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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生成用于意图推理的上下文无关

文法的方法，包括：针对与待由机器执行的第一

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通过编译器检索第一模

板文件；使用编译器解析第一模板文件，以识别

第一非终结符变量，第一非终结符变量引用包含

多个第一命名实体值的第一非终结符文件；以及

基于在第一模板文件中指定的、包括至少第一产

生式规则的多个产生式规则，生成与第一任务对

应的可操作意图的第一上下文无关文法，第一产

生式规则包括第一非终结符变量，其中，生成与

第一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的第一上下文无关

文法包括：通过用多个第一命名实体值替换第一

产生式规则中的第一非终结符变量来重写第一

产生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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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生成用于意图推理的上下文无关文法的方法，包括：

在具有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和存储器的计算系统上：

针对与待由机器执行的第一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通过编译器检索第一模板文件；

使用所述编译器解析所述第一模板文件，以识别第一非终结符变量，所述第一非终结

符变量引用包含多个第一命名实体值的第一非终结符文件；以及

基于在所述第一模板文件中指定的、包括至少第一产生式规则的多个产生式规则，生

成与所述第一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的第一上下文无关文法，所述第一产生式规则包括所

述第一非终结符变量，其中，所述生成与所述第一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的第一上下文无

关文法包括：通过将所述第一产生式规则中的所述第一非终结符变量替换为所述多个第一

命名实体值来重写所述第一产生式规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在由所述编译器执行所述第一模板文件的编译期

间，执行对所述第一产生式规则的重写。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中，当基于在所述第一模板文件中指定的所述多个产

生式规则生成所述第一上下文无关文法时，所述编译器检查所述第一模板文件中的语法错

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包括：

针对与待由机器执行的第二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通过所述编译器检索第二模板文

件，其中，所述第二模板文件不同于所述第一模板文件，并且所述第二任务不同于所述第一

任务；

使用所述编译器解析所述第二模板文件，以识别第二非终结符变量，所述第二非终结

符变量引用包含多个第二命名实体值的第二非终结符文件，其中，所述第二非终结符文件

与所述第一非终结符文件不同；

基于在所述第二模板文件中指定的、包括至少第二产生式规则的多个产生式规则，生

成与所述第二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的第二上下文无关文法，所述第二产生式规则包括所

述第二非终结符变量,其中，所述生成与所述第二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的第二上下文无

关文法包括：通过将所述第二产生式规则中的所述第二非终结符变量替换为所述多个第二

命名实体值来重写所述第二产生式规则；以及

将与所述第一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的所述第一上下文无关文法和与所述第二任务

对应的可操作意图的所述第二上下文无关文法合并为与包括所述第一任务和所述第二任

务的相应域对应的组合的上下文无关文法。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包括：

针对与所述第一任务对应的所述可操作意图，通过所述编译器检索更新后的第一模板

文件，其中，所述更新后的第一模板文件至少包括相对于所述第一模板文件的第一变化；以

及

通过编译所述更新后的第一模板文件，为与所述第一任务对应的所述可操作意图生成

更新后的第一上下文无关文法，其中，在编译所述更新后的第一模板文件期间，将所述第一

模板文件中的所述第一产生式规则中的所述第一非终结符变量替换为所述第一非终结符

文件中的所述多个第一命名实体值。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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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对所述第一非终结符文件的更新，该更新包括将至少一个新的第一命名实体值添

加到所述第一非终结符文件中的多个第一命名实体值中；以及

根据检测到对所述第一非终结符文件的更新，通过重新编译所述第一模板文件来为与

所述第一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生成更新后的第一上下文无关文法，其中，在所述第一模

板文件的重新编译期间，将所述第一产生式规则中的所述第一非终结符变量替换为更新后

的第一非终结符文件中包括所述至少一个新的第一命名实体值的所述多个第一命名实体

值。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包括：

针对与待由机器执行的第三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通过所述编译器检索第三模板文

件；

使用所述编译器解析所述第三模板文件，以识别第三非终结符变量，所述第三非终结

符变量引用针对第一注册用户的第三用户特定非终结符文件和针对第二注册用户的第四

用户特定非终结符文件；以及

基于在所述第三模板文件中指定的、包括第三产生式规则的多个产生式规则，为与所

述第一注册用户的所述第三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生成第一用户特定的上下文无关文法，

并为与所述第二注册用户的所述第三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生成第二用户特定的上下文

无关文法，所述第三产生式规则包含所述第三非终结符变量，其中，所述第一用户特定的上

下文无关文法将所述第三非终结符变量替换为针对所述第一注册用户的所述第三用户特

定非终结符文件中的命名实体值，以及所述第二用户特定的上下文无关文法将所述第三非

终结符变量替换为针对所述第二注册用户的第四用户特定非终结符文件中的命名实体值。

8.一种用于生成用于意图推理的上下文无关文法的计算系统，包括：

一个或多个处理器；以及

存储器，所述存储器存储指令，当所述指令由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执行时，使得所述

处理器执行包括以下各项的操作：

针对与待由机器执行的第一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通过编译器检索第一模板文件；

使用所述编译器解析所述第一模板文件，以识别第一非终结符变量，所述第一非终结

符变量引用包含多个第一命名实体值的第一非终结符文件；以及

基于在所述第一模板文件中指定的、包括至少第一产生式规则的多个产生式规则，生

成与所述第一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的第一上下文无关文法，所述第一产生式规则包括所

述第一非终结符变量，其中，所述生成与所述第一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的第一上下文无

关文法包括：通过将所述第一产生式规则中的所述第一非终结符变量替换为所述多个第一

命名实体值来重写所述第一产生式规则。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计算系统，其中，在由所述编译器执行所述第一模板文件的编

译期间，执行对所述第一产生式规则的重写。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计算系统，其中，当基于所述第一模板文件中指定的所述多

个产生式规则生成所述第一上下文无关文法时，所述编译器检查所述第一模板文件中的语

法错误。

11.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计算系统，其中，所述操作包括：

针对与待由机器执行的第二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通过所述编译器检索第二模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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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其中，所述第二模板文件不同于所述第一模板文件，并且所述第二任务不同于所述第一

任务；

使用所述编译器解析所述第二模板文件，以识别第二非终结符变量，所述第二非终结

符变量引用包含多个第二命名实体值的第二非终结符文件，其中，所述第二非终结符文件

与所述第一非终结符文件不同；

基于在所述第二模板文件中指定的、包括至少第二产生式规则的多个产生式规则，生

成与所述第二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的第二上下文无关文法，所述第二产生式规则包括所

述第二非终结符变量，其中，所述生成与所述第二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的第二上下文无

关文法包括：通过将所述第二产生式规则中的所述第二非终结符变量替换为所述多个第二

命名实体值来重写所述第二产生式规则；以及

将与所述第一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的所述第一上下文无关文法和与所述第二任务

对应的可操作意图的所述第二上下文无关文法合并为与包括所述第一任务和所述第二任

务的相应域对应的组合的上下文无关文法。

12.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计算系统，其中，所述操作包括：

针对与所述第一任务对应的所述可操作意图，通过所述编译器检索更新后的第一模板

文件，其中，所述更新后的第一模板文件至少包括相对于所述第一模板文件的第一变化；以

及

通过编译所述更新后的第一模板文件，为与所述第一任务对应的所述可操作意图生成

更新后的第一上下文无关文法，其中，在编译所述更新后的第一模板文件期间，将所述第一

模板文件中的所述第一产生式规则中的所述第一非终结符变量替换为所述第一非终结符

文件中的多个第一命名实体值。

13.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计算系统，其中，所述操作包括：

检测对所述第一非终结符文件的更新，所述更新包括将至少一个新的第一命名实体值

添加到所述第一非终结符文件中的多个第一命名实体值中；以及

根据检测到所述对所述第一非终结符文件的更新，通过重新编译所述第一模板文件来

为与所述第一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生成更新后的第一上下文无关文法，其中，在所述第

一模板文件的重新编译期间，将所述第一产生式规则中的所述第一非终结符变量替换为更

新后的第一非终结符文件中包括所述至少一个新的第一命名实体值的所述多个第一命名

实体值。

14.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计算系统，其中，所述操作包括：

针对与待由机器执行的第三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通过所述编译器检索第三模板文

件；

使用所述编译器解析所述第三模板文件，以识别第三非终结符变量，所述第三非终结

符变量引用针对第一注册用户的第三用户特定非终结符文件和针对第二注册用户的第四

用户特定非终结符文件；以及

基于在所述第三模板文件中指定的、包括第三产生式规则的多个产生式规则，为与针

对所述第一注册用户的所述第三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生成第一用户特定的上下文无关

文法，并为与针对所述第二注册用户的所述第三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生成第二用户特定

的上下文无关文法，所述第三产生式规则包含所述第三非终结符变量，其中，所述第一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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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上下文无关文法将所述第三非终结符变量替换为针对所述第一注册用户的所述第

三用户特定非终结符文件中的命名实体值，以及所述第二用户特定的上下文无关文法将所

述第三非终结符变量替换为针对所述第二注册用户的第四用户特定非终结符文件中的命

名实体值。

15.一种非暂时性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所述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用于生

成用于意图推理的上下文无关文法并存储指令，当所述指令被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执行时，

使得所述处理器执行包括以下各项的操作：

针对与待由机器执行的第一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通过编译器检索第一模板文件；

使用所述编译器解析所述第一模板文件，以识别第一非终结符变量，所述第一非终结

符变量引用包含多个第一命名实体值的第一非终结符文件；以及

基于在所述第一模板文件中指定的、包括至少第一产生式规则的多个产生式规则，生

成与所述第一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的第一上下文无关文法，所述第一产生式规则包括所

述第一非终结符变量，其中，所述生成与所述第一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的第一上下文无

关文法包括：通过将所述第一产生式规则中的所述第一非终结符变量替换为所述多个第一

命名实体值来重写所述第一产生式规则。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其中，在由所述编译器执行所述第一

模板文件的编译期间，执行对所述第一产生式规则的重写。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其中，当基于所述第一模板文件中指

