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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METHOD AND DEVICE FOR PROCESSING DATA STREAM

(54) 发明名称 ：处理数据流 的方法及装置

是

(57) Abstract: Disclosed are a method and device for processing a data stream, which relate to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 method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comprises: receiving a data stream group; detecting whether a window corresponding to the
data stream i s opened; i f the window corresponding to the data stream i s not opened, judging whether a specified attribute of the data
stream satisfies a condition of opening the window; i f the specified attribute of the data stream satisfies the condition of opening the
window, opening the window, and processing data of the data stream through the window; and i f the specified attribute of the data
stream does not satisfy the condition of opening the window, receiving a next data stream group. The present invention i s applicable
to processing of a data stream.

(57) 摘要 : 本 发 明实施例 公开 了一种处理数据流 的方法及装置 ，涉及信 息处理领域 。本发 明的方法包括 ：接收
数据流组 ；检测所述数据流所对应 的窗 口是否 巳开启 ；若所述数据流所对应 的窗 口没有开启 ，则判断指定数据
流 的属性是否满 足开启该窗 口的条件 ；如果所述指定数据流 的属性满足开启该窗 口的条件 ，则开启该窗 口，并
通过该窗 口处理所述数据流 的数据 ；如果所述指定数据流 的属性不满足开启该窗 口的条件 ，则接收下一个数据
流组 。本发 明适用于处理数据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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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数据流的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信 息处理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处理数据流的方法及装置。

背景技术

随着信 息处理技术的发展 ，需要处理的数据量急剧增多，传统 的静 态数

据处理设备 已无法满足需求 ，便产生 了基 于数据 流的数据处理技术 ，数据 流

是指一 串具有 时序性的，连续动态生成的数据 ，即数据流由一 系列数据组成 ，

且这些数据在时间上是连续的。CEP ( Complex Event Processing , 复杂事件处

理 ）技术就是一种用于处理数据流的数据处理技术。CEP 系统能够通过分析

数据 流 中的不 同数据 ，获取数据之 间的关系，再根据这些数据及数据 间的关

系获得更高级的数据及商业流程 。

使用 CEP 系统进行数据处理时，往往需要定义一个窗 口，该窗 口根据 筛

选条件对某一条数据 流 中一段连续的数据进行 歸选 ，并对 歸选 出的数据进行

处理。

例如：Esper 是一种数据流处理程序 引擎。Esper 定义的窗 口根据 筛选条

件 筛选 出某一条数据 流 中的一段连续的数据 ，并将 歸选 出的数据进行保存 ，

同时，窗 口中的数据被进行指定的运算 （分组 、求和 、求平均值等 ）。当数据

流的属性满足过期条件 时，则删除窗 口中保存 的过期数据 。上述的过期条件

可 以是 窗 口的时间 （即超过指定时间的数据被译放 出窗 口 ）、窗 口的长度 （即

超过指定个数后 ，最先进来的事件被译放 出窗 口 ）等 。例如 ：对于股票价格

的数据 流，使用一个窗 口筛选 出最后一分钟 内所有股票的价格 ，并根据 筛选

出的价格统计最后一分钟 内所有股票的价格 均值 ，所求 出的价格 均值可以用

于其他数据处理 ，当时间超过 了最后一分钟 ，删 除窗 口储存 的时间早 于一分

钟 的股票的价格 。

在 实现上述发 明的过程 中，发 明人发现现有技术 中至少存在如下问题 ：



现有技术所定义的窗 口功能较为简单 ，无法实现根据需要对数据 流进行

有选择 的处理过程 。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处理数据 流的方法及装置 ，能够根据需要对数

据 流进行有选择 的处理过程 。

为达到上述 目的，本发 明的实施例釆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方面，本发 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处理数据流的方法，包括：

