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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rupal001.com

NE

• Drupal 默认搜索是用Search模块实现搜索，该模块是用数据库建立索引,，通过数据
库查询来实现全文索引 。

• Search模块主要用简单的英文分词法（空格），中文默认采用双字、三字分割
（@see search_expand_cjk）

例如： 信不信由你。
结果： 信不 不信 信由 由你 

少字数可以通过minimum_word_size变量来设置 。

中文分词模块参考 csplitter.module。

Drupal Search原理及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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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earch工作原理

cron search_cron node_update_
index

_node_index_
node

search_index
（search模块）

search_index_split
（分词）search_simplify

search_invoke_
preprocess

(实现自定义分词
的HOOK)

search_expand
_cjk

http://www.drupal00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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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相关数据表
• search_dataset

已经被索引的数据表，将被搜索的对象。
sid            int, unsigned      No        搜索项目ID，例如，对于节点就是节点ID
type         varchar(16)        Yes      项目的类型，例如，节点 
data         text:big                  No       来自于项目的⼀一列空格分隔的字
reindex     int, unsigned  No       设置为强制重新索引节点

• search_index
索引后的索引，以及关联的sid、dataset等。
word       varchar(50)     No        与该搜索项目关联的{search_total}.word
sid           int, unsigned  No         这个字词所属的可搜索项目的   {search_dataset}.sid
type         varchar(16)    Yes       这个字词所属的可搜索项目的  {search_dataset}.type
score       float                     Yes       字词的数字分数，越高越重要

• search_node_links
这个表存储了链接到其它节点的项目（比如，节点）；它用来改进那些拥有较多外链的节点的搜索分数。
sid       int, unsigned    No         可搜索项目的{search_dataset}.sid，它包含指向节点的链接
type      varchar(16)     No         可搜索项目的{search_dataset}.type，它包含了指向节点的链接
nid       int, unsigned   No          这个项目链接到的{node}.nid
caption   text:big         Yes        指向{node}.nid的链接的文本

• search_total
这个表存储字词的搜索总数。
Word   varchar(50)  No     主键：在搜索索引中唯⼀一的字词
count   float              Yes    字词在索引中的总数，这里使用齐波夫定律来均⼀一化概率分布。

http://www.drupal00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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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Drupal Search模块的缺点
• 性能问题

search_index表会非常大。

• PHP建立索引比较慢
PHP语言本身的问题，多线程、内存、异步等，所以建立索引会很慢。

• 查询速度 
基于MySQL表的联合查询，如果search_index很大，将会非常慢。

解决方案

• 替换search_index等相关表，用MongDB等高性能数据库。
• 替换搜索引擎，用Solr或者Sphinx。

http://www.drupal00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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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Apache Solr Project

• Lucene和Apache Solr

• Apache solr的部署
• Apache solr的工作流程
• Drupal集成Apache  solr模块

http://www.drupal00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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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Lucene介绍

 用Java编写 的全文信息检索工具包，提供了基本的API，没有配置文件等

等。

 Lucene的原作者是Doug Cutting，他是⼀一位资深全文索引/检索专家。
Lucene命名，据说是他妻子的名字。

 Lucene已经有C++、C#、Python和Perl的版本。

 Lucene使用的是Java，所以非Java系统不容易集成。
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API访问Lucene，可以使用如下方法： 
A) 基于TCP/SOCKET
B) 基于通用的HTTP协议  Apache solr。

http://www.drupal00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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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Lucene和数据库比较

Lucene 数据库

索引数据源：
doc(field1,field2...) doc(field1,field2...)
              \ indexer /
           ____________
           | Lucene Index|
           ---------------
             /  searcher \
Hits(doc(field1,field2) doc(field1...)) 
<结果输出>

索引数据源：
record(field1,field2...) record(field1..)
       \ SQL: insert/
       __________
       | DB Index  |
       ------------
       / SQL: select \
results(record(field1,field2..) record(field1...)) 
<结果输出>

Document：⼀一个需要进行索引的“单元”
⼀一个Document由多个字段组成

Record：记录，包含多个字段

Field：字段 Field：字段

Hits：查询结果集，由匹配的Document组成 RecordSet：查询结果集，由多个Record组成

http://www.drupal001.com

Sunday, 16 October, 
11

http://www.drupal001.com
http://www.drupal001.com


NE
Apache solr 简介

 2004年CNET开发Solar，为CNET提供站内搜索服务

 2006年1月捐献给Apache ，成为Apache的孵化项目

 ⼀一年后Solr孵化成熟，发布了1.2版，并成为Lucene的子项目

 2010年  6月，Solr发布了 新的1.4.1版，这是1.4的bugfix版本

 2011年3月，跳级的版本 Solr3.1发布，版本号和Luncene版本保持统⼀一

http://www.drupal00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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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Apache Solr基本流程
 Apache Solr是⼀一个Java的Web应用程序。
需要Java的Servlet容器，需要了解JavaEE的应用和部署。

