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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UML的句子相似度计算小程序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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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采用软件工程中提出的面向对象软件设计方法论，使用 UML统一建模语言的图形符号和基本

概念，在 Rose建模软件中以工程化的形式设计出在研究基础领域使用的计算句子相似度的小程序，并创建系统

模型。该设计方案可以在各种 APP、微信小程序和网站的搜索、查找模块中考虑使用，在黏着性语言类的自然语

言处理研究领域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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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句子相似度计算小程序的研究意义

以前的研究工作中，从词性、词序、句长、相似

单元角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哈萨克语句子相似度的计算

方法，另外初步研究了切分名词词根和词缀的有限状

态自动机的构造 [1]。随着 python程序设计语言的广泛

使用，目前也可以采用 numpy()函数库、字符串和有序

组合数据的内置函数等有关技术方法，从数据库中可

以筛选出相似句子，并按相似比例的高低进行排序。

粘着性语言类的词根和词缀具有较特殊的主从关系，

因此，计算相似度前实现分解句子和切分词缀是必不

可少的。本文主要探讨的小程序的详细设计方案对计

算句子相似度技术，甚至对机器翻译、搜索引擎等领

域的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技术条件。

2 句子相似度计算小程序的可行性研究

句子相似度计算小程序作为验证新的计算方法和

其规则而推出的测试小系统，可以在人工智能、自然

语言处理等领域，当作数据分析的辅助系统应用，该

系统的设计和维护阶段的任务分解明确，操作简单易

学，使用群体只限于研究人员和测试人员，用户不仅

可查看数据分析结果以外，还可以组内交流意见。

3 需求分析

参与者分管理员、测试员和计算相似度后台系统。

管理员可以进行维护测试员信息、维护数据库、审核

新提交的数据、维护公告等操作。测试员首先登录系

统后可以使用计算相似度，上传新数据，修改个人信

息、查看公告和在分组讨论模块留言等功能。至于未

注册系统的用户系统每一天只提供三次免费查询功能。

计算相似度后台系统以辅助参与者的身份与外部环境

进行交互。

4 句子相似度计算小程序的系统模块分析

系统由登录界面、测试相似度界面、查看公告界

面和分组讨论界面组成。其中前台由测试员和管理员

都可以登录，每个模块两类用户均可实现的操作有：

登录界面中可以注册、登录、填写个人信息；测试相

似度界面中可以搜索相似单词、搜索相似句子、上传

新数据；查看公告（新闻）界面中可以完成查看新发

布的公告、搜索公告、点赞公告（新闻）等操作；分

组讨论模块中可以留言、点赞。

后台智能允许管理员访问，其中管理员可以完成

的操作有：（1）用户管理模块：审核注册、注销的测

试员账号，维护测试员基本信息，并更新测试员实体

类数据库表；（2）相似单词（句子）管理模块：添加

新的计算规则、维护有误数据，并更新单词（句子）

实体类数据库表；（3）公告（新闻）管理模块：上传

新公告（新闻），维护已经上传的新数据，并更新公告（新

闻）实体类数据库表；（4）分组讨论模块：维护留言

信息，并更新留言实体类数据库表；（5）系统历史记

录管理模块：维护系统使用记录信息，并更新历史信

息实体类数据库表。

5 句子相似度计算小程序的功能分析

系统中除了注册和登录的前提条件为参与者打开

系统界面外，维护、上传、留言、搜索等功能的前置

条件是参与者登录系统成功，其基本的操作流程如下：

1.注册功能：测试员登录前先需要注册，新测试

员通过填写姓名、联系方式、单位和验证码进行注册

系统，并提交信息。管理员对其参与者信息进行审核，

如果审核通过，将分配 ID账号编码，并发送登录密码，

设置其用户权限。测试员收到管理员信息后对账号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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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进行修改。

