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LP語意分析平台

產品特色

系統架構

因應大量且快速成長的數位時代，

結合人工智慧與語言學，提供自然語言分析服務，

讓系統以更接近人的思考的方式來解析、歸類與呈現資料，

萃取其中關鍵資訊、彙整重點主題、與做更完善的加值分析。

自動分析非結構資料，擷取重點資訊，更可進一步標
記人事時地物等結構化資訊，以利其他的分析應用。

可分析詞彙的關聯，找出特定主題及人事物實體的關
係。

可自動分析文章/資料的關聯，以利資料的分群或提
供相關資訊的主動推薦，如新聞推薦、廣告推薦。

可透過學習訓練，建立自動分類模型，協助文章/資
料的自動歸類或案件的自動分派建議。

可進行語意態度感測，分析文章正負情緒等。此語意
模型可再彈性擴充。

無須建立詞庫，即可自動斷詞及進行詞彙擷取，可完
整掌握新詞。

可支援長文及短文處理，提供更完整的詞彙擷取及文
章分析。

具備回饋學習能力，並可以黑白名單修正訓練結果，
提高分析判斷準確度。

彈性的維度擴充能力，除內建的情緒維度，可在經學
習訓練後建立其他語意維度。

支援分散式處理架構，可承載大量資料之分析，並可
提供後續擴充。

應用面 技術面Applic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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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藍資訊的語意分析平台為巨量資料應用的一環，透過自然語言分析技術，提供客戶最完整的詞彙擷取及資料彙整功能與

最先進的加值分析服務。

其系統架構主要可分為三部分：

處理結構及非結構資料，擷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關鍵
詞彙。

進行內容分析，彙整重點主題及相關議題，並可做資
訊歸類與加值維度分析。

將結果以圖形化方式呈現，例如以關鍵字風暴圖、知
識地圖來呈現關聯或做分類統計等。

知識檢索平台 非結構資料
整合檢所

查詢輔助
智慧提示

結果呈現

詞彙擷取

內容分析

斷詞/新詞    地址    人名/組織名     電話    帳號    自訂詞庫

關聯計算 分類引擎 語意解析

自動摘要 相關文章 情緒分析 語意搜尋 特徵詞形似相關

關聯圖
(知識地圖) 風暴圖 分類導覽

意藍資訊的語意分析平台架構圖

ENLP語意分析平台

產品特色

系統架構

因應大量且快速成長的數位時代，

結合人工智慧與語言學，提供自然語言分析服務，

讓系統以更接近人的思考的方式來解析、歸類與呈現資料，

萃取其中關鍵資訊、彙整重點主題、與做更完善的加值分析。

自動分析非結構資料，擷取重點資訊，更可進一步標
記人事時地物等結構化資訊，以利其他的分析應用。

可分析詞彙的關聯，找出特定主題及人事物實體的關
係。

可自動分析文章/資料的關聯，以利資料的分群或提
供相關資訊的主動推薦，如新聞推薦、廣告推薦。

可透過學習訓練，建立自動分類模型，協助文章/資
料的自動歸類或案件的自動分派建議。

可進行語意態度感測，分析文章正負情緒等。此語意
模型可再彈性擴充。

無須建立詞庫，即可自動斷詞及進行詞彙擷取，可完
整掌握新詞。

可支援長文及短文處理，提供更完整的詞彙擷取及文
章分析。

具備回饋學習能力，並可以黑白名單修正訓練結果，
提高分析判斷準確度。

彈性的維度擴充能力，除內建的情緒維度，可在經學
習訓練後建立其他語意維度。

支援分散式處理架構，可承載大量資料之分析，並可
提供後續擴充。

應用面 技術面Applic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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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捲風科技的語意分析平台為巨量資料應用的一環，透過自然語言分析技術，提供客戶最完整的詞彙擷取及資料彙整功能

與最先進的加值分析服務。

其系統架構主要可分為三部分：

處理結構及非結構資料，擷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關鍵
詞彙。

進行內容分析，彙整重點主題及相關議題，並可做資
訊歸類與加值維度分析。

將結果以圖形化方式呈現，例如以關鍵字風暴圖、知
識地圖來呈現關聯或做分類統計等。

知識檢索平台 非結構資料
整合檢所

查詢輔助
智慧提示

結果呈現

詞彙擷取

內容分析

斷詞/新詞    地址    人名/組織名     電話    帳號    自訂詞庫

關聯計算 分類引擎 語意解析

自動摘要 相關文章 情緒分析 語意搜尋 特徵詞形似相關

關聯圖
(知識地圖)

