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始于搜索基因
使命：让表达与获取信息更简单

搜狗·诞生



市场地位：为中国用户规模第二大互联网公司

搜狗输入法搜狗搜索

根据艾瑞咨询2016年12月数据：

搜狗PC用户规模达5.28亿，仅次于腾讯，成为中国第二大互联网公司



知乎搜索
唯一知乎问答搜索平台

创造搜索个性化全新优势

社交搜索

权威、真实的医疗信息

明医搜索

唯一微信公众号搜索平台

微信搜索

智能推荐个性化阅读体验
微信头条

一手的专业文献、原味
的同步资讯和最新资讯

英文/学术搜索

学术文献、学术人物、
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

搜狗搜索明星产品



搜狗输入法明星产品



对话+问答+翻译
AI理念：自然交互+知识计算

搜狗·未来



在语音和图像识别技术上取得显著成绩

语音识别技术 图像识别技术

语音搜索
语音地图

语音输入法
图片识别转换成文本

语音识别准确度97%，每天2亿次用户调用，1天18万小
时语料规模，400台GPU服务器

搜狗输入法拍照输入功能，可自动辨识并转换图片
中的文字。OCR每日响应请求次数已突破100万，
识图搜索每日响应请求次数超1000万。



搜索的未来是问答机器人

搜狗问答机器人汪仔 搜狗立知、搜狗英文搜索

与清华大学天工智能计算研究院联合研发的问答机器 
搜狗汪仔登陆江苏卫视《一站到底》，战胜真人选手

“立知”在理解在理解用户的问题或信息需求后，利用
海量网络信息及大规模知识库，直接给出答案

搜狗英文搜索运用基于神经网络的机器翻译技术，帮
助不精通英文的中国人无界阅读全世界



与高校保持密切合作
屡获研究和专利成果

2006年11月，免费提供相
关数据，供高校和研究人
员使用，促进搜索引擎技
术共同发展；

2012年末，8项合作课题，
以公司和高校联合申请的
方式，获得专利版权8项，
申请专利11项，在高水平
学术会议发布文章70篇；

2016年，在搜索引擎领域
的创新性研究成果，获北
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

搜狗实验室 搜狗清华联合实验
室

与高校共同参与国
家863计划

2012年，与北邮、北航、
中科院共同参与国家863计
划云计算关键技术与系统
重大项目，搜狗搜索负责
以公众汉语服务为主的搜
索引擎研制；

搜狗清华天工智能
计算研究院

2016年，与清华大学联合
成立天工智能计算研究
院，邀请世界一流学者参
与研究，成为中国人工智
能引领者；

搜狗与清华大学天工智能
计算研究院等顶尖技术团
队历时9个月打造的问答机
器人汪仔，在《一战到
底》节目中初露锋芒；





技术推动“智慧校园”快速发展

人工智能 云计算 大数据 云存储 物联网加持移动技术



智慧生活 智慧教学智慧学习 智慧课堂 智慧办公 智慧科研

“智慧校园”组成部分将更加丰富

“智慧校园”将进入新阶段，将重点聚焦于教学、科研等领域的智慧化和信息化



信息过载时代
用户获取信息方式发生新变化

对知识有更为个性
化、多元化的诉求

以更有效率的方
式，直接获得答案
或解决方案

不满足于浅层的知
道



校园搜索
获取校园信息的主
要渠道

智慧校园需要
围绕“人” 的需求，
重构信息获取方式



学校网站是获取校园信
息的入口，外界访问量
大，第一时间影响形象
认知。

学校网站数据庞杂，只有依靠优
质的搜索引擎才能维持校园网站
信息的活力，让更多的在校师生
获取到有价值的信息。

调研表明，优质搜索引擎
帮助校内外访问者快速便
捷的获得其所关心的信
息，可以拉近学校与师生
的距离。



目前大多数学校的校园搜索模式

采用网站建设时系统自带的搜索引擎
效率低下/难以找到满意结果/排序较差

采用第三方开源搜索引擎
实现了搜索的功能，效果差强人意

学校自己开发的搜索引擎
科研性质,可能存在短板，可用性不佳

接入第三方搜索公司的通用搜索引擎
效果差强人意，搜索结果不够精准



高校校园搜索效果现状

有效信息不够全面 响应服务不够稳定 搜索结果更新较慢 搜索结果相关性低



高校校园对搜索的需求

希望能提升搜索效果，让学生通过搜索获取全面、准确的信息。
让官网成为学生进行信息获取的大本营，直接从官网上了解学校新
闻等信息，强化校园文化建设。

学校
需求

目前校园官网上搜不到想找的信息，所以几乎不怎么打开校园官
网。有需要查找的新闻，大部分都是直接从搜索引擎上进行搜索。
希望学校能够改善官网的搜索效果。

学生
评价



搜狗校园搜索
搜狗搜索 x 智慧校园

搜狗推出了针对教育行业使用的搜索引擎系统——搜狗校园搜
索，通过校企合作共同助力高校信息化建设可持续发展。



搜狗搜索在自身追求技术创新突破
同时将成熟先进的技术输送给合作
伙伴，致力于为社会机构、企业及
组织提供先进的搜索技术支持与服
务，以期为更多合作伙伴的直接用
户带来站内搜索体验的升级。

搜狗校园搜索服务系统

针对教育行业使用的的搜索引擎系
统，部署在公有云或私有云上，实
现访客快速准确的获取学校信息,
包括：搜狗校园搜索引擎系统，定
制化、个性化校园服务，以及配套
运维系统。

