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同报告检测系统”项目总结报告 

摘要 

雷同报告检测系统（以下简称本系统），是一个面向教育领域的大规模文档比较及雷同

判定系统，能够高效的在指定的文档集以及文档与互联网资源之间发现可能雷同的文档。

本系统通过计算文档相似度，从两个方面判断文档是否可能雷同：一是文档之间的比较，

针对每个文档提取特征指纹，利用 Lucene 建立索引，计算相似度，找出同学之间相互抄袭

的雷同文档；二是利用搜索引擎提供的 Search API，通过互联网检索，找出同学抄袭网络的

雷同文档。从而帮助教师有效地发现可能雷同的报告及论文，减少教师人工判定的工作

量，提高教学质量。本系统主要使用 Java 开发，移植性好，便于教师轻松的部署；同时也

将利用 Web Service，为不具备部署条件的教师提供在线服务，实用性高；此外，本系统并

不要求强大的计算性能，在普通服务器上就可以快速稳定的运行，成本低，利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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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简介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学生作业的提交和批改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作业的

电子化能够节省学生时间，方便教师批改；另一方面网络资源方便易得，电子作业易于复

制的特性也给学生的抄袭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因此，如何通过技术手段自动有效的判断雷

同，就成为目前教学工作的难点。 

文本的雷同和抄袭问题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2009 年举办的第一届抄袭检测

国际竞赛(The 1s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n Plagiarism Detection)[1] ，目的就是为了评测各

