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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资源的急剧增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信息。如何从

这些海量的网络信息中，抽取出全面的、准确的信息，在用户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已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搜索引擎技

术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全文检索技术作为搜索引擎技术的

核心正成为计算机科学界和信息产业界争相研究、开发的对象。 

本文针对全文检索系统中多关键词查询问题，以原始的 HTML

文档作为处理对象，分别研究了 HTML 文档有效信息的提取、文

本断句、中文分词、中文姓名的识别、倒排索引、用户检索接口。  

在中文分词方面，与当前流行的全文检索工具 Lucene 比较而

言，本文较出色的解决了中文分词问题，而且本文使用的分词模

块可以处理包含中英文混合的文档。 

在提取 HTML 文档有效信息上，本文所提出的有效信息提取方

法很好的支持了后文中文本断句的需要。 

在建立索引方面，本文使用了二级词索引和二级字索引，并提

出将词索引和字索引结合起来使用，成功的解决了中文分词带来

的一些弊端。比如因分词错误而无法搜索到结果等。 

后本文给出了详细的实验数据与分析，并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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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With the great increasing of web resources, more information 

resources have been appeared. How to extract comprehensive an 

exactly information from so vast web information, doing help for user 

when he/she solves problems,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So the technology of search engine is focused by more researchers. 

Being the core of search engine, Full-Text retrieval has been the 

popular exploring object of Computer Science area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rea.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multi-key words query,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original HTML documents, and make research in extract valid 

information of HTML documents, cut sentences of text, Chinese 

segment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Chinese names, inverted index and 

the interface of user. 

In the area of Chinese segmentation, compared with the tool of 

Full-Text retrieval--Lucene, this paper solves the Chinese 

segmentation problem .The part of Chinese segmentation which is 

used in this paper can deal with documents which contain Chinese and 

English. 

In the area of extract valid information of HTML documents, the 

algorithm which is given by this paper supports the cut sentences of 

text. 

In the area of making index, this paper uses two-level word-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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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and two-level character-based index. This paper integrates this 

two indexes together to solve some disadvantages coming with 

Chinese segmentation. For example，can’t get any information due to 

the wrong of Chinese segmentation ,etc. 

At last, this paper offer particular experiment data, analysis and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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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第一章  绪论 

1.1 简介  [5]

在我们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我们通常需要凭借计算机来查询

各种各样的信息。因而信息检索就显得十分重要。近年来,大量的

研究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开发了一些高效的检索工具(搜

索引擎),可以总结为三类: 

1、基于 Robot 的搜索引擎。这类搜索引擎也称为全文检索搜索引

擎,其主要特点是利用一个称为 Robot 的程序自动访问 Web 站

点,提取站点上的网页,并根据网页中的链接进一步提取其它网

页,或转移到其它站点上。Robot 搜集的网页被加入到搜索引擎

的索引数据库中,供用户查询使用。 

2、分类目录。分类目录与基于 Robot 的搜索引擎所不同的是,分类

目录的索引数据库是依靠专职编辑或志愿人员建立起来的,这

些编辑人员在访问了某个 Web 站点后撰写一段对该站点的描

述,并根据站点的内容和性质将其归为一个预先分好的类别,把

站点的 URL 和描述放在这个类别中,当用户查询某个关键词时,

搜索软件只在这些描述中进行搜索。 

3、元搜索引擎。元搜索引擎也叫做 Multiple Search Engine,它的特

点是本身并没有存放网页信息的索引数据库,当用户查询一个

关键词时,它把用户的查询请求转换成其它搜索引擎能够接受

的命令格式,并行地访问数个搜索引擎来查询这个关键词,并把

这些搜索引擎返回的结果经过处理后再返回给用户。严格意义

上来讲,元搜索引擎只能算是一种用户代理,而不是真正的搜索

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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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般的门户网站只提供分类目录,其全文检索搜索引擎一

般由专业的基于全文检索技术的搜索引擎服务商提供 ,比

如:Google(www.google.cn)、百度(www.baidu.com)等。而且这些搜

索引擎所采用的技术和实现情况都被视为商业机密而秘而不宣。

因此,很少有文章披露搜索引擎的详细设计和实现,这在很大程度

上制约了搜索引擎技术的继承、交流和发展。本文针对全文检索

中多关键词的查询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比如，将词索引和

字索引结合起来使用等。进一步本文实现了该系统并获得了良好

的实验效果。  

1.2 什么是全文检索系统 

全文检索是一种将文件中所有文本与检索项匹配的文字资料

检索方法。它是信息检索技术的核心。全文检索不考虑文档的具

体内容而仅仅判断是否包含被检索关键词的检索。全文检索的核

心技术有： 

1. 如何建立与维护索引数据库。 

2. 如何提供快速有效的检索机制。 

索引数据库就是将源文档中所有基本元素的出现信息以适当

的形式记录到索引库中。对于英文文档其基本元素是单个单词，

而对于中文文档基本元素可以是字或词。相应的索引数据库可分

为两种类型：字索引和词索引。字索引是基于单个汉字建立的索

引，其中保存了每个汉字在各个文档里的位置信息；建立字索引

时,需要扫描整个源文档,对所出现的每一个有效字符,计算其在文

档中的出现位置，并将该位置信息加入到对应的字表中。词索引

是基于词建立的索引，其中保存了每个词在各个文档里的位置信

息；建立索引时,首先需要引用切分词表对源文档进行词条的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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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对切分后的文档词条进行统计,记录每一个出现的词条及其出

现位置。 

功能上全文检索系统需要具有建立索引，处理查询返回结果

集，增加索引，优化索引结构等功能。结构上具有索引引擎，查

询引擎，文本分析引擎和对外接口等。 

 

1.3 全文检索系统的组成 

全文检索系统的实现过程中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1. 有效信息的提取。 

2. 索引数据库的建立。 

3. 用户查询处理。 

图 1-1 给出了全文检索系统的结构图，如下： 

 

索引数据库 全文数据索引 

有效信息提取 原始文档数据库 

用户查询 

                      图 1-1 全文检索结构图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全文检索这种情报检索技术 早出现于 20 世纪 50 年代。1959 

年,美国匹兹堡大学卫生法律中心建成的法律情报检索系统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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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第一个全文检索系统。1973 年,美国米德公司面向公众查询的收

录有大量以法律、新闻、商业经济、政府出版物等内容为主的大

型全文数据库 Lexis 的投入使用,标志着全文检索领域的诞生。21

世纪以来,英文全文检索发展得较为迅速和完善,如今已成为国外

文字型信息检索的主流。 

目前有很多全文检索产品, Lucene 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产品。

Lucene 是一个高性能、纯 Java 的全文检索引擎工具包,它不是一个

完整的搜索应用程序,而是能够为应用程序提供索引和搜索功能的

一个插件,并在其基础上可以方便地进行扩展及改进.Lucene 几乎

适合于任何需要全文检索的应用,尤其是跨平台的应用。 

 Lucene 简介 

Lucene 是 apache 软件基金会 jakarta 项目组的一个子项目，是

一个开放源代码的全文检索引擎工具包，即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全

文检索引擎，而是一个全文检索引擎的架构，提供了完整的查询

引擎和索引引擎，部分文本分析引擎---英文与德文两种西方语言。

Lucene 的目的是为软件开发人员提供一个简单易用的工具包，以

方便的在目标系统中实现全文检索的功能，或者是以此为基础建

立起完整的全文检索引擎。 

Lucene 的原作者是 Doug Cutting，他是一位资深全文索引/检索

专家，曾经是 V-Twin 搜索引擎的主要开发者，后在 Excite 担任高

级系统架构设计师，目前从事于一些 Internet 底层架构的研究。早

先发布在作者自己的主页上，后来发布在 Source Forge，2001 年年

底成为 apache 软件基金会 jakarta 的一个子项目。 

 Lucene 特点及优势 

作为一个开放源代码项目，Lucene 从问世之后，引发了开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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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社群的巨大反响，程序员们不仅使用它构建具体的全文检索