接收数据流组 ，所述数据流组 中包括至少一个数据流；

检测所述数据 流所对应 的窗 口是否 已开启；

若所述数据 流所对应 的窗 口没有开启 ，则判断指定数据 流的属性是 否满

足开启该窗 口的条件 ，所述指定数据 流为所述数据 流组 的所有数据 流 中的至

少一个；

如果所述指定数据 流的属性满足开启该窗 口的条件 ，则开启该窗 口，并

通过该窗 口处理所述数据 流的数据 ；

如果所述指定数据 流的属性不满足开启该窗 口的条件 ，则接 收下一个数

据 流组 。

另一方面，本发 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处理数据 流的装置，包括 ：

接 收模块 ，用于接 收数据 流组 ，如果指定数据 流的属性不满足开启该窗

口的条件 ，则接收下一个数据流组 ，所述数据流组 中包括至少一个数据流；

检测模块 ，用于检测所述数据流所对应 的窗 口是否 已开启；

第一判断模 块 ，用于若所述数据 流所对应 的窗 口没有开启 ，则判断所述

指定数据 流的属性是 否满足开启该窗 口的条件 ，所述指定数据 流为所述数据

流组的所有数据流 中的至少一个；

第一启动模块 ，用于如果所述指定数据 流的属性满足开启该窗 口的条件 ，

则开启该窗 口，并通过该窗 口处理所述数据流的数据 。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方法及装置 ，能够根据数据 流的属性 ，定义窗 口的



开启及 关闭条件 ，实现窗 口的开启和关闭功能，实现根据需要对数据流进行

有选择 的处理过程 。与现有技术相 比，本发 明实施例能够根据需要开启或关

闭窗口，从 而能够实现对数据流更为复杂的处理过程 。

附图说明

为 了更清楚地说 明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 实施例描述 中

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 简单地介绍，显 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 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 明的一些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来讲 ，在不付 出创造性劳动的

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它的附图。

图 1为本发明实施例 1提供的处理数据流的方法的流程 图；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 2提供的处理数据流的方法的流程 图；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 2提供的处理数据流的方法的具体 实例的流程 图；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 2提供的处理数据流的方法的具体 实例的流程 图；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 3提供的处理数据流的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 4提供的处理数据流的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 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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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在没有做

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 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发 明保护的范围。

为使本发 明技术方案的优点更加清楚，下面结合 附图和 实施例对本发 明

作详细说 明。

实施例 1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处理数据流的方法，如 图 1所示，该方法包括：

步骤 101 , 接收数据流组。

其 中，所述数据流组 中包括至少一个数据流。

步骤 102, 检测所述数据流所对应的窗口是否 已开启。



步骤 103 , 若所述数据流所对应 的窗口没有开启，则判断指定数据流的属

性是否满足开启该窗口的条件 。

其 中，所述指定数据流为所述数据流组的所有数据流中的至少一个。可

选的，该指定数据流可以是上述有对应 窗 口的数据流，也可以不是上述有对

应 窗口的数据流。

进一步的，所述指定数据流的属性具体可以是所述指定数据 流的时间属

性 、价格属性 、速度属性 、位置属性或速度属性等 ，数据流的属性的种类不

限于这些。在 实际应用 中，指定数据流的属性可以有一项或多项，例如 ，指

定数据流的属性可以包括时间属性 ，也可以包括时间属性和价格属性。

更进一步的，所述指定数据流的属性可以来 自同一个数据流；或 ，所述

指定数据流的属性分别来 自所述指定数据流中的至少二个不同的数据流，例

如 ，如果指定数据流的属性如果 包括时间属性和价格属性 ，则时间属性和所

述价格属性可以分别来 自所述指定数据流中二个不同的数据流。

步骤 104, 如果所述指定数据流的属性满足开启该窗口的条件 ，则开启该

窗 口，并通过该窗 口处理所述数据流的数据 。

步骤 105 , 如果所述指定数据流的属性不满足开启该窗口的条件 ，则接收

下一个数据流组。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方法，能够根据数据流的属性 ，定义窗 口的开启及

