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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开的一方面涉及将自然语言查询转换

成原生数据库查询。例如，数据库应用从用户接

收自然语言查询、将查询划分为子句、从子句确

定关键字，并将查询中的关键字映射到可以查询

数据库的原生查询。在自然语言查询包括未被映

射的关键字的情况下，应用通过与用户设备通信

来解决歧义性。在不能映射关键字的情况下，应

用可以将关键字映射到自定义索引，该自定义索

引包括使用成对概括或其它技术得出的同义词。

一旦映射所有关键字，数据库应用就生成原生数

据库查询并从数据库获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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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经由数据库服务自然语言查询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访问具有表的数据库，其中每个表包括字段以及识别该表的标签，每个字段包括属性；

访问包括实体的自定义数据库索引，所述实体包括所述字段、所述字段的属性以及所

述字段或属性的一个或多个同义词，其中访问自定义数据库索引包括访问包含一组连接节

点的词库，所述一组连接节点包括根节点和指示所述根节点的同义词的至少一个终端节

点；

形成包括从所述根节点到相应终端节点的路径的搜索查询；

通过将该搜索查询提供给搜索引擎来获得搜索结果集合；

至少部分地基于对所述搜索结果集合的成对概括而将附加的同义词添加到所述自定

义数据库索引；

访问自然语言搜索查询；

根据所述自然语言搜索查询构造解析树，其中所述解析树包括包含单词类型的至少一

个终端节点和表示所述自然语言搜索查询的单词或短语的至少一个终端节点，其中所述解

析树识别所述自然语言搜索查询的句法信息；

从所述解析树中识别一个或多个子句，其中子句包括关键字并且其中每个关键字是名

词或动词；

执行以下各项中的一个或多个：

将每个关键字与(i)表之一的标签或(ii)表之一的字段或(iii)字段的属性进行匹配，

以及

确定关键字和所述自定义数据库索引之间的匹配的阈值级别；根据所匹配的关键字生

成数据库查询；

通过向所述数据库提供所述数据库查询来从所述数据库获得结果；以及

将所述结果显示给用户设备。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响应于确定所述关键字中的关键字在所述数据库中未被匹配，将隐式节点插入到所述

解析树中，其中所述隐式节点识别该关键字；以及

将该关键字呈现给所述用户设备。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从所述用户设备接收澄清；

基于所述澄清，更新所述解析树；以及

将来自所述解析树的更新后的子句与所述数据库进行匹配。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匹配每个关键字包括将关键字之一与表之一的标签

进行匹配。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匹配每个关键字包括将关键字之一与表之一的字段

的阈值数量的单词进行匹配。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匹配每个关键字包括：

确定关键字的一个或多个同义词；以及

将所述一个或多个同义词与表之一的字段进行匹配。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确定匹配的阈值级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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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搜索所述自定义数据库索引来获得多个候选者，以及

为每个候选者确定所述候选者与所述关键字之间的匹配级别；以及

确定具有最高匹配级别的候选者。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中，关键字与所述自定义数据库索引的候选者之间的匹

配级别是使用词频‑逆文档频率法来确定的。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至少部分地基于对所述搜索结果集合的成对概括而

将附加的同义词添加到所述自定义数据库索引包括：

计算所述搜索结果集合中的每对搜索结果的成对概括，其中所述成对概括提取相应对

的每个搜索结果所共有的一个或多个关键字；

从所述成对概括中提取单词或短语的集合；

提取所述单词或短语的集合中的在所述成对概括内以高于阈值频率的频率出现的经

排序的子集；

根据所述单词或短语的集合中的提取出的经排序的子集创建新节点；以及

将所述新节点连接到相应终端节点。

10.一种用于经由数据库服务自然语言查询的系统，包括：

存储非暂态计算机可执行程序指令的计算机可读介质；以及

通信地耦合到所述计算机可读介质的用于执行所述非暂态计算机可执行程序指令的

处理设备，其中执行所述非暂态计算机可执行程序指令将所述处理设备配置为执行包括以

下各项的操作：

访问具有表的数据库，其中每个表包括字段以及识别该表的标签，每个字段包括属性；

访问包括实体的自定义数据库索引，所述实体包括所述字段、所述字段的属性以及所

述字段或属性的一个或多个同义词，其中访问自定义数据库索引包括访问包含一组连接节

点的词库，所述一组连接节点包括根节点和指示所述根节点的同义词的至少一个终端节

点；

形成包括从所述根节点到相应终端节点的路径的搜索查询；

通过将该搜索查询提供给搜索引擎来获得搜索结果集合；

至少部分地基于对所述搜索结果集合的成对概括而将附加的同义词添加到所述自定

义数据库索引；

访问自然语言搜索查询；

根据所述自然语言搜索查询构造解析树，其中所述解析树包括包含单词类型的至少一

个终端节点和表示所述自然语言搜索查询的单词或短语的至少一个终端节点，其中所述解

析树识别所述自然语言搜索查询的句法信息；

从所述解析树中识别一个或多个子句，其中子句包括关键字并且其中每个关键字是名

词或动词；

执行以下各项中的一个或多个：

将每个关键字与(i)表之一的标签或(ii)表之一的字段或(iii)字段的属性进行匹配，

以及

确定关键字和所述自定义数据库索引之间的匹配的阈值级别；根据所匹配的关键字生

成数据库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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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向所述数据库提供所述数据库查询来从所述数据库获得结果；以及

将所述结果显示给用户设备。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操作还包括：

响应于确定所述关键字中的关键字在所述数据库中未被匹配，将隐式节点插入到所述

解析树中，其中所述隐式节点识别该关键字；以及

将该关键字呈现给所述用户设备。

12.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操作还包括：

从所述用户设备接收澄清；

基于所述澄清，更新所述解析树；以及

将来自所述解析树的更新后的子句与所述数据库进行匹配。

13.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系统，其中，匹配每个关键字包括：

确定关键字的一个或多个同义词；以及

将所述一个或多个同义词与表之一的字段进行匹配。

14.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系统，其中，确定匹配的阈值级别包括：

通过搜索所述自定义数据库索引来获得多个候选者，以及

为每个候选者确定所述候选者与所述关键字之间的匹配级别；以及

确定具有最高匹配级别的候选者。

15.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系统，其中，关键字与所述自定义数据库索引之间的匹配的阈

值级别是使用词频‑逆文档频率法来确定的。

16.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系统，其中，至少部分地基于对所述搜索结果集合的成对概括

而将附加的同义词添加到所述自定义数据库索引包括：

计算所述搜索结果集合中的每对搜索结果的成对概括，其中所述成对概括提取相应对

的每个搜索结果所共有的一个或多个关键字；

从所述成对概括中提取单词或短语的集合；

提取在所述成对概括内以高于阈值频率的频率出现的单词或短语的经排序的子集；

根据所述单词或短语的集合中的提取出的经排序的子集创建新节点；以及

将所述新节点连接到相应终端节点。

17.一种存储计算机可执行程序指令的非暂态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其中所述程序指

令在由处理设备执行时，使所述处理设备执行包括以下各项的操作：

访问具有表的数据库，其中每个表包括字段以及识别该表的标签，每个字段包括属性；

访问包括实体的自定义数据库索引，所述实体包括所述字段、所述字段的属性以及所

述字段或属性的一个或多个同义词，其中访问自定义数据库索引包括访问包含一组连接节

点的词库，所述一组连接节点包括根节点和指示所述根节点的同义词的至少一个终端节

点；

形成包括从所述根节点到相应终端节点的路径的搜索查询；

通过将该搜索查询提供给搜索引擎来获得搜索结果集合；

至少部分地基于对所述搜索结果集合的成对概括而将附加的同义词添加到所述自定

义数据库索引；

访问自然语言搜索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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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所述自然语言搜索查询构造解析树，其中所述解析树包括包含单词类型的至少一

个终端节点和表示所述自然语言搜索查询的单词或短语的至少一个终端节点，其中所述解

析树识别所述自然语言搜索查询的句法信息；

从所述解析树中识别一个或多个子句，其中子句包括关键字并且其中每个关键字是名

词或动词；

执行以下各项中的一个或多个：

将每个关键字与(i)表之一的标签或(ii)表之一的字段或(iii)字段的属性进行匹配，

以及

确定关键字和所述自定义数据库索引之间的匹配的阈值级别；根据所匹配的关键字生

成数据库查询；

通过向所述数据库提供所述数据库查询来从所述数据库获得结果；以及

将所述结果显示给用户设备。

18.如权利要求17所述的非暂态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其中，所述操作还包括：

响应于确定所述关键字中的关键字在所述数据库中未被匹配，将隐式节点插入到所述

解析树中，其中所述隐式节点识别该关键字；以及

将该关键字呈现给所述用户设备。

19.如权利要求17所述的非暂态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其中，确定匹配的阈值级别包

括：

通过搜索所述自定义数据库索引来获得多个候选者，以及

为每个候选者确定所述候选者与所述关键字之间的匹配级别；以及

确定具有最高匹配级别的候选者。

20.如权利要求17所述的非暂态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其中，至少部分地基于对所述搜

索结果集合的成对概括而将附加的同义词添加到所述自定义数据库索引包括：

计算所述搜索结果集合中的每对搜索结果的成对概括，其中所述成对概括提取相应对

的每个搜索结果所共有的一个或多个关键字；

从所述成对概括中提取单词或短语的集合；

提取在所述成对概括内以高于阈值频率的频率出现的单词或短语的经排序的子集；

根据提取出的单词或短语的经排序的子集创建新节点；以及

将所述新节点连接到相应终端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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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主代理和词库的数据库的自然语言接口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一般而言涉及数据库。更具体而言，本公开涉及将自然语言查询转换成原

生数据库查询。

[0002]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3] 本公开要求于2018年7月25日提交的美国临时申请号62/703,389的优先权，其全

部内容为了所有目的并入本文。

背景技术

[0004] 关系数据库可以由支持广泛的查询机制的现代查询语言(诸如结构化查询语言

(SQL))访问。但是，对于非软件开发人员，SQL接口可能难以用这些语言来设计搜索查询。因

此，这些低质量的查询会导致低质量的结果。

[0005] 存在一些用于将自然语言(NL)查询转换成数据库查询的解决方案。但是这些解决

方案是不足的。例如，一些解决方案可以使用经训练的神经网络来执行转换。但是这些解决

方案存在问题。例如，可能需要庞大的训练数据集，并且这些解决方案是特定于领域的。

[0006] 因此，需要可以将自然语言查询转换成现代查询语言的新解决方案。

发明内容

[0007] 本公开涉及将自然语言查询转换成原生(native)数据库查询。例如，数据库应用

从用户接收自然语言查询、将查询划分为子句(clause)、从子句确定关键字(keyword)，并

将查询中的关键字映射到可以对数据库进行查询的原生查询。在自然语言查询包括未被映

射的关键字的情况下，该应用使用用户设备来解决这种歧义性(ambiguity)。在关键字不能

以传统方式(例如，经由映射到表或字段)映射到数据库的情况下，该应用可以将关键字映

射到自定义索引，该自定义索引包括使用成对概括(pair‑wise  generalization)或其它技

术得出的同义词(synonym)。

[0008] 本公开的一方面涉及一种用于经由数据库来服务自然语言查询的方法。该方法访

问具有表的数据库。每个表包括字段(field)以及识别该表的标签(label)，每个字段包括

属性。该方法还访问自定义数据库索引，该自定义数据库索引包括实体(entity)，这些实体

包括字段、属性以及字段或属性的一个或多个同义词。该方法还访问自然语言搜索查询。该

方法还根据自然语言搜索查询构造解析树。该解析树包括包含单词类型的至少一个终端节

点和表示自然语言搜索查询的单词或短语的至少一个终端节点。解析树识别自然语言查询

的句法信息(syntactic  information)。该方法还从解析树中识别一个或多个子句。子句包

括关键字，并且其中每个关键字是名词或动词。该方法还执行以下操作中的一个或多个：将

每个关键字与表之一的标签、表之一的字段、和/或字段的属性进行匹配，以及确定关键字

和自定义数据库索引之间的匹配的阈值级别。该方法还根据所映射的关键字生成数据库查

询。该方法还通过向数据库提供该数据库查询来从数据库获得结果。该方法还将该结果显

示给用户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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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在另一方面，该方法确定关键字中的关键字在数据库中未匹配，并将隐式节点插

