，各领域的审核员在审核时需要长时间查阅，

严重影响了工作进度，同时在接收申报人员提交的数据时容易因掺杂病毒导致系统崩溃的

问题，另外现有的提交系统中没有初查系统，所以审核都需要审核人员操作，无形中增加了

审核人员的劳动强度。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科技项目数据报告的提交系统，能够提高科技项目报告的

审核效率，降低审核难度。

[0006]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科技项目数据报告的提交系统，包括：用户客户端、防火

墙、WEB服务器、初查单元、数据整理单元和数据存储服务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客户端

用于用户登录软件的操控界面，且用户客户端通过WEB服务器连接初查单元，用于提交科技

项目数据；

[0007] 所述防火墙用于对科技项目数据中可信度较低的数据进行查杀和隔离；

[0008] 所述初查单元包括检测单元和输送单元，检测单元用于对提交的科技项目数据进

行检测识别，输送单元的信号输出端分别连接数据整理单元和用户客户端，用于传输检测

后的科技项目数据；

[0009] 所述数据整理单元用于对初查后的科技项目数据进行分类整理；

[0010] 所述数据存储服务器用于存储分类整理后的科技项目数据。

[0011]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检测单元的检测内容包含数据查重和错别字，且检测

单元还包括卷积神经网络模型。

[0012]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卷积神经网络模型还包括识别模块子单元和深度训练

学习子单元，深度训练学习子单元用于对现有技术中的科技项目数据以及文字文化进行深

度学习训练，并生成用于识别的网络模型，识别模块子单元用于根据网络模型对提交的数

据进行计算识别。

[0013]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深度训练学习子单元包括采集模块、存储模块和深度

学习训练模块，采集模块用于通过互联网采集现有的科技项目数据，且采集模块的信号输

出端连接存储模块的信号接收端，用于对采集后的数据进行存储，深度学习训练模块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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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存储模块中的数据进行学习训练生成模型。

[0014]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采集模块采用网络爬虫，网络爬虫与互联网的传输线

路中连接有滤波器，所述存储模块采用固态硬盘。

[0015]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数据整理单元包括聚类分析单元，具体为K-KEANS算

法，K-KEANS算法接受输入量K。

[0016]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K-KEANS算法，具体包括：

[0017] 从n个数据对象任意选择K个对象作为初始聚类中心；

[0018] 分别计算每个对象到各个聚类中心的距离，把对象分配到距离最近的聚类中；

[0019] 所有对象分配完成后，重新计算K个聚类的中心；

[0020] 与前一次计算得到的K个聚类中心进行比较；

[0021] 输出聚类结果并存入数据存储服务器中。

[0022]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与前一次计算得到的K个聚类中心进行比较时，当聚类

中心发生变化时再次分别计算每个对象到各个聚类中心的距离，把对象分配到距离最近的

聚类中，聚类中心未发生变化时，输出聚类结果并存入数据存储服务器中。

[0023]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科技项目数据报告的提交系统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

下有益效果：

[0024] 采用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对提交的科技项目数据进行数据查重和错别字初查，无需

审查员亲自审查，降低了审查员的劳动强度，节约了时间，同时通过深度学习训练模块的学

习训练，不断的优化用于识别的网络模型，保证了初查的准确性，数据整理单元采用K-

KEANS算法对初查后的数据进行分类整理，便于各领域的审查员进行对号审核，节约了翻阅

时间，有效的提高了整体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科技项目数据报告的提交系统的原理框架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科技项目数据报告的提交系统中卷积神经网络模

型的组成框架图。

[0027]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科技项目数据报告的提交系统中深度训练学习子

单元的组成框架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9] 参见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科技项目数据报告的提交系统的结构示意

图，包括：用户客户端10、防火墙20、WEB服务器30、初查单元40、数据整理单元50和数据存储

服务器60，用户客户端10用于用户登录软件的操控界面，且用户客户端10通过WEB服务器30

连接初查单元40，用于提交科技项目数据；

[0030] 防火墙用于对科技项目数据中可信度较低的数据进行查杀和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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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初查单元40包括检测单元和输送单元，检测单元用于对提交的科技项目数据进行

