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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结合网页搜索引擎、数据自动分级分类、公共服务平台三个关键点，开展基于垂直搜索引擎的数
据采集、基于CNN的数据自动分级分类、基于微服务架构的高并发云服务的关键技术路线研究。针对
传统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和卷积神经网络分类识别率不高的问题，提出融合CNN和注意力机制的长短
时记忆来提高政策数据分类识别精确度。首先通过word2vec获取政策数据文本形成词向量矩阵，然后
输入到传统机器学习分类模型中，在此基础上使用模型融合技术融合单一模型中分类效果较好的模型，
最后得到融合模型和单一模型的分类结果并进行对比。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技术路线有效解决了信
息及时性不强、信息完整性不足、信息推送精准度不够等关键问题，实现政策扶持落地转换能力和效
果的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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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ree key points of web search engine, automatic data class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and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this paper studies the key technical routes of data collection
based on vertical search engine, automatic class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data based on CNN,
and high concurrency cloud service based on 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 Aiming at the problem
that the recognition rate of traditional long-term and short-term memory neural network and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is not high, this paper proposes a long-term and short-term memory
fusion of CNN and attention mechanism to improve the classification and recognition accuracy of
policy data. The first mock exam is to get the first mock exam vector matrix from word2vec data,
and then input it into the traditional machine learning classification model. Based on this, we use
the model fusion technology to fuse the model with better classification effect in the single model,
and finally get th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the fusion model and single model and compare th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chnical rout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effectively solves the key problems such as weak timeliness of information, lack of information integrity, and insufficient accuracy of information push, so a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anding conversion ability and effect of
policy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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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5 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来，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
创新型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中共十八大后，各地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实招频出、创新不断，出台实
施约 2 万亿元规模减税降费举措，打出债券、信贷、股权“三支箭”缓解融资难题，各级企业尤其是中
小微企业是最直接的受益者。要强化实现政策“落地感”，首要必须确保广泛宣传、高效执行和对应落
实到企业。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推广、智能终端的普及，大数据时代信息的快速获取渠道逐步完善丰富，
数据的收集、挖掘、分析也给政策宣贯和落地转化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为了给企业更好的指向性，需要识别出企业真实需要的政策信息数据，因此文本分类中的传统机器
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和深度学习技术可实现文本数据的分类挖掘及信息检索，已经在新闻公告分类、社
会舆情分析、垃圾信息过滤等方面广泛应用[1]。
本文重点研究如何从庞大的政策类数据文本中提取出价值信息，并实现自动化的检索、分类汇总和
分发推送，因此利用文本分类技术对政策信息进行分类识别是近年学术界的研究热点[2]。要解决这些问
题，本文对数据的获取、分析、挖掘、归类开展深入研究，通过融合卷积神经网络 CNN 和长短时记忆注
意力机制模型的引入，重点解决营销新闻文本识别分类的问题，并提出融合政策全面覆盖、企业需求精
准定位、项目资金申报服务于一体的综合移动服务云平台设计路线，研究并实现面向中小企业的数据分
发综合云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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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策宣贯服务平台存在不足析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推广、智能终端的普及，APP 信息推送和短信事务提醒进入了大家的生活，也
为大家的工作带来了便利[3]。迈入大数据时代后，信息的快速获取渠道逐步完善丰富，数据的收集、挖
掘、分析也给行业针对性服务奠定了良好基础。虽然网上现有大量各种的数据资源，为中小企业在政策
指引下的发展奠定了信息数据基础。但由于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型的企业所涉
及到的政策信息多样，数据来源广泛、结构复杂、动态实时，在有效利用的过程中急需解决以下问题：

2.1. 政策推送存在一定覆盖盲区
公司机构想要了解最新的政策支持和项目信息，需要主动去获取，带来人员和资金上更多投入。其
中，中小微企业在成立之初缺乏技术资金资产，及时了解政策导向并获取扶持是公司能生存下来关键因
素之一；而新创业者绝大多数没有运营经验，都是以技术为基础，对政策情况基本不了解，不能及时获
取项目申报信息，或者知道项目申报信息但不知道如何申报。
政府部门多数通过官方网站发布新政策及扶持信息，无法确保辖区或行业内的企业都能收到并学习；
“政策是否落实、企业是否及时获取到亟需的政策信息”等问题不能得到及时反馈，在政策覆盖面上形
成了一个较大的盲目区。上述因素导致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产生沟通障碍，导致扶持政策落地最后一公
里问题突出。

2.2. 海量信息致针对性服务缺乏
虽然网上现有大量各种的数据资源，为中小企业在政策指引下的发展奠定了信息数据基础；但由于
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型的企业所涉及到的政策信息多样，数据来源广泛、结构
复杂、动态实时，导致各类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存在一定的零散现象，不够系统。即使是结构
化数据，由于适用的范围和应用服务对象的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异，尤其是跨行业的数据之间无法互通，
为数据的融合性分析和针对性服务带来巨大的困难。例如，税务部门出台的企业减税降费政策与金融部
门解决企业融资难的政策契合点较少，零散的举措难以达到总体效果。

