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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中心规模不断扩大，运维人员在网络日常运维服务过程中发现需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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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大量时间在咨询和处理本质相同形式多变的网络问题、运维信息没有集中统计和整理、时间紧任务重等问题，影响整

co

体的运维效率。为提高数据中心的运维效率，在日常网络运维服务过程中对智能问答技术进行研究，并设计一个基于网
络运维知识的智能问答服务平台。本文将智能问答技术应用于网络运维服务中，构建数据中心运维知识问答平台，能够
帮助用户更准确性、更有针对性地解决网络问题，为今后完善数据中心运维服务质量提供了基础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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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the scale of data centers is constantly expanding. In

the process of daily network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service, a great deal of time is spent in consulting and dealing
with various network problems of the same nature, and there is no time to collect statistics and sort out information, which
affect the overall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efficienc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efficiency, this
paper studies intelligent question-and-answer technology, and designs an intelligent question-and-answer platform based
on network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knowledge. This intelligent question-and-answer platform of the data center is
constructed by applying question-and-answer technology to network operation service, which provides users with more
accurate and targeted solutions to their network problems. This technology is also helpful in improving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service quality of data centers.
Keywords: intelligent question-and-answer technology;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efficiency; question-andanswer of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knowledge

1 引言(Introduction)

信息技术手段，成功搭建多种智能化信息应用平台。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信息出现在人们生

传统网络运维服务存在的问题有：(1)用户所提问题的内

活、工作，如何从海量信息中检索到有用的知识，这使得人

容相同，但形式多变。运维人员可能需要对同一类问题多次

们增加对智能问答技术的发展持续关注[1-3]。随后有许多研究

进行解决。(2)多种信息传播工具的使用，使得信息散布广泛

者基于互联网的海量信息，并融入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化

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多数情况是通过钉钉、电话、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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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等方式进行问题解决，对运维问题没有进行统计和整

平台的技术实现过程分为三部分：

理。(3)运维问题的解决过程会占用了用户较多的科研、工作
时间。如果就同一问题，对每个用户从联系、咨询、解决整

(1)建立标准化的运维知识问答数据库，为已经标准化的
问答对建立索引，方便查找。

体来看，会耽误用户的工作时间，也会增加运维人员的工作
压力，还会降低运维效率，造成运维服务质量的下降。
基于上述问题，一种比较理想的解决方式是构建了基于

(2)通过日常运维和网络途径收集运维问题，通过求取与
标准问题的相似度，获取相关标准答案，在本平台的研究中
使用孪生神经网络评估两个问题之间的相似程度。

运维服务的智能问答平台，能够解决用户的常见问题，运维

(3)基于JavaEE和mysql技术，平台实现通过窗口界面形

人员也能发布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可以通过日常运维服务

式完成问答系统与用户之间的交互，可以很好地为用户提供

过程，不断扩充数据库，提高问答的针对性，对实质相同、

服务。

问法不同的提问提供准确的回答，进一步帮助用户解决问

3 智能问答运维服务平台(Intelligent questionand-answer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service
platform)

题，提高运维效率。

2 相关技术(Correlation techniques)

本文主要利用Java EE技术进行智能问答平台的设计，由

大型搜索引擎为主，用户输入感兴趣的关键词，可以查询到

前端、后端、数据库三大功能模块构成。在该平台中，普通

相关大量介绍与应用数据。但由于网络信息来源丰富，信息

用户通过前端模块问题查询操作，管理员通过前端模块提供

量大而且没有进行很好整理，通过这种方法，无异于在海量

的后台接口对数据库进行操作管理；管理员能通过后端模块

信息中大海捞针，用户无法判断问题与答案的相关性与正确

对问题知识库进行完善。并且后端模块可以实现与前端的数

性。近年来，在其他的应用领域中，研究者们以搜索引擎的

据交互操作，包括：前端数据获取、数据分析处理和结果反

数据为基础，采用不同检索技术与问题分析方法，设计出准

馈。同时，本平台采用MySQL数据库系统实现数据的存储和

确性更佳的程序，但数据量巨大依旧使得非专业用户无法获

维护。

得最准确的信息。在数据中心运维服务过程中，如何从海量

3.1 平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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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系统网络运维的问答主要以谷歌、百度等

