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按照 利 釣所公 的匡阮
(19) i 界 祺戶枝組鍥

囤 阮 局

(43) 匡阮公布日
2008 年10 月30 日 (30.10.2008)

(51) 回阮寺利分癸骨 TECHNOLOGY) [CN/CN]; 中回仁京省深圳市南山
GlOL 15/22 (2006.01) GlOL 15/18 (2006.01) 匡蛇 口南海大道 1019弓南山匡斤器械芒仙因A座3

尾 , Guangdong 518067 (CN)
(21) 回阮申清骨 PCT/CN2008/000764

(72) 友明人 及
(22) 回阮申清日 2008 年4 月15 日(15.04.2008) 7 5 友明 申清人 5 寸美囤 ) : 徐物生(XU,Yangsheng)

[CN/CN]; 中回仁京省深圳市南山匡蛇 口南海大道
(25) 申清晤言 中艾 1019弓南 山匡斤器械芒仙因A座 3尾 , Guangdong

518067 (CN) 李崇回(LI, Chong Guo) [CN/CN]; 中
(26) 公布晤言 中艾 回仁京省深圳市南山匡蛇 口南海大道 1019弓南山

匡斤器械芒仙因A座3尾 , Guangdong 5 18067 (CN)
(30) 伉先杖 何鏡予(YAN, Jing u) [CN/CN]; 中回仁京省深圳市

200710074112.1 南山匡蛇 口南海大道 1019弓南山匡斤器械芒仙因
2007 年4 月19 日(19.04.2007) CN A座 3尾 , Guangdong 518067 (CN) 程俊 (CHENG,

Jun) [CN/CN]; 中回仁京省深圳市南山匡蛇 口南海
(71) 申清人 ( 除美 囤外的所有指定 ) : 深圳先迸技木 大道 1019弓南山匡斤器械芒仙因A座3尾 , Guangdong

研究院(SHENZHEN INSTITUTE OF ADVANCED 518067 (CN) 吳新宇 (WU, Xinyu) [CN/CN] ; 中回

[几鎂 頁 ]

(54) Title: AN INTELLIGENT DIALOG SYSTEM AND A METHOD FOR REALIZATION THEREOF

(54) 友明名林 : 神智 天系統及其奕現 法

(57) Abstract: An intelligent dialog system includes
a text-comprehending answering module (2) which is
used to obtain an output text based on an input text.
The module includes a word dividing unit, a mapping
corpus (7), a mapping unit (5), a dialog corpus (8) and
a searching unit (6). The word dividing unit is used to
tag parts of speech for said input text (4), and obtain
a word set with parts of speech tagging. The mapping
corpus (7) is used to set and store a mapping relation

3 / Fig. 3 ship between key words and concept sentences. The
mapping unit (5) is used to search said mapping cor

4 PARTS OF SPEECH TAGGING pus (7) based on said word set and map to obtain a con

11 CONCEPTSENTENCE
cept sentence (5). The dialog corpus (8) is used to set

12 OUTPUT TEXT and store m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cept sen

tences and output text. The searching unit (6) is used
to search said dialog corpus (8) based on said concept

sentence and obtain the output text.

(57) 摘要

一神智能聊天系統 包括用于根据輸入文本得到輸出文本的文本理解回答模抉 ( 2 ) 咳模抉包

括分伺革元、映射晤料倖 ( 7 ) 、映射革元 ( 5) 、肘活晤料倖 ( 8) 和搜索革元 (6) 分伺革元用于

肘所迷輸入文本迸行同性枋注 得到具有洞性枋注的祠晤集合 映射晤料倖 ( 7 ) 用于建立和存儲夫鍵

伺到概念晤句的映射夫系 映射革元 ( 5 ) 用于根据所迷伺晤集合 搜索所迷映射晤料倖 ( 7) ，映射

得到概念晤旬 (5) 肘活晤料倖 ( 8) 用于建立和存備概念晤旬到輸出文本的映射夫系 搜索羊元 (6)

用于根据所述概念晤旬 搜索所述肘活晤料庫 (8) , 映射得到輸出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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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智能聊天系統及其宴現方法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人析晤音交互領域，尤其涉及一神匝用于家庭服各析器人、娛示杭器人