定的所述多个产生式规则生成所述第一上下文无关文法时，所述编译器检查所述第一模板

文件中的语法错误。

18.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其中，所述操作包括：

针对与待由机器执行的第二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通过所述编译器检索第二模板文

件，其中，所述第二模板文件不同于所述第一模板文件，并且所述第二任务不同于所述第一

任务；

使用所述编译器解析所述第二模板文件，以识别第二非终结符变量，所述第二非终结

符变量引用包含多个第二命名实体值的第二非终结符文件，其中，所述第二非终结符文件

与所述第一非终结符文件不同；

基于在所述第二模板文件中指定的、包括至少第二产生式规则的多个产生式规则，生

成与所述第二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的第二上下文无关文法，所述第二产生式规则包括所

述第二非终结符变量，其中，所述生成与所述第二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的第二上下文无

关文法包括：通过将所述第二产生式规则中的所述第二非终结符变量替换为所述多个第二

命名实体值来重写所述第二产生式规则；以及

将与所述第一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的所述第一上下文无关文法和与所述第二任务

对应的可操作意图的所述第二上下文无关文法合并为与包括所述第一任务和所述第二任

务的相应域对应的组合的上下文无关文法。

19.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其中，所述操作包括：

针对与所述第一任务对应的所述可操作意图，通过所述编译器获取更新后的第一模板

文件，其中，所述更新后的第一模板文件至少包括相对于所述第一模板文件的第一变化；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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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编译所述更新后的第一模板文件，为与所述第一任务对应的所述可操作意图生成

更新后的第一上下文无关文法，其中，在编译所述更新后的第一模板文件期间，将所述第一

模板文件中的所述第一产生式规则中的所述第一非终结符变量替换为所述第一非终结符

文件中的多个第一命名实体值。

20.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其中，所述操作包括：

检测对所述第一非终结符文件的更新，所述更新包括将至少一个新的第一命名实体值

添加到所述第一非终结符文件中的多个第一命名实体值中；以及

根据检测到所述对所述第一非终结符文件的更新，通过重新编译所述第一模板文件来

为与所述第一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生成更新后的第一上下文无关文法，其中，在所述第

一模板文件的重新编译期间，将所述第一产生式规则中的所述第一非终结符变量替换为更

新后的第一非终结符文件中包括所述至少一个新的第一命名实体值的所述多个第一命名

实体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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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意图推理的上下文无关文法的机器生成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1] 本申请要求于2018年2月22日提交的申请号为15/902,911的美国专利申请的优先

权，该专利申请的全部内容通过引用合并于此。

技术领域

[0002] 本公开总体上涉及用于意图推理的上下文无关文法(context  free  grammar，

CFG)的机器生成，并且更具体地，涉及用于在家居控制设置中生成用于意图推理的上下文

无关文法的方法和系统。

背景技术

[0003] 最近，基于语音的数字助理(例如，苹果的SIRI、亚马逊的Echo、谷歌的谷歌助理和

微软的Cortana)已被引入市场，以处理各种任务(例如，家用电器控制、网络搜索、日历、提

醒等)。为了启动基于语音的助理，用户可以按下按钮或在触摸屏上选择图标，或者说出触

发词(例如，预定义的唤醒命令)，然后说出描述他/她的意图的自然语言命令。

[0004] 现有技术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依赖于自然语言处理模型，由于高计算量和人员成

本，这些自然语言处理模型难以实现和更新。另外，使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变得过时和不准确

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足够的训练样本。因此，在家用电器控制和其他类似应用的背景下，提

供一种对自然语言处理模型的实现和更新进行改进的方式将是有益的。

发明内容

[0005] 在家用电器控制设置中，可以通过对用户话语的自然语言处理来确定用户的意

图。但是，不同的设备有许多功能和特定设置。为这些不同的功能和设置创建自然语言处理

模型，包括生成用于区分与不同功能和设置相关的意图的上下文无关文法，既繁琐又耗时。

此外，随着功能和设置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样化，针对不同的意图手动写出上下文无关文

法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并且容易出错。有时，当市场上引入新词、新模型和新功能时，自然

语言处理模型可能已经过时，并且更新自然语言处理模型以快速适应现实世界的变化需要

大量的时间和资源。

[0006] 此外，训练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包括语音到文本模型)需要大量的语言样本，但是

鉴于自然语言处理模型需要包含许多设置和功能，因此收集如此大量的语言样本是一项艰

巨的任务。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语言样本来训练语言模型，那么语言模型将无法产生可操

作意图，或者意图识别的准确性较低。此外，随着新的功能和设置的推出以及新电器的上

市，现有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可能没有配备词汇和工具来识别与这些新的功能和设置有关

的意图。从用户那里收集新的语言样本来扩展现有的语言处理模型以覆盖这些新的功能和

设置是困难的，因为在通过实际使用成功以向用户保证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可以处理这些新

命令之前，用户不太可能使用这些新命令。

[0007] 在某些情况下，当一个家庭中有多个用户，和/或同一家庭中有多个相同类型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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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时，现有技术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不能有效地消除由不同用户发出并指向相同类型的不

同电器的意图和指令之间的歧义。尽管可以使用上下文信息(例如用户的当前位置和用户

的先前行为)来帮助识别用户的意图，但是上下文信息的使用需要其他功能以及用户隐私

权的折中，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可能不会产生准确的结果。有时，数字助理和用户之间的互动

式问答可以帮助消除用户意图的歧义，但是这种互动既费时又麻烦，并且计算量很大。

[0008] 鉴于实现和更新自然语言处理模型的常规方式的许多问题，包括生成针对不同意

图的上下文无关文法以及基于语言样本训练自然语言处理模型，本公开描述了一种用于基

于上下文无关文法模板和相应的非终结符文件来机器生成上下文无关文法的方法和系统，

该方法和系统简单、模块化且可扩展。上下文无关文法的模块化机器生成使调试过程更加

简单。

[0009] 下面描述的实施例提供了用于机器生成用于意图推理的上下文无关文法的系统

和方法。在一些实施例中，该方法包括：针对与待由机器执行的第一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

图，通过编译器检索第一模板文件；使用编译器解析第一模板文件，以识别第一非终结符变

量，该第一非终结符变量引用包含多个第一命名实体值的第一非终结符文件；以及基于在

第一模板文件中指定的、包括至少第一产生式规则的多个产生式规则，生成与第一任务对

应的可操作意图的第一上下文无关文法，第一产生式规则包括第一非终结符变量，其中，生

成与第一任务对应的可操作意图的第一上下文无关文法包括：通过用多个第一命名实体值

替换第一产生式规则中的第一非终结符变量来重写第一产生式规则。

[0010] 根据一些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例如，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存

储介质)，该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存储由电子设备的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执行的一个或多个

程序，该一个或多个程序包括用于执行本文所述的任何方法的指令。

[0011] 根据一些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电子设备(例如，便携式电子设备)，该电子设备包括

用于执行本文所述的任何方法的装置。

[0012] 根据一些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电子设备(例如，便携式电子设备)，该电子设备包括

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和存储器，该一个或多个存储器存储由该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执行的一个

或多个程序，该一个或多个程序包括用于执行本文所述的任何方法的指令。

[0013] 根据一些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用于电子设备中的信息处理装置，该信息处理装置

包括用于执行本文描述的任何方法的装置。

附图说明

[0014] 为了更好地理解所描述的各种实施例，应结合以下附图来参考以下具体实施方

式，在附图中，相似的附图标记在整个附图中指代相应的部分。

[0015] 图1是示出了根据一些实施例的数字助理在其中运行的环境的框图。

[0016] 图2是示出了根据一些实施例的数字助理客户端系统的框图。

[0017] 图3A是示出了根据一些实施例的独立数字助理系统或数字助理服务器系统的框

图。

[0018] 图3B是示出了根据一些实施例的图3A所示的数字助理的功能的框图。

[0019] 图4是根据一些实施例的包括多个可由数字家庭助理控制的家庭设备的智能家居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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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图5A至图5C是示出了根据一些实施例的，用于针对可由机器执行的两个示例性任

务的可操作意图来生成上下文无关文法的示例性过程的框图。

[0021] 图6是示出了根据一些实施例的用于机器生成用于意向推理的上下文无关文法的

方法的流程图。

[0022] 在整个附图中，相似的附图标记指代相应的部分。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文描述的实施例提供了用于基于语音命令(例如，用于控制家用电器的一个或

多个功能的语音命令)自动机器生成用于意图推理的上下文无关文法的系统和方法。该系

统和方法能够使得针对电器的新的功能和设置快速开发和更新上下文无关文法，使得能够

通过为多个家庭设备使用不同的名称来控制多个相同类型的家庭设备，并使得能够在多用

户环境中以用户可定制的方式控制家庭设备等。

[0024] 在一些实施例中，通过基于语音的助理来处理语音命令。可选地，基于语音的助理

使用电子设备上的语音触发器(例如，通过说出“嘿，助理”)来启动。当用户按下设备上的启

示(affordance)(例如，按钮或图标)以激活数字助理时，也可以开始与基于语音的数字助

理(或其他基于语音的服务，例如，语音到文本转录服务)的交互。数字助理可以耦接到一个

或多个其他设备(例如，家用电器、智能家居设备等)以控制这些设备的功能。

[0025] 在家居控制设置中，可以通过数字家庭助理控制多个设备。通常，用户语音输入中

的意图推理和命名实体识别可以同时进行，也可以顺序进行。在后一种情况下，将与语音输

入相对应的转录文本输入到意图分类器(例如，图3A至图3B中的本体360)，以确定用户希望

由数字家庭助理执行的任务。在一些实施例中，数字家庭助理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块对所识

别的意图的命名实体识别模型进行定位，并将用户语音输入的文本版本传递给命名实体识

别模型，以获得该输入的经识别的命名实体。意图分类器的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字

文本。例如，如果文本包含单词“空调”和“温度”，则其意图很可能是“a c _ s e t _

temperature”。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将用户提供给电器的其他名称(例如，特定型号的名称

