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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站简介 

本网站是一个提供网络爬虫服务的网站，致力于帮助用户简单有效地在互联

网上批量收集自己想要的元素，不再为缺少可用资源而苦恼。用户通过建立数据

目标源地址列表 UrlList，和网页自定义的解析方式，设置一些收集数据时的基本

的参数，就能借助我们的网站快速的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网站会将结果按一定格式存放在文件中供用户下载。 

2. 网站操作 

2.1. 网站操作流程简介 

首先进入 crawler service 网站，目前有两个方法： 

1、使用网址直接进入，网址是 http://crawler.ckcest.cn/，点开网址连接，浏

览器会自动跳转至网站登录界面。 

2、从知识中心首页——>应用系统平台——>应用开发——>知识工具—

—>crawler service。 

进入网站后，用户使用知识中心分配的账号登录 Crawler Website 系统，目前

系统支持三种类型的任务。 

1、普通任务。首先，创建 URL 列表和创建解析器；其次创建普通任务，并

选择 url 列表和解析器，设置其他参数；然后提交任务；任务处理过程中可查看

任务状态；最后在任务结束之后，下载任务结果。 

2、主题任务。首先，创建主题；其次创建主题任务，并选择主题，设置其他

参数；然后提交任务；任务处理过程中可查看任务状态；最后在任务结束之后，

下载任务结果。 

3、图片任务。首先，创建 URL 列表；其次创建图片任务，选择 url 列表，设

置其他参数；然后提交任务，任务处理过程中可查看任务状态；最后在任务结束

之后，下载任务结果。 

这就是我们 Crawler Website 系统三种类型抓取任务的大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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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会为用户详细说明每个步骤的操作流程。 

2.2. 用户管理 

2.2.1. 用户注册 

  网站目前未开放注册功能，请使用知识中心分配的账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2.2.2. 用户登录 

  用户请使用知识中心分配的账号和密码进行登录，登录后，系统会自动跳

转到已登录界面，如图 2.2.2.1，左边是工作列表，右边是具体信息展示。 

 
图 2.2.2.1 

2.2.3. 用户信息修改 

 主页面【我的账号】信息栏中修改用户信息。 

个人信息修改 

个人信息修改栏中，可修改用户注册时填写的电子邮箱、所在机构名称以及

联系电话。如图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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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1 

   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 

   密码修改 

   密码修改需要输入新密码、新密码确认和原密码。如图 2.2.3.2 

 

                          图 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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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退出 

点击主页面右上角【退出】按钮，点击后帐号即可退出登录，返回网站登录

界面。 

2.3. URL 列表 

2.3.1. 创建 URL 列表 

    主页面【我的工作】—【我的 URL 列表】页面点击右上角【创建 URL 列

表】的按钮即可跳转到创建页面。如图 2.3.1.1 

 

图 2.3.1.1 

名称 

创建 URL 列表需要输入列表的名称，名称必须是在所有已创建的 URL 列表

中唯一的，且一经创建无法修改，创建 URL 列表有两种方式：文件上传和直接输

入，且两种方式可以共用。 

上传 URL 列表 

URL 列表文件是一组用户自定义的网页网址列表，文件格式必须为 TXT 文本

文档，文本内容为一条或多条网页地址；如图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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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2 

 

直接输入 URL 列表内容 

用户也可以选择在 URL 列表内容中直接录入 url 地址； 

注意：每条 URL 列表之间必须换行，并且提供的 Url 地址是完整的地址，包

括协议头（通常是 http://）。如图 2.3.1.3 

 

图 2.3.1.3 

URL 列表文件上传成功后，点击创建，网站会跳转到主页面，主页面的 URL

列表页面中会显示用户所有已创建的 URL 列表。 

2.3.2. 查看 URL 列表 

主页面【我的工作】—【我的 URL 列表】页面中点击 URL 列表的名称。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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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1 

 

图 2.3.2.1 

点击后跳转到相应的内容展示页面，用户可以查看已创建的 URL 列表的内容。

如图 2.3.2.2 

 

图 2.3.2.2 

2.3.3. 修改、复制和删除 URL 列表 

修改：修改 url 列表中的 url 内容，但不可修改 url 列表的名称。 

复制：复制出一个一样的 url 列表，一般用于被任务使用过的不可进行修改

的 url 列表，可以通过复制一个一样的 url 列表，在此基础上修改。 

删除：删除一个 url 列表。 

已创建的 URL 列表在被任何一个任务使用过或者任务提交后，名称和内容是

不可修改或删除的，只有【我的 URL 列表】中未被任务使用过的 URL 列表可重

新编辑、复制或删除。如图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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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3.3.1 

注意：当【我的 URL 列表】中，带有红色【删除】按钮，表示 URL 未在任务

中使用，为可修改状态。点击 URL 名称，进行修改；点击复制按钮进行复制；点

击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当【我的 URL 列表】中，无红色【删除】按钮，表示 URL 已经被任务使用，