以及晤音肘活領域的以 自然晤言作力媒介的智能聊天系統及其安現方法。

背景技米

隨看杜余老齡化的柬怡，杜全市奏的加快，人們缺乏面肘面的洶通，更多的是通迂

吧活、郎件和阿絡 。因此，某些人群可能合芒生一神孤狙的感光，或者很雅找到合造的人

乘聊天解徊，找不到可以做拆自己感情的地方，他們希望有一介可以傾拆自己情感的途往，

帑助排遣寂寞，或者鎗弓一些特定的帑助。

井且，在現代杜合快市奏和高匝力的杯境下，人們希望被別人理解，排解 自身的庄

力，傾拆自我，肘于一神能移用自然晤言交流，井且能夥傾折、理解和回答的智能安休是

有需求的。尤其是肘于年老的人，力了防止瘋呆或者失忙，肘于一神能移迸行晤吉交流和

晤音提醒的裝置有很大的需求。肘于某些特定的人，用自然的晤言迸行交互來茨得自己想

要的信息是有必要的。

在家庭智能服各杭器人中，人們希望能夥用自然晤言來操作和控制帆器人的部分功

能，迭到人勻杭器人的和偕，來更好的服各人癸。所以晤音聊天系統肘于人癸和杜舍都有

重大的意又。市坊上有很多筒革的晤音肘活玩具，其技木主要是使用晤音洪別茁片，迸行

波形匹配，勻提前衰入的晤音回答建立映射夫系，來迭到肘輸入晤旬的回答。因此速神芹

品肘活數量有限，井且不能功悉地添加合恬和迸行理解，井不能其正迭到勻人自然交互的

目的。

另外，就是存在于一些即吋聊天工具之上的聊天智能安休，其主要技木是通迂如 N

等聊天工具，枸造了一介虛似的智能休，井且依附于互跌阿之上，通迂信息粒索和數

掘庫查洵來回答向題和迸行聊天。特貞是用文字作力交流的媒介，井且是完全依附于互跌

阿或者是通洲阿絡之上的 迭神智能安休井不能迄用自然晤言宋勻人迸行交流，缺乏勻杭

器其安晤言肘活的休啦和示趣，不能滿足前面叔迷的各神杜全需求。

現有技木的晤音聊天汪包括 自功晤音明別、口晤文本理解、晤音合成步驟，在秧別



准硝率高肘合成效果較佳 口晤文本理解一般是拭圈通迂晤又分析來哄別，可以采用晤又

框架，或者是本休表示方法等來安現。晤又分析即根据輸入晤旬的句法鈷枸和句中每介安

祠的祠又推早出能反映迭介晤句意又的某神形式化方法 晤又框架是晤又分析的裁休，井

且有些系統是使用本休來表示或者貌坎晤又框架的。但是，晤又框架的主要雅度在于如何

表迭晤又，井且由于晤又框架的晤又表迭是鋒啦主又的，很雅有統一的析准，井且數量是

海量的，迭佯全早致晤又框架建立的困雅。

因此，現有技木存在缺陷，需要改迸。

岌明內容

本友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神智能聊天系統及其安現方法，匝用于家庭服各析器人、媒