(例如，“GE  CS-252”)或昵称(例如，“机灵鬼”))添加到命名实体列表中，并由命名实体识别

模型进行处理以识别用户的意图。如本文所公开的，用于意图推理的上下文无关文法需要

被更新从而具有能理解使用这些特定型号的名称和/或昵称的语音命令的能力。根据本文

公开的机器自动生成的上下文无关文法，可以快速且容易地执行更新，从而可以避免冗长

和麻烦的由用户促进的消除歧义的过程(例如，迫使用户说出在婴儿房间中的空调等)。另

外，如本文所公开的，如果在同一家庭中存在多个相同类型和型号的设备，则可以给不同的

设备起不同的昵称，从而可以使用上下文无关文法来识别设备，该上下文无关文法已生成

为包括规则，以在用于使用该设备的语音命令的上下文中理解和处理这些不同的昵称中的

每一个昵称。根据本文所述的方法和系统，借助这些新的昵称和功能，可以轻松地丰富和修

改上下文无关文法，所有用户都可以为自己的电器选择任何名称，并且这些名称不必与设

备的实际功能进行绑定。例如，用户可以起一个独特的别名(例如，为客厅空调起别名“狗”，

以及为卧室空调起别名“猫”)，意图推理仍然可以很精确地进行。启用这些独特的别名避免

了使用其他解决方案带来的问题，每个用户都可以选择对他/她自己有意义的别名，并且一

旦在设备注册阶段将别名提供给数字助理，意图推理将更加有效。此外，每个用户都可以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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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对同一设备的用户专用名称。如本文所公开的上下文无关文法的机器生成使得能够容

易地生成不同的特定于用户的上下文无关文法。因此，一旦执行了说话者识别，就不会仅仅

因为用户具有给定意图的不同术语集和名称集，而产生处理用户的语音输入的额外的负

担。

[0026] 图1是根据一些实施例的数字家庭助理的运行环境100的框图。术语“家庭助理”、

“数字助理”、“虚拟助理”、“智能自动助理”、“基于语音的数字助理”、“语音助理”或“自动数

字助理”是指对口头和/或文本形式的自然语言输入进行解释以推理用户意图(例如，标识

与自然语言输入相对应的任务类型)，并根据推理出的用户意图执行操作(例如，执行与所

识别的任务类型相对应的任务)的任何信息处理系统。例如，为了按照推理出的用户意图执

行操作，系统可以执行以下一项或多项操作：使用旨在实现推理出的用户意图的步骤和参

数来识别任务流(例如，识别任务类型)，将来自推理出的用户意图的特定要求输入到任务

流，通过调用程序、方法、服务、API等来执行任务流(例如，向服务提供商发送请求)，以及以

听觉(例如，语音)和/或视觉形式生成对用户的输出响应。

[0027] 具体地，家庭助理系统一旦被启动，就能够至少部分地以自然语言命令、请求、陈

述、叙述和/或询问的形式来接受用户请求。通常，用户请求通过家庭助理系统寻求信息答

案或任务执行。对用户请求的令人满意的响应通常是提供所请求的信息答案、执行所请求

的任务或两者结合。作为示例，用户可以问数字助理系统一个问题，例如“现在房间里的温

度是多少？”根据用户的当前位置和环境温度，数字助理可能会回答“室温为80度(华氏

度)”。用户还可以要求执行任务，例如，通过叙述“请打开空调。”作为响应，家庭助理可以通

过生成语音输出“是，马上”来确认请求，然后继续通过空调的预定义控制API来打开房间中

的空调。与家庭助理进行交互以请求信息或执行各种任务的方法还有很多。除了提供口头

响应和采取程序化的操作之外，家庭助理还可以提供其他视觉或音频形式(例如，文本、警

报、音乐、视频、动画等)的响应。

[0028] 如图1所示，在一些实施例中，数字助理系统是根据客户端-服务器模型来实现的。

数字助理系统包括在用户设备(例如，104a和104b)上执行的客户端侧部分(例如，102a和

102b)(以下称为“数字助理(digital  assistant，DA)客户端102”)以及在服务器系统108上

执行的服务器侧部分106(以下称为“DA服务器106”)。DA客户端102通过一个或多个网络110

与DA服务器106进行通信。DA客户端102提供客户端侧功能，例如面向用户的输入和输出处

理以及与DA服务器106的通信。DA服务器106为各自驻留在相应的用户设备104(也称为客户

端设备或电子设备)上的任意数量的DA客户端102提供服务器侧功能。

[0029] 在一些实施例中，DA服务器106包括面向客户端的I/O接口112、一个或多个处理模

块114、数据和模型116以及到外部服务的I/O接口118。面向客户端的I/O接口有助于数字助

理服务器106的面向客户端的输入和输出处理。一个或多个处理模块114利用数据和模型

116基于自然语言输入来确定用户的意图，并基于所推理的用户意图来执行任务。在一些实

施例中，DA服务器106通过网络110与外部服务120(例如，导航服务、消息服务、信息服务、日

历服务、家用电器控制服务等)进行通信，以完成任务或获取信息。到外部服务的I/O接口

118有助于这种通信。

[0030] 用户设备104的示例包括但不限于家居控制中心设备、手持式计算机、个人数字助

理(PDA)、平板计算机、膝上型计算机、台式计算机、蜂窝电话、智能电话、增强型通用分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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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业务(enhanced  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EGPRS)移动电话、媒体播放器、导航设

备、游戏机、电视、遥控器或这些数据处理设备中的任意两个或多个数据处理设备或任何其

他合适的数据处理设备的组合。参考图2所示的示例性用户设备104，提供了关于用户设备

104的更多细节。

[0031] 通信网络110的示例包括局域网(local  area  networks，LAN)和广域网(wide 

area  networks，WAN)，例如因特网。可以使用任何已知的网络协议来实现(一个或多个)通

信网络110，已知的网络协议包括各种有线或无线协议，例如以太网、通用串行总线(USB)、

火线(FIREWIRE)、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GSM)、

增强型数据GSM环境(Enhanced  Data  GSM  Environment，EDGE)、码分多址(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CDMA)、时分多址(tim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TDMA)、蓝牙、Wi-

Fi、网络电话(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VoIP)、Wi-MAX或任何其他合适的通信协

议。

[0032] 服务器系统108可以在至少一个数据处理装置和/或计算机的分布式网络上实现。

在一些实施例中，服务器系统108还采用第三方服务提供商(例如，第三方云服务提供商)的

各种虚拟设备和/或服务来提供服务器系统108的底层计算资源和/或基础结构资源。

[0033] 尽管图1中示出的数字助理系统包括客户端侧部分(例如，DA客户端102)和服务器

侧部分(例如，DA服务器106)，但是在一些实施例中，数字助理系统仅指服务器侧部分(例

如，DA服务器106)。在一些实施例中，数字助理的功能可以被实现为安装在用户设备上的独

立应用。另外，数字助理的客户端和服务器部分之间的功能划分可以在不同的实施例中变

化。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DA客户端102是瘦客户端，该瘦客户端仅提供面向用户的输入和

输出处理功能，并将数字助理的所有其他功能委托给DA服务器106。在一些其他实施例中，

DA客户端102被配置为执行或辅助DA服务器106的一个或多个功能。

[0034] 图2是根据一些实施例的用户设备104的框图。用户设备104包括存储器接口202，

一个或多个处理器204以及外围设备接口206。用户设备104中的各种组件通过一条或多条

通信总线或信号线耦接。用户设备104包括耦接到外围设备接口206的各种传感器、子系统

和外围设备。这些传感器、子系统和外围设备收集信息和/或促进用户设备104的各种功能。

[0035] 在一些实施例中，用户设备104包括提供通信功能的一个或多个有线和/或无线通

信子系统224。通信子系统224通常包括各种通信端口、射频接收器和发射器和/或光学(例

如，红外线的)接收器和发射器。

[0036] 在一些实施例中，用户设备104包括耦接到一个或多个扬声器228和一个或多个麦

克风230的音频子系统226，以促进语音启用的功能(例如，语音识别、语音复制、数字记录和

电话功能)。在一些实施例中，音频子系统226耦接到语音触发系统216。在一些实施例中，语

音触发系统216和/或音频子系统226包括用于接收和/或分析声音输入的低功率音频电路

和/或程序(即，包括硬件和/或软件)，例如包括一个或多个模数转换器、数字信号处理器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DSP)、声音检测器、存储器缓冲器、编解码器等。在一些实施

例中，低功率音频电路(单独的或除了用户设备104的其他组件之外)为用户设备104的一个

或多个方面提供语音(或声音)触发功能，例如基于语音的数字助理或其他基于语音的服

务。在一些实施例中，即使当用户设备104的其他组件(例如，处理器204、I/O子系统240、存

储器250等)被关闭和/或处于待机模式时，低功率音频电路也提供语音触发功能。在一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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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例中，语音触发系统216与说话者识别系统交互或包括说话者识别系统，该说话者识别系

