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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联网已逐渐成为人类有史以来资源最多、品种最全、规模最大的信息库。同时，

XML 开始慢慢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文档开始用 XML 语言来描述、存储和交换。在这种

发展背景下，本文对基于 XML 的搜索引擎进行了研究。本文介绍了 XML 语言与搜索引擎

的工作原理和相关的几项技术，设计了基于 XML 的搜索引擎的模型，介绍了模型的设计思

想及大体框架。模型主要包括搜索模块、转换模块、解析模块、索引模块与查询模块。并重

点介绍了转换模块、解析模块和索引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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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当今，互联网已成为人类有史以来资源最多、品种最全、规模最大的信息库。作为网上

最主要的信息检索工具，搜索引擎[1]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传统的搜索引擎大都是基于

HTML的搜索引擎，HTML重显示而非内容的特点大大限制了搜索引擎的查准率，传统搜索

引擎的查准率有待提高。现在越来越多的文档开始用XML语言来描述、存储和交换。XML
的标记含义丰富、意义明确，能明白的提示所标记的内容，搜索引擎可以依靠标记和内容之

间的依存关系，准确定位、找到目标，从而大大减小搜索范围，提高检索精度。目前基于

XML的搜索引擎有两种信息检索单位[2]：第一种是以文档为检索单位，第二种是以文档中被

标注的元素为检索单位。其中第二种把XML文档库看作是半结构化文档的数据库，并使用

了相应的数据库风格的查询语言。目前基于XML的搜索引擎研究是一个较新的课题。 

2．搜索引擎与XML介绍 

2.1 搜索引擎技术概述 

随着因特网的迅猛发展，WEB 信息的增加，用户要在信息海洋里查找信息，就象大海

捞针一样，搜索引擎技术恰好解决了这一难题。搜索引擎以一定的策略在互联网中搜集、发

现信息，对信息进行理解、提取、组织和处理，并为用户提供检索服务，从而起到信息导航

的目的。 
搜索引擎的实现原理，可以分作四步[3]：①从互联网上抓取网页；②建立索引数据库；

③在索引数据库中搜索；④对搜索结果进行处理和排序。分别介绍如下： 
⑴从互联网上抓取网页。利用能够从互联网上自动收集网页的网络蜘蛛程序，自动访问

互联网，并沿着任何网页中的所有 URL 爬到其它网页，重复这过程，并把爬过的所有网页

收集到服务器中。 
⑵建立索引数据库。由索引系统程序对收集回来的网页进行分析，提取相关网页信息（包

括网页所在 URL、编码类型、页面内容包含的关键词、关键词位置、生成时间、大小、与

其它网页的链接关系等），根据一定的相关度算法进行大量复杂计算，得到每一个网页针对

页面内容中及超链中每一个关键词的相关度（或重要性），然后用这些相关信息建立网页索

引数据库。 
⑶在索引数据库中搜索。当用户输入关键词搜索后，分解搜索请求，由搜索系统程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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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索引数据库中找到符合该关键词的所有相关网页。 
⑷对搜索结果进行处理排序。所有相关网页针对该关键词的相关信息在索引库中都有记

录，只需综合相关信息和网页级别形成相关度数值，然后进行排序，相关度越高，排名越靠

前。最后由页面生成系统将搜索结果的链接地址和页面内容摘要等内容组织起来返回给用

户。下图是一个典型的搜索引擎系统架构图： 

 
图 2-1 搜索引擎框架图 

搜索引擎技术发展迅速，其主要的发展方向有如下几个方面： 
⑴智能化搜索：准确的搜索应建立在对收录信息和搜索请求的理解之上，显然，基于自

然语义理解技术的搜索引擎，由于可以同用户使用自然语言交互，并深刻理解用户的搜索请

求，则查询的结果也更加准确。 
⑵个性化搜索：提高搜索精确度的另一个途径是提供个性化的搜索，也就是将搜索建立

在个性化的搜索环境之下，通过对用户的不断了解、分析，使得个性化搜索更符合每个用户

的需求。 
⑶结构化搜索：所谓结构化搜索，是指充分利用 XML 等技术使信息结构化，同时使查

询结构化，从而使搜索的准确度大大提高。 
⑷垂直化专业领域搜索：由于社会分工的加大，互联网用户从事的职业有很大不同，不

同互联网用户对信息搜索也往往有自己的专业要求。专业垂直引擎只针对某领域，可保证此

领域信息的收录齐全与及时更新。 
⑸本土化的搜索：世界上许多著名的搜索引擎都在美国，它们以英语为基础，完全按它

们的思维方式和观点搜集和检索资料，这对于全球不同国家的用户来说显然是不适合的。各

国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不同，在对网站内容的搜索要求上也就存在差异。搜索

结果要符合当地用户的要求，搜索引擎就必须本土化。 

2.2 XML 技术概述 

目前，Internet 已逐渐演变为一个拥有巨大信息资源的开放的、分布的信息空间，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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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的信息量正以几何级数的速度迅速增长。同时 Internet 所固有的海量数据的分布性、异