种雷同检测算法在处理大规模数据时的性能。 

斯坦福大学的 Moss(Measure Of Software Similarity)[2] 系统是一个简单易用的编程语言

雷同检测系统。它主要用于计算 C、C++、Java、Pascal、Ada、ML、Lisp 等一些形式化语言

所编写的程序之间的相似性。哈工大计算机学院已经成功的运用 Moss 在一些程序设计类

课程[3]中检测学生程序之间的雷同。然而 Moss 系统只适用于有一定文法的形式语言，对于

没有特定结构的自然语言不适用，也就是不适用于报告和大作业的雷同检测。 

香港理工大学 Si 等人建立的 CHECK 系统[4]，采用统计关键词的方法来度量文本之间的

相似性，其时间复杂性为 O(n2)，对于报告数量较多的情况，其效率较低，同时也较难用于

寻找互联网上的抄袭情况。小木虫网站上有关于论文是否有抄袭嫌疑的在线检测。该网站

检测抄袭的算法保密，不是针对学生电子作业群体，而学生也不可能主动将自己抄袭的报

告提交给该系统，老师将收到的作业全部提交则既费时也不现实，而且它还不能判断学生

作业之间的雷同情况。 

1993 年，Arizona 大学的 Manber 提出了一个 sif 工具[5]，用于在大规模文件系统中查找

内容相似的文件。sif 工具并未明确的提出要进行文本复制检测，但是，sif 工具提出了“近

似指纹（approximate fingerprints）”的概念，就是基于字符串匹配的方法来度量文件之间

的相似性。这个思想被很多后来的文本复制检测机制 COPS（copy protection system）与相

应的算法所采用。1995 年，Stanford 大学的 Brin 和 Garcia-Molina 等人在“数字图书馆”工

程中首次提出了文本复制检测机制系统与相应的算法。Garcia-Molina 和 Shivakumar 等人又

提出了 SCAM[6]（Stanford copy analysis method）原型改进 COPS 系统，用于发现知识产权冲

突，COPS 系统对检测大面积文本比较有效，而且运算速度快，但是不能检测出对句子局部

复制的现象，而且由于英文句号还可以作为分隔符，这种方法不容易判断句子的结束。

SCAM 系统借鉴了信息检索技术中的向量空间模型，使用基于词频统计的方法来度量文本

的相似性。但是 SCAM 的文本块定义过小，会出现将没有雷同现象的文本误判为雷同的现

象。悉尼大学的 Wise 开发了 YAP1, YAP2, YAP3 系列工具，YAP1 和 YAP2 是用于程序复制检

测的工具，YAP3[7]利用程序复制检测的方法，既检测程序复制，也检测文本复制。但主要

还是用于程序检测，作为文本检测使用较少，特别是中文文本的检测尚未涉及。 

张刚等人提出了一个大规模网页去重算法[8]，用于在大规模文件系统中对内容相似的文

件进行去重。该算法提出了文本特征码的概念，就是基于字符串匹配的方法来度量文件之

间的相似性。本文采用类似的算法，不但提高了报告间雷同比较的效率，还适用于在互联

网上查找抄袭的文本。 

基于上述背景，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科研经验，我们开发了高效的雷同报告检测系

统。该系统的处理对象是电子作业，其内容是自然语言文本而不是形式语言代码，支持

TXT、PDF、HTML、RTF 和 DOC 等多种文档格式。该系统可以减轻老师的工作量、减少甚至

消除人工判定的误差，从而督促学生独立思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作业的质量，为充分发

挥学生的个性化和创新性奠定基础。 



2. 系统总体设计 

2.1 总体模块设计 

本系统核心功能主要是对自然语言文本进行相似度计算，从两个方面来判断文件是否

属于抄袭文件：一是在指定文档集内找出两两相似的文档；二是从网络方面，通过将搜索

到的网页和本地文档比较，找出和文档相似的网页。在设计雷同报告检测系统时，将系统

划分为三个模块，系统结构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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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总体结构图 

 

(1) 本地雷同分析模块：主要包括文本预处理，将不同的格式统一处理成纯文本的形

式，对处理后的文档进行倒排索引，随机提取特征码，针对提取的特征码在倒排索引中进

行搜索，进行相似度的计算，再根据搜索到的相似度进行排序，将结果存储至数据库。 

(2) 网络雷同分析模块：主要是基于搜索引擎（Microsoft Bing）提供的 Search API，调

用它的 Web Service。具体过程是对文本进行特征提取，将提取出的特征码投入到 Web 搜

索引擎中，然后从搜索出的结果中提取 URL，根据 URL 搜集网页至本地，再调用本地检索

模块进行雷同判定。 



(3) 作业管理模块：报告上传部分提供接口供用户将待分析的报告文档传到服务器

上；结果显示部分主要是从数据库中取出疑似雷同的文档对，通过二次比较，计算出两个

文档间详细的雷同信息，并友好地在网页上显示出来。 

2.2 数据库设计 

根据需求分析，考虑到系统的具体的功能，一共是四个表，每个表都有各自的主键，

关系表的主键和实体的主键设置的是级联关系，整个数据库的设计如图 2 所示。 

 

图 2 数据库 E-R 图 

2.3 关键技术分析 

(1) 雷同的界定 

雷同很难用一个量化的指标来确定，但是目前比较通用的判断方法是，如果文本去掉标

题、摘要和注释等内容后有 10%的内容相似，即认定为雷同。但是在教学领域，同学们提交

的报告一般都是同一个主题；而且限于知识面，学生报告的内容受教科书及教师讲课内容的

影响较大，所以本系统将相似度阈值暂定为 30%，日后教师可根据系统的实际使用情况以及

应用背景的不同，自行设定合适的阈值。本系统只针对字面上的雷同进行判定，无法识别仅

对文档思想进行抄袭的情况。系统的判断结果仅仅作为一种建议，教师可以根据系统给出的

结果最终进行雷同确认。 

(2) 文本预处理 

在文本预处理的时候首先进行的是文本格式转换，将 HTML、PDF、MSWord、XML、RTF

等格式的文件都转化为纯文本文件，为下一步工作做准备。 

对于提取的文本文件，需要进行汉语分词处理。词是汉语的基本单位，然而由于汉语的书写

是不对词进行分割的，因此在使用计算机进行中文处理时，首先需要进行分词工作，这也是

中文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基本、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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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ucene 全文索引和检索 