无法修改或删除，只能被复制。如图 2.3.3.2。复制功能一般用于修改被使用过的

url 列表。 

 
                            图 2.3.3.2 

2.4. 解析器 

用户想从网页上获取何种格式的数据，想通过我们网站以任何种方式收集数

据都可以在解析器中自定义。可创建的解析器分为两种：代码解析器和规则解析

器，代码解析器用户可以添加 python 代码处理数据，规则解析器支持 xpath 和

正则两种规则，可以利用 xpath 和正则控制网页扩展和内容抽取。 

2.4.1. 创建代码解析器 

主页面【我的工作】—【我的解析器】—【代码解析器】页面点击右上角【创

建代码解析器】的按钮即可跳转到创建页面。如图 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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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1 

 

名称 

解析器的名称一经创建，则不可修改。注册时必须确保在所有解析器名称中

唯一； 

描述 

对于每一个创建的解析器都可以加一段描述； 

解析器代码 

解析器代码是一个 python 文件的标准内容，可参考我们提供的公共模版来

修改编写； 

名称和解析器代码填写完毕后点击创建，创建成功网站会跳转到主页。 

2.4.2. 创建规则解析器 

主页面【我的工作】—【我的解析器】—【规则解析器】点击右上角的【创

建规则解析器】按钮即可跳转到规则解析器创建页面，如图 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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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1 

基本信息 

 设置规则解析器的名称和描述。名称一经创建后不可修改。 

 设置扩展规则 

 点击【增加扩展规则组】，设置网页的扩展规则以及扩展规则的使用范围，

网页会按照规则要求从种子页面进行扩展，到达其他页面。扩展规则的使用范围

必须使用正则填写；而具体的规则内容支持用 Xpath 或正则进行填写。支持设置

多个规则组同时使用。如图 2.4.2.2。 

 

图 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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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创建完成一组规则后如图 2.4.2.3 

 

图 2.4.2.3 

设置抽取规则 

 点击【增加抽取规则组】，设置网页内容的抽取规则以及抽取规则的使用范

围，系统会按照规则要求从页面中进行内容抽取，得到抽取结果。抽取规则的使

用范围必须使用正则填写；而具体的规则内容支持用 Xpath 或正则进行填写。支

持设置多个规则组同时使用。 

扩展规则和抽取规则各自使用互不干扰，用户可以仅设置扩展规则或者仅设

置抽取规则，但扩展规则和抽取规则不可同时为空。  

最后，点击【创建】即可完成规则解析器的创建。 

2.4.3. 查看解析器 

 主页面【我的工作】—【我的解析器】—【代码解析器/规则解析器】页面

表格查看用户创建的所有解析器和网站提供的公共解析器模版。如图 2.4.3.1 和

图 2.4.3.2 

 
图 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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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4.3.2 

点击解析器名称，进行查看。 

2.4.4. 修改、复制和删除解析器 

修改：修改解析器中的内容，但不可修改解析器的名称。 

复制：复制出一个一样的解析器，一般用于被任务使用过的不可进行修改的解

析器，可以通过复制一个一样的解析器，在此基础上修改。 

删除：删除一个解析器。 

主页面【我的工作】—【我的解析器】—【代码解析器/规则解析器】页面表

格显示用户创建的所有解析器，点击解析器名称进入修改界面进行修改。 

修改解析器内容，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 

点击【复制】按钮可以复制原先的解析器； 

点击【删除】按钮删除解析器。 

注意：公共解析器无法删除；正在运行以及使用过的解析器都不可被删除。 

2.5. 主题 

用户除了以上通过 URL 列表和解析器定制普通任务之外，还可以根据自己关

心的内容定制主题抓取。如需要抓取矿泉水相关的内容但是又不希望内容中出现

农夫山泉等需求可以通过创建自己的主题实现。 

2.5.1. 创建主题 

主页面上【我的工作】—【我的主题】进入主题页面，点击右上角【创建主

题】即可进去创建主题页面，如图 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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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1 

主题名称 

设置主题名称，名称必须是在所有已创建的主题中唯一的，且一经创建无法

修改。 

设置主题词组 

点击【添加主题词组】进入主题词组编辑页面，如图 2.5.1.2，在这里用户可

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灵活定制主题词。“必须包含所有”指结果必须包含填写的所

有关键词；“包含其中任意一个”指填写多个词时，结果包含其中任意一个即可；

“不包含”指结果中不可包含的词，填写多个时，不可包含其中任何一个。 

 
图 2.5.1.2 



中国工程科技知识中心应用系统平台 

添加完所有主题词组以后点击【创建】按钮即可创建自己的主题，如图 2.5.1.3。 

 

图 2.5.1.3 

 

