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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1 文档主题
合肥乐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数据服务的企业之一，多

年来专注于互联网数据采集领域，面向国内外的广大用户提供技术支持与服务。

目前拥有超过十万的合作客户，其中包括政府机构和众多知名企业。乐维公司一

直秉承着为客户节约成本，提升价值的服务理念，做客户最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由合肥乐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推出的核心产品——火车采集器，是

一款能够高效采集网页数据的采集软件。火车采集器作为国内使用人数最多的网

页数据采集产品，曾多次被网易新闻、电脑报、安徽商报等知名媒体报道，备受

业界关注。软件通过对网页数据的提取，处理，发布等操作，使网页数据的提取

利用变得简单便捷，能够显著提升使用者的工作效率。

本文档就火车采集器的研发背景、产品概述、功能、应用等各个方面进行了

系统的介绍，以帮助本文档的读者快速，全面的了解火车采集器。

1.2 适用范围
本文档适用于需要全面、系统的了解火车采集器产品的人群，其他关于火车

采集器的信息咨询，可以联系火车采集器的客服人员为您解答。

1.3 相关术语
 采集任务：采集任务是火车采集器中对于数据采集和数据发布任务的完整配

置，包含采集规则和发布模块。

 采集规则：即我们对如何采集和采集什么的问题给出一些设置让采集器按照

设置的规则来执行，这个设置可以从火车采集器里面导出保存为.ljobx 文

件，也可以再次导入火车采集器。

 发布模块：在火车采集器中，发布模块是对“将已经采集到的数据发布到哪

里”进行的设置。包括 WEB 在线发布模块和数据库发布模块，其设置分别可

以导出保存为.wpm 文件和.dbm 文件，并可以再次导入火车采集器，多次使

用。

 发布接口：发布接口是一个小型的页面程序，通常和 WEB 在线发布模块配合

使用来满足用户的特定需求。即采集器将采集的数据发送到发布接口文件

中，接口文件得到数据，并按照用户特定需求灵活地处理数据。

 标签：是指用来提取某项内容信息的一个字段名字，由用户在编辑规则的时

候指定，比如标题、手机号、邮件、作者，内容标签采集到的信息在发布模

块中就可以通过该标签名对应获取到，格式为[标签：标签名]如[标签：标

题]。标签在火车采集器里面有分为两种：分别为列表页标签和内容页标签，

顾名思义列表页标签就是在获取列表页时（即采网址时）就获取到内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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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页标签是在获取内容页或多页内容时（采内容）才获取内容信息。

注：通常还有一种说法为 html 标签，这里的标签是指一些 html 代码里面

的属性标识符，如：<a href 里面的 a标签，里面的 font 标签为 html 标签，该

术语在内容处理的 html 标签排除项出现。

二、火车采集器的研发背景：

2.1 从搜索引擎到网页数据采集
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的网络，成就了万维网这个拥有着大量信息资源的宝

藏，基于万维网信息资源而生的搜索引擎则实现了信息的有效提取和利用；但仍

在飞速发展的网络让我们对互联网信息产生了新的需求，不仅要搜索到信息，还

要将所需数据信息快速地收集到目标中去，这个目标可能是一家网站，一个数据

库，一间网店，一篇文档……所有需要数据的地方，正是这种对数据利用的强烈

需求催生了网页数据采集。

2.2 从手动采集到软件采集
对网页数据的采集需求最初通过人工手动采集来实现，我们把需要的数据复

制下来，再粘贴到目标中去，就完成了一个最简单的采集过程。手动采集可以满

足少量的采集需求，但网页数据是海量的，我们需要的数据往往也是大量而又复

杂的，传统手动采集会耗费更多时间更多精力，因此我们需要一个高效的采集工

具，来帮助我们快速完成采集，在这种需求之下，火车采集器应运而生。

火车采集器实现了将数据从采集到处理到发布的一系列智能操作，能够快速

稳定地应对大量的数据采集需求，取代手动采集模拟人工操作，大幅提升工作效

率。

三、火车采集器综述：

3.1 火车采集器简述
火车采集器是一款专业的网页数据抓取、处理、分析，挖掘软件。软件凭借

灵活的配置，可以轻松迅速地抓取网页上散乱分布的文本、图片等文件，并通过

数据清洗、过滤、去噪等预处理后进行整合聚集存储，再进行数据的分析挖掘，

最终将可用数据呈现。

3.2 功能详述
火车采集器主要包含网址采集、内容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发布、多任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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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程运行、HTTP 二级代理服务器、计划任务管理器、任务运行日志管理和插件

