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捞针亦有道
——中文信息检索技术的现状与挑战
在知识经济与信息化蓬勃发展的当今时代，信息与知识的占有和利用程度，
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进步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
为了解决信息资源利用的问题，将传统的情报检索技术与计算机应用实际相
结合的现代信息检索系统应运而生。信息检索系统的目的，是快速、准确和最大
程度地从海量信息资源中定位并获取高质量的相关信息。
中文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全球以中文为母语的人数有 10 多亿，遍布
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地区。随着中国经济和
技术的发展，中文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文文档特别是中文网页的数目也在
迅速增长。随之而来的，多种多样的中文信息检索工具也应运而生，中文信息检
索技术及其实现产品——中文网络搜索引擎的发展，已经为华人访问信息资源提
供了巨大的便利。最近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2]指出，中国搜索引
擎用户已占互联网用户的 95.2%，绝对用户数超过 1 亿人，包括搜索引擎在内的
信息检索工具已经成为当今获取信息的主要手段之一。
从数据处理对象的角度分析，信息检索系统面对的处理对象则包括信息资源
与检索用户两方面的内容。对中文信息检索技术而言，中文信息资源与中文检索
用户的特点决定了其发展的方向，针对这两方面特点所进行的努力也构成了最近
三十余年来的中文信息检索研究的主线。
本文中，我们将首先针对传统信息检索与中文信息检索技术的发展历史进行
简单回顾；随后针对中文信息检索技术的若干关键问题与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最
后根据我们自己的理解，对中文信息检索技术的发展方向给出展望。
一、信息检索技术的发展
1945 年，在二次世界大战即将胜利之际，曼哈顿工程和美国自然科学基金
的创立人 Vannevar Bush 提出了这样一个想法：在 2010 年左右，世界上应该有一
种工具，它能够使人们最方便快捷的获取所有图书馆中藏有的知识，这个构想对
应的就是信息检索工具的雏形。在 Bush 的支持下，自 1950 年起美国政府就开始
了对信息检索相关研究的支持。1951 年，Calvin Mooers 首次提出了“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IR）”这一概念，给出了信息检索的主要任务：协助信息
的潜在用户将信息需求转换为一张文献来源信息列表，而这些文献包含有对其有
用的信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迅速普及，信息检索作为应对信息爆炸问题
的主要手段而迅速发展起来，其研究领域也由最初的科学技术领域扩展到人类活
动的各个方面。

互联网的出现和计算机硬件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存储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得
到巨大的提高，从而加速了信息检索研究的进步，并使其研究对象从图书资料和
商用数据扩展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伴随互联网爆炸性的发展，普通网络用户
想找到所需的资料简直如同大海捞针，这时为满足大众信息检索需求的专业搜索
网站便应运而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搜索引擎的祖先，是 1990 年由蒙特利尔大学
学生 Alan Emtage 发明的 Archie。虽然当时 World Wide Web 还未出现，但网络中
的文件传输已经相当频繁。大量的文件散布在各个分散的 FTP 主机中，查询起
来非常不便，因此 Archie 应运而生。随着 WWW 的出现，搜索网站的查找对象
从单纯的文件扩展到网页。最早现代意义上的搜索引擎出现于 1994 年 7 月，
Michael Mauldin 首次将网络爬虫程序与文本索引程序相结合，创建了现在仍在
提供服务的 Lycos 搜索引擎（http://www.lycos.com/）。1995 年，斯坦福大学的两
名博士生，David Filo 和杨致远共同创办了基于目录索引结构的 Yahoo!搜索引擎，
并成功地使网络搜索概念深入人心，从此搜索引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
中文文本信息检索最早见于“748 工程”中的汉字情报检索。1974 年 8 月，
我国启动了包括汉字通信、汉字情报检索和汉字精密照排研究在内的“748 工程”
科研项目。80 年代中期后，由于计算机处理能力的大大提高和应用的广泛普及，
中文文本信息检索的研究开始进入黄金期，各种汉字文本索引方法、检索算法以
及实用化系统开始出现，各种全文检索商用系统的出现就是这个阶段的成果，如
清华大学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北大方正的 MIRS、易宝北信的自由词全
文检索系统等。中文网络信息检索工具的发展历史则可以追溯到 1997 年，当时
北大网络实验室推出了在教育网内的 Web 信息导航服务，即后来的天网搜索引
擎。2001 年，百度搜索面世并开始逐渐成为中文搜索引擎市场的领头羊。从 2003
年开始，中文网络信息服务的四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腾讯）陆续推
出了自己的搜索引擎服务，搜索引擎市场的激烈竞争方兴未艾。中文情报检索、
图书期刊的全文检索、中文搜索引擎等的广泛使用大大促进了中文信息检索技术
的发展。
二、中文信息检索技术的现状与挑战
1．中文语言特性与信息检索
在自然语言处理中，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使用的有意义的语言成分，但中文
以字作为其基本书写单位，词语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分标记，从形式上看，汉语中
没有“词”这个单位。因此，进行中文自然语言处理通常都是先将汉语文本中的
字符串切分成合理的词语序列，然后再在此基础上进行其它分析处理。将中文字
符串切分成合理的词语序列的过程，称为中文分词。