入到解析树中，其中隐式节点识别该关键字。该方法将该关键字呈现给用户设备。

[0010] 在另一方面，该方法从用户设备接收澄清(clarification)、基于该澄清更新解析

树，并且将来自解析树的更新后的子句与数据库进行匹配。

[0011] 在另一方面，映射每个关键字包括将关键字之一与表之一的标签进行匹配。

[0012] 在另一方面，映射每个关键字包括将关键字之一与表之一的字段的阈值数量的单

词进行匹配。

[0013] 在另一方面，映射每个关键字包括确定关键字的一个或多个同义词并将该一个或

多个同义词映射到表之一的字段。

[0014] 在另一方面，确定匹配的阈值级别包括：通过搜索自定义数据库索引来获得多个

候选者；为每个候选者确定实体与相应结果之间的匹配级别；以及确定所有实体中具有最

高匹配级别的实体。

[0015] 在另一方面，关键字与自定义数据库索引的实体之间的匹配级别是使用词频‑逆

文档频率法(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来确定的。

[0016] 在另一方面，访问自定义数据库索引包括访问包括一组连接节点的词库。连接节

点包括根节点和终端节点。终端节点是根节点的同义词。该方法还迭代地对于每个终端节

点执行操作。该操作包括形成搜索查询，该搜索查询包括从根节点到相应终端节点的路径。

该操作还包括通过将搜索查询提供给搜索引擎来获得结果集合。该操作还包括计算结果集

合中的每对结果的成对概括。成对概括提取每个结果的相应对所共有的一个或多个关键

字。该操作还包括从成对概括中提取单词或短语。该操作还包括提取在成对概括内以高于

阈值频率的频率出现的经排序的元素的子集。该操作还包括根据提取出的元素的子集创建

新节点。该操作还包括将该新节点连接到相应终端节点。

[0017] 可以在计算机设备或计算机系统中实现上述方法。程序指令也可以存储在非暂态

计算机可读介质上。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根据本公开的一方面的用于从自然语言查询生成数据库查询的系统的图。

[0019] 图2是描绘根据本公开的一方面的用于从自然语言查询生成数据库查询的处理的

示例的流程图。

[0020] 图3是描绘根据本公开的一方面的用于自然语言查询的解析树的图。

[0021] 图4是描绘根据本公开的一方面的用于从解析树进行子句提取的处理的示例的

图。

[0022] 图5是描绘根据本公开的一方面的将关键字与数据库表进行匹配的图。

[0023] 图6是描绘根据本公开的一方面的用于与数据库索引进行关键字匹配的处理的

图。

[0024] 图7是描绘根据本公开的一方面的数据库的示例的图。

[0025] 图8描绘了根据本公开的一方面的从迁移学习(transfer  learning)的角度来看

的经词库辅助的搜索。

[0026] 图9描绘了根据本公开的一方面的词库的快照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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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图10描绘了根据本公开的一方面的示例搜索结果。

[0028] 图11描绘了根据本公开的一方面的词库学习。

[0029] 图12描绘了根据本公开的一方面的词库学习。

[0030] 图13描绘了根据本公开的一方面的词库学习。

[0031] 图14描绘了用于实现这些方面之一的分布式系统的简化图。

[0032] 图15是根据一方面的系统环境的部件的简化框图，通过该系统环境，可以将由方

面系统的部件所提供的服务作为云服务供应。

[0033] 图16图示了在其中可以实现本公开的各个方面的示例性计算机系统。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本公开的各方面涉及改进的数据库系统。具体地，所公开的系统通过采用语言方

法和基于关键字的方法二者将自然语言查询转换成数据库查询。某些方面还识别自然语言

查询中的有歧义的词语，并通过使用自主代理(“聊天机器人”)来解决这些歧义。在一些情

况下，可以创建词库并将其用于将人们用来描述各种实体、动作或属性的单词与数据库表

或字段进行匹配。以这种方式，相对于现有解决方案，所公开的解决方案提供了改进的数据

库查询，并且因此提供了更有意义的结果。

[0035] 与诸如结构化的基于关键字的搜索、基于表单的请求接口和可视查询构建器之类

的流行的查询接口相比，自然语言数据库接口具有许多优势。例如，自然语言接口使新手用

户能够指定复杂的查询，而无需数据库专家对用户进行培训。但是将自然语言查询映射到

数据库可能很困难。例如，用户查询有时可能是有歧义的。

[0036] 自主代理是自然语言接口的自然扩展，并且可以被用于澄清用户提供的歧义词

语。例如，用户可以搜索“titanic”。自然语言系统尝试将词语“titanic”与现有数据库进行

匹配，但是该词语是有歧义的，因为它可以指同名的电影或船。因此，在自主代理促进对数

据库进行良好查询所需的语言理解中的错误纠正时，数据库和自主代理可以彼此协同操

作。

[0037] 某些定义

[0038] 如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库”是指数据的有组织的或结构化的集合。数据库可以被

组织成列和行。

[0039] 如本文所使用的，“表”是指数据库内的关系。表也可以被称为“文件”或“类”。

[0040] 如本文所使用的，“查询”是指导致从服务器检索数据的一种类型的命令。结构化

查询语言(SQL)查询的示例是“SELECT  column1 ,column2  FROM  table1 ,table2  WHERE 

column2＝'value'”。

[0041] 如本文所使用的，“自然语言查询”是指以自然语言(例如英语)进行的数据库查

询。自然语言查询的示例是“how  many  employees  had  a  raise  this  year？(今年有多少

员工加薪？)”

[0042] 如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库或数据库表的“列”或“字段”。例如，列可以是“name(名

称)”、“address(地址)”或“zip  code(邮政编码)”。

[0043] 如本文所使用，“行”或“记录”是特定列的值的列表。例如，第一记录可以具有值为

“30021”的邮政编码，而第二记录可以具有值为“20021”的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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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现在转到各图，图1是根据本公开的一方面的用于从自然语言查询生成数据库查

询的系统的图。图1描绘了计算环境100，计算环境100包括计算系统101，计算系统101可以

经由用户界面110接收自然语言查询、将查询转换成原生数据库查询、从数据库190获得结

果并将结果提供回用户界面110。可以使用将自然语言查询映射到数据库查询的各种方法。

附加地或替代地，计算系统101可以检测自然语言查询中的歧义，并经由用户界面110获得

澄清，从而产生更完整的映射和更好的搜索结果。

[0045] 计算系统101包括数据库应用102和词库104。在示例中，数据库应用102执行与将

自然语言查询(例如，NL查询120)映射到数据库的表或字段相关的功能。数据库应用102还

可以执行与对数据库建立索引以及针对自定义索引执行搜索或创建自定义索引本身相关

的功能。

[0046] 数据库190可以包含关于任何主题的有组织的信息。主题的示例包括体育、音乐、

文学、新闻、历史和科学。数据库190包括表191a‑n，其可以以任何方式被组织。例如，如果数

据库190包含有关体育的信息，那么表191a可以包括与棒球相关的主题，并且表191b可以包

括与足球相关的主题，等等。类似地，如果数据库190包括有关乐器的信息，那么表191a可能

包括有关铜管乐器的信息，而表191b包括有关打击乐器的信息，依此类推。每个表191a‑n可

以包括一个或多个字段。继续前面的示例，字段的示例是“团队”或“乐器类型”。每个表

191a‑n可以与另一个表链接。例如，包含有关足球联赛的信息的表可能被链接到具有每个

联赛中的特定球队的另一个表。

[0047] 在一些情况下，数据库190可以包括自定义索引192，该自定义索引192可以被用于

优化SQL查询和数据组织。例如，自定义索引192可以被用于以与将关键字匹配到数据库参

数(诸如，字段)不同的方式来搜索数据库。自定义索引192可以由数据库应用102或由另一

个应用创建。在其它情况下，数据库190和自定义索引192由外部实体(诸如，具有对数据库

190中的信息的专门知识的组织)提供。数据库190可以例如通过网络而位于计算系统101外

部。

[0048] 用户界面110可以是任何标准用户界面，诸如台式机平台或移动平台上的用户界

面。用户界面110可以接收用户输入，例如NL查询120，并且例如通过澄清请求来促进与用户

的交互。用户界面110可以输出数据，诸如搜索结果160。

[0049] 在示例中，数据库应用102接收NL(自然语言)查询120，并尝试将查询中的子句与

用于原生查询150的数据库190中的表或字段进行匹配。关于图2进一步说明合适的处理的

示例。在简单的示例中，NL查询120包含子句，例如，“what  are  some  reviews  of  slate？”。

数据库应用102创建NL查询120的解析树，并识别子句和子句中的关键字。继续上面的示例，

关键字是“reviews”和“slate”。

[0050] 在一些情况下，NL查询120有歧义，因为数据库应用102不能将NL查询120中的关键

字映射到数据库表、属性或自定义索引192内的实体。例如，“slate”可以指杂志“Slate”，或

者可以指家电品牌“slate”。在这种情况下，数据库应用102向用户界面110发送澄清请求

130并请求澄清。用户澄清他或她对“slate家电”感兴趣，这作为澄清140被传输到数据库应

用102。进而，数据库应用102继续搜索处理、用新信息更新解析树、将解析树映射到原生查

询150，并查询数据库。

[0051] 分析查询可以包括根据NL查询120创建解析树。在另一个示例中，数据库应用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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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查询“Return  users  who  watched  more  movies  than  Bob  on  Documentary  after 

2007”。数据库应用102创建一组解析树。数据库应用102将歧义性提供给用户界面110。例

如，一个候选解析树被解释为“return  the  users  whose  movies  on  Documentary 

after2007is  more  than  Bob’s”。数据库应用102将隐式节点插入到该树中，从而得到

“return  the  users ,where  the  number  of  films  in  Documentary  released  after 

2007is  more  the  number  of  films  rented  by  Bob  in  Documentary  released  after 

2007”。一旦树被最终确定，数据库应用102就从树中确定一个或多个子句，如以属性[＝/</

>/like]值的格式。

[0052] 数据库应用102使用词库104来改善数据库应用102的匹配性能。词库104可以包括

与数据库190中的实体相关的常见或不常见的同义词。例如，“football”的同义词可以是

“soccer”。在电影租赁上下文的示例中，数据库应用102需要知道从租赁公司或雇主(其本

身具有给与、出租、传送或提供电影或影片的员工、工作人员、助手、提供者)那里租用、借或

取得如电影、影片或录像带之类的东西的客户、用户、人、孩子、成人。例如，如果用户设备问

“who  took  the  movie”，那么数据库应用102需要知道“took”可能意味着“rent”，并且

“movie”可能意味着“film”，依此类推。词库104内的信息可以实时地从互联网或资源中挖

取。在另一个示例中，词库104可以通过指定上述实体、其属性和动作之间的关系来提供用

于任意领域的信息。可以通过使用本文描述的技术来构建或扩展词库104，例如，迭代地形

成搜索查询并概括搜索查询的结果，并将经概括的结果用作词库中的附加条目(或节点)。

以这种方式，可以提高词库104的覆盖范围。

[0053] 在一些情况下，数据库应用102可以使用词库来改善匹配。数据库应用102还可以

将NL查询120与原生查询150匹配，例如，在一个或多个关键字未被映射到数据库190的字段

的情况下，数据库应用102可以使用歧义词语搜索词库104，并可能识别数据库字段名的同

义词。在这种情况下，数据库应用102不需要请求用户澄清。

[0054] 图2是描绘根据本公开的一方面的用于从自然语言查询生成数据库查询的处理

200的示例的流程图。处理200可以由数据库应用102或另一个应用实现。

[0055] 在框201处，处理200涉及从用户设备接收自然语言查询。例如，数据库应用102接

收NL查询120。NL查询的示例是“what  is  staff  first  name  when  movie  return  date  is 

after  2005‑06‑02  01:02:05”。

[0056] 在框202处，处理200涉及从查询中提取子句，包括构建解析树。数据库应用102通

过构建解析树来从NL查询120中提取子句。图3描绘了用于以上示例的解析树。

[0057] 图3是描绘根据本公开的一方面的用于自然语言查询的解析树的图。图3描绘了包

括节点301‑314的解析树300。节点301‑314中的每一个对应于NL查询120的单词。可以使用

任何标准技术来获得解析树300。

[0058] 数据库应用102访问解析树并识别任何“wh”单词。“wh”单词包括what、where、when

以及why。数据库应用102提取紧接“wh”单词之后的短语。该短语是在“wh”单词之后的单词

中最短的一个。例如，名词、动词、介词单词和其它种类的短语都是可接受的。根据该提取的

短语，数据库应用102构建子句。该子句将没有赋值(assignment)，但将可能有组织在一起

的词语，诸如“give  me  a  maximum  temperature  of  water…”。

[0059] 在一些情况下，数据库应用102识别焦点子句。焦点子句是来自NL查询120的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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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包括预期该查询要返回的对象。焦点子句的一种简写形式是“*”。