关闭条件 ，实现窗 口的开启和关闭功能，使 窗 口能够实现根据需要对数据流

进行有选择 的处理过程 。与现有技术相 比，本发 明实施例能够根据需要开启

或关闭窗 口，从 而能够实现对数据流更为复杂的处理过程 。

实施例 2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处理数据流的方法，如 图2所示，该方法包括：

步骤 201 , 定义可开关窗口。

具体的，在本实施例 中，数据处理设备根据 CEP 系统 中的查询语言定义具

有开关功能的窗 口。其 中，经过定义的窗 口能够根据本数据流的属性 ，或其



他数据 流的属性 ，开启或 关闭窗 口。

其 中，窗 口之 间不存在有 重 叠的情况 。 当一个 窗 口开启 时 ，在 没有 关 闭

的情况下 ，不会有 下一个窗 口的开启 。

例如 ：

使 用 CQL ( Continuous Query Language, 连续查询语 言 ）对一个窗 口进行

定 义 。其 中，CQL 为一种 查询语 言 ，且 已为本领域 所熟知 ，在此 不再赘 述 。

具体 的定义语 句如 下：

[start—window— condition— expression,end— window— condition— expression]

其 中，在对 窗 口进行 的条件 定义 中，start window condition expression 指

明 了窗 口开启的条件 ； end—window— condition— expression 指 明 了窗 口关闭的条

件 。

即通过 以上 定义语 句对 窗 口进行 定义后 ，窗 口能够根据 定义语 句中所指

明的条件 开启或 关 闭。

再例如 ：

如 图3所示 ，为使用流处理技 术对通信技 术 中的乒乓切换现 象进行过滤及

提取 ，所述乒乓切换 为：

在移动通讯设备 的一次通话过程 中，信 号会在 固定 两个基 站 间发生 5次 以

上切换 ，且每连续 的两次切换 时间间隔小于 7秒 ，则判定为乒乓切换 。其 中，

切换 的定义为 ：一个用户 由基 站 A 切到基 站 B , 是乒乓切换 的单 次切换 ，连续

的A->B 、B->A 、A->B 、B->A. . . 切换称为一次乒乓切换 （连续 5次 以上切换 ，

即连续 的 6次 、 7次或者 更多次仍 然是 一次乒乓切换 ）。一次乒乓切换 的结束

为 ：在最后 一个切换 的时间间隔 内7s内没有再发 生切换 。同时，其他 具有类似

数据排 列模 式的数据 流也可视 为乒乓切换 。

使 用数据 处理 引擎生成 的窗 口对具有 乒乓切换模 式的数据 流进行数据 处

理 ，可 以通过 CQL 对该 窗 口进行定义 ，定义语 句如 下：

[time-previous(time)<=7 second, time-previous(time)>7 second]