 Apache Solr基于Lucene
需要了解Lucene的文档结构。

 流程：HTTP请求 -> JavaServer -> Solr.war (根据solr.solr.home变量) -> 
Solr_Home目录/solr.xml ->操作Solr的实例、索引目录等等。

JavaServer/Servlet容器

ApacheSolr(solr.war)/Handlers

Solr Home(web.xml/JDNI/options)

Solr 索引文件管理 (solr.xml)

http://www.drupal00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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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Apache Solr 架构

Solr Core

Lucene

Admin
Interface

Standard
Request
Handler

Custom
Request
Handler

Update 
Handler

Caching

XML
Update 
Interface

Config

Analysis

HTTP Request Servlet

Concurrency

Update Servlet

XML
Response
Writer

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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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pal apachesolr模块工作原理

cron search_cron
apachesolr_search_up

date_index
@apachesolr_search

apachesolr_index
_nodes

apachesolr_node
_to_document

apachesolr_cck_
fields

（deal with cck）

HOOK_apachesolr_cck
_fields_ALTER

add your field name to this array：
$mapping[‘per_field’][$field_name]

HOOK_apachesol
r_update_index
（$document,
$node）

http://www.drupal00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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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Apache Solr 配置文件之 solrconfig.xml
 solr服务器信息设置，比如索引数据目录（ ！很重要）、多核索引、管理界面默
认查询分析器等。（注意：默认是solr不是lucene）

 Lucence索引行为设置。
a. 索引行为
useCompoundFile：通过将很多Lucene内部文件整合到⼀一个文件，来减少使用中的文件的数量。这可有助于减少Solr使用
的文件句柄的数目，代价是降低了性能。除非是应用程序用完了文件句柄，否则false的默认值应该就已经足够了。
mergeFacor：决定Lucene段被合并的频率。较小的值（ 小为2）使用的内存较少但导致的索引时间也更慢。较大的值可
使索引时间变快但会牺牲较多的内存。（典型的时间与空间的平衡配置）
maxBufferedDocs：在合并内存中文档和创建新段之前，定义所需索引的 小文档数。段是用来存储索引信息的Lucene文
件。较大的值可使索引时间变快但会牺牲较多内存。
maxMergeDocs：控制可由Solr合并的 Document 的 大数。较小的值（<10,000） 适合于具有大量更新的应用程序。
maxFieldLength：对于给定的Document，控制可添加到Field的 大条目数，进而阶段该文档。如果文档可能会很大，就
需要增加这个数值。然后，若将这个值设置得过高会导致内存不足错误。

b. 查询行为
 maxBooleanClauses：定义可组合在⼀一起形成以个查询的字句数量的上限。正常情况1024已经足够。如果应用程
序大量使用了通配符或范围查询，增加这个限制将能避免当值超出时，抛出TooMangClausesException。
enableLazyFieldLoading：如果应用程序只会检索Document上少数几个Field，那么可以将这个属性设置为
true。懒散加 载的⼀一个常见场景大都发生在应用程序返回⼀一些列搜索结果的时候，用户常常会单击其中的⼀一个来查
看存储在此索引中的原始文档。初始的现实常常只需要现实很短。

http://www.drupal00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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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pache Solr 配置文件之shema.xml

 shema主要分两个部分 types和fields

 types定义⼀一种字段类型
a. 每种类型里面可以有两个analyzer，⼀一个负责索引，⼀一个负责查询。
b. analyzer里面可以定义分词class的Factory
c. analyzer里面可以定义多个filter
d. 自定义分词需要在这里添加。比如中文分词。

 fields定义⼀一个字段实例
a. 独立字段。⼀一个字段里面可以存储多个值。
b. 拷贝字段。
c. 动态字段。 比如 im_*, is_*等。 以is_开始的字段都应用此规则。

http://www.drupal00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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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pache Solr 与CCK字段
默认情况下ApacheSolr 不索引CCK字段。
如果要索引CCK字段我们必须实现相应的HOOK，其中有两个HOOK可以实现。
1. HOOK_apachesolr_cck_fields_alter
    参数 &$mappings, 把需要索引的字段放到$mapping[‘per-field’][$name]。
2. HOOK_apachesolr_update_index
    参数 $document, $node, $namespace.
    可以给$document对象添加任何field。

apachesolr_custom_field模块
可以实现添加CCK字段或者自定义字段，并且简化到了同⼀一个界面。
目前以及提交到drupal的sandbox。
参考：http://www.drupal001.com

http://www.drupal00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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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Drupal apachesolr 启用
 按照说明装好drupal的apachesolr模块。
 下载solr包，进入 apache-solr-3.1.0/example，从drupal拷贝对应xml文件。（版
本不同，文件夹名称会有不同）

 启动solr。 java -jar start.jar
 打开http://127.0.0.1:8983/solr/admin/ 看到如下页面。

http://www.drupal00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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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olr服务器的扩展
 默认是Jetty服务器，可以扩展到tomcat、resin等其他服务器。
注意：尽量避免用默认的example。

 注意索引数据的管理和备份。
 Solr的Master-Slave扩展。

http://www.drupal00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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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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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赵高欣 （Robbin Zhao）
zhaogaoxi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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