中文的这一特性对于中文信息检索系统的设计，包括文本预处理、索引建立、
查询等多个模块都产生直接的影响，这也构成了中文信息检索系统与传统信息检
索系统的最大差异所在。
信息检索系统（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本文中的“信息检索系统”指狭义的信
息检索系统，即文本信息检索系统）的基本架构和运行示意如下图所示：

图 1 信息检索系统架构及运行原理示意图，修改自[3]
如图 1 所示，传统意义的文本信息检索系统是由文本处理、内容索引、查询
处理、用户界面等模块组成的。具体的运行流程上，系统将信息资源中的文本经
过取词根（英文）、分词（中文）、去除停用词等预处理操作（Text Preprocess）
后输入进索引模块，索引模块以词项（term）为中心组织倒排索引（inverted index）
，
从而完成系统准备工作。用户进行检索时，首先通过用户界面输入其查询需求
（query），查询需求经过取词根（英文）、分词（中文）、去除停用词等操作后通
过查询模块在倒排索引中定位相关文档集合，再依据相关文档与查询需求的相似
度对相关文档进行排序（ranking）
，并通过用户界面反馈给用户检索结果。
对于中文信息检索系统而言，由于其索引结构需要以词项（term）为中心组
织，因此无论是信息资源文本、还是用户输入的查询需求文本都需要进行分词操
作，转化成为“词项序列”方能被检索系统处理。
尽管各种中文自然语言处理应用都需要进行分词，但不同应用对应的分词需
求是不同的。针对中文信息检索系统需要的分词方式，国内外都有相当多的研究，

作为文本信息检索领域标准评测的TREC（Text Retrieval Conference，文本信息检
索会议）还在 1996 和 1997 两年分别组织了针对中文的检索评测。但是不同的研
究得到的结论却大相径庭，如参与TREC 5 与TREC 6 评测的小组中，有 7 个小
组对应该基于字还是词为单位组织中文检索系统的索引进行了研究，其中 3 个小
组认为基于字为单位更好，其中另外 3 个小组得到相反的结论，还有 1 个小组认
为两者的效果类似[4]。
经过近十年的研究和讨论，目前比较公认的针对面向检索系统的中文信息处
理算法的结论包括：
[1] 为满足大规模文本检索的需要，中文信息检索系统对应的分词算法的时
间性能要好，因此基于复杂规则分析的方法是不可行的。
[2] 以词或以字（包括多元字符串）作为词项单位建立中文索引都是可行的，
它们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其中以词为单位建立索引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准确率，而
以字为单位建立索引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召回率。结合实际需求，将两种不同的词
项切分方法相结合，往往能取得最好的检索效果。
[3] 索引系统与查询处理系统采用的词项切分方法应当一致，以取得更好的
检索效果，即文本信息资源和用户查询需求要进行相同的中文信息处理操作，如
分词、专有名词识别等。
尽管中文信息检索系统与传统文本信息检索系统相比，需要多经过词项切分
等操作，但不少相关研究[4, 5]都证明，中文检索的效果并不会因为这些操作比
传统检索系统有明显的降低。但是如何针对具体需求设计合理的中文文本索引方
式，仍旧是中文信息检索系统设计的重点和难点。
2．中文信息资源与信息检索
中文信息资源是中文信息检索系统的处理对象，除中文语言文字的特性之
外，信息资源本身的特点也对检索系统的设计和运行产生直接的影响。上个世纪
最后二十年以来，网络信息迅速成为社会成员获取知识和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
而中文互联网资源也成为目前相当一部分中文信息检索系统面对的处理对象，本
节中，我们将重点讨论中文互联网信息资源对中文检索系统带来的影响。
根据 2007 年 6 月CNNIC发布的《第 2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

，我国所开设的网站数量已经达到 131 万个，并以超过 60%的年增长率飞速增

长。而在中文网页数目方面，CNNIC2005 年底估计当时的中文网页数目已经超
过 26 亿个，搜狗搜索则在 2007 年初声称其索引量达到 100 亿页面，并表示这只
占中文网页数目的一半左右 1 。
可以说，中文网络信息资源的数量已经极大丰富，并且还在以非常快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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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然而，网络信息资源的质量却并不能让人满意。根据[6]的统计，2005 年
底统计到的 26 亿中文网页中，完全镜像冗余的页面就占 8%左右。而所有统计涉
及到的网站中，每天的全站访问量不足 50 次的冷门网站就占近 40%；站点之间
的相互引用比较国际互联网的情况也少得多，完全不含指向其他站点的超链接的
网站竟占了 37%以上。这说明，尽管从绝对数量上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但中文网络信息资源的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中文网络信息资源质量堪忧的现状从垃圾页面泛滥的现象中也可以看出来。
所谓垃圾页面，是指那些利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在搜索引擎查询结果列表中的较高
排名的网页。由于搜索引擎在用户获取信息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一个网站
想要被用户点击浏览，最好的办法就是出现在搜索引擎的比较有利排序位置的检
索结果中。我们从搜索引擎用户查询日志[7]中选择了 750 个查询词，并进行这些
查询所对应查询结果页面的标注，结果发现搜索引擎返回的前二十位结果中有
3.4%的结果是垃圾页面，进一步的实验则发现查询频度较高的查询词对应的垃圾
比率更高，甚至达到了 6%以上。其中部分垃圾网页的样例如下图所示：