斥析器人以及晤音肘活領域。

本友明的技木方案如下

一神智能聊天系統，其中，包括用于根据輸入文本得到輸出文本的文本理解回答模抉

所迷文本理解回答模坎包括分祠革元、基于 L 的映射晤料庫、映射草元、基于 L 的肘

活晤料庫和搜索革元 所迷分祠革元用于肘所迷輸入文本迸行同性析注，得到具有伺性析

注的嗣唔集合 所迷映射晤料庫用于建立和存備夫鍵祠到概念晤句的映射夫系 所迷映射

卓元用于根据所迷祠晤集合，搜索所迷映射晤料庫，映射得到概念晤旬 所迷肘活晤料庫

用于建立和存儲概念晤旬到輸出文本的映射夫系 所迷搜索革元用于根掘所迷概念晤句，

搜索所迷肘活晤料倖，映射得到輸出文本。

所迷的智能聊天系統，其中，其汪包括用于將輸入晤音特化力輸入文本的晤音洪別模

坎。

所迷的智能聊天系統，其中，其胚包括用于將輸出文本特換成輸出晤音的晤音合成模

抉。

所迷的智能聊天系統，其中，所述映射晤料庫和所迷肘活晤料庫投置在同一晤料庫中。

所述的智能聊天系統，其中，胚包括預她理革元，用于將來自所迷分祠革元的所途祠

晤集合，迸行替換祠晤集合信息、增加肘活析志或者投置肘活棕志位，得到『所迷映射革

元使用的所迷洞晤集合。

所迷的智能聊天系統，其申，迂包括后她理草元，用于將來自所迷搜索革元的所迷輸

出文本，迸行以下她理 加入或存儲仿史信息、投置淡活主題、加入搜索得到的相夫信息，

得到輸出到晤音合成模抉的所迷輸出文本。



一神智能聊天系統的奕現方法，用于包括根据輸入文本得到輸出文本的文本理解回答

模抉的智能聊天系統，其包括步驟 、建立基于 L 的映射晤料庫和肘活晤料庫，所迷

映射晤料庫建立和存儲夫鍵字到概念晤句的映射夫系，所迷肘活晤料庫建立和存偌概念晤

句到輸出文本的映射夫系 2、肘所述輸入文本迸行祠性棕注，得到具有祠性棕注的祠晤

集合 3、肘所迷祠晤集合和所迷映射晤料庫的夫鍵祠的祠晤集合迸行匹配汁算，得到概

念唔句 4、根据所迷概念晤句，搜索所迷肘活晤料庫，生成輸出文本。

所迷的奕現方法，其中，在步驟 2 之前，汪包括步驟 將輸入晤音特化力輸入文本。

所迷的突現方法，其中，速包括步驟 5 將輸出文本特換成輸出晤音。

所迷的安現方法，其中，在步驟 4 之后，胚包括用于增加回答准硝度的后她理步驟

加入或存儲仿史信息、投置淡活主題、加入搜索的相夫信息。

所迷的突現方法，其中，在步驟 3 之前，胚包括步驟 B 、判斷輸入文本存在下迷

情況 出現指示代祠、主題沒有交化、或者需要加入常秧，則分別肘匝執行預她理步驟

替抉祠晤集合信息、增加肘活林志或者投置肘活枋志位，否則軌行步驟 3 B2 、判斷預

灶理是否完成，是則返回成功柄志，拭行步驟 4，否則返回失敗棕志，執行步驟

所迷的安現方法，，其中，所迷映射晤料倖和所迷肘活晤料庫投置在同一唔料倖中。

所迷的安現方法，其中，步驟 汪包括 肘所迷映射晤料庫的祠性投置杖重值，其

中，所迷杖重值采用正交仇化或丙吹正交仇化方法茨得。

所迷的奕現方法，其中，汪包括步驟 6，用戶肘所迷輸出晤音迸行坪份，所迷文本

理解回答模抉根据所迷坪份稠整所述杖重值。

所述的安現方法，其中，江包括力用戶存儲介人信息步驟，井將所述杖重值存儲到用

戶的介人信息中 在用戶登汞吋，淒取所述杖重值井肘匝稠整所迷映射晤料庫。

采用上迷方案，本友明建立了具有祠性杖重仇化和羊月功能的晤料庫，肘晤又迸行了

映射和伯癸，同的建立了映射晤又之同的回答 伙而能移這用自然晤言末勻人迸行交流，

准硝性較高，汪提供了晤言交流和晤音提醒功能 井且突現了人勻杭器之何的其安晤言肘

活，使用戶得到其突晤吉肘活的休強和示趣 。

附團槐明

圈 1 力本友明的聊天系統的忌休框架圈

囤 2 力本友明的口晤文本理解回答流程囤

囤 力本友明的口晤文本理解回答模抉示意圈



圈 4 力本友明的映射晤料庫的映射描迷格式示意圈

團 5 力本友明的肘恬晤料倖的概念晤句的直接回答格式描迷示意囤

囤 6 力本友明的肘活晤料庫的帶坊史信息回答的格式描迷示意圈

囤 7 力本友明的肘活晤料庫的默臥回答庫的格式描迷示意圍

圍 8 力本友明方法的流程團

圍 9 力本友明的祠性杖重一神仇化方法示意團

囤 10 力本友明的祠性杖重的在哉羊刀流程圈。

具休安施方式

本友明的目的是枸建一介在文字交互的基咄上，胚能移用晤音交互，具有智能的聊天

系統，或者是析器人，以滿足人們的需求。 以下肘本友明的較佳宴施例加以洋細槐明。

本友明提供了一神晤音聊天系統，具休地稅，力了安現自然晤言交互，本友明可以采

用三大基本模坎 的基本框架 自功晤音洪別模抉 芹音到文本 、 u o a c peech