统有助于数字助理的说话者特定的语音触发功能。

[0037] 在一些实施例中，I/O子系统240也耦接到外围接口206。I/O子系统240包括用于各

种输入和输出设备的输入和输出控制器，输入和输出设备例如有触摸屏显示器、触摸板、键

盘、红外端口、USB端口和/或诸如触摸笔的指针设备。

[0038] 存储器接口202耦接到存储器250。在一些实施例中，存储器250包括非暂时性计算

机可读介质，例如高速随机存取存储器和/或非易失性存储器(例如，一个或多个磁盘存储

设备、一个或多个闪存设备、一个或多个光存储设备和/或其他非易失性固态存储设备)。

[0039] 在一些实施例中，存储器250存储操作系统252、通信模块254、图形用户接口模块

256、传感器处理模块258、语音输入处理模块260、应用262及其子集或超集。操作系统252包

括用于处理基本系统服务和用于执行硬件相关任务的指令。通信模块254有助于与一个或

多个附加设备、一个或多个计算机和/或一个或多个服务器进行通信。图形用户接口模块

256有助于图形用户接口处理。传感器处理模块258有助于与传感器相关的处理和功能(例

如，处理由一个或多个麦克风228接收的语音输入)。语音输入处理模块260有助于语音输入

处理过程和功能。应用模块262有助于用户应用的各种功能，例如电子消息传递、网页浏览、

媒体处理、导航，家用电器控制和/或其他处理和功能。在一些实施例中，用户设备104在存

储器250中存储一个或多个软件应用，每个软件应用与至少一个外部服务提供商相关联。

[0040] 如上所述，在一些实施例中，存储器250还存储客户端侧数字助理指令(例如，在数

字助理客户端模块264中)和各种用户数据266(例如，用户语音样本、用户语音打印、用户特

定的词汇数据、偏好数据和/或其他数据(例如，用户的电子通讯录或联系人列表、待办事项

列表、购物列表、用户对家用电器的偏好等))，来提供数字助理的客户端侧功能。

[0041] 在各种实施例中，数字助理客户端模块264能够通过用户设备104的各种用户接口

(例如，I/O子系统244)接受语音输入、文本输入、触摸输入和/或手势输入。数字助理客户端

模块264还能够提供音频、视觉和/或触觉形式的输出。例如，输出可以提供为语音、声音、警

报、文本消息、菜单、图形、视频、动画、振动和/或以上两项或更多项的组合。在操作期间，数

字助理客户端模块264使用通信子系统224与数字助理服务器(例如，图1的数字助理服务器

106)进行通信。

[0042] 在一些实施例中，数字助理客户端模块264利用各种传感器、子系统和外围设备来

从用户设备104的周围环境收集附加信息，以建立与用户输入相关联的上下文。在一些实施

例中，数字助理客户端模块264将上下文信息或上下文信息的子集与用户输入一起提供给

数字助理服务器(例如，图1的数字助理服务器106)，以帮助推理用户的意图。

[0043] 在一些实施例中，存储器250可以包括附加指令或更少的指令。此外，用户设备104

的各种功能可以在硬件和/或固件中实现，包括在一个或多个信号处理和/或专用集成电路

中实现。因此，用户设备104不需要包括图2所示的所有模块和应用。

[0044] 图3A是根据一些实施例的示例性家庭助理系统300(也称为数字助理)的框图。在

一些实施例中，家庭助理系统300在独立的计算机系统上实现。在一些实施例中，家庭助理

系统300分布在多台计算机上。在一些实施例中，家庭助理的一些模块和功能被划分为服务

器部分和客户端部分，其中客户端部分位于用户设备(例如，用户设备104)上并通过一个或

多个网络与服务器部分(例如，服务器系统108)进行通信(例如，如图1所示)。在一些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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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家庭助理系统300是图1中所示的服务器系统108(和/或家庭助理服务器106)的实施例。

在一些实施例中，家庭助理系统300在用户设备(例如，图1的用户设备104)中实现，从而消

除了对客户端-服务器系统的需求。应当注意，家庭助理系统300仅是家庭助理系统的一个

示例，并且家庭助理系统300可以具有比所示的组件更多或更少的组件、可以组合两个或更

多的组件、或者可以具有不同的组件配置或布置。图3A中所示的各种组件可以在包括一个

或多个信号处理和/或专用集成电路或其组合的硬件、软件、固件中来实现。

[0045] 家庭助理系统300包括存储器302、一个或多个处理器304，输入/输出(I/O)接口

306和网络通信接口308。这些组件通过一条或多条通信总线或信号线310相互通信。

[0046] 在一些实施例中，存储器302包括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介质，例如高速随机存取存

储器和/或非易失性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例如，一个或多个磁盘存储设备、一个或多个闪

存设备、一个或多个光存储设备和/或其他非易失性固态存储设备)。

[0047] I/O接口306将家庭助理系统300的输入/输出设备316(例如显示器、键盘、触摸屏

和麦克风)耦接到用户接口模块322。I/O接口306与用户接口模块322相结合以接收并相应

地处理用户输入(例如，语音输入、键盘输入、触摸输入等)。在一些实施例中，当家庭助理在

独立的用户设备上实现时，家庭助理系统300包括参照图2中的用户设备104所描述的任何

组件和I/O以及通信接口(例如，一个或多个麦克风230)。在一些实施例中，家庭助理系统

300代表家庭助理实现的服务器部分，并且通过位于用户设备(例如，图2所示的用户设备

104)上的客户端侧部分与用户进行交互。

[0048] 在一些实施例中，网络通信接口308包括有线通信端口312和/或无线发送和接收

电路314。有线通信端口经由一个或多个有线接口(例如，以太网、通用串行总线(Universal 

Serial  Bus，USB)、火线(FIREWIRE)等)接收和发送通信信号。无线电路314通常从通信网络

和其他通信设备接收RF信号和/或光信号，或将RF信号和/或光信号发送到通信网络和其他

通信设备。无线通信可以使用多种通信标准、协议和技术中的任何一种，例如GSM、EDGE、

CDMA、TDMA、蓝牙、Wi-Fi、VoIP、Wi-MAX或任何其他合适的通信协议。网络通信接口308使得

数字助理系统300能够与诸如因特网、内联网和/或无线网络(例如蜂窝电话网络、无线局域

网(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LAN)和/或城域网(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

MAN))之类的网络以及其他设备进行通信。

[0049] 在一些实施例中，存储器302的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存储程序、模块、指

令和数据结构，包括以下各项的全部或子集：操作系统318、通信模块320、用户接口模块

322、一个或多个应用324和数字助理模块326。一个或多个处理器304执行这些程序、模块和

指令，并从数据结构读取或向数据结构写入。

[0050] 操作系统318(例如，Darwin、RTXC、LINUX、UNIX、OS  X、iOS、WINDOWS或诸如VxWorks

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包括各种软件组件和/或驱动程序，用于控制和管理常规系统任务(例

如，内存管理、存储设备控制、电源管理等)，并促进各种硬件、固件和软件组件之间的通信。

[0051] 通信模块320通过网络通信接口308促进家庭助理系统300与其他设备之间的通

信。例如，通信模块320可以与图2所示的设备104的通信模块254进行通信。通信模块320还

包括用于处理由无线电路314和/或有线通信端口312接收的数据的各种软件组件。

[0052] 在一些实施例中，用户接口模块322经由I/O接口306(例如，从键盘、触摸屏和/或

麦克风)接收来自用户的命令和/或输入，并且在显示器上提供用户接口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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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应用324包括被配置为由一个或多个处理器304执行的程序和/或模块。例如，如果

数字助理系统在独立的用户设备上实现，则应用324可以包括用户应用，例如家居控制中

心、游戏、日历应用、导航应用或电子邮件应用。如果家庭助理系统300在服务器场上实现，

则应用324可以示例性地包括资源管理应用、诊断应用或调度应用。

[0054] 存储器302还存储家庭助理模块(或家庭助理的服务器部分)326。在一些实施例

中，家庭助理模块326包括以下子模块或其子集或超集：输入/输出处理模块328、语音到文

本(speech-to-text，STT)处理模块330、自然语言处理模块332、对话流处理模块334、任务

流处理模块336、服务处理模块338和说话者识别模块340。这些处理模块中的每一个处理模

块都可以访问家庭助理326的以下一种或多种数据和模型或其子集或超集：本体360、词汇

索引344、用户数据348、任务流模型354、服务模型356、说话者语音模型358。

[0055] 在一些实施例中，使用数字助理模块326中实现的处理模块(例如，输入/输出处理

模块328、说话者识别模块340、STT处理模块330、自然语言处理模块332、对话流处理模块

334、任务流处理模块336和/或服务处理模块338)、数据和模型，家庭助理系统300执行以下

至少一些操作：识别从用户接收的以自然语言输入表达的用户意图；主动诱发和获取充分

推理用户意图所需的信息(例如，通过消除单词、姓名、意图等的歧义)；确定用于实现所推

理的意图的任务流；以及执行任务流以实现所推理的意图。在一些实施例中，当出于各种原

因而没有或不能向用户提供令人满意的响应时，家庭助理也采取适当的操作。在一些实施

例中，存储器包括家居控制模块360，该家居控制模块360利用家居控制服务的API根据从用

户的语音输入推理出的用户命令和用户意图来控制在数字助理系统中注册的不同家用电

器。

[0056] 如图3B所示，在一些实施例中，I/O处理模块328通过图3A中的I/O设备316与用户

进行交互，或者通过图3A中的网络通信接口308与用户设备(例如，图1中的用户设备104)进

行交互，以获得用户输入(例如，语音输入)并提供对用户输入的响应。I/O处理模块328可选

地在接收到用户输入的同时或接收到用户输入之后不久从用户设备获得与用户输入相关

的上下文信息。上下文信息包括用户特定的数据、词汇和/或与用户输入有关的偏好。在一

些实施例中，上下文信息还包括在接收到用户请求时设备(例如，图1中的用户设备104)的

软件和硬件状态，和/或在接收到用户请求时与用户周围环境相关的信息。在一些实施例

中，I/O处理模块328还向用户发送关于用户请求的后续问题，并从用户接收答案。在一些实

施例中，当I/O处理模块328接收到用户请求并且该用户请求包含语音输入时，I/O处理模块

328将语音输入转发给说话者识别模块340以进行说话者识别，然后转发给语音到文本

(STT)处理模块330以进行语音到文本的转换。在一些实施例中，基于说话者识别结果，选择

因人而异的语音到文本模型以执行语音到文本的转换。

[0057] 在一些实施例中，语音到文本处理模块330通过I/O处理模块328或说话者识别模

块340接收语音输入(例如，在录音中捕获的用户话语)。在一些实施例中，语音到文本处理

模块330使用各种声学和语言模型来将语音输入识别为音素序列，并且最终识别为以一种

或多种语言编写的单词或标记的序列。使用任何合适的语音识别技术、声学模型和语言模

型(例如隐马尔可夫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s)、基于动态时间规整(Dynamic  Time 

Warping，DTW)的语音识别)，以及其他统计和/或分析技术来实现语音到文本处理模块330。

在一些实施例中，语音到文本处理可以至少部分地由第三方服务执行或在用户的设备上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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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旦语音到文本处理模块330获得了语音到文本处理的结果(例如，单词或标记的序

列)，它将结果传递给自然语言处理模块332以进行意图推理。如本文所公开的，通过使用机

器生成的上下文无关文法生成的样本语句可以用作训练语音到文本处理模块的基础。

[0058] 家庭助理326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块332(“自然语言处理器”)采用由语音到文本处

理模块330生成的单词或标记的序列(“标记序列”)，并尝试将标记序列与数字助理识别的

一个或多个“可操作意图”相关联。如本文中所使用的，“可操作意图”表示可以由数字助理

326和/或数字助理系统300(图3A)执行的任务，并具有在任务流模型354中实现的关联的任

务流。关联的任务流是数字助理系统300为了执行任务而采取的一系列编程操作和步骤。数

字助理系统的能力范围取决于已经实现并存储在任务流模型354中的任务流的数量和种

类，换句话说，取决于数字助理系统300识别的“可操作意图”的数量和种类。然而，数字助理

系统300的有效性还取决于数字助理系统从以自然语言表达的用户请求中推理出正确的

“可操作意图”的能力。如本文所公开的，机器生成的上下文无关文法可以被用来建立本体，

并且可以被数字助理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块用来处理自然语言文本串并推理在本体中表示