2.5.2. 查看主题 

主页面【我的工作】—【我的主题】页面，点击主题名称查看此主题的具体

内容。 

2.5.3. 修改、复制和删除主题 

修改：修改主题中的内容，但不可修改主题的名称。 

复制：复制出一个一样的主题，一般用于被任务使用过的不可进行修改的主题，

可以通过复制一个一样的主题，在此基础上修改。 

删除：删除一个主题。 

主页面【我的工作】—【我的主题】页面表格显示用户创建的所有主题，点击

主题名称进入修改界面进行修改。 

修改主题内容，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 

点击【复制】按钮可以复制主题； 

点击【删除】按钮删除主题。 

2.6. 任务 

2.6.1. 创建任务 

  主页面【我的工作】—【我的任务】页面点击右上角【创建任务】的按钮

即可跳转到创建任务页面。 

可创建的任务类型分为三种：普通任务、主题任务和图片任务，分别如图

2.6.1.1、2.6.1.2 和 2.6.1.3。选择任务类型后，设置相应的参数或选择【url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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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器/主题】，然后点击创建按钮完成创建过程。 

 

图 2.6.1.1 

 

 

图 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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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1.3 

可设置的参数或内容如下： 

任务名称 

任务名称选项输入任务名称；一经填写后不可修改。 

URL 列表 

URL 列表选项选择已创建成功的 URL 列表，无已创建成功的 URL 列表，请参

照 2.3.1 创建 Url 列表； 

站内最大扩展深度 

站内最大扩展深度表示任务在 URL 列表中的 URL 地址横向抓取信息，即：

用户设置了站内最大扩展深度为 10，站外最大扩展深度为 0，URL 地址是

http://baidu.com，则该任务只会在以百度为域名的网站中抓取信息； 

注意：站内最大扩展深度设置为 0 表示不扩展，只抓取当前页，扩展数量可

用户自定义； 

站外最大扩展深度 

站外最大扩展深度表示任务在 URL 列表中的 URL 地址纵向抓取信息，即：

用户设置了站外最大扩展深度为 10，站内最大扩展深度为 10，URL 地址是

http://baidu.com，则该任务不止在以百度为域名的网站中抓取信息还会在网易、

凤凰等域名网站中抓取信息； 

注意：站外最大扩展深度设置为 0 表示不扩展，只抓取当前页，扩展数量可

用户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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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最大抓取数量 

任务最大抓取数量为 10000，用户可自行定义需要抓取的页面数； 

SQS 输出 

SQS 输出主要是输出抓取结果的 meta 信息到指定 SQS 队列，队列名由系统

随机生成。 

解析器 

    解析器选项选择解析器类型及已创建的解析器，如无已创建成功的解析器，

请参照 2.4 创建解析器。也可选择系统默认解析器：Html 解析器。 

主题 

设置主题任务时需要选择已创建的主题，如无已创建好的主题，可根据 2.5.1

进行创建。 

2.6.2. 提交任务 

  创建任务完成后，系统自动返回【我的任务】页面。【我的任务】—【就

绪中】点击提交按钮提交任务，如图 2.6.2.1 

 
                             图 2.6.2.1 

2.6.3. 查看任务 

主页面【我的工作】—【我的任务】页面，任务表格中可查看任务名称、开

始时间等。如图 2.6.3.1 

 

图 2.6.3.1 

点击任务名称，查看任务状态。如图 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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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3.2 

注意：任务刚创建提交状态是 ready；已提交执行但未正式执行状态是 queue，

表示在排队中；正在执行状态是 start；工作完成状态是 completed；用户取消状

态是 cancel。 

当抓取内容的大小达到 100MB 时或任务结束时，才提供下载，下载包分为

分下载包和总下载包，任务结果每达到 100MB 时会生成一个分下载包，当任务

全部结束时则会最后再生成一个总下载包。任务结果文件在服务器上保存 15 天。 

2.6.4. 修改、删除和复制任务 

任务只有在【就绪中】状态为 ready 时可以进行修改删除，一经提交成功，

将不可进行修改删除操作，只能进行复制操作。如图 2.6.4.1 和 2.6.4.2 

 

图 2.6.4.1 

点击任务名称进行修改操作，点击删除按钮，进行任务删除操作。 

如果点击【运行中】任务所在表格行尾的取消按钮，则会取消中断该任务。

如图 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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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4.2 

任务被取消则任务结束且显示 cancel 状态。 

任务被取消后不可再次提交，用户需要重新创建任务或者复制任务，请谨慎

操作！ 

2.7. 下载任务结果 

主页面【我的工作】—【我的任务】页面—【已结束】任务表中点击任务名

称，查看任务状态。如图 2.7.1.1。 

 

图 2.7.1.1 

任务详情页面左下角会有这次任务所需要抓取的信息压缩包，点击下载查看。如图 2.7.2 

 

图 2.7.1.2 

谢谢大家对 Crawler Website 系统的支持与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