2.3. 政策落地专业配套服务缺乏
主管部门重点关注于发布各类惠企政策，不注重为企业详细解读政策，没有较好的帮助企业提升谋
发展、谋改革、谋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不注重分析政策的落实与效果，并未考虑到本地的实
际情况，没有较好地追踪政策落实的效果、发挥的作用。
中小微型企业，对各类政策资源、政策服务流程、项目申报要求等了解还不系统全面，不同政府部
门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都还存在较大的时空信息不对称，政策之间没有形成聚合力量，政策落地服务
质量和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对政策研究、政策咨询和政策服务的需求剧增，企业需要人才服务、金融
服务、项目咨询公司以及法律、财务专业事务所提供在线服务等，从而能让众多小微企业能将全部精力
放在公司的运营以及产品的发展上。鉴于此，需要通过整合资源、联动服务、构筑合力，最大限度地释
放产业经济政策效能。

3. 平台关键技术路线研究
要构建平台实现全国各部门的产业扶持政策信息采集和推动，帮助企业及时了解掌握涵盖国家、企
业、申报、科技、创业、金融、税务的各级政策信息，需要开展三方面的关键技术研究：1) 实现对聚焦、
实时和可管理的网页信息采集，实现非结构化内容到结构化数据的数据解析，达到实现精准、全面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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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索引和联合检索[4]；2) 构建不同行业、地域的数据挖掘及文本分类模型，实现对文本词向量的轨迹分
类，实现不同用户数据的精准分发推送；3) 实现多线程高并发的分布式处理优化，实现企业级容器并发
管理，实现应用发布及更新管理。平台技术路线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Platform technology roadmap
图 1. 平台技术路线设计图

3.1. 基于垂直搜索引擎的数据采集
通过垂直搜索引擎技术，构建非结构化数据实时采集及解析，高精准的全文广泛索引和联合检索，
实现对聚焦、实时和可管理的网页信息采集，实现非结构化内容到结构化数据的数据解析，达到实现精
准、全面的全文索引和联合检索。基于大数据的垂直搜索引擎，由信息采集、索引、查询和展示四个部
分构成，包括 Solr (Search On Lucene Replication)、索引器、检索器、中文分词模块、用户接口模块，通
过将 Solr 与索引器连接，索引器与检索器相互连接，检索器与中文分词模块连接，用户接口模块与中文
分词模块连接，实现全文检索。其中 Solr 索引器负责对原始数据库的文档构造索引，并且存储在索引数
据库中。检索器利用索引数据库中的索引来查找与用户查询相匹配的文档，计算各个文档和查询关键词
的相关度，并将相关度大于阈值的文档按照相关度递减的顺序排列，返回给用户；中文分词模块使用全
二分最大匹配快速分词算法；用户接口模块为可视化的查询输入和结果输出界面。
具体过程中，1) 通过采用基于垂直搜索引擎的网页采集技术，按需实现控制采集目标和范围、按需
支持深度采集及按需支持复杂的动态网页采集，达到更加聚焦、纵深和可管控的需求，并且网页信息更
新周期也更短，获取信息更及时；2) 通过采用全二分最大匹配快速分词算法，最大限度地提高分词效率；
3) 通过垂直搜索支持全文检索和精确检索，并按需提供多种结果排序方式，支持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
联合检索，满足作者、内容、分类的组合检索。

3.2.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文本分类
文本分类的主要过程包括文本预处理，特征提取，文本表示和分类器训练四部分。2017 年夏从零等
人提出了基于事件卷积特征的新闻文本分类，通过卷积神经网络从新闻文本中提取特征文本，以对文本
进行分类，但通常会忽略上下文且语义准确度不高[5]。对于捕获单词的语义，文本中信息的顺序仍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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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令人满意。同时，特征提取的方法存在数据稀疏、维度爆炸等问题，降低了训练模型的泛化能力[6]。
基于此，本文通过结合卷积神经网络和注意力机制的长短时记忆网络结构，实现基于卷积神经网络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的数据挖掘及分类，通过构建基于邻接矩阵构建文本分类模型，实
现对文本词向量的轨迹分类，并通过最优次模式分配距离方法进行验证测试，提升分类的精确度实现政
策类文件分类的准确率提升[7]。
具体过程中，1) 借助卷积神经网络结构和群结构的相似性，使用卷积神经网络分类文本的词向量和
个数，在获得文本词向量分类基础上，进一步分类群结构，获取群协作分类关系；2) 通过距离敏感性参
数调整最优次模式对于真实点集和估计点集之间距离误差的权重；3) 通过关联敏感性参数调整最优次模
式距离对于真实点集和估计点集之间数量不同的关联误差权重。