搜狗校园搜索的愿景



作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领域最复杂的应用，搜索引擎技术门槛非常
高，技术投入成本也非常大

一个好的搜索引擎涉及到大数据挖掘、自然语言理解、深度学习排序
等众多技术

做好搜索引擎需要的条件：大数据量、前沿技术、大规模资金和人力
投入



搜狗有能力并有意愿为高校
输送成熟搜索技术和产品方案
提升智慧校园的校内搜索体验

技术积累 技术优势
大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处
理、机器学习排序，以及最
前沿的基于深度学习的语义
计算等智慧搜索技术，能够
提供最佳的搜索体验，最大
程度发挥信息的价值。

搜狗有独有的产品，包
括知乎、英文、学术、
表情等，是对学校信息
的有效补充。

搜狗搜索12年来所积累的
成熟领先的搜索技术的输
出，有成熟的搜索效果模
型，可以直接应用于学校，
改善校园网站的搜索效果。

产品优势



独家资源 适合高校的独特内容资源
搜狗微信、知乎、英文、学术等垂直搜索频道SAFE AND RELIABLE

搜狗 微信 搜狗 知乎

搜狗 学术 搜狗 英文



让搜索结果 新 准 稳 快 全
时效性强 、相关性佳、  系统稳定 、 快速响应、信息全面 

搜狗校园搜索丨高效优质的校园搜索体验



搜狗搜索

校方投入

p 专业搜索引擎技术
p 企业级的优质服务
p 专门定制系统维护
p 专家人员跟进效果

p 人力投入
p 设备投入
p 资金投入

搜狗作为校园搜索合作伙伴的价值



搜狗提供安全精准的
校园站内搜索服务

一键开通
简单实用

自由定制
便捷个性

完全托管
节约成本 数据驱动便捷管理



搜狗校园搜索优势

• 自定义站点logo、模板样式
• 独家内容资源，微信、学术英文等
• 自定义实时的站点资讯模块
• 使用简单，完全托管

功能全面

• 业内领先的搜索技术
• 专业的运维、产品、技术支持
• 搜索效果的改进，架构的升级

及时应用到云服务中，一同提
升站内搜索服务质量

效果保障

• 用户级别的数据隔离、访问
及权限管理

• 多层沙箱防护及监控系统
• 数据冗余备份，保证数据不

丢失

安全可靠

• 毫秒级的用户检索体验
• 99%的系统稳定性水平
• 运算及存储资源自适应调整技

术

性能超强





校内访问网站搜索优化
对归属于清华大学的所有校园网和网站群
环境进行了全面搜索技术覆盖和数据索引
优化。广大师生可以通过站内搜索引擎高
效地寻找到全面、精准的校内资讯、校园
活动、专业课程及个人资料等信息。

对外公共访问网站集成
为清华大学主页http://www.tsinghua.edu.cn
清华大学新闻网http://news.tsinghua.edu.cn
等对外网站进行集成，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开信息
的检索功能，成为大众快捷了解清华相关讯息的
新窗口。





学校反馈：是一次必要的、成效卓著的合作

系统上线半年内没有出现过任何故障，稳定性强、安全性强

清华大学 信息中心主任 尹霞老师评价

搜索效果显著提升，提升了信息传递效率，让学生可以更便
捷、及时地搜索到所需信息

促进了校园文化建设，增强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使学校官网
成为学生获取信息的大本营





搜狗校园搜索系统建设



01

02

03

04

创建搜索站点

整理收录站点数据

创建搜索站点
配置搜索服务
• 选择站点样式
• 配置搜索模块
• 定制首页/结果页功

能模块

开启站点搜索
服务



搜狗校园搜索系统运维服务

搜狗提供运维管理

可根据数据量和压力进行资源动态伸缩

99.9%以上的稳定性保证

与搜狗网页搜索技术同步更新

高校可在一周内完成服务集成

高校自行运维，搜狗提供自动化运维
工具和运维手册

搜狗提供技术支持并协助故障解决

需高校关注集群负载情况并进行手动扩容

服务器到位后，可在一个月内完成服务集成



校园搜索建设周期
采用公有云建设周期（半个月）

搜索数据配置
搜索样式配置校方侧工作

替换网页搜索框
搜索链接地址

开通
平台权限

正式
使用

• 配置数据访问权限，指明哪些数据可以被检索哪些
数据不可以被检索

• 申请学校公网域名，指向公有云搜索服务（如果需
要搜索服务显示学校域名）

•替换各网页搜索链接地址

3天 7天 3天 3天

1

2 数据积累 3 数据检查+效果调试

4

搜狗侧工作



   提供
硬件设施

校园搜索建设周期
采用私有云建设周期（一个月）

替换网页搜索框
搜索链接地址

正式
使用

6天 7天 3天 3天

搜索数据配置
搜索样式配置

7天 3天3天7天

• 配置数据访问权限，指明哪
些数据可以被检索哪些数据
不可以被检索

• 申请学校公网域名，指向公
有云搜索服务（如果需要搜
索服务显示学校域名）

• 替换各网页搜索链接地址

1个月左右可完成校园
网与搜索服务的对接

1

硬件环
境调试

2

私有云
搭建

3

私有云调试

5

数据积累 效果调试

6

3 7
校方侧工作

搜狗侧工作



期待：携手高校共建校园搜索

扫描屏幕左侧二维码
关注“搜狗搜索”微信公众号并留言互动
10所高校将有机会免费体验搜狗校园搜索

与搜狗互动，获取免费体验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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