的意图。

[0059] 在一些实施例中，除了从语音到文本处理模块330获得的单词或标记的序列之外，

自然语言处理器332还接收与用户请求相关联的上下文信息(例如，从I/O处理模块328获

取)。自然语言处理器332可选地使用上下文信息来澄清、补充和/或进一步限定包含在从语

音到文本处理模块330接收的标记序列中的信息。例如，上下文信息包括：用户偏好，用户设

备的硬件和/或软件状态，在用户请求之前、用户请求期间或用户请求之后不久收集的传感

器信息，数字助理与用户之间的先前交互(例如，对话)等。

[0060] 在一些实施例中，自然语言处理基于本体360。本体360是包含多个节点的分层结

构，每个节点代表与一个或多个“可操作意图”或其他“属性”相关的“可操作意图”或“属

性”。如上所述，“可操作意图”表示数字助理系统300能够执行的任务(例如，“可操作”或可

以被执行的任务)。“属性”表示与另一属性的可操作意图或子方面相关联的参数。本体360

中的可操作意图节点和属性节点之间的链接定义了属性节点代表的参数如何与可操作意

图节点代表的任务相关联。

[0061] 在一些实施例中，本体360由可操作意图节点和属性节点组成。在本体360内，每个

可操作意图节点直接链接到一个或多个属性节点，或通过一个或多个中间属性节点链接到

一个或多个属性节点。类似地，每个属性节点直接链接到一个或多个可操作意图节点，或通

过一个或多个中间属性节点链接到一个或多个可操作意图节点。

[0062] 可操作意图节点及其链接的概念节点可以称为“域”。在本讨论中，每个域与各自

的可操作意图相关联，并且指的是与特定可操作意图相关联的节点组(以及节点之间的关

系)。

[0063] 在一些实施例中，本体360包括数字助理能够理解并作用于其上的所有域(以及因

此可操作意图)。在一些实施例中，示例性地，可以通过添加或去除域或节点，或者通过修改

本体360内的节点之间的关系，来修改本体360。

[0064] 在一些实施例中，与多个相关的可操作意图相关联的节点可以被聚集在本体360

中的“超级域”下。例如，“家居控制”超级域可以包括与家用电器控制有关的属性节点和可

操作意图节点的集群。与家用电器控制有关的可操作意图节点可以包括“空调”、“厨房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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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照明控制”、“节能控制”、“媒体中心控制”等。在同一超级域(例如，“家居控制”超级

域)下的可操作意图节点可能具有许多共同的属性节点。例如，用于“调节室温”、“节能控

制”、“炉灶控制”、“洗衣机控制”的可操作意图节点可以共享属性节点“开始时间”、“结束时

间”、“节能模式”等中的一个或多个属性节点。

[0065] 在一些实施例中，本体360中的每个节点与下述单词和/或短语的集合相关联，该

单词和/或短语与该节点表示的属性或可操作意图有关。与每个节点相关联的单词和/或短

语的集合是与该节点相关联的所谓的“词汇”。可以将与每个节点相关联的单词和/或短语

的集合与该节点所表示的属性或可操作意图相关联地存储在词汇索引344(图3B)中。例如，

返回到图3B，与“餐馆”属性的节点相关联的词汇可以包括诸如“食物”、“饮料”、“美食”、“饥

饿”、“吃”、“比萨饼”、“快餐”、“餐食”之类的单词。对于另一个示例，与“发起电话呼叫”的可

操作意图节点相关联的词汇可以包括诸如“呼叫”、“电话”、“拨号”、“铃声”、“呼叫该号码”、

“打电话给”之类的单词和短语。词汇索引344可选地包括不同语言的单词和短语。

[0066] 在一些实施例中，图3B所示的自然语言处理器332从语音到文本处理模块330接收

标记序列(例如，文本串)，并确定标记序列中的单词所牵涉的节点。在一些实施例中，如果

发现标记序列中的单词或短语与本体360中的一个或多个节点相关联(通过词汇索引344)，

则该单词或短语将“触发”或“激活”那些节点。当“触发”多个节点时，基于所激活节点的数

量和/或相对重要性，自然语言处理器332将选择可操作意图之一作为用户希望数字助理执

行的任务(或任务类型)。在一些实施例中，选择具有最多“触发”节点的域。在一些实施例

中，选择具有最高置信度的域(例如，基于该域的各个触发节点的相对重要性)。在一些实施

例中，基于触发节点的数量和重要性的组合来选择域。在一些实施例中，在选择节点时还考

虑其他因素，例如家庭助理系统300是否先前已经正确地解释了来自用户的类似请求。

[0067] 在一些实施例中，数字助理系统300还将特定实体的名称存储在命名实体数据库

350中，使得当在用户请求中检测到这些名称之一时，自然语言处理器332将能够识别该名

称是指本体中属性或子属性的特定实例。在一些实施例中，特定实体的名称是企业、饭店、

人、电影等的名称。在一些实施例中，命名实体数据库305还包括由个人用户在设备注册阶

段为不同家庭设备提供的家庭设备的别名。在一些实施例中，数字助理系统300可以从诸如

用户的地址簿或联系人列表、电影数据库、音乐家数据库和/或餐馆数据库之类的其他数据

源中搜索和识别特定实体的名称。在一些实施例中，当自然语言处理器332识别出标记序列

中的单词是特定实体的名称(诸如用户的地址簿或联系人列表中的名称，或家庭设备的名

称列表中的名称)时，在为用户请求选择本体中的可操作意图时，给予该单词额外的意义。

在一些实施例中，用于数字助理的触发短语被存储为命名实体，以便当它存在于用户的语

音输入中时可以被识别并给予特殊的意义。

[0068] 在一些实施例中，机器生成的上下文无关文法用于实现用于处理用户命令的本体

和命名实体数据库，并推理出用户的意图。

[0069] 用户数据348包括用户特定的信息，例如用户特定的词汇、用户偏好、用户地址、用

户的默认语言和第二语言、用户的联系人列表以及每个用户的其他短期或长期信息。自然

语言处理器332可以使用用户特定的信息来补充包含在用户输入中的信息，以进一步限定

用户意图。在一些实施例中，机器生成的上下文无关文法用于在处理用户命令时实现用户

特定的词汇和偏好，并推理出用户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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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一旦自然语言处理器332基于用户请求识别出可操作意图(或域)，自然语言处理

器332就生成结构化查询以表示所识别的可操作意图。在一些实施例中，结构化查询包括针

对可操作意图的域内的一个或多个节点的参数，并且其中至少一些参数填充有用户请求中

指定的特定信息和要求。例如，用户可能说“让机灵鬼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语言处理

器332可能能够基于用户输入正确地将可操作意图识别为“打开空调”。根据本体，对“打开

空调”域的结构化查询可以包括诸如{空调ID}、{时间}、{温度}、{能量模式}等的参数。基于

用户的话语中包含的信息，自然语言处理器332可以生成针对餐厅预订域的部分结构化查

询，其中，该部分结构化查询包括参数{空调ID＝“机灵鬼”＝婴儿房间中的空调＝“设备地

址xxxx”}，{时间＝“现在”}，{温度＝默认值＝74度(华氏)}。在此示例中，用户的话语包含

的信息不足，无法完成与该域相关联的结构化查询，并且某些信息会根据用户过去的偏好

和存储的用户特定词汇自动填充。

[0071] 在一些实施例中，自然语言处理器332将结构化查询(包括任何完成的参数)传递

到任务流处理模块336(“任务流处理器”)。任务流处理器336被配置为执行以下一项或多项

操作：从自然语言处理器332接收结构化查询；完成结构化查询；以及执行“完成”用户的最

终请求所需的操作。在一些实施例中，在任务流模型354中提供完成这些任务所需的各种程

序。在一些实施例中，任务流模型354包括用于从用户获得附加信息的程序，以及用于执行

与可操作意图相关联的操作的任务流。在一些实施例中，任务流模型354中的任务流描述了

用于控制在家庭助理中注册的每个家庭设备的步骤，并且基于设备名称列表，数字助理进

行操作以针对由用户语音输入中的家庭设备别名指定的家庭设备执行合适的任务流中的

步骤。

[0072] 如上所述，为了完成结构化查询，任务流处理器336可能需要发起与用户的附加对

话，以获得附加信息和/或消除话语中的潜在歧义。当需要这样的交互时，任务流处理器336

调用对话处理模块334(“对话处理器”)以与用户进行对话。在一些实施例中，对话处理模块

334确定如何(和/或何时)向用户询问附加信息，并且接收和处理用户响应。在一些实施例

中，通过I/O处理模块328向用户提供问题并从用户接收答案。例如，对话处理模块334经由

音频和/或视觉输出向用户呈现对话输出，并经由语音或物理(例如，触摸手势)响应从用户

接收输入。一旦从用户接收到答案，对话处理模块334就用缺失的信息填充结构化查询，或

者将该信息传递给任务流处理器336，以完成来自结构化查询的缺失信息。

[0073] 一旦任务流处理器336完成了针对可操作意图的结构化查询，任务流处理器336就

继续执行与可操作意图相关联的最终任务。因此，任务流处理器336根据结构化查询中包含

的特定参数来执行任务流模型中的步骤和指令。例如，用于“打开空调”的可操作意图的任

务流模型可以包括以下步骤和指令：识别用于打开空调的编码指令，通过家庭网络将编码

指令发送到空调，在打开空调后选择温度和节能模式，并通过家庭网络将温度和节能模式

的命令发送到空调。

[0074] 在一些实施例中，任务流处理器336利用服务处理模块338(“服务处理器”)的协助

来完成用户输入中所请求的任务或提供用户输入中所请求的信息性答案。例如，服务处理

器338可以代表任务流处理器336进行操作，以向家用电器发送命令、进行电话呼叫、设置日

历条目、调用地图搜索、调用用户设备上安装的其他用户应用或与之交互、以及调用第三方

服务(例如，餐厅预订门户网站、社交网站或服务、银行门户网站等)或与之交互。在一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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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例中，每个服务所需的协议和应用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s，