其中，定义语句中的time属于数据流的属性，表示数据流的时间截，即时

间信息，previous(time) 是一个函数，可以获得数据流中当前数据的前一个数据

的时间截，即当前数据的前一个数据的time属性值。该定义语句的含义为：判

断当前数据与前一个数据之间的时间差是否在7秒之内，如果是，则窗口开启；

当窗口开启后，对于新到达的数据，再判断该数据与前一个数据之间的时间

差不是大于7秒，如果是，则窗口关闭。经过该定义语句定义的窗口，可以将

所有满足一次乒乓切换模式的所有切换记录放入到同一个窗口内，并通过后

续的计数运算，获得每次乒乓切换的记录数，为后续的判断、处理奠定基础。

步骤202, 接收数据流组。

其中，所述数据流组中包括至少一个数据流。

具体的，在本实施例中，CEP 系统中的数据处理设备在同一时间接收到一
个以上的数据流，并在步骤201 中对需要进行处理的数据流定义了窗口，经过

定义的窗口能够根据所对应的数据流的属性开启或关闭窗口。

例如：

如图3所示，数据处理设备在接收到数据流组后，确定所述数据流组中具

有乒乓切换的数据流，生成用于处理有乒乓切换模式的数据流的窗口，并使

用窗口对有乒乓切换的数据流进行处理，该窗口能够根据定义语句中使用的

previous(time) 函数，获取当前数据的前一个数据的时间截，从而得到相邻两个

数据间的时间差，因此在窗口保留相邻两个数据 （即保留当前数据以及其相

邻的前一个数据 ），窗口所保留的数据存储在数据处理设备的存储单元中。

步骤203 , 检测所述数据流所对应的窗口是否已开启。

具体的，在本实施例中，CEP 系统中的数据处理设备检测数据流所对应的

窗口是否已经开启，例如：数据处理设备可以通过窗口管理模块来检测数据

流所对应的窗口是否已经开启。其中，通过窗口管理模块检测数据流所对应

的窗口是否已经开启的方法及步骤 已为本领域所熟知，在此不再赘述。

若所述数据流所对应的窗口没有开启，则执行步骤204; 若所述数据流所



对应的窗口已经开启，则执行步骤 205 。

步骤204, 若所述数据流所对应的窗口没有开启，判断指定数据流的属性

是否满足开启该窗口的条件 。

其中，所述指定数据流为所述数据流组的所有数据流中的至少一个。

如果满足开启该窗口的条件 ，则执行步骤206; 如果不满足开启该窗口的，

则接收下一个数据流组。

具体的，在本实施例 中，指定数据流的属性是指被用于作为判断窗口开

关与否的条件的数据流的属性，可以是数据流的一项属性，也可以是数据流

的多项属性，数据处理设备通过经过定义的窗口根据这些属性及窗口的定义

语 句判断所述指定数据流的属性是否满足开启该窗口的条件 。指定数据流的

属性可以来 自同一个数据流，进一步的，指定数据流的属性可以来 自不同数

据流，具体的，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

指定数据流的属性来 自同一个数据流，并且指定数据流的属性只有一项。

例如：

指定数据流的属性具体为时间属性。

对于数据流a, 窗口b是数据流a的窗口，窗口b 能够根据定义语 句中使用的

previous(time) 函数 ，获取数据流a自身的当前数据的前一个数据的时间截 ，从

而得 到 数 据 流 a 中相 邻 两个数 据 间 的 时 间差值 A , 并 根 据 定 义语 句：

[time-previous(time)<=7 second, time-pre vious(time)>7 second] 得到：如果A 不大

于7秒，则窗口b 开启，并开始对数据流a进行其他数据运算处理。如果A 大于7

秒，则不开启窗口b , 继续接收下一个数据流组。在这里，指定数据流为数据

流a。

进一步的，也可以是 ，对于数据流a , 窗口b 能够根据定义语 句中使用的