应用，而且将之集成到各种系统软件中去，以及构建 Web 应用，

甚至某些商业软件也采用了 Lucene 作为其内部全文检索子系统的

核心。apache 软件基金会的网站使用了 Lucene 作为全文检索的引

擎，IBM 的开源软件 eclipse 的 2.1 版本中也采用了 Lucene 作为帮

助子系统的全文索引引擎，相应的 IBM 的商业软件 Web Sphere 中

也采用了 Lucene。Lucene 以其开放源代码的特性、优异的索引结

构、良好的系统架构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应用。 

Lucene 是一个高性能、可伸缩的信息搜索库。它使你可以为你

的应用程序添加索引和搜索能力。Lucene 是用 java 实现的成熟的、

免费的开源项目，是著名的 Apache Jakarta 大家庭的一员，并且基

于在 Apache 软件许可。同样，Lucene 是当前与近几年内非常流行

的免费的 Java 信息搜索库。 

 Lucene 作为一个全文检索引擎，其具有如下突出的优点： 

1.索引文件格式独立于应用平台。Lucene 定义了一套以 8 位字节为

基础的索引文件格式，使得兼容系统或者不同平台的应用能够

共享建立的索引文件。 

2.在传统全文检索引擎的倒排索引的基础上，实现了分块索引，能

够针对新的文件建立小文件索引，提升索引速度。然后通过与

原有索引的合并，达到优化的目的。 

3.优秀的面向对象的系统架构，使得对于 Lucene 扩展的学习难度

降低，方便扩充新功能。 

4.设计了独立于语言和文件格式的文本分析接口，索引器通过接受

Token 流完成索引文件的创立，用户扩展新的语言和文件格式，

只需要实现文本分析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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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已经默认实现了一套强大的查询引擎，用户无需自己编写代码即

使系统可获得强大的查询能力，Lucene 的查询实现中默认实现

了布尔操作、模糊查询、分组查询等等。 

面对已经存在的商业全文检索引擎，Lucene 也具有相当的优势。 

首先，它的开发源代码发行方式，在此基础上程序员不仅仅可

以充分的利用 Lucene 所提供的强大功能，而且可以深入细致的学

习到全文检索引擎制作技术和面相对象编程的实践，进而在此基

础上根据应用的实际情况编写出更好的更适合当前应用的全文检

索引擎。在这一点上，商业软件的灵活性远远不及 Lucene。 

其次，Lucene 秉承了开放源代码一贯的架构优良的优势，设

计了一个合理而极具扩充能力的面向对象架构，程序员可以在

Lucene 的基础上扩充各种功能，比如扩充中文处理能力，从文本

扩充到 HTML、PDF 等等文本格式的处理，编写这些扩展的功能

不仅仅不复杂，而且由于 Lucene 恰当合理的对系统设备做了程序

上的抽象，扩展的功能也能轻易的达到跨平台的能力。 

后，转移到 apache 软件基金会后，借助于 apache 软件基金

会的网络平台，程序员可以方便的和开发者、其它程序员交流，

促成资源的共享，甚至直接获得已经编写完备的扩充功能。 后，

虽然 Lucene 使用 Java 语言写成，但是开放源代码社区的程序员正

在不懈的将之使用各种传统语言实现，例如.net framework。在遵

守 Lucene 索引文件格式的基础上，使得 Lucene 能够运行在各种各

样的平台上，系统管理员可以根据当前的平台适合的语言来合理

的选择。 

 Lucene 的不足 [6]  

Lucene 也存在这一些不足之处，它提供的语言分析器能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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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大部分语言, 但是对于中文处理只提供中文单字和双字分

词机制,而这两种中文分词模块并不能较好地支持中文分析处理。 

1.5 本文的主要工作 

本文针对全文检索系统中多关键词查询问题，以原始的 HTML

文档作为处理对象，分别研究了 HTML 文档有效信息的提取、文

本断句、中文分词、中文姓名的识别、倒排索引、用户检索接口。

与 Lucene 比较而言，本文很好的解决了中文分词问题，而且本分

使用的分词模块可以处理包含中英文混合的文档。在建立索引方

面提出将词索引和字索引结合起来使用，很好的解决了中文分词

带来的一些弊端，比如因分词错误而无法搜索到结果等； 后本

文给出了详细的实验数据并进行了分析。第二章是系统分析设计

的过程。第三~八章分别介绍 HTML 文档有效信息的提取、文本断

句、中文分词、中文姓名识别、倒排索引、用户接口。第九章是

实验部分。 

1.6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介绍了全文检索系统的基本技术和原理，在其中就本

文研究的重点--基于多关键词的查询功能，进行了简单的分析。进

而给出了全文检索系统的研究现状，之后详细介绍了当前流行的

Lucene 全文检索工具，并分析了 Lucene 的优缺点。 后给出了本

文的主要工作



第二章分析设计 

第二章  分析设计 

2.1 系统目标 

本系统以若干个直接从 web 上拷贝下来的 HTML 文档为处理

对象，实现当输入一个或多个关键词时，快速输出包含这些关键

词的文档。 

2.2 HTML 语言简介 

HTML(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 超文本标记语言)是一种

用来制作超文本文档的简单标记语言。用 HTML 编写的超文本文

档称为 HTML 文档，它能独立于各种操作系统平台（如 UNIX，

WINDOWS 等）。自 1990 年以来 HTML 就一直被用作 World Wide 

Web 上的信息表示语言，用于描述 Homepage 的格式设计和它与

WWW 上其它 Homepage 的连结信息。 

另外，HTML 是网络的通用语言,一种简单、通用的全置标记

语言。它允许网页制作人建立文本与图片相结合的复杂页面，这

些页面可以被网上任何其他人浏览到，无论使用的是什么类型的

电脑或浏览器。 

 HTML 标签通常是英文词汇的全称，如块引用:blockquote；

或缩略语，如“p”代表 Paragraph，但它们的与一般文本有区别，因

为它们放在单书名号里。故 Paragragh 标签是<p>,块引用标签是

<blockquote>。有些标签说明页面如何被格式化，例如，开始一个

新段落，其他则说明这些词如何显示还有一些其他标签提供在页

面上不显示的信息，例如标题。  

关于标签，需要记住的是，它们是成双出现的。每当使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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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标签，<blockquote>,则必须以另一个标签</blockquote>将它关

闭。注意“blockquote”前的斜杠，那就是关闭标签与打开标签的区

别。 但是也有一些标签例外。比如，<input>标签就不需要。 

基本

 

在<head>和</head>标签之间。这个词语在打开页面

时出

即 Homepage 的源文件，是一个放置了标记的

ASC

HTML 的编辑工

使用 Frontpage、Dreamweaver 进行编辑，也可通过某些格

个 HTML 文档的原始数据库，要想取得上述目标

效信息，即把所有标签，JavaScript 函

为文本分词

HTML页面以DOCTYPE开始，它声明文档的类型，且它之前

不能有任何内容，否则将使文档声明无效，接着是<html>标签，以

</html>结束。在它们之间，整个页面有两部分－－标题和正文。 

标题词，

现在屏幕底部 小化的窗口。正文则夹在<body>和</body>之

间，即所有页面的内容所在。页面上显示的任何东西都包含在这

两个标签之中。 

HTML 文档，

II 文本文件，通常它带有.html 或.htm 的文件扩展名。生成一

个 HTML 文档主要有以下三种途径： 

1. 手工直接编写。例如 ASCII 文本编辑器或其它

具。 

2. 可以

式转换工具将现有的其它格式文档转换成 HTML 文档。 

3. 由 Web 服务器一方实时动态地生成。 

2.3 系统设计 

对于包含若干

需要进行如下几步处理： 

1. 提取 HTML 文档的有

数等 HTML 文档控制代码去掉。 

2. 文本断句。目的是找出文档里每个独立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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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准备；作用是降低文本分词的错误。 