ecog n o 、 、 peech o T 、 T ，用戶的自然晤音通迂 自功晤音洪別得到相匝

的文本，即晤音洪別模抉用于將輸入晤音特化力輸入文本 口晤文本理解回答模抉 文本

到文本、 ex o Tex TTT ，即用于根据輸入文本得到輸出文本的文本理解回答模抉，

据此智能聊天系統肘文本迸行口晤理解，芹生回答文本，迭介迂程申合使用各神需要的晤

料庫和系統的聊天紀汞仿史信息 用于將輸出文本特換成輸出晤音的晤音合成模抉 文本

到戶音、 peech Tex o 、TT ，由晤音合成模抉將回答文本通迂晤

音和用戶迸行交互。如果不考慮 自然晤言交互，仗考慮文本交互的角度，可以仗包括文本

理解回答模坎。

自功晤音洪別模抉和晤音合成模抉可以使用現有市坊上提供的模坎，包括在嵌入式平

台上的相匝的模抉軟件，肘其要求主要是要洪別准碗率高，合成效果最佳。

肘于文本理解回答模抉，本寺利使用的理解方法是將晤叉迸行映射和伯癸，同吋建立

映射晤又之同的回答，較估統方法而吉，安現筒卑，但全面怕巨大的晤又空同和癸別。人

友出的口晤戶音信弓鋒由自功晤音洪別模坎交成相匝的文本文字，口晤理解回答模坎將輸

入的文本文字迸行她理井且根据肘恬晤料倖和肘活上下文拾出文本回答，最后晤音合成模

抉合將得到的文本回答特換成芹音信弓，和使用者交互。舀然也可以是筒卓的迂程 口晤

理解回答模抉將輸入的文本文字迸行灶理井且根据肘活晤料倖和肘活上下文哈出文本回

答，不包括芹音的輸入或輸出。



如圍 1 所示，晤音聊天系統能以用戶的晤音瑜出作力系統的輸入，例如通迂活筒，將

晤音信弓侍至晤音洪別模抉 1，將晤音特化力文本，迸入口晤文本理解回答模抉 2，在迭

介模抉中將合執行團 2 的整介迂程和使用相匝的數据庫，井返回相匝的回答晤句文本，回

答晤旬文本將令迸入晤音合成模抉 3，將文本特換成晤音，通迂喇叭吐用戶能折到反憤。

本友明不仗能用于晤音聊天，胚可以匝用于各神信息查洶系統、自功早游系統、自功介貂

系統以及晤言孚回系統等等，可以在各神需要信息輸出的坊合使用，不仗能減少人力成本，

同吋能提高信息的准碗度以及肘信息的管理。

本友明所迷智能聊天系統的文本口晤理解和回答，可以通迂汶晤嗣性棕注，得到夫鍵

祠集合，然后由迭介集合和口晤文本理解晤料庫映射到一介概念晤句上 根据概念晤句、

肘活晤料庫、肪史兒衰信息和信息數掘倖或阿絡拾出肘概念晤句的回答。如團 3 所示，在

口晤文本理解回答模抉 2，其主要迂程是將瑜入文本通迂分祠革元的祠性棕注 4，肘所迷

輸入文本迸行祠性柄注，得到具有祠性析注的祠晤集合 然后映射革元，即映射模坎 5，

根掘所迷祠晤集合，搜索映射晤料倖 7，映射得到概念晤旬 然后搜索羊元，即搜索模坎

6，根据所迷概念晤句，搜索肘活晤料庫 8，映射得到瑜出文本。其中合涉及到丙神數掘

庫，其中映射晤料庫 7，即數据倖 7 是描迷的伙夫鍵祠集合到概念晤句的映射，具休的描

迷格式可以如圍 4 所示，其中定叉了 14 神汶晤祠性，以及拾出了每一組夫鍵字集合位咳

肘匝的一介概念晤句 肘活晤料庫 8，即數掘庫 8 主要是杞汞肘概念晤句回答，圈 是直

接肘概念晤旬的回答的具休格式描迷，不涉及到杯境和坊史信息 圍 6 是同吋根掘坊史信

息、邪境信息以及舀前的概念晤句鑰出的回答晤旬的描迷和杞衰 團 7 是默汰回答庫，程

序合在需要的吋候伙默臥回答倖中按指定方式拾出輸出文本 。例如，舀用戶瑰 你的名字

是什么 " ，通迂晤音洪別模抉在較好集件下能得到 你的名字是什么 " ，通迂洞性棕注合

得到一介分祠及祠性結果， 你 ( 祠) 的 助祠 名字 名嗣 是 劫祠 什么 代

洞 " ，迸入映射迂程，通迂祠性棕注拮果集合勻概念晤料庫中迸行比較坪分，全得到三

介最高分的概念晤旬，例如分數伙高到低排列 "你的名字是什么 " ， 叫什么名字" ， 你

知道名字唱" ，昱然表迭的就是最高分的意叉，其也就是映射得到的概念晤句，根掘概念

晤句，搜索肘活晤料庫，就能得到回答。肘于某些晤句，例如 喜砍 " ，此肘系統需要知

道上下文的杯境，通迂前項信息匹配，就能知道如何回答，比如 "你喜砍什么冉影 ? " 等

等。

所迷智能聊天系統，或者所迷文本理解回答模抉，汪可以包括預址理革元，用于將來

自所迷分祠草元的所迷祠晤集合，迸行替換祠晤集合信息、增加肘活棕志或者投置肘活枋



志位，得到供所迷映射革元使用的所迷嗣晤集合。

所迷智能聊天系統，或者所迷文本理解回答模抉，汪可以包括后赴理羊元，用于將未