previous(time) 函数 ，获取 同一个数据流组 中另外一个数据流b 当前数据的前一

个数据的时间截 ，即获取除数据流a以外的其他数据流的属性作为指定数据流



( 这里指定数据流为数据流b ) 的属性，来判断窗口b是否开启。

其二：

指定数据流的属性来 自同一个数据流，并且指定数据流的属性有至少两

项。

例如：

指定数据流的属性来 自同一个数据流，并且具体指定数据流的属性是 目

标地属性和来源地属性。

数据流a的属性中有 目标地属性 target和来源地属性origin 。窗口b 能够根据

定义语句中使用的previous(target) 函数，得到数据流a中当前数据的前一个数据

的 目 标 地 属 性 target 值 ， 并 才艮据 定 义 语 句 [origin=privious(target) ，

origin<>privious(target)]# 到：如果当前数据的来源地属性origin 值等于前一个

数据的目标地属性 target值，则窗口b开启，并开始对其所对应的数据流进行数

据处理。

进一步的，也可以是，对于数据流a , 窗口b 能够根据定义语句中使用的

previous(target) 函数 ，获取数据流b 中当前数据的前一个数据的 目标地属性

target值 , 并才艮据定义语句[origin=privious(target) ，originoprivious(target)] 得到：

如果当前数据的来源地属性origin 值等于前一个数据的目标地属性target值，则

数据流a的窗口b开启，并开始对其所对应的数据流进行数据处理。即获取除

数据流a以外的其他数据流的多个具体属性值，来判断窗口b是否开启。

其三：

指定数据流的属性来 自不同数据流，指定数据流的属性有至少两项，其

中，并且指定数据流的属性可以来 自具有窗口的数据流本身和其他不具有窗

口的数据流，也可以全部来 自其他不具有窗口的数据流，在此并不限定。

例如：

指定数据流的属性有时间属性和价格属性，并且分别来 自同一数据流组

中不同的数据流。如图4所示，数据流的属性中的价格属性，即price属性值：



[A.price>5, B.price>8] , 即在 当前的数据流中 （可以是数据流A , 数据流B , 或

者是其他的数据流 ）进行窗口操作 ，当在数据流A 中数据的price 属性值 >5时，

数据流W 的窗口是窗口w ; 之后 ，当在数据流B 中，到达某数据的price 属性值

>8时，在 当前流中关闭该窗口 。也可以是 当在A 流中数据的price 属性值 >5时，

在 当前流中打开窗口w ; 之后 ，当在B流中，到达某数据的time 属性值 >8时，

在 当前流中关闭该窗口w , 即用于判断窗口开启的属性以及判断窗口关闭的属

性可 以不一样。窗口实现流程与前述类似，在本节不做 累述。

综上所述，数据处理设备能够通过经过定义的窗口根据不同数据流之 间

的关系开启窗口，以满足更复杂的业务场景。

步骤205 , 判断指定数据流的属性是否满足关闭该窗口的条件。

如果指定数据流的属性满足关闭该窗口的条件，则执行步骤207; 如果指

定数据流的属性不满足关闭该窗口的条件 ，则执行步骤208 。

具体的，在本实施例中，指定数据流的属性是指被用于作为判断窗口开

关与否的条件的数据流的属性，可以是数据流的一项属性，也可以是数据流

的多项属性，数据处理设备通过经过定义的窗口根据这些属性及窗口的定义

语 句判断所述指定数据流的属性是否满足开启该窗口的条件。指定数据流的

属性可以来 自同一个数据流，进一步的，指定数据流的属性可以来 自不同数

据流，具体的，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