3. 文本分词。即找出文档里各个词，目的是为了建立下面的词

引，字索引。其中字索引不需要上一步操作，而词

5. 息。即用户需要查询的信

6. 信息进行文本分词处理。即调用第 3 步的过程， 终

7. 应的索引内容，里

上面

在

.4 系统逻辑结构 

步骤都对应一块实现代码。本系统对应的

逻辑

索引；但对于文档中出现的字母串和数字串不需要进行分词

操作。 

4. 建立词索

索引利用的正是上一步的结果。 

输入包含若干个关键词的查询信

息。 

对查询

用户查询信息被分解成若干个关键词。 

查询索引输出结果。即找出每个关键词对

面包含有此关键词在各个文档的出现信息，进而找出各个索

引内容里都出现过的文档，就得到了结果，输出此结果即可。 

的每个步骤都是和前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跳跃进行。

下面的章节里，本文会对每一个步骤进行详细的分析设计。 

 

2

上述分析设计的每个

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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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数据库 

中文断句 中文分词 

字索引数据

库 

未登陆词识别 

词索引数据

库

查询界面 

提

取 

有效信息数

据库 

图 2-1 系统逻辑结构图 

从图 2-1 我们也可以看出上述 7 个步骤都是密不可分的，前一

个功能的实现是后一个功能执行的基础。 

2.5 实现方案 

本系统主要采用 C/C++语言作为开发平台，实现过程中使用到

了 STL，只有在 HTML 文档有效信息提取里使用了 java，其原因

将在第三章介绍。相对于 Lucene 使用的纯 Java，本系统使用 C/C++

的部分可以开发出效率更加高效的代码。使用的 IDE 是

Code::Blocks，Code::Blocks 是是一个开放源码的全功能的跨平台

C/C++集成开发环境，对 C++标准库提供完整的支持。 

 Codeblocks 简介 

Code::Blocks 是一个开放源码的全功能的跨平台 C/C++集成开

发环境. 

相比于基于 Delphi 的 Dev-C++共享 C++IDE，Code::Blocks 是

开放源码软件。Code::Blocks 由纯粹的 C++语言开发完成，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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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蓍名的图形界面库 wxWidgets_2.6.2unicode 版。对于追求完美的

C++程序员，再也不必忍受 Eclipse 的缓慢，再也不必忍受 VS.NET

的庞大和高昂的价格。 

虽然 Code::Blocks 从一开始就追求跨平台目标，但是 初的开

发重点是 Windows 系统下的版本，从 06 年 3 月 21 日版本：1.0 

revision 2220 开始，Code::Blocks 在它的每日构建中正式提供 Linux

版本，分两个版本：ubuntu.deb 和 fc4.rpm。这样 Code::Blocks 在

1.0 发布时就会是跨越平台的 C/C++IDE，它将支持 Windows 和

Linux 的主要版本。长期以来 C++开发员在 Linux 没有好用、通用

的 C++ IDE 的局面就要结束。而这个 IDE 对于 Windows 下的用户

同样重要，由于它开放源码的特点，Windows 用户可以不依赖于

VS.NET，编写跨平台 C++应用。 

 Code::Blocks 的优点 

Code::Blocks 提供了许多工程模板，这包括：控制台应用、

DirectX 应用、动态连接库、FLTK 应用、GLFW 应用、Irrlicht 工

程、OGRE 应用、OpenGL 应用、QT 应用、SDCC 应用、SDL 应

用、SmartWin 应用、静态库、Win32 GUI 应用、wxWidgets 应用、

wxSmith 工程，另外它还支持用户自定义工程模板。在 wxWidgets

应用中选择 UNICODE 支持中文。 

Code::Blocks 支持语法彩色醒目显示，支持代码完成支持工程

管理、项目构建、调试。 

Code::Blocks 支持插件，目前的插件包括代码格式化工具

AStyle；代码分析器；类向导；代码补全；代码统计；编译器选择；

复制字符串到剪贴板；调试器；文件扩展处理器；Dev-C++ DevPak

更新/安装器；DragScroll，源码导出器，帮助插件，键盘快捷键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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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插件向导；To-Do 列表；wxSmith；；wxSmith MIME 插件；

wsSmith 工程向导插件；WindowsXP 外观。 

Code::Blocks 具有灵活而强大的配置功能，除支持自身的工程

文件、C/C++文件外，还支持 AngelScript、批处理、CSS 文件、D

语言文件、Diff/Patch 文件、Fortan77 文件、GameMonkey 脚本文

件、Hitachi 汇编文件、Lua 文件、MASM 汇编文件、Mathlab 文件、

NSIS 开源安装程序文件、Ogre Compositor 脚本文件、Ogre Material

脚本文件、OpenGL Shading 语言文件、Python 文件、Windows 资

源文件、XBase 文件、XML 文件、nVidia cg 文件。识别 Dev-C++

工程、MS VS 6.0-7.0 工程文件，工作空间、解决方案文件。 

2.6 本章小结 

本章从系统要实现的目标出发，详细介绍了系统的设计过程并

给出了其逻辑结构图。 后简单介绍了一下本系统的实现方案和

使用的编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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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HTML 文档有效信息提取 

3.1 简介 

对全文检索系统的查询功能而言，并不是 HTML 文档里的所有

信息都是有用的，比如各种标签，它们对于全文检索系统的查询

系统而言就是多余的信息。这就需要我们把无效的信息去掉，进

而把有效的信息提取出来。这也正是本章要研究的方面。 

3.2 分析设计 

对于本系统而言，提取 HTML 文档的有效信息是指需进行如下处

理： 

1. 用回车符号替换所有标签，如<html></html>。 

2. 去掉所有脚本函数，包括 JavaScript 函数和 VbScript 函数。 

3. 去掉所有 style 样式表定义信息。 

4. 去掉所有 HTML 的字符实体，它们都是用来显示特殊字符

的，比如空格：&nbsp; 小于号：&lt; 大于号： &gt; &符号 

&amp; 双引号：&quot；它们都以”&”符号开始，以”；”结

束。 

5. 为了减轻后续处理的复杂度，本系统还分别将多个连续的

空格符，回车符，制表符替换为一个。 

   可以看出这些内容对于检索来说都是不必要的信息，一个

HTML 页面所要表达的信息并不在这些内容之中，将这些内容去

掉后得到的信息即为 HTML 文档的有效信息。所以需要在第一步

将它们去掉，方便后续处理。其中存在一个特殊处理，就是用回

车符号替换所有标签，这是为了后文中文本断句的需要，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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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详细介绍。 

比如，对于如下面这样的 HTML 文档： 

 

 

 

 

 

 

 

 

 

 

 

 

 

 

 

 

 

 
</html> 

</body> 

<p>&nbsp;</p> 

 <a href="http://mail.jlu.edu.cn" >邮件系统</a> 

 <a href="mailto:jgzfyj@mail.jlu.edu.cn">机关意见箱</a> 

 <a href="mailto:xfbl@jlu.edu.cn">信访信箱</a> 

 <a href="http://www.jlu.edu.cn">学校主页</a> 

<body > 

</head> 

</script> 

……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 
</style> 

<style type="text/css"> 

<title>校内办公_关于第一附属小学与第三附属小学合并的决定</title> 

<html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head> 

其有效信息为： 

 

 学校主页  信访信箱   机关意见箱  邮件系统 

校内办公_关于第一附属小学与第三附属小学合并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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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实现过程 

由于此阶段相对于后续处理来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加之

JDK 提供了强大的 Pattern 类和 Match 类，使我们可以利用正则表

达式方面的对原始文档进行处理，因此此阶段本系统采用了 java

代码编写。 

 相应的正则表达式 

1.定义 script 的正则表达式. 