平台的实现采用主流开发模式基于B/S结构，可以是实

cz

的信息源中提取信息满足为用户需要，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

现无须安装、快速更新[8]。Web项目使用前后端分离的开发模

问题。

式，提高后端代码的复用性和前端的模块化开发[9]。本问答平

要点进行详细解释。但实际上用户的提问大多是相似的，重

台使用IDEA作为IDE，并且为了简化开发流程，引入了一些

复性较高。而运维人员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对每个用户提的问

常见的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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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维服务过程中，运维人员会对常见的运维知识和

题都做详尽的解决方案，这毫无疑问会影响运维的质量和效

在该问答平台的前端开发中，使用HTML、CSS、

率。智能问答技术可以在数据中心网络运维服务中发挥重要

JavaScript等技术，进行前台数据显示页面的格式渲染和设

的作用。

计；在实现逻辑中采用Json格式的数据实现前后端的交互，做

智能问答技术在自然语言处理和信息检索领域中属于一

到前后端数据的一致性。
在该问答平台的后端开发过程中，使用主流的

理技术，可以实现用户输入关键词提问查询，平台可以自动

SpringMVC架构，该架构可以实现模型、控制器、视图三个

反馈给用户最简洁、准确的答案结果[4-6]。

层次的隔离，可以有效地降低各个层次之间的耦合程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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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的研究热点，通过使用智能问答技术，融合自然语言处

问题知识库是构建智能问答平台的基础，该库是基于用
户提问的“问题—答案”库，将这些问题及所对应的答案都

终实现当开发人员修改其中一个层次的代码时其他模块的功
能不会受到影响。整个平台的结构图如图1所示。

存储到数据库中。当用户搜索某一问题时，该问答平台检索
问答列表，提取出最相似的问题答案，并反馈给用户。为提
取相似的问题答案，关键是采用不同的相似度算法。为此，
本平台使用已被广泛应用于自然语言语义相似度计算方面的
Siamese LSTM(孪生神经网络)算法，其中长短时记忆网络
(Long Short-Term Memory，LSTM)属于时间递归神经网
络的一种网络，它是2016年被提出[7]，旨在解决递归神经网络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RNN)在训练学习过程中会出
现梯度随时间步长的增加而减小的问题，Siamese LSTM神

图1 智能问答运维服务平台

经网络结构是由两个结构完全相同、权值共享的神经网络组

Fig.1 Intelligent question-and-answer operation and

成，相比RNN网络，它在输入门和输出门结构的基础上增加
遗忘门来实现共同管理记忆单元状态。
本文所要构建的智能问答运维服务平台，旨在帮助用户
更准确性、更有针对性地查询解决问题。智能问答运维服务

maintenance service platform
从图1中可以看出智能问答运维服务平台的设计主要包括
三个部分：
(1)前端设计：实现平台与用户的交互，通过CSS技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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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提供友好的交互界面。在实现全部平台功能的过程中，
为提高用户使用满意度，引入UI设计界面更加美观。