[0060] 返回图2，在框203处，处理200涉及从子句中提取关键字。继续该示例，数据库应用

102从子句中提取关键字。图4描绘了提取子句的一个示例。

[0061] 一旦识别一个或多个子句，数据库应用102就将NL查询102的其余部分(以子句为

基础)视为以“where”开头的第二子句。确定子句的边界可能是困难的。因此，在一些情况

下，数据库应用102识别赋值和比较单词，诸如：is、equals、more、before、as，其指示要被转

换成SQL子句的短语的中心。一旦识别出最左边的锚点，数据库应用102就尝试构建左侧(或

者说属性)及右侧(值)。继续该示例，属性为“return  rental  date”，并且值为特定日期。

[0062] 为了找到属性的边界，数据库应用102朝着开始的NL查询120迭代到当前短语的开

始。属性通常由介词with或of、连词and或“wh”单词来指示。值是名词和/或数字，可能带有

形容词。相同的单词将值部分的结尾标记为下一个属性部分的开头。例如，一旦移除或忽略

赋值或比较词，“return  rental  date”就与实际日期相邻。

[0063] 图4是描绘根据本公开的一方面的从解析树进行子句提取的图。图4描绘了图3中

描绘的文本的映射。图4包括单词模板401‑405、子句410和单词411‑415，以及子句420和对

应的单词421‑425。更具体而言，单词模板401表示子句的开头，单词模板402表示属性，单词

模板403表示锚点，单词模板404表示要被转换的值，并且单词模板405表示子句的结尾。

[0064] 返回图2，在框204处，处理200涉及将每个关键字映射到数据库的表、字段或操作。

数据库应用102尝试将每个解析树节点映射到对表、字段或值的SQL命令、引用。这种方法在

语言解析树中识别可以被映射到SQL组成部分的节点，并将它们令牌化为不同的令牌

(token)。在映射处理中，一些节点可能无法映射到任何SQL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的系统会向用户生成警告，告知用户这些节点不会直接有助于解释用户的查询。另外，一些

节点可能具有多个映射，这在解释这些节点时会造成歧义。对于每个这样的节点，默认情况

下解析树节点映射器将最佳映射输出到解析树结构调整器，并将所有候选映射报告给交互

式通信器。

[0065] 数据库应用102考虑查询中的每个短语或关键字，并尝试匹配表和/或表中的字

段。不同的匹配级别是可能的。例如，关键字可以与表名、表内的字段、多个表内的多个字段

等匹配。因此，数据库应用102可以使用分层方法来确定匹配。

[0066] 从根本上讲，自然语言是有歧义的，并且解释自然语言是困难的。因此，确定哪些

词是指哪个数据库字段本质上是有歧义的。例如，人们经常使用俚语单词、技术术语和特定

于方言的短语，这些都不为系统所知。即使在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中，也会出现误解。

[0067] 例如，用值来替换类似语义类型的属性(诸如名和姓)可能是困难的。例如，以下映

射是困难的，除非我们知道名(first  name)和姓(last  name)是什么：

[0068]

[0069] 存在映射phrase2table.field之外的变换的需要，诸如对英语名字的查找以及以

下知识：名和姓可以在单个字段中、可以以各种格式和顺序、或属于不同字段，比如在

Sakila数据库(Oracle  2018)中的情况。

[0070] 当用户说“film  name”时，当film.name不存在时，系统可以将其解释为具有字段

＝“name”的表。虽然“name”是“title”的同义词，但短语“name”可以映射到完全外来的表

中，诸如category.name而不是actor.first_name。如果短语包含“word1  word2”，那么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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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是有歧义的，因为word2可以是table1.field，并且也是table2。word2也可以是另一个表

中的字段(或字段的一部分，作为单个单词)。

[0071] 因此，需要从最可能到最不可能的情况进行的假设管理处理(hypothesis 

management  process)。我们从识别单个表名的规则开始，并确保没有提及其它表名。另外，

我们需要确认字段名没有被提及。

[0072] 图5是描绘根据本公开的一方面的将关键字与数据库表匹配的图。处理500可以由

数据库应用102或由另一个应用实现。匹配的关键字可以一次出现一个关键字，即，对每个

关键字执行一次处理500。在其它情况下，匹配可以发生在短语级别，即几个关键字一起。为

了讨论的目的，针对短语来讨论处理500。

[0073] 数据库应用102在多步骤处理中尝试将短语与数据库表或字段匹配。例如，数据库

应用102首先在框501处尝试匹配。如果在框501处没有找到匹配，那么数据库应用102在框

502处尝试匹配。如果在框502处没有找到匹配，那么数据库应用102在框503处尝试匹配。在

处理500中发现匹配越早，该匹配的置信度越高。

[0074] 在框501处，处理500涉及尝试将短语与单个表的名称进行匹配。如果数据库应用

102确定短语包括仅单个数据库表(而没有其它数据库表)的名称，那么在框501处发生匹

配。一旦表被确认，数据库应用102就选择该表的默认字段，诸如“name”或具有该表所表示

实体名称的任何其它字段。该选择以后被用于例如在框209处生成原生查询。如果短语与任

何其它表都不匹配，那么处理500停止并且进行到框507。否则，处理500进行到框502。

[0075] 在框502处，处理500涉及尝试将短语与字段和表进行匹配。在框502处，数据库应

用102对短语与表及表的字段一起相匹配进行识别。可以通过遍历所有表和字段单词，并选

择具有带该短语的最大数量的单词的表和字段对的组合，来实现该匹配。因此，在这种情况

下，不必短语中的所有单词都与数据库匹配。数据库应用102可以使用一个或多个技术来对

匹配级别进行评分，例如，短语和表‑字段对之间的匹配单词的数量。可以使用其它技术。

[0076] 数据库应用102使用经组合的表和具有同义词的字段表达来匹配短语。如果分数

是良好匹配，那么处理500停止并且进行到框507。相反，如果数据库应用102没有针对该短

语找到关键字的表‑字段集合的良好匹配，那么处理500进行到框503。

[0077] 在框503处，处理500涉及尝试将短语与字段进行匹配。数据库应用102尝试仅匹配

字段(而不是表标签)。更具体而言，数据库应用102涉及遍历所有表的字段。数据库应用102

使用具有同义词的字段表达来匹配短语。可以使用整个单词匹配和单词形式替换匹配。数

据库应用102选择具有最佳分数的匹配。

[0078] 数据库应用102可以使用本体(ontology)(例如，词库104)，以便扩展具有同义词

的字段的关键字列表。例如，词库104可以包括挖掘出的数据库元数据，诸如表名、字段名、

表名中的令牌、字段名中的令牌以及每一者的同义词。由于NL查询中的词语可能与数据库

中的字段名有偏差，因此同义词对于改善匹配是有用的。同义词可以从thesaurus.com之类

的资源中挖掘，或者使用经训练的同义词模型，诸如word2vec(Mikolov等人，2011)。然后使

用同义词的列表或相似性函数来改善匹配。如果数据库应用102获得高分数，那么处理500

进行到框507。否则，处理500继续到框504。

[0079] 在框504处，处理500涉及获得针对最佳字段的所有表。最佳字段匹配是在框503处

获得的。数据库应用102获得包括该最佳字段的所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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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0] 在框505处，处理500涉及获得最佳表的最佳字段匹配。一旦在框504处识别出最佳

表，数据库应用102就从该最佳表中获得所有字段。然后，数据库应用102识别最佳字段匹

配，包括同义词替换。

[0081] 在框506处，处理500涉及确定短语不存在匹配。在框506处，处理500结束。数据库

应用102进行到与用户澄清关键字歧义性。

[0082] 在框507处，处理500涉及确定短语是否匹配。数据库应用继续确定是否存在任何

附加的未被映射的关键字。如果是，那么处理500重新开始。否则，数据库应用102根据解析

树创建SQL查询。

[0083] 返回图2，在框205处，处理200涉及确定是否存在任何未被映射的关键字。在节点

映射之后，数据库应用102尝试确保数据库应用102理解每个节点。如果否，那么处理200进

行到框206。如果每个节点都被映射，那么数据库应用102进行到框209。

[0084] 在框206处，处理200涉及使用搜索索引的数据库来映射关键字。这种构建SQL查询

子句的方法可以被称为搜索工程方法(search  engineering  approach)。在这种方法中，数

据库应用102访问自定义数据库索引并针对数据库执行对用户NL查询的一部分的搜索。

[0085] 图6是描绘根据本公开的一方面的用于与数据库索引进行关键字匹配的处理600

的图。数据库应用102可以利用索引行将子句与短语匹配。

[0086] 在框601处，处理200涉及根据关键字或短语构造查询。该查询被用于搜索自定义

数据库索引。数据库应用102根据在框205中被识别为有歧义的短语或关键字来构建搜索表

达式。该搜索表达式包括被期望与表、字段和值匹配的单词。因为数据库应用102在获得搜

索结果之前不知道搜索结果的内容，因此该查询首先形成为单词的“与”(conjunction)，并

且如果该“与”查询未能给出结果，那么形成为这些单词的“或”(disjunction)(逻辑OR)。在

“或”查询中，并非所有关键字都必须匹配。为了使索引搜索更加精确，数据库应用102还从

要被转换的短语中识别的实体中形成“跨词与”查询(span‑AND  query)，诸如Bank  of 

America。

[0087] 数字需要特殊对待。对于equal种类的查询，找到确切的数字将使SQL查询形成是

精确的，并且实际上替代了结果查询的执行。由于针对搜索所有数字都被索引为串

(string)令牌，因此实数需要在'.'被替换的情况下被存储和搜索，以避免将串表示形式分

成两个部分。

[0088] 在框602处，处理200涉及获得自定义索引。自定义索引可以包括属性和值。例如，

数据库应用102创建自定义索引192。自定义索引192包括用于搜索的字段和这些字段的值。

例如，数据库应用102创建包括以下格式的数据库190的每个表的每一行的格式：Table 

field1  value1  field2  value2…等。自定义索引192还可以包括来自词库104的信息，诸如

同义词和关系名称，如本文所描述的。在一些情况下，可以创建和存储自定义数据库索引，

以供以后使用，例如，在运行时使用。在其它情况下，可以即时(in  the  fly)创建自定义数

据库索引。

[0089] 在一些情况下，并非所有数据库内容都被索引。例如，在一些情况下，数据库应用

102可以从索引中排除关联表和不包含诸如客户或地址之类的实体的数据的其它表。

[0090] 在框603处，处理200涉及将关键字或短语与来自自定义索引的属性或值进行匹

配。数据库应用102通过搜索自定义索引来获得一个或多个搜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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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1] 在框604处，处理200涉及计算匹配分数。数据库应用102可以计算匹配分数，其可

以基于词频‑逆文档频率法(TFIDF)。

[0092] 在框605处，处理200涉及确定是否还有更多的属性或值。如果在自定义索引中有

更多要搜索的属性或值，那么处理600返回到框603，并遍历附加的匹配项以找到最可能的

记录。如果没有更多的属性或值，那么处理600继续到框606。

[0093] 在框606处，处理200涉及选择最佳匹配。数据库应用102虽然默认的TF*IDF相关性

通常是正确的，但我们还是基于在查询和候选搜索结果二者中都出现的属性‑值对的数量

来计算出自己的分数(图15)。我们自己的分数还考虑了在查询和记录二者中都没有属性出

现的各个值。还考虑了查询和记录中的各个出现之间的串级别(string‑level)的相似性和

多词偏差(多词(multiword)中的一些单词是否丢失或以不同形式出现(诸如，名词的复数，

动词的时态)。取决于值的串的类型(数值或串)，数据库应用102可以选择操作'＝'或'

like'(相似于)。

[0094] 返回图2，在框207处，处理200涉及确定是否存在任何未被映射的关键字。如果仍

然存在未被映射的关键字，那么处理200继续到框208。否则，处理200继续到框209。

[0095] 在框208处，处理200涉及使用用户设备来澄清歧义。自然地，在许多处理的组成部

分中，会出现歧义，诸如表名、字段名或关系。数据库应用102并非像大多数NL2SQL系统那样

尝试找到最合理的NL查询表示，而是通过澄清请求来依靠用户解决歧义。我们的NL2SQL系

统为用户给出了映射到表名的查询短语，并枚举了可能的表，从而提供澄清请求。

[0096] 在框209处，处理200涉及生成数据库查询。基于识别出的映射，数据库应用102生

成包括所有被映射的字段或属性的数据库查询。

[0097] 在框210处，处理200涉及向数据库提供数据库查询、从数据库获得结果，以及向用

户设备提供结果。数据库应用102向数据库190提供原生查询150。

[0098] 示例数据库

[0099] 图7是描绘根据本公开的一方面的数据库的示例的图。图7描绘了启用NL2SQL的示

例数据库。更具体而言，图7描绘了数据库的图，其具有与图3中描绘的解析树300的匹配相

关的数据库表的关系。图7描绘了通过不同链接(以“fk_”为前缀，其指外键)链接的数据库

表(例如，“customer(客户)”、“country(国家)”和“address(地址)”)。此类链接的示例为

fk_customer  address和fk_city_country。NL查询、中间步骤的日志以及所得到SQL表示和

查询结果的示例如下所示。

[0100] 查询：‘what  is  staff  first  name  when  her  movie  return  date  is  after 