String regEx_script= 

"<[\\s]*?script[^>]*?>[\\s\\S]*?<[\\s]*?\\/[\\s]*?script[\\s]*?>";  

2.定义 style 的正则表达式 

String regEx_style =  

"<[\\s]*?style[^>]*?>[\\s\\S]*?<[\\s]*?\\/[\\s]*?style[\\s]*?>";  

3. 定义 HTML 标签的正则表达式 

String regEx_html = "<[^>]+>";  

4. 定义字符实体的正则表达式 

String regEx_spe="\\&[^;]+;"; 

5. 定义连续多个空格的正则表达式 

String regEx_blank="  +"; 

6. 定义连续多个制表符的正则表达式 

String regEx_table="\t+"; 

7. 定义连续多个回车的正则表达式 

String regEx_en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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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代码： 

 

 

 

 

 

 

 

 

 

 

 

 

 

 

 

 

 

 

 

 

 

 

 
textStr = htmlStr; 

htmlStr = m_enter.replaceAll("\n"); //过滤连续多个回车 

m_enter = p_enter.matcher(htmlStr);  

p_enter = Pattern.compile(regEx_enter,Pattern.CASE_INSENSITIVE);  

htmlStr = m_table.replaceAll(" "); //过滤连续多个制表符 

m_table = p_table.matcher(htmlStr);  

p_table = Pattern.compile(regEx_table,Pattern.CASE_INSENSITIVE);  

htmlStr = m_blank.replaceAll(" "); //过滤连续多个空格 

m_blank = p_blank.matcher(htmlStr);  

htmlStr = m_spe.replaceAll(""); //过滤字符实体 

p_blank = Pattern.compile(regEx_blank,Pattern.CASE_INSENSITIVE);  

p_spe = Pattern.compile(regEx_spe,Pattern.CASE_INSENSITIVE);  

m_spe = p_spe.matcher(htmlStr); 

htmlStr = m_html.replaceAll("\n"); //过滤 html 标签  

m_html = p_html.matcher(htmlStr);  

p_html = Pattern.compile(regEx_html,Pattern.CASE_INSENSITIVE);  

htmlStr = m_style.replaceAll(""); //过滤 style 标签  

m_style = p_style.matcher(htmlStr);  

p_style = Pattern.compile(regEx_style,Pattern.CASE_INSENSITIVE);  

htmlStr = m_script.replaceAll(""); //过滤 script 标签  

m_script = p_script.matcher(htmlStr);  

p_script = Pattern.compile(regEx_script,Pattern.CASE_INSEN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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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本章小结 

本章详细首先介绍了 HTML 文档的有效信息包括那些内容，接

着讨论了如何提取这些信息， 后给出了其详细的 java 代码实现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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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文本断句 

4.1 简介 

文本断句是把输入文本切割为一组以句子为单位的集合。文本

断句是在中文分词处理前的必要操作，因为对一个完整的句子进

行中文分词处理可以得到更加准确的分词结果，避免了因句子不

完整带来的分词错误。断句方法是，通过扫描全文，凡是以句号

问号等标点符号结尾的就认为是一句话的结束。下面本章详细介

绍此文本断句方法 [1]。 

4.2 标点分类 

从文本断句的角度来考虑，可以把标点分成三类：句末标点，

右侧标点和其他标点。句末标点包括句号，问号，感叹号；另外

分号表示分句结束，冒号用于提示下文，下文通常是独立的句子，

所以本文也将分号和冒号归入句末标点。右侧标点包括括号的右

半块，单引号的右半块，双引号的右半块。 

4.3 寻找文本断句位置 

一般句末标点就代表了一个完整句子的结束，但存在这一些

特殊情况需要进一步的处理。文本断句时首先要寻找句末标点，

进而需要注意下面几种特殊情况： 

1. 有些句子可能使用多个句末点号，如问号和感叹号的连

用，连用多个感叹号等等。当找到一个句末标点时不能认

为这一句已经结束，应该在向后搜索，直到不是句末标点

为止。 

2. 有时句末标点之后还有右侧标点，如引号，括号的右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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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句末标点之后，如果遇到右侧标点，还应该搜索完所

有连续的右侧标点。 

 

4.4 实现过程  [10]

由于网页上的文本内容并不象书籍里的那样规范，存在一些不

含有句末标点但长度较短的文本，它们也是一个独立的句子。还

有就是可能混合含有中文标点和西文标点。因此本文实现时特殊

处理了以下两方面： 

1. 如果一行文本串不含有句末标点而且长度比较短，本文将

此作为一个独立的句子来处理。它们大多是包含在一个

HTML 标签中，比如<title></title>，几乎可以可定包含在

<title></title>里的是一个独立的句字。这也是为什么在提

取 HTML 文档有效信息时用回车符替换所有标签。 

 

2. 对于句末标点和右侧标点的匹配，要同时考虑中文标点和

西文标点。 

 

实现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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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未处理的

文件？ 

Temp=“” 

当前文件未到

末尾？ 

S=读入新的一行+Temp 

CutSenetense（S） 

Temp=S Temp！=“”

分词（Temp） 

Temp=“” 

T 

F 

T 

T 

F 

F

Main 
STOP 

Main
START 

图 4-1 主函数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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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是断句模块的主流程图，本文循环对各个文档进行处理。

在处理各个文档中，本文循环处理文档里的每一行，即调用

CutSenetense(S)函数；同时考虑到一个句子处于文本不同行的情

况。 

 

CutSenetense（S） 

STOP 

i=GetSentence（S）！
=0 

m=s(0,i-1)即串 S 的前 i 个字符 

分词（m） 

S=S（i，S.size()）即更新 S 

S 没有变化且 S
的长度小于 60？ 

分词（S） 

S=Temp 

T 

F 

T 

F 

CutSenetense（S） 

START 

图 4-2 断句函数流程图 
图 4-2 是针对各个文档里的每一个文本行进行处理，如果找到

了一个句子，就以此句子为参数调用分词模块，在寻找一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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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调用了图 4-4 里的函数。 

 

i 指向 S 

i 未到 S 末尾？

i 指向的是英文

或数字？ 

搜索到这个数字或字母串

的末尾 

存储此字母或数字串的信

息 

i 指向的是

汉字 
搜索到此汉字串的末尾 

中文分词（新搜索到

的汉字串） 

i++ 
STOP 

分词（S）

F 

T 

F 

F 

T 

T 

分词（S）
START 

图 4-3 分词函数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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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是处理每个文本行的详细过程，在当遇到数字或字母串

的时候，加入了建立索引的一些操作，因为数字或字母串不需要

进行分词，可以直接作为索引词加入到索引文件中。因为文本断

句 终是为分词服务的，因此本文在每找到一个完整的句子后，

就调用了此分词模块，提高了效率。 

 

在 S 中搜索到一个

句末标点？ 

搜索至非句末标点 

当前是右侧

标点？ 

搜索至非右侧标

F 
T 

F

返回当前位置 

返回 0 

T 

GetSenetense（S） 
STOP 

GetSenetense（S） 
START 

 
图 4-4 寻找断句位置函数流程图 

图 4-4 是寻找一个完整句子末尾，即断句位置的详细过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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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是这个完整句子的末尾所在的位置，如果没有找到则返回

