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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现有元搜索引擎的功能, 指出其 不足并 提出一 种智能 型的元 搜索引 擎模型. 通过 建立本 地数据
库, 自动提供用户需求的扩展、分发和对搜索结果的过滤、排序, 提高网络信息搜索的查全率和查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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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 is paper analyzes the ex isting m eta- search eng ine functio n, po in t ing out its deficienc ie s
and m ade an in te llig ent m eta- search engine m ode.l By establish ing a lo cal database, to prov id e the
user needs to expand and distribute, to filter and sort the search results autom atica lly, thereby enhanc ing reca ll ratio and pert in ency ratio of netw ork inform at io n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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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海量的网络信息资源中快速、有效地提取信息正成为当前搜索引擎的主要发展方向

[ 1]

. 目前,

互联网上可用的搜索引擎很多, 典型代表有 Google和百度, 搜索内容可以覆盖互联网上绝大多数网页内
容. 在 Goog le中输入 / 网络信息技术 0, 完成搜索过程用时 0. 15 s, 得到 200 多万条相关的答案; 在 / 百
度 0, 用时 0. 001 s, 得到信息 2. 05 @ 10 条. 虽然反应速度迅速, 并返回大量的搜索结果, 但检索效果并
6

不理想. 谷歌搜索结果排序为:
# 西英拓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 ) 广西最大的 IDC 业务提供商 |域 名注册 . . .
# [ DOC] 农村信息化示范单位初选名单公示公告
# [ DOC] 信息产业部公布的信息技术专业课程
,,
显然, 所得结果不是用户期待的内容. 用户难以对海量的
信息进行分析以获取所需的有效信息. 此外, 对于同义关
键词的查询也会有许 多不同的结果, 表 1是在 / 百 度 0对

表 1 搜索结果
Tab. 1 The results of search
关键词

t /s

信息数

网络信 息技术

0. 001

2 050 000

互联网信息技术

0. 082

1 400 000

有的提供相关信息或将查找结果分类提供, 在一定程度上

In ternet信息技术

0. 115

189 000

弥补了普通搜索引擎的不足. 本文针对非营利性的信息服
务单位, 如数字图书馆, 提出一种智能型的元搜索引擎:

W eb信息技术

0. 084

143 000

/ 网络 0一词搜索的结果.
在大多数搜索引擎不 能满足个性化 查询请求的情况
下, 各种个性化搜索引擎应运而生, 有的可限定搜索类别,

通过在用户接口 对关键词的提交和搜索 结果进行自动处
理, 以提高网络搜索信息的查全率和查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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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搜索引擎工作原理
元搜索引擎是一个 / 顶层 0的搜索引擎, 一般情况
下它没有数据库, 更不用网络蜘蛛, 而是一个调用其
他现成搜索引擎 ( SE) 的搜索引擎, 如图 1所示. 这个
元搜索引擎将用户的查询字串进行处理提交给 n 个搜
索引擎进行查询, 然后把返回的结果进行适 当处理,
合并成一个统一的结果返回给用户. 如: 预先设置一
些典型类型: 论文、图片、音乐, 甚至语 言或地区等

图 1 元搜索引擎的结构
F ig. 1 T he structure o fm e ta- search eng ine

等, 用户查 询时, 针对性地 选择搜索 类型进行 搜索,
从而提高查询质量; 对搜索结果进行处理, 如: 限制从各个独立搜索引擎的结果中提取的数量、利用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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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从各个搜索引擎的结果分占一定比例或 / 信息获取的训练集策略 0 等, 一定程度上减少结果的重复
性, 从而减少用户浏览负担. 另外, 还可以把搜索结果自动分类再提供给用户选择浏览, 以提高搜索查准
率. 可见, 元搜索引擎可以做成一种很有个性的、很有效率的搜索工具. 目前, 有些 / 底层 0搜索引擎也具
备了其中某些功能, 这给元搜索引擎设计带来更多的方便.