2005‑06‑02  01:02:05’

[0101] 针对'[staff，first，name]'查找table.field

[0102] 找到table.field＝staff.first_name

[0103] 针对'[movie，return，date]'查找table.field

[0104] 找到table.field＝rental.return_date

[0105] 结果:Mike

[0106] SQL:select  staff .first_name  from  staff，rental  where  rental .return_

date>'2005‑06‑02  01:02:05'and  rental.staff_id＝staff.staff_id

[0107] 查询：‘what  film  title  has  actor’s  first  name  as  Christia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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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Documentary’

[0108] 针对'[film，title]'查找table.field

[0109] 找到table.field＝film.title

[0110] 针对'[actor，first，name]'查找table.field

[0111] 找到table.field＝actor.first_name

[0112] 结果:ACADEMY  DINOSAUR|

[0113] CUPBOARD  SINNERS|

[0114] MOD  SECRETARY|

[0115] PRINCESS  GIANT|

[0116] SQL:select  film .title  from  film_category，film_actor，film，actor，

category  where  actor .first_name  like '％Christian％'and  category .name＝'

documentary 'and  film_actor.film_id＝film .film_id  and  film_actor.actor_id＝

actor.actor_id  and  film_actor.film_id＝film.film_id  and  film_actor.actor_id＝

actor .actor_id  and  film_category .film_id＝film .film_id  and  film_

category .category_id＝category .category_id  and  film_category .film_id＝

film.film_id  and  film_category.category_id＝category.category_id.

[0117] 查询：‘What  is  actor  fist  name  when  movie  category  is  Documentary  and 

special  features  are  Behind  the  Scenes’

[0118] 针对'[actor]'查找table.field

[0119] 找到table.field＝actor.first_name

[0120] 针对'[movie，category]'查找table.field

[0121] 通过table  ONLY找到＝category.name

[0122] 结果:PENELOPE|

[0123] CHRISTIAN|

[0124] LUCILLE|

[0125] SANDRA|

[0126] SQL:select  actor.first_name  from  film_category，film_actor，film，actor，

category  where  category.name  like'％Documentary％'and  film.special_features 

like'％behind％the％scenes％'and  film_actor.film_id＝film.film_id  and  film_

actor.actor_id＝actor.actor_id  and  film_actor.film_id＝film.film_id  and  film_

actor.actor_id＝actor.actor_id  and  film_category .film_id＝film .film_id  and 

film_category.category_id＝category.category_id  and  film_category.film_id＝

film.film_id  and  film_category.category_id＝category.category_id.

[0127] 不需要用户设备突出显示具体参数值与名称。在另一个示例中，查询可能被制定

为‘What  is  a  category  of  film…’，但这会使NL2SQL系统更难确定由单词category和

film所引用的表的字段。

[0128] 查询：‘What  is  a  film  category  when  film  title  is  Ace  Goldfinger’

[0129] 针对'[film，category]'查找table.field

[0130] 找到table.field＝category.name

说　明　书 10/28 页

15

CN 112437917 B

15



[0131] 针对'[film，title]'查找table.field

[0132] 找到table.field＝film.title

[0133] 结果:

[0134] Horror|

[0135] SQL:select  category .name  from  film_category，film，category  where 

film .title  like '％ACE  GOLDFINGER％'and  film_category .film_id＝film .film_id 

and  film_category.category_id＝category.category_id

[0136] 在许多情况下，当在NL查询中未提及对表名的引用时，数据库应用102尝试基于列

名来识别表名。如果多个表具有相同的列名，那么数据库应用102经由用户界面寻求澄清。

用户从具有列名的表中选择单个表。

[0137] 为自主代理构建改进的词库

[0138] 数据库应用102可以将改进的词库与自定义索引结合使用，以改进NL搜索查询120

与数据库条目的匹配，从而得到改进的数据库查询或SQL查询。以下是用于构建实体的词库

的可扩展机制，该机制旨在提高自主代理的相关性。词库构造处理从种子实体开始，并挖掘

可用的源领域以得到与这些种子实体相关联的新实体。通过将句法解析树的机器学习(它

们的概括)应用于现有实体的搜索结果以形成它们之间的共性来形成新的实体。这些共性

表达然后形成现有实体的参数，并在下一次学习迭代时变成新的实体。为了匹配源领域和

目标领域之间的自然语言表达，我们使用了句法概括，这是找到这些表达的成分解析树

(constituency  parse  tree)的最大公共子树集合的操作。

[0139] 词库和句法概括被应用于搜索和文本相似性评估中的相关性改善。我们对垂直和

横向领域中的搜索相关性改善进行了评估，并观察到学得的词库在前者中的重要贡献，以

及混合系统在后者领域中的显著贡献。我们还进行了对基于词库和句法概括的文本相关性

评估的产业化评估，并得出结论，提出的用于自动化词库学习的算法适合于集成到产业系

统中。

[0140] 在设计当代搜索引擎和文本相关性系统时，难以高估词库对提高精度的作用，尤

其是在垂直领域。词库、词库和概念层次结构是信息检索(IR)、自然语言处理(NLP)和知识

管理的许多应用的关键组成部分(Cimiano等人2004年)。但是，构建、调整和管理词库和本

体的成本很高，因为需要大量的手动操作。大量研究提出了基于语言资源和/或统计机器学

习的词库自动化构建，包括多代理设置(Kerschberg等人，2003年；Roth  2006年；Kozareva

等人，2009年；Sánchez和Moreno，2008年；Sánchez，2010年)。

[0141] 由于结果搜索的准确性不足、真实用户的查询表示的表达能力有限、或与手动构

造或编辑语言资源相关联的高昂成本及其有限的可调性，目前大多数自动化词库挖掘方法

尚找到产业化应用。在这项工作中，我们将利用全尺度的句法解析、对其结果的机器学习、

以及基于搜索引擎的web挖掘，来构建和评估产业化质量的词库。所提出的词库学习算法旨

在提高垂直搜索相关性，并将在许多与搜索相关的任务中进行评估。构建词库树的主要挑

战是使其尽可能深，以包含更长的关系链，使得可以回答更具体和更复杂的问题。

[0142] 公开的解决方案实现了使用词库树将答案的确定性分类为相关和不相关的机制；

在给定关键实体种子的情况下，实现算法以针对垂直领域使此类词库的构建自动化；并设

计独立于领域的语言引擎，用于基于解析树寻找文本之间的共性/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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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3] Galitsky等人2012年引入了针对一对句子的句法概括操作以测量其相似性，并且

我们描述了该操作在搜索中的应用。在(Galitsky2012)中，我们给出了在信息检索和文本

分类中的应用；并且在(Galitsky等人2012)中，我们介绍了对一对段落的概括操作。在本研

究中，我们依靠句法概括来构建词库并在搜索时应用它们。我们在第4节中简要介绍句法概

括操作。

[0144] 与大多数优化提取出的关系的查准率和查全率的本体挖掘方法不同，我们的词库

构建算法专注于搜索相关性的改进。因此，本研究中的评估将根据搜索准确性的改进而不

是所构建的词库的质量来评估算法的性能。因此，我们预计搜索性能驱动的词库学习算法

优于专注于大多数关系或最精确关系的算法。我们的评估将在垂直搜索和横向搜索以及带

有文本相似性评估的产业化环境中进行。

[0145] 词库构建是从迁移学习范例(Raina等人2006年，Pan和Yang2010年)的角度得到的

方法。虽然我们构建了我们的词库以在垂直领域中工作，但是需要横向领域的web挖掘来构

建它。在为聊天机器人构建词库时，迁移学习可以针对广泛的web领域(辅助)提取知识，并

增强在目标领域中的基于词库的搜索。为了使迁移学习成功，即使短语之间的映射不明显，

计算辅助领域和目标领域中的短语之间的相似性也至关重要。为此，我们使用句法概括作

为“词袋(bag‑of‑words)”方法的扩展。这里，我们介绍了一种新颖的方法来找到句子之间

的结构相似性，从而使得能够在结构化知识级别进行迁移学习。具体地，我们解决了当两个

不同领域的词汇完全不同时如何学习两个不同领域中的短语之间的非平凡的结构化(语

义)相似性映射的问题。

[0146] 图8描绘了根据本公开的一方面的从迁移学习的角度来看的经词库辅助的搜索。

[0147] 当为垂直领域构建词库时，仅在该垂直领域中挖掘web文档通常是不够的。此外，

当目标领域包含社交网络数据或微文本时，通常很难找到足够的此类数据来在该领域内构

建词库；因此，需要迁移学习方法，该方法挖掘具有相似词汇的更广泛的领域。然后必须通

过匹配来自不同领域的句法表达来支持迁移学习。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在成分解析树的级

别上执行迁移学习。

[0148] 许多当前可用的通用资源(诸如DBPEdia、Freebase和Yago)辅助与实体相关的搜

索，但不足以使用实体及其多个参数相关来过滤出关注特定活动的不相关答案。垂直本体

集合，诸如针对艺术家的last.fm，也有助于在垂直领域中进行基于实体的搜索；但是，它们

的词库树很浅，并且它们用于识别不相关答案的可用性是有限的。

[0149]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提出了自动化词库构建机制，该机制基于给定垂直知识领域

的初始主要实体(种子)集合。然后，通过挖掘web文档来自动扩展该种子，这些web文档包括

当前词库节点的含义。通过作为对这些文档之间的共性进行归纳学习的结果的实体来进一

步扩展该节点。这些共性是使用句法概括操作而提取的，句法概括操作找到针对当前词库

节点所获得的文档集合的句法解析树的公共部分。句法概括已经在商业上进行了广泛评

估，以改善文本相关性(Galitsky等人，2010年；Galitsky等人，2011年)，在本研究中，我们

还将它应用到用于词库的自动化构建的迁移学习设置中。

[0150] 从“解析到语义级别”继续处理是达到自然语言理解的重要任务，并且在诸如信息

提取和问题回答之类的任务中具有直接应用(Allen1987年、Ravichandran和Hovy  2002年、

Dzikovska  2005年，Wang等人2009年)。在过去的十年中，计算语言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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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构造语法和知识库到使用在大型的带注释的或不带注释的自然语言语料库上训练的