2.登录功能：管理员和测试员首先登录成功后可

以正常使用小系统。为了保护测试员的基本信息，忘

记账号密码时只允许输入三次，如果输入有误，将系

统提示错误信息。测试员忘记密码时，可以通过手机

验证等措施找回账号密码。

3.维护测试员信息：新测试员注册系统时，管理

员查看其参与者基本信息的完整性，并审核其身份；

如果测试员注销其账号，管理员将数据库中删除其基

本信息，并取消权限；部分信息安全级别较高的，隐

藏的用户个人信息由管理员亲自审核、修改、补充和

删除。

4.维护数据库：句子相似度系统的数据库规模可

无限地扩展，随着新数据的上传，器容量可以不断增

大。但参与者提交新单词或句子之后，管理员先审核

该数据，如果数据中有拼写错误或者语法错误等问题，

将数据审核结果发送给上传数据的测试员；该测试员

第二次重新编辑数据，确保无误后，再次提交到系统

上。管理员再次审核该数据，如果新上传的数据中没

有任何问题，下一步检索在数据库中是否存在该数据，

如果没有则添加至数据库中。

除此之外，管理员还可以删除数据库中重复的信

息或者错误的信息，还可以进行修改、更新等维护操

作。用例维护信息的前置条件是数据库在系统中存在，

管理员登录管理模块成功。管理员与系统参加该用例，

基本流程为：首先，管理员在数据库中检索相关单词

或句子；其次，如果数据库中存在，则维护其内容，

并提交；最后，数据库覆盖原数据后，则提示维护成功。

替代流为：如果数据库中找不到关键字，则系统提示

管理员该数据数据库中不存在；如果元数据覆盖失败，

则系统提示管理员数据维护失败，请重新设置。

5.上传新数据：测试员登录系统后可查看某一个

关键字在数据库中的相似句子或者单词，如果搜索数

据时，数据库提示其数据不存在，则测试员可以将数

据作为新关键词上传至数据库中，同时还可以提交使

用该单词的句子和它的近义词，从而可以不断更新和

充实系统数据库。

6.搜索相似句：测试员首先在搜索框中输入关键

字，并点击确认后，系统将其关键字的相似单词或句

子从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并把最终结果输出。其中相

似度的计算方法在查找相似单词和相似句子中应用。

搜索相似单词：测试员登陆成功后再计算相似度

模块选择单词相似度计算功能，输入关键词，点击确。

则系统会自动检测数据库中出现该单词的句子和近义

词，通过对比单词的长短、对比字符串的序号和字符

类型等方式计算其相似度比例，并把相似单词、近义

词和相似度显示在界面上；如果数据库中找不到该关

键字数据库则提醒测试员数据库中不存在该数据， 并

提示是否确认添加到数据中。

搜索相似句子：该功能的基本用例模板与搜索相

图 1 系统用例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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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单词的基本流程是一样的，只不过计算数据模型是

按句子所包含的有序组合中的字符序号、其来长度和

词序进行匹配，搜索过程中找不到的句子时，测试员

可以通过上传新数据的方式提交至数据库中，管理员

审核通过后更新系统数据库。

7.查看公告（新闻）：前置条件为管理员发表公告，

只能高级管理员对公告进行上传、删除、编辑和置顶

等维护操作。管理员发布公告成功后， 测试员在登录

系统的状态下，可以查看其公告，并公告左下方可以

进行点赞和举报操作。

8.分组讨论（留言）：只要注册系统的参与者都

可以参与到分组讨论中。测试员同样先登录后发表自

己的意见；管理员审核通过后以“组内留言”方式组

内可以开展讨论。留言审核通过后，如果发现有错别

字或者别的问题，留言的参与者可以自行修改、删除

其内容。其他参加互动的人员通过引用该评论发表自

己的意见，点赞自己赞同的留言，有意见的内容可以

举报给系统管理员。

以上功能的后置条件为操作成功，更新数据库中

对应的实体类数据库表，并生成每个阶段的操作记录

文件。

6 数据库分析

系统数据库是通过连接多种子表的方式创建。其

中，数据库子表可分为实体类和边界类数据库表。实

体类表示参与系统交互的人员和系统关键信息存储的

表格，如：用户实体类表、单词实体类表、句子实体类表、

公告（新闻）实体类表、留言实体类表等。边界类表

示系统界面数据存储的表格，如：主界面边界类表、

公告页面边界类表、搜索页面边界类表、登录页面边

界类表、留言页面边界类表等。 

测试员和管理员完成一项操作后数据库表中以下

几个实体类表格数据会被修改：一是账号实体类的属

性包含用户名、ID、注册日期、联系方式、单位、账

号密码和账号级别（管理员或测试员）组成。二是单

词实体类的属性包含单词编号、单词内容、近义词和

相似度信息组成。三是句子实体类的属性包含句子编

号、句子内容、句子相似度信息组成。四是留言实体

类的属性包含留言者名称、留言编号、留言时间和其

内容组成。五是公告（新闻）实体类的属性包含编号、

发布时间、标题、内容、点赞次数等内容组成。六是

历史记录实体类的属性包含记录编号、详细内容、记

录时间和操作者名称组成。

计算句子相似度的过程中，如果对单词进行切分

时，需要在数据库中添加粘着性语言类的词缀实体类

表，通过匹配单词和词缀表，完成词根和词缀的分解

操作 [2]。

系统主界面包含搜索界面（计算相似度）、留言

界面、登录界面和公告界面，这几个界面的基本信息

通过边界类的类型保存至数据库，测试员与系统之间

通过以上边界类来进行交互。

7 状态机分析

1.数据状态：数据包含数据库中的实体单词、句

子和测试员输入的关键词；数据状态根据词性判断，

分别有词根状态、词缀未切分状态和连词状态等。

2.操作状态：测试员输入关键词在系统进行搜索

时处于正在搜索状态、匹配方式查找相似句子或单词

需要时间，时间长度由数据库规模决定。

3.参与者状态：测试员和管理员的状态第一阶段

可以分为未注册、注册状态和注销账号等，完成注册小

系统后由登录状态、未登录状态和退出系统状态等组成。

8 总结

句子相似度计算方法是目前人工智能领域普遍使

用的技术，机器制造、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普遍使用

的搜索，匹配功能中必须研究的项目之一。通过不同

的数据模型计算相似度的方法识别模式具有庞大的数

据库系统可以提高匹配工作效率，其操作流程和数据

库之间的关系可以采用 UML模型表示 [3]。本文中推出

的小程序严格遵守系统需求分析和详细设计阶段的基

本原理和任务要求，完成了对粘着性语言类计算句子

相似度小系统的设计和建模工作，该模型在各种级别

的管理系统的搜索模块的开发工作中均可嵌套使用。

设计方案中提出的关键字、属性等数据字典部分包含

的字段没有重复出现，测试员的需求在允许范围内可

扩展，系统的数据库和功能在维护过程中也需要不断

地改造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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