0。 

4.5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详细介绍了文本断句应该遵循的原则，和基于标点

符号的文本分词方法。进而针对 HTML 文档有效信息这一特殊文

本进行了文本断句分析，提出其应该注意两点。 后本章给出了

文本断句的详细流程图。 



第五章中文分词 

第五章  中文分词 

5.1 简介 [9] 

西方语言的书写习惯是词与词之间用空格隔开。汉语不实行

按词连写，而词又是语言中能自由运用的基本单位，因此分词成

了汉语自动分析必不可少的第一道工序。 

分词可以有人工完成，也可以由计算机根据事先编好的程序

来自动完成。人工分词工作量大，难以处理大规模语料。计算机

自动分词速度快，一致性好，但是难以运用人的各种分词知识，

一般来说正确率比人工分词要低。现在通常是先由机器自动分词，

然后辅之以人工校对。 

无论是人工分词还是自动分词，都需要有一个标准或规范，

以说明怎样分词是正确的，这个规范也为汉语自动分析的后续工

序提供了统一的输入。不过，即使贯彻了这个规范，分词结果也

未必是正确的。自动分词存在两大难题，一是歧义切分问题，二

是未登陆词识别问题。 

本章使用的 大概率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歧义切分问题。

在第五章里，本文讨论了对中文姓名的识别方法，使用了一种基

于统计的识别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5.2 中文分词方法 

自动分词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1. 概率方法 

2. 非概率方法。 

非概率方法是基于字符串匹配的，主要有： 大匹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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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匹配法，正相扫描法，逆向扫描法，增字匹配法和减字匹配法。

其中 大匹配法较为实用。 

概率方法是建立一个自动分词统计模型，获取模型的各组参

数，然后从各种可能的词串中挑选概率 高的词串作为输出结果。

自动分词一般都需要一个词表，词表的规模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分

词算法效果的好坏。 

由于概率方法在歧义切分上面明显由于非概率方法，本章采

用了一种 大概率法的概率方法，在下面一节里我们详细介绍。 

5.3 最大概率法  [1]

5.3.1 噪音---信道模型 

存在一个信道，具有一个输入端和一个输出端。我们想象输

入端有一个信号序列 I，通过一条信道传输到输出端，成为信号序

列 O。由于信道有噪音，因此通常 I 不等于 O，O 有一定的讹误或

失真。那么，怎样从 O 恢复到 I 呢？根据贝叶斯公式，我们有： 

  

1

( ) ( | )( | )
( ) ( | )

i i
i n

j j
j

P I P O IP I O
P I P O I

=

=

∑
                        式 5-1 

原则上，我们可以找出所有跟 O 相对应的 jI ，经过比较得到

具有 大概率的 'I ；由于分母在比较中不起作用，因此可以简化为： 

' arg max arg max
( | ) ( ) ( | )I P I O P I P O I

I I
= =             式 5-2 

这个式子表示，要寻找这样的参量 I，他能使得 获

得 大值。这就是所谓的噪音信道模型。 

( ) ( | )P I P O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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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马尔科夫过程和 N元语法 

一个符号串 ，如果其中每个 的出现概率都只跟

前面出现的 j 个符号有关，那么，这样的符号变化（或状态转移）

过程叫做 j 阶马尔科夫过程。 

1 2, ,...., nw w w iw

考虑 简单的一阶马尔科夫过程，其中每个符号都只跟前面

出 现 的 一 个 符 号 相 关 ， 则

1 2 1 2 1 1( , ,...., ) ( ) ( | ).... ( | )nP w w w P w P w w P w w −n n= 。如果虚设 ，可以

更简单的表示为： 

0w

1 2 1
1

( , ,...., ) ( | )
n

n i
i

P w w w P w w −
=

=∏ i

i

                    式 5-3 

其中 表示 n 项的乘积。 1
1

( | )
n

i i
i

P w w −
=
∏

类似的，在二阶马尔科夫过程中，一个符号只跟前面出现的

两个符号相关，符号串的概率为： 

1 2 1 2
1

( , ,...., ) ( | )
n

n i i
i

P w w w P w w w− −
=

=∏                  式 5-4 

这样，我们就把符号串的概率计算转化为串中每个符号的条

件概率的计算问题。 

跟马尔科夫过程相联系的一个概念是 N 元语法。N 元语法是

指当前符号的条件概率取决于从前面 N-1 个符号到它的转移概率。

因此三元语法相当于二阶马尔科夫过程，二元语法相当于一阶马

尔科夫过程，N 元语法相当于 N-1 阶马尔科夫过程。如果认为一

个符号串的概率就是其中每个符号的概率的乘积，那就是一元语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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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中文分词的统计模型 

根据噪音信道模型，我们可以认为一个词串经过信道传送，

由于噪音干扰丢失了词界标记，到输出端变成了一个汉字串。那

么分词就是已知一个汉字串，求跟它对应的，有 大概率的词串。

即： 

' arg max
( | )W P W

W
= Z                             式 5-5 

由贝叶斯公式知： 

 

     ' arg max arg max ( ) ( | )( | )
( )

P W P Z WW P W Z
W W P Z

= =         式 5-6 

其中， 是汉字串的概率，它对于各个候选词串都是一样的，

不必考虑。 是词串到汉字串的条件概率，显然，在已知词

串的条件下，出现相应的汉字串的概率是 1，也不用考虑。仅仅需

要考虑的是 ，即词串的概率。因此，上述公式可简化为： 

( )P Z

( | )P Z W

( )P W

' arg max
( )W P

W
= W

是说，概率 大的词串便是 佳词串。 

果用二元语法，则： 

                               式5-7 

也就

词串概率可以用上面所讲的 N 元语法来求。如

 

1
1

( ) ( | )
n

i i
i

P W p w w −
=

=∏                              式 5-8 

其中， ， 是一个虚设的串首词。 1 i n≤ ≤ 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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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实现过程 

如果如上面分析的那样使用二元语法，存在一个问题，那就

是词到词的转移概率矩阵会非常庞大。这需要一个庞大的语料库

来统计数据，此不是本文的重点，而且目前还没有人统计过这样

的数据。因此本文使用了一元语法来求词串的概率，即： 

1

( ) ( )
n

i
i

P W P W
=

=∏                                 式 5-9 

每个词的概率可以用频率来估计。本文使用的是北大计算语

言所统计的词表 [9 ，它是从人民日报语料库获取的词典，含 10 万

多词条及频次信息，以及汉字用作姓、名的频次信息，语料库的

规模约为 200000 个词。其每个词的概率由词本身的频率除以词表

的规模得到，如果某个汉字没有在此表中找到，本文设定其出现

频率为 1。 

]

本文的基本思想是：先根据词表把输入串中的所有可能的词

都找出来，然后把所有可能的切分路径（词串）都找出来，并且

从这些路径中找出一条 佳（即概率 大的）路径作为输出结果，

当 佳路径里含有“分词碎片”时，我们调用未登陆词识别模块，

在未登陆词识别模块里，本文做了对中文姓名的识别，在第六章

里会有详细介绍。 

5.4.1 将概率转化为费用 

因为每个词的概率都是一个很小的正数，如果汉字串较长，

后得到的各种可能的词串的概率都接近于 0，甚至无法在机器上

表示出来，当然也就无法比较大小了。本文采取了一个比较常用

的方法，就是求每个词的对数之和，把乘法变成加法。词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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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小于 1 的正数，其对数值为负数，取反则变为正数，这个正

数就作为这个词的“费用”，相应的词串的“费用”则是各个词

的“费用”之和，如下： 

1
( ) log( ( ))

i n

i
i

Fee W P W
=

=

= −∑                         式 5-10 

5.4.2 算法设计 [3  ]