3.3 平台功能流程
本文研究的智能问答运维服务平台功能由三部分组成，

(2)后端设计：实现从平台发布方案页面中提取出问题—

包括问题分析、信息检索和答案选择。如果是管理员用户登

答案对的功能。其中问题由发布页面中的标题和关键词构

录，可以通过平台进行问题检索与查看操作，也可以通过平

成，答案由发布页面中相应解决方案文本框所接收的文本和

台实现对问答知识库的管理与维护操作。如果是普通用户登

链接组成。

录，只可以通过平台进行问题检索与查看操作。

(3)数据库构建：数据来源主要是日常运维收集整理、

该平台工作流程可以简单描述为：用户提出问题，在平

网络资源、运维服务技术标准等。在数据库的构建过程中，

台界面进行检索查询，平台对问题进行分析处理，通过问题

有两个关键之处：保证尽可能多地收集整理高质量问答对信

相似度计算，从问答知识库中选择与用户所提出问题相似度

息；保证问题知识库中没有冗余的问题记录。

最高的答案，将其作为问题的最终答案反馈给用户，在平台

3.2 数据库设计

界面中呈现用户所提问题的结果。该运维服务平台的功能流

在系统的性能及功能实现中，数据库是不可缺少的部

程如图2所示。

m

分，数据是系统构建的基础。本系统采用Mysql数据库来构建

co

运维服务问答知识库，将信息化的数据进行统一管理。使用
到的数据表主要有用户信息表、问题答案表。
该问答平台的数据来源于：(1)日常运维统计收集，就用
户的问题，进行人工标注，转为问答形式；(2)网络资源；(3)
训练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本文构建智能问答运维服务平台
所涉及的数据库表有：用户信息的表结构详见表1，包括用

Fig.2 Intelligent question-and-answer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service platform process

3.4 平台测试结果

cz

户编号、用户名、真实姓名、用户密码、用户类型(管理员和

图2 智能问答运维服务平台功能流程

z.

运维服务技术标准。在数据集构建上力求真实准确，为模型

普通用户)等用户信息记录。管理员用户可进行问题查询、发

本文研究的智能问答运维服务平台主要包括四个模块：

布、编辑、删除、后台管理、个人信息管理等操作。普通用

用户注册登录模块、问题分析模块、答案查询模块、发布问

户只能进行问题检索与查看、个人信息管理操作。

题模块。为验证该平台的功能，以下对平台各个模块进行简

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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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用户信息(User)表结构

单的测试，该平台的模块功能测试结果详见表3。

Tab.1 User information table
数据类型

描述

id

int

用户编号

username

varchar

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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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名称

用户名

name

varchar

用户姓名

password

varchar

用户密码

tyoe

int

用户类型

问题—答案表结构详见表2，包括问题编号、问题描述、
解决方案(或答案)、问题分类、查询次数、创建时间、创建人
等信息记录。

表3 智能问答运维服务平台测试结果
Tab.3 Test results of intelligent question-and-answer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service platform
模块

测试过程

用户登录注册 使用登录注册模块

测试目标

测试结果

用户能够正常注册登录

通过

问题分析

点击“搜索”

没有出现错误提示

通过

答案查询

点击查看

界面出现问题的答案

通过

发布问题

点击“发布方案”

没有错误提示，能保存结果到
库，界面显示问题列表

通过

从表3中可以看出，智能问答运维服务平台的用户登录注
册模块、问题答案模块和发布问题模块功能正常，平台能正

表2 问题—答案(asklist)表结构

常运行。

Tab.2 Question-and-answer table

4 结论(Conclusion)

字段名名称

数据类型

描述

id

int

问题编号

智能问答运维服务平台，是为了在日常工作中给用户提供运

title

varchar

问题描述

维服务。用户通过该平台所获取的知识仅服务于运维过程，

content

longtext

解决方案

class

int

问题分类

view

int

查询次数

下一步工作通过不断的运维服务及信息积累，进一步扩

creattime

datetime

创建时间

充数据库，旨在给用户提供更加全面正确的运维知识，解决

userid

int

创建人

在日常人工运维过程中存在的处理速度慢、效率低等问题，

不同于智能技术在地震行业的应用场景，本文所设计的

该平台能帮助用户准确了解与其问题相关的解决方案，提高
对所遇问题的阐述和理解；进而提高数据中心的运维效率，
减少日常工作中出现同类问题反复咨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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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提升数据中心运维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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