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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新闻数据源增量爬虫的应用探析
杨广召 曹 叶 朱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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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农业新闻数据日益膨胀袁以农业为主题的增量爬虫成为爬取农业信息的重要手段遥 增量爬虫可以依据
农业新闻数据的更新爬取数据相关更新的内容袁剔除已经爬取的重复内容遥 本文结合农业新闻数据信息的特点袁提出
了一种适用于农业新闻信息的基于 Redis 的布隆过滤器的增量去重方法袁摆脱超大的持久化文件撑爆内存的问题遥 试
验证明随着抓取相关农业信息的增加袁该方法在保证内存不被撑爆的同时能有效提高增量爬取农业信息的效率袁在增
量信息爬取过程中具有很好的应用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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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Application of Incremental Crawler of Agricultural News Data Source

YANG Guangzhao CAO Ye ZHU Hangfei WANG Jiashuo ZHU Jiawei
(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Tarim University, Alaer Xinjiang 843300)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expansion of agricultural news data, incremental crawlers with the theme of agriculture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of crawling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Incremental crawlers can crawl the updated content based on
the update of the agricultural news data, and remove the duplicate content that has been crawled.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news data, the paper proposed an incremental deduplication method based on Redis-based Bloom filter suitable
for agricultural news information, to get rid of the problem of memory over flowing caused by large persistent files. Experiments
proved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related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crawled, this method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incremental crawling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while ensuring that the memory is not burst. It has good application value in the
process of incremental information crawling.
Keywords agricultural news; incremental crawler; deduplication

网络爬虫的主要抓取对象是网页袁获取的数据都
是用户肉眼所见的数据袁所以网络爬虫的核心思想是
模拟人类浏览操作袁只有在模拟人类操作获取到网页
内容后袁才能开始解析网页尧提取数据的工作遥

关数据袁URL 加入待抓取列表中等候网络爬虫访问袁
有用的数据保存到本地遥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 Redis 的布隆过滤器增量爬虫

系统袁该系统是根据农业新闻数据的更新来及时抓取

网络爬虫具体工作流程如下院网络爬虫的爬取通

更新的内容袁该系统的核心是在爬取内容前进行重复

常从一个起始网络地址渊URL冤开始抓取袁通过模拟人

内容过滤袁可以有效避免数据库出现重复冗余数据袁有

类用户浏览行为袁获取起始 URL 对应的网页 A遥 从网

页 A 中通过网页代码解析袁提取出相关的 URL 和数

据袁提取的 URL 会被爬虫加入待抓取 URL 列表中袁而
有用的数据将被保存到本地渊通常会保存到数据文件
或者数据库中袁方便使用冤遥 网络爬虫会从待抓取 URL
列表中依次抓取每个 URL袁通过模拟人类用户浏览

效提高增量爬虫的爬取效率[1-2]遥

1 去重处理

去重处理可以有效规避将重复性的农业数据保

存到数据库中造成大量的无效数据存放到数据库 [3]遥
不要在爬虫爬取数据后进行内容过滤袁这样做只不过
是避免后端数据库出现重复数据遥 去重处理对于一次

操作获取到相应的网页 B遥 从网页 B 中爬取URL 和相

性爬取是有效的袁但对于增量式爬虫则恰恰相反遥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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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效地减少爬虫爬取的次数[4]遥

于持续性的增量式爬虫袁应该进行野前置过滤冶袁这样
在发出请求之前检查爬虫是否爬取过该 URL袁如

果已爬取过袁则让爬虫直接跳过该请求以避免重复出
动遥 除了重复的 URL 指纹袁还应该加上 404 与 500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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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的 URL 过滤袁因为即使目标网站上没有反爬虫机

的开始和结束袁处理器模块是对爬取页面的处理袁数据

制袁 但绝大多数 Web 服务器程序都会有 404 与 500

模块负责处理过程中数据的存储和抓取结果数据的

迹袁因而加入异常 URL 的筛选是非常有必要的 遥Scrapy

需要对 URL 进行分类和过滤袁将 URL 分为不同的类别袁

生成指纹写入 Redis 中遥 Redis 支持数据的持久化袁可

在处理器模块袁通过对页面变化情况的比较分析袁来实

错误的记录遥过多的 404 与 500 很容易暴露爬虫的痕
[1]

提供的 Request-Fingerprint 函数请求生成指纹袁 然后

以将内存中的数据保存在磁盘中袁重启时可以再次加

载使用袁Redis 能读的速度是 110 000 次/s袁写的速度是
81 000 次/s袁可以减轻数据库压力袁查询内存比查询数
据库效率高遥

2 Bloomfilter

存储遥 与其他网络爬虫不同之处在于袁链接生成模块
同时过滤其他站点的 URL袁只保留指定站点的 URL遥

现对产品详细信息页面中相关农业名称信息尧简介尧图
片等信息的提取袁这一过程称为信息抽取遥 通过处理
器模块中时间控制子模块来实现页面定时更新计划遥
要摆脱超大的持久化文件撑爆内存的问题袁 核心去重
技术是将布隆过滤器持久化数据保存到数据库中遥 本

在网络爬虫中使用 Bloomfilter 可以实现高效去

文以 Redis 作为布隆过滤器的数据载体袁Redis 支持数

机映射 Hash 函数遥通常辨别某个元素是否在集合中的

隆过滤器可以实现高效去重袁Redis 原生就有 BitSet 类

重遥 Bloomfilter 是一个很长的二进制向量和一系列随

常用方法是用已知元素和集合中的元素进行对比遥
Bloomfilter 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检查某一元素是否在集