统计学习方法来部分地或完全地自动化这一处理。但是，在本文中，我们不使用此类语料

库，而是将网络搜索结果用于常见查询，因为在特定领域知识(诸如税务)方面，它们的准确

性更高，并且与学术化的语言资源相比，它们是更新的。

[0151] 商业搜索引擎社区已经很好地理解了语义支持的搜索引擎对提高搜索相关性的

价值(Heddon  2008年)。一旦有正确覆盖垂直领域中所有重要实体的“理想”的词库可用，它

就可以直接应用于过滤掉不相关的答案。该领域的最新技术是如何将现实世界的词库应用

于搜索相关性改进，其中这种词库是从web自动编译的，因此是远非理想的。很明显，轻量级

的基于关键字的方法无法充分解决该问题。在本文中，我们通过将web挖掘作为训练集的来

源，并将句法概括作为学习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

[0152] 值得注意挖掘本体与挖掘词库之间的关系。本体学习可以分为多个子步骤，诸如：

[0153] ·词法实体提取(lexical  entity  extraction)和概念提取(concept 

extraction)；

[0154] ·词库提取，这对于搜索至关重要并且是本研究的主题；

[0155] ·非分类表达提取(non‑taxonomic  expression  extraction)，其中所发现的非

分类关系由知识工程师标记，并成为本体的一部分。当在文本数据中检测到“公司”和“产

品”概念之间的多种关系并产生多种解释时，所提出的方法自动形成多条树路径：公司可能

不仅生产产品，而且还销售、消费、广告和推广该产品。

[0156] 当前的基于迁移学习的方法可以定位在文本中寻求未命名关系(seeking 

unnamed  relations  in  text)的任务中，其中使用对句子结构关注有限的共现(co‑

occurrence)分析，并且经由频率测量来过滤结果。我们通过系统地学习整个句子结构并针

对关系挖掘解析树来改进该方法，而不是使用词袋模型。

[0157] 通过词库提高代理相关性

[0158] 为了回答基于自然语言或基于关键字的问题，“理解”该问题是关于什么的是有益

的。从本章的意义上讲，这种“理解”是对关键字的优先对待。我们使用关键字集合及其元素

之间的关系的以下定义is‑about(set‑of‑keywords，keyword)。

[0159] 对于具有关键字{a  b  c}的查询，如果查询{a  b}和{b  c}是相关的或略微相关的

并且{a  c}是不相关的，那么我们理解该查询是关于b的。我们对查询理解的定义非常狭窄，

它是说出查询中哪些关键字(诸如，上例中的b)为必要的能力，这种方式使得如果没有这些

关键字则其它查询词就变得毫无意义；不包含b的答案与包括b的查询是不相关的。

[0160] 例如，在关键字{computer,vision,technology}的集合中，{computer，vision}，

{vision，technology}是相关的，并且{computer，technology}是不相关的；因此，该查询是

关于{vision}的。注意的是，如果关键字集合构成名词短语或动词短语，那么它不必然表示

头部或动词就是该有序集合所关于的关键字。另外，注意的是，当单词形成实体时，我们可

以将它们分组为短语：

[0161] is‑about({vision,bill,gates}, )；而，

[0162] is‑about({vision,bill‑gates,in‑computing},{bill‑gates})。

[0163] 如果关键字集合出现在is‑about的右侧，那么我们将其称为必要的。

[0164] 为了正确地形式化后面的观察，我们将“is‑about”关系概括为关键字集合与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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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之间的关系。对于查询{a  b  c  d}，如果b是必要的(is‑about({a  b  c  d}，{b})，那么当b

在查询中使得{a  b  c}，{b  c  d}、{b  c}相关，甚至{a  b}、{b  d}(略微)相关时，c也可能是必

要的。但是，{a  d}不是(is‑about({a  b  c  d}，{b，c})。

[0165] 需要词库来支持查询理解。基于经由is‑about关系对查询理解的上述表示，词库

促进关于查询和答案之间的特定匹配是否相关的评估。因此，对于查询q＝{a  b  c  d}和两

个答案(片段){b  c  d...e  f  g}和{a  c  d...e  f  g}，前者是相关的，并且后者是不相关的。

本文意义上的词库可以看作是相互连接的is‑about关系集合的树编码。

[0166] 在(Galitsky  2003年)中探索了表达查询的含义的关键字集合和逻辑形式的逻辑

属性。有一种系统性方法可以经由默认推理来处理关键字的相对重要性(Galitsky  2005

年)；关键字组合的多种含义经由默认逻辑的操作语义来表示。

[0167] 与常规的基于TF*IDF的搜索相比，使用词库实现相关性是基于完全不同的机制。

在常规的基于TF*IDF的搜索中，词语的重要性基于出现的频率。对于NL查询(不是布尔查

询)，如果其余词语给出了可接受的相关性分数，那么可以在搜索结果中省略任何词语。在

布尔查询的情况下，该论断对于其每个连接成员都是正确的。在基于词库的搜索中，我们知

道答案中应该出现哪些词语，以及答案中必须出现哪些词语；否则，搜索结果将变得不相

关。

[0168] 基于词库的答案选择

[0169] 为了使用词库过滤掉不相关的答案，我们搜索就来自给定问题的实体数量而言最

接近该给定问题的词库路径(如果可能，向下到叶子节点)。然后，该路径和叶子节点最准确

地指定该问题的含义，并限制在答案中必须出现的实体和应该出现的实体，以将其视为相

关。如果来自问题中的第n个节点实体出现在答案中，那么所有k<n个实体也应出现在答案

中。

[0170] 对于支持词库的搜索，我们使用两个条件：

[0171] ·可接受性条件。它核实查询中存在于词库路径中的所有基本单词也在答案中。

[0172] ·最大相关性条件。它从查询中找到词库路径中存在并且在答案中的单词。然后，

它基于找到的基本关键字和其它关键字的数量来计算分数。

[0173] 对于大多数搜索应用而言，可接受性条件比最大相关性条件更容易应用：如果答

案ai∈A包括如在词库路径Tp∈T中找到的问题Q中的所有必要关键字(根据is_about)，那么

答案ai∈A是可接受的。对于涵盖问题q的任何词库路径Tp(它们的关键字的交集不为空)，这

些交集关键字必须在可接受的答案ai中。

[0174]

[0175] 对于最佳答案(最准确)，我们有

[0176]

[0177] 基于词库的相关性分数可以被定义为cardinality(ai∩(Tp∩q)的值，其是针对覆

盖q的所有Tp进行计算的。然后，最佳答案Score(abest)＝max{ai}Tp(cardinality(ai∩(Tp
∩q))在所有答案A的分数中找到。基于词库的分数可以与其它分数组合，诸如TF*IDF、时

间/衰减参数、位置距离、定价、语言相似性以及用于结果排名的其它分数，具体取决于搜索

引擎架构，在我们的评估中，我们将该分数与语言学相似性分数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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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8] 对于句子(关键字集合)s和词库路径Tp，s∩Tp是找到作为词库T中路径Tp的标签的

关键字集合的操作。一般而言，存在覆盖给定问题q的多个词库路径，并且s∩Tp的每个结果

都必须与问题相交。具有覆盖给定查询q的多个路径意味着该查询在该领域中具有多个含

义；对于每个这样的含义，单独的可接受的答案的集合是预期的。

[0179] 因此，读者可以看到词库被设计为支持计算is_about关系。给定查询q和词库T，我

们以is_about(q,Tp∩q)的方式找到路径Tp。

[0180] 让我们考虑以下查询的词库示例：‘How  can  tax  deduction  be  decreased  by 

ignoring  office  expenses’，q＝{how,can ,tax,deduct(ion) ,decreas(ed)‑by ,ignor

(ing) ,office,expense}并且A＝{

[0181] a1＝{deduct,tax,business ,expense,while,decreas(ing) ,holiday,travel,

away,from,office},

[0182] a2＝{pay,decreas(ed) ,sales‑tax,return,trip,from,office,to,holiday,no,

deduct(ion)},

[0183] a3＝{when ,file ,tax ,return ,deduct,decrease‑by ,not,calculate ,office ,

expense,and,employee,expense}}。

[0184] 在我们的示例中，我们将不考虑令牌化和单词形式标准化问题，为了方便起见，我

们将以括号来显示结尾。注意的是，就关键字重叠而言，a1、a2和a3看起来都是良好的答案。

[0185] 对于q，我们得到该查询被Tp＝{<tax>‑<deduct>‑<decrease‑by>‑<office‑

expense>}覆盖。让我们计算每个答案的词库分数：

[0186] score(a1)＝cardinality(a1∩(Tp∩q))＝cardinality({tax,deduct})＝2；

[0187] score(a2)＝cardinality({tax,deduct,sales_tax})＝3；

[0188] socre(a3)＝cardinality({tax,deduct,decrease‑by,office‑expense})＝3；

[0189] 注意的是，该答案是唯一通过可接受性标准的答案。

[0190] 我们的下一个示例涉及消除歧义的问题。对于问题：

[0191] q＝"When  can  I  file  an  extension  for  the  time  for  my  tax  return？"

[0192] 让我们想象两个答案：

[0193] a1＝"You  must  file  form  1234to  request  a  4month  extension  of  time  to 

file  your  tax  return"

[0194] a2＝"You  must  download  a  file  with  the  extension'pdf',complete  it,and 

print  it  to  do  your  taxes"。

[0195] 图9描绘了根据本公开的一方面的词库的快照的示例。例如，图9描绘了各种关系，

诸如“tax”和“deduct”之间的关系。我们预期最接近的词库路径为：

[0196] Tp＝{<tax>‑<file>‑<return>‑<extension‑of‑time>}

[0197] 这里，tax是主要实体，我们预期file和return在种子中，并且extension‑of‑time

将是学得的实体；因此，a1将与词库匹配并且是可接受的答案，而a2不是。表示词库的另一

种方法不是将其强制为树(最小一般化)，而是每个标签仅允许单个节点。

[0198] 基于词库的相关性核实处理

[0199] 示例处理接收查询q、运行搜索(在本算法外部)、获得候选答案集合a并根据我们

在上一节中介绍的定义找到最佳的可接受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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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0] 输入：查询q

[0201] 输出：最好的答案abest
[0202] 1)对于查询q，通过可用的手段(使用关键字、使用内部索引或使用搜索引擎API的

外部索引)获得候选答案集合A；

[0203] 2)在词库Tp中找到覆盖q中最多词语的路径，以及覆盖q的其它路径，以形成集合P

＝{Tp}。

[0204] 除非找到可接受的答案，否则：

[0205] 3)计算集合Tp∩q。

[0206] 对于每个答案ai∈A

[0207] 4)计算ai∩(Tp∩q))并应用可接受性标准。

[0208] 5)计算每个ai的分数。

[0209] 6)计算最佳答案abest和可接受的答案的集合Aa。

[0210] 如果没有找到可接受的答案，那么对于来自P的下一个路径返回到2。

[0211] 7)返回abest和可接受的答案集合Aa(如果可用)。

[0212] 词库构造作为学习和web挖掘的处理

[0213] 我们对于在web上自动化学习词库的主要假设是，给定实体集合的搜索结果之间

的共同表达为我们提供了这些实体的参数。一旦给出了种子词库实体集合，词库的形成就

遵循无监督的学习风格。这种方法可以看作是人类发展的过程，其中婴儿探索新的环境并

形成新的规则。最初的规则集合是通过遗传方式设置的，并且学习处理会将这些规则调整

为特定的习惯环境，以使规则更敏感(因此允许做出更有利的决策)。随着新规则在其应用

过程中被接受或拒绝，暴露于新环境有助于形成新的特定规则。在评估新的、更复杂的规则

并接受这些新形成的规则中的某些部分之后，规则的复杂性会增加，以适应环境的附加特

殊性。

[0214] 我们在类似的学习设置中学习新实体以扩展我们的词库。词库学习处理是迭代

的：在每个新的学习步骤中，我们都会向作为当前终端的节点添加新的边。我们从种子词库

开始，它列举了给定领域的一些主要实体以及这些实体与一些能够确定领域的实体之间的

关系。例如，税领域的种子将包括以下关系：

[0215] tax–deduct  tax‑on‑income  tax‑on‑property，

[0216] 其中tax是能够确定领域的实体，并且{deduct,income,property}是该领域中的

主要实体。词库学习的目的是获取现有实体的其它参数，诸如tax–deduct。在下一次学习迭

代中，这些参数将变成实体，以使得能够学习新的参数集合，诸如sales‑tax，401k。

[0217] 每次学习迭代是基于web挖掘的。为了找到给定的叶子(当前实体)集合的参数，我

们转向web并搜索针对当前树路径形成的查询的搜索结果(片段)之间的共同表达。对于上

面的示例，我们搜索tax‑deduct、tax‑on‑income、tax‑on‑property，并提取搜索结果中共

同的单词和表达。除了介词、名词和动词短语之外，共同的单词还是单个动词、名词、形容词

甚至副词、介词短语或多词，它们在多个搜索结果中出现。第4节解释了如何提取搜索结果

之间的共同表达并形成新的当前实体(词库叶子)的集合。

[0218] 在识别这些共同的单词和多词之后，将它们作为新的实体添加到现有实体的列表

中。例如，对于路径tax–deduct，新学得的实体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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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9] tax‑deduct→decrease‑by  tax‑deduct→of‑income