風暴圖 分類導覽

龍捲風科技的語意分析平台架構圖

本文件僅為提供資訊之用。龍捲風科技，在此文件不做任何保證、明示或暗示。© Tornado Technologies Co. 保留所有權利。



功能介紹

應用案例

自動分析內容特徵
自動分析文件內容，萃取出代表
文件主題的權威概念詞彙：權威
詞(Power Term)。

分析詞彙之間的關聯
利用關聯技術分析內容，自動建
立概念上相關的相關詞與字面上
相關的形似詞。

以文找文/文章聚合
此為加值功能，分析文章內容，
延伸更多內容相關之文件，或聚
合內容相似之文件，合併呈現。

正負情緒分析
透過內建情緒模型，讓電腦自動
計算情緒分數，進行文章的情緒
分析，掌握評價狀況。

自動分類
透過機器學習建立類別模型，進
行自動分類，並可透過黑白名單
調整，提升分類準確度。

自動分群
無須事先定義分類規則，自動彙
整特徵類似的資料，進行分群。

依屬性區分不同特徵
擷取人事時地物等具有特殊屬性
的詞彙。

自動建立文章摘要
以權威詞加權每個句子的得分，
依得分篩選重要句子(段落)，自
動產生摘要。

多類別文章權威詞
針對群體文件(多篇文章)擷取權
威概念詞彙。

屬性詞擷取與標記 知識地圖(以文找文) 自動分類運作流程圖

訓練文件 類別模型
熱門詞表
關鍵詞表

新文件

文件分類結果

可藉由回饋機制，提高正確率

自訂黑白名單

自動學習引擎 自動歸類引擎

市民陳情分案/分析
自動分案及案件分析應用研究

1.

數位內容加值
線上新聞自動標籤及分類系統

2.

產業/企業知識地圖建立
高科技業技術知識分類及分析

3.

犯罪偵防支援
分析各種偵查資料、檔案，輔助
犯罪調查作業

4.

廣告推薦服務
精準廣告投遞應用與相關分析

5.

客戶意見處理分析
客訴分派及客情資訊分析

6.

系統需求
硬體建議規格 軟體建議規格
CPU：Core2 i5-2500以上

RAM：16G以上

HDD：10G以上空間

OS
  Windows(x64)

  Windows Server 2008 R2

  Windows Server 2012/2012 R2

Linux(x64)
  Open SUSE：12

  CentOS/RHEL：5.8,6.0(最低版本需求)

意藍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www.eland.com.tw
台北市106大安區信義路四段184號6樓
TEL：886-2-27551533　　FAX：886-2-27557311

本文件僅為提供資訊之用。意藍資訊，在此文件不做任何保證、明示或暗示。© eLand Information Co. 保留所有權利。

建立類別模型 文件自動分類

功能介紹

應用案例

自動分析內容特徵
自動分析文件內容，萃取出代表
文件主題的權威概念詞彙：權威
詞(Power Term)。

分析詞彙之間的關聯
利用關聯技術分析內容，自動建
立概念上相關的相關詞與字面上
相關的形似詞。

以文找文/文章聚合
此為加值功能，分析文章內容，
延伸更多內容相關之文件，或聚
合內容相似之文件，合併呈現。

正負情緒分析
透過內建情緒模型，讓電腦自動
計算情緒分數，進行文章的情緒
分析，掌握評價狀況。

自動分類
透過機器學習建立類別模型，進
行自動分類，並可透過黑白名單
調整，提升分類準確度。

自動分群
無須事先定義分類規則，自動彙
整特徵類似的資料，進行分群。

依屬性區分不同特徵
擷取人事時地物等具有特殊屬性
的詞彙。

自動建立文章摘要
以權威詞加權每個句子的得分，
依得分篩選重要句子(段落)，自
動產生摘要。

多類別文章權威詞
針對群體文件(多篇文章)擷取權
威概念詞彙。

屬性詞擷取與標記 知識地圖(以文找文) 自動分類運作流程圖

市民陳情分案/分析
自動分案及案件分析應用研究

1.

數位內容加值
線上新聞自動標籤及分類系統

2.

產業/企業知識地圖建立
高科技業技術知識分類及分析

3.

犯罪偵防支援
分析各種偵查資料、檔案，輔助
犯罪調查作業

4.

行銷推薦服務
精準行銷曝光應用與相關分析

5.

客戶意見處理分析
客訴分派及客情資訊分析

6.

系統需求
硬體建議規格 軟體建議規格
CPU：Core2 i5-2500以上

RAM：64G以上

HDD：10G以上空間

OS
  Windows(x64)

  Windows Server 2008 R2

  Windows Server 2012/2012 R2

Linux(x64)
  Open SUSE：12

  CentOS/RHEL：5.8,6.0(最低版本需求)

龍捲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tornado.com.tw
台北市106大安區信義路四段184號6樓
TEL：886-2-27551933　　FAX：886-2-27557311

本文件僅為提供資訊之用。龍捲風科技，在此文件不做任何保證、明示或暗示。© Tornado Technologies Co. 保留所有權利。

訓練文件 類別模型
熱門詞表
關鍵詞表

新文件

文件分類結果

可藉由回饋機制，提高正確率

自訂黑白名單

自動學習引擎 自動歸類引擎

建立類別模型 文件自動分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