指定数据流的属性来 自同一个数据流，并且指定数据流的属性只有一项。

例如：

指定数据流的属性具体为时间属性。

对于数据流a, 窗口b是数据流a的窗口，窗口b 能够根据定义语 句中使用的

previous(time) 函数 ，获取数据流a自身的当前数据的前一个数据的时间截 ，从

而得 到数 据 流 a 中相 邻 两个数 据 间的 时 间差值 A , 并 根 据 定 义语 句：

[time-previous(time)<=7 second, time-pre vious(time)>7 second] 得到：数据流a的



窗 口b 开启时，如果A 大于7秒 ，则窗 口b 关闭。这个例子 中，指定数据 流为数

据 流a。

进一步的，也可以是 ，对于数据 流 a , 窗 口b 能够根据定义语 句中使用的

previous(time) 函数 ，获取 同一个数据流组 中另外一个数据流b 当前数据 的前一

个数据 的时间截 ，即获取 除数据 流a以外的其他数据流的属性作为指定数据流

( 这里指定数据流为数据流b ) 的属性 ，来判断 已开启的窗 口b是 否关闭。

其二 ：

指定数据 流的属性来 自同一个数据 流 ，并且指定数据 流的属性有至少两

项。

例如 ：

指定数据 流的属性来 自同一个数据 流，并且具体指定数据 流的属性是 目

标地属性和来源地属性。

数据流a的属性 中有 目标地属性 target 和来源地属性 origin 。窗 口b 能够根据

定义语 句中使用的previous(target) 函数 ，得到数据流a中当前数据 的前一个数据

的 目 标 地 属 性 target 值 ， 并 才艮据 定 义 语 句 [origin=privious(target )，

origin<>privious(target)] 得到 ：如果窗 口b 开启后 ，当前数据 的origin 值 不等于

前一个数据 的 target 值 ，则关闭窗 口b 。

进一步的，也可以是 ，对于数据 流a , 窗 口b 能够根据 定义语 句中使用的

previous(target) 函数 ，获取数据 流 b 中 当前数据 的前一个数据 的 目标地属 性

target 值 , 并才艮据定义语 句 [origin=privious(target )，originoprivious(target)] 得到：

如果窗 口b 开启后 ，当前数据 的origin 值 不等于前一个数据 的 target 值 ，则关闭

数据流a的窗 口b 。即获取除数据流a以外的其他数据流的多个具体属性值 ，来

判断窗 口b是否开启。

其三：

指定数据 流的属性来 自不 同数据 流，指定数据 流的属性有至少两项 ，其

中，并且指定数据 流的属性可以来 自具有 窗 口的数据 流本身和其他 不具有 窗



口的数据流，也可以全部来 自其他不具有窗口的数据流，在此并不限定。

具体实例如步骤204 中的其三所述。

综上所述，数据处理设备能够通过经过定义的窗口根据不同数据流之间

的关系开启窗口，以满足更复杂的业务场景。

从而，数据处理设备能够通过经过定义的窗口根据不同数据流之间的关

系，对指定的数据流进行数据处理，实现更复杂的数据流处理。

步骤206, 开启该窗口。

通过该窗口处理所述数据流的数据。

步骤207, 关闭该窗口。

其中，若关闭的窗口中留有未处理的数据，则对这些进行处理。

步骤208, 处理窗口中保留的数据。

具体的，在本实施例中，对窗口中保留的数据进行处理的方法包括：分

组、求和、或求平均值等。对窗口中保留的数据进行处理的方法已为本领域

所熟知，在此不再赘述。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方法，能够根据数据流的属性，定义窗口的开启及