API)可以由服务模型356中的相应服务模型指定。服务处理器338访问用于服务的适当服务

模型，并根据服务模型按照服务所要求的协议和API来生成对该服务的请求。

[0075] 在一些实施例中，自然语言处理器332、对话处理器334和任务流处理器336被共同

地且迭代地用来推理和定义用户的意图，获得信息以进一步阐明和完善用户的意图，并最

终产生响应(例如，向用户提供输出或完成任务)来满足用户的意图。

[0076] 图4是根据一些实现的示例性智能家居环境。智能家居环境400包括建筑物450，建

筑物450可选地是住宅、办公楼、车库或移动房屋。将理解的是，设备还可以被集成到不包括

整个建筑物450的智能家居环境400中，例如套间、公寓或办公空间。此外，智能家居环境可

以控制和/或耦接到实际建筑物450外部的设备。实际上，智能家居环境中的多个设备不需

要在物理上位于建筑物450中。例如，控制泳池加热器414或灌溉系统416的设备可以位于建

筑物450的外部。

[0077] 所描绘的建筑物450包括通过墙壁454至少部分地彼此隔开的多个房间452。墙壁

454可以包括内墙或外墙。每个房间还可以包括地板456和天花板458。设备可以安装在墙壁

454、地板456或天花板458上，或与墙壁454、地板456或天花板458成一体和/或由墙壁454、

地板456或天花板458支撑。

[007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智能家居环境400包括多个设备(包括智能的、多感测的、网络

连接的设备)，该多个设备在智能家居网络(例如，图2中的202)中彼此无缝集成和/或与中

央服务器或云计算系统无缝集成，以提供各种有用的智能家居功能。智能家居环境400可以

包括一个或多个智能的、多感测的、网络连接的恒温控制器402(以下称为“智能恒温控制器

402”)，一个或多个智能的、网络连接的、多感测的危害检测单元404(以下称为“智能危害检

测器404”)，以及一个或多个智能的、多感测的、网络连接的入口接口设备406(以下称为“智

能门铃406”)。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智能恒温控制器402检测周围的气候特征(例如，温度和/

或湿度)并相应地控制HVAC系统403。智能危害检测器404可以检测有害物质或指示有害物

质的物质(例如，烟、火和/或一氧化碳)的存在。智能门铃406可以检测到人接近某个位置或

离开某个位置(例如，外门)，控制门铃功能、通过音频或视觉手段宣布人的接近或离开，和/

或控制安全系统上的设置(例如，当人员出入时激活或停用安全系统)。

[007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智能家居环境400包括一个或多个智能的、多感测的、网络连

接的墙壁开关408(以下称为“智能墙壁开关408”)，连同一个或多个智能的、多感测的、网络

连接的墙壁插头接口410(以下称为“智能墙壁插头410”)。智能墙壁开关408可以检测环境

照明条件、检测房间占用状态、并控制一个或多个灯的功率和/或暗淡状态。在一些情况下，

智能墙壁开关408还可以控制风扇(例如，吊扇)的功率状态或速度。智能墙壁插头410可以

检测房间或封闭空间的占用并控制对一个或多个墙壁插头的电力供应(例如，如果没有人

在家，则不向该插头供电)。

[008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图4的智能家居环境400包括多个智能的、多感测的、网络连接

的电器412(以下称为“智能电器412”)，例如冰箱、火炉、烤箱、电视、洗衣机、烘干机、灯、立

体声音响、对讲系统、车库门开启器、落地扇、吊扇、壁式空调、泳池加热器、灌溉系统、安全

系统、空间加热器、窗式空调机组、电动风管通风口等。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当插上电源时，

电器可以示例性地通过指示电器是什么类型来向智能家居网络宣告其自身，并且可以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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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智能家居的控件集成。可以通过有线或无线通信协议来促进电器到智能家居的这种通

信。智能家居还可以包括各种非通信类的传统电器440，例如老式的传统洗衣机/烘干机、冰

箱等，这些设备可以由智能墙壁插头410控制。智能家居环境400还可以包括各种部分通信

的传统电器442，例如红外(“IR”)控制的壁式空调或其他IR控制的设备，这些设备可以由智

能危害检测器404或智能墙壁开关408提供的IR信号控制。

[008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智能家居环境400包括一个或多个网络连接的摄像机418，摄

像机418被配置为在智能家居环境400中提供视频监视和安全性。

[0082] 智能家居环境400还可以包括与位于物理家庭外部但是在家庭的邻近地理范围内

的设备的通信。例如，智能家居环境400可以包括泳池加热器监控器414，泳池加热器监控器

414将当前泳池温度传送到智能家居环境400内的其他设备和/或接收用于控制泳池温度的

命令。类似地，智能家居环境400可以包括灌溉监控器416，灌溉监控器416传送关于智能家

居环境400内的灌溉系统的信息和/或接收用于控制这种灌溉系统的控制信息。

[0083] 借助于网络连接性，图4的一个或多个智能家居设备可以进一步使得用户即使不

接近设备也能够与该设备进行交互。例如，用户可以使用计算机(例如，台式计算机、膝上型

计算机或平板电脑)或其他便携式电子设备(例如，智能手机)466与设备进行通信。网页或

应用可以配置为从用户接收通信并基于该通信来控制设备和/或向用户呈现有关设备操作

的信息。例如，用户可以查看设备的当前设定点的温度并使用计算机对其进行调整。在此远

程通信期间，用户可以位于建筑物中，也可以位于建筑物外部。

[0084] 如上所述，用户可以使用网络连接的计算机或便携式电子设备466来控制智能家

居环境400中的智能恒温控制器和其他智能设备。在一些示例中，一些或全部居住者(例如，

居住在家庭中的个人)可以在智能家居环境400中注册他们的设备466。可以在中央服务器

处进行这样的注册，以将居住者和/或设备认证为与家庭相关联，并向居住者授予使用该设

备来控制家庭中的智能设备的许可。例如当居住者在上班或度假时，居住者可以使用其注

册的设备466来远程控制家庭中的智能设备。当居住者实际位于家庭内时，例如当居住者坐

在家庭内的沙发上时，居住者也可以使用其注册的设备来控制智能设备。应当理解的是，代

替注册设备466或者除了注册设备466的功能之外，智能家居环境400可以推断哪些人居住

在家庭里并因此是居住者，以及哪些设备466与那些人相关联。这样，智能家居环境可以“学

习”谁是居住者并且允许与那些人相关联的设备466控制家庭中的智能设备。

[008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除了包含处理和感测能力之外，设备402、404、406、408、410、

412、414、416和/或418(统称为“智能设备”)能够与其他智能设备、中央服务器或云计算系

统和/或其他网络连接的设备进行数据通信和信息共享。可以使用多种自定义或标准无线

协议(IEEE  802.15.4、Wi-Fi、紫蜂(ZigBee)、6LoWPAN、多线程(Thread)、Z-Wave、智能蓝牙、

ISA100.11a、WirelessHART、MiWi等)中的任何一种协议和/或多种自定义或标准有线协议

(CAT6以太网、电力猫(HomePlug)等)中的任何一种协议或任何其他合适的通信协议来进行

所需的数据通信，该合适的通信协议包括截至本文档的申请日期尚未开发的通信协议。

[008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智能设备用作无线或有线中继器。例如，第一智能设备经由无

线路由器与第二智能设备进行通信。智能设备可以进一步通过与一个或多个网络462(例

如，因特网)的连接来彼此通信。通过一个或多个网络462，智能设备可以与智能家居提供商

服务器系统464(在本文中也称为中央服务器系统和/或云计算系统)进行通信。在一些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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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中，智能家居提供商服务器系统464可以包括多个服务器系统，每个服务器系统专用于

与智能设备的各个子集相关联的数据处理(例如，视频服务器系统可以专用于与摄像机418

相关联的数据处理)。智能家居提供商服务器系统464可以与和智能设备关联的制造商、支

持实体或服务提供商相关联。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用户能够使用智能设备本身来联系客户

支持，而不需要使用其他通信手段，例如电话或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在一些实施方式中，

软件更新被自动地从智能家居提供商服务器系统464发送到智能设备(例如，在可用时、购

买时或以例行间隔发送)。

[0087] 在一些实施例中，家庭中的一个或多个智能设备包括开放的音频输入通道，音频

输入通道可以捕获在其附近的音频输入并用作家庭助理(例如，家庭助理106、104、300和/

或326)的音频输入设备，家庭助理用于控制安装在家庭中的所有智能设备。在一些实施例

中，智能设备之一还包括数字助理模块，并且数字助理模块用作管理安装在家庭中的所有

智能设备的家庭助理。在一些实施例中，独立的家庭助理设备独立于安装在家庭中的便携

式设备466和智能家居设备而存在，并且独立的家庭助理设备接收并响应来自居住在家庭

中的多个家庭成员的语音输入。在一些实施例中，当控制安装在家庭中的智能设备时，可能

存在分布在整个住宅中的多个家庭助理设备，这些设备以独立的或彼此协作的方式进行操

作。

[0088] 图5A至图5C是示出了根据一些实施例的、用于针对可被机器执行的两个示例性任

务的可操作意图来生成上下文无关文法的示例性过程的框图。为了说明的目的，在家居控

制功能的上下文中描述了该方法(例如，设置空调温度、以及设置风扇摆动角度)。但是，该

方法的其他应用也是可能的。例如，涉及设备的许多设置和功能以及共享同一设备的多个

用户、在同一环境中使用相同类型的多个设备等的其他应用都可以从如本文所述的用于推

理用户意图的上下文无关文法的自动机器生成中受益。

[0089] 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5A所示，程序员创建了两个模板文件，包括与用于设置空调