自所迷搜索羊元的所迷輸出文本，迸行以下她理 加入或存儲肪史信息、投置淡活主題、

加入搜索得到的相夫信息，得到輸出到晤音合成模抉的所迷輸出文本。

利用上迷預她理革元和后她理革元，可以增加信息的准硝度，便于理解用戶的信息，

以及友出吐用戶易于理解和准碗度更高的信息。

在此基硝上，本友明胚提供了一神智能聊天系統的安現方法，如圈 8 所示，用于包括

根据輸入文本得到輸出文本的文本理解回答模抉的智能聊天系統，其包括步驟

、建立基于 L 的映射晤料庫和肘活晤料倖，所迷映射唔料庫建立和存儲夫鍵字到

概念晤句的映射夫系，所迷肘活晤料庫建立和存儲概念晤句到輸出文本的映射夫系。步驟

胚可以包括 肘所迷映射唔料倖的祠性投置杖重值，其中，所迷杖重佰可以采用正交

仇化或丙吹正交伉化方法辣得。具休的正交仇化或西吹正交仇化方法在后面迸行佯細晚

明。

2、肘所迷輸入文本迸行祠性棕注，得到具有祠性柄注的祠晤集合。嗣性析注用于后

壞的匹配汁算步驟。在步驟 2 之前，胚可以包括步驟 將輸入晤音特化力輸入文本，即

收集外部的晤音信息，特化力文字信息。如果不考慮 自然晤言交互，仗考虎文本交互的角

度，可以省略輸入晤音特化力輸入文本的步驟。

3、肘所迷祠晤集合和所述映射晤料庫的夫鍵祠的祠晤集合迸行匹配汁算，得到概念

晤句。在步驟 3 之前，汪可以包括步驟 B 、判晰輸入文本存在下述情況 出現指示代

祠、主題投有交化、或者需要加入常洪，則分別肘匝軌行預她理步驟 替換祠晤集合信息、

增加肘恬棕志或者投置肘活枋志位，否則抗行步驟 3 B2、判斷預灶理是否完成，是則

返回成功析志，執行步驟 4，否則返回失放棕志，抗行步驟 3。其中，替換祠晤集合信息，

是在舀前用戶的輸入文本含有指示代祠吋，需要迸行替換，比如用戶輸入 那介城市漂

亮唱 " 此吋可以查洶聊天的坊史杞衰或存儲在數掘倖的信息，例如，仿史信息存儲的城

市是深圳，則需要迸行替換成，深圳漂亮唱? 井作后埃她理。肘活柄志主要是指明淡活主

題是否友生了特換，圭有新的主題出現吋，就要修改淡活主題。 比如，升始吋用戶在淡於

天乞，但突然交成汽辛，此吋就要修改淡活主題，增加或投置肘活棕志位，使得坊史信息

失效或者改交。投置肘恬棕志是勻增加肘活棕志相似的概念，舀第一吹出現主題吋需要增

加肘恬柄志，舀主題交化肘需要投置肘活枋志。

4、根掘所迷概念晤句，搜索所述肘活晤料倖，生成輸出文本 。在步驟 4 之后，汪



可以包括后她理步驟 加入或存儲坊史信息、投置淡活主題、加入搜索的相夫信息。其中，

坊史信息包含了勻用戶曾鋒交淡的句子、以及一些其它的重要信息，如稅恬者的名字、年

兒、愛好等等 淡活主題是指舀前淡冶的活題，比如天乞、股票、新同、文化、休育等等，

迭是力槐器人肘信息的搜索和回答的有效提示 搜索的相夫信息是指，根据淡括主題，可
以通迂搜索數掘庫或阿絡未滿足用戶的需求，比如，淡到天乞肘，根据用戶拾出的肘同和

地貞，哈出相匝城市或者地匡的天乞，或者鑰出天乞的交化等，通迂查洶迭些搜索得到的

相夫信息，可以鎗出用戶需要的回答。井且，通迂上迷后她理步驟，可以用于增加回答准

硝度，使得輸出文本准硝性更高。

在步驟 之后，迂可以包括步驟 5 將輸出文本特換成輸出晤音。如果不考慮 自然

晤言交互，仗考慮文本交互的角度，可以省略輸出文本特化力瑜出晤音的步驟。

在步驟 之后，胚可以包括步驟 ，用戶肘所迷輸出晤音迸行坪份，所迷文本理解

回答模抉根据所迷坪份稠整所迷杖重值。此肘，胚可以力每一介用戶建立介人信息楷案，

即胚包括力用戶存儲介人信息步驟，井將所迷杖重值存儲到用戶的介人信息中 在用戶登

汞吋，淒取所迷杖重值井肘匝稠整所迷映射晤料庫。其中，坪份是人力主肌的，肘于系統

的回答，用戶可以拾出三介等級的坪份，比如，很好、汪行、不好，或者其它等級的其它

坪份，本友明肘此不加以額外限定。系統藐得坪份之后，胚可以通迂晤音拾出硝臥信息

同肘系統根据結果，肘所迷映射晤料庫的嗣性的杖重值迸行稠整。

本友明胚提供了一神口晤理解的方法。由于用戶使用杯境的安靜程度的不同和所使用

的晤音洪別軟件 自身的特貞、以及口晤本身具有的一些重夏、省略、停頓、病句以及肘同

一介晤又具有多神丰富的表迭方法的特貞，使得 自功晤音洪別的輸出結果具有不硝定性和

多梓性，因此，按照常用的自然晤言理解的規則方法很雅迸行晤叉的解析和表迭。其安人

癸在嚐奈郎境下迸行聊天交流的吋候，有肘候也不能折到肘方倪的每一介嗣晤，但是如果

能折懂其中夫鍵的几介柯晤，井且根据部分的上下文杯境，就能恢夏出肘方所要表迭的意