关闭条件，实现窗口的开启和关闭功能，使窗口能够实现根据需要对数据流

进行有选择的处理过程。还能够根据多个数据流中的数据流的属性，定义窗

口的开启及关闭条件，实现窗口的开启和关闭功能，使窗口能够根据不同数

据流之间的关系处理数据流。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实施例能够根据需要

对开启或关闭窗口，从而能够实现对数据流更为复杂的处理过程。

实施例3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处理数据流的装置，如图 5 所示，该装置包括：

接收模块 501、检测模块 502、第一判断模块 503、第一启动模块 504 。

接收模块50 1, 用于接收数据流组。

其中，如果指定数据流的属性不满足开启该窗口的条件，则接收下一个

数据流组，所述数据流组中包括至少一个数据流。



检测模块502, 用于检测所述数据流所对应的窗口是否已开启。

第一判断模块503 , 用于若所述数据流所对应的窗口没有开启，则判断所

述指定数据流的属性是否满足开启该窗口的条件，所述指定数据流为所述数

据流组的所有数据流中的至少一个。

第一启动模块504, 用于如果所述指定数据流的属性满足开启该窗口的条

件，则开启该窗口，并通过该窗口处理所述数据流的数据。

其中，如果不满足开启该窗口的，则通过接收模块501接收下一个数据流

组。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装置，能够通过接收模块接受数据流，并根据数据

流的属性，通过检测模块检测窗口是否开启，并通过第一判断模块判断窗口

是否满足开启的条件，再通过第一启动模块启动窗口并实现根据需要对数据

流进行有选择的处理过程，从而实现窗口的开启功能。同时还能够根据其他

数据流的属性，定义窗口的开启条件，实现窗口的开启功能，使窗口能够根

据不同数据流之间的关系处理数据。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实施例能够根

据需要对开启窗口，从而能够实现对数据流更为复杂的处理过程。

实施例4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处理数据流的装置，如图 6 所示，该装置包括：

接收模块 501、检测模块 502、第一判断模块 503、第一启动模块 504、定义模

块 505、第二判断模块 506、关闭模块 507、第二启动模块 508、数据处理模块

509 。

定义模块505 , 用于定义可开关窗口。

接收模块50 1, 用于接收数据流组。

其中，所述数据流组中包括至少一个数据流，所述指定数据流的属性来

自同一个数据流，或所述指定数据流的属性分别来自所述指定数据流中的至

少二个不同的数据流。

进一步的，如果指定数据流的属性不满足开启该窗口的条件，则接收下



一个数据流组，所述数据流组中包括至少一个数据流。

检测模块502, 用于检测所述数据流所对应的窗口是否已开启。

第一判断模块503 , 用于若所述数据流所对应的窗口没有开启，则判断所

述指定数据流的属性是否满足开启该窗口的条件。

其中，所述指定数据流为所述数据流组的所有数据流中的至少一个。

进一步的，所述指定数据流的属性分别来自所述指定数据流中的至少二

个不同的数据流，所述第一判断模块，具体用于根据时间属性和价格属性中

的至少一项判断是否满足开启该窗口的条件。

第二判断模块506, 用于若所述数据流所对应的窗口已经开启，则判断指

定数据流的属性是否满足关闭该窗口的条件。

其中，所述指定数据流为所述数据流组的所有数据流中的至少一个。

进一步的，所述指定数据流的属性分别来自所述指定数据流中的至少二

个不同的数据流，所述第一判断模块，具体用于根据时间属性和价格属性中

的至少一项判断是否满足开启该窗口的条件。

第一启动模块504, 用于如果所述指定数据流的属性满足开启该窗口的条

件，则开启该窗口，并通过该窗口处理所述数据流的数据。

其中，如果不满足开启该窗口的条件，则通过接收模块501接收下一个数

据流组。

关闭模块507, 用于如果满足关闭该窗口的条件，则关闭该窗口。

其中，若关闭的窗口中留有未处理的数据，则通过数据处理模块509对这

些进行处理。

第二启动模块508 , 用于如果指定数据流的属性不满足关闭该窗口的条

件，则通过数据处理模块509处理所述数据流的数据。

数据处理模块509, 用于处理窗口中保留的数据。

具体的，在本实施例中，对窗口中保留的数据进行处理的方法可以是：

分组、求和、或求平均值等。对窗口中保留的数据进行处理的方法已为本领



域所熟知，在此不再赘述。

该处理数据流的装置具体的操作方法已在方法实施例中详细描述，这里

不做赘述。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装置，能够通过接收模块接受数据流，并根据数据

流的属性，通过检测模块检测窗口是否开启，并通过第一判断模块判断窗口

是否满足开启的条件，以及 通过第二判断模块判断窗口是否满足关闭的条件，

再通过第一启动模块启动窗口并实现根据需要对数据流进行有选择的处理过

程，或通过关闭模块关闭满足关闭条件的窗口，从而实现窗口的开启和关闭

功能。同时，还能够根据其他数据流的属性，定义窗口的开启及关闭条件，

实现窗口的开启和关闭功能，使窗口能够根据不同数据流之间的关系处理数

据。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实施例能够根据需要对开启或关闭窗口，从而

能够实现对数据流更为复杂的处理过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可 以 理解 实现上述 实施例装置中的全部或部分流