据的持久化袁 可以将内存中的数据保存在磁盘中袁布

型袁非常容易操控袁增量爬虫的流程如图 1 所示遥
开始

合内遥

URL 种子

通常会把一些数据放在 Redis 内缓存袁例如商品

信息遥 因此袁有查找请求可以依据商品 ID 直接去缓存

加入队列

中读取数据袁不需要通过读取数据库袁这样可以极大

抓取页面

地提升性能遥 查询的相关请求流程院首先查找缓存袁如

目录页

果缓存内存在直接返回袁如果在缓存内找不到相关数
据再去数据库查找袁最后把将数据库内获取的相关数

否

是

解析内容页

据存放到缓存内遥 一旦有大量数据请求涌进来袁并且

解析目录页
是

保存页面

有新的 URL

么缓存内肯定没有相关数据袁所以相关的数据请求都

队列为空

否

涌现在数据库袁数据库处理的数据会很多袁一旦处理

是

数据的压力超过数据库的极限袁极有可能将数据库

结束

在请求某个不存在的商品 ID袁如果商品 ID 不存在袁那

压垮遥 因此袁可以使用 Bloomfilter袁Bloomfilter 可以解决
缓存被穿透的相关问题遥 有大量的相关查询数据袁并
且相关数据的大小范围极大地超过了服务器的内存
大小袁如果再给一个相关数据袁如何判断此数据是否
存在其中遥 如果服务器的内存空间足够大袁可以应用

HashMap 来解决相关问题袁从原理上来说袁其时间复

过滤 URL

图 1 增量爬虫流程

3.2 主要算法描述

URL 分配算法院读取 URL 的更新历史记录袁包括

抓取次数尧检测到的更新次数尧上次抓取时间遥

更新判断院淤从缓存中读取 URL 及页面信息曰于

调用信息抽取模块袁抽取页面包含的关键信息曰盂从

杂度可以达到 O渊1冤袁但是已有的数据量大小已经极

数据库中读出 URL 对应的结构化信息曰榆将于中得到

使用了袁所以可以使用 Bloomfilter 来解决相关问题袁

模块遥

存储元素本身袁Bloomfilter 可以用来表示数据全集袁其

根据网页是否发生变化袁更新数据库中网页对应的抓

他相关数据结构都不能表示遥

取次数尧更新次数等值遥 如果网页发生变化袁执行盂曰

3 农业新闻数据源增量爬虫描述

盂将结构化后的网页关键信息存入数据库遥

大超过了服务器的内存存储范围袁因而 HashMap 不能
查询的时间复杂度是常数 O渊k冤遥 Bloomfilter 可以不用

3.1 增量爬虫整体设计
与用户的交互由用户接口模块负责袁链接生成模
块负责提取 URL 地址袁任务控制模块来整体控制爬取
260

的数据与盂中得到的数据进行对比曰虞调用更新处理
更新处理院 淤接收更新判断模块的判断结果曰于

页面下载院淤从 URL 队列中读取相应的 URL 信

息曰于将 URL 分配给不同的抓取进程曰盂下载页面曰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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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开始

农业冷链物流总体来说是一个高风险尧高收益的

下位机初始化

行业袁但是对其主要载体袁也就是冷藏车内部的监测

看门狗定时
上位机连接
Y
采集数据

N

与探究并不多遥 针对现有冷链运输设备存在的问题袁
我们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遥 以往的冷链运输车监
测系统只监测了温度与湿度袁并没有对其内部气体监

处理数据

测进行过多探究遥 我们在腐败气体以及功能优化方面

定时喂狗

进行了深度探究袁将腐败气体的监测融入冷链监测仪

封装打包数据

中袁并在整合后优化了冷链监测仪的稳定性袁为农业

数据上传
Y
上位机显示

N

冷链运输车内部的监测提供了一种精准尧便携尧多功
能的冷链物流监测仪袁提高了农业冷链运输效率袁可
有效降低农业运输中的损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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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透传模式工作

所示遥
在该网络透传模式下袁还使用了心跳包监测工作袁
用户可以选择让模块发送心跳包以实现特定的需求遥
心跳包可以向网络端发送袁也可以向串口设备端发送袁
心跳包的作用是为了保证连接可靠袁同时通过心跳包
了解模块的连接情况袁用户在不确定设备是否连接的
情况下袁可以向服务器发送心跳包来确认各模块是否
在线而不需要发送特定指令来确认袁从而节省流量袁
反应更快[9-10]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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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页面信息 URL 信息存入缓存曰虞触发更新判断模块遥

4 运行效果

通过对改进的增量爬虫与普通增量爬虫对农业
新闻网站的爬取数据对比分析得出袁随着新闻数据量
的增加袁普通增量爬虫处理速度有明显降低袁过期页
面也相应增加遥将改进的增量爬虫运行一段时间发现袁
过期页面数量增加袁改进的增量爬虫较普通增量爬虫
爬取速度上有较大提高袁该系统网络流量的增速明显
降低遥

5 结语
随着大数据和数据挖掘的发展袁增量爬虫再一次

受到人们的关注袁基于 Redis 的 Bloomfilter 去重袁既发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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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了 Bloomfilter 的海量去重能力袁又发挥了 Redis 的

可持久化能力袁基于 Redis 也方便分布式机器的去重遥

在使用过程中袁要估算好待去重的数据量袁适当地调
整 seed 的数量和 blockNum 数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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