文件系统内的雷同比较主要是采用了 Lucene 的全文索引和检索技术，包括建立倒排索

引和对倒排索引进行搜索。 

Lucene 的检索原理是搜索索引，是一种典型的用空间换时间的做法。检索的时候，需要

先对检索内容建立索引，检索词只在索引上进行搜索。所建立的索引是倒排索引，也就是针

对关键词，记录该关键词出现的位置、次数、关键词所对应的文件名等信息，这样能快速得

到检索结果。相对于检索速度得到的回报，所付出的空间代价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文本文件

所占用的磁盘空间少，而索引文件大概只占内容大小的 30%。 

Lucene的检索过程就是建立一个排好序的关键字列表，用来存储关键字和记录的关系，

并使用关键字和记录编号的映射以及关键字在记录中出现的次数、频率、位置的映射来检索，

这样就避免了在所有文章中搜索关键字的麻烦，大大提高了检索效率。同时，Lucene 使用一

套非常优秀的评分机制来对检索出的文档进行相似性排序。这套评分机制综合了检索词的词

频、逆文档频率、激励因子（权重）等因素来衡量文档间的相似性，以使结果更为合理。 

(4) Web Service 技术 

在网页的雷同比较中主要使用的是搜索引擎的 Web 服务，Web 服务（Web Service）是

一种基于 XML 的软件技术，它提供了一个标准的方式，用于程序之间的通信和操作。 

Web 服务定义了一部分协议规范来实现松散耦合下的对象访问，主要技术标准如下：HTTP

（Hyper Text Transfer Protocal 超文本传输协议）、XML 语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可

扩展标记语言）、SOAP（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 简单对象访问协议）、WSDL（Web Service 

Description Language Web 服务描述语言）。 

3. 系统详细设计与实现 

3.1 作业管理模块的详细设计与实现 

作业管理模块分为用户管理、作业管理、雷同结果显示三个子模块。 

用户管理的主要功能是用户注册、登录、个人基本信息的查看以及修改，其中个人基本

信息包括用户名、密码和电子邮箱。当用户登录成功以后，便可以添加一个新作业。用户可

以设置雷同检测的相似度阈值，可以选择只进行本地雷同检测、只进行网络雷同检测、或本

地和网络雷同检测均进行。添加完一个作业以后，用户可以查看并修改作业的设置，使用文

件上传模块上传电子文档。当用户点击了“开始进行雷同检测”后，会在数据库中插入一个

检测任务。后台程序则不停的查询数据库并取出任务一个个执行。对于已经完成的雷同检测

任务，用户可以查看具体的雷同结果。 

作业管理模块的程序流程图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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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作业管理模块程序流程图 



3.2 本地雷同分析模块的详细设计与实现 

文件系统内的雷同检测主要包括文本的预处理，文本特征码的抽取，Lucene 索引与检

索，相似度计算以及排序。文件系统内的雷同检测主要是基于 Lucene 工具包进行相似度计

算，得出雷同结果。Lucene 工具包是一个用 Java 写的全文索引引擎工具包，通过实现其接

口可以在应用程序中方便的实现全文索引[9]。本模块的系统结构和源代码组织结构图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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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系统结构与源代码结构图 

 

在文件系统内进行文本相似性计算的主要过程如下： 

 首先是对文本进行预处理。文本预处理主要是对各种形式的文本进行正文提取，为接下

来的特征抽取以及建立倒排索引做准备。 

接下来对原文本建立倒排索引。使用的是Document的“Path”以及“Content”域。其中“Path”

域保存原文本的路径，“Content”域保存由之前的预处理模块获得的文本正文。文件的主体信

息被存到这个域中进行倒排索引。 

建立倒排索引之后，对文本进行特征抽取以及相似文本检索。特征抽取的主要过程是随

机抽取一定数量和长度的特征码，然后对所有的特征码进行组合，构成特征向量。接下来，

将特征向量投入索引文件中进行搜索。搜索到的文件按照 Lucene 的评分机制进行排序。搜

索结果是一个封闭的文档集合，对该集合内的文档计算相似度并显示雷同结果。 

文件系统内处理文本相似的流程图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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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文件系统内雷同检测模块流程图 