思。所以在此，使用夫鍵祠 key o ds 概念晤句 concep S e ntence) 的映射來孜得悅

活者的晤又，井且概念晤旬盲接由相位的自然悟句宋表示。

團 2 是口晤文本理解回答的流程圈。

首先通迂分祠模抉 9，得到具有祠性枋注的嗣晤集合，汶晤分洞己鋒有較多的研究，

井且有較高的正硝率，在此不再贅迷 同吋根据聊天的坊史信息，舀輸入晤旬出現一些指

示代嗣，或者主題不交的淡活，或是常洪性知洪需要加入肘，就需要迸行預她理 根掘需

要迸行預灶理 ，即前她理 ，把一些必要的信息替換、增加或者是迸行肘活枋志位的



投置，系統可以通迂直接返回一介析志位，宋表示預灶理的結果。如果預灶理返回棕志成

功，她理合盲接迸入后她理模抉 14 而鈴出最后的輸出文本 如果預她理之后胚要迸行赴

理，將令迸入匹配排序模抉 11，根掘團 4 所示的唔料庫，將輸入的祠性析注集合和晤料

庫申 keys 厲性描迷的各迭的祠性集合迸行匹配汁算，不同的祠性扔有不同的杖重，肘晤

料庫中的每一介各迭的概念晤句都全鎗出一介分數，例如 你叫什么名字" ，本句中最能

表迭晤又的就是名祠 名字" ，其他的相肘來惋重要性弱些，所以在迸行匹配吋，匝咳匹

配重要程度最高的祠性 迭神嗣性的匹配程度直接影晌概念晤句的准碗度 。

咳匹配排序模抉最后全用得分最高的 3 介 pa e n枸成一介集合。因力晤音洪別固有

的不足 以及使用杯境的影晌，可能合出現洪別出宋的文字根本不是一介完整的晤旬，甚至

是混軋的文字，迭神情況下得到的分祠結果合很差，通迂映射，得到的映射晤句的分數都

力零，在迭神情況下，臥力聊天系統根本沒有折清楚塊活者，叫概念晤旬集合投置力空。

如果咳集合是空，直接就入如圈 7 所示的默臥晤料倖 如果集合非空，迭擇其中最高

得分晤旬勻第一門限值作比較 12，舀得分小于門限吋也直接迸入如團 7 所示的默臥晤料

庫，舀得分不小于門限吋將合成功的得到映射的概念晤句，其肘匝的 pa e n就作力概念

晤句。其中，在碗定所迷第一門限值肘，可以通迂逝取一介 100 旬比較典型的測拭集，通

迂匹配，拾測拭鈷果打分，得分最高的門限就被逝作了此她的第一口限值。

得到概念晤句后，通迂搜索模坎 13，依据一些坊史信息和如團 6 所示的晤料庫，拭

圈拾出匝答文本，迭是一介搜索迂程，用圭前的概念晤句和上一介系統回答晤句作力輸入

來搜索，因力不一定同吋滿足丙介輸入，所以有可能搜索的結果是空。如果搜索出了回答

文本，則初力成功，將舍直接將回答輸出迭入后她理模抉 14 宋迸行她理 如果搜索的結

果力空，則視力失敗，合迸入如圈 5 所示的晤料倖宋迸行回答，最后的輸出鈷果同梓要迸

入后她理模抉 14。輸出晤句在后她理模抉 14 迸行相匝的她理，其中金加入一些仿史信息，

或者存儲所史信息，迸行淡活主題的狀悉投置，已鋒相夫信息的查洵搜索，最終全形成回

答文本，返回拾晤音合成模抉。最奐回答文本的生成，可以根掘肘概念晤句的回答、信息

的搜索和坊史信息來共同生成。

本友明胚提供了一神肘活晤料庫的鈷枸勻描迷存儲方法。力了完成描迷夫鍵字到概念

唔句的映射夫系、根据概念晤旬和上下文杯境下鈴出肘位輸出晤句的描迷和存儲，投汁了

一神基于 ex endab e a kup anguage )的存儲鈷枸描迷晤古來描迷迭些非鈷枸化

的數据結枸，井用 L 文楷宋描迷晤料倖，用夫系數掘庫來存備數据。映射晤料倖和肘活

唔料庫及坊史信息都使用 L 宋描迷和存儲 。井且定又了描迷晤料所需要的厲性市貞。數



据庫中存儲了祠性集合，概念晤旬，回答晤句以及仿史信息等等。其特貞是容易狙坎和管

理，可以功悉的修改晤料庫的內容。各神晤料倖能夥通迂人工的方法手功修改和添加數掘，

同吋能夥直接通迂晤音交互來完成晤料庫的添加和修改，井且能 自功存儲特定的數据 。

本友明胚提供了一神通迂晤音來羊刃知秧的迂程和方法。聊天系統的知洪秧累可以通

迂肘活者用自然交互的方式來告知，井且通迂相互的洶同來硝定是否吐聊天系統茨得了用

戶鈴予的知洪，同吋聊天系統舍拾出相匝的自然晤言反憤。

本友明胚提供了一神聊天上下文信息的兒汞和使用方法。咳系統在和人交互的迂程中

合 自功地將一些信息存儲到上下文的組汞舀中，肘一些重要的信息和肘活內容迸行存儲，

井且在肘活迂程中余添加相匝的信息，根据信息功悉地組坎回答晤句。

本友明胚提供了祠性杖重的仇化和在錢學司方法。在將夫鍵祠映射到概念晤句的吋

候，每介不同祠性的夫鍵祠全扔有不同的杖重。使用仇化的方法來得到各介祠性最仇的杖

重值，井且能移通迂在錢羊刁宋功恣修改杖重值。在將夫鍵祠映射到肘匝的概念晤句吋，