[0220] tax‑deduct→property‑of  tax‑deduct→business

[0221] tax‑deduct→medical‑expense。

[0222] 这里的格式是现有实体→它的参数(将成为新的实体)；

[0223] 其中“→”这里是当前学习步骤中词库扩展的未标记边缘。

[0224] 接下来，从词库树中的路径tax‑deduct，我们获得五个新路径。下一步是在词库树

的新的叶子集合中收集每个路径的参数。在我们的示例中，我们运行五个查询并提取它们

中的每个的参数。结果将类似于以下：

[0225] tax‑deduct‑decrease‑by→sales

[0226] tax‑deduct‑decrease‑by→401‑K

[0227] tax‑deduct‑decrease‑by→medical

[0228] tax‑deduct‑of‑income→rental

[0229] tax‑deduct‑of‑income→itemized

[0230] tax‑deduct‑of‑income→mutual‑funds

[0231] 例如，在web搜索tax‑deduct‑decrease可以发现实体sales‑tax，该实体与减税的

减少相关联，通常具有的含义是“营业税(sales  tax)”。片段之间的共性表明，在计算减税

时应考虑营业税；并且不做会减少它的事情。

[0232] 因此，通过以迭代方式从web搜索结果中进行归纳学习来构建词库。我们从词库种

子节点开始，然后找到所有当前可用的图路径的web搜索结果。接下来，对于在这些搜索结

果中找到的每个共性，我们通过添加相应的叶子节点来扩展每个词库路径。换句话说，对于

每次迭代，我们发现每个当前可用实体集合的参数列表，然后将这些参数转换成用于下一

次迭代的实体。

[0233] 词库种子是手动形成的，或者可以从可用的特定于领域的资源进行编译。种子词

库应该至少包含2‑3个节点，以使词库生长处理具有有意义的开始。词库种子可以包括例如

特定知识领域的词汇表，该词汇表可轻松用于给定的垂直领域，诸如用于税务实体的投资

百科全书。

[0234] 图10描绘了根据本公开的一方面的示例搜索结果。

[0235] 词库构建算法

[0236] 我们概述了迭代算法，该算法采用具有其终端节点的词库，并尝试经由web挖掘扩

展终端节点以获取新的终端节点集合。在迭代k处，我们通过用tik1，tik2…扩展当前终端节

点ti来获取节点集合。该算法基于概括操作，该操作将两个文本作为序列<词元(单词)，词

性>，并以这种形式给出最小一般化的文本集合。我们概述迭代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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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7]

[0238] th(k,T)的默认值为2。但是，在每次迭代中将多少个节点添加到给定终端节点上，

存在经验限制。该限制是每次迭代5个节点；因此，在不同的搜索结果中，我们取词语的五个

最高出现次数。这种约束有助于维护正在被学习的词库的树形拓扑。

[0239] 给定迭代步骤的算法，我们在第一步骤中将其应用于主要实体集合，以构建整个

词库：

[0240]

[0241] 词库学习会话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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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2] 我们现在将图示上面介绍的算法。让我们想象我们有种子表达tax‑duduct。

[0243] 图11描绘了根据本公开的一方面的词库学习。

[0244] 图12描绘了根据本公开的一方面的词库学习。

[0245] 我们将执行以下四个步骤：

[0246] 1)获得当前可用的表达的搜索结果。

[0247] 2)基于它们的语言出现，来选择属性。出现次数应高于特定阈值(并高于2)。

[0248] 3)查找共同属性(搜索结果之间的共性，以深灰色突出显示，诸如“overlook”)。

[0249] 4)通过添加新获取的属性来扩展词库路径

[0250] 现在，学习步骤如下：

[0251] 1)获得“tax  deduct  overlook”的搜索结果；

[0252] 2)选择属性(当前词库路径中的实体的修饰符)

[0253] 3)找到共有的表达，诸如本例中的“PRP‑mortgage”

[0254] 4)通过添加新获取的属性来扩展词库路径

[0255] Tax‑deduct‑overlook‑mortgage,

[0256] Tax‑deduct‑overlook‑no_itemize。

[0257] 图13描绘了根据本公开的一方面的词库学习。

[0258] 在构建完整的词库后，我们现在可以将其应用于过滤出无法恰当地覆盖词库路径

的搜索结果。对于查询“can  I  deduct  tax  on  mortgage  escrow  account”，我们获得以下

命中，其中两个是不相关的(以椭圆框显示)，因为它们不包含词库节点{deduct ,tax ,

mortgage,escrow_account)。注意的是，最接近查询的词库路径是tax–deduct–overlook‑

mortgage‑escrow_account。

[0259] 词库快照

[0260] Sell_hobby＝>[[deductions ,collection] ,[making ,collection] ,[sales ,

business,collection],[collectibles,collection],[loss,hobby,collection],[item,

collection] ,[selling ,business ,collection] ,[pay ,collection] ,[stamp ,

collection] ,[deduction ,collection] ,[car ,collection] ,[sell ,business ,

collection],[loss,collection]]

[0261] Benefit＝>[[office ,child ,parent] ,[credit ,child ,parent] ,[credits ,

child ,parent] ,[support ,child ,parent] ,[making ,child ,parent] ,[income ,child ,

parent],[resides,child,parent],[taxpayer,child,parent],[passed,child,parent],

[claiming ,child ,parent],[exclusion,child ,parent],[surviving ,benefits,child ,

parent],[reporting,child,parent],

[0262] hardship＝>[[apply,undue],[taxpayer,undue],[irs,undue],[help,undue],

[deductions ,undue] ,[credits ,undue] ,[cause ,undue] ,[means ,required ,undue] ,

[court,undue]。

[0263] 税务主题实体的三个路径集合是sell  hobby,benefit,hardship

[0264] 对于每个实体，给定关键字序列，读者可以在税务领域的上下文中重构含义。该快

照图示了基于词库的搜索相关性改善的想法：一旦建立了特定含义(模型中的内容、词库路

径)，我们就可以找到相关的答案。表达的头部出现在它产生的每条路径中(例如，{sell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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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bby–deductions‑collection},{sell_hobby–making–collection})。

[0265] 图14绘出了用于实现方面之一的分布式系统1400的简化图。在所示方面中，分布

式系统1400包括一个或多个客户端计算设备1402、1404、1406和1408，其被配置为通过一个

或多个网络1410执行和操作客户端应用，诸如web浏览器、专有客户端(例如，Oracle 

Forms)等。服务器1412可以经由网络1410与远程客户端计算设备1402、1404、1406和1408通

信地耦合。

[0266] 在各种方面中，服务器812可以适于运行由系统的一个或多个部件提供的一个或

多个服务或软件应用。服务或软件应用可以包括非虚拟环境和虚拟环境。虚拟环境可以包

括用于虚拟事件、展览、模拟器、教室、购物交易场所和企业的环境，无论是二维或者三维

(3D)表示形式、基于页面的逻辑环境还是其他形式。在一些方面中，这些服务可以作为基于

web的服务或云服务被提供，或者在软件即服务(SaaS)模型下被提供给客户端计算设备

1402、1404、1406和/或1408的用户。操作客户端计算设备1402、1404、1406和/或1408的用户

又可以利用一个或多个客户端应用来与服务器1412交互以利用由这些部件提供的服务。

[0267] 在图中绘出的配置中，分布式系统1400的软件部件1418、1420和1422被示出为在

服务器812上实现。在其它方面中，分布式系统1400的一个或多个部件和/或由这些部件提

供的服务也可以由客户端计算设备1402、1404、1406和/或1408中的一个或多个来实现。然

后，操作客户端计算设备的用户可以利用一个或多个客户端应用来使用由这些部件提供的

服务。这些部件可以用硬件、固件、软件或其组合来实现。应该认识到的是，各种不同的系统

配置是可能的，其可能与分布式系统1400不同。图中所示的方面因此是用于实现方面系统

的分布式系统的一个示例，而不是要进行限制。

[0268] 客户端计算设备1402、1404、1406和/或1408可以是便携式手持设备(例如，

蜂窝电话、 计算平板电脑、个人数字助理(PDA))或可穿戴设备(例

如，Google 头戴式显示器)，运行诸如Microsoft  Windows 和/或各种移

动操作系统(诸如iOS、Windows  Phone、Android、BlackBerry  10、Palm  OS等)的软件，并且

启用互联网、电子邮件、短消息服务(SMS)、 或其它通信协议。客户端计算

设备可以是通用个人计算机，作为示例，包括运行各种版本的Microsoft

Apple 和/或Linux操作系统的个人计算机和/或膝上型计算机。客户端计算

设备可以是运行任何各种可商业获得的 或类UNIX操作系统(包括但不限于各种

GNU/Linux操作系统，诸如例如Google  Chrome  OS)的工作站计算机。替代地或附加地，客户

端计算设备1402、1404、1406和1408可以是能够通过(一个或多个)网络1410通信的任何其

它电子设备，诸如瘦客户端计算机、启用互联网的游戏系统(例如，具有或不具有

手势输入设备的微软Xbox游戏控制台)和/或个人消息传送设备。

[0269] 虽然示例性分布式系统1400被示出为具有四个客户端计算设备，但是可以支持任

何数量的客户端计算设备。其它设备(诸如具有传感器的设备等)可以与服务器1412交互。

[0270] 分布式系统1400中的(一个或多个)网络1410可以是本领域技术人员熟悉的、可以

利用任何各种可商业获得的协议支持数据通信的任何类型的网络，其中协议包括但不限于

TCP/IP(传输控制协议/网际协议)、SNA(系统网络体系架构)、IPX(互联网报文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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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Talk，等等。仅仅作为示例，(一个或多个)网络1410可以是局域网(LAN)，诸如基于以

太网、令牌环等的LAN。(一个或多个)网络1410可以是广域网和互联网。它可以包括虚拟网

络，包括但不限于虚拟专用网(VPN)、内联网、外联网、公共交换电话网(PSTN)、红外网络、无

线网络(例如，依据电子电气学会(IEEE)802.14协议套件、 和/或任何其它无

线协议当中任意一种操作的网络)；和/或这些和/或其它网络的任意组合。

[0271] 服务器1412可以由一个或多个通用计算机、专用服务器计算机(作为示例，包括PC

(个人计算机)服务器、 服务器、中档服务器、大型计算机、机架安装的服务器等)、

服务器场、服务器集群或任何其它适当的布置和/或组合组成。服务器1412可以包括运行虚

拟操作系统或涉及虚拟化的其他计算架构的一个或多个虚拟机。可以虚拟化一个或多个逻

辑存储设备的灵活的池，以维护服务器的虚拟存储设备。服务器1412可以使用软件定义的

网络来控制虚拟网络。在各种方面中，服务器1412可以适于运行在前述公开中所描述的一

个或多个服务或软件应用。例如，服务器1412可以与用于执行以上根据本公开的方面描述

的处理的服务器对应。

[0272] 服务器1412可以运行包括以上讨论的操作系统当中任意一种的操作系统，以及任

何可商业获得的服务器操作系统。服务器1412还可以运行任何各种附加的服务器应用和/

或中间层应用，包括HTTP(超文本传输协议)服务器、FTP(文件传输协议)服务器、CGI(公共

网关接口)服务器、 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等等。示例性数据库服务器包括但不

限于从Oracle、Microsoft、Sybase、IBM(国际商业机器)等可商业获得的那些数据库服务

器。

[0273] 在一些实现中，服务器1412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应用，以分析和整合从客户端计

算设备802、804、806和808的用户接收到的数据馈送和/或事件更新。作为示例，数据馈送

和/或事件更新可以包括，但不限于， 馈送、 更新或者从一个或

多个第三方信息源接收到的实时更新和连续数据流，其可以包括与传感器数据应用、金融

报价机、网络性能测量工具(例如，网络监视和流量管理应用)、点击流分析工具、汽车交通

监视等相关的实时事件。服务器1412还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应用，以经由客户端计算设备

1402、1404、1406和1408的一个或多个显示设备显示数据馈送和/或实时事件。

[0274] 分布式系统1400还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数据库1414和1416。数据库1414和1416可

以驻留在各种位置中。作为示例，数据库1414和1416中的一个或多个可以驻留在服务器

1412本地的(和/或驻留在服务器1412中的)非瞬态存储介质上。替代地，数据库1414和1416

可以远离服务器1412，并且经由基于网络的连接或专用的连接与服务器1412通信。在一组

方面中，数据库1414和1416可以驻留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悉的存储区域网络(SAN)中。类似