3.2.1 文本预处理 

 文本预处理负责对各种形式的文本进行正文提取。目前所支持的文本格式有：MS Word, 

PDF, HTML 以及 TXT。以下以 MS Word,  PDF 以及 HTML 文本格式为例介绍一下正文提取的

方法。 

 对 MS Word 格式文本的解析采用的是开源的 POI 工具包（版本为 3.6）。部分关键代码

如下： 

 

 对 PDF 格式文本的解析采用的是 PDFBox 技术，PDFBox 是一个开源的 Java PDF 库，该库

允许用户访问 PDF 文件的各项信息。通过使用 PDFBox 提供的 API，可以实现从一个 PDF 文

件中提取出文本信息。部分关键代码如下： 



  

 对 HTML 格式文本的解析所采用的则是 htmlparser 工具包，部分关键代码如下： 

 

文本预处理的流程图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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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文本预处理阶段流程图 

3.2.2 建立索引 

 建立索引的过程就是将各种不同格式的文件处理成方便查询的索引文件的过程，相似性

比较的过程其实是对文档关键词以及关键词位置信息在大量文档中的搜索的过程，如果不建

立索引，就需要将文档顺序读入内存，然后根据字符串匹配算法，检查这个文件是不是含有

所要搜索的关键词，这将耗费比搜索引擎搜索关键词高不止一个数量级的时间。建立索引的

目的是为了是随机访问存储在索引中的关键词，进而找到该关键词所关联的文档。Lucene 采

用倒排索引（Inverted Index）的机制。倒排索引也称反向索引，索引维护了一个词/短语表，

对于索引中的每个词/短语，都有一个链表描述了有哪些文档包含了这个词/短语，以及这些

词和短语出现的频率。搜索倒排索引能快速得到搜索结果。 

索引机制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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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索引机制图 

 

根据索引的机制，调用 Lucene 定义的工具包，以及 Java 本身定义的文件操作包，对文

件目录内的文件建立倒排索引，存放服务器单独的文件夹内。 

3.2.3 特征抽取以及相似文本检索 

 特征码的提取主要是采用随机化的算法和借鉴大规模网页去重算法。采用随机化算法主

要是为了降低偶然性，通过多次随机的抽取特征码进行相似度的计算，提高雷同检测的正确

性。借鉴大规模的网页去重算法的主要原因是一般的聚类问题是把某些特征相似的元素聚成

一类，而雷同报告的检测则是要相似度达到一定的阈值之后才判断为一类，因此不采用一般

的聚类方法，而采用基于特征码向量的相似度计算来判断雷同。 

考虑到文档中存在句号，问号等句间分隔符，以句号为例：特征提取的算法首先以一个

句号作为一个提取位置，分别在句号两边提取 L/2 长的词串作为报告的特征向量中的一个特

征码。特征码的定义与提取中的参数 L 十分重要。特征码太长会给存储计算带来较大的开

销，特征码太短又会降低它的区别能力。一般的可以取 L 为 10。按照信息论中多元文法(N-

Gram)的定义这个特征码相当于一个 10 阶文法，如果按照 6763 个汉字计算，这个特征码重

复概率大约为 1/(6763)10，因此也就保证了特征码的在文档中的特殊性。 

 抽取出特征向量之后，接下来将特征向量放入 Lucene 搜索引擎中进行搜索。搜索结果

按照 Lucene 的评分机制进行排序，并根据预先设定好的阈值进行雷同判定，将相似度大于

阈值的文档对判定为雷同，并将雷同信息写至数据库。 

 将特征向量投入到 Lucene 搜索引擎中计算时，Lucene 所采用的模型为空间向量模型

(VSM) 经过中文分词后的特征码，根据词项在文档(tf)和文档集(idf)中的频率(frequency)计算

词项的权重，通过计算文档和查询的内积或余弦等来表示文档和查询的相关程度。每一串特

征码搜索结果排序就是基于这种排分机制。Lucene 排分机制的计算公式如式 2-1 所示： 



 (2-1) 