需要肘各介夫鍵嗣的祠性迸行加杖，不同祠性的夫鍵祠在表示句于晤又的迂程中具有不同

的杖重，通常一介句子的名嗣和功嗣具有較高的杖重，肘句子晤又的理解有重要的意又。

然而，自然晤言的祠性神癸很多，各介祠性的杖重井沒有一介碗定的數值。因此，提出了

祠性杖重的仇化方法和在錢的羊刁方法，來迭到夫鍵祠到概念晤句映射正硝率的最大化。

如囤 9 所示，是一神用正交仇化來硝定嗣性杖重的方法。由于汶晤祠性八多，井且在

晤又表迭上不同嗣性的重要程度井不硝切知道，需要通迂仇化方法來得到各介嗣性的杖

重。按一般晤言羊的祝貞以及常洪，迭擇了功祠、名祠、代祠、數祠、形容祠，地名祠、

副嗣、刁晤、吋同祠、助嗣、晤乞祠、人名、匡別祠、方位祠，迭 14 癸相肘重要的嗣。

首先根掘需要和鋒醃孜得 14 介需要的祠性，井且依掘晤言羊的知洪將 14 介祠性分成丙組，

例如將名祠、功祠、代祠、地名祠、形容洞、肘同祠、人名，迭 7 介祠性力第一坦 將晤

乞祠、方位祠、匡別祠、助祠、刁晤、副洞、數祠，迭 7 介珂性力第二組，將通泣西組正

交仇化拭醃來訣得一介可用的杖重集合。第一組拭啦吋，用相肘更重要的 7 介厲性作力因

素，三介水平，例如 3、2、1，迭擇 L18 3 7柄准的正交拭啦表。另外的 7 介祠性合被置

力 0。在測拭集合的建立吋，每一句活都是口晤癸型的，井且在測拭集合中尺量吐每一介

嗣性都按 自然的概率出現。在每一吹拭醃中，測拭集合中的每一句活，人工地按照匹配出

未的概念晤句的合理性拾勻打分，井將得分舀作本吹拭強的鈷果。迭梓合迸行 18 介回合

的拭啦。通迂第一坦拭喻，全得到一組舀前最仇的杖重值。在第二坦拭啦吋，相肘重要的

7 介祠性賦予第一組拭啦得到杖重值。肘剩下的 7 介洞性的杖重用正交仇化，例如使用 2、



1、0 的水平，同梓逝擇 L18 3 7 杭准的正交拭強表。用勻第一吹相同的測拭集合和坪分

棕准，伉化出余下的 7 介嗣性。最后，將丙吹得到的祠性結合起來，歌得系統可用的 14

介祠性的杖重值。

如囤 10 所示，是各神祠性杖重的在錢羊刁迂程。劈戶迸入祠性圳鎳模式吋，將通泣

晤音來洲鎳數据庫，首先用戶拾定一介測拭的輸入晤音迸入映射模抉 15，映射模抉 15 就

是囤 2 所示的映射模抉 5 井且將映射結果以晤音的形式拾用戶和判別模坎 6，用戶合根

掘反憤拾出坪份，判別模抉 16 全通迂坪份來在杖重稠整模坎 17 中按算法稠整杖重，將凋

整后的杖重送入映射模抉 15，迸行下一幹的杖重稠整，直到最后迭到用戶滿意的匹配度。

例如，舀用戶稅 "你的特校是什么 " ，然后系統餐迂灶理后金向 你悅的是 你的特杖是

什么冉 " 或者全同 "你碗的是 你是什么冉 " ，昱然用戶全回答 是 ，或者 不

是 " ，系統根据回答，就全稠整祠性杖重，使得思可能地回答正硝。

本友明江提供了一神自然晤言行力驅功方法。用自然口晤的方式宋友出命令驅功，在

祠性集合到概念晤旬，以及伙概念晤旬到最終的回答和反憤，有特定的格式和劫作軀功腳

本，能夥用口晤方式自然地驅功系統或友出命令。肘于行力班功，不再是使用系統提前規

定的短晤或筒革的析使句來軀功系統的行力，而是肘于一些自然的命令表迭方式能夥拾出

正硝的反匝，同吋通迂晤音宋迸行碗秋和晌座來迭到提醒用戶的功能。迭神行力班功方式

更加符合人們的日常司慣，肘于新的使用者不需要太多的羊刁就可以用自然晤吉驅功系

統。

本友明胚提供了一神晤音聊天的嵌入式安現系統。肘于迭神晤音聊天的投汁框架，有

多神安現方式，比如使用晤音洪別志片完成洪別的功能和映射存儲晤料庫、使用嵌入式系

統突現勻普通她理器相芙似的晤音棵別和晤音合成，及晤言理解。嵌入式的突現方式是其

中一神，需要在特定的嵌入式操作系統下完成自功晤音洪別、晤叉理解和晤音合成，同吋

要迸行集成，不同平台下的各神突瑰軟件余有差別。迭神方案完全具各晤音聊天系統固有

的特性，同肘具各了便于擄帶，耗屯少以及精致小巧，份格低廉的特貞。

本友明迂提供了一神用戶音自然地迸行信息的查洶和回答方法。信息的查洵和反憤都

是使用自然晤音，井且能夥拾出符合人癸晤吉的回答方式。可以滿足人們用一神自然晤言

交流的方式來教得 自己需要的信息，采用互功的方式迸行信息的洵何 、回答和碗臥。井且

數掘可來自于已有的數据庫和來自于互睽阿。

匝舀理解的是，肘本領域普通技木人貝來魄，可以根据上迷惋明加以改迸或交換，而

所有迭些改迸和交換都庇厲于本友明所附杖利要求的保扣范圃。



杖利要求