2 一种智能型元搜索引擎功能模型
元搜索引擎无需人工干预、不必维护庞大的数据库而且查全率高, 但是, 它的处理速度比较慢, 并
且, 这个查全率是通过多个搜索引擎搜索与所提供的关键词相关内容所得结果的总和, 由于各种搜索引
擎互相竞争, 追求 / 查全率 0, 导致信息量非 常庞大.
另外, 由于没有涉及与关键词同义的内容, 从语义上
来说, 搜索结果其实很不完全.
本文提出的元搜索引擎 (图 2) 与通常的元搜索引擎
不同, 它在本地服务器上有一个小规模的数据库, 用来
存储用户需求扩展的词汇和词频等动静态信息. 使用
时, 从需求处理到结果处理都从该数据库中提取积累的
/ 经验 0, 一次性地自动搜索出与用户所提供关键词同义

图 2 智能型元搜索引擎功能框图

的 / 全部 0相关内容, 并且, 通过词汇的扩展, 有针对性

F ig. 2 F unction block diag ram of in telligent

地分配给下层相关的搜索引擎, 实现真正的 / 查全 0.

me ta- search eng ine

用户需求扩展的方式主要有 2种: 基于语义和基于统计. 基于语义的方法是分析用户需求的含义, 将
语义上最相似的信息扩展进来. 但自然语言理解是一个尚未解决的课题, 真正的语义分析并不能自动进
行, 往往需要用户的参与. 基于统计的用户需求扩展方法主要是利用统计分析技术计算出跟已知用户需
求最相似的信息, 然后把它们扩展到用户需求中来. 比如, 用户当前浏览的内容说明用户当前兴趣, 通过
分析用户当前浏览的内容, 就可以自动选择那些跟用户需求关键词相似度最大的词进行扩展. 这类方法
由于可以实现自动的扩展, 因而应用最为广泛. 但是, 如前所说, 用户浏览时不可能同时进行多个同义词
的搜索, 所以, 通过分析用户的浏览内容进行扩展, 有可能 / 误导 0, 以致慢慢偏离搜索目标.
2. 1 用户需求扩展和分发
对用户需求扩展从语义上进行扩展. 例如用户需要查找 / 网络资源 0, 实际上也需要 / 互联网资源 0、
/ Internet资源 0、/ W eb资源 0等等, 然后, 进行词组的自动延伸: / ,的采集 0、/ ,的利用 0等. 通常, 延
伸的关键词用户是会提供的. 最后, 分发给下层搜索引擎对应的类别进行搜索.
为实现基于语义扩展, 要在本地服务器建立一个数据库, 通过对词频等信息积累、分析, 动态地管理
这些词汇.
2. 2 用户需求扩展数据库的建立
由于真正的语义分析不能自动进行, 目前只能由人工建立. 先积累用户使用的关键词, 通过词频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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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在达到一定规模后就可以从热门词汇开始建立同义词库. 另外, 通过词频统计自动调整其权重, 在搜
索及结果排序中取得优先.
2. 3 搜索结果的处理
[ 3]

搜索结果的处理主要有搜索结果的过滤和搜索结果的排序 . 搜索结果的过滤是指从各个独立搜索
引擎的搜索结果中进行提取和剔除. 由于有本地数据库, 就可以简单地用数据库中的不同同义词的词频
统计数来分配其权重; 同时, 采用词组优先排队来提高 / 查准率 0.

3 结语
通过建立本地数据库, 对用户需求的自动 / 扩展 0和 / 分发 0提高了查全率, 对搜索结果的 / 过滤 0和
/ 排序 0保证了高的查准率. 另外, 有了本地数据库, 随时可以处理历史数据, 使得自动分析和处理搜索结
果更加容易.
本地数据库的维护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元搜索引擎原来的优点, 也是提高 / 双率 0的代价. 不过,
本模型针对某单位特定人群, 是在一个大学的数字图书馆中提供专业性和知识性强的信息搜索服务, 而
将其它的内容留给普通搜索引擎, 不作为超级搜索门户那样企求一揽子解决问题, 数据库规模可以小一
些, 也可以自动剔除词频小的记录. 这样突出本单位的特色, 讲究小范围的优质服务, 显然可以提高搜索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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