评分公式中的因子如表 4-1 所示。 

 

表 1 评分公式中的因子 

评分因子 描述 

tf(t in d) 文档 d 中出现特征码 t 的频率 

idf(t) 特征码 t 在倒排文档中出现的频率 

boost(t.field in d) 域的加权因子，它的值在索引过程中设置 

lengthNorm(t.field in d) 域的标准化值，记载某一域中所有项出现的个数，通常在

索引时计算该值并将该值存储到索引中 

coord(q,d) 协调因子，基于文档的特征码个数 

queryNorm(q) 每个查询的标准化值，之每个特征码的权重的平方和 

 

计算出相似度之后，要进行相似度的判断，文档和该文档本身的相似度一定是 1，也就

是 100%，因此要排除对搜索文档本身的计算，是对搜索算法的一个微小的剪枝。只考虑文

档和其他文档的相似度。因为文档搜索是个 O(n2)的算法，一个文档和另一个文档相似，在

搜索另一个文档的时候必然出现和该文档的相似，导致在显示雷同结果的时候，相似的文件

对会重复显示，解决该问题的方法是，将超过阈值的文件集合，使用字典序排序，将搜索文

档和结果集合配对，文件名和文件名之间采用特殊字符链接形成文件对，建立 Hash 表，将

文件对压入 Hash 表。 

在计算完所有文件的时候，从 Hash 表中取出文件对，根据特殊符号将文件对分成两个

文件名，取得每个文件的文件路径，显示雷同的文件名的同时给每个文件名加入其文件路径

的链接，方便用户复查文件是否存在大面积雷同，防止文件误判的产生。 

考虑到阈值设定太小会导致误判率的加大，阈值太大会加重漏判的比例，本系统将阈值

设定为 0.5。 

计算相似度的流程图如图 8 所示： 

t in q

( , ) tf(t in d) ( ) boost(t.filed in d) lengthNorm(t.field in d)score q d idf t   



开始

读取特征码

根据特征码搜索倒

排索引

计算文档集原文档

和各文档的相似度

结束

文件按字典序成对

压入Hash表

读取下一文件

特征码

否

是

搜索文件目录

搜索文件目录结束？

对Hash表中相似文

档对按相似度排序

根据阈值进行雷同

判定

 
图 8 相似度计算流程图 

3.3 网络雷同分析模块的详细设计与实现 

 网络部分的实现主要是调用 Microsoft 公司 Bing 搜索引擎所提供的 Web Service API。实

现时，将从报告文件中抽取出来的特征码投入到 Bing 搜索引擎中，Bing 所提供的 Web Service

将以 XML 文件形式返回 Bing 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搜索结果中包含网页的标题，摘要，URL，

日期等信息。然后通过对该 XML 文件进行解析（解析时我们采用了开源的 dom4j 工具包）

抽取出每个搜索到的网页的 URL 地址。有了 URL 地址，便可以利用 java 提供的网络包将相

关网页搜集至本地，保存为网页文件。接下来便可采用本地方式进行相似文本的检测。 

 实现的主要步骤如下： 



1. 抽取文件的特征码。考虑到特征码的随机性，也就是说，抽取出来的特征码不一定

具有代表性，在我们的系统中，抽取了 10 个特征码，这样，就增加了网页的命中

率。 

2. 访问 Web 资源。将抽取出的多个特征码作为请求参数分别提交给 Bing 搜索引擎的

Web Service，得到若干个 XML 格式返回结果，利用多线程技术抓取至本地以作后

续的解析。 

3. 解析 Web Service 的返回结果。Web Service 以 XML 文件形式返回它的搜索结果，

因此这个过程主要进行 XML 文件的解析。我们所使用的是 dom4j 技术。 

4. 网页搜集。通过上一步对 Web Service 调用结果进行解析，得到了一个 URL 地址集

合。于是利用多线程技术将该集合内的网页抓取至本地，保存至临时文件夹。 

5. 归入索引。对搜集到的网页进行正文提取，并归入索引，为后续的相似性检测作准

备。 

6. 相似检测。对课程报告所在目录中的每一个文件进行特征抽取，然后将特征码放入

索引文件中进行搜索。这个过程与本地相似性检测基本一致。 

网络部分雷同检测的流程图如图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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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网络雷同流程图 