可以看出 佳词串由一个特点：如果从起点词 A 经过词 P，H

到达终点词 G 是一条 佳词串，那么，由词 P 出发经过词 H 到达

终点词 G 所走的这条子路径，对于从词 P 出发到终点词 G 的所有

可能的不同路径来说，必定也是 短路径。即全局 佳路径一定

是局部 佳路径，但局部 佳路径不一定是全局 佳路径。这一

特性符合动态规划的 优性原理—无论过程的初始状态和初始决

策是什么，其余的决策都必须相对于初始决策所产生的状态构成

一个 优决策序列 [2]。这样 佳路径可以通过下面的递归式得到： 

1[ ] ( )dp w Fee w1=                              式 5-11 

[ ] min( [ ] ( ))i jdp w dp w Fee wi= +    

iwjw其中 是那些紧邻 的词                      式 5-12 

其中 表示从词串开始到词 的费用综合。则 优路径

就是dp[w 对应的那条路径。 

[ ]idp w

]n

iW

 

5.4.3 具体实现流程图 

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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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 S 中所有候选词

和单字的“费用” 

I 指向候选词/字的开

始 

没到候选词/字
的末尾？ 

计算以 i 指向的候选词/字为末尾

的字串的“费用” 

i 指向的是候选词

且 i 前面有“分次碎

片”

i++ 

中文姓名识别

（“分词碎片”） 

T 

T 

F 

F 

中文分词（S）
STOP 

中文分词（S） 
START 

图 5-1 中文分词函数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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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5-1 里也可以看到，在分词过程中如果遇到了“分词碎片”

就调用中文姓名识别模块，因为中文姓名只可能出现在“分次碎

片”中。第六章里有详细的分析。 

5.5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讨论了中文分词的原理和几种常见的分词方法，之

后详细介绍了本章使用的 大概率法的基本思想和实现算法，并

以北大计算语言所提供的词表作为数据库来源，实现了此方法，

后给出此了详细的实现流程图。 

 

 

 

 

 

 

 

 

 

 

 

 

 

 



第六章中文姓名识别 

第六章  中文姓名识别 

6.1 简介 

中文姓名识别是中文未登陆词识别的一个部分。未登录词是

指词表未收因而机器不认识的词。词表应当有一定规模(一般是几

万词)；极而言之, 如果词表为空, 文本中的每一个词都成了未登

录词。另一方面, 未登录词本质上是不可穷尽登录的: 人名、地

名几乎可以看成是无限的, 新词也在不断地产生。未登陆词的识

别至今都是中文分词的难点。 

6.2 中文姓名识别方法 

中文姓名识别大致有两种方法： 

1.基于规则的方法。 

2.基于统计的方法。 

基于规则的人名识别方法需要提供大量的知识如：姓氏用字

分类和限制成分。基于统计的方法需要一个中文姓名用字频率的

统计词表。 

6.3 基于统计的中文姓名识别 [1  ]

如上所说，基于统计的姓名识别需要一个中文姓名用字的统

计词表，里面记录所统计的语料库里出现的中文姓名用字的频率。 

6.3.1 计算中文姓名的“费用” 

显然，一个姓名的概率等于姓氏的概率和人名中各字概率的

乘积。姓的概率应该是此姓在姓名语料库中出现的频率除以姓用

字的规模。想要可靠地估计一个姓名用字的概率，应该从大规模

语料库中统计出该字的出现次数以及作为姓或名的次数，后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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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者即为该字作为姓或名的概率。。然而用统计这么大一个语

料库是十分困难的，目前还没有人统计过。本文用了一个常规的

替代方法，利用该字在姓名语料库出现的频率和在普通语料库出

现的频率来估计该字作为姓或名的概率。 

字 w作为姓用字的概率为： 

w wP w −
在姓中出现的频率 在一般语料库出现的频率

（ ）=
姓用字的规模 一般语料库的规模

        

式 6-1 

字 w 作为名用字的概率为： 

w wP w −
在名中出现的频率 在一般语料库出现的频率

（ ）=
名用字的规模 一般语料库的规模

        

式 6-2 

同分词中遇到的情况类似，减号两端的数字会很接近 0，因此我们

也把此概率转化为“费用”： 

 XFee(w)=X1Fee(w)-X2Fee(w)                      式 6-3 

    MFee(w)=M1Fee(w)-M2Fee(w)                      式 6-4                

其中：XFee(w)和 MFee(w)分别表示字 w 作为姓用字和名用字的费

用。 

( ) wX1Fee w log 在姓中出现的频率
=- （ ）

姓用字的规模
         式 6-5               

wMFee w log 在名中出现的频率
（ ）=- （ ）

名用字的规模
        式 6-6               

( ) wM2Fee w X2Fee w log=
在一般语料库出现的频率

（ ）=- （ ）
一般语料库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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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6-7 

显然 w 作为单字词的费用较低（概率较高）时，总费用就会

偏高；反之，它作为单字词的费用较高时（概率较低），总费用

就会较低。 

6.4 实现 

本文使用的北大计算语言所统计的词表 [9 ，中文姓用字的规

模为 134434 个，中文名用字的规模为 268868 个。一般语料库使

用的就是文本分词时用的语料库。这里详细解释一下文本分词中

提到的“分词碎片”。所谓“分词碎片”是指那些连续出现大于 2

个单字的单字串。显然，只有“分词碎片”中可能包含中文姓名，

因此我们只需对“分词碎片”调用中文姓名识别模块即可。 

]

在实现过程中，使用到了同源对和交错对的概念。所谓同源

对是指那些开始位置相同的候选姓名，比如，列出分词碎片“张

明明”的候选词，即“张明”，“张明明”，“明明”。其中“张

明”和“张明明”就属于同源对。交错对是指那些位置上存在交

叉的候选姓名，比如上面的“张明”和“明明”就是交错对。显

然， 终得到的中文姓名里不能包含同源对和交错对。 

在计算姓名费用的“费用”的时候，本章还考虑了双字姓名

和三字姓名的不同，根据查找到的数据，双字姓名和三字姓名所

占的比例分别是：37.2%和 62.8%。可以看出双字姓名和三字姓名

出现的概率是不同的，因此计算其“费用”时也应该加入此因素

带来的变化。 

设双字姓名 1 2w w w= ，则： 

Fee(w)= XFee( )+MFee( )+(-log(0.372))    1w 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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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6-8 

设双字姓名 1 2 3w w w w= ，则： 

Fee(w)= XFee( )+MFee( )+MFee( )+(-log(0.628))   1w 2w 3w

式 6-9  

6.4.1 具体实现流程图 

 

列出所有候选姓名 

计算每个候选姓名的费用 

删除费用过高者 

删除同源对中费用较高者 

删除交错对中费用较高者 

中文姓名识别（分词碎片）

STOP 

中文姓名识别（分词碎片）

START 

图 6-2 中文姓名识别函数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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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有候选姓名是指“分词碎片”中所有两个字或三个字

组合在一起的词的集合。那些费用很高的候选姓名极有可能不是

中文姓名，因此本章首先删除了那些费用过高的。根据查找到资

料，对于两个字的姓名其费用上限为：-2.14 [5]；对于三个字的姓

名其费用上限为：-0.80 [5]。 

6.5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讨论了几种常见的中文姓名识别方法，接着详细介

绍了基于统计的中文姓名识别的方法，并分析了详细的实现过程。

后本章以北大计算语言所统计的姓名用字词库给出了一种具体

的实现，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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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倒排索引 