构性、动态性等特点对互联网环境下的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提出了新的挑战。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正是适应这一历史环境而出现的技术。XML 是标准通用

标记语言 SGML(Standard Generalized Markup Language)的精简版本，在 SGML 的基础上，

去除了复杂的语法定义部分，对文件类型描述部分进行了简化，并增加了互联网相关的特征，

使得 XML 能够以一种开放的、自我描述方式定义数据。由于 XML 这些特性，使得它非常

适合于网络，更适用于异构应用间的数据交互。 
XML 的主要特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⑴XML 的跨平台性：XML 使用文本表示数据，这使得它对于跨平台的数据交换十分方

便。XML 可以跨越不同的数据库平台。 
⑵自描述性：XML 文档的自描述性主要体现在 XML 文档包含一个文档类型声明。 
⑶灵活性：XML 可以随意定义元素及其之间的关系，可以利用 XML 定义复杂的数据

结构，为描述事物之间的复杂联系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⑷方便性：XML 将内容和显示格式分开，内容用 XML 文件来表示，显示格式则用 CSS

和 XSL 来描述，当外观变动时，XML 文件不受其影响。 
XML 可以用一种开放的和自我描述的方式定义数据结构，非常容易编写和阅读，使得

它成为了异构数据的集成和交换的中介，正是由于 XML 具有这些良好的特性，使得它可以

作为各种文本或媒体信息和数字信息转换的中介。 

3．基于XML的搜索引擎 

基于 XML 的搜索引擎的总体结构[4]和普通的基于 HTML 的搜索引擎一样仍然包括搜

索、索引、检索和用户接口这几大模块。另外针对 XML 文档的特点，还需要包含转换模块

和解析模块。 
由于目前的网络环境下，HTML 语言与 XML 语言并存。网络蜘蛛不但下载 XML 文档，

还下载 HMTL 文档。网络蜘蛛下载了各类文档后，需要将 HTML 文档转换成 XML 文档，

同时为没有 DTD 的 XML 文档生成 DTD。完成这两项工作的部分称为转换模块。 
XML[5]文档分为文本信息和结构信息，它是严格的树状结构，各个标签之间有严格的父

子、兄弟关系，标签之间是文本信息。标签中的内容用来标明夹在起始标签与结束标签间的

数据的性质。建立索引之前需要提取 XML 文档的文本信息和结构信息，这个工作由解析模

块来完成，所以在转换模块与索引模块之间应该有个解析模块，转换模块将转换后的文档传

给解析模块，解析 XML 文档的文本信息与结构信息。 
普通搜索引擎为了加快对用户检索要求的响应速度，需要给采集到的数据建立索引，

XML 文档被解析后，就由索引模块对 XML 文档的文本信息和结构信息建立索引记录，并

将记录放入索引数据库中。 
系统中还包含查询模块，查询模块即用户与搜索引擎的接口部分，它需要引导用户输入

其查询请求。并将用户输入的查询请求翻译为搜索引擎能读懂的格式，然后查询索引数据库，

最后将结果排序后显示给用户。 
所以系统一共分为五大模块：搜索模块（网络蜘蛛）、转换模块、解析模块、索引模块

与查询模块。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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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基于 XML 的搜索引擎结构图 

 
下面对与 XML 相关的转换模块、解析模块和索引模块进行详细讨论。 

3.1 转换模块 

机器人模块下载的文档包括 HTML 文档和 XML 文档，而索引器要为 XML 文档建立索

引，必须把 HTML 文档转换为 XML 文档，这就需要有个转换器。要实现 HTML 数据向 XML
的转换，关键是给出 HTML 的内容数据及其关系的一种组织方式，找出这种方式在 XML
模式中相应的表达规则，建立 HTML 标识到 XML 模式的一种影射，从而实现从 HTML 内

容到 XML 结构的转换。 
主要的转换方法有： 
⑴HTML 文档直接向 XML 的转换。在转换过程中采用将 HTML 文档分析加工为 DOM

树的形式，在此基础上再做进一步的转换。转换过程主要解决的是 HTML 文档及其集合要

表达的模式信息，可以通过程序自动进行抽取，并利用手工对 HTML 文本进一步加工，把

遗漏的模式信息加以补充，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数据模式，根据抽取出来的模式，确定各对