程，是可以通过计算机程序来指令相关的硬件来完成，所述的程序可存储于

一计算机可读取存储介质 中，该程序在执行时，可包括如上述各装置的实施

例的流程。其中，所述的存储介质可为磁碟、光盘、只读存储记忆体（Read-Only

Memory, ROM ) 或随机存 己忆体 ( Random Access Memory, RAM ) 等。

以上 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

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

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因此，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处理数据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收数据流组 ，所述数据流组 中包括至少一个数据流；

检测所述数据 流所对应 的窗 口是否 已开启；

若所述数据 流所对应 的窗 口没有开启 ，则判断指定数据 流的属性是 否满足

开启该窗 口的条件 ，所述指定数据 流为所述数据 流组 的所有数据 流 中的至少一

个；

如果所述指定数据 流的属性满足开启该窗 口的条件 ，则开启该窗 口，并通

过该窗 口处理所述数据流的数据 ；

如果所述指定数据 流的属性不满足开启该窗 口的条件 ，则接 收下一个数据

流组 。

2、根据权利要 求 1所述的处理数据 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 包

括 ：

若所述数据 流所对应 的窗 口已经开启 ，则判断指定数据 流的属性是 否满足

关闭该窗 口的条件 ；

如果满足 关闭该窗 口的条件 ，则关闭该窗 口；

如果不满足 关闭该窗 口的条件 ，则通过该窗 口处理所述数据流的数据 。

3、根据权利要 求 1或 2所述的处理数据 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指定数

据 流的属性来 自同一个数据流。

4、根据权利要 求 1或 2所述的处理数据 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指定数

据 流的属性分别来 自所述指定数据 流中的至少二个不 同的数据流。

5、根据权利要 求 1或 2所述的处理数据 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指定数

据 流的属性 包括所述指定数据流的时间属性和价格属性 中的至少一项；

所述判断指定数据 流的属性是 否满足开启该窗 口的条件 为：根据 时间属性

和价格属性 中的至少一项判断是否满足开启该窗 口的条件 ；

所述判断指定数据 流的属性是 否满足 关闭所述窗 口的条件为：根据 时间属



性和价格属性 中的至少一项判断是 否满足 关闭该窗 口的条件 。

6、一种处理数据流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 收模块 ，用于接 收数据 流组 ，如果指定数据 流的属性不满足开启该窗 口

的条件 ，则接收下一个数据流组 ，所述数据流组 中包括至少一个数据流；

检测模块 ，用于检测所述数据流所对应 的窗 口是否 已开启；

第一判断模块 ，用于若所述数据 流所对应 的窗 口没有开启 ，则判断所述指

定数据 流的属性是 否满足开启该窗 口的条件 ，所述指定数据 流为所述数据 流组

的所有数据 流中的至少一个；

第一启动模块 ，用于如果所述指定数据 流的属性满足开启该窗 口的条件 ，

则开启该窗 口，并通过该窗 口处理所述数据流的数据 。

7、根据权利要 求 6所述的处理数据 流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还 包

括 ：

第二判断模块 ，用于若所述数据 流所对应 的窗 口已经开启 ，则判断指定数

据 流的属性是否满足 关闭该窗 口的条件 ；

关闭模块 ，用于如果满足 关闭该窗 口的条件 ，则关闭该窗 口；

第二启动模块 ，用于如果不满足 关闭该窗 口的条件 ，则通过该窗 口处理所

述数据流的数据 。

8、根据权利要 求 6或 7所述的处理数据 流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指定数

据 流的属性来 自同一个数据流。

9、根据权利要 求 6或 7所述的处理数据 流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指定数

据 流的属性分别来 自所述指定数据 流中的至少二个不 同的数据流。

10、根据权利要 求 6或 7所述的处理数据 流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指定

数据流的属性 包括所述指定数据流的时间属性和价格属性 中的至少一项；

所述第一判断模块 ，具体用于根据 时间属性和价格属性 中的至少一项判断

是 否满足开启该窗 口的条件 ；

所述第二判断模块 ，具体用于根据 时间属性和价格属性 中的至少一项判断



是 否满足 关闭该窗 口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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