7.1 简介 

在搜索引擎的所有概念中 为核心的概念就是索引，索引就

是把原始的数据处理成一个有利于高效检索的数据形式。 

倒排索引是一种面向单字/词的索引机制，利用它可以提高网

络检索速度。倒排的每个索引项由字/词和出现情况两部分组成。

对于 t 个关键字/词都有一个值来记录单字/词在所有文本中出现

的位置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包括关键出现的文档 ID，在文档中出

现的位置等。由于每个字或词对应的文档数动态变化，所以倒排

索引的建立和维护都较为复杂，但是在查询的时候由于可次得到

查询包含该关键字所对应的所有文档，所以效率高于正向索引。

在全文检索中，检索的快速响应是一个 为关键的性能，而索引

建立由于在后台进行，不会影响整个搜索引擎的效率。 

词索引是指计算机索引程序通过扫描文章中的每一个词，给

每一个词建立一个索引，指明该词在文章中出现的次数和位置，

当用户查询时，检索程序就根据事先建立的索引进行查找，并将

查找的结果反馈给用户的检索方式。这个过程类似于通过字典中

的检索字表查字的过程。 

使用词索引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首先符合人的习惯，有利

于提高查询的准确性，也便于系统利用语言学知识。二级词索引

是在词索引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提高检索效率的方法。 

和词索引类似，但字索引是以每个字为索引值而建立起来的

索引，各个字的索引值对用的部分存储的是这个字在每个文档里

的位置信息。二级字索引是在字索引的上提出的提高效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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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是给词索引的补充，因为任何分词算法都达不到 100%的正

确率。当使用词索引检索不到结果的时候，就需要字索引来补充。

在第九章的实验部分我们会看到使用字索引带来的好处。 

7.2 索引结构  [8]

7.2.1 二级词索引结构 

本文在使用了二级词索引其结构如下： 

 

图 7-1 二级词索引结构图 

可以看出二级词索引是在词索引结构上新增加了左侧的词

表，相对于右侧的词表，它多存储了一个指针 ptr，它指向的是此

索引段在词索引表中的位置。每隔 M 个索引段，抽取一个存储在

右侧词表中便得到了二级词索引结构。我们称左侧词表为一级索

引文件，右侧词表为二级索引文件。 

显然一级索引文件大小大约是二级索引文件的 1/M。搜索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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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读入一级索引文件，如果要搜索的关键词在此文件中找到了，

则结束；否则定位到第一个大于搜索值的索引段，在二级索引文

件中找到此索引段的 ptr 所指的位置，读取此位置之前的 M 个索

引值，之后在这新读取的 M 个索引值里进行搜索，找到则结束，

否则就不存在。 

可以看出二级词索引结构不仅减少了搜索时间，更减低了空

间的消耗。效率提高到原来的 M倍。 

7.2.2 二级字索引结构 

其结构和二级词索引类似，只是二级字索引的索引值是单个

汉字，其详细结构如下： 

 

图 7-2 二级字索引结构图 

正如上面所说的，使用字索引的目的是当词索引无法检索到

结果时，用字索引来补充。而使用二级字索引的好处和使用二级

词索引的好处相似，都是为了提高效率和减少空间的消耗。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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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直接使用字索引是因为字索引会检索到一些用户不想得到的

结果。比如：检索“吉大”，如果某个文档里含有这么一句话“吉

林省好大啊！”那么这篇文档也会别检索到的。词索引的使用减

少了这种现象，但对于一些无法避免的分词错误，词索引是无法

满足 100%的需求的，因此本文提出讲词索引和字索引结合起来使

用。 

7.3 索引结构的实现 

7.3.1 二级词索引结构的实现 

本文在实现过程中使用了 STL 的 map 和 vector 容器，索引词

表是一个 map 容器，其数据结构如下： 

 

 

 

 

 

 

 

 

 

 

 

 

 

    void Add(int f,int o) 

    { 

        FileId.push_back(f); 

        offset.push_back(o); 

    } 

}; 

map<string,Node>rs; 

    Node(){} 

vector<int> offset; 

    vector<int> FileId; 

    public: 

{ 

class Node 

 

每得到一个新词，就搜索 rs 中是否已经存在了，如果存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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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其 Add 函数，增加新找到的位置信息；否则就新生成一个

<string,Node>对，加入到 rs 中。 

由于map容器是基于红黑树的。红黑树是一种特定类型的二叉

树，它是在计算机科学中用来组织数据比如数字的块的一种结构。

所有数据块都存储在节点中。这些节点中的某一个节点总是担当

起始位置的功能，它不是任何节点的儿子；我们称之为根节点或

根。它有 多两个"儿子"，都是它连接到的其他节点。所有这些

儿子都可以有自己的儿子，以此类推。这样根节点就有了把它连

接到在树中任何其他节点的路径。如果一个节点没有儿子，我们

称之为叶子节点，因为在直觉上它是在树的边缘上。子树是从特

定节点可以延伸到的树的某一部分，其自身被当作一个树。在红

黑树中，叶子被假定为 null 或空。由于红黑树也是二叉查找树，

它们当中每一个节点的比较值都必须大于或等于在它的左子树中

的所有节点，并且小于或等于在它的右子树中的所有节点。这确

保红黑树运作时能够快速的在树中查找给定的值。其搜索和插入

新节点都可以在 (logO 成。 ( ))n 内完

当处理完所有的文档后，我们得到的 rs 就是二级词索引结构

的右侧词表。在将 rs 写入索引文件的时候，每隔 100（本文取

M=100）个索引段，在另一个索引文件中存储当前索引段，这样我

们就得到了二级索引的左侧词表。 

7.3.2 二级字索引结构的实现 

此实现过程几乎和字索引的实现没有太大区别，使用到的数

据结构和算法都与建立二级词索引时相同，只是词串不需要经过

分词处理，直接交给此模块。然后以每个字为索引值建立索引，

本章在建立二级字索引时取 M 值同样为 100.即时间效率和空间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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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提高到原来的 100 倍 

7.4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介绍了全文检索系统中词索引的基本原理，之后给

出了二级字/词索引的词表结构，并从时间效率和空间效率上分析

了使用二级字/词索引的好处，以及为什么在有词索引的情况下还

要使用字索引， 后给出了二级字索引的一种实现方法。 后本

章以 STL 中的 map 和 vector 容器为基础实现了这种二级字/词索

引结构，并给出了其详细的实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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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查询模块 

8.1 简介 

查询模块是处理用户查询请求的部分，其要达到的目标是接

受用户输入要查询的词语（可以包含多个关键词），然后调用以

上的模块， 后将包含这些关键词的文档找出来回馈给用户。此

模块是 终和用户交互的接口。 

8.2 设计 

用户输入要查询的信息后，此模块需要做如下几步处理： 

1. 用户输入要查询的信息。 

2. 系统读入一级次索引文件和一级字索引文件。 

3. 对用户输入的要查询的信息调用分词模块。 

4. 得到用户要查询信息的各个关键词。 

5. 找各个关键词所在的文档集合，此步骤在必要的时候需要

读入二级词索引文件。 

6. 找出各个关键词所在的文档的集合中公共的部分作为结

果集。如此结果集非空，输出此结果集，结束，否则继续。 

7. 将用户输入信息分解成单独的汉字，或数字串，字母串。 

8. 找出各个汉字或数字串字，母串所在的文档的集合。此步

用的是字索引，在必要的时候需要读入二级字索引文件。 

9. 合并上面找到的各个文档的集合。找出那些公共的部分作

为结果集。 

10.如果结果集非空，输出此结果集，结束。 

11.如果结果集为空集，输出“没有搜索到任何结果”，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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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详细的程序流程图如下： 

 

用户输入要查询的信息 S 

读入一级词索引文件和一级字索引文件 

分词（S） 

得到 S 中的各个关键词 

找到各个关键词所在的文档的集合 

结果集为

空？ 

将 S 分解成各个汉字，字母串，数字串 

在字索引中查找各个元素所在的文档的集合

合并各个文档的集合，找出那些公共的作为结果集 

合并各个文档的集合，找出那些公共的作为结果集 

结果集为空？

输出此结果集 输出没有搜索到任何结果 

输出此结果集 

Y N 

Y N 

查询模块

STOP 

START 查询模块 

图 8-1 用户查询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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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流程图里可以看到，本文在当用词索引搜索不到结果