象的属性名和对象间的语义关系，指定 HTML 文档中待转换的信息的标记，并明确这些被

转换的 HTML 文档信息与 XML 的文档标记的对应关系，根据这些关系，扫描 HTML 文档

并输出相应的 XML 结果。 
⑵利用 XHTML 进行转换。XHTML 采用了一种模块化方案，将现有的 HTML 模块化。

XHTML 文档遵循 XML 格式，因此可以用标准的 XML 工具浏览、编辑和检查；同时 XHTML
又继承了 HTML 的特点，适合现有的 HTML 的应用工具，而且还有更好的表现，因此可以

说 XHTML 是现有的 HTML 通往结构化 XML 的桥梁。要把 HTML 向 XML 迁移，可利用

XHTML 对 HTML 文档进行改装。XHTML 结合了 HTML 和 XML 的优点，由于它和 HTML
比较接近，所以可以很容易的利用 HTML 进行改装和简化，形成新的 XHTML 文档，实现

HTML 向 XML 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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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解析模块 

解析模块是基于 XML 搜索引擎与普通搜索引擎不同的结构之一，是针对 XML 文档的

特点所设计的模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块。由于 XML 文档是一种半结构化的数据，它

的数据包含结构和内容两部分，在对它建立索引前首先必须对它进行解析，将结构信息和内

容信息分别提取出来为它们建立索引。XML 文档相比于 HTML 的特点是重数据的内容和结

构，而非数据的显示，它使面向 XML 文档的搜索引擎的搜索有了针对性，故而大大提高了

其查准率。解析模块就是体现这一特点的一个重要部分。解析模块的主要任务是提取 XML
文档的内容信息和结构信息，它由模块中的解析器来完成。解析器负责对输入的 XML 文档

进行解析，生成 DOM 树。DOM 树生成后，应该对树的每个节点做个标记，这个标记在它

所处的文档中是唯一的，即一个标记唯一标识一个节点，这可以方便建立索引。 

3.3 索引模块 

搜索引擎的索引部分是整个搜索引擎最关键的部分。在对以前的 HTML 文档数据建立

索引时，需要保存的信息是文档中的词项信息，就是某一个词项在哪篇文档中出现，出现了

几次以及出现的位置。对 XML 文档数据建立索引时，要保存更多的信息。首先是标签间的

数据信息，另外还有标签中的词项信息和文档中标签的嵌套层次信息。 
为支持根据元组名、属性名和结构进行查询，即要实现以下三种操作：①给定一元组名

字符串，比如说“book”去查找所有具有此名的元组，并把它们按所属的文档分类。②给定一

属性名字符串，比如说“store”去查找所有具有此名的属性，并把它们按所属的文档分类。③

给定一个元组，查找它的父元组或孩子元组、属性；给定一个属性，查找它所属的元组。 
所需实现的索引有：元组索引、属性索引和结构索引。 
⑴元组索引。可采用 B+树来实现，利用名字标示作为键值，其叶节点的每一个入口均

指向由固定长度的元组记录组成的集合，这些元组具有相同的名字串，并按它们所属的文档

进行分组。利用元组索引可使我们快速地查找出拥有相同名字的所有元组。 
⑵属性索引。结构同元组索引类似，不同之处是包含一个值标示，它被当作一个键用于

从值表中获得属性值。 
⑶结构索引。由线性矩阵组成，每一个线性矩阵都用来存储元组或属性的固定长度记录，

这些元组或属性来自于同一个 XML 文档。在一个线性矩阵中，元组和属性按照它们的次序

值被一起存储。在每一个记录中，存放有一个名字标示、第一个兄弟的次序值、第一个孩子

节点、第一个属性节点等。 

4．总结 

Internet 已逐渐成为人们进行信息发布和信息交流的重要媒介，而搜索引擎服务对人们

的信息搜索活动也提供越来越重要的支持作用。随着 XML 技术的不断应用，网络上越来越

多的文档开始用 XML 语言来描述、存储和交换。因此，研究基于 XML 的搜索引擎技术具

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介绍了 XML 相关技术，探讨了搜索引擎的总体框架，在此基础上设计

了基于 XML 的搜索引擎的模型，论述了模型的设计思想及大体框架。并且针对 XML 的特

点重点介绍了搜索引擎中的转换模块、解析模块和索引模块。支持 XML 的搜索引擎技术将

使搜索引擎服务更加适应于未来网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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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 Internet has already become an information bank that has most resource, most kinds and largest 
scale in human history. And the Extensible Language XML has grown up slowly in the meanwhile. 
More and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Web will be described, stored and expressed with XML in the future. 
Under this developing background, we try to research on search engine based on XML. This paper 
introduces XML and some technology about search engine, introduces its design idea and designs the 
framework of the search engine based on XML which comprise search module, switch module, parse 
module, index module and query module. And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switch module, parse module, 
index module in detail. 
Keywords: XML; search engine; parse modu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