3.4 开发环境和工具 

(1) JDK 1.6 

系统使用 Java 作为主要开发语言。因为 Java 移植性好，使系统可以轻松的在不同的环

境部署。Java 是面向对象的语言，比面向过程的语言更适合项目的开发。Java 有很多开发好

的库，例如本系统中的 Lucene，使用这些库可以大大简化系统的开发。 

(2) MySQL 5.1.10 

系统使用 MySQL 作为数据中心。MySQL 是目前最流行的开放源代码 SQL 数据库管理系

统，具有体积小、速度快、成本低等优点。开放源代码的 MySQL 不仅可以免费使用，同时



开源社区对 MySQL 有良好的技术支持。使用 JDBC 可以让系统和 MySQL 数据库轻松实现数

据交流。 

(3) OpenSolaris 2009.06 

OpenSolaris 是一个由 Sun Microsystems 所发起的开放源代码项目，用来建立以 Solaris 操

作系统为主的开发者社区。本系统建立在安全、稳定、高性能的 OpenSolaris 操作系统上。

其他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将系统部署在任何支持 Java 和 MySQL 的系统上。 

(4) NetBeans 6.7.1 

NetBeans 是一个全功能的开放源码 Java IDE，可以帮助开发人员编写、编译、调试和部

署 Java 应用，并将版本控制和 XML 编辑融入其众多功能之中。我们使用 NetBeans 进行系统

的开发。 

(5) GlassFish 3.0 

GlassFish 是一个免费、开放源代码的 Java 应用服务器，是一款强健的商业兼容应用服务

器，达到产品级质量，可免费用于开发、部署和重新分发。GlassFish 在静态文件传输方面的

性能比 Tomcat 要强得多，而且可以支持更多的并发访问。我们使用 GlassFish 作为应用服务

器。 

4. 系统测试和性能分析 

4.1 系统测试环境 

MORS 系统内核采用 Java 语言进行开发，并基于 Open Solaris 操作系统以及 Glassfish 3.0 

Web 服务器搭建配套网站，以提供更完美的服务。系统的部署过程可参考随本报告一起提交

的部署说明书。MORS 具体测试环境如下： 

 

(1) 软件测试环境 

运行本系统所需要的支持软件： 

 操作系统：Open Solaris 

 所需软件：Java 运行时环境（JRE），Java 开发工具包（JDK5.0 以上） 

 服务器：Glassfish 3.0 

 数据库：MySQL 5.1.10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 Java 语言的跨平台特性，本系统可移植到 Windows, Linux 等系统，

经过测试，不会带来跨平台问题。 

 

(2) 硬件测试环境 

为运行本系统所要求的硬件最小配置： 

 奔腾 IV 处理器，主频 550MHZ 

 内存容量 1G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 MORS 系统内核运行对内存需求较高，因此内存容量建议 1G 以上，

2G 更佳。 



4.2 性能分析 

(1) 测试使用的文档集 

我们使用了三门计算机类课程的实验报告作为系统测试用的文档集。以下将用课程 A、

课程 B、课程 C 来表示。 

 

(2) 测试方法 

由于没有标准的雷同文档测试集，因此我们采取人工投票的机制对 MORS 系统自动雷同

检测的结果进行人工的评判。以三个人的投票团队为例，如果超过（包含）2 个人认为一份

报告与另一份报告雷同，或者与网络资源雷同，则 MORS 的自动检测结果被认为是正确的。 

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们无法获得召回率，因此采用准确率作为衡量系统性能的标准。 

 

(3) 测试结果 

对三门课程分别进行性能测试的结果如下表所示： 

 

 本地测试 

表 2 课程 A 

报告数量 报告平均字数 阈值 系统发现雷同数 
核对确定雷同

数 
准确率 

2397 627 0.5 3235 3193 98.70% 

 