温度的可操作意图相对应的第一模板文件(例如，ac_set_temperature.py)和与用于设置

风扇摆动角度的可操作意图相对应的第二模板文件(例如，fan_set_swingangle.py)。可选

地，根据相应的编程语言(例如，python、perl、C++等)的语法来编写模板文件。编程语言提

供了用于在可操作意图(例如，“AC_SET_TEMPERATURE”或“FAN_SET_SWINGANGLE”)与描述与

该可操作意图对应的符号字符串的一个或多个产生式规则之间建立对应关系的语法。在一

些实施例中，相应的产生式规则可选地包括可以被一个以上的终结符值(也称为命名实体

值)代替的一个或多个非终结符变量。在图5A(上部)所示的示例中，对于“设置空调温度”的

第一个可操作意图，产生式规则“AC_SET_TEMPERATURE→|SET  AC  TO  TEMPERATURE|AC  SET 

TO  TEMPERATURE|AC  TEMPERATURE”指定对应于“设置空调温度”的可操作意图的字符串模

式，该字符串模式以多个非终结符变量(例如，“SET”、“AC”、“TO”和“TEMPERATURE”)的串接

表示。在模板文件中的相应产生式规则中，枚举了其中一些非终结符变量的终结符值。例

如，变量“SET”对应于终结符值“set”和“adjust”；变量“AC”对应于终结符值“air”、

“conditioner”、“ac”和“air-conditioner”；变量“DEGREE_UNIT”对应于终结符值

“degree”；变量“TO”对应于终结符值“to”。变量“TEMPERATURE”的产生式规则包括用两个非

终结符变量(“slot_ac_DEGREE”，以及其后跟随的“DEGREE_UNIT”)表示的字符串。包含变量

“slot_ac_DEGREE”的产生式规则引用变量“AC_DEGREE”，该变量进一步引用文件路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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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terminal/digits .nonterminal”的非终结符文件“file_DEGREE”。基于产生式规则

“slot_ac_DEGREE→{DEGREE}”(引用非终结符文件“file_DEGREE”(例如，文件路径为“./

nonterminal/digits .nonterminal”))，编译模板文件的编译器检索非终结符文件

“digits .nonterminal”，并通过将非终结符变量“DEGREE”替换为非终结符文件

“digits.nonterminal”中列出的度数值来生成与设置空调温度的任务相对应的可操作意

图的上下文无关文法。非终结符文件“digits.nonterminal”的内容如图5B所示(左)。图5C

(顶部)示出了针对与设置空调温度的任务相对应的可操作意图的编译器生成的上下文无

关文法。编译器生成的上下文无关文法将产生式规则“slot_ac_DEGREE”→{AC_DEGREE}中

的变量“AC_DEGREE”替换为替代字符串“0”|“1”|“2”|…|“32”的列表。

[0090] 在一些实施例中，当为设备开发了新功能时(例如，现有电器的新功能或新型号电

器的新功能、新设备的新功能等)，需要生成针对新功能的至少一个新可操作意图的上下文

无关文法，并将其合并到数字助理使用的现有的上下文无关文法中。在此示例中，假设添加

到数字助理功能表中的新功能是“设置风扇摆动角度”的可操作意图。为了针对“设置风扇

摆动角度”的可操作意图生成上下文无关文法，程序员将产生式规则写入第二模板文件

“fan_set_swingangle.gy”。

[0091] 如图5A(下部)所示，产生式规则“FAN_SET_SWINGANGLE→FAN  SWING_ANGLE  SET 

TO  ANGLE|SET  FAN  SWING_ANGLE  TO  ANGLE|FAN  ANGLE”指定了与“设置风扇摆动角度”的

可操作意图相对应的字符串模式，该字符串模式以多个非终结符变量(例如，“FAN”、

“SWING_ANGLE”、“ANGLE”、“SET”和“TO”)的串接表示。在第二模板文件中的相应产生式规则

中，枚举了其中一些非终结符变量的终结符值。例如，变量“SET”对应于终结符值“set”和

“adjust”；变量“FAN”对应于终结符值“fan”；变量“TO”对应于终结符值“to”；以及变量

“SWING_ANGLE”对应于“swing”以及其后跟随的“angle”的字符串。变量“ANGLE”的产生式规

则包括用两个非终结符变量(“slot_ANGLE”，以及其后跟随的“ANGLE_UNIT”)表示的字符

串。包含变量“slot_ANGLE”的产生式规则引用变量“FAN_ANGLE”，该变量进一步引用文件路

径为“./nonterminal/fan_angle.nonterminal”的非终结符文件“file_FAN_ANGLE”。基于

产生式规则“slot_ANGLE→{FAN_ANGLE}”(引用非终结符文件“file_FAN_ANGLE”(例如，文

件路径为“./nonterminal/fan_angle.nonterminal”))，编译第二模板文件的编译器检索

非终结符文件“fan_angle.nonterminal”，并通过将非终结符变量“FAN_ANGLE”替换为非终

结符文件“fan_angle.nonterminal”中列出的度数值来生成与设置风扇摆动角度的任务相

对应的可操作意图的上下文无关文法。非终结符文件“fan_angle.nonterminal”的内容如

图5B所示(右)。图5C(底部)示出了针对与设置风扇摆动角度的任务相对应的可操作意图的

编译器生成的上下文无关文法。编译器生成的上下文无关文法将产生式规则“slot_ANGLE”

→{FAN_ANGLE}中的变量“FAN_ANGLE”替换为替代字符串“0”|“15”|“30”|…|“300”的列表。

[0092] 在一些实施例中，在针对设置风扇摆动角度的新功能新生成的上下文无关文法变

得可用之后，可以将新生成的上下文无关文法与其他现有的和/或用于其他任务的新的上

下文无关文法进行合并。如图5C所示，通过产生式规则“S->AC_SET_TEMPERATURE|FAN_SET_

SWINGANGLE”将用于设置空调温度的上下文无关文法和用于设置风扇摆动角度的上下文无

关文法进行组合。在一些实施例中，在适当的位置处，例如，基于功能的相关性(例如，基于

域、设备的类型和/或功能的类型)，将新生成的上下文无关文法合并到现有的组合的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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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无关文法中。

[0093] 如上所述，上下文无关文法的生成是模块化的，并且易于扩展。程序员只需要创建

一个简单的用于描述任务的命令结构的基本示例的程序，然后编译器就可以为一个或多个

变量的实际命名实体值写出上下文无关文法。这对于存在大量功能和参数的情况是非常有

用的，当存在大量功能和参数时会使特定域的组合的上下文无关文法非常大，并使得手动

插入新功能变得困难且容易出错。现在，可以分别创建和调试每个功能的单独的上下文无

关文法，然后再将其合并到针对由数字助理处理的整个域或所有域的组合的上下文无关文

法中，从而使新功能和域的添加变得更加容易，对程序员所需的机构知识要求更少，并且减

少了组合的上下文无关文法中冲突和错误的可能性。

[0094] 图5A至图5C中的示例非常简单地说明了基本概念。在现实工作示例的实际实现

中，组合的上下文无关文法中可能具有成百上千的功能和参数。因此，更新现有功能的上下

文无关文法或者添加或删除某些参数值可能很难手动执行。例如，使用常规方法，程序员可

能必须手动扫描数千页冗长的产生式规则，以识别校正功能和要校正并进行更改的行。人

工错误一旦提交，就会影响整个组合的上下文文法的功能，使其无法实现并且会禁止组合

的上下文无关文法所涵盖的功能的增加。使用本文公开的模块化、可扩展和机器生成的上

下文无关文法有助于避免常规手动生成方法的缺点。

[0095] 进一步，基于图5A至图5C中所示的示例，可以看出，如果模板文件被更新，例如增

加一个或多个产生式规则，或者通过添加一个或多个替代的替换术语或字符串等来修改一

个或多个现有的产生式规则。例如，可以将产生式规则“DEGREE_UNIT→‘degree’”修改为

“DEGREE_UNIT→‘degree’|‘Celsius’”。根据用于空调温度设定任务的模板文件已被修改

或更新的确定，该设备可选地通过重新编译模板文件来为该任务重新生成上下文无关文

法。程序员可以修复在重新编译第一模板文件时发现的任何错误，而不会影响现有的组合

的上下文无关文法或数字助理的功能。一旦生成了更新的上下文无关文法，就可以在组合

的上下文无关文法中替换同一任务现有的上下文无关文法。

[0096] 在一些实施例中，也可以通过更新非终结符文件中的值来完成上下文无关文法的

更新。例如，相比于过去实现的15度的增量，如果现在风扇摆动角度可以以5度的增量进行

调整，则非终结符文件“fan_angle.terminal”被更新为包括诸如5、10、20、25等的附加值。

在一些实施例中，根据模板文件中的产生式规则所引用的非终结符文件已经被更新的确

定，重新编译模板文件，并通过将产生式规则中的相关变量替换为更新的非终结符文件中

列出的命名实体值来生成上下文无关文法。

[0097] 如上所述，更新与相应任务相关联的模板文件和/或非终结符文件是非常容易的，

并且在由编译器检查上下文无关文法的错误并将其集成到组合的上下文无关文法之前，对

非终结符文件的更新不会对组合的上下文无关文法产生影响。与常规方法相比，这使向组

合的上下文无关文法中添加新功能和新参数的过程变得更简单，且更易于管理。

[0098] 如前所述，很难获得用于语音到文本转换模型的训练样本。在一些实施例中，本文

公开的机器生成的上下文无关文法可以用于输出字符串，该字符串包括可以从相应任务的

机器生成的上下文无关文法中的产生式规则中生成的所有可能的字符串模式。使用这些字

符串模式，可以训练语音到文本转换模型以识别用于触发相应任务执行的所有可能的命

令。因此，不需要从真实用户说出的真实语音样本中收集字符串模式，从而使语音到文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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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模型的功能扩展更快，成本更低。

[0099] 在一些实施例中，当家庭具有多个相同类型的设备(例如，多个空调)时，可以给不

同的空调起不同的名称(例如，“酷猫”、“微风一”等)。在一些实施例中，通过更新与空调功

能相关的模板文件以包括针对空调名称的附加的非终结符变量，来生成用于识别空调名称

的更新的上下文无关文法。可选地，在产生式规则“AC→‘air’‘conditioner’|‘ac’|‘air-

conditioner’”中，将空调名称的非终结符变量添加为针对“AC”的字符串的修饰符，或只是

添加为产生式规则中的“‘air’‘conditioner’|‘ac’|‘air-conditioner’”的替代品。在一

些实施例中，如果在产生式规则中添加了空调名称的非终结符变量(例如，AC_NAME)作为针

对“AC”字符串的修饰符，则用户注册的空调名称将被包含在与变量AC_NAME对应的非终结

符文件中。在一些实施例中，通过更新对应于变量AC_NAME的非终结符文件，可以容易地改

变或添加空调的名称。可以看出，在以上示例中，上下文无关文法的机器生成很容易适用于

可以通过基于语音的数字助理来控制相同类型的多个设备的方法。

[0100] 在一些实施例中，在能够使得多个用户控制同一设备的上下文中，多个用户可以

选择给设备起不同的名称。例如，在注册过程中，每个用户可以给同一设备起不同的别名。

所有不同的别名都与同一设备序列号相关联。根据设备类型，可以对机器生成的上下文无

关文法进行编程，以在分析不同用户的话语时为设备使用不同的名称集。例如，从不同用户

收到的命令的产生式规则是不同的，给定设备的名称变量根据用户的身份来调用不同的非

终结符文件。每个用户的非终结符文件都包含该用户为该设备所起的别名。当用户决定更

改给设备的别名时，系统会根据用户输入更新非终结符文件，并通过重新编译引用设备的

名称变量的模板文件来自动更新上下文无关文法。这样，用户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频繁地更