图 2. 垃圾网页样例（左图为一个堆砌热门关键词的垃圾网页，右图为一个利用
JavaScript 脚本把作弊内容显现给用户的垃圾网页）
可以说，庞大的数据规模与良莠不齐的数据质量是中文信息资源带给信息检
索工具的最大难题，而针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也正是最近一个阶段的信息检索研
究热点方向之一。
3．中文用户行为与信息检索
中文检索用户是中文信息检索工具的服务对象，信息检索工具的核心目的，
就是根据用户提交的信息需求查找信息资源中的相关内容，再反馈给用户。可以
说，信息检索的整个处理流程就是围绕用户来进行的。对于中文信息检索系统而
言，最大的用户群体来自于中文网民。截至 2007 年 6 月，中国网民总人数达到
1.62 亿，仅次于美国 2.11 亿的网民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与 2006 年末相比，新

增网民 2500 万，增长异常迅速。考虑到我国网络普及率仍然偏低的事实（只有
12.3%，低于全球 17.6%的平均水平），网民数量多、增长快的状况将长期存在。
中文网络用户中，网络信息检索工具（即中文搜索引擎）使用的普及率相当
高，据 CNNIC 统计[2]，超过 9 成（90.4%）的网民表示，需要信息时，首先想
到的就是去互联网上寻找，尤其是高收入、高文化程度网民群体中接近 9 成
（89.2%）都将互联网作为主要信息渠道，报纸和电视作为信息渠道的提及比例
分别比互联网的覆盖比例低了近 15 个和 22 个百分点。这说明了中文用户对于网
络信息检索工具的青睐程度。
用户行为分析是信息检索技术得以前进的重要基石，也是能够在商用搜索引
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各种算法的基本出发点之一。早在网络信息检索研究开始之
前，用户相关反馈在文本检索中的研究就被认为是提高检索精度的主要途径之
一。面对复杂的用户需求与更加复杂浩繁的文档集合，通常只有几个字词组成的
用户查询成为了影响用户与检索系统之间信息传递的瓶颈，而相关反馈则成为了
更明确表达用户意图的有效方案。尽管由于增加了使用成本，用户相关反馈并没
有能够在文本检索中得到大规模的应用，但这方面的工作后来却成为了伪相关反
馈（pseudo relevance feedback）、查询扩展（Query expansion, QE）等信息检索核
心技术的基础。
与此同时，对网络用户的行为分析自从WWW得到大规模应用以来，也得到
了足够的关注。Silverstein等在[8]中总结出了一系列用户行为分析结果，如：用
户需求中有大量的重复项、绝大部分用户在进行检索的过程中不对其查询进行修
改等。这些分析结果对检索系统设计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在 2006 年基于对搜
狗搜索引擎的分析，也总结出了中文检索用户（尤其是网络信息检索用户）的一
些行为特点[9]。这些结果中既有与英文检索用户类似的特征，如大部分用户只翻
看搜索引擎返回结果的第一个页面等。也包括一些异于英文用户的特征，如：中
文检索用户提交的查询中只有 0.73%是使用了高级检索功能，远低于英文用户行
为分析中 20%的比例；中文检索用户提交的查询中重复率比英文检索用户高得
多，少数查询出现总数占了总查询数的绝大部分等。
检索用户的行为分析一直是推动信息检索研究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于中
文信息检索而言更是如此，目前不少中文搜索引擎根据用户行为习惯设计的查询
辅助手段如查询提示、相关查询扩展等功能都大大便利了中文用户获取信息的过
程，也拓展了检索系统的交互渠道。在可以想见的未来，用户行为分析仍将视中
文信息检索研究中的重要方法和研究方向。
三、结语
以上，我们针对中文信息检索与传统信息检索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

从中文信息资源和中文检索用户行为的角度，对中文信息检索当前研究的主要热
点进行了介绍。
值得欣慰的是，在产业界和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中文信息检索的研究和
应用都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为中文用户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中获取信息资源提供
了有力的保障。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文语言固有的一些特点、中文信息资
源特殊的繁杂性质和中文检索用户的行为习惯等共同给检索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何能够更好的应对这些挑战，把一个在信息、知识的汪洋
大海中“捞针”的有效工具提供给用户，我们仍旧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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