3.3. 基于微服务架构的高并发云服务
以微服务架构为基础构建云服务平台，实现多线程高并发的分布式处理优化，通过 Rancher 实现企
业级容器并发管理，通过 Docker 实现应用发布及更新管理，通过 Redis 分布式锁建立及特定服务保障，
通过多线程的用户数据分发实现精准推送。集群管理架构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Rancher cluster management architecture
图 2. Rancher 集群管理架构图

具体过程中，首先通过 Rancher 为容器提供一揽子基础架构服务：包括 CNI 兼容的网络服务、存储
服务、主机管理、负载均衡、防护墙；跨越公有云、私有云、虚拟机、物理机环境运行，实现一键式应
用部署和管理；与各种 CI/CD 工具协同工作，实现开发、测试、预生产和生产环境的自动部署，提供整
体可视化的主机、容器、网络及存储管理，简化运维人员故障排除和生产部署的工作量；并通过企业应
用服务目录实现企业数据中心的应用管理部署。其次，通过 Docker 镜像提供容器运行时所需的程序、库、
资源、配置等文件外，包含了一些为运行时准备的一些配置参数(如匿名卷、环境变量、用户等)。镜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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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任何动态数据，其内容在构建之后也不会被改变，在当某些相同的层已经存在的时候，完全不需要
重新传输，大大提高镜像在网络上的传输效率。最后，通过研究 Redis 构建合适的分布式锁，在高并发
下消除选择竞争、保持数据一致性，即客户端在执行连贯的命令时上锁的数据不会被别的客户端的更改
而发生错误，保证特定服务在多个容器中只有一个运行，同时保证命令执行的成功率。对于需要进行政
策信息分析推送的用户进行查询分发、批量处理，以遍历的方式进行用户推送，保证用户不会漏推或推
送重复；信息推送采用先集中查询信息再对多用户进行集中分析多线程处理的方式，保证信息推送的顺
序性和完整性。

4. 平台研发与应用
基于上述技术路线，研发出《政策快报》综合服务云平台。《政策快报》是一款集政策信息、政策
解读于一体的国家扶持企业政策申报信息服务平台，是企业“及时、全面获取政府政策类资金、资源”
的利器。平台收录全国各个部分的涉企政策项目信息，为企业挖掘有价值的政策信息、项目申报指南等
信息内容，帮助中小企业用好政策福利，平台主要内容如图 3 所示。提供申报信息、国家政策、政策解
读、金融服务，另外提供专业的政策申报咨询服务机构，高效完成信息收集、项目申报，为企业提供一
站式服务。《政策快报》综合服务平台的主要子系统，包括数据采集系统、元数据管理系统、智能推动
系统、权限管理系统、用户反馈系统等，主要功能模块如图 4 所示。

Figure 3. Cloud platform of policy express
图 3. 《政策快报》综合服务云平台

Figure 4. Main function module diagram of policy express
图 4. 《政策快报》主体功能模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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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快报》综合服务平台主要特点包括：及时全面的获取政府每年数十万至数千万的政策类资金、
资源，更高优先级展示项目申报信息，高效稳定；聚合发改、工信委、工商、国税、地税、科技、财政、
人社、农委、环保、质检、商务、国土、住建、规划、交通、水利、安检等数万个各级政府部门网站精
选内容，支持按区域、按发布机构、按时间筛选呈现信息。覆盖项目申报信息、国家政策、政策解读、
金融服务、人才服务信息，只要用户关注的信息，都能搜到、关注，也可按条件订阅，避免价值信息遗
漏，信息精准、及时，智能呈现全面政策信息和招商引资渠道，第一时间通达企业决策人；并提供咨询
服务、金融服务，形成整体解决能力。
《政策快报》综合服务云平台存储的网页快照和相关附件有近两千万条左右，能高效的对数据库进
行存储及查询进行各种优化，保证高并发下同一个数据的二十万次上锁执行释放锁的操作，平台的稳定
运行稳定，反响热烈，截止 2020 年 7 月，累计安装超过 350 万次。APP 主要功能截图如图 5 所示。

Figure 5. Example of comprehensive service cloud platform of policy express
图 5. 《政策快报》功能示例图

5. 总结
《政策快报》平台的出现，打通了企业项目申报及资金需求扶持的通道，打通了企业技术提升及科
技成果转化的渠道，释放企业精力降低各项成本投入，有效减少政策覆盖存在盲区，提升政策转换能力
和落实效果。平台面向中小企业用户以及政府部门服务，持续优化金融、人才、法律、财务、专利和商
标等增值业务，解决了企业及时获取有效信息的刚性需求，并保持完善的后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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