拓展九大特色功能，下面对九大主要功能进行详细说明。

3.2.1 网址采集

火车采集器可以通过网址采集规则的设定，快速采集到所需的网址信息。可

手动输入、批量添加或直接从文本导入网址，并能自动筛选去除重复的网址信息。

支持多级页面网址的采集，多级网址采集可以使用页面分析自动得到地址、

手动填写规则两种方式。应对多级分页中内容不同，但地址相同的页面网址采集，

火车采集器设置了 GET，POST 和 ASPXPOST 三种 HTTP 请求方式。

火车采集器支持网址采集测试，可以验证操作的正确性，避免操作有误导致

采集结果不准确。

3.2.2 内容采集

火车采集器可以通过分析网页源代码，设定内容采集规则，精准采集到网页

中散乱分布的内容数据，并支持多级多页等复杂页面中的内容采集。

通过定义标签，能够将数据进行分类采集，比如将文章内容的标题与正文分

开采集。火车采集器配置了三种内容提取的方式：前后截取、正则提取、正文提

取。可选性强，用户可以按照使用需求进行选择。

内容采集同样支持测试功能，可选用一个典型页面来测试内容采集的正确

性，以便及时更正和进行下一步数据处理。

3.2.3 数据处理

对于采集到的信息数据，火车采集器可以对其进行一系列的智能处理，使采

集到的数据更加符合我们的使用标准。主要包括 1）标签过滤：过滤掉内容中不

需要的空格，链接等标签；2）替换：支持近义、同义词替换；3）数据转换：支

持汉译英、简转繁、转换为拼音等；4）自动摘要、自动分词：支持自动生成摘

要和自动分词功能；5）下载选项：火车采集器支持任意格式的文件探测下载，

并能够将相对地址智能补全为绝对地址。

3.2.4 数据发布

火车采集器将数据采集下来后默认将数据保存在本地数据库（sqlite、

mysql、sqlserver），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对数据的后续操作以完成数

据发布，支持直接查看数据、在线发布数据和入数据库，并支持用户进行发布接

口的使用和开发。

根据数据库类型用相关软件打开可以直接查看数据，配置一个发布模块即可

将数据在线发布到网站，可以设置自动登陆网站，获取栏目列表等；如果入到用

户自己的数据库中，用户只需写几个 SQL 语句，程序就会按照用户的 SQL 语句导

入数据；保存为本地文件时支持本地 SQL 或文本文件（word、excel、html,txt）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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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多任务多线程运行

火车采集器可以选择同时运行多个任务，支持不同网站或同一站点下不同栏

目的内容同时采集，能够有计划的调度任务。单个任务在采集内容和发布内容时

均可以使用多线程运行，提升运行效率。

3.2.6 HTTP 二级代理服务器

火车采集器可以通过二级代理服务器的功能实现 IP 的更换，避免因 IP 被限

制访问而导致的采集无法运行，用户需先获取一些代理 IP，然后将代理 IP 导入

采集器中完成设置即可。

3.2.7 计划任务管理器

火车采集器支持计划任务管理，能够定时自动地进行采集发布，实现自动更

新的功能，可对加入计划任务内的任务设置其执行的频率和开始运行的时间，执

行频率可以选择每周、每天、每间隔，或根据用户需求自定义 corn 表达式执行。

3.2.8 任务运行日志管理

火车采集器配置了采集监控系统，任务运行管理器将采集监控模块生成的记

录信息组装成日志条目，如果启用了自动运行功能或需要对程序运行状况进行监

控，可以查看任务运行日志中某个日期时间段内的运行情况，来做具体的分析。

可以具体了解到任务的成功数量、失败数量，重复数量和用时等数据。

3.2.9 插件扩展

火车采集器支持 PHP 和 C#插件扩展，可以帮助用户对采集的数据进行修改

处理，完成用户的更多需求，极大的扩展了采集器的功能。用户可以按照插件开

发手册自行开发所需插件，也可以使用火车采集器官方开发的一些插件资源。

火车采集器中配置了插件管理器，可对插件列表进行管理和选择插件方法，

支持插件测试。

3.3 版本介绍
火车采集器分为免费版、基础版、旗舰版机器码版、旗舰版自动授权版、企

业版尊享版，企业版豪华版六个版本，每个版本对应的功能和权限有所不同，火

车采集器支持低版本向高版本的升级。

 免费版：火车采集器免费版已经具备许多基础功能，比如分页采集，post

获得网址，支持网站登录采集等，能够满足一般用户的使用需求，用户同样

可以在论坛和 QQ 群中获取技术支持。

 基础版：火车采集器基础版在免费版的基础上为用户提供更为强大的采集功

能，包括：ftp 上传功能，标签自由组合功能，Http 请求功能，定时定量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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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发布，多页采集，Sqlite 数据库存储数据，采集到的数据编辑后再发布等。