时利用字索引重新搜索，如果用字索引可以搜索到结果就输出此

结果，否则才输入“没有搜索到任何结果”。 

8.3 实现 

由于我们使用了二级字索引和二级词索引，所以在实现的时

候要注意这个细节，在读入索引的时候需要分两步进行： 

1. 读入一级词/字索引文件。 

2. 当在一级词/字索引文件里搜索不到结果时，读入二级词/

字索引文件中可能包含结果集的部分。 

实现过程中本章利用 STL 中的 map 和 vector 容器保存读入的

索引文件内容，它可以使我们不必过多的考虑内存管理上的细节。 

8.4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用户查询模块要实现的功能和具体实现细节。如

前所说的那样本文将词索引和字索引结合了起来，在查询部分可

以很清楚的看到是如何将词索引和字索引结合起来使用的，以及

二级词/字索引怎样使用。之后本章给出了接口部分详细的设计方

案， 后分析了实现过程中用到的数据结构和要注意的细节。 

 

 

 

 

 

 

 

 

 

 

 



第九章实验 

第九章  实验 

测试平台：PC，CPU(2.20GHz)，RAM(1G)。 

测试数据来源：吉林大学校内通知随意下载了１０篇网页。 

9.1 实验一 

搜索内容：“吉林大学” 

结果如下： 

 

 

 

 

 

 

 

 

 

 

 

 

 

 

 

 

 

 

搜索的内容为： 

吉林大学 

搜索的内容在如下文件中被找到： 

---------------------------------------------------------- 

E:\\C++\\Fuu_Test_Search\\Text\\Managed_Text\\2.txt 

详细信息为： 

发现"大学"的地方在： 

20 342 966 1506 1562 

发现"吉林"的地方在： 

16 338 962 1502 1558 

---------------------------------------------------------- 

E:\\C++\\Fuu_Test_Search\\Text\\Managed_Text\\5.txt 

详细信息为： 

发现"大学"的地方在： 

3318 

发现"吉林"的地方在： 

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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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 

 

Process returned 0 (0x0)   execution time : 0.515 s 

---------------------------------------------------------- 

E:\\C++\\Fuu_Test_Search\\Text\\Managed_Text\\6.txt 

详细信息为： 

发现"大学"的地方在： 

22 386 735 

发现"吉林"的地方在： 

18 382 731 

---------------------------------------------------------- 

E:\\C++\\Fuu_Test_Search\\Text\\Managed_Text\\9.txt 

详细信息为： 

发现"大学"的地方在： 

504 550 

发现"吉林"的地方在： 

500 546 

9.2 实验二 

搜索内容：“吉大” 

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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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大"的地方在： 

97 571 706 893 1461 1583 3097 3342 3413 

发现"吉"的地方在： 

3409 

搜索的内容为： 

吉大 

 

词索引没有搜索到任何文件，下面是字索引搜索的结果： 

****************************************************** 

****************************************************** 

搜索的内容为： 

吉大 

 

搜索的内容在如下文件中被找到： 

---------------------------------------------------------- 

E:\\C++\\Fuu_Test_Search\\Text\\Managed_Text\\2.txt 

详细信息为： 

发现"大"的地方在： 

20 398 516 1026 1571 1628 

发现"吉"的地方在： 

16 394 1022 1567 1624 

---------------------------------------------------------- 

E:\\C++\\Fuu_Test_Search\\Text\\Managed_Text\\5.txt 

详细信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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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信息为： 

发现"大"的地方在： 

22 387 490 742 

发现"吉"的地方在： 

18 383 738 

---------------------------------------------------------- 

E:\\C++\\Fuu_Test_Search\\Text\\Managed_Text\\9.txt 

详细信息为： 

发现"大"的地方在： 

444 509 555 

发现"吉"的地方在： 

505 551 

---------------------------------------------------------- 

 

Process returned 0 (0x0)   execution time : 0.656 s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 

E:\\C++\\Fuu_Test_Search\\Text\\Managed_Text\\6.txt 

9.3 实验三 

搜索内容：“批次” 

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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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次"的地方在： 

1092 

发现"批"的地方在： 

81 499 707 757 

---------------------------------------------------------- 

E:\\C++\\Fuu_Test_Search\\Text\\Managed_Text\\9.txt 

详细信息为： 

发现"次"的地方在： 

577 850 

发现"批"的地方在： 

587 

---------------------------------------------------------- 

E:\\C++\\Fuu_Test_Search\\Text\\Managed_Text\\10.txt 

详细信息为： 

搜索的内容为： 

批次 

词索引没有搜索到任何文件，下面是字索引搜索的结果： 

****************************************************** 

****************************************************** 

搜索的内容为： 

批次 

搜索的内容在如下文件中被找到： 

---------------------------------------------------------- 

E:\\C++\\Fuu_Test_Search\\Text\\Managed_Text\\4.txt 

详细信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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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cess returned 0 (0x0)   execution time : 0.625 s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发现"次"的地方在： 

1006 1449 

发现"批"的地方在： 

789 1004 

9.4 实验分析 

在实验一里，搜索词“吉林大学”经分词后被分为两个关键

词“吉林”和“大学”。文档 2，5，6，9中都包含“吉林大学”，

因此都被找了出来。 

在实验二里，搜索词“吉大”经分词后同样被分为两个关键

词“吉”和“大”，从输出可以看到，利用词索引没有搜索到任

何结果，这是因为在建立词索引时，“吉林大学”建立的是“吉

林”和“大学”两个索引段，索引用词索引不能够搜索到；然而

利用字索引可以顺利的找出结果。这就是利用字索引成功解决词

索引带来的这种弊端。 

另外词索引还有令一个弊端，就是由于分词错误导致无法搜

索到结果。任何分词算法都不能达到 100%的正确率，所以错误的

产生就在所难免。在文档 10 里有这么一段话“调研将以座谈会方

式分批次进行……”，其中“分批次”经分词后分成两个关键词

“分批”和“次”。显然更合理的分词应该是“分”和“批次”。

因此当我们搜索“批次”时，利用词索引就得不出任何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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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利用字索引可很好的找到文档 10.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实验二中，搜索关键词“大”时，文

档所有包含“大”的位置都被找了出来。实验三中，只要包含“批”

和“次”两个汉字的文档都被搜索了出来。这也是使用字索引的

弊端，但本文只有在词索引搜索不到结果时才使用字索引的，因

此可以大大减少只使用字索引带来的错误。 

9.5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进行了三次实验，然后利用实验得到的数据详细的

分析了试验结果和将词索引和字索引结合起来使用的好处等。



结论 

 

 

结论 

本文针对全文检索系统中多关键词查询问题，以原始的 HTML

文档作为处理对象，分别研究了 HTML 文档有效信息的提取、文

本断句、中文分词、中文姓名的识别、倒排索引、用户检索接口。

得出如下结论： 

1. 在第三章中本文提出了一种如何提取 HTML 文档有效信息的

办法，通过实验证明此方法可以为文本断句提供很好的支持。 

2. 在分词模块里面本文加入了对中文分词的支持，同时可以识别

中文姓名。与 Lucene 比较而言，此分词模块很好的解决了中文

分词问题。使本系统可以高效的处理包含中英文混合的文档。 

3. 在建立倒排索引过程中，本文提出将二级词索引和二级字索引

结合起来使用。很好的解决了因中文分词带来的一些弊端，比

如因分词错误而无法搜索到结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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