地，用于执行服务器1412所具有的功能的任何必要的文件都可以适当地本地存储在服务器

1412上和/或远程存储。在一组方面中，数据库1414和1416可以包括适于响应于SQL格式的

命令而存储、更新和检索数据的关系数据库，诸如由Oracle提供的数据库。

[0275] 图15是根据本公开的方面的系统环境1500的一个或多个部件的简化框图，通过该

系统环境1500，由方面系统的一个或多个部件提供的服务可以作为云服务提供。在所示方

面中，系统环境1500包括可以由用户使用以与提供云服务的云基础设施系统1502交互的一

个或多个客户端计算设备1504、1506和1508。客户端计算设备可以被配置为操作客户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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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诸如web浏览器、专有客户端应用(例如，Oracle  Forms)或某种其它应用，这些应用可以

由客户端计算设备的用户用来与云基础设施系统1502交互以使用由云基础设施系统1502

提供的服务。

[0276] 应该认识到的是，图中描绘的云基础设施系统1502可以具有除了所描绘的那些之

外的其它部件。另外，图中所示的方面仅是可以结合本公开的方面的云基础设施系统的一

个示例。在一些其它方面中，云基础设施系统1502可以具有比图中所示更多或更少的部件、

可以组合两个或更多个部件、或者可以具有不同的部件配置或布置。

[0277] 客户端计算设备1504、1506和1508可以是与上面针对1402、1404、1406和1408所描

述的设备类似的设备。

[0278] 虽然示例性系统环境1500被示出具有三个客户端计算设备，但是任何数量的客户

端计算设备可以被支持。诸如具有传感器的设备等的其它设备可以与云基础设施系统1502

交互。

[0279] (一个或多个)网络1510可以促进客户端1504、1506和1508与云基础设施系统1502

之间的数据通信和交换。每个网络可以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悉的可以使用各种商业上可

获得的协议(包括上面针对(一个或多个)网络2810所描述的那些协议)中的任何一种支持

数据通信的任何类型的网络。

[0280] 云基础设施系统1502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计算机和/或服务器，其可以包括上面

针对服务器1415所描述的那些计算机和/或服务器。

[0281] 在某些方面中，由云基础设施系统提供的服务可以包括按需对云基础设施系统的

用户可用的许多服务，诸如在线数据存储和备份解决方案、基于Web的电子邮件服务、被托

管的办公室(office)套件和文档协作服务、数据库处理、受管理的技术支持服务等。由云基

础设施系统提供的服务可以动态扩展以满足云基础设施系统的用户的需要。由云基础设施

系统提供的服务的具体实例化在本文中被称为“服务实例”。一般而言，从云服务提供商的

系统经由通信网络(诸如互联网)对用户可用的任何服务被称为“云服务”。通常，在公共云

环境中，构成云服务提供商的系统的服务器和系统与客户自己的本地服务器和系统不同。

例如，云服务提供商的系统可以托管应用，并且用户可以经由诸如互联网的通信网络按需

订购和使用应用。

[0282] 在一些示例中，计算机网络云基础设施中的服务可以包括对存储装置、被托管的

数据库、被托管的Web服务器、软件应用或由云供应商向用户提供的其它服务的受保护的计

算机网络访问，或者如本领域中另外已知的那样。例如，服务可以包括通过互联网对云上的

远程存储装置进行密码保护的访问。作为另一个示例，服务可以包括基于Web服务的被托管

的关系数据库和脚本语言中间件引擎，以供联网的开发人员私有使用。作为另一个示例，服

务可以包括对在云供应商的网站上托管的电子邮件软件应用的访问。

[0283] 在某些方面中，云基础设施系统1502可以包括以自助服务、基于订阅、弹性可扩

展、可靠、高度可用和安全的方式递送给客户的应用、中间件和数据库服务产品的套件。这

种云基础设施系统的示例是由本受让人提供的Oracle公共云。

[0284] 大量数据(有时称为大数据)可以由基础设施系统在许多级别和不同规模上托管

和/或操纵。这样的数据可能包含庞大而复杂的数据集，以致于很难使用典型的数据库管理

工具或传统的数据处理应用进行处理。例如，使用个人计算机或其基于机架的对应物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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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存储、检索和处理兆兆字节级的数据。使用最新的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以及桌面统计

数据和可视化程序包，可能难以处理这种大小的数据。他们可能需要运行数千台服务器计

算机的超出常用软件工具的结构的大规模并行处理软件，才能在可容忍的经过时间内捕

获、整理、管理和处理数据。

[0285] 分析人员和研究人员可以存储和操纵非常大的数据集，以可视化大量数据，检测

趋势和/或以其他方式与数据进行交互。并行链接的数十个、数百个或数千个处理器可以对

此类数据进行操作，以呈现该数据或模拟对该数据或其表示的外力。这些数据集可能涉及

结构化数据(例如，在数据库中组织的数据或根据结构化模型进行组织的数据)和/或非结

构化数据(例如，电子邮件、图像、数据块(二进制大对象)、网页、复杂事件处理)。通过利用

一个方面的能力来相对快速地将更多(或更少)计算资源集中在一个目标上，可以根据企

业、政府机构、研究组织、私人、志趣相投的个人或组织或其他实体的需求，更好地利用云基

础架构系统来对大型数据集执行任务。

[0286] 在各种方面中，云基础设施系统1502可以适于自动供应、管理和跟踪客户对由云

基础设施系统1502供给的服务的订阅。云基础设施系统1502可以经由不同的部署模型来提

供云服务。例如，可以依据公共云模型提供服务，其中云基础设施系统1502被销售云服务的

组织拥有(例如，被Oracle拥有)，并且服务对一般公众或不同行业的企业可用。作为另一个

示例，可以依据私有云模型来提供服务，其中云基础设施系统1502仅针对单个组织操作，并

且可以为该组织内的一个或多个实体提供服务。还可以依据社区云模型来提供云服务，其

中云基础设施系统1502和由云基础设施系统1502提供的服务由相关社区中的若干组织共

享。云服务还可以依据混合云模型被提供，该混合云模型是两个或更多个不同模型的组合。

[0287] 在一些方面中，由云基础设施系统1502提供的服务可以包括在软件即服务(SaaS)

类别、平台即服务(PaaS)类别、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类别或包括混合服务的其它服务类

别下提供的一个或多个服务。客户经由订阅订单可以订购由云基础设施系统1502提供的一

个或多个服务。云基础设施系统1502然后执行处理以提供客户的订阅订单中的服务。

[0288] 在一些方面中，由云基础设施系统1502提供的服务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应用服务、

平台服务和基础设施服务。在一些示例中，应用服务可以由云基础设施系统经由SaaS平台

提供。SaaS平台可以被配置为提供落入SaaS类别的云服务。例如，SaaS平台可以提供在集成

开发和部署平台上构建和递送按需应用套件的能力。SaaS平台可以管理和控制用于提供

SaaS服务的底层软件和基础设施。通过利用由SaaS平台提供的服务，客户可以利用在云基

础设施系统上执行的应用。客户可以获取应用服务，而无需客户购买单独的许可和支持。可

以提供各种不同的SaaS服务。示例包括但不限于为大型组织提供销售绩效管理、企业集成

和业务灵活性的解决方案的服务。

[0289] 在一些方面中，平台服务可以由云基础设施系统经由PaaS平台提供。PaaS平台可

以被配置为提供落入PaaS类别的云服务。平台服务的示例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使组织(诸如

Oracle)能够在共享的公共体系架构上整合现有应用以及充分利用平台提供的共享服务来

构建新应用的能力的服务。PaaS平台可以管理和控制用于提供PaaS服务的底层软件和基础

设施。客户可以获取由云基础架构系统提供的PaaS服务，而无需客户购买单独的许可和支

持。平台服务的示例包括但不限于Oracle  Java云服务(JCS)、Oracle数据库云服务(DBC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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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0] 通过利用由PaaS平台提供的服务，客户可以采用由云基础设施系统支持的编程语

言和工具，并且还控制所部署的服务。在一些方面中，由云基础设施系统提供的平台服务可

以包括数据库云服务、中间件云服务(例如，Oracle融合中间件服务)和Java云服务。在一个

方面中，数据库云服务可以支持共享服务部署模型，该模型使得组织能够汇集数据库资源

并且以数据库云的形式向客户供应数据库即服务。在云基础设施系统中，中间件云服务可

以为客户提供开发和部署各种业务应用的平台，并且Java云服务可以为客户提供部署Java

应用的平台。

[0291] 各种不同的基础设施服务可以由云基础设施系统中的IaaS平台提供。基础设施服

务促进底层计算资源(诸如存储装置、网络和其它基础计算资源)的管理和控制，以供客户

利用由SaaS平台和PaaS平台提供的服务。

[0292] 在某些方面中，云基础设施系统1502还可以包括基础设施资源1530，用于向云基

础设施系统的客户提供用于提供各种服务的资源。在一个方面中，基础设施资源1530可以

包括预先集成和优化的硬件(诸如服务器、存储装置和联网资源)的组合，以执行由PaaS平

台和SaaS平台提供的服务。

[0293] 在一些方面中，云基础设施系统1502中的资源可以由多个用户共享并且根据需要

动态重新分配。此外，可以将资源分配给在不同时区的用户。例如，云基础设施系统1530可

以使在第一时区中的第一组用户能够在指定的小时数内利用云基础设施系统的资源，并且

然后使相同资源能够被重新分配给位于不同时区的另一组用户，从而使资源的利用率最大

化。

[0294] 在某些方面中，可以提供由云基础设施系统1502的不同部件或模块以及由云基础

设施系统1502提供的服务共享的多个内部共享服务1532。这些内部共享服务可以包括但不

限于：安全和身份服务、集成服务、企业储存库服务、企业管理器服务、病毒扫描和白名单服

务、高可用性、备份和恢复服务、启用云支持的服务、电子邮件服务、通知服务、文件传输服

务等。

[0295] 在某些方面中，云基础设施系统1502可以提供云基础设施系统中的云服务(例如，

SaaS、PaaS和IaaS服务)的综合管理。在一个方面中，云管理功能可以包括用于供应、管理和

跟踪由云基础设施系统1502接收到的客户订阅等的能力。

[0296] 在一个方面中，如图中所绘出的，云管理功能可以由一个或多个模块提供，诸如订

单管理模块1520、订单编排模块1522、订单供应模块1524、订单管理和监视模块1526，以及

身份管理模块1528。这些模块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计算机和/或服务器或者使用一个或多

个计算机和/或服务器来提供，这些计算机和/或服务器可以是通用计算机、专用服务器计

算机、服务器场、服务器集群或任何其它适当的布置和/或组合。

[0297] 在示例性操作1534中，使用客户端设备(诸如客户端设备1504、1506或1508)的客

户可以通过请求由云基础设施系统1502提供的一个或多个服务并且下订阅由云基础设施

系统1502供应的一个或多个服务来的订单来与云基础设施系统1502交互。在某些方面中，

客户可以访问云用户界面(UI)(云UI  1515、云UI  1514和/或云UI1516)并经由这些UI下订

阅订单。云基础设施系统1502响应于客户下订单而接收到的订单信息可以包括识别客户以

及客户想要订阅的云基础设施系统1502供应的一个或多个服务的信息。

[0298] 在客户下订单之后，经由云UI  1515、1514和/或1516接收订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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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9] 在操作1536处，订单存储在订单数据库1518中。订单数据库1518可以是由云基础