新设备别名，而不会意外地对与设备相关的任务的上下文无关文法造成负面影响。

[0101] 图6是表示根据一些实施例的用于机器生成用于意向推理的上下文无关文法的方

法的流程图。可选地，该方法由存储在计算机存储器或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例

如，客户端设备104的存储器250、与数字助理系统300相关联的存储器302)中并且由数字助

理系统的一个或多个计算机系统的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执行的指令支配，该数字助理系统包

括但不限于服务器系统108和/或用户设备104-a。在一些实施例中，本说明书中所指的计算

机可读存储介质和计算机系统是与数字助理系统分离的系统，并且在已经生成了上下文无

关文法之后将上下文无关文法提供给数字助理系统。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可以包括磁盘或

光盘存储设备、诸如闪存之类的固态存储设备或其他一个或多个非易失性存储设备。存储

在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上的计算机可读指令可以包括以下一项或多项：源代码、汇编语言

代码、目标代码或由一个或多个处理器解释的其他指令格式。在各种实施例中，可以组合每

种方法中的一些操作和/或可以从图中所示的顺序改变一些操作的顺序。而且，在一些实施

例中，可以将在单独的图中示出的操作和/或与单独的方法相关联地讨论的操作进行组合

以形成其他方法，并且可以将在同一附图中示出的操作和/或与同一的方法相关联地讨论

的操作分为不同的方法。在一些实施例中，计算机系统包括编译器程序，该编译器程序根据

各程序语言的预定义语法来编译计算机代码，并且根据预定义的替换格式执行用非终结符

文件中命名实体值对模板文件中的非终结符变量的替换(例如，如图5A至图5C所示)。在一

些实施例中，计算机系统包括指令，该指令用于调用编译器以编译一个或多个模板文件，以

及生成和合并在模板文件中表示的上下文无关文法。在一些实施例中，计算机系统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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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非终结符文件存储在指定的目录路径中，并检索和解析非终结符文件，以根据本文所述

的方法生成上下文无关文法。

[0102] 图6示出了用于意图推理的上下文无关文法的机器生成方法600。该方法在具有一

个或多个处理器和存储器的计算系统上执行。该方法包括：针对与待由机器(例如，控制一

台或多台空调的数字助理)执行的第一任务(例如，设置空调温度)对应的相应可操作意图，

通过编译器检索(602)第一模板文件(例如，ac_set_temperature .py)；使用编译器解析

(604)第一模板文件，以识别第一非终结符变量(例如，AC_DEGREE)，该第一非终结符变量引

用包含多个第一命名实体值(例如，温度值，如0、1、2等)的第一非终结符文件(例如，文件路

径为./nonterminal/ac_degree.nonterminal的file_AC_DEGREE)；以及基于在第一模板文

件中指定的、包括至少第一产生式规则(例如，slot_ac_DEGREE→{AC_DEGREE})的多个产生

式规则(例如，将一个变量与该变量在其他变量和终结符值中的一个或多个表达进行链接

的语句)，生成(606)与第一任务对应的相应可操作意图的第一上下文无关文法(例如，如图

5C的上部所示，针对于AC_SET_TEMERATURE)，该第一产生式规则包括第一非终结符变量(例

如，AC_DEGREE)，其中，生成与第一任务对应的相应可操作意图的第一上下文无关文法包

括：通过将第一产生式规则中的第一非终结符变量替换为多个第一命名实体值(例如，

slot_ac_DEGREE→‘0’|‘1’|‘2’|…|‘32’)来重写第一产生式规则(例如，slot_ac_DEGREE

→{AC_DEGREE})。

[0103] 在一些实施例中，在由编译器执行第一模板文件的编译期间，执行对第一产生式

规则的重写。在一些实施例中，当基于第一模板文件中指定的多个产生式规则生成第一上

下文无关文法时，编译器检查第一模板文件中的语法错误(例如，基于编程语言(例如，

python)的要求以及基于适当的上下文无关文法的要求)。

[0104] 在一些实施例中，该方法还包括：针对与待由机器(例如，同时控制一个或多个风

扇的数字助理)执行的第二任务(例如，设置风扇摆动角度)对应的相应可操作意图，通过编

译器检索第二模板文件(例如，fan_set_swingangle.py)，其中，第二模板文件不同于第一

模板文件，并且第二任务不同于第一任务；使用编译器解析第二模板文件，以识别第二非终

结符变量(例如，“FAN_ANGLE”)，第二非终结符变量引用包含多个第二命名实体值(例如，风

扇所接受的风扇角度设置)的第二非终结符文件(例如，文件路径为./nonterminal/fan_

angle.nonterminal的file_FAN_ANGLE)，其中，第二非终结符文件与第一非终结符文件不

同；基于在第二模板文件中指定的、包括至少第二产生式规则(例如，slot_ANGLE→{FAN_

ANGLE})的多个产生式规则，生成与第二任务对应的相应可操作意图的第二上下文无关文

法(例如，如图5C的下部所示)，该第二产生式规则包括第二非终结符变量，其中，生成与第

二任务对应的相应可操作意图的第二上下文无关文法包括：通过用多个第二命名实体值替

换第二产生式规则中的第二非终结符变量来重写第二产生式规则；以及将与第一任务对应

的相应可操作意图的第一上下文无关文法和与第二任务对应的相应可操作意图的第二上

下文无关文法合并为与包括第一任务和第二任务的相应域对应的组合的上下文无关文法

(例如，如图5C所示)。

[0105] 在一些实施例中，该方法还包括：针对与第一任务对应的相应可操作意图，通过编

译器检索更新后的第一模板文件，其中，更新后的第一模板文件至少包括相对于第一模板

文件的第一变化(例如，更改现有产生式规则、添加产生式规则、删除产生式规则等)；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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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编译更新后的第一模板文件，为与第一任务对应的相应可操作意图生成更新后的第一

上下文无关文法，其中，在编译更新后的第一模板文件期间，将第一模板文件中的第一产生

式规则中的第一非终结符变量替换为第一非终结符文件中的多个第一命名实体值。

[0106] 在一些实施例中，该方法还包括：检测对第一非终结符文件的更新，该更新包括将

至少一个新的第一命名实体值添加到第一非终结符文件中的多个第一命名实体值；以及根

据检测到对第一非终结符文件的更新，通过重新编译第一模板文件为与第一任务对应的相

应可操作意图生成更新后的第一上下文无关文法，其中，在第一模板文件的重新编译期间，

将第一产生式规则中的第一非终结符变量替换为更新后的第一非终结符文件中包括至少

一个新的第一命名实体值的多个第一命名实体值。

[0107] 在一些实施例中，该方法包括：针对与待由机器执行的第三任务对应的相应可操

作意图，通过编译器检索第三模板文件；使用编译器解析第三模板文件，以识别第三非终结

符变量，该第三非终结符变量引用针对第一注册用户的第三用户特定非终结符文件和针对

第二注册用户的第四用户特定非终结符文件；以及基于在第三模板文件中指定的、包括第

三产生式规则的多个产生式规则，为与针对第一注册用户的第三任务对应的相应可操作意

图生成第一用户特定的上下文无关文法，并为与针对第二注册用户的第三任务对应的相应

可操作意图生成第二用户特定的上下文无关文法，该第三产生式规则包含第三非终结符变

量，其中，第一用户特定的上下文无关文法将第三非终结符变量替换为针对第一注册用户

的第三用户特定非终结符文件中的命名实体值，以及第二用户特定的上下文无关文法将第

三非终结符变量替换为针对第二注册用户的第四用户特定非终结符文件中的命名实体值。

[0108] 为了说明的目的，已经参考特定实施例进行了前述描述。然而，以上说明性讨论并

非旨在穷举或将所公开的实施例限定于所公开的精确形式。鉴于以上教导，许多修改和变

化是可能的。选择和描述的实施例是为了最好地解释所公开思想的原理和实际应用，从而

使本领域的其他技术人员能够以适合于预期的特定用途的各种修改来最好地利用它们。

[0109] 将理解的是，尽管术语“第一”、“第二”等在本文中可用于描述各种元件，但是这些

元件不应受到这些术语的限制。这些术语仅用于区分一个元件和另一个元件。

[0110] 本文所使用的术语仅出于描述特定实施例的目的，并不旨在限制权利要求。如在

实施例和所附权利要求的描述中所使用的，单数形式“一”、“一个”和“所述”也旨在包括复

数形式，除非上下文另外明确指出。还应理解的是，本文所用的术语“和/或”指的是并涵盖

了一个或多个相关联的所列项目的任何和所有可能的组合。将进一步理解的是，当在本说

明书中使用术语“包括”时，其指定了所述特征、整体、步骤、操作、元件和/或组件的存在，但

不排除存在或增加一个或多个其他特征、整体、步骤、操作、元件、组件和/或其组合。

[0111] 如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如果”可以被解释为表示“当……时”或“在……时”或“响

应于确定……”或“根据确定……”或“响应于检测到……”，所声明的先决条件取决于上下

文为真。类似地，短语“如果确定[声明的先决条件为真]”或“如果[声明的先决条件为真]”

或“当[声明的先决条件为真]时”可以被解释为“在确定……时”或“根据确定……”或“响应

于确定……”或“依照确定……”或“在检测到……时”或“响应于检测到……”，所声明的先

决条件取决于上下文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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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9 页

26

CN 112074898 A

26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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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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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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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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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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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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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C

说　明　书　附　图 8/9 页

33

CN 112074898 A

33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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