表 3 课程 B 

报告数量 报告平均字数 阈值 系统发现雷同数 
核对确定雷同

数 
准确率 

994 2696 0.3 3222 3195 99.16% 

 

表 4 课程 C 

报告数量 报告平均字数 阈值 系统发现雷同数 
核对确定雷同

数 
准确率 

183 1570 0.3 53 53 100% 

 

 网络测试 

表 5 课程 B 

报告数量 报告平均字数 阈值 系统发现雷同数 
核对确定雷同

数 
准确率 

994 2696 0.3 26 26 100% 

 

表 6 课程 C 

报告数量 报告平均字数 阈值 系统发现雷同数 
核对确定雷同

数 
准确率 

183 1570 0.3 175 170 97.14% 

 



 

图 10 测试结果柱状图 

 

(4) 结果分析 

课程 A 的本地自动检测结果中雷同文档数目非常多，这是由于我们所采用的课程 A 的报

告是给定题目的问答式的报告，自由发挥性不强。因此对于这类报告可将阈值设高一点。 

对比 MORS 系统自动检测以及人工核对的结果可以看出，MORS 在本地以及网络雷同检

测都表现良好，准确率均在 97%以上，误判率很低。 

我们所选择的三门课程为计算机专业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学科，根据评测结果可以看出，

MORS 对不同的学科均有良好的雷同检测能力。 

因此，评测结果显示 MORS 具有良好的实用性。 

5. 经费使用情况 

项目共有经费￥15000，共使用￥14975，具体使用情况如下表： 

表 7 经费使用情况 

项目 经费 

服务器购置 ￥9000 

图书及参考资料购买 ￥5000 

打印、复印、网费等 ￥975 

合计 ￥14975 

80.00%

82.00%

84.00%

86.00%

88.00%

90.00%

92.00%

94.00%

96.00%

98.00%

100.00%

Local Detection Web Detection

Course A

Cource B

Cource C



6. 收获与体会 

6.1 项目组组长柳俊丞 

曾经以为，创新只是绞尽脑汁想到的一个好点子。但是，现在我终于明白，创新不仅仅

是一个好的设想，设想有时候只是空想，只有经过实践考验过的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所

谓创新，新固然重要，但是创造的过程更重要。我们的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

顺，也遇到许多的困难，但往往就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好的点子，问题优

雅的解决了，这就是创新。我们项目中的一些创新，是我们在项目开始前，并没有想到的，

很多的困难，也是项目开始之前没有预料到的，很多时候，当我们尝试了很多方法都没有解

决问题时，甚至几乎陷入僵局时，突然有了新的想法，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

一村，创新就在这个时候产生了。要创新首先要超越自我，没有实践过的人永远不可能有真

正的创新。 

6.2 项目组成员唐国华 

在项目开展的过程中，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对于未知领域的好奇心，当一个问题是处于

未解决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后面会遇到什么问题，只好渐渐地去探索，而在探索的过程中，