检测识别，输送单元的信号输出端分别连接数据整理单元和用户客户端10，用于传输检测

后的科技项目数据；

[0032] 数据整理单元用于对初查后的科技项目数据进行分类整理；

[0033] 数据存储服务器60用于存储分类整理后的科技项目数据。

[0034]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检测单元的检测内容包含数据查重和错别字，且检测单元

还包括卷积神经网络模型。

[0035]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卷积神经网络模型还包括识别模块子单元和深度训练学习

子单元，深度训练学习子单元用于对现有技术中的科技项目数据以及文字文化进行深度学

习训练，并生成用于识别的网络模型，识别模块子单元用于根据网络模型对提交的数据进

行计算识别。

[0036]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深度训练学习子单元包括采集模块、存储模块和深度学习

训练模块，采集模块用于通过互联网采集现有的科技项目数据，且采集模块的信号输出端

连接存储模块的信号接收端，用于对采集后的数据进行存储，深度学习训练模块用于对存

储模块中的数据进行学习训练生成模型。

[0037]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采集模块采用网络爬虫，网络爬虫与互联网的传输线路中

连接有滤波器，存储模块采用固态硬盘。

[0038]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数据整理单元包括聚类分析单元，具体为K-KEANS算法，K-

KEANS算法接受输入量K。

[0039]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K-KEANS算法，具体包括：

[0040] 从n个数据对象任意选择K个对象作为初始聚类中心；

[0041] 分别计算每个对象到各个聚类中心的距离，把对象分配到距离最近的聚类中；

[0042] 所有对象分配完成后，重新计算K个聚类的中心；

[0043] 与前一次计算得到的K个聚类中心进行比较；

[0044] 输出聚类结果并存入数据存储服务器60中。

[0045]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与前一次计算得到的K个聚类中心进行比较时，当聚类中心

发生变化时再次分别计算每个对象到各个聚类中心的距离，把对象分配到距离最近的聚类

中，聚类中心未发生变化时，输出聚类结果并存入数据存储服务器60中。

[0046] 在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首先在使用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科技项目数据报告

的提交系统时，用户通过账号密码登录软件的用户客户端，登录后用户可以将自己撰写的

科技项目通过WEB服务器进行提交，科技项目数据在传输时，防火墙会对科技项目中可行度

较低的数据进行隔离和查杀，有效的保证了系统的整体性能，避免因病毒入侵导致系统瘫

痪的问题，其次提交的数据由初查单元进行数据查重和错别字检测，不合格的科技项目数

据则有输送单元传输会用户客户端进行整改，初查合格的则会通过K-KEANS算法对相同领

域、时间的科技项目进行分类整理，方便各领域的审查员进行审核，有效的降低了查阅时

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0047]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科技项目数据报告的提交系统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

下有益效果：

[0048] 采用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对提交的科技项目数据进行数据查重和错别字初查，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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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员亲自审查，降低了审查员的劳动强度，节约了时间，同时通过深度学习训练模块的学

习训练，不断的优化用于识别的网络模型，保证了初查的准确性，数据整理单元采用K-

KEANS算法对初查后的数据进行分类整理，便于各领域的审查员进行对号审核，节约了翻阅

时间，有效的提高了整体工作效率。

[0049] 所述科技项目数据报告的提交系统集成的模块如果以软件功能单元的形式实现

并作为独立的产品销售或使用时，可以存储在一个计算机可读取存储介质中。

[0050] 需说明的是，以上所描述的装置实施例仅仅是示意性的，其中所述作为分离部件

说明的单元可以是或者也可以不是物理上分开的，作为单元显示的部件可以是或者也可以

不是物理单元，即可以位于一个地方，或者也可以分布到多个网络单元上。可以根据实际的

需要选择其中的部分或者全部模块来实现本实施例方案的目的。另外，本发明提供的装置

实施例附图中，模块之间的连接关系表示它们之间具有通信连接，具体可以实现为一条或

多条通信总线或信号线。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情况下，即可以理解

并实施。

[0051] 以上所述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视为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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