基础版只能绑定一台电脑或服务器，包含免费更换电脑一次和一年的免费升

级年限服务。

 旗舰版机器码版：火车采集器旗舰版机器码版相对于基础版增加了文件自动

上传到网站，二级页面缓存，二级代理服务器，图片加水印等。同样只能绑

定一台电脑或服务器，包含免费更换电脑一次和一年的免费升级年限，附赠

一个采集规则和一个发布模块。

 旗舰版自动授权版：火车采集器旗舰版自动授权版与上述机器码版功能一

样。区别在于自动授权版绑定一台机器后可以随时更换机器码，不限次数，

同样有一年的免费升级年限，附赠两个采集规则和一个发布模块。

 企业版尊享版：企业版尊享版较之其他版本增加了数据发布到 Oracle，Http

接口管理采集器运行的功能，包含两个加密狗和三个机器码，需要绑定三台

机器，赠送三次免费更换授权。使用加密狗时无需绑定机器，即企业版尊享

版可以同时供五台机器使用，附赠四个采集规则一个发布模块，一年免费升

级年限。同时享有一次免费的网络培训（三小时）。

 企业版豪华版：豪华版在功能上与尊享版相同，区别在于豪华版包含四个加

密狗和六个自动授权，即可以供十台机器同时使用，且六个自动授权绑定机

器后可随时更换授权。加密狗同样无需绑定机器，附赠八个采集规则和两个

发布模块，以及一个插件，享有一次免费的网络培训（三小时）。

四、火车采集器的特性

4.1 全网通用
4.1.1 基于 web 结构的采集

火车采集器的采集原理是基于 web 结构的源代码提取，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网

页，以及网页中能够看到的所有内容；

4.1.2 扩展性强

火车采集器支持接口和插件多种扩展延伸，打破操作局限，满足更加多样化

的使用需求，使火车采集器真正做到全网通用。

4.2 功能全面
4.2.1 集采集发布于一体

火车采集器在每个功能上都做了优化设置，除了最基础的数据采集，更是融

入了强大的数据处理和数据发布功能，全面完善了对于数据利用的整个流程。

4.2.2 多元化的功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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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采集器在许多细节操作中配置多项可选方式。1）多种提取方式：网址

和内容的提取均设置了多种方式，网址采集包含手动填写采集规则、页面自动分

析，内容提取包含前后截取、正则提取、正文提取，标签组合，用户可根据自己

的需要选择不同方式；2）多识别系统：正文识别、任意编码识别等多种智能识

别系统；3）图片、压缩文件、视频等任意格式的文件都能轻松下载；4）支持

Access/MySQL/MsSQL/Sqlite/Oracle 五种类型的数据库发布；5）可选择使用加

密狗，随时移动更安全。

4.3 高效稳定
4.3.1 分布式高速采集系统

火车采集器采用分布式高速采集系统，将任务分配至多个服务端同时运行采

集，多任务多线程式的运行模式，能够最大化提升运行效率。

4.3.2 占用资源少

任务量得以分解，服务端所占用资源减少，使得火车采集器的性能更加稳定。

4.4 数据精准
4.4.1 采集监控系统

实时地监控采集，任务运行日志报错统计，及时修复，确保数据不被遗漏。

4.4.2 数据处理准确

多种精细化的数据处理方式，结合测试功能让火车采集器做到数据采集无

误，精准可用。

五、火车采集器的典型应用

5.1 使用群体及运用
5.1.1 企业人员

收集潜在的客户信息，快速挖掘新客户；通过分析客户行为开展业务，降低

风险和预算，洞察竞争对手的业务数据，助力商业决策。

5.1.2 电商运营

按照用户需求定向采集商品信息、商家信息、产品评价，挖掘相关数据背后

的潜在价值，进行精准的营销优化，提升运行效率。

5.1.3 政府机关

实时汇集国内外信息数据，掌握所关注的动态信息，进行舆情监控，及时对

不利或危情信息进行预警，并通过分析数据指导社会与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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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网站站长

实现定时采集数据和自动发布数据，采集优质内容加工处理后填充发布到网

站，让网站快速拥有强大的内容支撑，轻松提升流量与人气。

5.1.5 个人需求者

批量下载大量的文件，图片等内容，解决个人在学术研究或生活，工作等方

面的数据需求，取代手动复制粘贴，提高效率，节省下更多时间。

5.2 应用案例

案例一：地震台网中心
某地震中心通过火车采集器汇集到各类地震监测数据并加以分析，同时能够

实时监控数据动态，及时预警最新地震活动分布范围。

案例二：某品牌保险
数据为保险行业带来四大精准：精准营销、精准定价、精准管理，精准服务。

通过采集器抓取、筛选和分析出精算、营销、投保、服务、理赔等各个环节的统

计数据，更加科学地设定各种费率；向客户提示保障不足的地方，筛选出最适合

的保险产品和服务类型并向其精准推送。

案例三：淘宝店长
电商运营人员用火车采集器采集到同类商品的属性、评价、价格，市场销量

占比，从而进行某商品标题的搜索优化，根据同类经验制造爆款，提升网店的运

营水平与效率。

案例四：视频网站
对采集到的视频数据进行流量分析，排序，使得精品内容得以不断涌现，并

能将精品快速发布到目标网站中，提升网站流量，助力内容与营销升级。

案例五：著名大学科研人员
火车采集器帮助科研人员完成大量科研数据的检索、采集，在短时间内快速

批量下载大量内容，取代手动采集，节省下更多时间，工作效率快速提升。

六、运行环境

6.1 系统环境

Win10/Win7/Win8/Win2012/Win2010/Win2008/Win2003/Vista/Xp 以及

Linux

6.2 框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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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电脑安装.NET4.0 框架支持，下载地址：

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17718

七、火车采集器技术支持
企业 QQ：800019423

技术交流 QQ 群：118247073

官方论坛：http://bbs.locoy.com

官方博客：http://board.locoy.com

官方教程：http://faq.locoy.com

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17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