往往碰到各种奇怪的情况，使刚有个起步的想法即刻夭折。经过几次以后，一开始的热情就

会降低很多，而能不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与一个人的好奇心。还有对于创新很

重要的一点事坚韧性。在对于一个问题的坚持不断地追求下，问题才可能会被慢慢地吃透，

从而被解决。在项目开展过程中，我们遇到过各式各样的问题，也有过无数的讨论和争执，

如果没有对于事物的坚韧的精神，可能会持续不下去吧，整个项目最黑暗的时候也就是项目

会有重大突破的时候。 

项目开展的过程，也是个人不断成长的过程，无论是学术理论上的抑或是实践编程上的，

还是为人处事，团队配合，自己感觉都有了不小的进步。希望今后的国家创新性实验项目能

够更为推广，从而使更多的学生参与到这个有意义的活动中来。 

6.3 项目组成员郭江 

在项目中我负责的是文本比较及相似度计算部分，也可以说是整体集成部分。在这部分

工作中，我力图降低各个独立模块之间的耦合性，增加模块内聚性，使用策略模式以增强代

码的复用程度。同时，效率在这部分也显得尤为重要。进行 web 检索时的多线程机制，如何

最大限度地减少 IO 操作，这些都是提高时间效率的关键。空间上，因为 Java 的垃圾自动回

收机制，使得内存管理简单了很多，但是还是遇到过内存溢出的问题，因此在程序中必须尽

量优化空间。在显示模块未完成之前，格式化输出也显得很重要。Mors(系统名称)最初的成

形版本由于效率低，准确率不高，而且输出不规范，对用户极度不友好而成为不为人知的历

史。哦，提到了准确率，这是系统的灵魂所在。在特征码的选择方式，数目，以及文本比较

方式上有很多技巧，都是在一步步的实验中被发掘出来，并得到最优化，也许目前并不是最

优，但是实验者不会固步自封。  在项目开展过程中，车万翔老师给了我们很多非常珍贵的

指导，队友之间的交流或是争论中也使得一些原本模糊的问题慢慢地走向明朗。相信 Mors



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努力，而终将成为一个优秀的实用系统。 

7. 结论 

本文从项目简介、总体设计、系统详细设计、测试与性能分析等几个方面阐述了的

“报告雷同检测系统”的设计与实现过程。 

7.1 项目完成情况 

从整体上看，报告雷同检测系统基本达到预期目标。能够实现正确的文件系统内的雷

同报告的检测，显示文件和文件之间雷同的文件对，上传我也能告的文件名和路径，并详

细显示具体雷同之处；以较高的准确率实现网络雷同的检测，显示本地文件的路径以及与

之雷同的网页的超链接。 

7.2 特色与创新 

本系统是专门面向教育领域的学生报告雷同检测系统，与论文及学术抄袭系统不同，我

们针对学生报告的特点以及通过和一些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交流，为本系统设定了独特的

实现方案和判断标准，使其更适合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对学生报告雷同的检测。 

本系统使用的是基于检索的算法，检索的算法复杂度为 O(n),比传统的聚类算法的时间

复杂度 O(n2)要低的多，处理时间不会随着文档数量的增加而明显增大，适合大规模文档的

处理，可以让使用者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得到结果。 

本系统加入了二次比较模块，第一次比较时使用基于检索的算法，找出可能雷同的文档

对；第二次比较时使用迭代的最长公共子串算法，对第一次比较返回的可能雷同文档对进行

详细比较，找出其具体雷同的位置。使用二次比较，极大的缩短了算法运行时间，提高了系

统的效率；同时能够提高比较精度，简单明了的展示雷同结果，给用户更好的体验。 

目前所有雷同检测程序或者系统都是基于给定的文档集合，还没有一个针对整个互联网

的雷同检测系统出现。虽然有些系统声称可以针对互联网进行雷同检测，也是事先在互联网

上将相关资源搜集起来，再进行比较。本系统借助于搜索引擎的支持，可以动态的在整个互

联网上进行检索，发现雷同。 

7.3 将来的工作 

同时，本系统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有待完善。首先在网络雷同结果中，考虑到对网页提

取正文的结果含有很多无关的内容，比如广告链接、JavaScript 代码、CSS 代码等，所以没

有实现像本地雷同那样可以具体的查看具体雷同之处，而只是提供了网页的链接；其次目

前网站功能比较单一，文件雷同中，如果文件中的特殊标点符号，比如句号，逗号过少，

会导致抽取特征码随机抽取的时间部分增加，从而增加了整个系统的运行时间；在网络雷

同中，如果文件的文字信息也就是自然语言信息太少而含有大量的代码或英文字符，特征

向量会不足以分割成有效的特征码，导致网络部分搜索结果的随机性加大，准确性降低，

目前想到的解决方法是将抽取的摘要放入文件系统雷同比较前建立的倒排索引中进行反向

搜索，结合互搜索的信息判断，由于时间紧迫，这些功能将会在以后的版本升级中解决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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