设施系统1502操作和与其它系统元件一起操作的若干数据库之一。

[0300] 在操作1538处，订单信息被转发到订单管理模块1520。在一些情况下，订单管理模

块1520可以被配置为执行与订单相关的计费和记账功能，诸如验证订单、以及在验证后预

订订单。

[0301] 在操作1540处，将关于订单的信息传送到订单编排模块1522。订单编排模块1522

可以利用订单信息为客户下的订单编排服务和资源的供应。在一些情况下，订单编排模块

1522可以使用订单供应模块1524的服务来编排资源的供应以支持所订阅的服务。

[0302] 在某些方面中，订单编排模块1522使得能够管理与每个订单相关联的业务过程并

应用业务逻辑来确定订单是否应该进行到供应。在操作1542处，在接收到新订阅的订单时，

订单编排模块1522向订单供应模块1524发送分配资源并配置履行订阅订单所需的那些资

源的请求。订单供应模块1524使得能够为客户订购的服务分配资源。订单供应模块1524提

供在由云基础设施系统1500提供的云服务和用于供应用于提供所请求的服务的资源的物

理实现层之间的抽象层。因此，订单编排模块1522可以与实现细节(诸如服务和资源是否实

际上即时供应或预先供应并仅在请求后才分配/指派)隔离。

[0303] 在操作1544处，一旦供应了服务和资源，就可以通过云基础设施系统1502的订单

供应模块1524向客户端设备1504、1506和/或1508上的客户发送所提供的服务的通知。

[0304] 在操作1546处，订单管理和监视模块1526可以管理和跟踪客户的订阅订单。在一

些情况下，订单管理和监视模块1526可以被配置为收集订阅订单中的服务的使用统计信

息，诸如，所使用的存储量、传输的数据量、用户的数量，以及系统运行时间量和系统停机时

间量。

[0305] 在某些方面中，云基础设施系统1500可以包括身份管理模块1528。身份管理模块

1528可以被配置为提供身份服务，诸如云基础设施系统1500中的访问管理和授权服务。在

一些方面中，身份管理模块1528可以控制关于希望利用由云基础设施系统1502提供的服务

的客户的信息。这样的信息可以包括认证这些客户的身份的信息以及描述这些客户被授权

相对于各种系统资源(例如，文件、目录、应用、通信端口、存储器段等)执行哪些动作的信

息。身份管理模块1528还可以包括对关于每个客户的描述性信息以及关于如何和由谁来访

问和修改这些描述性信息的管理。

[0306] 图16示出了其中可以实现本公开的各种方面的示例性计算机系统1600。系统1600

可以用于实现上述任何计算机系统。如图所示，计算机系统1600包括经由总线子系统1602

与多个外围子系统通信的处理单元1604。这些外围子系统可以包括处理加速单元1606、I/O

子系统1608、存储子系统1618和通信子系统1624。存储子系统1618包括有形计算机可读存

储介质1622和系统存储器1610。

[0307] 总线子系统1602提供用于让计算机系统1600的各种部件和子系统按意图彼此通

信的机制。虽然总线子系统1602被示意性地示出为单条总线，但是总线子系统的替代方面

可以利用多条总线。总线子系统1602可以是若干种类型的总线结构中的任何一种，包括存

储器总线或存储器控制器、外围总线、以及使用任何各种总线体系架构的局部总线。例如，

这种体系架构可以包括工业标准体系架构(ISA)总线、微通道体系架构(MCA)总线、增强型

ISA(EISA)总线、视频电子标准协会(VESA)局部总线和外围部件互连(PCI)总线，其可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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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为按IEEE  P1686.1标准制造的Mezzanine总线。

[0308] 可以被实现为一个或多个集成电路(例如，常规微处理器或微控制器)的处理单元

1604控制计算机系统1600的操作。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可以被包括在处理单元1604中。这些

处理器可以包括单核或多核处理器。在某些方面中，处理单元1604可以被实现为一个或多

个独立的处理单元1632和/或1634，其中在每个处理单元中包括单核或多核处理器。在其它

方面中，处理单元1604也可以被实现为通过将两个双核处理器集成到单个芯片中形成的四

核处理单元。

[0309] 在各种方面中，处理单元1604可以响应于程序代码执行各种程序并且可以维护多

个并发执行的程序或进程。在任何给定的时间，要被执行的程序代码中的一些或全部代码

可以驻留在(一个或多个)处理器1604中和/或存储子系统1618中。通过适当的编程，(一个

或多个)处理器1604可以提供上述各种功能。计算机系统1600可以附加地包括处理加速单

元1606，其可以包括数字信号处理器(DSP)、专用处理器，等等。

[0310] I/O子系统1608可以包括用户接口输入设备和用户接口输出设备。用户接口输入

设备可以包括键盘、诸如鼠标或轨迹球的定点设备、结合到显示器中的触摸板或触摸屏、滚

动轮、点击轮、拨盘、按钮、开关、键盘、具有语音命令识别系统的音频输入设备、麦克风以及

其它类型的输入设备。用户接口输入设备可以包括，例如，运动感测和/或手势识别设备，诸

如的Microsoft 运动传感器，其使得用户能够使用手势和语音命令通过自然用

户接口来控制诸如的Microsoft 360游戏控制器的输入设备并与之交互。用户接口

输入设备也可以包括眼睛姿势识别设备，诸如从用户检测眼睛活动(例如，当拍摄照片和/

或做出菜单选择时的“眨眼”)并且将眼睛姿势转换为到输入设备(例如，Google )

中的输入的Google 眨眼检测器。此外，用户接口输入设备可以包括使用户能够通

过语音命令与语音识别系统(例如， 导航器)交互的语音识别感测设备。

[0311] 用户接口输入设备也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三维(3D)鼠标、操纵杆或指向棒、游戏面

板和绘图板，以及音频/视频设备，诸如扬声器、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便携式媒体播放器、

网络摄像头、图像扫描仪、指纹扫描仪、条形码阅读器3D扫描仪、3D打印机、激光测距仪和视

线跟踪设备。此外，用户接口输入设备可以包括，例如，医学成像输入设备，诸如计算机断层

扫描、磁共振成像、正电子发射断层摄影术、医疗超声设备。用户接口输入设备也可以包括，

例如，诸如MIDI键盘、数字乐器等的音频输入设备。

[0312] 用户接口输出设备可以包括显示子系统、指示灯，或者诸如音频输出设备的非可

视显示器，等等。显示子系统可以是阴极射线管(CRT)、诸如使用液晶显示器(LCD)或等离子

显示器的平板设备、投影设备、触摸屏，等等。一般而言，术语“输出设备”的使用意在包括用

于从计算机系统1600向用户或其它计算机输出信息的所有可能类型的设备和机制。例如，

用户接口输出设备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可视地传达文本、图形和音频/视频信息的各种显

示设备，诸如监视器、打印机、扬声器、耳机、汽车导航系统、绘图仪、语音输出设备，以及调

制解调器。

[0313] 计算机系统1600可以包括包含软件元件、被示为当前位于系统存储器1610中的存

储子系统1618。系统存储器1610可以存储可加载并且可在处理单元1604上执行的程序指

令，以及在这些程序的执行期间所产生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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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4] 取决于计算机系统1600的配置和类型，系统存储器1610可以是易失性的(诸如随

机存取存储器(RAM))和/或非易失性的(诸如只读存储器(ROM)、闪存存储器，等等)。RAM通

常包含可被处理单元1604立即访问和/或目前正被处理单元1604操作和执行的数据和/或

程序模块。在一些实现中，系统存储器1610可以包括多种不同类型的存储器，例如静态随机

存取存储器(SRAM)或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在一些实现中，诸如包含有助于在启动

期间在计算机系统1600的元件之间传送信息的基本例程的基本输入/输出系统(BIOS)，通

常可以被存储在ROM中。作为示例，但不是限制，系统存储器1610也示出了可以包括客户端

应用、web浏览器、中间层应用、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RDBMS)等的应用程序1612，程序数据

1614，以及操作系统1616。作为示例，操作系统1616可以包括各种版本的Microsoft

Apple 和/或Linux操作系统、各种可商业获得的

或类UNIX操作系统(包括但不限于各种GNU/Linux操作系统、Google 操作系统

等)和/或诸如iOS、 Phone、 OS、 10OS和

OS操作系统的移动操作系统。

[0315] 存储子系统1618也可以提供用于存储提供一些方面的功能的基本编程和数据结

构的有形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当被处理器执行时提供上述功能的软件(程序、代码模块、

指令)可以被存储在存储子系统1618中。这些软件模块或指令可以被处理单元1604执行。存

储子系统1618也可以提供用于存储根据本公开被使用的数据的储存库。

[0316] 存储子系统1618也可以包括可被进一步连接到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1622的计算

机可读存储介质读取器1620。与系统存储器1610一起并且，可选地，与其相结合，计算机可

读存储介质1622可以全面地表示用于临时和/或更持久地包含、存储、发送和检索计算机可

读信息的远程、本地、固定和/或可移除存储设备加存储介质。

[0317] 包含代码或代码的部分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1622也可以包括本领域已知或使

用的任何适当的介质，包括存储介质和通信介质，诸如但不限于，以用于信息的存储和/或

传输的任何方法或技术实现的易失性和非易失性、可移除和不可移除介质。这可以包括有

形的非暂态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诸如RAM、ROM、电可擦除可编程ROM(EEPROM)、闪存存储

器或其它存储器技术、CD‑ROM、数字多功能盘(DVD)或其它光学储存器、磁带盒、磁带、磁盘

储存器或其它磁存储设备，或者其它有形的计算机可读介质。当被指定时，这也可以包括非

有形的暂态的计算机可读介质，诸如数据信号、数据传输，或者可以被用来发送期望信息并

且可以被计算系统1618访问的任何其它介质。

[0318] 作为示例，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1622可以包括从不可移除的非易失性磁介质读取

或写到其的硬盘驱动器、从可移除的非易失性磁盘读取或写到其的磁盘驱动器、以及从可

移除的非易失性光盘(诸如CD  ROM、DVD和 盘或其它光学介质)读取或写到其的

光盘驱动器。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1622可以包括，但不限于， 驱动器、闪存卡、通用串

行总线(USB)闪存驱动器、安全数字(SD)卡、DVD盘、数字音频带，等等。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1622也可以包括基于非易失性存储器的固态驱动器(SSD)(诸如基于闪存存储器的SSD、企

业闪存驱动器、固态ROM等)、基于易失性存储器的SSD(诸如固态RAM、动态RAM、静态RAM)、基

于DRAM的SSD，磁阻RAM(MRAM)SSD，以及使用基于DRAM和闪存存储器的SSD的组合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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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D。盘驱动器及其关联的计算机可读介质可以为计算机系统1600提供计算机可读指令、数

据结构、程序模块及其它数据的非易失性存储。

[0319] 通信子系统1624提供到其它计算机系统和网络的接口。通信子系统1624用作用于

从其它系统接收数据和从计算机系统1600向其它系统发送数据的接口。例如，通信子系统

1624可以使计算机系统1600能够经由互联网连接到一个或多个设备。在一些方面中，通信

子系统1624可以包括用于访问无线语音和/或数据网络的射频(RF)收发器部件(例如，使用

蜂窝电话技术，诸如3G、4G或EDGE(用于全球演进的增强型数据速率)的先进数据网络技术，

WiFi(IEEE  802.28系列标准)，或其它移动通信技术，或其任意组合)、全球定位系统(GPS)

接收器部件和/或其它部件。在一些方面中，作为无线接口的附加或者替代，通信子系统

1624可以提供有线网络连接(例如，以太网)。

[0320] 在一些方面中，通信子系统1624也可以代表可以使用计算机系统1600的一个或多

个用户接收结构化和/或非结构化数据馈送1626、事件流1628、事件更新1616等形式的输入

通信。

[0321] 作为示例，通信子系统1624可被配置为实时地从社交媒体网络和/或其它通信服

务的用户接收非结构化数据馈送1626，诸如 馈送、 更新、诸如丰

富站点摘要(RSS)馈送的web馈送和/或来自一个或多个第三方信息源的实时更新。

[0322] 此外，通信子系统1624也可被配置为接收连续数据流形式的数据，这可以包括本

质上可以是连续的或无界的没有明确终止的实时事件的事件流1628和/或事件更新1616。

产生连续数据的应用的示例可以包括，例如，传感器数据应用、金融报价机、网络性能测量

工具(例如，网络监视和流量管理应用)、点击流分析工具、汽车流量监视，等等。

[0323] 通信子系统1624也可被配置为向一个或多个数据库输出结构化和/或非结构化数

据馈送1626、事件流1628、事件更新1616，等等，这一个或多个数据库可以与耦合到计算机

系统1600的一个或多个流式数据源计算机通信。

[0324] 计算机系统1600可以是各种类型之一，包括手持便携式设备(例如， 蜂

窝电话、 计算平板电脑、PDA)、可穿戴设备(例如，Google 头戴式显示器)、

PC、工作站、大型机、信息站、服务器机架、或任何其它数据处理系统。

[0325] 由于计算机和网络的不断变化的本质，在图中绘出的计算机系统1600的描述仅仅

要作为具体的示例。具有比图中绘出的系统更多或更少部件的许多其它配置是可能的。例

如，定制的硬件也可以被使用和/或特定的元素可以用硬件、固件、软件(包括applets)或其

组合来实现。另外，也可以采用到诸如网络输入/输出设备之类的其它计算设备的连接。基

于本文提供的公开内容和示教，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将认识到实现各种方面的其它方式

和/或方法。

[0326] 在前述的说明书中，本公开的各方面参考其具体方面进行了描述，但本领域技术

人员将认识到的是，本公开不限于此。上述公开的各个特征和方面可以被单独或联合使用。

此外，在不脱离本说明书的更广泛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方面可以在除本文所述的那些之

外的任何数目的环境和应用中被使用。相应地，本说明书和附图应当被认为是说明性而不

是限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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