1、 一神智能聊天系統，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于根据瑜入文本得到輸出文本的文

本理解回答模抉 所迷文本理解回答模抉包括分洞革元、基于 L 的映射晤料倖、映射

革元、基于 L 的肘活晤料倖和搜索草元

所迷分祠革元用于肘所迷輸入文本迸行祠性杭注，得到具有祠性柄注的祠晤集合

所迷映射晤料庫用于建立和存儲夫鍵嗣到概念唔句的映射夫系

所迷映射革元用于根据所迷祠晤集合，搜索所迷映射晤料庫，映射得到概念唔句

所迷肘活晤料倖用于建立和存儲概念晤句到輸出文本的映射夫系

所迷搜索車元用于根掘所迷概念晤旬，搜索所迷肘活晤料庫，映射得到輸出文本。

2、 根掘杖利要求 1 所迷的智能聊天系統，其特征在于，其胚包括用于將輸入晤

音特化力輸入文本的晤音洪別模抉。

3、 根据杖利要求 1所迷的智能聊天系統，其特征在于，其胚包括用于將輸出文

本特換成輸出晤音的晤音合成模坎。

4、 根掘杖利要求 1所迷的智能聊天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映射晤料庫和所迷

肘活晤料倖投置在同一晤料庫中。

5、 根掘杖利要求 1 所迷的智能聊天系統，其特征在于，胚包括預灶理革元，用

于將來自所迷分祠卑元的所迷祠晤集合，迸行替換祠晤集合信息、增加肘活棕志或者投

置咐活棕志位，得到供所迷映射革元使用的所述祠晤集合。

6、 根据杖利要求 1 所迷的智能聊天系統，其特征在于，汪包括后灶理革元，用

于將未自所迷搜索車元的所迷輸出文本，迸行以下她理 加入或存儲坊史信息、投置淡

恬主題、加入搜索得到的相夫信息，得到輸出到晤音合成模坎的所迷輸出文本。

7、 一神智能聊天系統的突現方法，用于包括根摘輸入文本得到輸出文本的文本

理解回答模抉的智能聊天系統，其包括步驟

、建立基于 L的映射晤料庫和肘活晤料庫，所迷映射晤料庫建立和存儲夫鍵字

到概念晤句的映射夫系，所述肘活晤料庫建立和存儲概念晤旬到輸出文本的映射夫系

2、肘所述輸入文本迸行祠性棕注，得到具有祠性柄注的祠晤集合

3、肘所迷祠晤集合和所迷映射晤料倖的夫鍵祠的祠晤集合迸行匹配汁算，得到概

念晤句

4、根掘所迷概念晤句，搜索所述肘活晤料倖，生成輸出文本。



8、 根掘杖利要求 7 所迷的突現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驟 2 之前，迂包括步

驟 將輸入晤音特化力輸入文本。

9、 根据杖利要求 7 所迷的安現方法，其特征在于，汪包括步驟 5 將輸出文

本特換成輸出晤音。

10、 根掘杖利要求 7 所述的突現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驟 4 之后，胚包括用

于增加回答准硝度的后她理步驟 加入或存儲所史信息、投置淡活主題、加入搜索的相

夫信息。

1 1、 根据杖利要求 7 所迷的突現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驟 3 之前，汪包括步

驟

B 、判斷瑜入文本存在下迷情況 出現指示代祠、主題沒有交化、或者需要加入常

洪，則分別肘座執行預她理步驟 替抉祠晤集合信息、增加肘恬棕志或者投置肘括析志

位，否則軌行步驟 3

B2、判斷預她理是否完成，是則返回成功柄志，執行步驟 4，否則返回失敗棕志，

執行步驟

2、 根据杖利要求 7 所迷的突現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映射晤料庫和所迷肘活

晤料庫投置在同一晤料庫中。

13、 根掘杖利要求 7 所述的安現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驟 胚包括 肘所述映

射晤料倖的祠性投置杖重值，其中，所述杖重值采用正交仇化或丙吹正交仇化方法孜得。

14、 根据杖利要求 13 所迷的奕現方法，其特征在于，胚包括步驟 6，用戶肘所

迷輸出晤音迸行坪份，所迷文本理解回答模抉根据所迷坪份稠整所迷杖重值。

根掘杖利要求 14 所迷的安現方法，其特征在于，汪包括力用戶存儲介人信息步驟，

井將所迷杖重值存儲到用戶的介人信息中 在用戶登衰吋，漾取所迷杖重值井肘匝稠整

所迷映射晤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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